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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四川地震一年后北川县羌族部分乡镇级管理人员的心理反应以及职业生活质量。方法在北川
县采用心理健康自评问卷、职业生活质量自填问卷等工具，对34名羌族与33名汉族乡镇管理人员进行震后职业生活
质量的研究。结果羌族组同情满意，同情耗竭与次级创伤分数均高于汉族组，其中二组在同情满意与次级创伤项目
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地震一年后北川乡镇级干部仍有不同程度心理反应；与汉族干部相比，羌族
干部工作同情满意与次级创伤更严重，在制定预防及治疗策略时需考虑此因素。
【关键词】职业生活质量；心理反应;羌族；乡镇管理人员

引言
国外研究标明，工作对象主要为人的职业比一般职业者有较高的耗竭感，当工作对象为受创伤
者时，工作者需要付出更多的情感，容易出现创伤性反应，即次级创伤，这些都会对工作者的个人、
家庭、工作对象以及机构产生不利的影响[1] 。近二十年来，对创伤人群的工作者的职业生活质量研
究受到广泛关注，主要研究这些工作者在工作中的积极方面如同情满意，以及消极方面包括耗竭和
次级创伤[2] 。但是对同样对人工作的管理者研究甚少，特别是灾后受灾人群的管理人员的研究更罕
见。
512 汶川地震的极重灾区之一，北川县是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震前人口 16.1 万，羌、藏、
回等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 50.5%；羌族人口约 6 万人；羌族乡镇级干部是一支重要的基
层干部力量。为了解地震后基层管理干部作为助人者以及受灾者的心理状况、特别是羌族乡镇级干
部的职业生活质量，本研究组就工作中的同情满意、耗竭与次级创伤感在北川县对羌族与汉族干部
进行了调查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象来自因地震整体由北川老县城弃城搬迁至绵阳永兴板房安置区、以及卫生部在北川
进行的干部心理社会支持培训项目对象，研究由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第六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批准同意（2009 伦审第 6 号）。共 89 人通过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参加，其中 57 人来自板房区， 32
人来自培训项目，培训项目对象在调查问卷中因公事集体离开 20 人，故未完成其中 PTSD7 以及
SRQ20 评定。因此本研究最后采用完整完成问卷者共 67 人。入组标准：1）19－65 岁；2）地震后
一直从事乡镇管理工作；3）无严重脑躯体器质性疾病、物质或药物依赖史；4）无严重精神病性障
碍、情感。本研究予 2009 年 6－8 月完成全部入组与问卷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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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采用以下 4 种自填问卷形式调查被研究者的受灾损失，心理问题以及职业生活质量严重程度。
1.2.1

5.12 地震受灾者人口学一般资料和受灾情况自编问卷

采用自填形式。内容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接受教育年数，民族，婚姻，地震中房屋受损与
家庭人员伤亡，地震后搬迁次数等情况。
1.2.2

心理健康自评问卷（Self Report Questionnaire-20, SRQ20）

世界卫生组织编写，共 20 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均采用“0”或“1”
，
“1”表示在过去一个月内存
在症状，
“0”表示症状不存在，将所有条目分数累加记分，最高分 20 分。总分为 8 分及以上的受试
者存在情感痛苦，需要得到精神卫生帮助，15 分以上提示情感痛苦强烈，需要心理治疗和或精神科
［ ］
药物治疗。SRQ20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3%和 80%[3]，国内信校度好 4
1.2.3

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表（7-items Screening Scale for PTSD, PTSD7）

由 Breslau 等于 1999 年依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ition，DSM-IV）的 PTSD 编制而成，共 7 个条目，5 条为回避和麻
木症状，2 条为过度警觉症状。每个条目评分均为“0”或“1”，“1”表示在过去一个月内存在症状，“0”
表示症状不存在。以 4 分作为界值分定义 PTSD 可疑阳性个体时，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80%和
97%，阳性和阴性预测值为 71%和 98%[5] 。
1.2.4 职业生活质量问卷（Professional Quality of Life Scale，ProQOL）
采用第四版，由 Stamm 编制，包括三个分量表：同情满意（compassion satisfaction，CS）
、耗竭
（burnout, BO）以及次级创伤枯竭和同情疲乏（compassion fatigue, CF），为自评问卷，共 30 个条目，
每个分量表 10 个条目。同情满意分量表用于评估工作者从感到自己能做好直接与人接触的工作中体
验到的快乐程度，耗竭分量表用于评估工作中感受到的无助与困难程度，次级创伤分量表是用于评
估工作中通过受助人的创伤体验或反应而感受到的创伤心理反应严重程度。每个条目评定为 1－5 分
5 个等级。其中部分条目在计算分值前由研究人员先反向评分，然后将各分量表分相加得出三个分
量表粗分。本研究采用粗分计分法。同情满意分量表分数越高，提示被评估者对自己帮助别人的能
力感到满意。另两个分量表则分数越低越好，耗竭分量表分数越高，提示出现耗竭症状如没有希望
与无助感，感到不能帮助别人等的危险性越大，次级创伤分量表分数越高，提示出现创伤反应的危
险性越大。
［ ］
ProQOL 问卷国外使用具有较好信校度 6 ,在国内系首次引进，研究前我们做了信校度评定，国
内使用也具有较好的信校度[7] 。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计算机统计分析。以 P<0.05 作为出现统计意义之标准。运用 T 检验、
卡方检验计算方法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羌、汉族乡镇管理人员一般资料以及受灾情况比较
表 1 显示：
二组除了在去世亲人数上差异具有统计意义外
（P<0.05），其他各项可比性好
（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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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羌、汉族乡镇管理人员一般人口学资料

羌族组 N=34

汉族组 N=33

χ值

18

15

0.376

2

t值

P值

95％CL

一般资料
性别：男

0.540

16

18

年龄：

40.91±10.504

38.52±10.619

-0.929

0.356

-7.550

2.757

教育年数：

11.12±3.292

11.91±3.348

0.976

0.333

-0.829

2.411

婚姻：已婚

20

17

其他

14

16

3.42±1.285

2.73±1.779

-1.504

0.127

倒塌：

24

19

受损：

8

6

无影响：

2

8

去世亲人数：

3.53±3.595

1.70±2.391

子女：

10

6

1.162

0.281

配偶：

8

6

0.290

0.590

女

0.548

0.362

受灾资料
搬迁次数：

-1.693

0.096

房屋受损：

*

:

4.453

-2.449

0.108

‘

0.017*

-3.327 -0.338

P<0.05

2.2 羌、汉族乡镇管理人员心理反应比较
表 2 显示：羌族乡镇管理人员组有 69.7%需要心理援助(>7 分),其中 13%需要心理治疗和或精神
科药物治疗(>15 分) ，汉族乡镇管理人员组有 39.4%需要心理援助，其中 8.3%需要心理治疗和或精
神科药物治疗，二组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表 2.2：羌、汉族乡镇管理人员 PTSD7, SPQ20 比较
羌族组(N=34)
3．59±2.217

3.00±2.372

<4

14

19

>4

20

14

9.26±4.692

6．76±5.629

0-7

11

20

8-15

20

12

16-20

3

1

PTSD7 总分:

SPQ20 总分:

2

χ 值

对照组(N=33 人)

t值

P值

1.049

0.298

95％CL
-1.708

0.532

-5.033

0.018

0.179

1.802
-1.983
5.599

0.052
0.061

*

: P<0.05

2.3 羌、汉族乡镇管理人员职业生活质量问卷评估结果比较
表 2.3 显示：羌族组同情满意，同情耗竭与次级创伤分数均高于汉族组，其中二组在同情满意
与次级创伤项目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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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羌族与汉族管理人员职业生活质量问卷结果分析:
分量表
CS
BO
CF

羌族（范围）
N=46
38.59±7.12（24-49）
22.30±4.89（13-32）
20.70±6.63（4-34）

汉族（范围）
N=40
34.64±8.94（12-49）
20.08±5.03（7-30）
16.55±7.17（3-34）

t值

P值

-2.005
-1.897
-2.333

0.049
0.062
*
0.023

95％CL
*

-7.889
-4.781
-7.585

-0.015
-0.123
-0.588

*

P<0.05

3

讨论

职业生活质量量表是用于评估个体在工作中对于自己的助人角色的感受，所评估对象从事的工
作主要与个体或群体危机有关，工作者包括医师、社会服务工作者、教师、警察等[8]。由于灾后社
区管理人员每天的工作都要频繁接触、帮助受灾者处理各种事物，绝大多数研究对象的办公点就在
受灾者居住的临时板房社区。因此我们采用本量表作为研究工具，看这一群体在灾后的工作生活质
量。ProQOL 是在职业生活质量方面最常用的一个问卷，国外多数研究针对特殊创伤患者的治疗师、
危机干预与社会工作者等，对危机事件下的管理人员研究比较少。
职业生活质量三个指标中，同情满意为积极指标，可以视为是一种利他行为，为自己能帮助别
人而感到满意、高兴；另二个为消极指标，与不断接触工作对象流露的创伤经历有关，可以导致工
作者工作耗竭、抑郁、出现 PTSD 样症状反应。本研究显示，羌族社区干部与汉族干部相比，呈现
出高同情满意与次级创伤模式，耗竭无差异。Stamm 依据职业生活质量三个分量表的分值高低，划
分出 5 种解释模型[6]，其中他将高同情满意与次级创伤，低耗竭者定义为工作于高度危险环境下的
人群，如战争、动乱等事件。这个分值类型的群体通常因为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义而高效益地工作，
因而容易对自己在这方面的评价感到满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工作需要而不断接触到别人的痛苦，
因而容易出现负性情绪如害怕或与工作对象相似的情绪反应。这个分值模式反应了个体在工作中的
利他行为能为个体带来满意感而受到了强化，进一步投入工作。但是从忘我工作中体验的痛苦情绪
也因此容易被忽略，容易忽略自身的心理健康。本研究提示了灾区乡镇管理人员中羌族比汉族在这
一模式上更加明显，我们的另一项北川研究报告显示，羌族社区管理人员 PTSD、抑郁等疾病发生
率高于汉族[9]。本研究中也呈现中重度心理反应也是羌族高于汉族管理人员的趋势。
北川县震后乡镇管理人员本身几乎也都是受灾人员，因此在管理工作中很容易在经历重建家园
的艰巨困难，北川县是国家发改委审定的 512 汶川地震的十个极重灾县之一，整个县城在震后建筑
物垮塌 60-80%，6 万多羌族人约有 1/3 人死亡，地震死亡失踪人口近 2 万人[10]。由于重建工作的复
杂性，地震一年后老县城临时板房安置区的仍有 5000 余人。此次地震羌族遭受了重大损失。面临着
从所未有的工作挑战与情绪压力。从 2003 年开始不断推行了民族自治管理，因此许多羌族人担任了
本县的干部。羌族干部在羌族聚集的北川经济文化建设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汉羌文化的
桥梁。羌族从历史上一直是个强调自强的民族，近几十年来积极认同、发扬羌文化。此次地震，失
去 1/3 民族同胞无疑给振兴发展中的羌族巨大的打击，除了个人经历的丧失创伤，更比汉族多承受
了民族群体的丧失创伤；另一方面，本身是羌族，具有比百姓更强烈羌文化认同感的干部，在乡镇
重建中，比其他干部更容易理解、感受群众的创伤感受，导致更容易投入共情，在长期的工作状态
中，比汉族干部更容易造成次级创伤，引起或者加重创伤感受或者体验。羌族干部在重大灾难后，
积极投入的乡镇重建工作，为抢救、重建羌族作贡献也容易比汉族更能给自己带来满意感。
本研究系在国内首次用职业生活质量进行同情满意、耗竭与次级创伤研究，而且针对人群是灾
后社区干部，因此对于关注这个时期的特殊群体，对于未来灾难后的管理预警工作具有启示性意义。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的。首先样本量不大，在丧失亲人以及心理反应方面虽然在统计上与汉族
未达到统计差异，但是从数值上看有比汉族社区干部严重的倾向，对次级创伤的研究会造成混杂因
素的影响；被研究者样本多数来自板房区，也就是最重人群，可能只是反映了严重受灾社区干部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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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情况，而不是灾区羌族干部的整体普遍情况，存在样本选择偏倚；职业生活质量受到个性与工
作量等的影响，本次研究对这两个方面未予讨论；此外，本次研究中只关注了研究对象的主观感受，
缺乏客观评价指标，如耗竭部分的研究没有计算工作时间等。
四川大地震由于灾情严重，属特大、复杂、复发性灾难，社区的重建与恢复不仅包括了物质家
园的重构，也包括心理家园的重构，后者比前者花费时间更长。因此在今后仍然需要关注羌族乡镇
管理人员的心理保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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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老年躯体疾病共患抑郁障碍的相关因素。方法：纳入心内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就诊的
老年人中诊断为抑郁障碍的87名患者（病例组）和同期调查的174名非抑郁障碍患者（对照组）按照1:2配比进行病例
对照研究。采用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计算影响因素的OR值。结果：抑郁障碍组共患慢性
病种类数目多于非抑郁障碍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单因素分析显示，独居、糖尿病史、高血脂病史、
脑缺血病史、脑卒中病史等的比例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 <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独居、高脂血症增
加抑郁障碍的发生风险(OR=2.75, 95%CI=1.31-5.77, P<0.05; OR=1.96, 95%CI=1.13-3.38, P<0.05)，糖尿病降低抑郁障碍
的发生风险(OR=0.50, 95%CI=0.27-0.91, P < 0.05)。结论：本研究发现老年人独居、罹患多种慢性躯体疾病等与抑郁
障碍的发生显著相关。
【关键词】老年；慢性躯体疾病；抑郁障碍；共患病；病例对照研究

