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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奖励与表扬
诱使幼童戴口罩
父母和孩子在家中做亲
子活动时，包括小朋友喜欢
的游戏、唱歌或者看卡通片
时，也可间歇性戴上口罩。
可以先从五秒钟的短时间开
始，孩子如果好好戴上了口
罩，记得适度表扬。之后继
王银达
郑淑敏
续游戏活动，间隔一段时间
国大医院
国大医院
后再戴一下口罩五到十秒。
儿童发展中心
儿童发展中心
父母除了口头上表扬，也可
高级心理学家
心理学家
以给予小奖励，如在小休时
间给小朋友一块小饼干，并
林琬绯／译
且明确说饼干是为了表扬
孩子之前愿意好好地戴上口
罩：“你今天戴口罩了哦，很好！赏你一块小饼干！”渐渐地，
小朋友就不再需要依赖奖励也习惯戴上口罩了。
如果游戏过程中间歇性戴口罩的方法无效，家长可以不断尝
试不断鼓励，或者安排一系列活动轮流进行。告诉小朋友，每玩
一分钟，就得戴口罩一会儿，游戏才可以继续下去。不然就终止
游戏。同样的，父母也得说到做到，为活动做好安排，孩子若真
不愿意戴口罩就停止游戏，改而让孩子看书，或做孩子们比较不
喜欢的活动。
要让孩子戴口罩，家长需要付出时间和耐心。尽可能增加这
个过程的乐趣，以减少孩子对口罩的抗拒感。
策略及小贴士：
·将戴口罩这事融入日常的“趣味”活动，让孩子慢慢习惯不抗
拒。
·所谓的趣味活动，应该好玩且对孩子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他们
乐意配合，戴上口罩。
·父母不妨多用小奖励的方式激励孩子们戴口罩，避免过早停止
奖励。谨记，唯有坚持一致，持久耐心，这方法才可能奏效。
·也可尝试为孩子提供“先这么做”“才这么做”的图像。

新常态下

保持情绪坚韧性10方式
2019冠状病毒疾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寻常日子。心理卫生学院

医生执笔

第三阶段策略：与专家进行线上 / 视讯合作
如果上述方法尝试一段时间后孩子还是拒绝戴口罩，家长可
能得向儿科医生或心理医生等专家求助了。一些孩子要习惯戴口
罩，可能还需要一些专业援助。家长是专家的重要合作伙伴，寻
求专业援助必须有家长的积极参与才能奏效。

其他考量
如果孩子因故而须到诊所看医生，或外出做其他必要活动，
父母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也许可以考虑将口罩系在孩子头上。
小朋友在过程中也很可能哭闹，所以父母带着孩子外出时，最好
是随身携带孩子们喜欢的玩具或其他物品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外
出时间也尽可能缩短，事情一办完就尽速回家。（二之二）

高血压会加速失智
医药简讯

（上海中新电）中国医学
专家历时两年对221万余研究
对象做系统分析、研究后发
现，高血压会增加认知障碍发生的风险。该研究对识别发生认知
障碍高风险人群，制定有效预防策略有重大意义。
失智是当今全球重要健康挑战，迄今未有逆转或治愈痴呆的
有效策略。有研究已表明，血压与痴呆神经病理变化等相关。中
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最新一期高血压领域顶级期刊《高血
压》（Hypertension）杂志上。
在该项研究中，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郁金泰教授
临床研究团队，联合青岛市市立医院神经内科谭兰教授团队系统
评价、荟萃分析后发现，中年高血压会显著增加认知障碍的发生
风险。
专家们通过剂量反应分析进一步发现，中年高血压患者收缩
压超过130mmHg水平时，认知障碍风险显著上升。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晚年高收缩压、低舒张压、血压调节异
常等都会增加认知障碍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晚年舒张压控制
在90至100mmHg水平，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风险最低。
郁金泰临床研究团队还进一步开展了关于降压药物及失智风
险的前瞻性研究，结果发现，应用降压药物不仅会减少认知正常
的人群中失智的发生风险，也可能降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向
痴呆进展的风险。

医说新语
德国之声中文网
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冠状病毒2（SARS-CoV-2）的
研究越深入，我们对其传染途
径的认识便也越多。原则上，
这是大好消息，因为，借此便
越能有目标地抗击大瘟疫。不
过，另一方面，诸多在瘟疫大流
行之初采取的措施事后看来便略
显盲然以致无必要。相关讨论亦
会涉及眼下对“超级传播者”
（Superspreader）或“超级
传播活动”（SuperspreaderEvents）的认知。

何以会成为超级传播者？
在流行病学上，超级传播者
指的是感染他人数量尤多的患
者。不过，患者本人并不能对此
负责，原因是，倘恰在错误的时
间与很多人接触，每个患者都可
能成为超级传染者。
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也是时间
节点，因为一名患者有可能在呈
现首批症状前便已具高传染性。
在此阶段，咽喉部位的病毒数量
似乎特高。
然而，很多患者没有、或几
乎没有症状，因而完全未能察觉
自己已被感染，并具传染性。再

