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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老年群体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工具包》的开发方是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紧急情况下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专业团队（IASC MHPSS RG）。

本工具内容是为老年人群制作的海报。这些海报内含关键信息，可以用于指导老年人如何在新冠肺炎大流行
期间及之后照顾自己的健康，以及如何支持他们身边的人。其中也包含为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MHPSS）
协助者准备的说明，供他们使用这些海报与老年人进行引导式沟通。这些海报参考了《IASC 临时报告说明：
解决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方面的问题》和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紧急情况下精神卫生和社会
心理支持指南》中有关老年群体的指导部分。

本工具在的制作有老年人参与并持续优化，开发初期通过小规模测试了解哪种插图和设计风格对老年群体最
有效果。51个国家总计199位60至90岁的老年人通过一份网上调查和数场小组座谈会为工具包的设计和内容提
供了参考。IASC MHPSS RG 基于这些反馈修订了海报，并与多家负责老年群体健康的机构（包括来自国际老
龄联合会、国际助老会和国际阿尔茨海默病协会的同事）紧密合作，由专题特设指导小组开发了这一协助者
指南。该过程由多个领域（包括痴呆症、人道主义环境下的 MHPSS 、衰老和残障）的专家参与，是一次独特
的跨部门合作项目。数个国家级的 MHPSS 技术工作小组对这些海报进行了测试。测试对象为来自多个国家的
80位老年人，代表了不同地域、收入群体和背景。测试阶段包括了来自共10个国家、在人道主义环境中生活
的老年人。开发方基于 IASC MHPSS RG 成员机构的意见对这一协助者指南进行了校订。海报只需基本的较低
水平阅读能力，并具有文化多元性，旨在让老年人参与对话和活动。IASC MHPSS RG 收集了针对不同海报设
计的反馈，最终得出了这一 IASC 成品中所示的风格。

我们诚挚感谢所有为这个工具包的开发提供指导和信息的老人。本工具是供所有新冠肺炎救助人员使用的工
具，为优先考虑老年人的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健康问题提供辅助。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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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大流行对老年男女形成了超出比例的
影响。他们在感染后出现更为严重的症状及
因此死亡的风险更高。其风险较高，部分原因
在于人体免疫系统随着年事增高而发生变化，
使得免疫系统抵抗疾病和感染的能力下降。老
年人更可能有潜在的健康状况，例如肺脏、肾
脏、心血管或脑血管疾病或癌症。他们也更可
能在同时服用多种药物。这一切都使得他们更
难以承受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疾病，也更难从
中康复。

为遏制新冠肺炎而实施的短期和长期措施所带
来的压力、财务困境和社会孤立可能会影响心
理健康、加剧潜在的精神健康或神经系统疾病 
（包括抑郁症和焦虑症等常见疾病），也可

能会增加认知能力衰
退和/或自杀的风险。
老年人，尤其是独居
或在正常情况下社交
有限的老年女性，或
属于社会弱势群体的
老年人（例如生活贫
困、是难民身份、遭
受暴力和虐待或身体
虚弱不堪）在精神健
康及神经系统病症中
出现新症状的风险可
能更高。一些老年人

面对压力时，反应会更激烈，恢复期也更长，
这对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都有影响。抑制新
冠肺炎传播和保护老年人健康的措施（例如屏
蔽保护）实施后，给他们带来了额外经济负担
和压力。由于将资源较多投入新冠肺炎疫情，
家庭成员失业、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自付费用
增加等情况，都给人们带来了财务焦虑。

老年男女（“老年人”）的年龄和能力具有
极大的多样性。和任何年龄群
体一样，老年群体的多样性对
其脆弱程度有决定性影响。性

别、年龄、身体缺陷、民
族、性取向（女同性恋、男
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和
间性人士等，LGBTQI+）、
社会关联性、文化水平、贫
困状况、工作机会和其他因
素，都对个人面临的风险或
个人对社区的贡献度有很大
影响。例如，移民至其现居
国的老年人可能社会关系较少，或并不通晓提
供大流行病相关信息的主要语言。其他老年人
则可能会积极支持他们的朋友，或者通过热
线/求助热线服务参与应急响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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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这个活动工具包旨在与老年人分享建议，让他们了解如何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及之后保护他
们的健康，以及如何支持他们身边的人。工具包中包含五幅大型海报插图，可打印出来或显示
在屏幕上，每个插图会解答以下问题之一：

