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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government’s role i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reviewed government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work briefly, 
and then found some issues, including no 
sound mental hygiene legal, lacking 
comprehensive psychological crisis 
management departments, imperfect aid 
mechanism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support 
system. Government should locate correct role, 
and exercise public power according to law to 
impro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system 
from legal safeguard,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perfect system, national education, platform 
building, personnel cultivation, and other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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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我国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主要强调医疗救援和物质救助，涉及心理危

机干预的内容相对较少。20世纪 90年代后，

我国政府才逐渐认识到灾后心理危机干预

的重要性。本文从应急管理心理干预中政府

作用的解析入手，对政府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简要评述,发现我

国心理卫生法律尚不健全，缺少心理危机干

预综合协调管理部门，援助机制和社会心理

支持系统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政府应找准

角色定位，依法使用公共权力，从法律保障、

制度建设、体系完善、国民教育、平台构建、

人员培养等方面完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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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接连发生，

频率超过预期，造成严重政治经济后果。政

府作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主体，在不

断提高应急救灾能力的同时，逐渐认识到心

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性。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过程中，政府进行及时有效心理危机干预，

能够帮助公众避免创伤后应急障碍，减少因

恐慌引发群体性危机事件的风险。 

1. 应急管理中政府心理危机干预的发展

历程 

    1994 年新疆克拉玛依火灾掀开了政府

实施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序幕。在此后 1998

年长江流域洪水灾害等事件中，心理危机干

预开始被不断尝试并逐步发展。2002 年，《中

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 年）》将精

神卫生救援纳入到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中，

这标志着我国心理危机干预已从民间自发

行为转变为一种政府官方行动。 

    2003 年“非典”疫情成为我国政府心理

危机干预工作飞速发展的契机，我国首次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心理危机干预，“一

案三制”制度初步建立，各类政府条文中开

始大量出现心理危机干预概念。2004 年《关

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将

精神卫生救援纳入灾后应急预案，多部门合

作开展必要心理干预服务[1]。2008 年国家

卫计委制定并印发《灾后不同人群心理卫生

服务技术指导原则》，针对灾区群众、救援

者、伤员和儿童四类人群进行专门灾后心理

危机指导。2012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

生综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

完善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机制，鼓励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精神卫生服务，标志政府心理危机

干预进入社会共建阶段。 

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政府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理论创

新和实践探索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形成大量

理论制度和行为规范，为灾后心理干预工作

奠定坚实基础。政府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在取

得宝贵经验和成果的同时，仍存在一些不足

和缺陷。政府定位不明确、心理卫生法律不

健全、缺少心理危机干预综合协调管理部门、

援助机制和社会心理支持系统不完善、信息

透明度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整体层次较低且发展缓慢。 

2. 政府心理危机干预存在的问题 

2.1 政府定位不明确 

政府作为灾后应急管理的主导者，在心

理危机干预工作中定位不明确。首先，政府

是心理危机干预的援助者，而不是实施者。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应由专业心理卫生机构

实施，而不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亲临第一现

场对受灾群众进行具体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政府作为灾后应急指挥机构，应从人财物、