Risk factors for comorbid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he elderly with chronic physical diseases: A
case-contro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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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for comorbid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he elderly with chronic 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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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s.Methods: Eighty-seven elderly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depressive group)and 174
non-depressive patients (control group)in the departments of cardiology, neurology, and gastroenterology were recruited and
administer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 Logistic analysis was used to compute odds ratio and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Results:
The number of comorbidities of chronic physical diseases in the depressive group was significant grea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rates of living alone, diabetes, hyperlipidemia, cerebral ischemia, and strokewere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0. 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iving alone and hyperlipidemi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isk of depressive disorder (OR=2.75, 95%CI=1.31-5.77, P < 0.05; OR=1.96, 95%CI=1.13-3.38, p
<0.05), while diabetes decreased the risk (OR=0.50, 95%CI=0.27-0.91, P < 0.05).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living
alone and multiple physical comorbiditie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risk of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he elderly.
Keywords: elderly; chronic diseases; depressive disorder; comorbidity; case-control study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老年人的慢性躯体疾病和精神心理问题均日显突出。抑郁对老年
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影响其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造成沉重的社会经济负担，也越来越受
到关注[1,2]。老年人机体衰老，往往可能罹患不同的躯体疾病，慢性躯体疾病给老年人带来心身痛苦，
甚至出现严重抑郁。据 WHO 统计，老年人中抑郁症占总人口数的 7%-10%，在患有躯体疾病的老年
人中其发生率可高达 50%[3]。慢性躯体疾病共患抑郁情绪的老人，健康管理依从性下降，不利于躯
体疾病康复，增加家庭及社会经济负担。国内外多项调查研究发现社区患有慢性躯体疾病的老年人
群中抑郁情绪发生率高达 20-50%[4-6]，也有多项研究发现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躯体疾病
与抑郁症状的出现发生密切相关[7,8]。既往研究多以关注慢性躯体疾病患者的抑郁症状为主，缺乏对
患者的共患疾病精神科诊断分类。本研究旨在探讨老年慢性躯体疾病患者共患抑郁障碍的相关因素，
为非精神科机构老年情绪问题的识别和风险评估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设计
选择老年躯体疾病共患抑郁症的患者（病例组）和同一医院非抑郁症患者（对照组）为研究对
象，按照 1:2 配比进行病例对照研究。
1.2 研究受试者
样本来自 201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3 月在综合医院心内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及社区医院内科
连续入组的年龄≥60 岁的就诊患者[9]，所有患者均接受精神科医生访谈，并由两名精神科医师依据
ICD-10 诊断标准作出临床诊断[10]。本研究选择临床确诊为抑郁障碍的患者（n=87）作为病例组（男
性 36 例，女性 51 例；年龄 67.7±6.4 岁）
，按照 1:2 配比随机抽取同期完成调查的年龄（病例组与对
照组年龄相差不超过 2 岁）
、性别匹配的非抑郁障碍患者（n=174）为对照组（男性 72 例，女性 102
例；年龄 67.8±6.4 岁）
。
本研究经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试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1.3 调查问卷
使用自行设计的慢性病调查表，调查一般人口学资料、慢性疾病病种、疾病是否治疗以及治疗
效果等。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现场调查，向调查对象作统一说明后,请其自行填写。如因文化水
平、身体原因等限制无法自行填写,由调查员逐项询问完成。
1.4 统计方法
建立 Epidata3.1 数据库，使用 SPSSl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𝑥𝑥±s 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偏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median, M）表示，以四分位数[第 25 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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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P25)，第 75 百分位数(P75)]描述离散程度，组间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确概率法。采用单因素分析筛选有统计学差异的相关因素。对有统计学差
异的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再以后退法 Wald 筛选危险因素，计算 OR 值和 95%可信区
间（CI）
。

2

结果

2.1 两组社会人口学特征比较
如表 1 所示，病例组独居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两组年龄、性别、受教
育程度以及民族分布均无显著差异（p＞0.05）
。
表 1 两组社会人口学特征比较
病例组 (n = 87)

对照组 (n =174)

t / χ2

p值

年龄

67.7±6.4

67.8±6.4

-0.14

0.89a

教育年限

11.1±3.4

11.0±3.5

0.22

0.83a

性别（男/女）

36/51

72/102

--

NS

民族（汉族，%）

78(89.7)

164(94.8)

2.74

0.12b

独居（n, %）

18(20.7)

15(8.7)

7.55

0.01b

a： t 检验；b：卡方检验

2.2 两组躯体疾病患病情况比较
，对照组为2种（P25=1，P75=3），
病例组慢性躯体疾病种类数总和中位数为3种（P25=2，P75=4）
抑郁组多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3.029 ，P=0.002 ）
。病例组最多见的三种慢性疾病为
高血压、高血脂和慢性胃炎，对照组为高血压、高血脂和糖尿病。
与对照组比较，病例组高血脂、脑缺血、脑卒中等慢性病的比例较高，而糖尿病比例较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两组其他慢性疾病比例无组间差异(P＞0.05)（详见表２）。
表 2 两组慢性躯体疾病患病情况比较
病例组 (n = 87)

对照组 (n =174)

χ2

p值

糖尿病

18(20.9)

60(34.7)

5.16

0.02

高血压

54(62.1)

115(67.3)

0.69

0.41

高血脂

54(65.1)

78(48.8)

5.86

0.02

冠心病

26(31.7)

43(26.2)

0.82

0.37

脑缺血

17(18.3)

16(9.2)

4.54

0.03

脑卒中

26(28.0)

29(17.4)

4.09

0.04

慢性胃炎

28(33.7)

52(31.0)

0.20

0.66

胃溃疡

9(10.8)

21(12.7)

0.17

0.68

妇科炎症

4(9.1)

8(8.9)

—

1.00*

*Fish 精确检验

2.3 躯体疾病共患抑郁障碍的相关因素分析
以是否共患抑郁障碍为因变量，将独居、糖尿病、高血脂、脑缺血、脑卒中患病情况作为自变
量纳入 Logistic 回归分析（α 入=0.05，α 出=0.10）
，结果发现：独居（OR=2.75，95%CI=1.31-5.77，p<0.05）
和高脂血症（OR=1.96，95%CI=1.13-3.38，p<0.05）增加共患抑郁障碍的风险；而糖尿病降低共患
抑郁障碍的风险（OR=0.50，95%CI=0.27-0.91，p< 0.05）
（见表 3）
。脑缺血和脑卒中对共患抑郁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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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的风险影响无统计学意义（p>0.05）
。
表 3. 慢性躯体疾病共患抑郁障碍的相关因素分析

3

B

S.E.

Wald

p

OR 值

95%CI

独居

1.01

0.38

7.14

0.01

2.75

1.31-5.77

糖尿病史

-0.70

0.31

5.06

0.02

0.50

0.27-0.91

高血脂史

0.67

0.30

5.78

0.02

1.96

1.13-3.38

脑缺血史

0.35

0.42

0.71

0.40

1.42

0.63-3.21

脑卒中史

0.25

0.34

0.54

0.46

1.28

0.66-2.47

讨论

慢性躯体疾病增加抑郁情绪的发生风险。本研究首次对慢性躯体疾病患者共患抑郁障碍的风险
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独居及高血脂增加共患抑郁障碍的风险，而糖尿病降低共患风险，这一结果对
老年患者综合管理具有提示意义。
本研究提示独居（包括未婚、丧偶）是慢性躯体疾病患者共患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与以往糖
尿病患者合并抑郁情绪的研究结果相似[11]。老年人的婚姻状况、社会支持系统与抑郁的发生密切相
关[12]。推测与独居者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家庭成员照顾有限，社会心理支持减少等有关。
本研究发现，共患抑郁障碍组躯体疾病种类数较多，其中，高血脂症是本研究发现的与共患抑
郁障碍风险密切相关的心血管疾病。老年人罹患慢性疾病后，易出现社会功能受限，生活质量下降，
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的风险增加[13]。Liang等的研究发现，老年抑郁症状发生与高胆固醇、高甘油三脂、
低密度脂蛋白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和血脂异常密切相关[8]。本研究未发现其他冠状动脉硬化性
心脏病与共患抑郁障碍的风险相关，进一步提示脂质异常可能增加抑郁障碍患病风险相关。其潜在
生物学机制值得深入探索。
糖尿病与抑郁障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心身疾病领域的关注重点。本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共患
抑郁障碍的风险不升反降，这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Zhang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中共患抑郁的发生
率为5.7%[12]。Yokoyama等认为，２型糖尿病患者未来患抑郁的风险增加，抑郁者患者发生２型糖尿
病的风险增加，两者共病主要基于共同的潜在病理学基础[14]。Gangwisch等发现，缺乏锻炼、高血压、
睡眠不足既与抑郁相关，又可能增加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因此，推测二者还可能存在共同的危险因
素[15]。而本研究结果却提示，糖尿病并未增加共患抑郁障碍的风险，推测可能与我国糖尿病患者综
合管理的服务效果有关。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即开始进行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工作，2010年
正式推广“医院一社区一体化糖尿病管理模式”，有效提高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效果[16-18]。在
无缝化管理模式中，社区糖尿病患者接受健康教育，形成对疾病的科学认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有可能降低共患抑郁障碍的风险。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值得通过前瞻性研究深入探索。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局限性。本研究对象均为可以接受调查的老年患者，躯体疾病程度相对而言
较轻，病情较重的患者未能纳入研究，难以明确躯体疾病严重程度对共患抑郁障碍风险的影响。此
外，社会心理因素也可能与抑郁障碍发生有关，本研究仅关注患者在婚与居住情况，未能深入研究
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对揭示共患抑郁障碍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具有一定局限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独居以及高血脂症增加慢性躯体疾病患者的共患抑郁障碍风险，而糖尿
病患者共患抑郁障碍的风险降低，提示慢性躯体疾病与抑郁障碍之间关系密切，今后值得在前瞻性
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关联性，为老年患者的综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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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个体经历或目睹严重的创伤性事件后表现出的持
续性严重的精神疾病。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是PTSD的一线治疗方法，有效改善PTSD临
床症状。本文对PTSD的CBT的理论基础、方法技术和临床应用等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关键词】创伤后应激障碍；认知行为治疗；创伤聚焦的认知行为治疗；暴露治疗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Jiao Kaili，Wang Chun ，Zhang Ning
【Abstract】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s a serious and persistent psychiatry disorder after suffering from or witnessing
severe traumatic events.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is recognized as a first - line treatment for PTSD,which reduced clinical
symptoms effectively.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s of CBT.
【Keywords】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trauma 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exposure therapy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指经历或目睹如地震、火山等自然灾
难，交通事故和袭击等外伤，性暴力与癌症等重大伤害性事件后引发伴有极端恐惧、焦虑、无助的
情绪，并且强烈的、重复的、侵入的创伤相关的记忆闪回、回避、情感麻木和警觉等心理生理状态
持续发展至少 1 个月，是一种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慢性精神疾病[1-2]。PTSD 经常引发许多不良
的临床症状，例如创伤再体验、持续性回避创伤相关的刺激、认知的心境消极改变以及警觉性增高
等，并且往往与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物质滥用障碍和人格障碍等其他精神疾病共病，严重影响人
们的心理社会功能[3]。目前临床治疗手段有限，就诊率和疗效均不乐观。
目前，循证证据和国际指南推荐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作为治疗 PTSD
的一线重要治疗方法[4-5]。CBT 是包括了认知技术和行为技术的一大类体系的心理治疗方法的总称，
强调认知、行为、情绪和生理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认知治疗和行为治疗等技术通过改变个体非适
应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来减少情绪与行为的失调，达到精神症状与非适应的认知和行为模式的改善，
是一种结构化、短程的、易操作的心理治疗方法[6-7]。
PTSD 的 CBT 治疗主要通过帮助患者识别以创伤为中心的记忆、情绪、认知和行为，通过一系
列的认知、行为和情绪的技术达到减轻症状、改善功能的目的，具有良好的操作性。本文介绍几种
主要的针对 PTSD 的 CBT，并对其临床应用、疗效、安全性等进行评价。