1. 我如何保持健康？
2. 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心情？
3. 如何增强我对家庭和社区的关联感？
4. 需要帮助时，我能从何处寻求帮助？
5. 我如何应对丧亲之痛？

这些海报旨在通过只需基础阅读能力的无障碍格式提供上述问题的答案。它们是通用的，代表
不同的文化、环境和地区：然而，根据插图组织讨论时应考虑到社会文化、经济和性别背景。
每张海报的协助者笔记都对这一点作了详释，笔记内容形式可用于单独讨论任一张海报。因
此，这些指示有时可能显得有些重复性。不过，这是为了能单独使用每张海报。插图可用于指
导对话内容，并鼓励观看者与图片进行互动。每张海报都可作为一个活动，老年人可以花些时
间，独自或在小组环境下找出五个关键问题的答案。

这些活动由熟悉特定社区或环境内老年男女需求的小组组长、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
（MHPSS）工作人员或志愿者主持为佳。然而，老年人也可以在有空时自行查看海报、参与会
话，或在社交聚会中将其作为讨论话题。

鉴于老年人的健康风险状况，隔离措施可能最
晚为老年人群解除，而这可能会导致他们经历
社会孤立的时间更长。如果新冠肺炎的传播率
居高不下，老年群体在疫情相关措施解除后也
可能依旧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老年人可能尤
其害怕感染新冠肺炎，或传染家人和朋友。新
冠肺炎相关的压力也可能会加剧先前对死亡或
对孤独离世的恐惧。因此，老年人需要在大流
行期间保持心理健康并保持活跃，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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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者注意事项：

在开始之前，以下是一些主持活动的通用说明和提示：

• 您自己得先熟悉工具包和插图内容。根据您的特定社区或环境，思考如何介绍海报中的主
题。

• 您可以通过小组或个人会话形式举办活动。如果有相应的文化或社会规范，活动应分性别
举办。

• 海报没有特定的顺序。工具包里的海报和说明书设计可供您单独使用任一张海报。我们推
荐您从与特定老年受众最相关的海报开始。相关性可能基于背景（例如城市相对农村环
境，或难民相对本地人口）、性别特异性差异、偏好或宗教习俗，以及老年人可能提出的
任何具体问题。

• 最好使用A3纸（最小A4尺寸）打印海报，或者在大屏幕上展示海报（注：请勿通过手机或
平板电脑展示）。请根据特定受众的特征决定海报呈现展示的格式或媒介。

• 团体或个人会话时务必保持安全距离（以国家推荐距离为准），将新冠肺炎安全卫生措施
落实到位。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勤洗手。用肥皂和水洗手或用含酒精的液洗手。

 - 跟咳嗽或打喷嚏的人保持安全距离。

 - 无法保持安全距离时戴上口罩。

 - 别用手触碰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

 -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您的手肘内侧或纸巾遮住鼻子和嘴巴。

 - 如果觉得不适，就待在家中。

 - 如果发烧、咳嗽或呼吸困难，请及时就医。

• 营造一个温暖友善的氛围，倾听老年人的诉求，与他们共情。

• 确保座椅或空间的设计足以确保任何残障人士的舒适，包括在入口处设立坡道，以便行动
不便的老年人进入。

• 确保您能够面对着老年人，以便通过眼神和肢体语言沟通及共同交谈，记得您需要戴上口
罩。说话要大声、清晰，让可能有听力障碍的老年人能听得懂。确认他们是否需要用老花
镜来阅读海报。

• 留出充裕的时间来倾听，并概括自己所述的内容及让老年人概括他们所理解的内容，确保
他们对分享的信息有充分的理解。例如，您可以问“我说得清楚吗？您要我重复这些信息
吗？”或者和他们确认“您接下来想如何进行活动？”



海报 1:我如何保持健康？

为什么这很重要？
对于新冠肺炎大流行，有时会感到焦虑、担忧、困扰或孤独是自然反应。对于单独生活或在日常情况下社交
接触有限的老年男女，情况尤其如此。但是，在充满压力的时候，老年人可以做很多活动来保护他们的精神
健康。保持身体健康对老年人尤为重要，因为新冠肺炎措施要求他们保持隔离状态的时间可能更长。活跃健
康的生活方式可以帮助他们长期保持身体和精神健康、保持灵活和行动能力，并减少任何功能或认知能力下