资深临床心理学家黄淑敏建议，通过“情绪坚韧性”可从困境中恢复过来。

学习加强坚韧性，在新常态下让心灵茁壮成长。（iStock图片）

孙慧纹／报道
sweehw@sph.com.sg
2019冠状病毒疾病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寻常日
子。随着疫情持续蔓延，精神健
康所受的影响可能会更严重。
不过，如谚语所说：“危机
即是转机”，心理卫生学院资
深临床心理学家黄淑敏说，通
过“情绪坚韧性”（emotional
resilience），人们可走出困
境，以下她所分享的10种方法，
可助大家加强坚韧性，在新常态
下让心灵茁壮成长：
①从过往经历学习
从过去事件中学习，可为未
来做足准备。专注于过去经历与
给予个人力量的来源，有助于认
识适合自己建立韧性的方法。
不妨思考以下几点：
·什么情况下觉得压力最大？
·发生这些事件会如何影响你？
·你试过什么方法来应对这些难
题？是否有效？
·在面对压力或惨痛经历时，你
曾向谁求助？
·什么会让你对未来更有希望？
·如何将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
在的处境？
②承认与接受现况
承认目前的疫情是一个前所
未有的逆境时期，自己并不是单
独承受这些变化。当人们在试图
适应这些改变时，忧虑是正常
的。不妨借此认识到这也是反思
和重新适应新常态的机会。
已故心理医生维克多·弗兰
克（Viktor Frankl）曾在著作中
提到：“有一件事是你们所夺不
走的，那就是我选择如何来回应
你们所加诸于我的。”就如人们
无法阻止这冠病疫情，但是我们

黄淑敏：
无法改
变的压力
源，须学
会接受并
放手。
可以选择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应
对这场危机。
③重新规划人生
好好规划自己新生活，以关
心的事物为出发点来策划活动。
在可以掌控的范围内，规律安排
每日的事物，可减少不确定性，
缓解不安。
人们可以从定义生活目标开
始，如思考自己是为了什么而
活。以个人的价值观和意向设定
可行的目标，并把这些目标分解
成更小且可以实践的步骤，最后
一步步朝着目标付诸行动，并适
当奖励自己来维持动力。
可通过以下练习帮助反思：
·重 新 审 视 个 人 价 值 观 ： 在 健
康、事业、人际关系、个人成
长和心灵健康方面，哪些对自
己是重要的事物？
·将意向视觉化：目前的情况是
一种新常态，那你希望它是怎
样的？五年后，当你回顾这段
时间会希望自己如何度过?
④解决问题
清楚地辨识出压力源，以及
是否可改变。那些能改变的压力
源可定义为重要、可实现，并能
够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几天或
一周内用行动解决。
通过善用个人资源和社会支
持，吸取过去处理类似情况的经
验，寻求改变压力源的实际方
法。那些无法改变的压力源，如
对未来无法控制的担忧，则须学

会接受并放手，才能更有效地善
用时间和精力。
⑤客观地看待事物
对事物的看法也会影响感受
和应对能力，观点常因呈现在面
前的不完整信息而产生偏见。建
议用事实来论证，切忌感情用
事，积极面对未来，以及用感恩
之心来看待人事物。
⑥关注环境
外在环境会对安逸感产生影
响。研究表明，亲近大自然可以
提高情绪坚韧性，也有益心理健
康，如可让自然光和新鲜空气进
入室内，也可照护室内植物。
当人们花更多时间待在家中
时，可为工作、私人时间以及与
家人互动创造专属空间，为身心
内外划分界限，避免倦怠。
此外，确保居家办公环境适
宜，即环境安静、光线充足、设
计符合人体工学，以及有信号强
的无线网络。
⑦注意身体
压力过大时，很容易养成不
良习惯，如过度摄取甜食、咖啡
因，以及沉迷于烟酒、赌博等成
瘾行为，忽视身体健康。虽然这
类应对方式可以让人们暂时摆脱
压力和无聊，但也往往带来长期
负面影响。切记倾听身体所发出
的信号，并让它来引导自己。
⑧营造和谐家庭
当居家时间变长时，可重新
制定新的家庭规则，让孩子有归
属感。
与家人交流时应该保持开
放、尊重的态度，也要有同理
心，适当时候表达感谢。学习以
身作则，当情况有时无可避免地
变得棘手时，可找个安静的地方
作为避风港。

控制超级传播者遏制冠病

适用于歌唱，例如，在礼拜仪式
上，或在合唱时，很多人会散播
出明显多于他人的气溶胶来。

大多数确诊感染病例源于个别超级传播者，这听来让人惊悚。其实，这一认知大有助于切

认知对遏制感染有何意义？

实遏止瘟疫大流行。
者，某些人显然能比他人更多、
更持久地传播病毒。这一点可能
与其免疫系统或体内病毒受体的
分布有关。

何以会成为超级传播活动?
一旦这样一个高传染性的超
级传播者与很多人接触，便能在
一个极有限空间内在最短时间里
传上他人，数量超过平均值。
原则上，这样的群聚型感染
可在全球范围得以确认。属于
“超级传播活动”的可以是爆炸
性群体感染，例如，新近在哥廷
根的大规模家庭聚会、法兰克福
的教堂礼拜，或在海恩斯堡的狂
欢节活动上所发生的那样。在俱
乐部出现的群体感染，或在汉城
的一次尊巴舞课程，在奥地利伊
施格尔滑雪酒吧，多艘游轮上
的，或在北威州的肉类加工企业
内所发生的感染事件也都属于我
们所说的“超级传播”。
在对超级传播活动的研究
中，人们找出了显然便利了病毒

