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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你和他们 讨论他们真实 
感受的技巧

一次谈话可能改变人生。



谈话能如何产生作用

你知道身边的人们到底过得怎么样吗？

我们都会经历人生的起伏。

所以，保持联络，让问一句“你还好吗？”（are you OK?）成为你 
的日常习惯。这样，如果你认识的人正在因为某些大事小事而困扰， 
或者是无忧无虑，他们会知道你在关心他们。

你会在本指导手册里发现一些技巧，帮助你问候“你还好吗？”， 
每天为身边的人提供支持。因为当我们真诚地问“你还好吗？”并准
备好和他们讨论他们的感受和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时，我们能够让他们
在陷入危机之前感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

他们真的还好吗？今天就问他们。 
一次谈话可能会改变人生。

帮助就在身边

如果你面临生命危险，或担心自己或他人的安全， 
请拨打000。
如果你觉得生活艰难或需要一些额外支持，和一些你信任的人讨论自
己的感受可能会有帮助。 
你和你的亲友可以从当地的医生或以下危机热线获得帮助： 

亲友也可以拨打以上热线服务，寻求如何给生活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帮
助的建议和协助。 

如需全国帮助热线和服务通讯录请访问 
ruok.org.au/findhelp

生命救助热线 Lifeline (24/7) 
13 11 14 
lifeline.org.au

预防自杀回电服务 Suicide Call 
Back Service (24/7) 
1300 659 467 
suicidecallbackservice.org.au

抗抑郁热线 Beyond Blue (24/7) 
1300 224 636 
beyondblue.org.au

儿童帮助热线 Kids Helpline  
(24/7, 面向5-25岁青少年)
1800 55 1800
kidshelpline.com.au

男性帮助热线 MensLine (24/7)  
1300 78 99 78  
mensline.org.au  

1800RESPECT (24/7) 
1800 737 732 
1800respect.org.au 

QLife (3pm-午夜)
匿名免费LGBTI帮助
1800 184 527
qlife.org.au

心理抚慰热线 Griefline  
(6am-午夜)
1300 845 745
griefline.org.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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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时候可能需要问一句 
“你还好吗？”

你身边的人不是每次遇到困扰时都会告诉你，所以重要的是你把问 
一句“你还好吗？”当成自己和亲友同事日常相处的一部分。 

你越早给他们提供向你打开心扉的机会，他们就能够越早获得合适的
支持，或在需要时寻求专业帮助，而且你们一起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
麻烦的机会就越大。 

你可能需要询问的情况包括：

  当他们面临个人关系困扰或和伴侣分手时。

  当他们经受持续或增加的压力时。 

  当他们面临财务困难时。 

  当他们经历工作、家庭或生活中的重大变化时。 

  当他们失去他们关心的人或物时。 

  当他们出现重大健康问题时。

留意他们话语和表达的变化。 
他们可能：

   听起来困惑或不讲情理  

   表达他们无法承受或感到失控 

   对自己或他人更加苛刻 

   听起来像是无法自拔或感到痛苦 

   倾诉孤独感或感到成为他人的负担。

你也许能注意到他们 
言词和行为的变化

他们在

他们在

说什么？

做什么？

留意他们举止和行为的变化。 
他们可能在经历：

  缺乏动力或精力 

 无法释怀 

  睡眠、健身或饮食方式的变化 

  对自己外表的注意力增加或减少 

  对以往感兴趣的事物失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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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为谈话做准备

做足准备
   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你愿意真诚地倾听吗？

   你留出可能需要的时间了吗？

有备而来

     记住，你不会有所有的答案（这没有关系）。

   谈论自己的个人困扰可能很困难，他们也许会

情绪化，感到尴尬或不安。

选择时机

     你是否选择了一个相对隐私、让双方都感到舒

适的谈话场所？

     何时是他们进行有意义谈话的合适时间？

     如果第一次接触时他们没有时间，安排其他时

间进行谈话。

     谈话者和你并排时（如一起散步或坐在车里）

可能比面对面更加舒适。

如何问一句“R U OK?” 
让此刻更珍贵？

当我们融洽相处时更容易找到谈论生活中坎坷曲折的理想时机。 

所以，保持联络，让问一句“你还好吗？”成为你的日常习惯。 

 工作或学习的休息时间。 

 一起健身时。 

 在网络上联络或活动时。 

 当你们一起进行社交活动时。 

 当你们并排进行活动时。 

 当你们一起用餐时。 

  当你们一起旅行时，即使是短途，也是谈话的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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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我无关

