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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

Accelerated Education
加速教育

AEWG

Accelerated Education Working Group
加速教育工作组

AOR

Area of Responsibility
责任区

BLP

Better Learning Programme
优化学习项目

CFS

Child-Friendly Spaces
儿童友好家园

CPWG

Child Protection Working Group
儿童保护工作组

IASC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NEE

Inter-Agency Network for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

ICRC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FRC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国际移民组织

IRC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国际救援委员会

MHA

Mental Health America of Greater Houston
美国大休斯顿精神卫生组织

MoE

Minist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

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NRC

Norwegian Refugee Council
挪威难民委员会

PFA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心理急救

PSS

Psychosocial Support
社会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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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A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家长教师协会

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创伤后应激障碍

RCS

Red Crescent Societies
红新月会

SEL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社会情感学习

TVET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

UN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GEI

United Nations Girls’ Education Initiative
联合国女童教育倡议

UNICEF

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HC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UNRWA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USAID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美国国际开发署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YFS

Youth-Friendly Spaces
青少年友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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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全球人道主义危机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冲突、区域暴力、人为和自然灾害
以及气候相关的事件导致人们被迫离开家园，其中许多事件持续时间较长，对儿童
和青少年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被迫地迁移会破坏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住房、健康、卫生、娱乐和教育等。本指导纲要发布之际，全球难民、庇护申
请者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已超过 6500 万人，其中一半年龄在 18 岁以下 （UNHCR,
2016）。生存处境的不确定性、流离失所时间的不断延长、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
和长期解决方案的缺失，让年轻的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的群体更容易感到绝望和痛
苦。
人道主义危机不仅对儿童和青少年有深远影响，有时还会破坏家庭关系、扰乱
社会凝聚力，还会让人们产生孤立、不安、恐惧、愤怒、失落和悲伤的情绪。长期
接触灾难或冲突而缺乏适当的缓解方法可能会损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紧急情况对家
庭和社区功能的影响又会进而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身处逆境会对儿童和青少
年（特别是在童年早期）的学习、行为和身心健康造成终身损害 （Shonkoff,
Boyce, McEwen, 2009）。生活中的适当压力是正常的，甚至是发展所必需的，比
如儿童需要经历一些情绪压力才能培养健康的应对机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
如果身体的压力反应系统受到强烈、反复、持续的刺激，特别是在没有成年人提供
支持和保护的情况下，这种压力就是损害性的，儿童在面对冲突或自然灾害时所遭
受的压力很可能如此 （Center on the Developing Child at Harvard University ,
2016; Shonkoff & Garner, 2012） 。
被迫迁移通常还会减少儿童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并对他们的学习能力产生负
面影响。在全球范围内，大量失学儿童和青少年生活在受到冲突影响的地区：其中
35%为小学学龄，25%为初中学龄，18%为高中学龄。一些全球最贫困儿童和青少
年生活在洪水、干旱或强风暴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 （UNICEF, 2016）。由此导
致的学习和技能发展的缺乏使得受影响的青少年在将来会面临失业、工资低、被歧
视和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风险 （IASC Reference Group,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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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同样需要我们的关注。教育关系到所有儿童，包括受紧急
情况和危机影响的儿童。受教育权已经被编入很多国际法律文书中（包括具备或不
具备约束力的）。1虽然教育和社会心理支持都有助于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保护，然
而在紧急情况下，受保护的需求受到更多重视，受教育的权利却往往得不到优先考
虑。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继续向危机中流离失所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教育，教育
工作者有责任确保其教育方案包括适当的社会心理支持与社会情感学习活动，从而
支持并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心理健康发展。能够促进受危机影响的儿童和青少
年社会心理健康的教育可以让他们更愉悦地进行学习，更充分地参与各种教育机
会。
处于危机情况中的儿童和青少年会面临过多的风险和脆弱性。提供精心设计且
适当的社会心理支持可以促进抗逆力建设的过程，减轻儿童和青少年的脆弱性
（Alexander, Boothby, & Wessells, 2010）。教育是提供此类支持的重要渠道，因
为：

● 在动荡时期，安全的学校和非正规学习空间是对儿童和青少年最有利的环境。
事实证明，有计划地支持以教育为基础的社会心理支持与社会情感学习活动可
以为儿童和青少年营造稳定的日常生活、提供建立友谊和进行游戏的机会、树
立希望、减轻压力、鼓励自我表达、促进合作行为等，从而保护儿童和青少年
免受灾害的负面影响 （Action for the Rights of Children, 2002; Alexander,
Boothby, & Wessells, 2010; Masten, Gewirtz, & Sapienza, 2013）。

● 社会心理健康是学习的重要先决条件，对学业成就至关重要。因此社会心理健
康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第 2、26 条）。1949 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第 3、24、
50 条）及 1977 年《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4.3（a）条）。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
约》（第 3、22 条）。1966 年《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 条）。1966 年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2、13、14 条）。1979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第 10 条）。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第 2、22、28、29、30、38、
39 条）。1998 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8.2.b.ix 和 8.2.e.iv 条）。1998 年《关
于国内流离失所的指导原则》（不具约束力）（第 23 段）。2006 年《残疾人权利公
约》（第 24 条）。2010 年联合国大会第 64 届会议关于紧急情况下教育的 290 号决
议。1998 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监测学校袭击的第 2011 号决议。2015-2030 年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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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社会心理支持与社会情感学习方法融入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够取得最佳
的效果。教育情境可以将儿童和他们的同龄人、父母、家庭及社区凝聚在一
起，帮助营造支持性环境，从而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心理健康。在理想情
况下，每位儿童所处的教育和社区环境中的各相关群体应共同努力，确保儿童
获得尽可能好的照顾和随访，其中包括教师和家长之间的沟通，如有需要，还
包括与辅导员的沟通等。

提倡将社会心理支持纳入教育情境

● 教育可以提供稳定的日常作息和结构环境，由此带来常态感，从而为儿童和
青少年的康复和抗逆力培养提供支持。

● 学习空间可以提供建立友谊的机会以及来自同龄人和成年人的支持。这些人
际交往技能和关系支持对于健康的社会生态、社会心理健康和长期抗逆力发
展至关重要。

● 学习空间可以联合范围更广的社区，增强对弱势儿童群体的相关支持。因
此，家长、社区领袖和教育主管部门共同参与的活动极为关键，也可以增强
社会凝聚力。

● 教育情境是开展结构性游戏活动的理想选择。这些活动不仅可以帮助儿童更
好地学习，还能帮助儿童从痛苦的经历中恢复过来并发展社会情感技能。

● 社会情感学习能够促进儿童社会性和情感能力的发展，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并
提升儿童应对逆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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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发布本指导纲要？
INEE 发布的这份指导纲要填补了目前的工具缺口。教育工作者和专业人士可
在紧急和危机情况下按照此纲要进行操作。虽然已有不少专门针对社会心理项目的
资源，包括本纲要编制过程中参考的针对人道主义领域的基础指南，但基于在西非
埃博拉危机、尼泊尔地震之后和持续的叙利亚危机等不同背景下的工作经验，INEE
成员发现，特别需要有针对教育领域的社会心理支持指南。由 INEE 制定的本指导
纲要旨在鼓励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家长、心理健康教师、同仁、政府部门和其他
教育工作者，通过以下三种具体方式在一线教育中更有目的性地贯彻实施切实可行
的高质量的社会心理干预措施：

● 指导纲要阐明了教育部门对于支持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 指导纲要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关于如何将社会心理支持纳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工作中的实用技巧和建议。

● 指导纲要强调了教育领域的社会心理支持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
在危机期间和危机之后，保持学校开放或提供替代性学习空间可以为儿童和青
少年及其家庭提供安全的环境，但这样做面临很多挑战。将实用的社会心理支持与
社会情感学习活动（包括同伴支持、合作游戏、情绪调节练习、角色扮演、反思性
讨论等）融入学生与学生以及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之中，可以提高这种教育活动的相
关性和质量，通常也可以为学生、教师和社区带来积极的成果 （NRC, 2017;
UNICEF, 2009）。反之，长期严重危机造成的心理影响可能会限制儿童和青少年的
学习能力。因此，如果不将社会心理支持与社会情感学习纳入正规和非正规教育，
有可能阻碍儿童和青少年的学业成长。而缺少支持性的学习环境会带来很大的风
险，同时可能严重限制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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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该阅读本指导纲要？
本指导纲要为所有在人道主义危机期间为儿童和青少年开展或支持正规与非正
规教育活动的专业人员编写。相关实施环境包括政治冲突、受暴力影响的地区、人
为和自然灾害以及遭受健康危机的国家或地区。本指导纲要尤其关注人道主义和教
育一线工作者的需求，包括学校教师、校长及心理健康教师、当地教育行政人员以
及儿童友好家园（child-friendly spaces, CFS）的管理人员。政府部门、政策制定
者、社区团体、人道主义工作者、家长、同仁和家庭在规划、设计项目、制定政策
和进行宣传倡导的过程中可参考本指导纲要，此外，本指导纲要还可用于教育小组
（Education Cluster） 和其他教育协调或工作组等机制。具体内容对于从事保护、
儿童保护、精神和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工作人员均具有参考价值。

主要参考资料
本指导纲要由 INEE 发布，参考了与该主题相关的各类出版物，其中以下五本
出版物是本指导纲要的重要基础：

● 《INEE 最低教育标准：准备、响应和恢复》
（INEE，2010a）

● 《INEE 关于紧急状态下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心
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的背景文件》 （INEE，
2016）

● 《IASC 紧急情况下的心理健康和心理社会支持
指南》 （IASC，2007）

● 《人道主义行动中儿童保护的最低标准》
（Child Protection Working Group, 2013）

● 《迈向校本社会心理工作规划的最佳实践：对
当前方法的调研》 （Boothby, Melv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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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导纲要基于 INEE 的最低教育标准 （2010a）（以下简称 INEE 最低标准）
中提出的五个领域编写，包括:（1）基本标准;（2）教育机会与学习环境;（3）教与
学;（4）教师（包含其他学校工作人员）;（5）教育政策。本指导纲要提供了建议与
示例，用来促进在危机情境下设计和实施基于教育的社会心理支持计划。

本指导纲要的结构
本指导纲要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
第一章概述了本指导纲要的定义和原则。本章阐述的概念是理解社会心理健康
与教育之间关系的基础。
第二章提供了将社会心理支持纳入教育响应的具体策略。这些策略围绕 INEE
最低标准制定，在阅读时，应结合此标准和 INEE 的其他针对特定主题的具体工
具。本章包含各种参考补充资源，以供读者深入阅读。除了核心策略外，每个领域
都包括与社会心理支持活动实践有关的实用技巧以及在不同实施环境下开展活动的
实例。其中一些领域还介绍了实地干预措施的结果等内容。
指导纲要的总结后附有词汇表。该词汇表涵盖了有关教育和社会心理支持的常
用术语。
指导纲要还列出了参考资料和其他资源，供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工作者在计划、
准备、实施和评估教育领域的社会心理支持与社会情感学习活动时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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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定义与原则
把社会心理支持纳入教育活动，首先必须了解本指导纲要经常提及的几个关键
概念和原则。下文将对相关概念和原则进行定义，并对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进行讨
论。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考 INEE 发布的《关于紧急状态下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心理
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的背景文件》（INEE Background Paper on Psychosocial
Support and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for Children and Youth in Emergency
Settings，2016），获取更详细的信息。
保护（Protection）：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ICRC, 1999, 引自
IASC, 1999, 第 4 页）将保护定义为“根据有关法律体系的文字和精神旨在充分尊重
个人权利的所有活动”。该广义的定义包括有针对性的法律干预措施以及其他在紧
急情况和危机期间保护个人身心健康的例行活动。2良好的教育具有保护性，而且
由于受教育本身既是一项人权，也是一项赋能权利（即促进其他人权），因此，教
育情境对于将保护项目和政策纳入主流而言尤为重要。
儿童保护（Child protection）：儿童保护的定义是“预防和应对虐待、忽视、剥削
和暴力侵害儿童的行为”（Child Protection Working Group, 2013, 第 13 页）。具
体而言，儿童保护包括让儿童远离“欺凌、性剥削、来自同龄人、教师（包含其他
学校工作人员）的暴力行为、自然灾害隐患、武器弹药、地雷和未爆弹药、武装人
员、交火地点、政治和军事威胁、以及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的招募”（INEE,
2010a, 第 115 页）。