1
1.1

PTSD的CBT应用
PTSD 的 CBT 发展历程
随着对 PTSD 心理病理学理解的不断发展，PTSD 的 CBT 也经历了不同的形式，最初的 PT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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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露治疗建立在 Orval H. Mowrer（1960）的条件恐惧和操作性回避的双因素理论（1939）的基础
上，随着 EdnaB.Foa（1994，1995）情绪加工理论（emotional processing theory，EPT）和 Ehlers 和
Clark（2000）的认知理论的发展，延长暴露治疗（prolonged exposure therapy，PE）和 PTSD 的认知
治疗（cognitive therapy，CT）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很长一段时间成为 PTSD 治疗的主流。同时，
认知加工治疗（cognitive processing therapy，CPT）是建立在 Resick 和 Schinke（1992）的认知加工
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性侵犯受害者的治疗方法。近年来创伤聚焦的 CBT（trauma 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TF-CBT）在上述其他方法的基础上整合发展而来，最初用于儿童和青少年，后也
被用于成人。另外，其他形式的 CBT，如压力接种技术（stress inoculation therapy，SIT）、叙事暴露
治疗（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NET）、正念认知治疗（mindfulness-based treatment，MBT）和虚
拟现实的暴露治疗（virtual reality exposure therapy，VR-ET）也被用于 PTSD 的干预，具有循证支持
的证据。
1.2

PTSD 的 CBT 循证依据

随机对照研究（random controlled trials，RCT）的荟萃分析和治疗指南推荐 CBT，特别是 CT、
CPT、PE 和 TF-CBT 作为 PTSD 的一线治疗方法[8-9]。PTSD 的 CBT 治疗每次时间达 60～90 分钟，
大概需要至少 8～12 周。
荟萃结果显示 56%～70%的患者在 CBT 治疗后已经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10]。

2

PTSD的CBT治疗操作与疗效

2.1 传统暴露治疗
基于 Mower（1960）的二因素理论，传统 ET 是通过现实面对或想象对抗病态性恐惧治疗 PTSD
最常用的有效的 CBT 技术，患者对引起回避行为和过度情绪反应的创伤相关刺激与情境进行习惯化
的过程。RCT 研究结果发现 ET 治疗多发性人际关系创伤的青少年 PTSD 被试后自我报告的 PTSD
症状严重程度明显下降（P=0.002）
，80%的青少年在 6 个月的随访时已经达到缓解状态，具有安全
[11]
性和有效性 。
2.2 延长暴露治疗
PE 发展于上个世纪末，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研究已经证明 PE 是目前治疗 PTSD 最有效的方法
之一。PE 建立在 EPT 理论（1994，1995）的基础上，以激活恐惧创伤记忆的图式并再加工为主要
工作内容[12]，结构清晰。主要治疗成分还包括呼吸训练、现实暴露、想象暴露，对为避免创伤再次
发生所恐惧的思维、记忆、场所与活动等采取的安全性反应重新审视，强调安全环境中习惯于暴露
激活的病理性恐惧和创伤记忆的心理机制，通过证伪实现情绪处理和创伤记忆的再加工，从而有效
降低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是 PTSD 治疗的金标准[13-14]。
PE 常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1）个案概念化，构建恐惧等级；
（2）治疗师教授患者呼吸松弛训练
（一般 10 分钟左右）
；
（2）创伤反应的心理教育（25 分钟）
；
（3）鼓励和指导患者对创伤记忆和恐
惧回避性刺激或情境进行想象或现实暴露（30~45 分钟）。
（4）家庭作业，主要对创伤回避记忆或行
为的梳理以及反复练习等。PE 每次治疗时间长达 90 分钟，每周 1~2 次，共约 9~12 周[15]。
2.3 认知治疗
CT 主要基于 Ehlers 和 Clark（2000）的认知模型，聚集于创伤性记忆，帮助患者认识与阻断歪
曲的认知与思维方式，以便能够更好地适应和改变问题行为，短程、目标明确、设置清晰等特点[16]。
研究发现 CT 治疗 PTSD 具有良好的疗效，能够有效地降低 PTSD 的抑郁、罪恶和羞耻感及对未来的
焦虑等表现。RCT 研究支持 CT 在青少年 PTSD 患者创伤暴露的早期干预（2～6 个月）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17]。CT 治疗最多 12 次，每次持续 60～90 分钟，此外，可以最多有 3 次的每月强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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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认知加工治疗
Resick, Schnicke (1993)[18]针对性侵犯的 PTSD 发展出的认知加工理论模型认为，PTSD 患者具有
同化和过度顺应两个认知加工机制，患者试图将创伤性事件同化到关于安全、信任、控制力量及亲
密关系等的核心信念并加以评价。CPT 认为引起 PTSD 的原因是对创伤事件的不合理解释，而非事
件本身引起了个体不适当的情感反应，以同化和过度顺应的认知加工为治疗目标，通过心理教育、
书面材料等要求患者充分地想象和回忆以识别创伤事件的负性认知及其意义进行认知再加工，减少
患者的抑郁、焦虑和悲痛等情绪症状，对慢性创伤同时具有很好的临床疗效[18-19]。CPT 针对性治疗
遭遇性侵犯女性受害者，应用其他创伤人群时需要加以调整。
CPT 治疗前要求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及优先治疗和潜在的问题，鼓励教育患者回忆和记录创
伤事件的细节并每天大声朗读并挑战固着点，以达到帮助患者定义情感，识别停滞点，特别是安全
感、信任感和亲密关系等，预防复发。CPT 通常适用于 12 岁以上的患者，以个人或团体形式进行约
12 次治疗，每次持续 60～90 分钟[15]。
2.5 创伤聚焦 CBT 治疗
TF-CBT 是一种整合性 CBT 方案，主要应用于经历创伤生活事件的儿童和青少年，可单独针对
孩子或父母、或者亲子联合，通常 12~16 周。TF-CBT 主要整合了心理教育、焦虑管理、暴露治疗、
认知重组和支持参与等几大 CBT 技术，能够有效地减少 PTSD 症状及伴发的抑郁焦虑等症状，有效
解决一般问题或性行为问题，从而提高支持系统的护理技能[5; 20-21]，广泛应用于自然灾难、儿童虐
待、家庭社会暴力、交通事故、战争等创伤或创伤性丧失等为主要内容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调节。
实证研究发现，TF-CBT 治疗替代性创伤同样具有明显的效果。
2.6 压力接种技术
SIT 最早由 Meichenbaum（1974）发展，后于上世纪 90 年代修改用于 PTSD 的治疗，主要通过
有效的压力训练和学习生理驱动调节，预防和缓解 PTSD 的创伤再现和回避等症状，提高对创伤事
件的应对能力。此外，目前研究已经发现 SIT 以及 VR 联合 SIT 技术可以有效增加军事人员的抗压
能力，起到良好的预防作用[22-24]。
2.7 叙事暴露治疗
NET 开始于 Thomas Elber（2002）
，指患者采用连贯叙事的方法详细描述生命中多起创伤性记忆，
以生命线的方式串成完整的叙述或书面记录[25]，叙事的过程中进行针对性的认知重评和创伤干预，
是一种标准化的短程暴露治疗。NET 在心理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干预促使来访者将当下无法言表的认
知过程和情绪反应转移至文字，体会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体验。RCT 研究发现经历至少两次创伤的
PTSD 患者 NET 治疗后，71%的患者达到缓解，具有更低水平的 PTSD 症状[14]。
2.8 正念治疗
MBT 发源于佛教，由乔·卡巴金等整合为当代心理治疗的重要技术，发展出正念减压治疗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
。随着 CBT 第三代浪潮的掀起，由此诞生了正念认知
治疗（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
。正念治疗通过一系列技术，帮助患者以正确的
态度练习觉察当下的身心，从而达到对机体注意力和记忆的调节，强调自我管理、自我控制和自我
完善。MBT 对 PTSD 的治疗，以减少回避、冲动、情绪麻木和羞耻内疚的消极情绪等核心症状、培
养注意和调控能力为主要目标。
循证证据和荟萃分析发现 MBT 在治疗 PTSD 方面具有明确的疗效，特别是正念冥想能够有效减
少 PTSD 焦虑、回避等症状，改善患者的精神与躯体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26-27]。尽管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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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T 不断发展，但目前关于正念的临床实践和疗效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差异性，仍不能作为首选疗法。
2.9 虚拟现实暴露治疗
以虚拟现实为辅助的暴露治疗（Virtual Reality Exposure therapy，VR-ET）是一种结合计算机图
形、躯体监测仪器、视觉和其他感觉信息输入设备，模拟创伤场景，让个体置身于三维交互世界进
行的暴露治疗，在虚拟现实设备的帮助下逐渐消退焦虑、恐惧和创伤记忆等症状[28]。VR-ET 能够有
效地控制刺激的强度、频率、持续暴露的时间和质量，是治疗 PTSD 的一种新的治疗工具，能够通
过建构自然灾难和战争等虚拟场景进行暴露干预和治疗，因其高临场感和易操控等特点有望在未来
PTSD 的治疗中显示出更广阔的应用。

