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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
渺小的小人物，如果你有
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
家分享，请与本版联系：
qnbxiaorenwu@sohu.
com

女孩的家人在飞机
上：“ 大姐，跟您说了会
话，虽然不知道您是谁，
我心里好受多了。我还有
一个母亲⋯⋯”“ 我是这
里的义工。谢谢你相信
我，只要你母亲愿意，我
跟你一起去看看她。”

3月8日下午，几乎所有人都在

微信上刷屏，每一条揣测信息的帖子

充斥着恐慌与焦虑。吴霞没有转发

其中的任何一条，她想到的是朋友圈

里可能会有民航工作人员，需要在第

一时间对他们进行“ 心理支援”。

年近六旬的吴霞是林紫义工

中心的秘书长。在做心理咨询师之

前，她曾是上海一所职业学院的老

师，做了20多年的“ 孩子王”，她说

自己“ 半路出家”改行从事心理咨

询师是因为“ 品德教育太‘ 高大

上’，如果以心为抓手，更能把教

育这件事情落实到个体”。

3月8日那天晚上，林紫义工中

心开通了援助热线。吴霞是这条热

线电话的第一个值班人员，她在电

话旁守候了整整一个晚上：“ 打来电

话的大多是过来核实信息的好心

人，通过微信注意到了开通援助热

线的消息，半信半疑特意打电话过

来核实信息的真假。得知我们是专

业公益人士，他们很快表示会转发

帖子方便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第二天一早，吴霞布置了北京的

义工赶去现场：“ 已经有家属打电话

来求救，希望我们尽快出现。”

质疑、愤怒、焦虑⋯⋯在丽都

饭店，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

家属发现追问得不到任何反馈，他

们开始愤怒：为什么偏偏是这班飞

机？上天怎么可以这么不公平？搜

救的动作怎么那么慢？为什么没有

人知道我的家人在哪里？⋯⋯

未知的强烈焦虑里面苦苦等

待，家属中间有的出现了重复回

忆，不吃不喝，注意力再也无法放

在亲人以外的其他事情上。接着，

家属陷入了失望，不断地期待奇迹

出现，却一次一次地失望。

吴霞和她的义工们并没有贸

然走近这些家属，起初，她只是安

静而又密切地关注着现场家属的

情绪波动。

失联的第三天，马航方面告诉

家属“ 做好心理准备”，压抑许久

的现场一片失控的哭声。人群中，

一个女孩子戴起了帽子，蜷缩在角

落里瑟瑟发抖，因为激动，他的牙

齿剧烈地上下打架。三名来自福建

的义工立刻上去，跪在了她的面

前，不远处传来了闪光灯的声音。

“ 那个，能不能请你们不要跪

着，帮他挡一下好吗？”在吴霞的

示意下，其中一个义工站了起来。

吴霞看到闪光灯还在闪烁，她起身

抱住了角落里的女孩，用后背完全

挡住了相机，怀里传来“ 哇”的一

下，女孩终于哭出了声。

十几分钟后，女孩渐渐开始平

静，抬眼望向吴霞，她的家人在飞

机上：“ 大姐，跟您说了会话，虽然

不知道您是谁，我心里好受多了。

我还有一个母亲，她在饭店的房间

里等我回去告诉她消息。这么多

天，她没哭过一次，我也不敢在她

面前哭，我怕她憋坏了。”

吴霞给女孩看了看戴在自己

手上的绿丝带：“ 我是这里的义

工，现场只要戴着丝带的都是我们

的同伴。谢谢你相信我，只要你母

亲愿意，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她。”

到了女孩的房间，母女二人的

相互担心被吴霞悉数看在眼里：

“ 面对共同的家庭事件，她们害怕

谈到伤心处自己先失控，这几天，一

直在强压情绪。她们需要的不是压

抑，得让她们把难过释放出来。”

“ 我们也是普通人，
当我们感受到失联乘客
的亲人分分钟都是捧着
已被撕裂的心煎熬着，这
一刻，我们能做的就是控
制好自己的情绪，用专业
的素养与技能给他们支
撑。”