降1。 

关键信息
为了在大流行期间保持身体和精神健康，重要的是让老年人：
• 保持日常生活规律或者创建新的日常生活规律
• 每天的睡觉和进食规律，时间安排合理
• 保持水分，健康饮食
• 保持体育锻炼（每天至少30分钟低冲击运动）2

• 保持精神活跃。建议的活动包括解谜、填字游戏或心理健康锻炼、演奏乐器、国际象棋或多米诺骨牌
等） 

• 遵照专业医护人员的处方服用所有药物，不要自行停药，除非医生告知他们这么做。

在海报中，您可以看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做以下的事：

1 世界卫生组织（WHO） 指南：降低认知能力下降和痴呆症的风险。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19。 https://www.who.int/
publications-detail/risk-reduction-of-cognitive-decline-and-dementia
2 WHO 关于体育活动和久坐行为的指南。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2020。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
le/10665/336656/9789240015128-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1. 慢跑 
2. 在固定时间起床和睡觉
3. 园艺和做家务
4. 读报纸
5. 在固定时间健康饮食
6. 骑自行车 
7. 在安全的距离玩游戏，以保持精神活跃和社交参

与。保持安全距离并不意味着社会孤立
8. 走路
9. 泡茶 
10. 多喝水，在室外（例如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时也

一样
11. 服用处方药。请务必按照处方服药：不要自行停

药，除非您的专业医护人员告知您这么做
12. 做户外放松运动/太极拳
13. 去药房领取处方药：提前计划您的药物补充和处

方续签。为自己设置必要的提醒 
14. 为确保正常生活，购买日用品时；您需要养成新

的习惯（戴上口罩、避开繁忙时段人多时或请别
人帮助购买）。

7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risk-reduction-of-cognitive-decline-and-dementia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risk-reduction-of-cognitive-decline-and-dementia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6656/9789240015128-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336656/9789240015128-eng.pdf?sequence=1&isAllowed=y


指示

尽可能遵守当地的限制；这可能包括保持人
与人的距离和佩戴口罩。

在新冠肺炎流行的背景下，我
如何实施海报中建议的活动？

他们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

这些插图是通用的。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使用它们。
有些场景/人物可能看起来比其他场景/人物更熟悉。请
想象：在您当地的环境中，活动、男女或房屋是什么样

的？

不，海报旨在为您提供所有可能有益的活动。
选择您认为有趣且最适合您日常生活规律的活

动。

参加志愿活动、基于信仰的活动，及妇女或
男子团体，可以帮助您获得关联感、动力及自

我价值感。

佩戴口罩可以保护您和他人免受感染。
如果您独自一人在家，则无需佩戴口罩。

海报中人人群、环境和文化背景看起
来并不熟悉。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活动不

适用于我？

我需要做海报中建议的所有活
动，才能保持健康吗？

为什么图中的人们独自一
人在家中时不戴口罩？

在社区从事志愿工作是否有助于保
持我的健康？

可能的回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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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您如何保持健
康？

在展示海报之前，询问老
年人：

现在为他们展示海报。如果打
印海报，应用不小于A4尺寸的
纸，以A3纸为宜。告诉他们：

观看这张海报，花一些时
间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上面的

内容。

给老年人一些思考
的时间，并记下他
们说的话。

给他们一些时间
去反复阅读海
报。
观察他们观看插
图时的反应。

           过了一会儿后，提出指导性问题开始对话。以下提供一些建议：5

您是否已在做海报中
建议的任何活动？

您将来会考虑做在海报中
看到的哪些活动来保持健

康？

观看海报是否为您带来了其他想法？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您还可以采取

什么措施保持身体健康？



尽管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对于保持新冠肺炎大流行病期间的良好身体健康很重要（例如定期保持手部卫生、
保持安全距离、咳嗽礼仪、佩戴口罩等），但此海报和活动工具包综合上侧重于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
（MHPSS）。
有关老年人的通用健康提示，请参阅：
“新冠肺炎（COVID-19）：老人的风险和安全” 
https://www.who.int/news-room/q-a-detail/q-a-on-on-covid-19-for-older-people 
“老年人和COVID-19”
https://www.who.int/teams/social-determinants-of-health/covid-19 

海报上描绘了许多不同的场景、地点和文化，这或许会使一些老年人感到困惑。
• 鼓励他们理解这些场景，并思考哪些场景和他们最为相关。
• 一定要说明，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能保持健康，海报中并未描述所有方法。
• 询问老年男女他们如何保持健康，以及海报中提出了哪些新想法（包括他们可能未考虑过的的活动），