我们都重视自己的隐私权，也尊重他人的隐私权。你也许会对自己说 
“这与我无关”或“反正他们也不会愿意对我说这些”。感到不确定
或有些尴尬是可以理解的，但开始谈话总比你发现有些事情不太对但
却视而不见好。有他人的关心会让那些身处压力困境的人感觉大不 
相同。

但请记住，即使你主动接触，也不能保证他们已经准备好谈话，但他
们会知道有人关心他们，下一次当你询问时他们也许会做好了准备。

如何问候“R U OK”？

称谈话让他们更加
感到有人支持和关

心自己。 

感到自己和他人联
系更紧密。 

对自身和处境的感
受有所改善。 

80% 75% 72%

“R U OK?”的研究*显示谈话会对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产生效果。
在最近曾向他人倾诉自己所面临困境的人当中：

问比不问好。

1. 问“你还好吗？”

2. 倾听 3. 鼓励行动

4. 跟进
采用 

4个步骤 
开始谈话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KANTAR R U OK?Day Rese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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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你还好吗？”
   寻找时机在双方都感到舒适的时间和
场所开始进行谈话。 

     如果你接触他们时他们无法进行谈话，
和他们一起安排一个更好的时间。 

     采用轻松友好的方式。考虑如何轻松
地进入谈话。 

     如果他们不想交谈，告诉他们当愿意
时你随时都在，或询问是否有其他他
们更加愿意交谈的人。

 让他们知道你已经注意到他们的变化。注意观察：

你最近 
还好吗？

我最近不太见到你，没什么事情吧？

你最近显得有些
 

疲惫，你还好吧
？

如果他们不愿意和我谈话该怎么办？
  如果他们不愿意谈话，不要认为他们是针对你个人。他们可
能没有准备好谈话，或需要更多时间了解你是真诚地关心 
他们。

  尊重他们不进行谈话的决定。不要批评或给他们压力，或强
迫他们进行谈话。

  关注那些你认为他们可能会轻松讨论的话题，例如“我知道
你最近睡眠不好，无法集中精力。我们能聊一下这个吗？”

  建议他们和自己信任的人，如家人或朋友，进行谈话。你可
以问，“如果你想聊天我随时恭候，但有没有你更愿意交谈
的人？”

  询问你是否可以随后和他们跟进。

  记住，关心他们的行动本身有可能鼓励他们反思自己的状况，
促使他们交谈。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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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开放式的问题，帮助他们解释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的感受：

你有这种感受 
是否已经有 
一段时间了？ 

听起来你正在经历一段困 
难时期。你能告诉我发 
生了什么吗？

3.  鼓励行动
当他们打开心扉后，鼓励他们寻求帮助，
或采取可能减轻负担的行动。

你无需有答案，或有能力提供专业健康 
建议，但你可以帮助他们考虑随后可以 
采取的管理自身处境的步骤或行动。

良好的选择包括和家人、所信任的朋友、他们的医生或其他合适的健
康专家进行谈话。

你也可以建议他们想一想过去他们有这种感受或面临同样困难时哪些
行动能够有帮助。

帮助他们放松或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情包括外出散步、看电影、观或
参加体育比赛等。

你需要我 
做些什么？我能 
帮你什么吗？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2.  以开放的 
心态倾听

   做好倾听的准备。不要试图立刻解决他
们的问题。

   保持开放的心态。 

   不要催促或打断他们。让他们用自己的
时间讲话。 

   鼓励他们进行解释。 

   重复你所听到的，以显示你在倾听， 
并询问你的理解是否正确。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鼓励他们想出至少一件有可能
减轻负担的事情：

你认为我
们下 

一步该做
什么？

你想过去看 
医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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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跟进
  记住稍后跟进查看他们的状况如何。
在谈话中，请他们提出一个合适的 
时间：“我过几天再来看看你可 
以吗？”

  询问他们感觉如何，是否已经找到更
好地管理自身处境的方法。

  如果他们没有行动，鼓励他们，提醒
他们如果需要谈话你随时恭候。记住，
此时他们或许只是需要有人倾听。 

  请理解有时一个人做好准备去见健康专家需要很长时间。尽量强
调寻求专业帮助的好处，建议他们尝试不同的管道。

   如果他们对某帮助热线或医生的感受不佳，鼓励他们继续尝试。
你可以问，“如果我们尝试的是不同的方式会不会有助于你走出
目前的困境？”