在现场，让吴霞和她的团队最

感恩的莫过于家属哭完之后的一

声“ 谢谢”。失联的第8天，吴霞在

微信上写到：“ 尽我们的力量，让

世界少一份遗憾。”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面对

迟迟未出的结果，丽都饭店里，有

人已经崩溃，有人不肯面对，有人

勉强地维持着自己构建的心理平

衡。焦虑，摇晃，沉默，不愿开灯的

房间，不想多说的独处⋯⋯

吴霞注意到，危机干预组里，

有些成员的情绪也渐渐受到了家

属的影响。结束了一天的心理疏

导，即便再晚，吴霞的同事，团队的

督导薛伟也会集合组里的所有成

员开小组分享会，这已经成为吴霞

和义工们常规工作的一部分。觉察

到无助感的义工会对着薛伟流泪：

“ 除了陪伴，我们给不了他们答

案，好像什么也做不了，改变不了

什么。看到他们难过，会激起心里

对亲人的不舍。”

这时候，薛伟会告诉他们：

“ 你们不是一个人，大家都在一

起。”薛伟向义工们传递出了一个

同理心的理念：“ 商业社会再怎么

发达，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连接是最

基本的需要。”

“ 我的儿子会不会回来？”

“ 他是不是还活着？”这样的问题，

吴霞和她的同伴每天会无数次地

被问到：“ 能做的只有陪伴。我们

不能告诉他是或者否，但可以通过

对话，让他们察觉自己的情绪变

化。”

失联的第9天，家属们似乎捕

捉到了事故的另一种可能。好不容

易接受的事实，又要被推翻，有的

家属坚信“ 必须只有这一种可能

性”；有的家属跌入了巨大的恐惧

漩涡：“ 我还能相信什么？如果我

相信了后者，再次失望我该怎么

办？”

一位家属向吴霞说：“ 这样的

恐惧比之前还要让人无助。”甚至

怀疑自己精神失常。这种情况下，

吴霞常常会用问问题的方式，引导

家属察觉害怕和无助都是因为很

想念对方：“ 对于你所经历的痛苦

和危险，我感到很难过。这不是你

的错。你的反应是遇到不寻常的事

件时的正常反应。你有这样的感觉

是很正常的，每个有类似经历的人

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听到这些

一定很令人难过，你现在的反应是

正常的，你不是发疯了。事情可能

不会总是这样的，它会好起来的，

而你也会好起来的⋯⋯”

这些天，义工们对家属最常说

的一句话是：“ 你不是一个人。”这

句话也用到了团队成员之间。吴霞

告诉义工：“ 我们也是普通人，也有

父母、兄弟、爱人和孩子，所以，当我

们感受到失联乘客的亲人分分钟都

是捧着已被撕裂的心煎熬着，这一

刻，我们能做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

情绪，用心陪伴在他们身边，用专业

的素养与技能给他们支撑，帮助他

们找到缓解情绪的出口。”

“ 就在那个瞬间，那
个小男孩眼睛里的善良
让我看到其实我也是一
个受助者。”“ 要相信受
助者，他们的正能量只是
暂时沉睡，他们会用自己
的方式找到它。”

吴霞形容自己稳定的内心并

非天生。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 3

年的雅安地震和韩亚空难，吴霞参

与了一场又一场的危机干预，越来

越多的人对心理疏导不再陌生。吴

霞很喜欢一句心理格言：“ 专业与

爱，让生命如花绽放。”

汶川地震后，吴霞赶赴危机干

预的现场，两个孩子的故事让她回

味至今。在救援现场，一个5岁的小

男孩始终黏在吴霞身后，吴霞走到

哪里，他就会探头探脑地跟到哪

里。由于救援情况忙碌而又复杂，

加上还有余震，吴霞的胃口很差，

有一天，小男孩从领到的物资里拿

出一个面包，捧到了吴霞面前：

“ 阿姨，你一直都没吃东西，这个

面包你一定要吃下去。”