能帮助他们保持健康。
• 鼓励老年男女思考海报中最适合他们的活动。他们想尝试哪些活动？

提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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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老年人的更多健康建议，请访问 WHO 关于新冠肺炎和老年人的网站：https://www.who.int/teams/
social-determinants-of-health/demographic-change-and-healthy-ageing/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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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ho.int/teams/social-determinants-of-health/demographic-change-and-healthy-ageing/covid-19


海报 2： 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心情？

为什么这很重要？
鉴于老年人因新冠肺炎罹患严重疾病的风险增加，他们可能尤其害怕被感染、死亡或孤独离世，或感染家人
和朋友。他们可能还会失去亲密的朋友或家人，并且可能无法参加葬礼。老年人可能会由于受限制而感到社
交孤立，并且由于是高风险人群，他们可能要在封隔离环境中度过更长的时间。老年人遭受虐待和被忽视的
风险也增高。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能会加剧潜在的精神健康问题和/或神经系统疾病，增加他们出现新的精

神健康问题和/或神经系统疾病症状的风险，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关键信息
为了在大流行期间帮助改善老年男女的心情，重要的是让他们：
• 制定日常生活规律
• 参加令他们愉悦的活动 
• 经常和家人与朋友们聊聊天
• 专注于令他们感到愉悦的活动，并让这些活动成为他们日常生活规律的一部分
• 尝试放松、冥想、呼吸和低刺激性运动
• 考虑减少新闻追踪（或至少找到一个看新闻多少的平衡点），以让他们的心绪从引起恐慌压力的媒体报

道中获得放松。

• 发挥（或运用）他们的长处、经验和知识来应对当前情况。

在海报中，您可以看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做以下的
事：
1. 看星星、正念活动、回想生活中的积极事物、

感受和表述谢意
2. 针织、缝纫
3. 油画/绘画
4. 与家人或朋友一起用餐
5. 定期与家人和朋友通电话
6. 陶艺或其他手工艺品活动
7. 与家人或朋友打牌
8. 阅读 
9. 外出和/或帮助他人外出
10. 放松/冥想/呼吸练习
11. 做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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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

什么是呼吸和放松练习？它们
如何运作？

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改善您的心情，包括制定日常
生活规律、进行令您愉悦的活动，以及尽可能通过电话
或面对面朋友和家人交谈，同时遵守当地的规定，包括

保持人与人安全距离和佩戴口罩 。

这些练习可以帮助您专注放松和呼吸，这可
以帮助您减轻压力并提升您的睡眠质量。

不，海报旨在为您提供所有可能有益的活动。
选择您认为有趣且最适合您日常生活规律的活

动。

佩戴口罩可以保护您和他人免受感染。
如果您独自一人在家，则无需佩戴口罩。

如果与新冠肺炎相关的措施不允许我
探望朋友和家人，该如何改善心情？

我需要做海报中建议的所有活
动，才能保持健康吗？

为什么图中的人们独自一
人在家中时不戴口罩？

这些插图是通用的。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使用它们。有些场
景/人物可能看起来比其他场景/人物更熟悉。请想象：在您当地

的环境中，活动、男女或房屋是什么样的？

海报中人人群、环境和文化背景看起
来并不熟悉。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活动不

适用于我？

您想一起做个练习吗？

11

1 2 3 4

您可以做什么来
改善自己的
心情？

在展示海报之前，询问老
年人：

现在为他们展示海报。如果打
印海报，应用不小于A4尺寸的
纸，以A3纸为宜。告诉他们：

观看这张海报，花一些时
间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上面的

内容。

给老年人一些思考
的时间，并记下他
们说的话。

给他们一些时间
去反复阅读海
报。
观察他们观看插
图时的反应。

           过了一会儿后，提出指导性问题开始对话。以下提供一些建议：5

您是否已在做您
在 

海报中看到的活
动？

您将来会考虑做在海报中看到
的哪些活动来改善心情？

观看/阅读/收听新
闻给您的感受如何？

海报是否给您
带来了一些想法

或主意？

他们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 可能的回答是：



据报道，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家庭中发生的暴力事件有所增加，其中包括针对老年人的暴力行为。观察
出现暴力的迹象，提供合适的支持。您可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此摘要中获取有用信息，供相关权
益团体为预防或减少人际间暴力采取的措施: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
Violence_actions-2020.1
海报上描绘了许多不同的场景、地点和文化，这或许会使一些老年人感到困惑。