法规政策、信息和技术等宏观方面进行心理

援助。其次，应急管理法制体系呈现条块结

合的特点，各级政府心理干预工作定位不明

确，没有划分统一职权范围。 

2.2 缺乏指挥管理机构 

在我国，从事心理危机干预的队伍涵盖

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非政府

组织等多种组织体系，既有政府设立的权威

机构，也有广泛的企事业单位及民间组织。

由于当前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缺乏统一的领

导管理机构、协调机制和行为规范，导致灾

后各行各业，机构类属不同的心理援助队伍

以及志愿者大量投入受灾地区，从事心理救

援工作。他们均为临时组织，很难协调各方

关系，常产生大量负面影响，严重降低整体

心理救援效果。政府建立权威心理危机干预

指挥管理机构，制定有效领导与协调机制是

保证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和

基础。 

2.3 心理危机干预队伍配置不足 

目前政府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人员配置

严重不足，我国人口总数达 14 亿，其中精

神卫生专业人员不到 2万人。按照国际惯例，

每 10万人口中应确保有 3. 96名心理医生，

而我国实际情况不足全球标准的 1/3，每 10

万人中仅有 1. 27 名心理医生。当重大危机

事件发生后，受灾群众数以万计，对于心理

危机干预的需求更是源源不断。相关数据显

示，2008 年坟川大地震创伤后应急障碍综合

征患者 60 万人，占比 5.00%，其中，10.00%

有明显自杀倾向。按照国际创伤者与心理咨

询师 10:1 配比，灾区至少需要心理咨询师

3.6 万名，与庞大灾区需求量相比，震后实

际专业心理援助人员仅 1000 人左右。在数

量短缺情况下，很难对人员专业素质提出较

高要求。很多心理咨询师由普通医生转行而

来，缺乏专业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知识、实践

经验欠缺，容易做出错误的解释和判断，造

成受灾者“二次伤害”。可见我国政府心理

危机干预队伍数量不足、素质偏低，无法胜

任实际心理救援工作。 

2.4 公众心理危机教育不足 

目前，由于政府对公众心理危机教育重

视不足，导致普通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认识

上存在偏差。当灾难发生时，经济救援比心

理救援更得民心，受灾者往往将重心放在政

府索赔上，忽略自身和家人在心理上受到的

创伤，而这种创伤可能会在短期或者长期引

发严重心理疾病。其次，中国传统观念认为，

时间是最好医生，任何心理救援工作都不如

漫长时间能够愈合心理创伤。普通民众对心

002_RAC_004.indd   8 12/09/18   10:33 AM



99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volume 66

案三制”制度初步建立，各类政府条文中开

始大量出现心理危机干预概念。2004 年《关

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将

精神卫生救援纳入灾后应急预案，多部门合

作开展必要心理干预服务[1]。2008 年国家

卫计委制定并印发《灾后不同人群心理卫生

服务技术指导原则》，针对灾区群众、救援

者、伤员和儿童四类人群进行专门灾后心理

危机指导。2012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

生综合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

完善精神卫生综合管理机制，鼓励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精神卫生服务，标志政府心理危机

干预进入社会共建阶段。 

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政府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理论创

新和实践探索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形成大量

理论制度和行为规范，为灾后心理干预工作

奠定坚实基础。政府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在取

得宝贵经验和成果的同时，仍存在一些不足

和缺陷。政府定位不明确、心理卫生法律不

健全、缺少心理危机干预综合协调管理部门、

援助机制和社会心理支持系统不完善、信息

透明度低等一系列问题导致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整体层次较低且发展缓慢。 

2. 政府心理危机干预存在的问题 

2.1 政府定位不明确 

政府作为灾后应急管理的主导者，在心

理危机干预工作中定位不明确。首先，政府

是心理危机干预的援助者，而不是实施者。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应由专业心理卫生机构

实施，而不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亲临第一现

场对受灾群众进行具体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政府作为灾后应急指挥机构，应从人财物、