那一刻，吴霞冷静的内心突然

被一股温暖的力量击中：“ 就在那

个瞬间，那个小男孩眼睛里的善良

让 我 看 到 其 实 我 也 是 一 个 受 助

者。”后来，吴霞得知那个男孩的

母亲在地震中高位截瘫。吴霞放心

不下小男孩，跟着他去探望了孩子

的母亲。交谈过程中，小男孩一直

表现得乖巧可爱。

看完母亲后，吴霞让小男孩画

了一幅画，意料之中的是，小男孩

画了他最喜欢的“ ki t t y 猫”，只

是，这只ki t t y猫没有手也没有脚，

一个脑袋下面就涂了两团模糊阴

影：“ 当时，我心头一震。孩子可能

没法用言语说出心里的感受，但他

笔下的画说明了他内心的创伤。”

吴霞定了定神，继续启发性地

问孩子:“ 这只猫没有手和脚，它怎

么走路呀？”孩子的回答让吴霞差

点泪崩：“ 我可以给它装假的手和

假的脚啊，装上了，它不就能继续

走路了吗？”

地震救援现场，吴霞遇到的第

二个孩子也给了她很大鼓励。同样

是“ 绘画治疗”，吴霞接触过一个

女孩子，她笔下的作品色彩鲜艳而

又明亮，一大群鱼儿来回穿梭，背

景是一团又一团的红色。起初，吴

霞以为那是一群在海里嬉戏的鱼，

但心理咨询师的直觉告诉她这里

面隐藏了一些信息。吴霞于是一点

一点地问孩子:“ 那海水为什么会

是红色的呀？”小女孩看着吴霞的

眼睛：“ 阿姨，那是岩浆。鱼儿都想

逃出去，但是前面的岩石太大了，

它们就快死了。”

那么多年过去了，吴霞讲到这

个孩子的时候眼睛里依然充满了

动情的光芒：“ 孩子和成人一样，

为他们做疏导同样急不得。”吴霞

记得，在小女孩画完画的第二天，

她又找到了那个孩子：“ 岩石太大

不要紧，和阿姨一起想想看，有没

有其他办法能让鱼儿游过去呢？”

吴霞以为孩子会说：“ 岩石有缝

隙，鱼儿可以从缝里钻出去。”但

是那个小女孩顿了一下，拿起画笔

在纸上添了一串彩色气球:“ 阿姨，

鱼儿们衔住气球，升到半空，就能

穿过岩石了。”

听到这样的回答，吴霞知道小

女孩还是在凭借外力寻求帮助。

“ 急不得。要相信受助者，他们的

正能量只是暂时沉睡，他们会用自

己的方式找到它。”

“ 不是所有犯浑的
人都是恶的。如果我没
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被
他激怒了，那只会引发他
更大的恶意。但我还是
愿意告诉他我们正在帮
助一群非常悲伤和无助
的人，他会按照自己的方
式找到内心的光亮。”

在开通马航失联事件心里援

助热线的那几天里，吴霞曾在深夜

接到过骚扰电话：“ 对方并不是单

纯 地 过 来 核 实 信 息 ， 内 容 很 猥

琐。”知道对方来意不善，吴霞对

着电话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先

生，我们这里是为马航失联事故家

属开通的，他们现在很有可能都着

急地打着这通电话⋯⋯”

话还没说完，对方传来一阵

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本想骚

扰一下你们，没想到你们这么冷

静，而 且 还 是 在 做 善 事 ，是 我 错

了，我 马 上 挂 掉 ，不 占 用 你 们 电

话了。”

讲起这段经历，吴霞说自己看

到的是人性中善的地方：“ 就连一

个普通的陌生人也会有同理心，不

是所有犯浑的人都是恶的。你看，

如果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被

他激怒了，那只会引发他更大的恶

意。但我还是愿意告诉他我们是在

做公益，我们正在帮助一群非常悲

伤和无助的人，他会按照自己的方

式找到内心的光亮。”

年过半百的吴霞说自己和家

人的关系也是互相帮助：“ 把自己

放在救赎者的位置，这是心理咨询

师的大忌。”

吴霞的女儿今年25岁，吴霞对

女儿的期望是：“ 在人生中要少些

抱怨，甘做路边那个愿意为同伴鼓

掌的人。”