• 鼓励他们理解这些场景，并思考哪些场景和他们最为相关。一定要说明，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能让他们更
积极地思考和改善心情。

• 询问老年人这张海报为他们带来了什么新想法（包括他们可能未考虑过的活动），能改善他们的心情。
他们想尝试哪些活动？

• 鼓励老年男女思考海报里描绘的哪种活动可能最适合他们。
• 询问老年男女获取新闻的来源和方式，以及这是否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必要情况下，帮助他们在保持了

解情况与观看/阅读过多引发恐慌和压力的媒体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欲了解更多关于如何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应对压力的信息，请访问: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
source/coronaviruse/coping-with-stress.pdf?sfvrsn=9845bc3a_8

提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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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Violence_actions-2020.1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WHO-2019-nCoV-Violence_actions-2020.1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coping-with-stress.pdf?sfvrsn=9845bc3a_8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coronaviruse/coping-with-stress.pdf?sfvrsn=9845bc3a_8


海报 3： 如何增强我对家庭和社区的关联感？

为什么这很重要？
积极参加社交活动可减轻压力对身体的影响。 请记住，保持安全距离不等同于社交孤立，无须导致孤独感。

保持社交联系对于保持心理健康和认知健康非常重要。

关键信息
为了让老年人获得与家庭和社区的关联感，重要的是让他们：
• 在己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他人（例如成为志愿者：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或任务可以使老年人获得自我价值

感）
• 经常和家人与朋友们聊聊天
• 保持参与社区、宗教和/或精神活动。例如，如果可能的话，您可以在电视、广播或互联网上参与礼拜

• 加入社区或同盟支持团体，或者使用社交媒体上的电话求助热线或团体（如果可供使用）。

在海报中，您可以看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做以下的
事：
1. 与宗教或精神团体参与祷告 
2. 与社区团体交谈 
3. 给孩子朗读书籍
4. 在家庭时间一起看电视
5. 和家人/朋友保持固定联系，例如通过网络或电

话联系
6. 和家人保持联系，一起做活动，例如三代人一起

搭建鸟舍
7. 和邻居或朋友保持联系：在栅栏边上简短地聊天
8. 与需要帮助的朋友散步或成立一个散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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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

1 2 3 4

您现在如何与
家人和社区保持联系？

在展示海报之前，询问老年
人：

现在为他们展示海报。如果打
印海报，应用不小于A4尺寸的
纸，以A3纸为宜。告诉他们：

观看这张海报，花一些时
间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上面的

内容。

给老年人一些
思考的时间，
并记下他们说

的话。

给他们一些时间
去反复阅读海
报。
观察他们观看插
图时的反应。



与家人和社区保持关联有很多方式。这些方式可能包括
与朋友、家人和邻居通过电话或网络聊天，或者在遵守当
地限制规定（保持安全距离和佩戴口罩）的前提下面对面

聊天。

不，海报旨在为您提供所有可能有益的活动。
选择您认为有趣且最适合您日常生活规律的活

动。

佩戴口罩可以保护您和他人免受感染。如果您独自一人
在家，则无需佩戴口罩。

如果由于新冠肺炎的相关措施我无法
访问朋友和家人，我如何与家人和社区

保持关联？

我需要做海报中建议的所有活
动，才能保持健康吗？

为什么图中的人们独自一人在家中
时不戴口罩？

这些插图是通用的。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使用它们。有些场景/
人物可能看起来比其他场景/人物更熟悉。请想象：在您当地的环

境中，活动、男女或房屋是什么样的？

海报中人人群、环境和文化背景
看起来并不熟悉。这是否意味着这

些活动不适用于我？

海报上描绘了许多不同的场景、地点和文化，这或许会使一些老年人感到困惑。
• 鼓励他们理解这些场景，并思考哪些场景和他们最为相关。一定要说明，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能让他们获

得跟家庭和社区的关联感。
• 询问老年人这张海报为他们带来了什么新想法（包括他们可能未考虑过的活动），能让他们跟家人和社

区产生关联感。
• 鼓励老年男女思考海报里描绘的哪种活动可能最适合他们。
• 要注意老年人在电子购物方面的缺陷，这可能导致他们不仅无法使用电子平台社交，也无法使用远程医

疗、网上购物等服务。如果在您的背景中有可用及适用的资源，则向他们提供这些资源。

更多关于何地、何时、如何佩戴口罩的信息，请访问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佩戴口罩的网站：https://www.who.
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when-and-how-to-use-masks