法规政策、信息和技术等宏观方面进行心理

援助。其次，应急管理法制体系呈现条块结

合的特点，各级政府心理干预工作定位不明

确，没有划分统一职权范围。 

2.2 缺乏指挥管理机构 

在我国，从事心理危机干预的队伍涵盖

医疗机构、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非政府

组织等多种组织体系，既有政府设立的权威

机构，也有广泛的企事业单位及民间组织。

由于当前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缺乏统一的领

导管理机构、协调机制和行为规范，导致灾

后各行各业，机构类属不同的心理援助队伍

以及志愿者大量投入受灾地区，从事心理救

援工作。他们均为临时组织，很难协调各方

关系，常产生大量负面影响，严重降低整体

心理救援效果。政府建立权威心理危机干预

指挥管理机构，制定有效领导与协调机制是

保证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和

基础。 

2.3 心理危机干预队伍配置不足 

目前政府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人员配置

严重不足，我国人口总数达 14 亿，其中精

神卫生专业人员不到 2万人。按照国际惯例，

每 10万人口中应确保有 3. 96名心理医生，

而我国实际情况不足全球标准的 1/3，每 10

万人中仅有 1. 27 名心理医生。当重大危机

事件发生后，受灾群众数以万计，对于心理

危机干预的需求更是源源不断。相关数据显

示，2008 年坟川大地震创伤后应急障碍综合

征患者 60 万人，占比 5.00%，其中，10.00%

有明显自杀倾向。按照国际创伤者与心理咨

询师 10:1 配比，灾区至少需要心理咨询师

3.6 万名，与庞大灾区需求量相比，震后实

际专业心理援助人员仅 1000 人左右。在数

量短缺情况下，很难对人员专业素质提出较

高要求。很多心理咨询师由普通医生转行而

来，缺乏专业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知识、实践

经验欠缺，容易做出错误的解释和判断，造

成受灾者“二次伤害”。可见我国政府心理

危机干预队伍数量不足、素质偏低，无法胜

任实际心理救援工作。 

2.4 公众心理危机教育不足 

目前，由于政府对公众心理危机教育重

视不足，导致普通民众对心理危机干预认识

上存在偏差。当灾难发生时，经济救援比心

理救援更得民心，受灾者往往将重心放在政

府索赔上，忽略自身和家人在心理上受到的

创伤，而这种创伤可能会在短期或者长期引

发严重心理疾病。其次，中国传统观念认为，

时间是最好医生，任何心理救援工作都不如

漫长时间能够愈合心理创伤。普通民众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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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精神疾病的错误认知，导致许多受灾者

排斥接受心理救援，严重影响政府心理危机

干预工作开展。上述问题突显出，我国公民

心理卫生教育不足，对心理危机干预存在意

识偏差，值得政府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2.5 信息公开度不高 

较高的政府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度，可以

对公众恐慌心理进行有效疏导和干预，为后

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条件。危

机事件发生后，民众往往比较关心事件过程、

影响范围、严重程度、救援进展以及后续连

锁反应等一系列问题。而政府作为应对突发

危机事件的责任主体，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和

及时性直接决定公众对事件的了解程度，极

大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一些政府官

员对知情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意隐瞒事

件相关信息，导致政府无法在第一时间发布

第一手权威信息。政府信息透明度不高时，

公众就会从其他非官方途径获取相关事态

信息。部分媒体和机构由于个体利益，对事

件歪曲或夸张报道，最终使公众对政府公信

力产生质疑，造成严重社会心理恐慌。 

2.6 缺乏事后心理援助 

当前，政府开始逐步重视开展灾后心理

危机干预工作，当事件发生后，政府会第一

时间发布危机事件援助报告，制定短期心理

援助政策，对受灾群众开展心理危机干预服

务。然而，突发事件对受灾者具有持久心理

影响，尤其丧亲者、孤残儿童和老年人等特

殊群体需要更长时间心理恢复和重建。目前，

政府心理援助服务只局限于危机事件发生

时，缺乏事后持续性心理援助机制，尚未在

事后对特殊群体开展持续性跟踪调研，帮助

其建立社会情感支持系统。 

2.7 地区心理干预不均衡 

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政府援助机制

不健全，导致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冷热不均”。

在交通便利、受灾特别严重地区，不断有心

理专家和志愿者前往进行心理救援，受灾者

中出现重复心理干预的现象，造成严重心理

干预资源浪费。而在交通不便，媒体报道较

少的偏远山区，鲜有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前往

救助[2]。同时，由于各地对心理危机干预

的重视程度不同，心理危机干预者的数量和

素质存在明显差异。这与政府没有对心理危

机干预者进行统一协调和管理，制定合理地

域心理干预规划有直接关系。 

2.8 对非政府组织扶持不到位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掌舵者”而非“划

桨者”。在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政府应扮

演好领导者角色，制定工作规划，协调利益，

做好分工，将任务合理分配给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进行实施。国外相关数据显示，非政府

组织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比政府机构更

具效率[3]。但我国由于政府自身定位不明

确，对非政府组织缺乏正确理性认识，导致

缺乏非政府组织参与心理危机干预的政策

扶持与法律保障，非政府组织在开展心理危

机干预工作时困难重重，无法真正发挥其作

用。 

2.9 应急心理卫生研究滞后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基础。近年来，我国

虽然在突发事件处理方面积累大量实践经

验，但心理危机干预理论研究尚处起步阶段，

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政府并未建立统一

的科学心理危机评定标准，大部分灾后心理

救援通过借鉴国外心理危机评估工具来开

展工作，因理论与实际不符，常导致病情诊

断失误，难以达到理想干预效果。其次，政

府心理危机干预援助机制不健全，导致各类

研究机构和个人没有一个共同交流研讨的

平台，研究均比较零散，难以形成系统的理

论体系。同时，社会心理预警机制研究的缺

乏，使危机事前预防和教育无章可循，事后

后续干预常被忽略。因此，加强突发事件心

理危机干预研究是当务之急。 

3.  完善政府主导的心理危机干预 

3.1 完善应急管理心理救助法律体系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政府部门相继印发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灾害事

