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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工具包

本指导文件，即“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工具
包，旨在改进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和预防的规
划，并支持实施世卫组织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促
进和预防干预措施的“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指
南。本工具包描述了以证据为依据促进积极心理
健康、预防精神卫生问题和减少自我伤害和危险
行为的方法。

“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工具包由社会生态
模型提供信息，强调在适当注意社会文化背景
和保健系统的情况下，处理个人、家庭、社区
和社会各级风险因素对促进和保护青少年心理
健康的重要性。本工具包描述了指导规划制订
工作的核心原则，包括确保应对措施具有公平
性和包容性、对性别问题敏感并对性别问题作
出反应、与发育相关并以青少年不断发展的能
力为指导，并确保应对措施使青少年及其父母/
照护者积极参与规划的计划、设计、实施和评
价工作，而不仅仅是作为受益者。从推出“帮
助青少年茁壮成长”战略的计划阶段开始，计
划大规模实施工作至关重要。

青春期是一个快速发育的时期，个人在此期间经
历意义深远的身体、社会和心理变化，而且逐渐
成熟的大脑在此期间极易受到环境的影响(1)。
因此，在青春期有巨大的潜力，使健康促进和预
防性干预措施能够影响健康和发育结果(2)，并
在近期和长期时间内对年轻人乃至下一代人产生
积极的影响(3)。

迫切需要重新注重创造一种支持性环境，促进青
少年积极的心理健康。通过有效实施一套支持青
少年心理健康的综合战略，青年人将享有更好的
福祉，能够发挥其潜力并有意义地参与其社区的
活动(4)。

综述
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

H“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HAT）是世卫组织
和儿童基金会的一项联合倡议，旨在加强为青少
年制订规划和政策对策，促进积极的心理健康，
预防精神卫生问题，以及防止自我伤害和其它危
险行为。“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的愿景是一个
所有青少年、他们的照护者、民间社会和社区
与政府联合起来保护和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世
界。这意味着作为常规采取行动，实施和监测
以证据为依据和基于人权的战略，改善心理健
康，防止和减少青少年的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问
题，从而改善终身福祉(5)。这支持了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具体目标3.4，即：“通过预防、治疗
及促进身心健康，将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
死亡减少三分之一”，并在这一目标范围内，到
2030年减少自杀死亡率（指标3.4.2）。这也符
合《2013-2020年精神卫生综合行动计划》(6)
和“全球加速青少年健康行动（AA-HA！）：
关于支持国家开展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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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1

活动1 
多部门合作

活动2
监测和评价

政策和法律的实施和执行

战略3
支持照护者 

战略2
促进和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环境

战略4
青少年社会心理干预措施

四个战略是 两种实施方法是

行动
“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的战略和跨领域活动  
“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工具包描述了四个相互关联的战略和两种实施方法。其中包括支持规划
管理人员工作的实施工具。还提供了国家实施案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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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取 全 政 府 和 全 社 会 的 办
法，为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
结果的法律和政策规定提供
指导和实例。

战略1
政策和法律的实施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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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于提高学校、社区和数
字化空间环境质量的行动。
该 战 略 旨 在 通 过 一 系 列 循
证活动，如学校氛围干预措
施、社区青少年安全空间和
教师培训，在必要时改善青
少年的实体和社会环境。

战略2
促进和保护青少年心理健
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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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措施涉及加强照护者
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知识
和技能；巩固照护者与青少
年的关系；支持照护者自身
的心理健康和福祉。

战略3
支持照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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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于以证据为基础的社会
心理干预措施，以便促进普
遍、有针对性和有指征性的
精神卫生问题预防。

战略4
青少年社会心理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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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每一项战略，都提供了理由，然后描述了各
种循证办法、实施工作的注意事项和有关资源。

两种实施方法是：

对这两项活动，分别进行了概述，然后提出了青
少年心理健康规划的具体注意事项、逐步实施过
程以及相关资源的链接。

最后，“帮助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工具包提供了
基本资源的指南，支持把实施全社会办法作为一
种手段以实现以下目标：确保所有青少年，包括
生活在脆弱环境中的青少年，都能够受益于以证
据为依据的战略，以便促进其积极的心理健康，
防止自杀、形成精神卫生问题和参与危险行为，
例如自我伤害、物质滥用以及侵略性、破坏性和
对立行为。

活动1 
多部门合作
描述了如何在国家和地方各级发展多个部门
和利益攸关方（公立部门、私立部门和民间
社会）之间的协作，以支持制订和实施预防
和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规划。

活动2  
监测和评价
提供了如何建立监测和评价系统的步骤，
该系统可向决策者和规划管理人员提供关
于规划和政策是否按预期执行并正在产生
预期影响的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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