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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信息畅通 | 管理压力 | 练习适应能力

管理压力 提高适应能力

• 使用可靠且有信誉的信息来源

• 如有疑问，应咨询医生或当地
卫生部门

• 疫情期间存在压力是正常情
况；但如果压力过大则会影
响日常生活

• 必要时，采用行为激活、正
念以及向心理健康专业人士
寻求帮助等方法可以起到缓
解压力的作用。

• 保持乐观
• 向具有良好适应能力的榜样学习
• 寻求朋友和家人的支持
• 保持弹性
• 解决问题
• 接受现状。直面恐惧。
• 帮助他人
• 坚持锻炼

• 以信仰、生活或道德指向标为支
撑

• 保持幽默的心态！

获取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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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且最新的信息 在 COVID-19 疫情迅速变化的当下，了解当地社
区的最新发展状况（如商店营业时间、公共交通
变化、区域封锁、隔离令等）至关重要。

口头传述

可信但需核实。在核实之前请勿继续传

递该信息。谣言会对社区健康运营产生

明显的负面影响。

CDC、县和州卫生部门

这些网站会定期更新。信息由专业人

士根据现有最明确的知识和资源进行

编制。这场疫情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影

响程度不同，因此县和州的卫生部门

是最可靠的信息来源。

社交媒体

民众在 Twitter、Facebook、Instagram 等一

系列社交媒体网站上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

时间。这些网站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有价

值的信息来源的作用。但对于在社交媒体

上找到的 COVID-19 相关信息，请务必核实。

印刷和在线媒体

报纸广泛报道了这场疫情，并提供最新信息。

在线媒体的更新更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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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理 行为激活和自我管理是压力管理的有效手段。其
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愉悦的活动

社交联系

健身活动
• 每周至少进行三次有氧运动（在跑步机

上慢走或跑步、使用室内划船机和椭圆
机、游泳、高强度间歇性训练等）

• 每周至少进行一次力量训练

• 待在家中会导致与社会脱节，特别是对
老年群体。使用 FaceTime 或类似服务、
视频会议或群聊开展社交活动。

• 当地健身房和一些健身教练会提供直播
锻炼课程。

• 与朋友一起游玩在线视频游戏，或结交
新朋友！

• 请务必持续参加/保持令人愉悦的活动/
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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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理 基于正念的策略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经过
训练培养有意识的注意力技巧是关键的第一步。
通过练习可以更好地养成非批判性且富有同理心
的注意力。

培养积极的注意力：
1. 每天留出 4–8 次（每次 10–20 分钟）的时间段来训练注意力

2. 走路时注意周围环境，吃饭时注意食物的气味、味道和口
感。

3. 花费 10–20 分钟的时间亲密大自然，注意周围环境。
4. 像久别重逢一样，向家人和朋友问好。
5. 用一句话赞美相遇之人。
6. 练习深呼吸。

培养善意的注意力：

1. 在关注他人时，应富有同理心、接受其本来
的面貌、避免过早判断、尽量忽略其可能制
造的小麻烦。

参考文献： Amit Sood, MD, MSc. Mayo Clinic Guide To Stress-Free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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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理 健康、饮食和安稳睡眠可以显著减轻压力。

一天中少吃多餐，健康饮食。

避免或减少摄入酒精和咖啡因。如有
特殊饮食要求，请提前储备一些特殊
食品（如低盐、无糖或无麸质食品）
否则可能不容易买到。

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

在安静漆黑的房间中睡觉，保持固定的睡眠时间和舒
适的温度。电视和智能设备应远离卧室。白天多进行
身体锻炼，睡前避免进食、摄入咖啡因和酒精。
http://www.sleepeducation.org/essentials-in-sleep/healthy-sleep-ha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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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适应能力 适应能力指在一段时间的挑战后能够从中恢复的
能力。

参考文献 Southwick & Charney: Resilience-The 
Science of Mastering Life’s Greatest Challenges

现实的乐观主义是对美好未来的
信念，相信事情会变得更好。

乐观

01

坚持自己的原则，做正确的事情。

道德指向标

03

为他人伸出援手，尤其是老年人或残疾
人和独居者需要特别的照顾。

社会支持

05
在应对挑战时，社会的支持至关重要。

信赖宗教、精神或道德准则。

信仰

04

恐惧是一种适应性的反
应。认清恐惧，直面恐
惧，切勿因害怕而产生
过度反应或逃避困难的
决定。

恐惧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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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适应能力 适应能力指在一段时间的挑战后能够从中恢复的
能力。

参考文献 Southwick & Charney: Resilience-The 
Science of Mastering Life’s Greatest Challenges

向榜样学习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
么。

榜样的力量

06
定期参加脑力挑战活动。

大脑健康

08

在生活中制定目标非常重要。寻找个人目标，为生命赋予意
义，引领成长。

生活的意义

10

提高思想和情感上的灵活性。

改变生活

09

定期锻炼，保持身体健康，
激发力量。

锻炼

07



其他阅读资料、
应用程序和资源

网站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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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COVID-19 资源：
•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 European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www.ecdc.europa.eu/en
• 州和地区卫生部门网站

https://www.cdc.gov/publichealthgateway/healthdirectories/healthdepartments.html
• New York Times 实时更新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4/world/coronavirus-news-live-updates.html

睡眠管理：
• American Academy of Sleep Medicine, Sleep Education

http://sleepeducation.org/essentials-in-sleep/healthy-sleep-habits

焦虑和情绪管理：
•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www.adaa.org
• Anxiety Canada

www.anxietycanada.com
• Living Life to the Full

www.llttf.com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https://www.ecdc.europa.eu/en
https://www.cdc.gov/publichealthgateway/healthdirectories/healthdepartment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4/world/coronavirus-news-live-updates.html
http://sleepeducation.org/essentials-in-sleep/healthy-sleep-habits
http://www.adaa.org/
http://www.anxietycanada.com/
http://www.lltt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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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程序 适应能力和正念
• Mindfulness Coach (VA System)
•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 SuperBetter
• Happify
• Personal Zen
• Breathe2Relax
• Headspace*、Pacifica*（免费版本和应用程序内购买选项）

焦虑和抑郁
• PTSD Coach、CPT Coach、PE Coach (VA System)
• MindShift CBT (Anxiety Canada)
• Worry Knot、Thought Challenger、Social Force (IntelliCare)
• Mood Mission

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和自我监控：
• Woebot
• Youper
• T2 Mood Tracker
• CBT Thought Diary

心理健康应用程序一览：

PsyberGuide https://psyberguide.org/app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https://adaa.org/finding-help/mobile-apps

以上列表在 LP. 博士 Craig Sawchuk 的帮助下编制。

支持机构：Abramson Cancer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Mayo Clinic Cancer Center、Moffitt Cancer Center、
Seattle Cancer Care Alliance、Siteman Cancer Center at Barnes-Jewish Hospital 以及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Cancer Center、University of Michigan Rogel Cancer Center、Vanderbilt-Ingram Cancer Center，并向顾
问 Rev. George Handzo 致以特别感谢

https://psyberguide.org/apps/
https://adaa.org/finding-help/mobile-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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