具有法律和非法律约束力的框架中都包含了对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的保护，例如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1954 年《关于
无国籍人地位的公约》以及 1961 年《减少种族歧视公约》和《关于国内流离失所的指导
原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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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Psychosocial）：社会心理指“个人的心理和社会性维度之间的动态关
系，两者可以互相影响”（IFRC Reference Centre for Psychosocial Support,
2014, 第 11 页）。个人发展的心理方面是指个人的思想、情感、行为、记忆、感
知和理解。社会性发展是指个人、家庭、同伴和社区之间的互动及关系（UNRWA,
2016, 第 4 页）。
社会心理支持（Psychosocial support）：社会心理支持（PSS）指“在社会中促
进人们身心健康的过程和行为，包括家人和朋友提供的支持”（INEE, 2010a, 第
121 页）。社会心理支持也可以描述为“提升个人、家庭和社区内部抗逆力的过程”
（IFRC Reference Centre for Psychosocial Support, 2009, 第 11 页）。社会心理
支持的目标是帮助个人在经历对生活造成破坏的危机后恢复正常，并增强其在经历
不良事件后的恢复能力。
健康（Wellbeing）：这里的健康是广义上的身心健康（也可翻译为福祉），是指
处于整体（或全面）健康的状态和达到此状态的过程。健康包括身体、情感、社交
和认知健康。它包括一切对个人有益的方面：有意义的社会角色；感到幸福和充满
希望；按照被广泛定义的良好价值观生活；拥有积极的社会关系和支持性环境；使
用积极的生活技能应对挑战；能够获得安全、保护和优质的服务。教会共同行动联
盟和瑞典教会确定了身心健康的七个重要方面：生物、物质、社会、精神、文化、
情绪和心理（ACT Alliance & Church of Sweden, 2015, 第 42-43 页）。
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SEL）：社会情感学习的定义为
“获得识别和管理情绪、设定和实现目标、欣赏他人观点、建立和维持积极关系、
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及建设性地处理人际关系等核心技能的过程”（Elias, Zins,
Weissberg 等，1997）。社会情感学习的目的是培养自我意识、情绪素养、认知
灵活性、增强记忆力、抗逆力、毅力、动机、同理心、社交和人际关系技巧、有效
沟通、倾听技巧、自尊、自信、尊重和自我调节等素质（INEE, 2016, 第 10-11
页）。
社会情感学习是社会心理支持总体框架下的重要元素。本指导纲要将社会情感学习
视作社会心理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工作者应该加以应用，这有助于改善儿童
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社会情感学习是一种教学实践和过程，特别适用于正规
和非正规教育情境，可以提升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技能和能力，帮助他们完成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社会心理支持指导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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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社会情感学习能够提升自我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是学习的催化剂（Durlak,
Weissberg, Dymnicki 等，2011，第 405 页）。本指导纲要对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
情感学习的原则和实践进行说明，目的在于培养教育工作者预防社会心理问题恶
化、在需要时为青少年提供特殊照顾，并在各种学习情境中促进社会情感学习与社
会凝聚力的能力。有关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之间关系的讨论，请参阅
2016 年 INEE 发布的背景文件。
抗逆力（Resilience）：抗逆力是另一个与社会心理支持相关且有所重叠的概念。
抗逆力指个体在不利环境中恢复甚至成长的过程，通常被表达为这一过程的结果。
本指导纲要将抗逆力定义为系统、社区或个人面对潜在隐患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
意味着为达到并保持可接受的功能和结构水平而进行的抵抗或改变。抗逆力取决于
应对机制和生活技能，例如：解决问题、寻求支持的能力、动机、积极性、乐观、
信念、毅力和机智 （The Sphere Project, 2017） 。当支持身心健康的保护性因素
强于造成伤害的风险性因素时，就会产生抗逆力。促进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
习的活动可以通过提升支持身心健康和学习结果（即技能、态度、行为和人际关
系）的核心能力，从而提升抗逆力，进而使儿童、青少年及其所在的教育体系能够
应对并战胜逆境。还需要注意的是，社区的支持通常能增强个人的抗逆力，其中包
括与同龄人、家庭、教师和社区领导等人的互动（Diaz-Varela, Kelcey, Reyes
等，2013）。
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Bronfenbrenner（1979）提出的社会生态模型是
我们理解社会心理支持与社会情感学习之间的关系及其环境因素的重要框架。如图
1 所示，儿童位于社会生态系统的中心，身体、认知、社会、精神和情绪的发展都
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儿童受到家庭的支持，而家庭又深植于社区结构，并最终
融入整个社会。模型中的环状重叠部分说明了某一层面的因素是如何影响另一层面
的因素的。换言之，儿童的身心健康受到多个层面的风险和支持因素的影响，因
此，儿童的成长是在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背景下得以发展的。
儿童的家庭、学校和社区之间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支持性环境为儿童的良好成长和发
展提供了最佳基础。教育情境可以对此起到促进作用，因为教育情境必然涉及到社
会生态各个层面的参与者和机构，从学生、父母、社区领袖到政府、非政府组织和
多边组织等服务提供者。因此，若在儿童社会生态的某一层面开展活动，例如起草
禁止体罚的政策，还应考虑该政策在社区和学校层面将如何实施及其适用性。在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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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社会心理支持相关的干预措施时，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应牢记这些关联，并尽可
能确保这些措施在社会生态的其他层面也有补充和同步措施。例如，为了促进全面
和可持续的变化，一项关于体罚的新政策可能需要与学校的相关计划同步或配合，
以促进非暴力的课堂管理技术并建立保护转介系统和投诉机制（另见 UNICEF,
2014a）。这种在各层面保持同步的方式体现了系统性思考。
图 1. 社会生态模型
政策/有利环境
（国家、省、地方法律）
组织
（组织和社会机构）
社区
（组织之间的关系）
人际交往
（家人、朋友、社交网络）

个人
（知识、态度、行为）

资料来源：改编自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5

关于将社会心理健康支持与社会情感学习纳入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几点建议
教育工作者应如何将社会心理支持与社会情感学习整合到更广泛的教育成果
评估中？可以考虑以下三点：
•

通过关注生活技能、符合文化的应对机制、职业技能和冲突管理技能的
活动来支持学生的技能和知识的发展。

•

通过增强安全感、提高对他人的信任度、提升自我价值和强化对未来的
希望，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

•

通过与教师、父母和同伴建立关系，营造社区归属感，提供符合社会规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社会心理支持指导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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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角色，恢复文化活动和文化传统等各种活动，促进学生的社会心理
健康。
以上三种途径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这些途径的核心是
一致的，对社会心理支持与社会情感学习的相关活动具有指导作用 （UNICEF,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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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类型：2007 年 IASC 发布的干预金字塔是另一个有用的干预工具，帮助我们思
考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图 2.从原则到实践：教育部门的社会心理干预实例
干预金字塔
示例

心理卫生专家（精神科护士、心理
学家、精神科医生等）提供的心理
健康服务
初级保健医生提供的基本心理健康服务
社区工作者提供的基本的情感支持和实
际支持

活跃的社交网络
传统的社区支持
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活动场所

专业服务

有针对性的非专业支持

社区和家庭的有力支持

倡导安全、社会认可且维护尊严的基
本服务

与基本服务和保障相关的社会因素

资料：改编自 IASC，2007

金字塔描绘了在危机期间确保青少年及儿童心理健康时应考虑的四个方面。
1.与基本服务和保障相关的社会因素
2.社区和家庭的有力支持
3.有针对性的非专业支持
4.专业服务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社会心理支持指导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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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字塔的每个层级中，教育活动都可以促进社会心理支持；但是，采取的活
动或干预措施类型应根据特定人群的需求而有所不同，在不同层级上也应有所不
同。下表提供的示例展示了应如何在这四个层级中开展教育活动和项目。基本服
务、安全和加强社会支持网络的相关问题应在家庭、社区和政策层面系统地解决。
有针对性的专业和非专业支持需要在学校和社区层面加强机构制度建设，同时需要
组织和管理层面的领导和政策承诺。
干预类型

教育情境的作用

可在此层级实施的活动和项目示例

（IASC 定
义，2007）
1.
与基本服务
和保障相关
的社会因素

在危机时期，教育是一项

学校、非正规教育场所和儿童友好的场所应得到

不可或缺的基本服务。教

保护，并应在危机后尽快重新开放。教育工作者

育信息既可以挽救生命，

应倡导将教育纳入人道主义响应中，并筹集资

又可以维持生命，而常规

金，确保学校的运转和安全获得足够的资金支

的学校学习则有利于受到

持。

危机影响的儿童和青少年
保持心理健康。教育情境
还有利于提供其他基本服
务，满足基本需求。例
如，可利用教育场所分发
食物和水，提供基本医疗
服务。这种普惠层面的干
预措施旨在通过使学校尽
快正常运转，促进儿童和

在冲突期间获得教育的问题可以通过“紧急情况下
的教育”方法来解决，例如双班制、性别敏感的社
区学校教育或开发替代式学习空间。这些方法都
经过了长年的实践。在教育机会特别缺乏的情况
下，教育工作者可以考虑使用适当的技术平台
（例如教育电视或家庭学习包）以确保持续提供
教育，并将社会情感学习活动融入儿童的日常生
活。

青少年接受优质教育的平

将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活动与教学方法

等机会，以支持教育系统

相结合可以帮助儿童和青少年建立应对机制，以

中的所有儿童和青少年。

应对危机所带来的逆境。为此，教育工作者应将
教师培训与支持摆在优先地位。可以将这些干预
措施 纳入主流工作，作为日常的备灾活动，而不
是非要等到危机来临才行动。还应注意，教师也
可能受到危机的影响，并可能需要社会心理支
持。在危机期间，不应忽略教师（包含其他学校
工作人员）的需求，在为有社会心理需求的学生
提供支持时，也需要考虑教师的需求和能力。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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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区和家庭
的有力支持

学校通常是社区中最主要

教育方面的响应策略应包含家庭和社区，并通过

也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可

家庭和社区开展工作。现有的家长教师协会

以在危机时期加强社区能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s, PTA）和学校

力。学校可以充当家庭和

理事会通常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教育工作者应当

社区支持系统之间的桥

了解这些社区的联系人信息，掌握社区中有哪些

梁。

资源和能力可以帮助在危机期间提供优质教育。
在没有正规社区结构的地方，教育工作者应以吸
引家长或其他社区成员参与为目标设计活动，例
如聘请助教。

3.
有针对性的
非专业支持

有些学生虽然不需要专业

可以在学校聘请专业人员来发现教育情境中有特

医疗支持，但仍然比其他

殊需求的学生，并为他们提供支持。

人需要更多的关注。同
样，必须考虑到传统的弱
势群体（如残障人士）可
能有特殊的社会心理支持

可以在课堂或课外活动时使用同伴学习方法，将
学习上、心理上或认知上较脆弱的儿童与能够提
供支持的同龄人安排在一起。

需求。教育者需要了解这

针对某一特殊需要的父母和学生建立自助小组，

些学生的具体需求和困

这有利于确保在紧急响应中考虑到他们的需求并

难，并相应地调整社会心

提供有价值的同伴支持网络。

理支持活动。
4.
专业服务

这些服务面向最弱势的学

运转正常且沟通良好的转介机制是确保及时提供

生，因为仅通过教育活动

适当护理服务的关键。如果转介后得不到专业服

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教

务，会造成相当大的伤害。教育工作者应与其他

育工作者不应试图为这些

部门（例如卫生、社会事务和家庭相关部门）的

群体提供照顾，而应让他

工作人员密切协调，以确保建立联系。建立这些

们向心理学家、精神科医

系统应作为备灾环节中的关键步骤，而不是等到

生及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

危机来临时才做，这一点非常重要。

寻求专业心理健康服务。
教育工作者应有能力识别
儿童的症状，并了解如何
引导其寻求必要的心理健
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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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误区可能造成伤害！
大多数儿童和青少年可以应对短期的突发事件和危机，并能够在受教育过程
中受益于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方面的活动。教育工作者可以帮助学生在
学习和社交方面取得进步，当然这是挑战和收获并存的一件事。值得注意的是，
关于危机期间和危机后的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有很多误区。过分坚持这些误区可
能导致人道主义响应过度医疗化，或延误服务的提供，甚至可能使儿童和青少年
与家庭变得疏远。