3

总结和未来方向

综上，PTSD 的 CBT 是一大类包括了不同的针对性预防和治疗 PTSD 的心理治疗方法，其核心
技术均包括不同形式的暴露、认知重建等，具有操作性强、安全性好和疗程较短等优点。然而，荟
萃也研究发现，PTSD 治疗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风险因素、创伤类型、创伤经历次数、性
别、年龄等，临床工作中必须充分结合各种信息，比较选择更恰当的干预措施[15]。另外，CBT 诞生
于西方欧美文化，在引入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中的文化适用性仍待进一步探讨[7; 29]。未来研究和临床
实践需加强 CBT 不同技术在不同情境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的探索，及本土文化的适应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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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风灾中学生的复原力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自主反刍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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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风灾后中学生的复原力对其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及自主反刍的中介作用，为
风灾后学生的心理复原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持。方法在盐城风灾区域两所中学，以班级为单位，随机
整群抽取 443 名中学生，以问卷（修订后的 Connor-Davidson 复原力量表、事件相关反刍量表和创伤
后成长量表）调查的方式测量其复原力、自主反刍和创伤后成长。结果 高复原力的个体，其自主反
刍水平更高，创伤后成长也更高。复原力对创伤后成长的直接效应显著（β =0.64，p＜0.001）
；自主
反刍的中介效应显著（95%CI，0.008~0.057）。结论经历风灾中学生的复原力通过自主反刍对创伤后
成长产生促进作用。
【关键词】复原力；PTG；自主反刍；盐城风灾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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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resilience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fter a tornato: the role
of deliberate rumination as a medi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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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resilience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and the role of
rumination as a mediat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fter a tornado, providing research basis for the
psychological recovery of those students. Methods In the core area of the tornado in Yancheng, 443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with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in each class and filled out three revised
questionnaires (Connor and Davidson's Resilience Scale; The event related rumination inventory &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measuring resilience, deliberate rumination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Results Individuals with high resilience had higher levels of deliberate rumination and higher g
posttraumatic growth. The direct effect of resilience on post-traumatic growth was significant (β =0.64，p
＜0.001);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liberate rumination was also significant. Conclusion Resilience can
promot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osttraumatic growth by increasing their deliberate rumination（95%CI，
0.008~0.057）.
【Keywords】Resilience; Post-traumatic growth; Deliberate rumination; Yancheng torn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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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会经历自然灾害等创伤性事件，并承受巨大损失。以风灾为例，我国近 30 年来，仅江
苏一省，风灾次数就多达 313 次[1]，尤其是 2016 年 6 月的盐城阜宁风灾对当地居民、尤其是青少年，
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影响，但风灾同时也会激发青少年产生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
[2-3]
。考察经历风灾青少年的 PTG 的预测因素，有助于指导灾后幸存者更好地适应和改善生活。
PTG 是指个体抗争主要的生活危机后体验到的积极心理变化[4]，有研究者认为复原力能够预测
PTG，保护个体不受创伤性事件危害[5]。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复原力是个体从创伤经历及压力情境中成
功应对并良好适应的能力[6]，关于汶川地震的研究表明复原力对灾后个体 PTG 的发展有重要作用[7-8]。
但二者间机制的研究仍相对缺乏。Richardson 在过程模型中指出面临高压情况，个体会改变原有认
知模式，进行整合[9]。这种对创伤事件进行积极思维整合的过程即是自主反刍[10]，它能够正向预测
个体的 PTG[11-12]。同时也有研究发现高复原力能正向预测自主反刍[13]。
可见，复原力能够促进自主反刍，而后者又是 PTG 产生的重要认知因素。因此本文以盐城风灾
后中学生为被试，使用问卷法，探讨复原力对 PTG 影响和自主反刍的中介作用，为风灾后学生的心
理复原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1

方法与方法

1.1 对象
在盐城风灾发生一年后即 2017 年 6 月，在风灾核心区域的两所中学——板湖中学和陈良中学，
以班级为单位，随机整群抽取 443 名中学生，其中男生 208 名（53%）
，女生 235 名（47%）
，年龄
12~16 岁，平均 14.44（SD=0.72）
。
1.2 研究工具
复原力采用 Yu 和 Zhang（2007）在 Connor-Davidson 复原力量表（CD-RISC）的基础上，结合
我国人群的特点修订而成的复原力量表[14][15]。问卷共 26 题，包括力量、乐观、坚韧和意义找寻 4
个维度。采用 0~5 点计分，计算 26 个项目的平均分，得到被试复原力得分，得分越高表明复原力水
平越高。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自主反刍采用了周宵等(2014) 修订的 Cann 等 (2011) 的事件相关反刍问卷[16-17]，该问卷共包括
20 道题，分侵入性反刍和自主反刍两个维度，采用 4 点计分。本研究仅考虑了其中自主反刍的维度，
该维度上总评分越高，表明自主反刍越多，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
PTG 研究采用的 Wang 等（2011）和 Zhou 等（2014）修订的 PTG 问卷（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18-19]。问卷共 22 道题目，包括自我体验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和人生价值观
的改变 3 个维度。采用 6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 PTG 越大。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6。
1.3 研究程序
在龙卷风发生 12 个月后，在征得学校、所在班级班主任和学生本人的同意，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后，由应用心理学专业在读研究生采用统一的指导语，进行施测。要求被试认真阅读指导语，按要
求填答问卷。所有问卷当场集中收回，完成问卷后，所有问卷当场收回。之后，由主试带领学生进
行小游戏，以消除问卷填答过程可能带来的不适。
1.4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22.0 进行一般描述及相关分析。采用 Amoss22.0 运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分析复原
力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及自主反刍的中介作用。

2

结果

2.1 盐城风灾后一年初中生复原力、自主反刍和 PTG 的评分及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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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列出了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和相关系数。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所有变量之间都
呈显著相关，并且都达到了显著水平（p＜0.01）
。
表 1 各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1 复原力

2 自主反刍

3PTG

1 复原力

1

2 自主反刍

0.204a

1

3 PTG

0.602a

0.266a

1

M

55.31

10.10

51.72

SD

21.247

7.151

24.397

a

注： P＜0.01。
2.2 自主反刍在复原力与 PTG 间的中介效应
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其中，复原力是模型中的自变量；PTG 是模型中
的因变量；自主反刍为中介变量。复原力有四个维度，PTG 有三个维度，均为潜变量，自主反刍为
显变量。
首先检验复原力对 PTG 的直接效应，
发现复原力与 PTG 的直接作用路径显著，
β =0.64，P＜0.01。
模型拟合良好，具体见表 2。
然后在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自主反刍，得到图 1 所示的路径模型。结果表明，所有路径系
数均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P＜0.01)。此外，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良好，详见表 2。
表 2 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χ2/df

GFI

AGFI

RMSEA

复原力-PTG

2.646

0.980

0.953

0.061

复原力-自主反刍-PTG

2.587

0.977

0.949

0.060

最后使用偏差校正 bootstrap 法对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自主反刍显著中介了复原力
与 PTG 的关系，间接效应= 0.026，95%置信区间为（0.008~0.057）
，由于 95%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值，
因此，自主反刍的中介效应显著。

图 1 自主反刍在复原力与 PTG 之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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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考察了经历盐城风灾青少年的复原力、自主反刍和 PTG 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复原力
和自主反刍以及 PTG 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自主反刍与 PTG 存在显著正相关，这和前人部分研究结
果一致[13][16]。
本研究发现复原力对 PTG 的直接效应显著，而自主反刍对 PTG 的预测效应同样显著。这一发
现符合 Taku 的理论模型，即创伤事件后的自主反刍会引起 PTG[28]。然而，前人研究是发现事件后
旋即发生的自主反刍而非最近的对于创伤事件的反刍与 PTG 显著正相关，本研究则发现，即使受灾
后一年后的受灾初中生的自主反刍，也会显著正向预测他们的 PTG。
根据 Tedeschii 和 Calhoun 提出的 PTG 模型，个体对于创伤事件的自主反刍可以帮助个体积极地
思考创伤给其带来的意义，促使个体重新建构对创伤后世界的理解，促进 PTG 的实现[20]。然而，对
于 PTG 的概念的分歧，产生了对自主反刍引起 PTG 的不同解释，根据 Taylor 和 Armor（1996）提
出的认知适应模型[29]，PTG 只是个体为了自我增强以缓解压力而营造的假象，自陈式问卷测出来的
PTG 比实际的情况要更为乐观。之后的研究也为这一模型提供了佐证，创伤性事件带来的成长可能
是源于个体的幻想[30]。本研究的被试是盐城风灾后一年后的受灾初中生，有较为充分的认知适应时
间，因此本研究更多地支持了 Tedeschii 和 Calhoun 提出的 PTG 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复原力低的受灾学生更少进行自主反刍，进而更少获得 PTG。复原力是普遍存
在的，可以可以通过干预改变[32]。这启示我们在灾后心理健康服务工作中，要更多地关注复原力低
的青少年，加强复原力的训练干预，进而增强其复原力。此外，自主反刍是对事件意义的积极寻求，
根据本研究结果，复原力可以通过自主反刍影响受灾学生的 PTG，所以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可以适当
地引导受灾学生主动思考创伤事件，
从而促进灾后学生的 PTG。
本研究为 Tedeschii 和 Callhoun
（2004）
提出的 PTG 整合模型提供了特殊群体的数据支持，
从理论上丰富了复原力对 PTG 影响机制的研究。
本研究发现，复原力通过自主反刍的中介作用于 PTG。这意味着，灾后一年后的受灾初中生的
复原力越高，越会进行自主反刍，越多地获得 PTG。这一发现和黄静静等[26]的研究一致，个体在遇
到创伤事件时复原力开始发挥作用，通过自主反刍改变个体的认知，促使个体寻求创伤事件带来的
积极意义，最终实现 PTG[27]。相比之下，其研究对象是处在持续污名化下的艾滋病家庭成长起来的
大学生，他们的复原力会在持续压力及与逆境的斗争中获得提升，也更会进行自主反刍[26]，而本研
究的被试则是原先属于正常家庭，突遭自然风灾，结果表明，复原力通过自主反刍的中介作用于 PTG
的机制同样适用于经受风灾的青少年。因而，本研究拓展了前人的研究范围，为复原力影响 PTG 的
作用机制提供了更多的数据支持。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研究采取的是横断研究设计，并且只考察了初中阶段的样本，未能考
察学生在不同发展时期 PTG 变化的特点，不能清晰地描绘盐城风灾中的受灾学生在受灾后各变量的
变化趋势，不能确定各变量在时间跨度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后续研究应该扩大研究样本，采用纵
向研究和横断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考察受灾及灾后恢复期间的心理变化。此外，本研究采用自陈问卷
的方式，容易受到社会赞许性、回忆偏差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结合问卷、行为和生理指标综合考
察自然灾难对个体造成的身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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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地震后青少年群体的出走相关危险因素，进一步探讨其出走想法、计划和行动的发生率

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和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问卷（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YRBS）自评量

表，对2008年汶川地震国家划定的九个极重灾区的中小学校进行整群随机抽样。以班级为抽样单位，随机抽取110所
中小学校的在校学生。收集中小学生的一般资料、灾后相关情况及YRBS中离家出走因子评分。根据资料的类型不同，
分别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其中对出走想法、出走计划和出走行为分别做单因素
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共计发放自评问卷7833份，收回问卷总计7521份，回收率为96.02%，其中有

