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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灾恢复住房咨询工具包 

如何应对灾难发生后的创伤  
在灾难期间或灾难之后，人们经历某种情绪压力或创伤是很自然的。本资料列出了您在应对与灾难相关的创伤时可以

使用的资源和措施。然而，我们始终建议人们在应对创伤时应利用求助热线和其他心理健康专家的帮助。 

识别压力和创伤的迹象 
灾难发生后的压力和焦虑会有多种表现方式。应对压力和创伤的第一步是识别其迹象。常见的精神压
力和创伤迹象包括以下反应。 

情绪方面 

 体验到震惊、麻木和难以置信的感觉 
 感到焦虑或恐惧 
 愤怒或脾气暴躁 
 与人沟通有困难 
 感到离群、迷失方向或困惑 
 难以集中注意力 
 不愿离开家 

身体方面 

 严重的头痛、身体疼痛、胃病和皮疹 
 精力和活动水平发生变化 
 食欲变化 
 失眠和噩梦增多 
 慢性健康问题恶化 
 酒精、烟草或药物使用方面有变化 
 出现隧道视觉或听力减弱 

应对灾后压力的几项措施 
一旦您发现自己有压力和创伤迹象，请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 承认您的感受。对自己和亲人的安全感到焦虑是正常的。伤心、悲痛和愤怒是对灾难的正常反应，承认自

己的感受有助于恢复。请记住，每个人都有不同需求，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 

2. 了解最新情况。观看、收听或阅读新闻，了解官方发布的最新情况，以确保您不会错过任何信息。请注

意，在危机期间可能会出现谣言，因此请确保您使用可靠的新闻来源。 

3. 照顾好自己。进食应保持健康均衡；经常锻炼；保持充足睡眠；并避免饮酒精、吸烟和使用毒品。了解更

多关于心理健康的健康策略。 

4. 采用有利心理健康的休息方式。如果您已经了解了事实，请有意识地停止观看、阅读或收听新闻报道，因

为反复收听和观看有关危机的图像会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尝试做一些您喜欢的其它活动，并将一天中接

触接触新闻报道的次数加以限制。 

5. 与他人保持联系。与朋友或家人分享您的担忧以及感受。保持健康的人际关系，建立一个强大的支持系

统。 

6. 寻求和接受帮助。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私人和社区心理健康资源。向治疗灾后压力的专业治疗师寻求帮

助。 

https://www.samhsa.gov/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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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儿童应对灾难 
灾难会让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感到害怕、困惑和焦虑。如果儿童亲身经历过灾难、在电视上看到过灾难
或听过成人讨论过灾难，他们可能也会受到灾难的影响。成人必须了解情况并做好准备来帮助那些经
历灾后压力的儿童。 

 树立榜样。儿童应对灾难或紧急情况的方式往往与他们看到的父母或监护人的应对方式密切相关。父母和

监护人可以通过采取措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应对方式来减少灾难对儿童的创伤。应尽快重新建立工作、学

校、饮食和休息的正常习惯。 

 让儿童参与家庭灾难应对计划。让孩子们参与制定家庭灾难应对计划，可以在灾难发生前形成一种控制

感，并建立信心。为灾难做好准备可以帮助家庭中的每个人接受灾难总会发生的事实，并提供一个机会来

确认和收集灾后所需的资源。请查看《住宅和家人准备清单》，开始制定一份家庭灾难应对计划。  

 鼓励儿童分享他们的想法和感受。成人应帮助儿童找到表达自己的方式。营造一个开放和支持性的环境，

让儿童知道他们可以提出问题。同时，在孩子准备好之前，不要强迫他们说话。如果孩子难以用语言表达

感受，请鼓励孩子通过画画或讲故事来表达。 

 倾听儿童的担忧，澄清误解。平静地讲述有关灾害事件的事实信息以及当前的安全和救灾恢复计划。给予

孩子们以诚实的回答和信息。通过倾听儿童的关切和回答问题，澄清误解和错误信息。应根据儿童的年

龄、语言和发展水平来进行解释。  

 监控并限制与媒体的接触。与灾难相关的新闻报道可能会引起儿童的恐惧和焦虑（特别是对于大规模灾难

或恐怖事件）。反复出现的事件图像可能会使儿童认为该事件是在不断重复发生。如果儿童可以使用电视

和互联网查看有关灾难的图像或新闻，成人应与他们一起，鼓励交流并提供解释。 

 使用支持性关系网。建立和使用由家庭、朋友、社区组织和机构、信仰机构或其他为家庭服务的资源构成

的支持系统。有些儿童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和关注。儿童可能需要额外帮助的一些迹象包括持续的睡眠障

碍、侵入性想法或担忧、对事件的关注或反复出现的死亡恐惧。如果这些行为持续存在，请咨询您孩子的

儿科医生、家庭医生或学校辅导员，帮助安排适当的转诊。 

寻求心理健康专家的帮助 
如果您目前经历创伤或压力，请考虑与专业的心理健康专家联系。下列资源可用于帮助在您的社区中查
找资源。请注意：这些资源链接到外部组织，来源是英文材料。如果您需要翻译服务以充分获取资源，
请与 HUD 认证的住房顾问沟通协调。 

 心理学家定位程序（美国心理学会 [APA]）：APA 心理学家定位程序可让人们使用其地理区域来搜索心理学

家。它还允许您按医疗机构名称或专业进行搜索。  

 行为健康治疗服务定位程序（药物滥用和心理健康服务管理局 [SAMHSA]）：本网页为在美国境内或美国的

准州范围内寻求药物滥用/成瘾和/或精神健康问题治疗机构的人提供保密和匿名的信息来源。 

 灾难危机热线 (SAMHSA)： 
 致电 (800) 985-5990。 
 失聪或听障人士可以使用适合他们的中继服务致电 (800) 985-5990。 
 发送短信 TalkWithUs 至 66746。 