误区：危机过后，每个人都会出现心理创伤
儿童和青少年的经验、应对技能和对灾难或冲突的反应是不同的。很多人有
一定的适应能力，只需要注意其基本的身体和心理需求即可。而有些人会非常痛
苦，尤其是失去了父母或其他近亲的人。这种心理创伤的情况不会是社区中的常
态或普遍需求。请牢记这一点，因为如果错误地假设每个人都会产生心理创伤，
则可能会导致专业心理健康服务的过度投入，而对社区所有成员的普遍社会心理
支持投入不足，以及对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情境中的社会情感学习投入不足。简而
言之，不走出这一误区可能导致无法为大多数青少年提供足够支持，从而影响他
们的康复和成长能力。

误区：只有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才能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
儿童和青少年的健康与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密切相关，包括他们的父母、
兄弟姐妹、其他亲属、朋友、教师、宗教领袖等。这些关系可以为受灾害影响的
儿童和青少年提供重要的保护。此外，儿童和青少年自身的抗逆力和自我能动性
是决定其危机应对能力的关键因素。尽管让儿童和青少年接受心理健康专业人员
或传统治疗师的诊疗是非常重要的，但也要视情况而定。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
康状况与他们的日常关系及自身应对机制息息相关，记住这一点十分关键。经过
一些高质量的培训，教师和护理人员就可以开展简单有效的社会情感学习活动和
课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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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本土治疗方法都是危险的
人道主义响应通常受西方心理和精神健康方法的影响。但是，本土治疗方法
对儿童和青少年也可能非常有用。此类方法可能包括祈祷、冥想、净化仪式或其
他精神仪式。应该对具体方法进行评估，以确定各种社会心理干预的安全性。如
果受灾害影响地区的群体和社区所认同的本土方法不侵犯人权且安全，则结合两
类治疗方法可能是最有效的应对措施。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社会心理支持指导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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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策略
本章讨论了促进社会心理健康的策略，这些策略的组织方式与 INEE 最低标准
组织框架的领域是一致的。每部分除介绍与该领域相关的策略外，还提供了在该领
域实施的社会心理支持项目案例。每部分的最后都有反思要点。尽管本手册是一份
独立的指导材料，不过您也可以查阅 INEE 最低标准手册，以获取更多关于各个领
域和标准的详细信息。

最低标准的几个领域
● 领域 1：基本标准
● 领域 2：教育的可及性与学习环境
● 领域 3：教与学
● 领域 4：教师（包含其他学校工作人员）
● 领域 5：教育政策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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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1
基本标准
INEE 最低标准领域 1：基本标准

社区参与（参与和资源）：
● 社区成员以积极、公开透明和无歧视的态度参与教育响应的分析、规划、设
计、实施、监测和评估工作。

● 发现、调动和使用社区资源，提供符合年龄特点的学习机会。

协调：建立教育协调机制，支持各相关群体开展工作，确保学生能够接受持续、优
质的教育。

分析（需求评估、响应策略、监测和终期评估）：
● 对紧急情况中的教育进行及时、全面、公开透明且参与式的评估。
● 全纳的教育响应策略应包括描述清晰的背景信息、实现受教育权的障碍以及
克服障碍的策略。

● 定期监测所开展的教育响应活动和受影响人群不断变化的学习需求。
● 系统而客观的终期评估有利于改进教育响应活动并强化问责机制。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社会心理支持指导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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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在危机伊始进行需求评估以确定何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情感学习干预措施对受影
响的儿童和青少年最有效，这一点十分重要。评估工作应在采集人口统计数据时关
注年龄、性别、种族、宗教和文化因素、紧急情况对学生的影响、学生生活中重要
的人际关系、潜在风险和可用的资源。
为了发现和了解儿童和青少年在危机中的经历，应同时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
进行需求评估。定量调查可用于统计（针对全体人口）或估算（使用代表性抽样的
方法）某地区因危机产生生理或心理需求的儿童人数。收集的数据可包括：家庭层
面的资源和需求；基本的人口统计，这些信息会在发生人口迁移的时候特别有价
值；对于心理健康支持和转介制度的可用性和可及性的调查；以及对学校的入学机
会和接受非正规教育机会的长期追踪。参与式排序活动是另一种记录此类数据的方
式（更多信息请参阅 Ager, Stark, Potts, 2010）。尽可能利用现有调查数据确定危
机发生前的基线状况。收集的定量数据应包括分类信息，以便了解某些广泛存在的
脆弱性，如无人监护儿童的数量或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数量。通常此类调查由保护领
域的工作人员开展，但在调查时应始终与教育部门保持合作。
另一方面，定性数据至关重要，因为该数据有助于反映在个人和社区遭受危机
时，与他们经历相关的更加详细（通常是叙述性）的信息。定性数据包括个人对自
己和家庭成员需求的反思、认知、感受或理解。评估方法包括教师、援助人员、其
他社区成员所做的观察，利用访谈和焦点小组帮助确定需求和符合当地文化及能够
被接受的危机响应策略。可以用清单或陈述性报告的形式记录观察结果，例如实地
考察后的系统性笔记或教师日志。在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强调参与式数据收集方法
的定性数据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数据可更深层次地反应关于个人和社区所面临的其
他难以察觉的影响和风险。

26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社会心理支持指导纲要

评估应尽可能以多个数据源为依据，以更全
面地展示特定的情况，并可以通过多方比对（通
过不同类型的数据校准结果）提高评估结果的可
靠性。例如，调查时可同时组织焦点小组的参与
和进行观察数据的记录。在由不同的机构进行数

评估阶段收集的数据
人口统计数据：受影响的儿
童和青少年的人数（按年龄
和性别划分）、地点、影响
的范围。

据收集时，应协调各方的努力，从而改进多方比
对的效果，得到更加全面的结果。最后，评估应 人际关系：紧急情况对儿童
满足数据收集工作最低限度的伦理标准，包括将 的重要人际关系产生的影响
收集的数据及其预期用途告知社区成员，保证社 ——父母、同龄人、家庭和
区成员自愿同意收集数据。在确定需求的过程中 生活中其他的重要人物。
应始终让社区成员参与其中，因为他们对自己的 弱势群体：确定边缘化最严
处境最为了解。实用的需求评估工具包括全球教 重的、最脆弱的群体，收集
育小组 （Global Education Cluster）《紧急情况 关于其特定需求的数据。
教育需求评估指南包》（Guide to Education in
风险：在不久的将来，家
Emergencies Needs Assessments Package,
庭、社区和学校可能出现的
2016）；儿童保护工作组 （Child Protection
潜在风险。
Working Group）《儿童保护快速评估工具包》
（Child Protection Rapid Assessment Toolkit,

优势：受影响的家庭、社区

2012）；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和学校从紧急情况中恢复并

员办事处 （WHO-UNHCR） 工具包《评估心理

重归常态所能利用的资源和

健康和社会心理需求与资源：用于人道主义情境 能力。
的工具包》（Assessing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Needs and Resources: Toolkit for
Humanitarian Settings, 2012） ；以及国际移民

缺口：促进社会心理健康所
需的援助。

组织 （IOM） 的《在紧急转移、早期恢复和恢

伙伴：与提供教育以及生理

复阶段中的社会心理需求评估》（Psychosocial

和社会心理支持的组织的协

needs assessment in emergency displacement, 调。
early recovery, and return）工具（未注明发布
日期）。
儿童和青少年应对负面事件的方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他们个人的能力以及父
母和社区提供支持的水平。因此，必须以个人为单位评估风险级别与优势。为提供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社会心理支持指导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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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响应策略，收集的数据应足够广泛，包括儿童和青少年所处的环境、人际关
系和相关机构等信息，例如其所在国家或社区机构，以及人道主义体系内机构的信
息。
评估工具可以比较简单，包括观察、参与式排序和对特定群体经历的分析。但
是，评估过程不应就此结束。持续的评估可以使教育工作者确定儿童和青少年应对
逆境的方式所发生的变化，这可以成为开展深入的监测和评估工作的开端。教育工
作者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他们可以观察到学生每天的日常行为，以
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所以可以帮助确定学生的需求。进行高质量的评
估和监测并让儿童和青少年人参与到数据收集的过程中对于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
致的理解是十分必要的。
在评估、监测和终期评估的每个阶段，都应特别注意识别并支持边缘化群体的
需求。例如，残障儿童和青少年历来都在主流教育中处于边缘化地位。此类群体中
的大部分人都因歧视和行动不便而没有上学。人道主义危机，尤其是暴力冲突或疫
情，都可能会增加残障儿童和青少年的数量。为了营造有利于残障儿童和青少年的
全纳和支持性环境，教育工作者可以进行具体分析，理解危机如何影响残障学生群
体的社会心理健康。更多关于如何确保将残障儿童和青少年纳入教育干预措施的详
细信息，请参阅 INEE《全纳教育口袋指南》（INEE Pocket Guide to Inclusive
Education，2009） 和 INEE《支持残障学生口袋指南》（NEE Pocket Guide to
Supporting Learners with Disabilities，2010b）。
儿童的社会心理支持需求也可能因性别和年龄而有所不同。为提供符合实际情
况的响应策略，确保对数据进行分类以反映不同群体的需求至关重要。评估应识别
阻碍受教育机会的障碍，制定可以满足所有社区成员需求的包容性响应策略。例
如，有许多 INEE 及其成员机构的工具可用于纳入性别因素的数据收集工作，包括
INEE 手册。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 INEE《性别口袋指南》（INEE Pocket Guide
to Gender，2010c）。学龄前儿童和小学适龄儿童的社会心理和教育需求经常被忽
视，但是儿童友好家园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儿童友好家园提供了基于游戏的
学习机会，将早期启蒙与社会心理支持活动有机结合了起来（UNICEF，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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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的分析、设计和实施阶段开展的活动应将社区视为资源和伙伴，并招募
社区成员参与活动。通过当地现有的教育体系来实现社区参与至关重要，这些体系
包括社区教育委员会、学校管理层、家校合作平台等。此类体系的参与将优化评估
的效果，并将评估与社会生态的不同层级更有效地联系起来。此外，通过与社区或
学校管理层合作可以恢复并继续建设现有资源，教育工作者可以确保响应行动的及
时性和相关性，从而提高教育质量。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资源不仅仅是指提供的材
料，各参与方应遵循伙伴关系原则，使响应的实施人员能够充分了解社区的情况，
并利用社区能力来支持教育工作。
最后，在危机中有许多组织依据评估
来计划和执行其响应行动。因此，数据的
收集和根据数据得出的响应策略要注意相
互协调。为避免重复和资源浪费，教育相
关的群体应通过小组会议和其他组织机构
与所有相关机构相互协调，开展评估，制
定适当的响应计划，并合作实施响应行
动。尤为重要的是，要与卫生和保护部门
就各项社会心理支持响应活动进行协调。
全球教育小组 （Global Education
Cluster） 的《需求评估包》（Needs
Assessments Package, 2016） 为包括跨
部门评估在内的需求评估提供了实用的相
关指导和资源。