效问卷5766份（73.61%），无效问卷1755份。调查结果发现，中小学生中偶有出走想法的比例为9.50%，强烈出走想
法的比例为7.50%，有过出走计划和行动的比例为5.80%。对中小学生中偶有出走想法、强烈出走想法、出走计划和
行动三个分项与人口及受灾情况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①女性（OR=1.225，95%CI：1.022，1.469）
、年龄（OR=1.216，
95%CI：1.175，1.258）、在地震中受伤（OR=1.875，95%CI：1.412，2.442）、灾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OR=1.361，
95%CI：1.087，1.703）是偶有出走想法的危险因素。②年龄（OR=1.195，95%CI： 1.151，1.240）、地震中有亲人
好友遇难（OR=1.289，95%CI：1.028，1.616）、在地震中受伤（OR=1.454，95%CI：1.059，1.997）、灾后家庭结构
发生变化（OR=1.425，95%CI：1.118，1.817）是强烈出走想法的危险因素。③男性（OR=0.769，95%CI：0.615，
0.961）、年龄（OR=1.785，95%CI：1.269，2.511）、在地震中受伤（OR=1.42，95%CI：1.122，1.797）、灾后家庭结
构发生变化（OR=1.395，95%CI：1.071，1.818）是出走计划和行动的危险因素。对出走相关危险行为因素进行理论
、
自伤自杀观念（OR=1.469，
95%CI：
1.048，1.090）
因子结构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①攻击暴力意识（OR=1.069，
95%CI：1.408，1.533）
、物质使用（OR=1.048，95%CI：1.001，1.097）
、网络游戏（OR=1.032，95%CI：1.007，1.057）
、
担心体重变化（OR=1.230，95%CI：1.165，1.298）是偶有出走想法的危险因素，而精神支持（OR=0.950，95%CI：
0.927，0.973）和积极的态度（OR=0.931，95%CI：0.886，0.977）是偶有出走想法的保护因素。②攻击暴力意识（OR=1.092，
95%CI：1.069，1.115）
、自伤自杀观念（OR=1.551，95%CI：1.483，1.623）
、网络游戏（OR=1.092，95%CI：1.069，
1.115）
、担心体重变化（OR=1.175，95%CI：1.103，1.252）是产生强烈出走想法的危险因素，而精神支持（OR=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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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0.920，0.972）和积极的态度（OR=0.913，95%CI：0.863，0.966）是产生强烈出走想法的保护因素。③攻
击暴力意识（R=1.035，95%CI：1.013，1.059）
、自伤自杀观念（OR=1.254，95%CI：1.205，1.304）
、现实的支持（OR=1.091，
95%CI：1.049，1.135）
、物质使用（OR=1.202，95%CI：1.148，1.258）
、担心体重变化（OR=1.183，95%CI：1.110，
1.261）是发生出走计划和行动的危险因素，而精神支持（OR=0.889，95%CI：0.856，0.924）、了解有关心理知识
（OR=0.930，95%CI：0.886，0.975）和运动及活动（OR=0.948，95%CI：0.908，0.990）是发生出走计划和行动的
保护因素。结论

在地震中受伤、灾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是出走想法、计划和行动的共同危险因素；女性是偶有出

走想法的危险因素，男性是出走计划和行动的危险因素；地震中有亲友遇难是产生强烈出走想法的危险因素；年龄
与出走想法的产生成正相关。攻击暴力意识、自伤自杀观念、担心体重的变化是出走想法、计划和行动的共同危险
因素；网络游戏是产生出走想法的危险因素；来自家庭和朋友的精神支持是出走想法、计划和行动的共同保护因素，
而物质上的现实支持是出走计划和行动的危险因素；积极面对生活的态度、对心理知识的了解以及适度的运动和活
动有助于减少出走的想法和行动。因此对灾后家庭结构变化、地震中受伤、攻击暴力意识、自伤自杀观念、爱玩网
络游戏、担心体重变化的青少年应给予更多的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教育家长给与青少年更多的精神心理支持，而
不仅仅是物质支持。应该在灾后指导青少年积极面对生活，多了解心理卫生知识，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且要针对
青春期男性及女性的不同心理变化进行不同的心理指导，以降低地震后青少年发生出走的风险。
【关键词】出走；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问卷（YRBS）
；发生率；危险因素；地震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Behavior of Runaway in the Teenagers After Earthquake Disaster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unaway related factors of the teenagers after earthquake，and further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runawaythoughts, plans and actions. Methods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y (YRBS)wasused toinvestigate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in the nine worst-hit areas in
Wenchuan earthquake of 2008. Andcluster random sampling wasadopted as the sampling unitto extract random
studentsfrom110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Their general information, disaster-related cases and scores of
YRBSwerecollect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data,various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used toanalyzethedatasuchas
descriptive statistics,t test,Chi square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pectively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to analyze runaway thoughts, plans and actions. Results

A total of 7833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and a total of 7 521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rate was 96.02%. Among them, there
were 5766 valid questionnaires (73.61%) and 1755 invalid questionnaires. According to the investigation, the prevalence of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which

had

runawaythoughtsoccasionally

was

9.50%,

which

had

runawaythoughtsstronglywas 7.50%，and which hadplanseven actions of runaway was 5.80%.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hichusedtoanalyze the popula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disaster situation withtherunawaythoughts，plansandactions
showedthat：①female（OR=1.225，95%CI：1.022，1.469）
，age（OR=1.216，95%CI：1.175，1.258）
，gettinginj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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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1.875 ， 95%CI ： 1.412 ， 2.442 ）， familystructurevariation （ OR=1.361 ， 95%CI ： 1.087 ， 1.703 ）
wastheriskfactorsthatstudentsappear runawaythoughtsoccasionally. ②age（OR=1.195，95%CI：1.151，1.240）
，Death of
friendsandfamilies （ OR=1.289 ， 95%CI ： 1.028 ， 1.616 ）， gettinginjured （ OR=1.454 ， 95%CI ： 1.059 ， 1.997 ），
familystructurevariation（OR=1.425，95%CI：1.118，1.817）wastheriskfactorsthatstudentsappear runawaythoughtsstrongly.
③male（OR=0.769，95%CI：0.615，0.961），age（OR=1.785，95%CI：1.269，2.511），gettinginjured（OR=1.42，
95%CI：1.122，1.797）
，familystructurevariation（OR=1.395，95%CI：1.071，1.818）wastheriskfactors of runaway plans
and actions.And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hichusedtoanalyze the risk behaviors withthetheoretical factor structure
，
showedthat：①aggression（OR=1.069，95%CI：1.048，1.090）
，suicidal ideation（OR=1.469，95%CI：1.408，1.533）
substance abuse（OR=1.048，95%CI：1.001，1.097）
，onlinegames（
（OR=1.032，95%CI：1.007，1.057）
，weight anxiety
（OR=1.230，95%CI：1.165，1.298）wastheriskfactorsthatstudentsappear runawaythoughtsoccasionally，and spiritual support
（OR=0.950，95%CI：0.927，0.973）,positive attitude（OR=0.931，95%CI：0.886，0.977）wasthe protective factors
thatstudentsappear runawaythoughtsoccasionally. ②aggression（OR=1.092，95%CI：1.069，1.115），suicidal ideation
（OR=1.551，95%CI：1.483，1.623）
，onlinegames（OR=1.092，95%CI：1.069，1.115）
，weight anxiety（OR=1.175，
95%CI：1.103，1.252）wastheriskfactorsthatstudentsappear runawaythoughts strongly，and spiritual support（OR=0.945，
95%CI：0.920，0.972）, positive attitude（OR=0.913，95%CI：0.863，0.966）wasthe protective factors thatstudentsappear
，suicidal ideation（OR=1.254，95%CI：1.205，
runawaythoughts strongly. ③aggression（R=1.035，95%CI：1.013，1.059）
1.304）
，realistic support（OR=1.091，95%CI：1.049，1.135）
，substance abuse（OR=1.202，95%CI：1.148，1.258）
，
weight anxiety（OR=1.183，95%CI：1.110，1.261）wastheriskfactors of runaway plans and actions，and spiritual support
（OR=0.889，95%CI：0.856，0.924）
，psychological knowledge（OR=0.930，95%CI：0.886，0.975, exercise（OR=0.948，
95%CI ： 0.908 ， 0.990 ） wasthe protective factors of runaway plans and actions. ConclusionGettinginjured and
familystructurevariation was the common risk factor of runaway thoughts, plans, and actions. female was the risk factor of
runaway thoughts, and male was the risk factor of runaway plans and actions. The death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the
earthquake is a risk factor of strong runaway thoughts. Age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unaway thoughts. Aggression,
suicidal ideation, and weight anxiety were common risk factors of runaway thoughts, plans and actions. Online games are the
risk factor of runaway thoughts. Spiritual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was the common protective factor of runaway
thoughts, plans and actions, while realistic support was the risk factor of runaway

plans and actions.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life,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and moderate exercise could help reduce the runaway thoughts and actions. Therefore,
teenagers who had several risk factors, such as gettinginjured, familystructurevariation, aggression, suicidal ideation, online
games and weight anxiety, should be given mor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Parents should
give children not only realistic support, but much more spiritual support. Also, teenagers should be guided to face real life
positively after earthquake, learn some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e in physical exercise actively. Moreover,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guidan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for male and female adolescents, for reducing the risk of runaway
after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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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的 8.0 级特大地震，给灾区的群众带了巨大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而极重灾区的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特别引人关注。曾有报道指出在离家出走的群体中，有近 36%患
有 PTSD[1]，证明了出走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 PTSD 的相关症状,并指出[2]过早的离开家庭,甚至是遭
受虐待和家庭离异，可能会导致与创伤相关的症状，更严重的是导致自伤自杀[3]甚至是 HIV 感染率
[4]

的增高。目前，较少有报道将灾后青少年出走的理论因子结构进行多因素分析，以及分析出走想

法、计划和行动各自相关的危险行为因素。为探讨青少年地震后离家出走的原因及危险因素，本研
究在汶川地震后 1 年对四川省 9 个极重灾区的 110 所中小学的 7521 名中小学生进行了出走相关信息
调查，旨在了解其出走想法、出走的计划和行为的发生率以及危险因素，为灾后心理评估和心理康
复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对国家划定的九个极重灾区，绵竹、都江堰、彭州、平武、汶川、青川、安县、北川和茂县的
中小学校进行整群随机抽样，根据每所学校总人数选择班级数目，以班级为抽样单位，涵盖全部 110
所中小学校的在校学生。
1.2 调查方法
1.2.1 调查问卷
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如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所在学校、家庭住
址以及灾后相关信息，包括是否有亲人好友遇难，是否有被掩埋，是否受伤，是否遗留明显疤痕或
残疾，是否目睹很多死难者的尸体或残肢，灾后家庭结构是否发生变化。
YRBS 中文版：对其中涉及出走因子的三个问题进行调查：我有过离家出走的想法、我认真考
虑过离家出走、我有过离家出走的计划或行动。每个问题有四个选择：无、偶尔、有时、经常。
1.2.2 数据的收集及质量控制
在调查实施前召集学校心理老师集中开会培训，内容包括研究项目介绍、调查实施程序和方法、
指导语、调查量表解释、量表回收及编号。由经培训的心理老师直接调查或由心理老师对参与调查
班级的班主任进行培训后，由班主任实施调查。调查问卷在课堂内集中发放，当堂统一收回。
1.3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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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用二次录入方法输入数据，使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根据资料的类型不同，分别采用描述性统计、t 检验、χ2 检验和 Logistic 回归进行分析，其中对
自杀观念、自杀计划和自杀行为分别做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当 P＜0.05 时，认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共计发放自评问卷 7833 份，收回问卷总计 7521 份，回收率为 96.02%，其中有效问卷 5766 份
（占 73.61%）
，无效问卷 1755 份。此次调查涉及的中小学年级范围为小学 1～6 年级、初中 1～3 年
级，其中男生 2652 人，女生 3144 人；年龄范围为 6～20 岁，平均年龄 13.25±2.66 岁；汉族 4542
名，羌族 923 名，藏族 258 名和回族 43 名（表 1）
。
表 1 纳入调查的中小学生的基本情况（例，%）
性别