提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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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一会儿后，提出指导性问题开始对话。以下提供一些建议：5

海报是否给您
带来了一些想法

或主意？

您是否已在做海报中建
议的任何活动？

您将来会考虑做海报中看到的哪些活动
来保持关联感？

他们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 可能的回答是：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when-and-how-to-use-masks
https://www.who.int/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advice-for-public/when-and-how-to-use-masks


海报 4: 如果需要帮助，我该怎么做？

为什么这很重要？
老年人可能不清楚去何处或如何寻求帮助，尤其是在护理服务不到位的情况下。部分老年人（包括有残障、
认知障碍或痴呆症的人士）依靠他人进行维持日常生活和功能的基本活动，可能在封隔离期间或者护理人生
病的情况下无法获得所需的支持。同时，护理人员和生活环境（例如人道主义的关怀环境）可能会为依赖护
理的老年人带来更高的感染风险。他们也可能在遵守感染防范和控制的规定时出现困难，尤其是有残障、认
知障碍或痴呆症的人士。女性（无论老年女性自身还是年轻女性）通常担任老年人的（非正式）护理人，这
使得她们面临更高的感染和疾病传播风险。很多祖父母部分时间担任孙儿女的护理人；由于新冠肺炎的相关
限制措施，他们承担家庭照顾者角色的能力下降了，为家庭应对策略和支持选项带来了负面影响。

由于新冠肺炎的相关措施，部分老年人可能因为害怕感染和/或行动力减少而无法在封隔离期间获得关键的必
要服务和保护，例如食物、药品、庇护所、性健康与生殖健康服务，及其他资源。

关键信息
为了让老年人获得所需的帮助，重要的是让他们：
• 联系他们的卫生保健或社会护理工作者，尤其是在压力、焦虑或者悲伤情绪连续几天影响到日常活动的

情况下
• 与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交流

• 向他们的社区、宗教或精神领袖寻求帮助。

在海报中，您可以看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做
以下的事：
1. 访问卫生保健或社区护理工作者
2. 和社区、宗教或者精神领袖谈话
3. 与家人朋友聊天，寻求社会支持
4. 接受卫生保健或社会工作者的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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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

如果您无法离开您的家，还有许多获得帮助的方法。这
些方法可能包括致电您的卫生保健或社会工作者、使用服
务热线或社区和同盟的支持团体，或者致电朋友和家人。

不，海报旨在为您提供所有可能有益的活动。
选择您认为有趣且最适合您日常生活规律的活

动。

佩戴口罩可以保护您和他人免受感染。如果您独自一人
在家，则无需佩戴口罩。

如果我因新冠肺炎的隔离措施不能离
开我家，我要如何获得帮助？

我需要做海报中建议的所有活
动，才能保持健康吗？

为什么图中的人们独自一人在家中
时不戴口罩？

这些插图是通用的。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使用它们。有些场景/
人物可能看起来比其他场景/人物更熟悉。请想象：在您当地的环

境中，活动、男女或房屋是什么样的？

海报中人人群、环境和文化背景
看起来并不熟悉。这是否意味着这

些活动不适用于我？

海报上描绘了许多不同的场景、地点和文化，这或许会使一些老年人感到困惑。
• 鼓励他们理解这些场景，并思考哪些场景和他们最为相关。一定要说明，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能让他们获得

帮助。
• 询问老年人这张海报为他们带来了什么新想法（包括他们可能未考虑过的活动），能让他们寻求帮助。
• 鼓励老年男女思考海报里描绘的哪种活动可能最适合他们。他们想尝试哪些活动？
• 记录当地能够提供帮助的组织或合作伙伴的电话及联系方式。
去医疗机构时，访问该网站可获取有用的建议：https://www.who.int/images/default-source/health-topics/
coronavirus/health-care-facilities_8_1-01.png?Status=Master&sfvrsn=823c9ad5_3/

提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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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如果您需要帮
助，要如何获取
所需的帮助？