社区是一种资源
社区是社会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紧急情况下开展教育时，社区
应该作为伙伴，参与备灾、响应和恢
复的所有阶段。通过与社区紧密合
作，教育工作者可以提高响应行动的
相关性、及时性和可持续性。然而，
应注意避免社区负担过重，尤其避免
将财务和物资责任转移给已处于重压
下的社区。必须从整体上理解社区贡
献的重要性，不能将其等同于物质支
持，而是要考虑其能力范围、非现金
支持，以及在适当情况下，社区可以
贡献的物资和资源。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社会心理支持指导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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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例
领域 1：基本标准
尼泊尔：家长参与识别弱势学生群体的需求
明爱 （Caritas） 为尼泊尔不丹难民营的 55 名残障儿童（心理障碍、听力障
碍、视力障碍、肢体障碍）的母亲提供了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和能力建设课程。培训
的重点是促进母亲的社会心理健康发展，提高其在急救、压力管理和家庭计划等领
域的能力与技能。这些母亲和残障人士在每个营地中建立了自助支持小组，每组中
有 10-15 位成人组员。组员每周开会，为彼此提供情感和社会心理健康的支持，并
明确营地中残障群体的需求。这些需求清单为明爱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使其了
解如何为儿童及其看护人和自助团体制定有效的支持方案。评估发现，这些支持小
组让母亲们更加积极，也更能融入社区，还让母亲们意识到自己子女的学习潜力，
能够更加自在地与他人讨论自己的情绪 （Women’s Commission, 2008）。
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需求评估和心理急救协调工作
2017 年秋季，在飓风哈维猛烈地袭击美国得克萨斯州大休斯顿地区后，美国
大休斯顿精神卫生组织的学校行为健康中心开展了心理急救外展服务计划。该计
划是针对边缘化城市社区中遭受飓风影响的学校而制定的。他们将联邦应急管理
局分享的风暴影响范围地图覆盖在现有学校地图上，以确定受洪水影响的地区。
随后，休斯敦市确定了社会经济弱势人群所就读的学校。大休斯顿精神卫生组织
联系社区，确认受影响最严重的学校以及有多少学生的家庭住宅遭到破坏。最
后，大休斯顿精神卫生组织与得克萨斯儿童医院的心理创伤与悲痛中心合作，评
估了学生群体的痛苦程度，并根据情况建议学生转介至学校的社会心理教育小
组，或如有需要，前往专门的创伤服务中心接受治疗。

大休斯顿精神卫生组织还为 60 余名教师培训师开发了一种逐级培训方法，用
于进行社会心理支持和心理创伤识别。这些培训师致力于在受哈维影响的地区对
6500 名教育工作者进行培训，他们来自 60 至 90 家社会经济条件不佳的学校。接
受了培训的教育工作者为 5 万至 8 万名学生提供了服务。在这些学生中，有许多人
饱受痛苦，有些人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和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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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工作需要与休斯敦市哈维飓风工作中心、若干教育区的联络人员、学校行
政人员以及专业心理学专家保持密切的协作，需要与专门从事心理急救的伙伴组织
进行协调，以避免重复工作，并确保尽量广泛地覆盖需要进行干预的地区，实现对
组织能力的最优利用（J.Pozmantier, 个人交流, 2017 年 12 月 22 日）。
坦桑尼亚：通过娱乐和游戏促进社区的参与
在坦桑尼亚北部的纳塔，家长、老师和学生参加了“游戏日”活动，活动内容包
括跳舞、游戏、绘画、涂色等。该活动由儿童乐益会 （Right To Play） 发起，由
家长学校委员会组织。该委员会由家长、老师和村里的代表组成，职责包括动员社
区参与提高儿童保护意识的活动，并与学校行政部门合作，针对学校的暴力问题开
发一套转介制度作为学校战略的一部分，并进行监测。每个游戏日的主题各不相
同，包括家长责任、儿童权利、早婚、童工以及儿童在其社区所面临暴力侵害的形
式等内容。通过基于游戏的体验活动，参与者可以在玩乐的同时学习并讨论当地的
重要问题。儿童乐益会的一项评估指出，定期举办游戏日活动后，社区关系得到了
改善，家长参与度有所提高。参加活动的家长更愿意倾听子女的心声，重视子女的
需求，并会送他们上学。此外还发现，在开展该项目的整个过程中，国家考试的通
过率得到了显著提高。这要部分归功于课堂出勤率的提升，尤其是女生的出勤率
（Right To Play, 未注明发布日期）。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社会心理支持指导纲要

31

反思要点
● 社会心理支持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需求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通过

收集数据制定社会心理支持的响应策略应该是一个从需求评估到监测再到终期
评估的连续不断的过程。
● 数据收集不仅应考虑儿童、青少年和教师的需求和现有能力，还应考虑社区的

能力和现有机构所能提供的服务。
● 在遭遇危机时和危机后，都应特别注意识别和响应弱势群体的社会心理需求。

对教育情境的评估不仅应识别出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需求，还应尽可
能针对特别弱势的群体，包括残障群体、女童和年轻妇女以及宗教和少数民族
群体的需求进行分类收集数据。
●

建议教育、保护和卫生部门的协调机制（例如教育小组、子工作组、责任分工
小组 、正式/非正式工作组）要相互合作进行需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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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2
教育的可及性与学习环境
INEE 最低标准领域 2：教育的可及性与学习环境

机会平等：所有人均有机会接受优质教育。
保护与健康：学习环境是健康与安全的，可以促进对学生、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
员的保护，促进他们的社会心理健康。

设施与服务：教育设施能够促进学生、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并
与卫生、营养、社会心理以及保护服务紧密相连。

策略
紧急情况下，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通常会被忽略。重新提供学习机会或创造新
的机会，对于儿童、青少年，甚至整个社区的社会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因为学习
机会能够促进参与和融合，这与在逆境中努力克服困难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心理
健康息息相关。保障和持续提供接受有质量教育的机会，能为弱势儿童和青少年群
体创造稳定的日常生活和安全的环境；同时，在这样的学习空间中还可以采取干预
措施，保护和促进他们的社会心理健康。下列策略适用于在紧急情况发生期间和结
束后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平等的有质量的学习机会：
1. 识别男童和女童所面临的不同风险，并相应提高响应中的性别敏感度：优质
教育必须是安全的，且能保持对性别问题的敏感性。女童和男童面临的风险
可能有所不同，这对他们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识别这些差
异十分重要，可以保证在采取措施时不会偏向某一性别身份。女童和男童在
身体和心理上都面临着诸多威胁，例如在学校和上学、放学途中可能遭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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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和语言上的霸凌以及暴力攻击 （Pereznieto, Magee, Fyles, 2017, 第 33
页）。
2. 考虑聘用助理教师：结构问题在所有课堂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尤其是
在危机过后教室往往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助教的加入可以减轻教师的负担，
并使学生得到更多被关注的机会，满足他们的需要。助教的薪水通常低于教
师，将他们安排在学生超员的教室中可以提高成人与学生的比率，且费用在
可接受范围之内。已有证据证明，来自受危机影响社区的女性志愿者能够有
效地支持教师和学生。更多相关信息，请参阅国际救援委员会在几内亚实施
的 “课堂助理项目” ，引用自 INEE《性别口袋指南》（Pocket Guide to
Gender, 2010c, 第 21、75 页）。
3. 动员青少年志愿者：支持课堂管理的另一项策略是动员青少年志愿者，这同
时也能够加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方法已被成功应用于学龄前儿
童和学龄儿童的儿童友好家园中 （Hayden，Wai，2013）。该策略的另一个
优势是能够为年轻人提供管理良好且安全的志愿服务机会，提高他们的归属
感和团队合作意识，进而可以增强志愿者的社会心理健康，并促进积极的自
我认同 （Staub，2003）。与青少年志愿者合作时，制定儿童保护政策并提
供相关的培训亦十分重要。
4. 实行双班制：长期以来，在危机时期提供教育的一项措施是采取双班制度，
即分为上午（例如，从早上 7:30 到中午 12:30 ）和下午（例如，从中午
12:30 到下午 5:00）使用学校场地。在缺乏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如果教育工
作者愿意并且可以在上午和下午工作，双班制可以缓解严重的班级超额情
况，或在不影响常规课程的前提下，为关注社会心理健康的活动提供空间。
在考虑采取这种方法的同时必须顾及教师的健康问题，并且不应期望教师在
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加班工作。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双班制可以增加核心课程
（阅读、写作、数学）的教学，但这样可能会减少对全面发展十分关键的娱
乐活动。因此，在使用该方法时应保持谨慎，社会情感学习也应纳入到核心
课程中。最后，在此类情况下，教师、员工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应始终参与
所有的决策过程。
5. 利用非正规的社区内空间：当缺少正规的教育环境或教育环境不安全时，可
以在教师、家长、社区领导者或志愿者的组织和领导下，将社区学校开设在

34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社会心理支持指导纲要

例如寺庙、教堂或家庭中。通过独立运作或与地方和国家政府合作，社区学
校可以大大增加教育机会，从而提高学生的入学率和出勤率，促进学生的社
会心理健康。但需要谨记，设计和使用任何学习空间时始终要优先考虑安全
问题。另外需要注意避免儿童友好家园以任何方式对学生的性别认同产生负
面影响。（参见 UNGEI & NRC, 2016, 第 1 页）。
加速教育计划：因冲突或危机而错过数月或数年正规教育的儿童和青少年可以选择
加速教育计划。这些计划将提供一套精简的课程，使学生能够完成落下的学习任
务，最终重返正规学校。如果开展顺利，这些计划将填补基础教育服务存在的主要
缺口，并确保能够获得适合其年龄以及生活状况的教育，同时增强学生的自尊心和
自我效能感。加速教育计划还可以将社会情感学习技能和能力纳入到改编的课程
中。
然而，仅提供学习机会还不足以保障社会心理健康。为了使学习环境具有保护
性，应该采取能够加强学生安全保障的策略。提供儿童友好家园有助于创建促进社
会心理健康的保护性环境（参见 UNICEF, 2011）。儿童友好家园通常提供临时支
持，能够在紧急情况下照顾和保护儿童。作为一个临时过渡的体系，它可以将为弱
势儿童在早期响应阶段提供的支持与后续的长期支持衔接起来。在儿童友好家园
中，儿童可以学习各种技能，包括学习阅读、写作、绘画和其他动作技能。在儿童
友好家园中，儿童还可以玩耍，并获得来自社区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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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友好空间（Youthfriendly spaces, YFS）是青少年

加速教育（accelerated education, AE）计划
的十项原则

和年轻人的社交娱乐空间，在有监 1. 加速教育非常灵活，通常适用于错过学校教
管的环境下提供结构化（教育性、 育的较年长的学生。
指导性、职业性）和半结构化（辅 2. 加速教育是合法的、可信的教育选择，最终
导性、游戏性、增进友谊性的）相 会为学生颁发初等教育证书。
结合的活动。通过与社区成员合
作，在发生危机后可以迅速启动儿
童友好家园和青少年友好空间提供
娱乐活动。此外，还可以提供互动
性的教育活动和生活技能相关活
动，以及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机
会，以降低青少年面临的各种风

3. 加速教育与国家教育体系和相关人道主义架
构保持一致。
4. 课程、教学材料和教学方法均经过精简，适
用于加速教育，并使用适切的教学语言。
5. 让加速教育教师参与持续的专业发展。
6. 招聘加速教育教师，对其进行监督并支付酬
劳。
7. 加速教育中心需要高效的管理。

险。青少年友好空间应该提供因地 8. 加速教育的学习环境具有全纳性、安全且适
制宜的活动，如侧重于社会情感和 合学习。
生活技能的活动（例如了解性健康 9. 社区参与加速教育并对其负责。
和生殖健康，或识别并保护自己免 10. 目标、监管与资金保持一致。
受未爆炸弹药的伤害）。青少年友 （Baxter, Ramesh, Menendez, North, 2016,
好空间也可以提供培养技能的机