民族

男

女

汉族

2652

3144

4542

羌族

学校所在地区
藏族

回族

绵竹 都江堰 彭州

平武

汶川

青川

安县

北川

茂县

681
879
785
771
695
1175
243
43
494
923（16.0%）258（4.5%）43（0.7%）
（46.0%） （54.0%） （78.8%）
（11.8）（15.2）（13.6）（13.4）（12.1）（20.4）（4.2）（0.7）（8.6）

续表 1
年龄（岁）
6

7

8

9

10

11

13

24

174

701

850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964

633

491

503

481

486

367

71

3

（16.7
5（0.1%）
（0.2%） （0.4%） （3.0%） （12.2%） （14.7%）
%）

（11.0 （8.5% （8.7% （8.3% （8.4% （6.4% （1.2% （0.1%
%）

）

）

）

）

）

）

）

其中，1273 名（22.10%）学生有亲人好友遇难；102 名学生（1.80%）曾有被掩埋经历；1736
名（30.10%）学生目睹很多死难者的尸体或残肢；435 名（7.50%）学生在地震中受伤；86 名（1.50%）
学生因伤住院；178 名（3.10%）学生有明显疤痕或残疾；1035 名（18.50%）学生灾后家庭结构有
发生变化。
2.2 YRBS 量表调查结果
在 5766 名被调查的中小学生中，以有时和经常作为出走想法、计划、行为的阳性结果，无和偶
尔作为阴性结果来进行统计。YRBS 量表调查结果显示，其中曾经有过出走想法的中小学生比例为
9.5%，有认真考虑过出走的中小学生比例为 7.5%，有过出走计划和行为的中小学生比例为 5.8%，
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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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YRBS 量表调查中出走想法、计划及行为的发生情况（例%）

出走想法、计划和行动条目

无/偶尔

有时/经常

我有过离家出走的想法

5 216（90.5）

550（9.5）

我认真考虑过离家出走

5 331（92.5）

435（7.5）

我有过离家出走的计划或行动

5 433（94.2）

333（5.8）

2.2 出走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2.1 偶有出走想法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年龄、有亲人好友遇难、看到了遗体或残肢、受过伤、发生
明显疤痕或残疾是偶有出走想法的危险因素，结果见表 3。
表 3 偶有出走想法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性别

男（2652）

女（3114）

阴性（例，%）

阳性（例，%）

χ2 值

P值

2422

230

4.084

0.043

91.30%

8.70%

2794

320

89.70%

10.30%
47.827

0.000

地区
绵竹

都江堰

彭州

平武

汶川

青川

607

74

89.10%

10.90%

776

103

88.30%

11.70%

723

62

92.10%

7.90%

670

101

86.90%

13.10%

616

79

88.60%

11.40%

1099

76

93.50%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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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县

北川

茂县

234

9

96.30%

3.70%

42

1

97.70%

2.30%

449

45

90.90%

9.10%

年龄

193.260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3

2

60.00%

40.00%

12

1

92.30%

7.70%

23

1

95.80%

4.20%

170

4

97.70%

2.30%

668

33

95.30%

4.70%

805

45

94.70%

5.30%

910

54

94.40%

5.60%

586

47

92.60%

7.40%

445

46

90.60%

9.40%

420

83

83.50%

16.50%

401

80

83.40%

16.60%

393

93

80.90%

19.10%

318

49

86.60%

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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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19

20

59

12

83.10%

16.90%

3

0

100.00%

0.00%

名族
汉

羌

藏

回

4123

419

90.80%

9.20%

831

92

90.00%

10.00%

229

29

88.80%

11.20%

33

10

76.70%

23.30%

有无亲人好友遇难
没有（4493）

有（1273）

4091

402

91.10%

8.90%

1125

148

88.40%

11.60%

是否被埋
否（5664）

是（102）

5128

53600.00%

90.50%

9.50%

88

14

86.30%

13.70%

是否看到了遗体或残肢
否（4030）

是（1736）

3680

350

91.30%

8.70%

1536

200

88.50%

11.50%

是否受伤
否（5331）

是（435）

4885

476

91.10%

8.90%

361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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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7

0.012

7.942

0.005

1.644

0.200

10.982

0.001

29.520

0.000

83.00%

17.00%

是否因伤住院
否（5680）

是（860）

5142

538

90.50%

9.50%

74

12

86.00%

14.00%

是否发生明显疤痕或残疾
否（5588）

5071

517

100.00%

90.70%

9.30%

是（178）

145

33

81.50%

18.50%

灾后家庭结构是否发生变化
否（4731）

是（1035）

4295

436

90.80%

9.20%

921

114

89.00%

11.00%

1.487

0.223

16.184

0.000

2.979

0.084

2.2.2 强烈出走想法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年龄、亲友在地震中遇难、地震中看到了遗体或残肢、在地
震中受伤、震后发生明显疤痕或残疾、灾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是产生强烈出走想法的危险因素，见
表 4。
表 4 强烈出走想法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性别

男（2652）

女（3114）

阴性（例，%） 阳性（例，%） χ2 值

P值

2450

202

0.020

0.886

92.40%

7.60%

2881

233

92.50%

7.50%
37.169

0.000

地区
绵竹

都江堰

630

51

92.50%

7.50%

797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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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州

平武

汶川

青川

安县

北川

茂县

90.70%

9.30%

738

47

94.00%

6.00%

692

79

89.80%

10.20%

632

63

90.90%

9.10%

1119

56

95.20%

4.80%

231

12

95.10%

4.90%

42

1

97.70%

2.30%

450

44

91.10%

8.90%

年龄

123.112
6

7

8

9

10

11

12

13

3

2

60.00%

40.00%

13

0

100.00%

0.00%

22

2

91.70%

8.30%

169

5

97.10%

2.90%

670

31

95.60%

4.40%

818

32

96.20%

3.80%

914

50

94.80%

5.20%

594

39

93.80%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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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14

15

16

17

18

19

20

458

33

93.30%

6.70%

441

62

87.70%

12.30%

423

58

87.90%

12.10%

411

75

84.60%

15.40%

331

36

90.20%

9.80%

61

10

85.90%

14.10%

3

0

100.00%

0.00%

名族
汉

羌

藏

回

4213

329

92.80%

7.20%

848

75

91.90%

8.10%

235

23

91.10%

8.90%

35

8

81.40%

18.60%

有无亲人好友遇难
没有（4493）

有（1273）

4177

316

93.00%

7.00%

1154

119

90.70%

9.30%

5242

422

92.50%

7.50%

89

13

87.30%

12.70%

7.216

0.065

7.292

0.007

3.303

0.069

是否被埋
否（5664）

是（102）

-32-

是否看到了遗体或残肢
否（4030）

3747

283

93.00%

7.00%

1584

152

91.20%

8.80%

4947

384

92.80%

7.20%

384

51

88.30%

11.70%

5252

428

92.50%

7.50%

79

7

91.90%

8.10%

否（5588）

5176

412

100.00%

92.60%

7.40%

是（178）

155

23

87.10%

12.90%

是（1736）

4.981

0.026

11.146

0.001

0.044

0.833

6.839

0.009

5.726

0.017

是否受伤
否（5331）

是（435）

是否因伤住院
否（5680）

是（860）

是否发生明显疤痕或残疾

灾后家庭结构是否发生变化
否（4731）

是（1035）

4393

338

92.90%

7.10%

938

97

90.60%

9.40%

2.2.3 出走计划和行动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区、性别、震后发生明显疤痕或残疾、受过伤、灾后家庭结构发
生变化是出走计划和行动的危险因素，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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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出走计划和行动单因素分析
阴性（例，%） 阳性（例，%） χ2 值

影响因素

5.309

P值
0.021

174
男（2652）

2478

性别

女（3114）

93.40%

6.60%

2955

159

94.90%

5.10%

地区
绵竹

都江堰

彭州

平武

汶川

青川

安县

北川

茂县

650

31

95.40%

4.60%

815

64

92.70%

7.30%

752

33

95.80%

4.20%

725

46

94.00%

6.00%

650

45

93.50%

6.50%

1133

42

96.40%

3.60%

227

16

93.40%

6.60%

42

1

97.70%

2.30%

439

55

88.90%

11.10%

年龄
6

7

8

3

2

60.00%

40.00%

12

1

92.30%

7.70%

22

2

91.70%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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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74

0.000

22.836

0.063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163

11

93.70%

6.30%

663

38

94.60%

5.40%

805

45

94.70%

5.30%

930

34

96.50%

3.50%

592

41

93.50%

6.50%

457

34

93.10%

6.90%

468

35

93.00%

7.00%

448

33

93.10%

6.90%

461

25

94.90%

5.10%

341

26

92.90%

7.10%

65

6

91.50%

8.50%

3

0

100.00%

0.00%

名族
汉

羌

藏

回

4308

234

94.80%

5.20%

844

79

91.40%

8.60%

245

13

95.00%

5.00%

36

7

83.70%

16.30%

有无亲人好友遇难
没有（4493）

有（1273）

4230

263

94.10%

5.90%

1203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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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1

0.000

0.169

0.618

94.50%

5.50%

是否被埋
否（5664）

是（102）

5340

324

94.30%

5.70%

93

9

91.20%

8.80%

是否看到了遗体或残肢
否（4030）

是（1736）

3795

235

94.20%

5.80%

1638

98

94.40%

5.60%

是否受伤
否（5331）

是（435）

5040

291

94.50%

5.50%

393

42

90.30%

9.70%

是否因伤住院
否（5680）

是（860）

5354

326

94.30%

5.70%

79

7

91.90%

8.10%

是否发生明显疤痕或残疾
否（5588）

5274

314

100.00%

94.40%

5.60%

是（178）

159

19

89.30%

10.70%

灾后家庭结构是否发生变化
否（4731）

是（1035）

4476

255

94.60%

5.40%

957

78

92.50%

7.50%

1.249

0.264

0.047

0.829

12.256

0.000

0.510

0.475

7.198

0.007

6.800

0.009

2.3 出走相关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结果见表 6。
2.3.1 偶有出走想法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年龄、在地震中受伤、灾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是偶有出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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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危险因素，其中偶有出走想法发生率和年龄增长呈正相关。
2.3.2 强烈出走想法杀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地震中有亲人好友遇难、在地震中受伤、灾后家庭结构发生
变化是强烈出走想法的危险因素，其中强烈出走想法发生率和年龄增长呈正相关。
2.3.3 出走的计划和行动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在地震中受伤、灾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是出走计划和行动
的危险因素，但与出走想法不同，未发现出走计划和行动发生率和年龄增长有相关性。
表 6 出走想法、计划和行动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β

SE

P值

OR

95%CI

性别

0.203

0.093

0.029

1.225

（1.022,1.469）

年龄

0.196

0.017

0.000

1.216

（1.175,1.258）

在地震中受伤

0.619

0.14

0.000

1.857

（1.412,2.442）

灾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

0.308

0.115

0.007

1.361

（1.087,1.703）

年龄

0.178

0.019

0.000

1.195

（1.151,1.240)

在地震中受伤

0.375

0.162

0.021

1.454

（1.059,1.997)

灾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

0.354

0.124

0.004

1.425

（1.118,1.827)

地震中有亲人好友遇难

0.254

0.115

0.028

1.289

（1.028,1.616)

性别

-0.263

0.114

0.021

0.769

（0.615,0.961)

在地震中受伤

0.579

0.174

0.001

1.785

（1.269,2.511)