  在你的日记里设置提醒，几周后登门或打电话询问他们的状况。
如果他们情况严重，提前跟进。 

  保持联系，随时为他们提供帮助。真诚的关心和爱护可以带来真
正的改变。 

很棒吧？

进展良好  

很棒吧？

进展良好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希望提供帮助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我可以和
你一起吗？

如何保持联络和展示支持 
保持你和他们的关系。他们也许在期待和你共度一段时间。 
你可以： 

 约定时间定期会面或单独见面。

  询问他们喜欢的活动，帮助他们制定活动计划， 
或提出和他们一起进行活动。 

 安排集体会面，帮助他们和他人保持联络。 

在谈话中管理情绪化反应

在“R U OK?”谈话中，有时某些人可能变得情绪化。

以下技巧能够减少尴尬状况，缓解压力： 

 做足准备。

  明白他们的反应有时是由一些你不太了解的情况造成的。

  让他们完全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例如发泄情绪），积极地倾听他
们的每一句话。

  首先处理情绪，当他们的情绪得到控制后，你能够更加理智地讨
论事情本身。

  倾听是你在某人身处困境时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保持冷静，不要把事情针对个人。

你去看了医生后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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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应 
对愤怒？

如果他们在回答问题时表达愤怒，你可 
以回应说：“我知道这让你不安。你或 
许可以从头说起，告诉我我需要知道的 
事情。” 

让他们找出所有他们认为让其愤怒的 
原因。 

你可以鼓励他们，说“我理解⋯⋯是一个
问题。还有什么让你焦虑？” 

保持耐心，准备好听他们说出所有造成他
们愤怒的事情。

重复他们所说的话，保持谈话顺利进行，
让他们确信你有兴趣倾听。你可以说， 
“所以让你不安的是⋯⋯对吗？” 

如果他们感觉自己被冤枉或受到不公平 
对待，你不太可能在这次谈话中改变他 
们的感受。倾听他们所说的，提供一些资
源，或如果合适，帮助他们联络能够处理
特定投诉的正规管道，这些更有建设性。 

我如何应对悲伤？

悲剧事件通常难以应对，因为我们同情他人， 
但当无法驱散他们的悲伤痛苦时会感到无助。

如果他们哭泣，静坐一旁让他们哭泣。
放低视线会减少他们的不适。你可 
以说，“我会在这里坐着，当你 
准备好时我们可以继续谈话。” 

如果你预料会有这种情况， 
最好准备一些纸巾。 

使用大量的同情词汇，例如 
“看起来你目前有不少难
题”或“我知道现在是你 
的困难时期。” 

确保你自己不会对谈话中的
静默感到不适。要理解静默
可以让他们继续讲话并告诉
你更多。

鼓励他们寻求合适的帮助支
持。这包括和家人、朋友或所 
信任的健康专家（如当地医生）
进行谈话。

我如何应
对焦虑？

用简短的句子，同时
显示出你的担心和 
关怀。

如果你预料会有这种
反应，在准备阶段考
虑合适的谈话时间和
地点。

保持冷静。最佳的体
现方式是缓慢深呼
吸，降低声量，讲话
保持匀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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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他们目前的安全？

如果你认为他们面临生命危险，拨打000 
（澳大利亚境内）。 
如果你认为某人有自杀的念头，不要担心，可以直接问他们——提出
这个问题不会导致自杀。 

你也可以拨打危机热线。如果你感到谈话难以进行，可以拨打生命救 
助热线（Lifeline）13 11 14或预防自杀回电服务（Suicide Call 
 Back Service）1300 659 467，他们会立刻给你提供支持和建议。

我要如何提问？

“有些人在这种处境下会想到自杀。你是否有过这种想法？” 如果他
们说是，你应该做的最重要的是： 

1. 保证他们的安全——不要让他们独处 

2. 让他们立刻得到专业帮助。 

拿走他们身边的任何危险物品，尤其当他们提到过自杀计划时，以保
证他们的安全。 

如果他们和你分享计划细节，不要同意为他们的计划或自杀想法保密。 

继续保持倾听并和他们谈话。对专业人士在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中的角
色持积极态度。你可以说： 

“我认为现在应该联络能够帮助你的人。 
我可以帮助你找到应该找的人。” 

“你不是在孤军奋战。我们可以一起解决这些。”

“你信任谁？我可以打电话给他们，我们都可以帮助你。”

以下都是开始给他们寻求专业帮助的
方式： 

 一起拨打危机帮助热线 

  和他们一起前往急诊部 

  带他们前往他们感到安全同时有人陪伴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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