在展示海报之前，询问老
年人：

现在为他们展示海报。如果打
印海报，应用不小于A4尺寸的
纸，以A3纸为宜。告诉他们：

观看这张海报，花一些时
间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上面的

内容。

给老年人一些思考
的时间，并记下他
们说的话。

给他们一些时间
去反复阅读海
报。
观察他们观看插
图时的反应。

           过了一会儿后，提出指导性问题开始对话。以下提供一些建议：5

您是否已在做您
在 

海报中看到的活
动？

如果需要帮助，您将来会考虑做在
海报上看到的哪些活动寻求帮助？

海报是否给您
带来了一些想法

或主意？

他们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 可能的回答是：

https://www.who.int/images/default-source/health-topics/coronavirus/health-care-facilities_8_1-01.png?Status=Master&sfvrsn=823c9ad5_3/ 
https://www.who.int/images/default-source/health-topics/coronavirus/health-care-facilities_8_1-01.png?Status=Master&sfvrsn=823c9ad5_3/ 


海报 5  我如何应对丧亲之痛？

为什么这很重要？
老年人因新冠肺炎失去家人或朋友时，会像每个人一样，经历很多不同的感情，比如说伤心、负罪感、孤
单、愤怒和（模糊）丧失。4他们可能睡不着、感到疲劳或缺乏精力。他们可能会沉湎在关于自己的死亡以及
无法回避死亡的想法中，这可能会使他们感到更焦虑。所有这些感情都很自然，感到悲痛或应对丧亲的方法
没有对错。根据国家或当地的措施，他们可能无法拜访去世的人；也可能不允许举行丧礼。在这些情况下，
感到痛苦很自然，这也使哀悼的过程更加艰难。尽可能实行适当的文化、精神和宗教上的习俗和仪式；这可
以减轻痛苦、开始应对（模糊）丧失，并疏导失去亲人者的哀悼之情。 5,6

关键信息
老年人要应对丧亲之痛时，重要的是让他们：
• 给自己一点时间。他们可能会觉得悲伤和痛苦会永远相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悲伤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减轻。悲伤的程度通常跟逝者在世时他们对其的爱意之深相关。
• 直面失去亲友非常艰难，并可能触发许多不同的感情。所有这些感情都很自然，感受或处理悲痛的方法

没有对错。
• 记得幸福的时光和与逝者共同度过的回忆
• 常和信任的人谈他们的感受。保持跟朋友、家人，或社区志愿者的联系，可以帮助人应对悲痛，并让他

们获得关联感。
• 向他们的社区、宗教或精神领袖寻求帮助。这些领袖善于帮助人们应对丧亲之痛及寻找意义，可以在哀

悼的过程中疏导他们。

• 专注于他们喜欢并使他们感到愉悦的活动。

在海报中，您可以看到一个人或一群人在做以下的事：
1. 记得幸福的时光和与逝者共同度过的时刻
2. 保持日常生活规律的同时思念和铭记逝者
3. 谈论幸福的时光和与去世的家人共同度过的回忆
4. 看相册
5. 听音乐
6. 谈论幸福的时光和与去世的朋友共同度过的回忆
7. 访问社区、宗教或精神领袖
8. 在自然环境中散步
9. 在手机或电脑上看照片

4. 模糊丧失（Ambiguous loss）指因各种原因找不到悲伤的情绪出口，因此一直在寻求解答
5. 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差距行动人道主义干涉指南。日内瓦：WHO；2015.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
le/10665/162960/9789241548922_eng.pdf;jsessionid=C59290F0F882248BE1FC7CEAD638D0BB?sequence=1
6. IASC 紧急情况下精神卫生和社会心理支持指南。日内瓦：机构间常设委员会；2007。操作指南5.3：促进适当的条件实
行社群文化、精神和宗教康复习俗（106-109页）;及操作指南8.2：提供关于积极应对方法的信息（163-167页）。https://
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iasc_guidelines_on_mental_health_and_psychosocial_support_in_
emergency_settings.pdf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162960/9789241548922_eng.pdf;jsessionid=C59290F0F88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162960/9789241548922_eng.pdf;jsessionid=C59290F0F88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iasc_guidelines_on_mental_health_and_psychosoc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iasc_guidelines_on_mental_health_and_psychosoc
https://interagencystandingcommittee.org/system/files/iasc_guidelines_on_mental_health_and_psychosoc