灾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

0.333

0.135

0.014

1.395

（1.071,1.818)

危险因素
偶有出走想法

强烈出走想法

出走计划和行动

2.4 出走相关危险行为因素理论因子结构的多因素分析
将 YRBS 中的 39 个问题分别化归为规则安全意识因子、攻击暴力意识因子、
自伤自杀观念因子、
离家出走因子、支持系统因子、物质使用因子、心理知识了解程度因子、运动活动因子、网络游戏
因子、基本态度因子、遭受过暴力攻击因子、体重因子，按照 0=没有、1=很少、3=有时、5=经常进
行计分统计，与偶有出走想法、强烈出走想法、出走的计划和行动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到如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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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7。
2.4.1 偶有出走想法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攻击暴力意识、自伤自杀观念、物质使用、网络游戏、担心体重变
化是偶有出走想法的危险因素，而精神支持和积极的态度是偶有出走想法的保护因素。
2.4.2 强烈的出走想法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攻击暴力意识、自伤自杀观念、网络游戏、担心体重变化是产生强
烈出走想法的危险因素，而精神支持和积极的态度是产生强烈出走想法的保护因素。
2.4.3 出走计划和行动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攻击暴力意识、自伤自杀观念、现实的支持、物质使用、担心体重
变化是发生出走计划和行动的危险因素，而精神支持、了解有关心理知识和运动及活动是发生出走
计划和行动的保护因素。
表 7 出走相关危险行为因素理论因子结构的多因素分析
β

SE

P 值

OR

95%CI

攻击暴力意识

0.067

0.01

0.000

1.069

(1.048,1.090)

自伤自杀观念

0.384

0.022

0.000

1.469

(1.408,1.533)

精神支持系统

-0.052

0.012

0.000

0.95

(0.927,0.973)

物质使用

0.047

0.023

0.047

1.048

(1.001,1.097)

网络游戏

0.031

0.012

0.012

1.032

(1.007,1.057)

基本态度

-0.072

0.025

0.004

0.931

(0.8860.977)

体重因子

0.207

0.028

0.000

1.23

(1.165,1.298)

攻击暴力意识

0.088

0.011

0.000

1.092

(1.069,1.115)

自伤自杀观念

0.439

0.023

0.000

1.551

(1.483,1.623)

精神支持系统

-0.056

0.014

0.000

0.945

(0.920,0.972)

网络游戏

0.039

0.014

0.006

1.039

(1.011,1.068)

基本态度

-0.091

0.029

0.002

0.913

(0.863,0.966)

体重因子

0.161

0.032

0.000

1.175

(1.103,1.252)

理论因子结构
偶有出走想法

强烈出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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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计划和行动

3

攻击暴力意识

0.035

0.011

0.002

1.035

(1.013,1.059)

自伤自杀观念

0.226

0.02

0.000

1.254

(1.205,1.304)

现实支持系统

0.087

0.02

0.000

1.091

(1.049,1.135)

精神支持系统

-0.118

0.019

0.000

0.889

(0.856,0.924)

物质使用

0.184

0.023

0.000

1.202

(1.148,1.258)

心理知识了解程度

-0.073

0.025

0.003

0.93

(0.886,0.975)

运动/活动因子

-0.053

0.022

0.016

0.948

(0.908,0.990)

体重因子

0.168

0.033

0.000

1.183

(1.110,1.261)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汶川地震灾后的青少年中偶有出走想法的比例为 9.50%，强烈出走想法

的比例为 7.50%，有过出走计划和行动的比例为 5.80%。2008 年，郭向晖等对北京初中生的调查显
示，23．3％的学生有过出走的想法，而 2.8%的学生有过出走的行动；2003 年，罗春燕[5]等对上海
市的青少年的调查中有 20.1％的学生有过出走的想法，而 3.1%的学生尝试过离家出走；2007 年，杨
汴生[6]等对河南省的初中生的调查中有 35.3％的学生有过出走的想法，7.2%的学生有离家出走的行
动；邓青[7]等对宜昌市青少年的调查显示，28.8％的学生有过出走的想法，而 5.7%的学生尝试过离
家出走；与以上研究相比，虽然此次灾难后青少年有出走想法的比例有所降低，但这是由于地域差
异、城乡差异、以及地震对人群生活影响程度、受灾程度、不同量表设计、调查时间不同造成的。
由于目前仍缺乏纵向比较数据，因此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通过对出走因素的多因素分析，在地震中受伤、灾后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是出走想法、计划和行
动的共同危险因素。其中家庭结果发生变化在众多危险因素中尤为突出。Stein, J. A.

[8]

等 2009 年对

无家可归及离家出走人群的调查中，良好的家庭环境可降低物质滥用、犯罪行为，从而降低离家出
走的风险，而 Thompson, S. J. [9]等 2007 年所做调查也得出相似的结论。结合所做的理论因子结构的
多因素分析，来自家人和朋友的精神支持是离家出走的保护性因素，说明地震中有家人朋友遇难的
青少年出走风险大，而地震后能得到朋友的关心和帮助，能减小出走的风险；而的现实支持是出走
计划和行动的危险因素，通过分析若父母仅给予青少年物质上的现实支持，而缺少对青少年成长的
关心与关爱，并不能减小出走相关风险，也不利于灾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恢复。
调查还发现女性有出走想法比例高于男性，而男性有出走计划和行动比例高于女生。Berdahl
TA[10]等 2005 年的研究也指出女性更易产生出走的想法，而男性更易实施出走的行动。其中的原因
可能与青春期男性与女性的心理发展有关，具体原因还需更多的调查及实验进行探究。
通过出走想法、计划、行动的理论因子结构的多因素分析，还发现攻击暴力意识、自伤自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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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担心体重的变化是出走想法、计划和行动的共同危险因素，网络游戏是产生出走想法的危险因
素。BoothRE[11]等 1996 年的研究也指出离家出走的人群中 62%有攻击暴力行为。所以家庭及学校对
青少年行为的监管、规范，以及自伤自杀风险的早期干预，对预防出走有重大的意义。体重因素与
多种心理问题都有密切的关系，如抑郁、焦虑等，所以担心自己体重过轻或过重的青少年都要早期
发现，及时加强心理干预。我们还可以看到积极面的态度、对心理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运动和活动
是出走和想法和行动的保护因素。故在学校教育及心理治疗时，应加强培养青少年积极向上的心态，
鼓励青少年每天参加户外运动和活动，勇敢面对灾后新的生活。
本研究局限性：此次调查采取了整群随机抽样，样本量大，对灾后一年灾区青少年的出走相关
因素进行了横断面调查，但因灾难的突发性和灾后的现实状况和条件，缺少基线数据和正常对照组
的调查。其次，此次调查问卷采用了中文版的 YRBS，其对灾后的青少年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
但该中文版问卷仍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及完善[12]。本研究所做的理论因子结果分析将所有选项进行分
类统计，但各分项与出走想法和行动的相关因素分析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小学生心理状况如何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的后期随访和调查研究，因此更长期的跟踪随访的研究及
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是在地震发生数年后需要完善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灾后家庭结构变化、地震中受伤、攻击暴力意识、自伤自杀观念、爱
玩网络游戏、担心体重变化的青少年应给予更多的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教育家长给与青少年更多
的精神心理支持，而不仅仅是物质支持。应该在灾后指导青少年积极面对生活，多了解心理卫生知
识，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而且要针对青春期男性及女性的不同心理变化进行不同的心理指导，以降
低地震后青少年发生出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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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明确地震后青少年学生不同部位躯体疼痛与PTSD的关系，为从躯体疼痛角度筛查与识别PTSD提
供证据。方法应用2次横断面调查的方法，采用儿童事件影响量表（CRIES）及患者健康量表-15中的疼痛条目（腹痛、
背痛、胸痛、肢体痛和头痛）
，分别于地震后3月及6月对宝兴县中小学学生（分别为3053例和3165例）进行调查评估，
采用卡方检验及Spearman相关分析呈现不同部位躯体疼痛与应激反应程度（CRIES评分）或PTSD（CRIES评分>30）
的关系。结果不同躯体部位的疼痛困扰程度与应激反应程度在地震后3月与6月均存在显著的相关（相关系数r在
0.224-0.336之间，所有P<0.001）；相对于没有疼痛困扰者，疼痛有些困扰者PTSD相对危险度在1.59-2.19之间，很大
困扰者PTSD的相对危险度在1.72-3.71之间。背痛很大困扰的发生率相对于其他部位的疼痛，在地震后6月不降反升，
对应的PTSD风险也不降反升；另外腹痛与头痛困扰的发生率高，对应的PTSD患病率也高。结论地震后评估不同部
位的躯体疼痛在PTSD风险的筛查与识别中具有价值，值得灾后心理工作的重视。
【关键词】疼痛；创伤后应激障碍；地震；青少年

尽管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PTSD 与慢性疼痛之间的紧密联系，
但是大多数证据是来自 PTSD 患者、
慢性疼痛患者、或者躯体受到侵犯或损伤（暴力、性创伤、车祸伤、参与战争的士兵等）的经历者
[1,2]

。地震后青少年学生躯体疼痛与 PTSD 的关系如何，在已有的国内外文献中几乎没有被提及。
躯体疼痛容易被创伤事件经历者及医务工作者重视，而 PTSD 容易被当事人或医务工作者忽略。

因此，如果在地震后学生群体中躯体疼痛与 PTSD 的紧密关系被确认，那么通过躯体疼痛来筛查和
识别 PTSD 高危者，可能为灾后学校心理工作的促进提供重要线索和依据。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两
次横断面调查来确认地震后青少年学生不同部位躯体疼痛与 PTSD 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分别于芦山地震后 3 月和 6 月对宝兴县全县 21 所学校中对小学三年级以上的中小学学生进行调
查。两次调查的基本人口学特征见表 1。性别和民族无统计学差异（P>0.2）
，年龄增加了 0.2 岁，有
统计学差异（P<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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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震后 3 月与 6 月 2 次调查中青少年学生基本人口学特征比较
总调查人数

有效应答例数

女性

少数民族

年龄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均数+标准差）

地震后 3 月

3053

2786（91.2%）

1444（51.8%）

356（12.8%）

12.02+2.58

地震后 6 月

3615

3310（91.6%）

1762（53.2%）

418（12.6%）

12.22+2.59

0.210

0.275

0.861

0.003

P值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工具
儿童事件影响量表(CRIES-13)：该问卷有 13 个条目测量 PTSD 的三个维度，即思维闯入、回避
与警觉性增高。量表使用 4 点计分，0 表示没有，1 表示很少，3 表示有时，5 表示经常。被评估者
获得的分数越高，表明症状越严重，创伤后应激水平越高。总分大于 30 分，表明 PTSD 症状严重程
度高，
被作为该问卷判断 PTSD 存在与否的标准。
CRIES-13 量表在国内外的信效度已经被验证[3,4]。
患者健康问卷-15(PHQ-15)：包括 DSM-IV 中关于躯体化障碍诊断标准中最常见的 15 个与躯体
症状相关的条目。本研究选择其中有关疼痛的 5 个条目，胃痛或肚子痛（简称腹痛）、背痛、胸痛、
四肢或关节疼痛（简称肢体痛）和头痛五组症状，来评估躯体不同部位的疼痛严重度。本量表询问
被评估者在最近一月中受躯体问题的困扰程度，0 为没有困扰、1 为有些困扰、2 为很大困扰。分数
越高表示受躯体症状困扰程度越重。PHQ-15 量表在国内外的信效度已经被验证[5,6]。
1.2.2 研究程序
本研究为两次横断面研究，分别于芦山地震发生后 3 月和 6 月由宝兴县教育局在各学校组织完
成问卷自评，由经过调查培训的调查员及班主任现场指导。采用班级集体施测，完成后集体回收。
调查前告知受访者此项研究对于促进灾后学校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真实回答的重要性，并
尊重自愿评估的权力。本研究经过四川大学伦理委员会同意，并得到四川省卫生厅及宝兴县教育局
的支持。
1.2.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Excel 和 SPSS13.0 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对象基本特征及疼痛程度数据的比较，除年
龄采用 t 检验分析外，其余均采用卡方检验。地震后不同时点躯体疼痛症状与创伤事件影响程度的
关系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地震后 3 月及 6 月青少年学生躯体疼痛症状描述
青少年学生的躯体症状在地震后 3 月及 6 月时评估的结果见表 2 和图 1。一个月内存在很大困
扰的躯体疼痛症状发生率在震后 3 月与 6 月时分别为：腹痛 5.1%与 4.9%、背痛 2.2%与 2.0%、胸痛
-43-