第 80-82 页）
另请参阅加速教育工作组（Accelerated

会，例如培养计算能力、识字能力

和基本技术技能，有时还包括职业 Education Working Group, AEWG）有关该议
技术教育和培训（technical and

题的最新工作成果——《加速教育：有效实践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的 10 条原则》（AEWG, 2017）。AEWG 由
TVET）。培训青少年人发展市场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领

所需要的技能可以增加他们就业机 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
会，这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心理支 教科文组织（UNESCO）、美国国际开发署
持策略，它为未来提供了希望，并
为家庭和社会做出了贡献
（Monaghan & King, 2015;
UNESCO, 2012）。儿童友好家园
和青少年友好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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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ID）、挪威难民委员会（NRC）、国际
计划（Plan）、国际救援委员会（IRC）、救
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教育冲突与
危机网络（Education Conflict and Crisis
Network）以及荷兰战乱儿童组织（War Child
Holland）等机构的代表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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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应鼓励同伴支持，促进同伴间互动，从而增强学生和教师的社会心理健康和行
为责任意识。应确保其环境中没有欺凌、歧视或暴力行为。总而言之，儿童友好家
园和青少年友好空间应该是安全的、全纳的、保护性的学习环境，能够促进个人的
成长、学业成就以及社会心理健康，并且能够留住学生。
为创建能够促进学生安全和健康的设施和服务，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应适
当与提供健康、营养、社会心理和保护服务的相关人员合作。导言中介绍的 IASC
金字塔 2007 年版为如何应对个人和社区的社会心理需求提供了指南。需要注意的
是，教师也可能因为受到危机的影响而需要支持。本指导纲要中第二章的领域 4 介
绍了在危机情况下为教师提供支持的策略。

不伤害：
将学校打造成支持性安全空间的几点建议：
Mary Anderson 在 1999 年发表的开创性著作《不伤害：论援助如何促进和平或
助长战争》提醒人们注意人道主义和发展方面的干预可能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
干预有时会加剧而非减少冲突的成因和表现。“不伤害”这一概念适用于教育领域的人
道主义工作，并被用于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的实施过程，以确保教育活动
不会加剧儿童和青少年的痛苦或损害他们的健康。以往发生紧急情况时最常见的错
误包括：（1）过于关注个别学生而非群体；（2）试图为需要专业心理治疗的儿童
和青少年提供非专业的咨询；（3）将体罚作为管教的主要形式；（4）不清楚如何
识别并增强学生的优势 （Wessells, 2009）。
个体干预与小组干预：在危机的早期阶段，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个人咨询可能不切
实际，甚至会适得其反。非专业人士将学生视作特定“个案”或在没有正规培训、认证
以及监督的情况下为学生提供咨询都会产生负面效果。这些尝试可能会引发学生和
教师自身无法控制的不安情绪，也可能导致学生无法在后续得到适当的专业支持。
此外，单独对某个儿童或青少年进行特殊照顾可能会使他们受到歧视，造成进一步
的伤害。教育者应制定对大多数学生有益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计划，并让学生
逐步参与到能够增强其心理健康和应对技能的活动。教育可以作为一种预防措施，
通过将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方法纳入到课程中，帮助儿童和青少年掌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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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情感应对技能，从而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帮助他们避免受到损害性压力（toxic
stress）的侵害。
专业的心理治疗：由教师负责的以小组为单位的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活动
将对大多数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并有助于他们恢复健康，获得信任感和安全感。尽
管如此，一小部分儿童和青少年仍可能会表现出攻击性、退缩或表现出其他更严重
的心理问题行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类行为需要转介至专业的心理健康服务
中心或传统的支持服务机构。教育工作者的作用是去发现这些深层次的心理需求，
通过适当的转介机制将处于危险状态的学生转介给心理专家，并确保响应和转介行
动以专业、保密的方式进行。
非暴力管教：体罚、语言攻击和社会羞辱很难有效改善学生的不良行为。在危机情
况下，这些方法可能会加重当前的风险，并进一步损害学生的社会心理健康和发
展。在紧急情况下遭受身体伤害和侮辱等严重暴力的儿童可能会再度受到心理创
伤。更好的方式是用奖励和称赞来替代体罚，但在压力环境下工作的教育者可能需
要额外支持才能学会采用这些手段。充分的准备是关键。通过向教师展示暴力惩罚
对学生社交、情感和学术能力可能产生的伤害，并提供其他课堂管理实践方面的培
训，能够帮助教师更好地避免在压力加剧时采取体罚措施。参阅《危机情况下小学
教师培训包》（Training Pack fo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Crisis Contexts ）的
模块 3 （Teachers in Crisis Contexts Working Group, 2016） 了解预防型和应对型
的课堂管理方式，以及如何通过打造预防型的课堂环境以避免体罚。

突出优势和抗逆力：在灾难和冲突中总有幸存者。过分关注他们受难者的身份会放
大负面情绪，影响人的尊严。儿童和青少年能够从帮助发现和培养自身优势的干预
措施中受益。这些优势特质可能源于他们的个人天赋和能力、家庭关系以及文化习
俗，例如儿童的幽默感、慈爱的祖父母或身心疗愈练习。为了在危机中以最有效的
方式向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支持，父母、教师和社区应该多提供能够提高个人和社会
优势的机会、帮助学生建立对自我恢复和成长的掌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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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例
领域 2：教育的可及性与学习环境
几内亚：聘用女助教
据报道，2001 年几内亚难民营中的儿童，特别是女童，广泛遭受了性剥削和暴
力行为。在女童受教育的机会已经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这些事件进一步降低了女童
的就学率。为了保护儿童，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事件，提高女童的就学率，国际
救援委员会（IRC）启动了“课堂助教”项目。IRC 对这些女助教提供了关于如何在课
堂中支持女童的培训。助教被分配到 4 至 12 年级的各个班级中，负责对经常旷课的
女生进行家访，与其父母进行交谈，并鼓励女生重返校园。该项目的评估结果发
现，男女生都认为自己的班级变得更加安静、有秩序且利于学习，并且教师和学生
之间更加相互尊重 （UNHC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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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要点
● 学校和非正规学习空间，例如儿童友好家园和青少年友好空间，是为需要帮助

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干预的关键场所。因此，在
紧急情况发生期间及之后扩大教育的可及性，将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
活动纳入现有学校课程或校内活动中，或将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活动
作为课外活动，都是十分重要的。在制定适合所有学生的长期规划前，可以采
取一系列临时和过渡措施来促进这些活动的开展。
● 除了可以纳入到现有教育活动中的群体干预措施，还有需要专业服务和心理健

康支持的学生，区分这一点非常重要。应该通过有效的转介机制在学校与专业
服务（包括医疗保健服务）之间建立联系。这些转介机制应与儿童保护、身心
健康等部门密切配合，并定期接受监督，以确保其能够正确识别并满足学生的
需求。
● 对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理解现有的转介机制，识别学生

何时需要支持，并能够在与学生交谈时尊重隐私。应通过包括教育、保护和卫
生部门在内的协调系统标出尚不存在转介机制的地区，并与各工作小组、儿童
保护责任分工小组等其他协调机制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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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3
教与学
INEE 最低标准领域 3：教与学

课程：通过开展文化、社会和语言类课程为学生提供适切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
培训、专业发展与支持：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根据需求和实际情况定期接受系
统化的相关培训。

教学与学习过程：教学及学习过程均以学生为中心，具有参与性和全纳性。
学习成果评估：采用适当的方法评估和检验学习成果。

策略
师生间的支持性关系可以成为教育所能提供的最有效的社会心理支持。教师应
努力创造安全的、支持性的学习环境，帮助学生获得身心和情感的发展。若教师自
身能获得充分的支持，并接受过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方面的培训，则更容
易创造出这样的环境（有关此观点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二章领域 4 的内容）。培
训教师将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的活动融入到教学方法中，使其能够将这些
活动带入日常课堂或学习中，可以为学生提供智力和情感上的启发。能够提供社会
心理支持的学习环境可以对学生的自尊和自我效能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提高学生对
数学、阅读、科学和人文等传统学科的掌握能力。这是一种良性反馈循环——对课
业知识的掌握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以及自我效能，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
望。教师和相关教育工作者通常比其他人更了解学生的情况，因此应该支持教师和
相关教育工作者参与课程开发或改进，以满足学生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需求。国际
救援委员会的 “疗愈课堂 （Healing Classrooms）”是公认的可以应用于紧急情况
的教育方法，可帮助教育工作者创建良好的学校和课堂环境。更多指导内容请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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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文本框内关于国际救援委员会“疗愈课堂”方法的信息。此外，有关在危机情
况下培养教师基本教学能力的策略，请参阅《危机情况下小学教师培训包》
（Training Pack for Primary School Teachers in Crisis Contexts ,Teachers in Crisis
Contexts Working Group, 2016）。
除了将社会心理支持整合到课堂管理
策略中外，还应尽可能地将社会情感学习
的技能和活动整合到现有课程中。可以以
明确的课程内容的方式嵌入到现有课程
中，也可以相关技能的提升或者负面行为
和态度的改善这种相对隐性的方式嵌入到
课程中；也可以通过开展课外活动来促进

国际救援委员会“疗愈课堂”
疗愈课堂是安全且培育性的学习空间。
遭受危机和冲突影响的儿童可以在这里
学习并茁壮成长。教育工作者营造一个
积极的学校和课堂环境，让保障儿童的
安全，免受暴力的侵害。疗愈课堂致力
于创建：

学生的社会心理健康。但是在紧急情况
下，教育工作者通常不得不压缩课程，从 ● 可控感：学生在稳定、安全、可预测
而减少了课外活动的时间。最佳的学习环 的学习环境中通过活动进行学习。
境能够将教育活动与相关人员的工作联系 ● 归属感：儿童拥有归属感，将自己视
起来，包括社会工作者、咨询师、职业培 为学生以及学校中有价值的一员。
训师、导师和其他社区服务提供者。虽然
学习空间可能只拥有有限的资源，但教育
工作者可以通过与其他社区组织建立联系
来优化学生可享有的设施与服务。
教师可以通过示范同情心和同理心帮

● 自我价值感：学生感到自信、有能
力，并为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感到自豪。
● 积极的社交关系：学生建立健康的社
交关系，具备积极的人际交往能力。

助学生更好地应对高难度的对话。关注学 ● 启发智力的学习机会：建立一个提供
生不安和反应不积极的情绪可以帮助学生 多种学习机会的启发型学习环境，让学
找回他们的学习状态和能力，保持良好的 生感受到自己正在学习，状态很好。
（IRC, 2006, 第 5-6 页）
学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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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策略应该包括那些可以营造出注重个人健康和社会凝聚力的文化氛围的社
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活动。促进社会心理健康的教学和学习过程包括探索改
变/变化概念的课程；帮助儿童和青少年适应变化的应对策略；增强社会凝聚力与合
作的游戏；增强同理心和理解力的社会意识方面的启蒙；帮助学生从伤痛中复原并
发展其适应性能力的结构化游戏；要求学生思考并呈现自己未来目标的练习；提升
学生自我意识，鼓励学生反思自身能力的活动；以及帮助学生识别和管理自身情绪
的呼吸或放松运动。这些课程可以被纳入日常学习或课后活动中。
应通过监测和评估的方式对这些干预措施及其对学生个人和社区的影响进行正
式的评估。评估应考察干预措施与心理健康指标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心理支持和
社会情感学习的干预措施与学业成绩指标之间的关系。