故医疗救援工作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应急管

理条例，“一案三制”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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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但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组织程序、职责职

权、工作流程和操作细则等仍未在应急预案

中完整体现，仍处于无法可依、执法无据阶

段。政府应尽快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精神卫

生法规细则，补充修订灾后应急法规和预案

中心理危机干预相关条款，制定针对不同阶

段不同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应急预案，规范

心理干预组织和实践工作，让心理危机干预

真正走上法制化轨道，实现有法可依。 

3.2 建立政府心理应急干预组织管理体系 

危机事件发生突然性、处理紧迫性、危

害不确定性和决策非程序化等特点，要求政

府转变心理危机管理观念，构建以应急管理

办公室为核心的心理危机指挥决策系统。法

律保障基础上，在国家、省、市（地）和县

4 级设立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组，下属于各级

人民政府心理应急管理办公室。各级工作组

主要承担常规心理信息汇总、组建区域心理

专家库、专项资金审批、评估心理危机级别、

级心理应急响应机制，根据响应级别划分各

级机构职权范围。一旦发生灾情，能够迅速

启动心理应急响应机制，实现机构间上下联

动，有效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3.3 建立完善政策、物资和经费援助机制 

突发性危机事件对人群造成的心理创

伤具有持久性，特别是丧亲者、老人和孤残

儿童等特殊群体尤为严重。对特殊创伤群体

心理恢复和重建，不应局限于事后心理危机

干预活动，应设立资金专项，开展后续持续

性政策援助机制。通过设立灾区心理援助基

地和平台，对特殊群体开展持续性跟踪调研

和心理评估，增强心理修复效果；强大资金

支持是开展持续性心理危机干预和研究面

临的最大问题，目前心理应急经费主要来源

于国际心理援助组织捐款，社会团体、企业

和个人募捐，政府专项拨款和财政预算，而

后者更能保证资金数量和持续获得。政府应

确保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心理应急配套资金

足额支付、区县政府突发公共卫生经费支付

到位，鼓励心理援助热线和相关网站建设；

重大灾害发生后，充足的物资保障是顺利开

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前提条件，物资缺乏

容易加剧公众恐慌情绪，只有解决温饱问题，

才能真正意义开展心理疏导工作。而在实际

应急物资储备中，存在物资储备非所需、区

域物资配置不均、储备无统筹规划、缺少物

资调配程序等一系列问题。政府应针对上述

问题，建立完备应急物资援助机制实现物资

统筹规划管理。在全国范围内搭建应急物资

动态管理平台，实行统一物资调配和储备机

制，保障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顺利开展。

3.4 加快心理应急工作队伍建设和开发 

基于心理危机干预人员严重短缺现实，

用“存量盘活”和“增量调节”协调、“适

度引进”和“留住培养”结合、“专业人才”

和“志愿者”互助等手段组建一支一专多能、

一队多用的心理应急专业队伍有其急迫性。

政府应利用就业倾向政策、增加编制、完善

晋升渠道，提高工作待遇等手段引导和鼓励

相关专业人员从事灾后心理应急工作，进入

心理应急人才储备库，努力实现启动灾后预

案后，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有序调动和培训

充足专业心理救援人员。目前高校主要开设

临床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等心

理学专业，几乎没有心理危机干预相关专业，

而心理危机干预又是一门对专业性和实践

性要求很强的工作，需要政府着重加强相关

人员开发。依附各类高等医学院校和公共应

急培训基地，开设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培养

一批高质量专业心理危机干预人员。建立应

急心理终身教育制度，将各类培训与工资、

职称晋升相挂钩，在强调培训率和合格率的

同时，确保培训质量。培训应建立在心理应

急实际工作需求基础之上，针对心理危机干

预、创伤治疗和自我保护等内容，开展实践

式互动教学。政府需逐步建立“互助式”心

理应急定点协作机构，促进各层级机构 “传、

帮、带”人员交流。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

中，专业人员和志愿者相结合发挥出特有优

势，但必须明确未经专业培训的志愿者只能

起辅助作用，不能替代专业心理救援人员，

政府应完善志愿者心理危机干预相关资质

认证，防止志愿者自身出现继发性心理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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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构建社区心理危机干预执行体系 