 

https://www.hudexchange.info/resources/documents/OHC-DR-Toolkit-Home-and-Family-Preparedness.pdf
https://locator.apa.org/
https://findtreatment.samhsa.gov/
https://www.samhsa.gov/find-help/disaster-distress-hel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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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主题分类资源 

灾后创伤反应  灾难的影响：风险和复原力因素（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VA]）：本资料由退伍军人事务部

的美国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编写，其中对灾难中的应激反应做了概要介绍。 

 当可怕的事情发生时，您可能会经历什么（全国儿童创伤压力网络 [NCTSN] – 心理急

救）：此网页提供了对灾难的常见反应列表。NTCSN 由 SAMHSA 管理。 

控制和应对压

力 
 

 给灾难或其他创伤事件幸存者的建议：控制压力 (SAMHSA): 这份针对灾难和其他创伤性事

件幸存者的指南提供了控制压力的技巧。 

 ‘寻求帮助’：您知道怎么做吗？（创伤压力研究中心）：本资料概述了如何为承受压力

的人们寻求帮助。 

应对和恢复： 
特定情况 
 

 灾难后的酒精、药物和毒品使用（NCTSN-心理急救）：本资料介绍了如何避免使用酒精和

毒品以应对灾难压力的策略。 

 帮助家庭应对灾后搬迁的压力（有毒物质和疾病登记署）：该手册提供了处理与灾后搬迁

有关的家庭压力的信息和提示。  

帮助儿童的资

源 
 

 按年龄划分的儿童对灾难的反应 (FEMA)：该网页概述了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创伤事件的常

见反应。 

 帮助儿童和青少年应对暴力和灾难——父母须知（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本指南为父母

和看护人提供了帮助儿童克服创伤经历的技巧。  

 在灾难或创伤事件后与儿童和青少年交谈和帮助他们的技巧 (SAMHSA)：这份面向父母、看

护人和教师的指南提供了帮助儿童度过创伤时期的策略。 

 帮助儿童应对灾难 (NCTSN)：这款应用程序帮助父母和看护人与孩子们谈论灾难；知道在 
10 种灾难类型之前、期间和之后该做什么；知道“当下”该说什么，以支持所有年龄段的

孩子。 

 给大学生的建议  (SAMHSA)：此 SAMHSA 资源为大学生提供了应对灾难或创伤事件的建

议。 

致谢 
这份《灾后应对创伤》的资料根据以下资源改编。如果在阅读完本资料后还想寻找更多的信息，请先阅读以下信息。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应对灾难或创伤性事件  
 联邦应急管理署 (FEMA)：应对灾难 
 美国精神病学会：灾难、创伤后的应对方法 

https://www.ptsd.va.gov/understand/types/disaster_risk_resilence.asp
http://www.nctsn.org/sites/default/files/pfa/english/appendix_e3_when_terrible_things_happen.pdf
https://store.samhsa.gov/product/Tips-for-Survivors-of-a-Disaster-or-Other-Traumatic-Event-Managing-Stress/SMA13-4776
https://www.cstsonline.org/assets/media/documents/CSTS_CTC_Asking_for_Help_Do_You_Know_How.pdf
http://www.nctsn.org/sites/default/files/pfa/english/appendix_e90_tips_for_substance_use.pdf
https://www.atsdr.cdc.gov/emes/health_professionals/documents/relocationstress_508.pdf
https://www.fema.gov/coping-disaster
http://www.nimh.nih.gov/health/publications/helping-children-and-adolescents-cope-with-violence-and-disasters-parents-trifold/index.shtml
https://store.samhsa.gov/product/tips-talking-helping-children-youth-cope-after-disaster-or-traumatic-event-guide-parents/sma12-4732
http://www.nctsn.org/content/help-kids-cope
https://store.samhsa.gov/product/Tips-for-College-Students-After-a-Disaster-or-Other-Trauma/SMA13-4777
https://store.samhsa.gov/product/Tips-for-College-Students-After-a-Disaster-or-Other-Trauma/SMA13-4777
https://emergency.cdc.gov/coping/index.asp
https://www.fema.gov/coping-disaster
https://www.psychiatry.org/patients-families/coping-after-disaster-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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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的影响：风险和复原力因素（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 [VA]）：本资料由退伍军人事务部的美国创伤后应激障碍中心编写，其中对灾难中的应激反应做了概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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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后的酒精、药物和毒品使用（NCTSN-心理急救）：本资料介绍了如何避免使用酒精和毒品以应对灾难压力的策略。
	 帮助家庭应对灾后搬迁的压力（有毒物质和疾病登记署）：该手册提供了处理与灾后搬迁有关的家庭压力的信息和提示。 
	 按年龄划分的儿童对灾难的反应 (FEMA)：该网页概述了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创伤事件的常见反应。
	 帮助儿童和青少年应对暴力和灾难——父母须知（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本指南为父母和看护人提供了帮助儿童克服创伤经历的技巧。 
	 在灾难或创伤事件后与儿童和青少年交谈和帮助他们的技巧 (SAMHSA)：这份面向父母、看护人和教师的指南提供了帮助儿童度过创伤时期的策略。
	 帮助儿童应对灾难 (NCTSN)：这款应用程序帮助父母和看护人与孩子们谈论灾难；知道在 10 种灾难类型之前、期间和之后该做什么；知道“当下”该说什么，以支持所有年龄段的孩子。
	 给大学生的建议  (SAMHSA)：此 SAMHSA 资源为大学生提供了应对灾难或创伤事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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