营造支持性的学习环境：
来自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UNRWA） 学校的建议
营造支持性的教育环境对于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而言至关重要，但这
不只是教师的责任。创建支持性教育环境的方法有很多，从教师所接受的教学培训
到课外活动以及提供专门的心理咨询师等。
推广促进社会情感学习的教学方法：课堂活动可帮助学生习得有效的沟通技巧并促
进学生的社会情感发展。这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管理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己
的冲动，并且能够感受和表达对他人的同理心。我们应当支持教师通过日常教学方
法开展此类活动。集体培训可以让教师一起学习这样的教学方法，帮助教师改进自
己的教学实践，促进学生的社会情感发展，同时还能为他们提供一个互相支持的同
伴网络，可以分享想法并为彼此提供指导。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UNRWA） 基于学校的教师发展计划正是运用该方法的实例。该计划旨在加强以
儿童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以保障儿童的社会心理健康。该计划是通过自学与互助学
习的方式实施的 （UNRWA, 2013）。
通过艺术和游戏等多种方式教授解决冲突的技能：教学生和平解决冲突需要青少年
的参与。相较于激进地对抗或是消极的躲避，应鼓励青少年，帮助他们勇敢地面对
冲突并解决它。鼓励他们真诚地分享他们的感受和需求，通过倾听他人的观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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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遭遇保持同理心、与身处冲突中的其他人共同合作，一起处理冲突并制定出
相应的解决方案。艺术、戏剧甚至是体育活动都可以起到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在课
余时间或夏令营中开展这类课外活动，从而将安全的教育空间扩展到课堂之外。联
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还制定出《社会心理支持文娱活
动资源指南》（Psychosocial Support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Resource Guide），
以支持并帮助其教师、顾问及社区成员为 UNRWA 项目涉及的所有儿童和青少年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困难环境中的儿童和青少年）组织有趣的学习和文娱活动
（UNRWA, 2013, 2015）。
同伴学习支持：教育环境可以促进学生间的相互支持活动。这些活动可加强学生的
社会生态（social ecology），减轻教师的压力。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对就读于约
旦、西岸和加沙地区的 UNRWA 学校中的巴勒斯坦难民普遍学习成绩优异的原因
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学生之间的支持性关系是他们具有较强抗逆力的一个重要原
因。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同伴学习活动正规化，让成绩优秀的学生在课间或放学
后为同伴进行讲习。那些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学生们发现，这些讲习比他们的课堂
更加轻松易懂，能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社会情感技能。另一方
面，成绩优秀的学生们也感觉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所有这些都增强了学校环境
的社会凝聚力 （Abdul-Hamid, Patrinos 等, 2015）。
心理健康教师：学生们有时会需要一位专门的、能提供支持和建议的成年人，设立
专职心理健康教师是可以满足这一需求的一种方式。UNRWA 在西岸、加沙、黎巴
嫩、叙利亚和约旦的学校都聘用了心理健康教师，并且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心理健
康教师让学生们可以在保密的情况下谈论家庭或学校的问题，从而帮助学生释放他
们在困境中所积累的压力。心理健康教师还能帮助其他教师们提升以课堂为基础的
社会情感学习技能，这些社会情感学习技能可以提升学生的应对能力，提高他们的
学习能力，从而减轻教师的压力 （UNRWA, 2016）。

相关实例
领域 3：教与学
黎巴嫩：在难民环境中建立同伴支持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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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黎巴嫩收容难民的社区中原社区居民和难民之间的社会凝聚力，荷兰战
乱儿童组织 （War Child Holland） 与来自 8 个城市的家长们合作创立了儿童足球
队，确保每个队的男女比例均衡。因为社区也参与了组建球队的过程，最后共有 20
个团队的 600 名 10-14 岁儿童参加了足球比赛。每支球队有两名训练有素的教练，
一名为叙利亚人，一名为黎巴嫩人。孩子们不仅能玩得开心，学习到如何以很好的
方式合作与竞争，同时也有机会可以公开讨论冲突问题，了解如何在一个安置难民
的社区中与同龄的孩子建立联系。这类讨论通常在每场足球比赛前后的 30 分钟进
行。项目结束后的评估结果表明，参加过活动的儿童认为自己能够更好地应对日常
挑战、建立信任、识别并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这为难民儿童及其家庭创造了更
具支持性且更加安全的环境 （Akar，2015）。

巴勒斯坦：通过提升社会心理健康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
挪威难民委员会 （NRC） 的“优化学习项目” （Better Learning Programme,
BLP） 是在加沙和西岸的学校中开展的一个社会心理干预项目。该项目结合使用多
种社会心理和教育方法，帮助教师和教育心理学家们为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的儿童和
青少年提供支持。“BLP 包含三个干预阶段，即：针对所有儿童和青少年的基于课
堂的一般性社会心理支持（BLP 1）；针对人数更少，更为具体的学业成绩欠佳的
学生群体开展抗逆力支持小组干预（BLP 2）；以及专业的临床支持，以解决许多
儿童因长期的创伤性压力而导致的噩梦问题（BLP 3）。另外，还为儿童和青少年
人提供个别辅导。BLP 将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联系起来，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方法，
帮助家长们了解自己的孩子。2015 年，在西岸开展的项目评估结果显示，在因创伤
导致噩梦的目标群体中，有 67%的儿童表示已经不再做噩梦了。另有 28％的儿童报
告说做噩梦的次数已经减少到每周 2 到 3 次。剩余的 5％的儿童表示，他们做噩梦
的次数减少到每周 4 次。大部分参与项目的儿童都在学业和社交方面变得更加活
跃：有 79％的儿童表示在参与项目后，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的情况得到了改善，52％
的儿童表示在学校和上学的途中感觉安全，74％的儿童认为他们不再因为自身的问
题而被孤立 （NRC, 2016; Schultz, Marshall, Norheim 等,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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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要点
● 教师们应致力于营造安全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的身体、心理和情感

的发展。通过教师培训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为教师们提供将社会心理支持和社
会情感学习方法整合到课堂管理和课堂教学内容中的培训。
● 在理想情况下，应当将这些方法整合到现有课程中，或者对课程进行调整，使

其以提供社会心理支持的方式实现学生的技能发展。可适时在课程中加入艺
术、戏剧和体育活动，同时也应确保活动的性别和文化敏感性。在危机发生
时，教育工作者们为了能按时完成教学进度，常常会减少甚至取消课外活动。
然而，缺少这些能支持积极的自我表达和与他人互动的课外活动，会加重学生
们孤立感和悲伤情绪，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学习成绩。教育工作者们应通过多种
方式将有助于积极自我表达的活动加入到教学大纲中。
● 教师应促进同伴间的互动，尤其是同伴支持。积极的同伴参与能增强儿童和青

少年的自信、自尊和自我效能。鼓励学生之间展开讨论和对话的活动，以及同
伴间的学习活动和指导都十分重要，可将它们作为日常课堂活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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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地带：促进社会心理健康的课堂活动
针对儿童
A. 同情心课堂
5-10 岁儿童，同理心
● 教师可以提前为每个孩子准备好用纸做的爱心，也可以由全班同学一起来做。
将纸对折，剪出半颗心的形状，这样将纸展开后就能得到一颗完整的心。

● 活动开始时，将纸做的爱心发给孩子，同时向他们说明，他们将会听到一个故
事。每当故事的主人公因为别人没有同理心而感到难过时，就把他们手上的纸
心折一次。故事内容可以是一个青少年的日常生活，讲述他被亲近的人（父
母、兄弟姐妹、老师或同学）取笑或批评。

● 故事讲完后，如果时间允许，教师可以回顾故事中的各个情节，然后询问孩
子，他们可以怎样以更富有同理心的方式去回应主人公。每当孩子表达了善意
时，就可将被折过纸心展开一次。
问题讨论：故事讲完后，教师可以用以下问题与孩子们进行讨论：
1. 你们手中的爱心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这些爱心都变得皱皱巴巴的）
2. 为什么这些爱心会变成这个样子？（因为他人的不友善使主人公感到伤心）
3. 我们怎样才能使这颗心不再皱皱巴巴的？（通过表达善意而非恶意）
关键点：言语和行为可能会对他人的感受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说话和做事
时需要时刻谨慎。

（PACER National Bullying Prevention Cent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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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合作游戏
6-9 岁，变热的图形
● 每个孩子用粉笔围绕自己站的地方画一个图形，可以是正方形、三角形或长方
形。

● 教师任选一种图形，使其“变热”，他会说：“三角形变热！” 这时，站在三角
形里的孩子就必须跳出来，站到其它孩子画的别的图形中。

● 每个图形里一次最多只能站四人，如果一个图形中已经有四个孩子了，老师可
选择让别的图形 “变热”。

● 重新开始一轮游戏时，孩子们要回到自己最开始的图形中。
要注意的是：孩子们是否积极地帮助彼此进入到“不热”的图形中？他们是否愿意
相互分享自己的空间？
问题讨论：游戏结束后，教师可以使用以下问题与学生讨论：

● 反思：当你的图形“变热”，要去寻找新的图形时，你有什么感受？当其他人
想进入你的图形时，你有什么感受？当你的图形中人数已满，你会不会帮其他
人去找其他的图形？为什么你会这样做？。

● 联想：你有没有自己曾被一个团体排斥的经历？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 应用：要想让其他人在群体中能感受到被接纳、被欢迎，你会怎么做？
（Right to Play International, 2018）

5-11 岁，团队标签
● 几个孩子（3-10 个）手牵手围成一个圆圈。指定一名孩子为“受保护儿童”，
站在由“保护人”围成的圆圈中。

● 指定一名孩子站在圆圈外面，代表“困难”。游戏开始后，“困难”要努力给
“受保护儿童”贴上标签。

● “保护人”们要阻挡“困难”，保护“受保护儿童”的安全。圆圈不能断开，
不然“困难”就赢了。每次游戏大约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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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这个游戏能够以有趣的方式向团队介绍团结一致的概念，它象征着团队的承
诺，在面对身体上和情感上的挑战时，要保护彼此的安全。

12-18 岁，人结
● 让 3-8 个孩子围成一圈站好。人数越多，活动的难度就越大。
● 每个孩子都要握住其它两个人的手，且不能是与自己左右相邻的两人。这样，
一旦每个人都握住了另外两人的手，全部人的手臂搭一起就形成一个结。

● 这个游戏的目标是让孩子们解开手臂的结，在不松手的情况下让大家的手臂不
再交叉。这意味着他们要跨过或钻过其它人的手臂才能把结打开。

● 为了成功解开，在游戏时可以转动身体，最后与开始时方向不一致也算成功。
要点：这个游戏能以有趣的方式向团队介绍问题评估、团结一致和解决问题等概
念。它象征团队的承诺——以耐心和安全的方式一起工作。

12-18 岁，人结：反向游戏
● 团队背向大家，手拉手围成一个圈。
● 这个游戏的目标是要看大家能否在不松手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身体姿势，最终
可以面对面站成一个圈。

12-18 岁，小组杂耍
● 让所有孩子围成一圈，给其中一个孩子一个球。
● 由拿球的孩子开始 “杂耍”，他/她要将球扔给小组中的其他人，接到球的人
再继续将球扔给另一人。

● 继续游戏，直到所有人都接到过球，而且每人只能接一次。球最后返回到发球
人的手中时，游戏就结束了。

● 按照相同的规则，小组成员继续在圈内传球。可以增加一到两个球以加大游戏
难度。
（Macy, Macy, Gross 等,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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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教师
以下活动适用于针对教师开展的培训或支持课程，摘自国际救援委员会《创建
疗愈课堂：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指南》（Creating Healing Classrooms: Guide for
Teachers and Teacher Educators, 2006）。

模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20 分钟
首先应就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进行简短讨论，请参与者们选择主要使用的
教学方法，例如教师讲课、学生记笔记、背诵、小组答题等。将列表汇总后，请志
愿者为所有参与者模拟其中一种教学方式。这个环节可以用轻松的方式进行，因此
可鼓励参与者在 “扮演”教师时搞笑有趣。最后，对不同的教学风格进行简短的总
结讨论。