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主要以基本医疗和

疾病预防控制为主，涉及心理卫生服务的内

容较少，而心理危机干预在社区支持网络建

设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有

较大发展空间。因此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

区服务为基础的心理危机干预执行体系极

其必要。政府应根据社区辐射面积，建立社

区心理援助站或中心，下设于县级心理危机

干预工作组。社区心理援助站或中心由政府

专项拨款，按国际相关标准配置至少一名具

有专业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和 2名心理咨

询师，根据各社区文化习俗特点，实施“当

地化”心理干预方案。机构主要开展中长期

心理危机团体干预活动和日常社区心理健

康筛检工作，建立居民心理健康档案协助区

域心理危机干预信息库建设。社区心理援助

站或中心通过选拔培训等方式培养社区心

理救援志愿者，由点到面带动区域心理救援

活动开展，利用群众自身力量解决社区心理

危机问题。 

3.6 完善以媒体为导向的信息公开制度 

面对突发事件，政府应在“第一时间”

利用新闻媒体建立舆论制高点，发布相关权

威信息。首先，政府应尽快建立新闻管制机

构，制定规章条例规范媒体舆论，遏制因流

言蜚语导致社会恐慌。同时，利用大众传媒

扩大社会心理干预的广度和深度，普及心理

危机干预的知识和技能。其次。要进一步完

善以媒体为导向的政府灾情信息公开制度，

保障公民知情权。充分发挥政府新闻发言人

的作用，确保权威救灾信息能通过正规渠道，

第一时间准确透明传达给社会公众，使公众

对事件能够做出理性判断，化解转移社会心

理压力，避免大规模社会心理恐慌现象出现。 

3.7 构建心理危机干预社会支持系统 

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是指在社会网络

中获得来自他人的支持和帮助，这种支持可

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4]，危机后，

强化心理危机干预与物质救援同等重要。在

一个分权开放的社会，公共事件没有公众参

与是不可想象的，公众参与可以消除恐慌，

缓解危机事件副作用，降低整个社会心理危

机干预救治成本。因此，恢复提升受灾者心

理健康水平，需要社区支持系统。政府要运

用好社区人际关系网，积极构建社区心理干

预服务体系，推进社区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加强社区工作人员专业化培训，牢固树立心

理危机干预理念，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社区活

动，宣传普及心理学知识，提高居民心理健

康水平；政府在心理危机干预方面发挥着至

关重要作用，同时也存在诸多局限性，而非

政府组织恰恰以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

性和志愿性等独特优势弥补政府先天不足。

政府应明确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关系，认可非

政府组织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发挥的积极作

用，鼓励倡导非政府组织参与灾后心理救援

工作。推进彼此职能界定，制定非政府组织

参与心理危机干预的相关法律规范，努力形

成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协调互助的良好局面；

在重视本国非政府组织建设的同时，也要通

过各种途径积极寻求国际非政府组织支持，

在构建全球心理危机管理体系中发挥应有

作用。完善国家心理救援专项基金使用机制，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

共同开展心理救援行动，培养一支经验丰富

的国际心理危机干预队伍。积极参与国际针

对不同阶段不同受灾群体开展的短期调查

和长期研究，为危机前心理预防和危机后心

理干预工作提供符合国情的理论指导。 

3.8 提高公众心理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 

提高公众公共危机意识，是开展心理危

机干预的起点。政府应加强对公众心理危机

教育和培训重视程度，利用大众媒体开展心

理危机法律法规教育，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通过心理援助热线和互联网软件等形式，构

建心理健康教育学习平台，让公众在社会科

普讲座中真正了解心理危机机理，掌握应对

心理危机自救互救方法；将心理危机干预教

育纳入国民终生健康教育体系，在学校教育

中开设心理危机相关课程，并定期开展灾难

演练，培养学生自我危机效能感和心理耐受

能力；在危机职能部门，推行系统理论教育、

情景演练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深层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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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化专业救援机构应急演练，引导鼓

励公众参与，通过实战培训达到教育目的。 

 

4. 结论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突发

事件应急管理的主体，从心理危机干预制度

建设到指挥协调都责无旁贷。随着心理应急

研究的不断深入，受灾不同阶段、不同群体

的心理干预需求呈现多元化。政府应将公共

利益作为一切工作出发点，找准角色定位，

依法使用公共权力，在法律保障、制度建设、

体系完善、国民教育、平台构建、人员培养

等方面实现理论和实践创新，为公众身心健

康和社会稳定提供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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