吴霞记得在女儿小时候，有一

次女儿班级开家长会，女儿的爸爸

抢着要去参加：“ 当时正好是期末

考试结束，女儿和班级里的同学们

都很关心成绩排名。”家长会结束

后，吴霞的丈夫跟着其他家长去看

贴在橱窗里的名次。

回来后，女儿着急地问爸爸：

“ 多少分？第几名呀？”吴霞的丈夫

不以为然地回答说：“ 哦，看见你

的名字后面还有好多同学，我就没

再看你具体多少名。”

女儿当时的反应被吴霞记在

了心里：“ 虽然她嘴巴上一直埋怨

爸爸马虎，我看得出来，她其实心

里很开心。我们对她的信任和关心

没有停留在成绩上，宽松的家庭环

境反而给了女儿时间去做她喜欢

做的事情。”

在家庭关系的心理咨询中，吴

霞遇到过不少“ 恨铁不成钢”的父

母：“ 家长把自己未完成的情结都

寄托在孩子身上，考名校，进名企。

明明孩子的成绩只能上普通学校，

但是大家都在一边抱怨制度的弊

端，一边在拼命挤占着教育资源。

恶性循环下，孩子被剥夺的童年很

难弥补。”

在心理咨询生涯中，许多案

例让吴霞懂得：“ 为什么现在有不

少 人 在 成 年 后 还 会 有 叛 逆 的 行

为。也许，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社会的焦虑与抱怨都与人的心态

有关。”

吴霞说自己和丈夫之间有一

种默契：“ 如果我们尽了全力还

是无法改变现状，那么我们宁可

把抱怨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调整自

己的期望值。人生只有短短几十

年，如果一直强求那些得不到的

东西，还不如好好珍惜当下，知足

常乐。”

“ 我们很少会对受
助者说‘ 你要坚强’。我
们更不会对他们说‘ 完
全能 体 会 你 的 心 情 ’之
类的话。在生活中，很多
人会要求别人坚强，那只
是自己强加在对方身上
的愿望，并不一定是对方
自己的心愿。”

每次招募义工，吴霞都会接到

很多一腔热血、自告奋勇要求报名

的电话：“ 他们是很普通的好心

人，关注到事件后，本着一颗同理

心，流露出浓浓的怜悯，很希望为

那些事故亲历者的家属或幸存者

做些什么。”

婉转拒绝了他们之后，吴霞会

利用起微信的平台，与这些善良的

好心人分享一些基础的交谈技巧：

“ 当灾难刚刚发生时，在努力理解

灾难幸存者的基础上，信任成为了

建立心理连接的第一步。”

的确，在吴霞工作的义工中

心，青年报记者见到这位义工们

公认的“ 知心大姐”时，印象最深

刻的就是她眼神中传递出的善意

与稳定。“ 心理咨询师往往给人

不设防的感觉，我想要走近他们

建立信任，首先自己必须放下戒

备。如果你自己的表情和身体都

处于紧绷状态，受访者自然也会

紧张。”

众多咨询者中，相当多的一部

分人为苦于无法帮助家人而烦恼。

吴霞会关照他们，真正的关怀不是

勉强和逼迫：“ 我们很少会对受助

者说‘ 你要坚强’；我们更不会对

他们说完全能体会对方之类的话。

因为我们不是他，也没有办法完全

体会他的感受。在生活中，很多人

会要求别人坚强，那只是自己强加

在对方身上的愿望，并不一定是对

方自己的心愿。”

实际案例中，吴霞更愿意设计

一些问题去问受助者：“ 你有没有

发现，自己流泪的次数比以前少

了？现在的你，和刚开始相比有没

有一些变化？”

有时候，咨询者在咨询过程中

并不能立刻明白心理咨询师的专

业精神，吴霞会解释给他们听：

“ 心理咨询师不是点子公司，也不

是专门为人解决问题的全才。我们

不能代替受助者做任何决定。援助

的过程其实是在疏导救助者的情

绪，把情绪反馈给受助者，由他们

找到心理能量，帮助自己成长。”

面对马航失联乘客家属，上海心理义工愿“ 让世界少一份遗憾”

“ 这一刻，我能做的就是用专业素养给他们心理支撑”

吴霞在林紫义工中心拥抱前来接受心理援助的人。 青年报记者 马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