教学策略：扩充方法库

20 分钟

在这个环节中，可让参与者先提出其他以学生为中心的活动/策略，尤其是那些
他们已经在教学工作中采用过的。参与者还要列出可能会妨碍策略使用的障碍。应
记录下参与者的回答，如果参与者们愿意的话，可向提出其他策略的参与者提供纸
张，请他们将这些新策略写下来供大家参考。

小组活动：快乐的小孩

30 分钟

让参与者们分成小组，请每个小组在大白纸上画出一个小孩的轮廓，并给画出的
这个孩子取个名字，并把名字写在大白纸上。在这张纸的左侧，每组要列出他们希
望这个小孩在一般情况下表现出的“正常”行为和特征，例如活泼、好奇、友好、
信任他人等。各组将列出的行为和特征向全体参与者们汇报，并最终汇总成一个包
含全部答案的清单。
然后，请各组回到他们画的小孩上，列出小孩在危机发生时以及危机过后的恢
复阶段中的行为和情感。答案可能会包括悲伤、退缩、恐惧、焦虑等。同样，再将
这些答案向全体参与者们汇报，汇总出另一个包含全部答案的清单。当参与者们将
这两个清单进行比较时，就能清楚地看到儿童遭受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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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帮助儿童应对困难 30 分钟
在这个活动中，参与者们要先思考如何帮助那些受到危机影响的儿童。
针对所有培训参与者，以问答的形式讨论儿童不同程度的创伤反应之间的区
别，注意每个儿童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做出反应。向参与者介绍儿童不同程度创
伤反应金字塔，并询问参与者的反馈及意见。请参与者们对治疗表现出痛苦行为的
儿童时所采用的传统方法进行讨论。所有参与者都应知道获得这些治疗的途径。
讨论并列出儿童可通过娱乐活动和学校教育所可能获得的社会心理健康方面的
好处。给参与者们一点时间，请他们列出符合其自身社区情况的可用的活动清单。
常用的引导问题可以是：“假设您正针对一群表现出痛苦行为的孩子开展工作，你
可以使用哪些活动来让他们感觉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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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4
教师（包含其他学校工作人员）
INEE 最低标准领域 4：教师（包含其他学校工作人员）

招聘与选拔：通过公开透明的参与式招聘流程和公平、多元化的选拔标准，招聘足
够数量的符合资质的教师（包含其他学校工作人员）。

工作条件：教师（包含其他学校工作人员）有明确界定的工作条件，并获得适当的
报酬。

支持与监督：有效的教师（包含其他学校工作人员）支持和监督机制。

策略
在长期持续的危机中，常见的教育挑战包括资源和行政支持有限、大班授课、
专业培训不足、政治环境不利和职业发展机会较少。教师们也可能会受到冲突或自
然灾害的直接影响，失去家园或亲人、遭遇暴力或受伤。教育工作者们的挫折感和
倦怠感会造成损害性环境，影响其社会心理恢复及抗逆力，最终导致教师们放弃工
作。而教师的缺乏又会阻碍学校正常和有效的运行。因此，解决并管理好教师们的
基本需求对成功开展社会心理支持干预至关重要。
由于紧急事件会改变可用的教师储备，因此需要与留任或新聘的教师进行明确
沟通，以确定在紧急事件期间以及事件结束后的招聘选拔流程、薪资问题、工作时
间、激励方案以及其他工作条件。有关改进招聘和雇佣实践的实用指导，请参阅
“INEE 最低标准领域 4”（INEE, 2010a）。
学校管理者有责任确保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能获得恰当的支持和监督。这
涉及物资和财政支持，以及精神上的支持和同伴支持。为教师和学校其他工作人员
制定健康计划可起到良好效果，例如提供机会开展同伴小组讨论或学习压力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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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等，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等。最终，管理者有负责确保教育工作者们有明确界定的
工作条件，包括学习环境中的社会心理支持。教师的健康和积极性会受到其个人和
职业经历的影响，因此管理者应努力了解教师所面临的个人困难，包括将教师需求
的相关数据整合到社会心理支持的需求评估中。
社会心理培训项目应以现有的良好实践为基 指导教师培训的原则
础。例如，教学效果好的教师们通常会力图创
造出舒适、支持性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们感觉
安全。教师培训可帮助教师们确定如何在持续

● 鼓励教师们进行反思，认识师
生关系对提高心理抗逆力的重要
性。

的灾难环境或面对大量学生时做到这一点。无
论是在紧急事件中还是在平常，理想的情形是

● 向教师提供改善课堂管理的课

教师们可通过精心设计的课程、明确的目标、

程和活动。

课堂导入和总结、适当的教具以及对所学内容

● 识别教师们自身所面临的压

进行小结和回顾，来帮助学生们集中注意力，

力，帮助推动他们讨论这些压

提高学习效果。如果要增加娱乐或反思活动，

力，并给予支持。

可对这个顺序稍作调整，但仍须与各项活动的
整体结构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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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定如何能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的实践经验，社会心理培训项目应向教师们介
绍学生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产生的各种认知和情感反应，并探索应如何去理解学生，
并以共情的方式给予回应。相比生活在无危机环境中的儿童和青少年，经历过冲突
或灾难的儿童和青少年通常更容易产生社会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会影响他们的注意
力和睡眠质量，并进而影响他们的学习能力。3尊重、同情及倾听是增强儿童和青少
年的抗逆力、提高其注意力持续时间和提升其学业成就的关键 （IRC, 2011）。如果
教师愿意分享自己的感受，就能帮助学生们认识到自己有情绪是正常的。富有同情
心的班级可成为提升社会凝聚力、重建信任以及保证学校出勤率的基石。有关如何
为学生创建社会心理的支持性学习场所的更多深入信息，请参阅国际救援委员会
（IRC）《创建疗愈课堂：教师和教师培训者指南》（Creating Healing Classrooms:
Guide for Teachers and Teacher Educators, 2006） 以及《创建疗愈课堂：多媒体
教师培训资源》（Creating Healing Classrooms: A Multimedia Teacher Training
Resource, 2011）。
开展教师培训的方式和培训内容同样重要。培训必须具备全纳性、性别敏感性
以及参与性——换言之，培训应向教师们示范并传授在课堂和非正规学习场所中教
师应有的行为举止。通常做法是提供能够提高自信和自尊的培训和教学。因此，培
训的设计应以参与者为中心，而不是说教式或讲座式的。
最后，教育工作者的绩效应采用支持性监督的方式来评估。此类评估能帮助教
育工作者们改善他们的教学方法，提高学业成就，加强社会心理支持或将社会情感
学习的方法融入课堂或学习环境。理想情况下，绩效评估应关注教师是否成功营造
出支持社会情感发展的学习环境。

3更多关于如何识别常见对压力的社会心理信号，请参阅教会共同行动联盟和瑞典教会的《社区社会

心理支持培训手册》（2015）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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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实例
领域 4：教师（包含其他学校工作人员）
肯尼亚：通过支持教师帮助学生
在肯尼亚的卡库马 （Kakuma） 难民营，教师们接受了“教师互助”
（Teachers for Teachers） 项目的培训，内容涉及教育学、课程及规划、儿童保
护、学生健康及全纳性，以及教师职责与健康。在训练有素的教练的组织和协助
下，教师们定期举行面对面的会议，讨论他们在应急环境下教学时所面临的日常挑
战。教师们通过 WhatsApp（译者注：类似“微信”的即时通信软件）与提供长期
支持的导师联系，分享他们的经验并互相支持。教师们反馈说，他们感觉自己对教
学的准备更加充分，更有信心和动力，并且也更愿意与教师同行合作，一起为学生
提供更好的支持。这个项目促进了教师们的健康，这也促使他们的教学方法出现了
积极的变化。他们用正面管教取代了惩罚，师生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Mendenhall,
2017, 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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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要点
● 教师们可能会因冲突或自然灾害而受到直接影响。因此，解决教师的需求是成

功实施社会心理支持干预的基础。制定教师及员工健康计划在这一方面非常有
效。学校领导和教育主管部门应将这类计划纳入学校工作人员的发展计划中。
● 在危机期间，教师们也需要支持。关注教师健康的活动可包含持续的专业指导

和监督，如在职培训及检查，以了解教师的情绪状况及其额外需求等。
● 同伴网络能促进教师间的相互支持。教师们可以简单地通过“WhatsApp”等

即时通讯软件群、短信群、电子邮件群组等相互联系，分享各自面临的挫折、
挑战，以及各种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 学生们依靠教师来获得建议、指导、安慰和榜样示范。因此，重要的是学校管

理者、教育主管部门、教育部和其他组织应优先考虑教师的工作环境。教师和
其他学校工作人员要能预测并清楚其工作条件。一旦社区的常规系统和结构
（包括预算系统）在危机中受到损害，预期就变得尤其重要。在这种情况下，
有关部门应尽可能明确且迅速地与教师们沟通，说明对他们的期望及将如何对
他们的努力给予认可。
● 对教师进行培训时，应同时关注培训的内容和结构。培训必须具备全纳性和参

与性，并且应示范希望教师们在课堂上的行为和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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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5
教育政策
INEE 最低标准领域 5：教育政策

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教育主管部门应优先保证并恢复优质教育，包括提供免费的、
全纳的入学机会。

规划和实施：教育活动应考虑国际上和本国的教育政策、法律、标准、计划，以及
受影响人群的学习需求。

策略
为让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的干预措施能促进持久的、积极的变化，应
将这些措施整合进教育系统，从而促进对社会心理健康的集中投入。换言之，社会
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的原则和实践经验必须在教育体系的各个层面上有所体
现，包括法律和政策的制定。国家教育部和师资培训项目应始终尊重、保护并实现
教育权。这意味着国家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做好快速响应的准备，包括在应急响应
期间，对可能出现的困难进行预测并为在应急响应中取得的成果制定出可持续的计
划。
鉴于社会心理健康涉及多个领域，因此可能还需要查看并考虑其他部门的相关
或必要的法律、法规、政策和程序，以便能更有效地在学校提供社会心理支持和社
会情感学习。例如，教育和卫生主管部门应对教育和卫生部门之间的转介制度进行
界定及沟通，以保护受紧急情况影响最为严重的儿童和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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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有效地规划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项目需要众多教育相关群体在
计划和实施的全过程中的参与和支持。在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中，教育部应准备并制
定教育应急响应计划，将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整合到课程、教学方法以及
教师培训计项目中。如前所述，将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活动整合到教学法
中能增加学生们的智力和情感刺激，进而能促进他们对传统学科（即数学、阅读、
科学和人文科学）和学习内容的掌握，也能帮助学生们建立更强的自尊心和自我效
能感。因此，在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方面的投入能让受影响人群通过教育
获取技能，这将对他们在危机后的恢复和长期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教育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者及支持者们应该明 危机期间和危机过后可能会阻碍
白，有效的社会心理支持不仅要考虑对危机的响 教育部门进行响应的困难：
应，还包含前期准备和后期恢复。这就需要采取
措施来加强保护性的环境，鼓励行动者之间建立

● 资金有限，员工能力不足

联系，并考虑到系统的整体抗逆力。危机期间和 ● 安全或可及性问题
危机过后的无数挑战都可能会妨碍教育部门进行 ● 协调困难
响应。尽管如此，教育主管部门仍应努力将社会
● 更重视基础设施而非项目内容
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整合到教育响应措施
中。所有支持教育应急响应的机构也都当如此。 ● 低质量的投入及缺乏质量衡量
措施