新加坡继续禁止在封闭空间进行较大规模的人群聚集，人人保持社交
距离。（陈渊庄摄）
迅速传播的若干因素：原则上，
在封闭空间，感染风险明显大于
户外；人聚集越多，感染风险自
然也越大。为什么呢？
此间，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
示，极富攻击性的SARS CoV-2
冠状病毒不仅经由飞沫，而且也
经由气溶胶传播，尤其是在拥

挤、通风欠佳的室内，气溶胶在
空气中的存留时间长于质量大得
多的飞沫。
对所谓的超级传播活动的研
究也让我们了解到，经由大声说
话或高声喊叫，例如，在酒吧、
迪斯科舞厅或体育馆内，气溶胶
的传播范围明显扩大。这一点也

瘟疫大流行暴发后，全球各
地科研人员全力收集有关这一全
冠病19的信息。政治家们亦一刻
不能懈怠，以相关认知为基础，
做出如何最有效保护民众不受冠
病肆虐的决定。
有关初被嘲笑、后成义务的
佩戴口罩规定的争论相当清楚地
反映出，即使不是所有人都理解
或愿意理解，各种决定同样必须
“与时俱进”，符合新认知。
迄今有关超级传染者的认知
告诉我们：即使会感染，多数患
者的传染数量也很有限，但少数
患者却会感染很多人。这首先是
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一
来，冠病19防护措施便能更具目
标性。
对抗疫来说，要识别并隔离
各个超级传播者，会相当困难，
何况患者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症
状。
不过，有利于“超级传播活
动”的各种相伴情况却可以成为
追踪对象。
若能继续禁止尤其是在封闭
空间的较大规模人群聚集，遵守
卫生及距离规定，病毒的传播或

⑨保持联系
与爱你的人和想念的人保
持联系。不妨安排时间通过
FaceTime或Zoom视讯见面，也
可利用WhatsApp在群聊里互发
照片等，建立新的联系方式。可
试着慢慢敞开心扉分享感受，并
且避免无益的比较。
不管是出于情感还是现实考
量，在与亲友、同事，以及上司
的社交圈子中寻找支持自己的力
量也很重要。同时，也应对亲友
或同事表达关心，提供适当支持
和鼓励，自己也会受益。如果发
现担忧难以承受，别犹豫，你应
寻求专业帮助。
⑩懂得自我疼惜
自我疼惜讲求的是关心和理
解自己，而不是严厉批判。应把
个人经历视为更大的群体经历的
一小部分，而不是认为处境不正
常，并且学习不要压抑或逃避个
人经历。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人们有意
识地学习自我疼惜，其中包括待
己如同对待经历着伤痛的朋友一
样。人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提
高关注身心的自我意识：
·站立，感受脚底踩在地板上。
稍微前后晃动一下脚板，再左
右稍微晃动。用膝盖打小圈，
也让脚底感受变化。把注意力
放在双脚上。
·留 意 身 体 各 个 部 位 的 其 他 感
受，如可注意身体放松和紧绷
之处。
·专注在不舒服的地方，以自己
感觉舒服的方式来慢慢移动身
体。例如，可以轻轻挤压肩
膀，扭转脖子，扭动腰部，做
前弯动作，或是任何只要觉得
合适的身体锻炼都可。
·静 下 心 来 ， 再 次 回 到 站 立 姿
势，感受身体，注意是否有任
何变化。

可易于得到遏制。也就是说，整
个社会不一定非要全面“停摆”
不可，以免面临人们都知道的重
大经济、社会后果。
在找到针对冠病19的药物或
疫苗前，可如此逐步放宽接触限
制，企业、学校、幼儿园等，亦
可渐渐重返某种正常。

若不奏效应怎办？
当然了，政界和社会上担负
责任者可以禁止大型活动或集体
唱歌，对营业或餐饮业规定先决
条件，强迫公民们保持社交距离
等。
然而，关键还是个人的社会
行为。至少在天气迫使人们将活
动场所转至室内之前，经由派对
或聚会会出现众多碍难遵守例如
社交距离或卫生规定的众多情
境。若此时正有一位超级传播者
在场，便会很快构成一次“超级
传播事件”。
为避免病毒迅速传播，在这
样的超级传播活动上，必须尽快
找出超级传播人，并立即隔离所
有接触者。此后，才能检测所有
这些接触者。这么做能限制传播
风险，并赢得宝贵时间。
日本便以这种方法不仅虽缓
慢但相对成功地遏制了病毒的传
播，而且还能避免发生后果严重
的全国“停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