指示

当您无法探望即将逝世朋友或家人、或参加其葬礼时，
有很多方法能应对丧亲之痛。其中包括：经常致电朋友和
家人、与您的社区、宗教或精神领袖谈话，及专注于您喜

欢并令您感到愉悦的活动

不，海报旨在为您提供所有可能有益的活动。
选择您认为有趣且最适合您日常生活规律的活

动。

佩戴口罩可以保护您和他人免受感染。如果您独自一人
在家，则无需佩戴口罩。

如果我无法探望即将逝世朋友或家
人，或参加其葬礼，我应该如何应对丧

亲之痛？

我需要做海报中建议的所有活
动，才能保持健康吗？

为什么图中的人们独自一人在家中
时不戴口罩？

这些插图是通用的。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使用它们。
有些场景/人物可能看起来比其他场景/人物更熟悉。请
想象：在您当地的环境中，活动、男女或房屋是什么样

的？

海报中人人群、环境和文化背景看起
来并不熟悉。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活动不

适用于我？

您也可以举行个人仪式来疏导哀悼的过程。假设逝世
的是一位朋友，您还可以致电其家人，表达慰唁及向他

们表达您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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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丧亲之
痛？

在展示海报之前，询问老
年人：

现在为他们展示海报。如果打
印海报，应用不小于A4尺寸的
纸，以A3纸为宜。告诉他们：

观看这张海报，花一些时
间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上面的

内容。

给老年人一些思考
的时间，并记下他
们说的话。

给他们一些时间
去反复阅读海
报。
观察他们观看插
图时的反应。

           过了一会儿后，提出指导性问题开始对话。以下提供一些建议：5

您是否已在做您
在 

海报中看到的活
动？

您将来会考虑做海报中看到的哪项
活动，来应对悲痛的情绪？

海报是否给您
带来了一些想法

或主意？

他们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 可能的回答是：



海报上描绘了许多不同的场景、地点和文化，这或许会使一些老年人感到困惑。
• 鼓励他们理解海报上所描绘的场景，并思考哪些场景和他们最为相关。一定要说明，丧亲之痛有很多不

同的反应方式和应对方法。
• 询问老年人这张海报为他们带来了什么新想法（包括他们可能未考虑过的活动），能让他们应对丧亲之

痛。
• 鼓励老年男女思考海报里描绘的哪种活动可能最适合他们。
• 鼓励老年人发挥自身长处和经验，找出曾帮助他们应对丧亲之痛的方法。
• 识别带有复杂性悲伤症状或存在抑郁或自残倾向的老年人。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指导，并将他们转介至社

会服务中心、相应的保护机构、医疗机构，或其他可用的服务。

欲了解更多关于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如何应对丧亲之痛的信息，请访问 WHO 的老年人问答页面：https://
www.who.int/news-room/q-a-detail/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risks-and-safety-for-older-people

提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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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您的大脑
保持日常生活规律或创建新的规律

每天的睡觉和进食规律，时间安排合理
保持水分，健康饮食

保持身体活跃（设立每天运动30分钟的目标）
按照您医生的处方服用所有药物。除非您的医生告知，否则请勿自行停药

最好使用A3纸（最小A4尺寸）打印海报，或者在大屏幕上展示海报（请勿通过手机或平板
电脑展示）。

五张海报的高清版式及打印说明
请见：https://app.mhpss.net/toolkit-for-older-adults-during-covid-19-pandemic 
或发送电邮至：mhpss.refgroup@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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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日常生活规律
从事令您愉悦的活动或爱好
经常和家人与朋友们聊聊天

专注于令您感到愉悦的活动，并把它们变为您的日常生活规律
尝试冥想、放松和呼吸练习
您非常坚强，也很有智慧



制定日常生活规律
从事令您愉悦的活动或爱好
经常和家人与朋友们聊聊天

专注于令您感到愉悦的活动，并把它们变为您的日常生活规律
尝试冥想、放松和呼吸练习
您非常坚强，也很有智慧

在己所能及时帮助他人
经常和家人与朋友们聊聊天
保持社区、宗教信仰和/或精神参与
关注电视、广播及互联网上的服务
加入社区和同盟互助小组，或拨打电话求助热线



I 

给自己一些时间。您可能认为悲伤和痛苦会永远相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悲伤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减轻。
	 记得幸福的时光和与家人一起经历的美好回忆。

向您的社区或精神领袖寻求帮助。他们很善于帮助人们应对丧亲之痛，能帮助您渡过困难的时期。
	 专注于这时也让您感觉良好的活动。

如果压力或悲伤情绪连续几天困扰着您的日常活动，请联系您的卫生保健或社会工作者。
和您的家人与朋友们聊聊天

向您的社区、宗教或精神领袖寻求帮助。
有时感到焦虑、担忧、紧张或孤独是很自然的。说出您的感受，对您会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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