58

机构间应急教育网络社会心理支持指导纲要

教育主管部门的任务清单
防灾准备
●

制订应急计划或应急预案，详细说明如何重新开放教育机构或临时安全学习场
所，以便提供社会心理相关的教育服务（这些计划可借鉴第二章领域 2：教育
的可及性与学习环境中所述的策略）。详见“教育部门应急计划”（Education
Sector Contingency Plans, INEE, 2018）。
● 制订危机期间认证学生学业成绩的计划。这一步必须尽早实施，因为这会影响
到学生就业或继续接受教育的能力，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及其未来的
志向。
● 确定如发生紧急情况时，应在受影响社区与哪些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现有
的、活跃的、受到广泛支持的学校管理委员会和家长教师协会通常是很好的切
入点。教育主管部门应该知道或了解要如何与这些人建立联系。教育部门还应
考虑到为这些组织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的途径，以备在常规系统和程序崩溃的
紧急情况下能重新启动或继续提供教育服务。
● 收集社区层面的风险、优势和能力的数据。可靠的数据对所有响应都至关重
要，整合这些数据对于组织社会心理支持响应尤为有用。风险评估往往无法认
识到社区自身恢复教育的力量和能力。主管部门对社区资源信息掌握得越多，
地方和社区层面的响应就越能快速有效。
● 落实符合当地文化习惯的、保密的投诉处理机制，并在需要时报告保护和社会
心理方面问题。
● 通过课程以及对相关的教师准备和支持，将社会和情感技能及能力发展主流
化，让这些技能和能力成为明确的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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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
● 合作开展国家和地方层面的需求评估。倡导开展能收集学生和教师社会心理需
求数据的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制定响应措施。主管部门还应带头确保收集弱
势群体的分类数据，并让社区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多边合作伙伴重点关注这些
数据。
● 解决紧急响应中存在的教育可及性及质量方面的不足。紧急情况的发生为社区
提供了一个能将社区重建得更好的机会。通过倡导、扩大、宣传、能力建设、
培训及合作，可以缓解甚至解决现存风险。因此，即使是在紧急响应期间，响
应策略和计划的实施也应考虑到政府当前的工作重点，并与其保持一致。
● 提升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社会心理健康的意识，并对此作出倡导。应向所有教育
工作者提供社会心理支持的基本知识，并让他们充分了解相关评估的结果。
● 要记得处理教师的需求。不应忘记教育工作者们本身也有他们自己的生理和社
会心理需求。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需求会给教育工作者的生活增加额外的压
力，并可能会导致他们旷工、倦怠甚至放弃工作。在紧急情况下，其他的压力
也包括人身伤害、失去家园和公共服务、失去父母或其他亲属、贫困加剧以及
内心的脆弱感。
恢复
● 创建富有同情心的、疗愈的课堂，让学生们能感觉安全和支持。教育环境应能
让学生们感到自信、有能力，并为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感到自豪。教师们应帮助
学生建立健康的社会关系，培养积极的人际交往技能。
● 在危机发生不久后，可能会急需修改和丰富课程内容以涵盖与危机相关的主题
和资料。例如，增加的课程可包含健康和安全教育、安全演习、生活技能以及
应对和自我管理技能（即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此外，还可以引入
生存技能（涉及安全、卫生和营养）、负责任的公民、娱乐活动、游戏以及体
育运动。将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整合到课程中，可以给学生树立希望
和对未来的抱负。
● 各个利益相关群体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教育参与者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
国家教育部门应与其他部委合作并共享信息，通过整体的及协同的方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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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教师和其他学校工作人员的社会心理支持需求。部门间的联系对社会心
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非常重要。国家教育部应根据需要接受技术支持和相关
能力建设。
● 很遗憾，有些紧急情况和危机常常是周期性或长期性的。因此，即使是在恢复
阶段，认识到防灾准备的重要性并制定相关规划也很重要，这样才能加强系统
建设，使其能更有效地应对未来的危机。这可能会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中长期
的教育规划、重新分配预算资源，以解决系统中存在的不足。

相关实例
领域 5：教育政策
马里：与国家主管部门和社区一起收集需求和能力数据
2013 年，世界银行与马里教育部合作，开展了一次抗逆力快速评估。该评估为
教育部针对马里北部武装冲突及因其导致的流离失所人群向马里南部地区流动的应
急响应提供了参考。教育部的一个团队接受了开展系统性抗逆力评估的培训。评估
收集的数据不仅涉及受影响社区的风险，同时也关注社区的优势。教育部官员在反
思整个参与过程时表示：
社区的发展应源自其自身能力的增强……让社区成为自身发展的参与者。当居
民和社区对自身发展负责时，社区会主动构想发展方案，因此实施起来会更容易，
且不再会受到时间或空间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这项抗逆力研究如此重要。这些宝
贵的有利条件不但没有丢失，（反而）获得了增强……所有的有利条件都可以加以
利用、得到支持并能成为发展的切入点……我发现（使用社区参与式方法）就是让
社区承担责任的过程。（World Bank, 2013,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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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要点
● 创建保护性环境对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而这种环境是由

儿童、青少年、他们的家长、家族、社区、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旨在保
护儿童情感需求的政策共同塑造出来的。
● 为推广持久且有意义的教育干预措施，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应被整合

到教育系统中，从而促进对社会心理健康的集中投入。在制定政策，以及设计
和实施危机下的教育项目时，应考虑儿童和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和健康。
● 多部门合作的方法是改善并维持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心理健康及学习效果的关

键。政府各部门和人道主义协调机制应与教育、保护、卫生和其他相关部门进
行广泛沟通。
● 最佳的干预措施总是能充分动员社会生态的所有层面。如果要想让教育领域的

干预能转化为长期的抗逆力，就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和投入。
● 不应等到危机来临时才开展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活动。教育主管部门

应考虑如何将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纳入主流课程，并通过为教育工作
者提供培训及持续的支持来推广适宜的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教育主管部门的备
灾能力和抗逆力。在易发生危机的地区，也应考虑可立即启动的应急计划和技
术平台，以便即使遭遇危机，也能提供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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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人道主义危机会给儿童、青少年和社区带来深远的影响，并且扰乱人们的日常
生活。如果没有适当的缓解措施，长期的危机环境会损坏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健
康。在动荡时期，学校及其他非正规学习场所对儿童来说，是影响力最大，最有益
的环境。因此，在危机期间提供教育机会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有效的人道主义响应
方式。
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对受危机影响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对其健康和学习有很大的帮助。本指导纲要为紧急事件期间以及事件结束后在教育
环境中开展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提供了综合性的方法。指导纲要将社会情
感学习视为社会心理支持的重要组成，并且阐明了在教育领域开展社会心理支持和
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一般性原则。INEE 最低标准为如何在教育系统的所有层面以及
教育规划、防灾准备和响应的各个方面纳入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提供了完
整的框架。本指导纲要还提供了具体实例，介绍有效应用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
学习的实践经验以及具体实施建议，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要构建个人和职业教育
者网络，以有效支持危机期间的整体响应计划。
社会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部分，可以支持受危机影响的
儿童和青少年，让他们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如果缺乏这一重要支持，很多儿童和青
少年可能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学习能力。好的教师会在激励学生争取优异成绩的同
时也会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学习场所，建立起学业和情感上的支持性关系。在紧急事
件发生期间和之后，要实现这些目标可能很困难，但并非不可能。使用简单的社会
心理支持和社会情感学习活动，并改变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方式，就可以提高年轻人
应对危机、自我恢复和茁壮成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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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儿童友好家园 （Child-friendly spaces）：社区营造的儿童友好家园能够提供有益
的环境，让儿童在其中自由地参与有组织的游戏、娱乐、休闲和学习活动。儿童友
好家园可以提供卫生、营养、社会心理支持，以及其他能有助于回归日常的活动。
儿童友好家园采用参与式方法设计和运行，可为特定年龄段或所有年龄段的儿童提
供服务。
应对 （Coping）：应对是适应新的生活状况、管理困难环境、努力解决问题、试图
降低、减少或忍受压力或冲突的过程。
残障 （Disability）：残障是指身体、精神、智力或感官上的障碍，以及态度和环境
方面的障碍，妨碍个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有效地参与社会活动。
痛苦 （Distress）：痛苦是不安、焦虑和不稳定的状态，它可能会发生在面对困难
的生活条件时，例如贫困和过度拥挤，或是个人安全或健康面临威胁的时候。
教育小组 （Education Cluster）：教育小组是公开的正式论坛，用于在人道主义
危机中开展教育协调及合作。教育小组将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机构、学界和其他合
作伙伴聚集在一起，共同目标是为受人道主义危机影响的人群提供可预测的、协调
得当且公平的教育。2007 年，教育小组由 IASC 设立，作为集群（分领域小组协调）
方式的组成，教育小组致力于支持教育作为基本人权和人道主义救援响应的核心组
成部分。教育小组是唯一一个由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 UNICEF ） 和 救 助 儿 童 会 （ Save the Children ） 共 同 领 导 的 全 球 性 集 群
（Education Cluster, 2018）。
正规教育 （Formal education）：正规教育是指学校、学院、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
系统提供的学习机会，通常包含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全日制教育，覆盖从 5 至 7 岁
时开始接受教育的儿童，直到 20 至 25 岁的青少年。正规教育通常由国家教育部门
开展，但在紧急情况下可能需要其他教育相关方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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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IASC）：IASC 是在人道
主义援助中负责协调、制定政策、进行决策的论坛。根据联合国大会关于加强人道
主义援助的决议，IASC 于 1992 年 6 月成立。机构间常设委员由主要的联合国和非
联合国人道主义合作伙伴组成。
非正规教育 （Non-formal education）：不符合正规教育（参阅上文列出的独立条
目）定义的教育活动均为非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可在教育机构内和机构外开展，
并且面向所有年龄段，并不一定需要认证。非正规教育课程的特点是多元化、灵活，
能快速回应儿童或成年人的新的教育需求。其课程的设计通常针对特定的学生群体，
如对超龄的学生、未上过正规学校的学生或成年人等。课程可以基于正规教育或新
方法，例如加速“追赶式”学习、课外课程、读写课程和计算课程。参与非正规教育为
今后接受正规教育课程提供了机会。这种延迟入学有时也被称为二次教育机会。
心理急救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PFA）：心理急救是对遭受痛苦和可能需要支
持的人进行的人道主义支持性回应。心理急救涉及的主题包括：提供实际的非侵扰
性关怀和支持；评估人们的需求和问题；帮助人们解决基本需求（如对食物、水或
信息的需求）；倾听但不强迫他人进行交谈；安慰他人并帮助他们恢复平静；帮助
他人获取信息、服务和社会支持；保护他人免受进一步的伤害。
损害性压力 （Toxic stress）：如果儿童在缺乏足够的成年人支持的情况下，经历
强烈、频繁或长期的苦难，如遭受身心虐待、长期被忽视、看护人滥用药物或存在
精神疾病、受到暴力侵害或承担因家庭经济困难而积累的负担等，就会出现损害性
压力反应。这种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的压力反应系统会影响大脑结构和其他器官系统
的发育，增加成年后患上与压力相关疾病和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
创伤 （Trauma）：创伤是对可怕事件，如事故、强奸、死亡、折磨、暴力或天灾
人祸的情绪反应。此类事件发生后，震惊和否认是马上会出现的典型反应。长期的
反应包括情绪变化无常、闪回、关系紧张，甚至会出现头痛或恶心等生理症状。尽
管出现这些感觉是正常的，但有些人会难以应对。这种情况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是一种通常应由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做出诊断的心理健康状况。使用“创
伤”一词时即指代创伤后应激障碍；如未确诊，则应使用其他表达方式对其进行描述，
如痛苦、紧张、苦恼或紧急情况下的心理效应。请参阅《社区社会心理支持培训手
册》（Community Based Psychosocial Support Training Manual, ACT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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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第 36 页） 了解更多案例。心理学家可帮助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个人找到管
理自我情绪并应对事件的建设性方法。
青少年友好空间 （Youth-friendly spaces, YFS）：青少年友好空间是可促进和支
持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和转变的安全和有益的环境。青少年可参与空间的设计、运行
和管理。此类空间为青少年提供可及且可负担的全方位的服务以及优质关怀。在这
里，青少年可以得到尊重，获得尊严，同时个人隐私也能得到保护，并由客观公正
的专业人员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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