1.5%与 2.2%、肢体痛 3.7%和 3.1%、头痛 5.7%和 4.2%。分别比较每个躯体疼痛部位在地震后 3 月
与 6 月的疼痛困扰程度分布，肢体痛与头痛的构成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存在困扰的比例有下降（P
值分别为 0.016 和 0.002）
。
两次调查中腹痛与头痛带来的困扰均是青少年学生疼痛症状的主要特征。
表 2 地震后 3 月和 6 月时青少年躯体疼痛症状的基本特征
地震后 3 月

地震后 6 月

腹痛

背痛

胸痛

肢体痛

头痛

腹痛

背痛

胸痛

肢体痛

头痛

没有困扰（%）

52.9

79.9

85.6

71.8

56.2

51.1

79.4

84.5

69.2

59.9

有些困扰（%）

41.9

17.9

12.9

24.6

38.0

44.0

18.5

13.3

27.6

35.9

很大困扰（%）

5.1

2.2

1.5

3.7

5.7

4.9

2.0

2.2

3.1

4.2

均数

1.51

1.22

1.16

1.31

1.48

1.54

1.23

1.18

1.34

1.44

标准差

0.59

0.47

0.40

0.53

0.62

0.59

0.46

0.44

0.54

0.58

2.3 地震后不同时点躯体疼痛症状与创伤后应激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地震后不同时点躯体疼痛困扰程度与创伤后应激水平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3。数据显示：地
震后不同时间
（3 月和 6 月）
，
各部位躯体疼痛带来的困扰程度与心理应激水平之间均呈现出正相关，
而且在地震后 6 月时其相关性较震后 3 月时有增强的趋势（除腹痛外）
。
表 3 地震后青少年躯体疼痛困扰程度与创伤后应激水平（Cries 评分）的相关性

地震后躯体疼痛严重度
腹痛

背痛

胸痛

肢体痛

头痛

Cries

震后 3 月

.311

.227

.224

.282

.293

评分

震后 6 月

.305

.302

.276

.307

.336

注：所有躯体疼痛指标与创伤后应激水平（Cries 评分）均存在正相关（P<0.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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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躯体疼痛困扰程度与 PTSD
地震后不同时期青少年躯体疼痛困扰程度与 PTSD 的关系见表 4。根据 Cries 评分>30 分，地震
后 3 月 6 月 2 次横断面调查中青少年学生的 PTSD 患病率分别为 39.3%和 28.7%。在地震后 3 个月及
6 个月时，任何躯体部位疼痛（腹部、背部、胸部、肢体与头部五个部位）带来明显困扰时，PTSD
的患病率在 61.0-77.8%之间；而没有躯体疼痛的学生 PTSD 患病率则在 18.2-35.5%之间。疼痛有效
困扰相对于没有困扰者，PTSD 的相对危险度在 1.59-2.19 之间，很大困扰相对于没有困扰者，PTSD
的相对危险度在 1.72-3.71 之间。
地震后 6 月，青少年胸痛很大困扰的比例则较震后 3 月时增加，且胸痛很大困扰者的患 PTSD
风险也增加（P<0.05）
，同时胸痛没有或有些困扰者患 PTSD 风险较 3 月时却明显下降（P<0.01）。
而腹痛、背痛、肢体痛和头痛者很大困扰者患 PTSD 风险在震后 6 月与 3 月比，变化不大（P>0.3），
同时没有或有些困扰者患 PTSD 风险较 3 月时却明显下降（P<0.05）
。
表 4 地震后不同时期的青少年躯体疼痛困扰程度与 PTSD 的关系
症状
严重度
腹痛

背痛

胸痛

肢体痛

头痛

震后 3 月

震后 6 月

P值

症状例数

PTSD 例数（%）

RR 值

症状例数

PTSD 例数（%）

RR 值

没有

1474

409（27.7）

-

1692

308（18.2）

-

0.00

有些

1168

582（49.8）

1.80

1455

532（36.6）

2.01

0.00

很大

144

104（72.2）

2.61

163

110（67.5）

3.71

0.38

没有

2227

777（34.9）

-

2629

596（22.7）

-

0.00

有些

498

277（55.6）

1.59

614

306（49.7）

2.19

0.05

很大

61

41（67.2）

1.94

67

49（73.1）

3.23

0.46

没有

2385

846（35.5）

-

2798

674（24.1）

-

0.00

有些

360

224（62.2）

1.75

440

220（50.0）

2.07

0.00

很大

41

25（61.0）

1.72

72

56（77.8）

3.23

0.02

没有

2000

646（32.3）

-

2292

479（20.9）

-

0.00

有些

684

371（54.2）

1.69

915

398（43.5）

2.08

0.00

很大

102

78（76.5）

2.37

103

73（70.9）

3.39

0.36

没有

1566

468（29.9）

-

1984

380（19.2）

-

0.00

有些

1060

508（47.9）

1.60

1187

472（39.8）

2.07

0.00

很大

160

119（74.4）

2.49

139

98（70.5）

3.67

0.45

注：RR 值来自 PTSD 发生率在疼痛有些困扰或很大困扰分别与无困扰的比较。P 值来自同一部位躯体疼痛的同一困
扰程度在地震后 3 月与 6 月时 PTSD 发生例数的卡方检验。

3

讨论
PTSD 在地震后的青少年中是一个常见的精神健康问题[7,8]。相关的研究发现 4.5-95%的青少年在

地震后表现出 PTSD 症状[9]。
在本次研究中，
地震后 3 月 6 月青少年学生的 PTSD 患病率分别为 39.3%
和 28.7%，表明地震后青少年的 PTSD 问题确实值得国内心理工作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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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与 PTSD 的关系是密切的。Sharp 和 Harvey[10]系统分析文献后发现 PTSD 患者 20–80%存在
慢性疼痛，慢性疼痛患者中 10–50%存在 PTSD。而本次研究显示，地震后 3 月与 6 月不同部位的躯
体疼痛中，有些困扰发生率为 12.6-44.0%，而很大困扰的发生率为 1.6-5.9%。相对于没有疼痛困扰
者，
疼痛有些困扰者 PTSD 相对危险度在 1.59-2.19 之间，很大困扰者 PTSD 的相对危险度在 1.72-3.71
之间。因此，地震会给青少年学生带来明显的躯体疼痛症状反应，疼痛困扰程度的增加会导致 PTSD
的风险增加。
躯体疼痛症状与 PTSD 的关系是复杂的。最近的系统文献分析发现，不同部位慢性疼痛患者的
PTSD 患病率存在很大差异。慢性疼痛患者 PTSD 患病率为 9.8%，而慢性腰背痛患者的 PTSD 患病
率为 0.69%，慢性头痛患者为 25.3%，慢性骨盆痛为 30.5%，车祸后慢性疼痛则高达 46.7%。这一系
统分析结果带来很多困惑与思考：在成人群体中，为何不同慢性疼痛者的 PTSD 患病率差异如此巨
大，慢性腰背痛患者的 PTSD 患病率为何如此低，有什么临床意义？我们在同青少年学生地震后半
年内的 2 次横断面调查结果，首先验证了不同部位的躯体疼痛发生 PTSD 的风险均高，为在重大自
然灾害后通过疼痛问题来识别或筛查 PTSD 高危人群以及早期干预提供了依据；其次，青少年中腹
痛与头痛的困扰比例以及 PTSD 患病率都是各躯体部位中最高的，值得重视；同时，胸痛症状在地
震后 6 月时较 3 月时变得严重，并且与之相应的 PTSD 风险增加，表现出了其他部位疼痛与 PTSD
关系的不同特征。这是否表明地震后青少年学生中新增加或加重的胸部疼痛预示着 PTSD 的高风险
可能？地震后 6 月胸痛很大困扰的比例为何会增加？另外，本研究中发现青少年背痛困扰者的 PTSD
患病率也高，不同于成人慢性腰背痛患者的 PTSD 低风险，原因如何？这些特点均值得进一步验证
及深入探索。
疼痛常常导致学生病假、限制参加成长中的活动、或降低学习活动的投入，因此疼痛是影响青
少年学生学校功能状态的重要因素[11]。而且青少年期慢性疼痛甚至与成年期 PTSD 有关[12]。重大创
伤事件后 PTSD 与疼痛症状均高发，其关系与机理尚不清楚。但是，不管 PTSD 与躯体疼痛之间是
共病，因果关系，还是相互恶化的关系，都值得在地震后通过关注躯体疼痛症状来重视青少年学生
的创伤后心理健康。
本研究对地震后躯体疼痛症状与 PTSD 的关系进行了 2 次横断面评估，既可以更全面地描述不
同时期疼痛与 PTSD 的特点，也可以通过重复评估来验证疼痛与 PTSD 的关系，为地震后应激的心
身反应提供了部分证据，也为灾后群体的心身健康维护提出了重要的工作思路：关注躯体疼痛症状
可以突破人们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回避，对灾后创伤心理的筛查与识别有促进作用。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研究选取的是 PHQ-15 量表中评估躯体疼痛症状的 5 个条目
来评估不同部位的疼痛症状，虽简便快捷，但对疼痛症状的评估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没能够对疼
痛相关的疾病进行诊断和分析，不足以说明地震心理应激与躯体疾病的关系；缺乏躯体症状与 PTSD
在灾区与非灾区青少年中的横向比较，难以清晰呈现地震带来的影响；作为横断面研究，难以明确
疼痛症状与心理应激水平在前瞻性队列中的变化规律。这些问题，有待于未来的研究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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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灾后 18 个月躯体外伤幸存者家庭复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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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地震灾后躯体外伤幸存者家庭复原力的特点。方法：采用质性研究，选取地震中的12例躯体
外伤幸存者，其中PTSD阳性检出者6例，未检出者6例，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基于Walsh家庭复原力的框架，中
国灾后幸存者家庭复原力的保护性因素为“正面展望、责任感/使命感、弹性、信任/亲密”，危险性因素为“目标模糊、
责任感丧失、僵硬、指责/抱怨”；其中“弹性”和“信任/亲密”是非PTSD组的重要特征、“目标模糊”、“僵硬”、“指责/
抱怨”是PTSD组的重要特征。结论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复原力有其独特之处，它对PTSD的发生具有削弱作用。
【关键词】躯体外伤幸存者；家庭复原力；质性研究

A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Family Resilience for Injured Survivors in the 18months after the
Earthquake
YANG Wan-Qiu1, SIM Timothy 2,YANG Yan-Chun 3,MA Xiao-Hong 3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resilience for injured survivors after Earthquake under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MethodsWith purposeful sampling, a sample of 12 survivors among which 6 survivors were
positive for PTSD, 6 were not detected was conducted b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ResultsBased on Walsh’s family
resilience, protective factors of family resilience for injured survivors are positive outlook,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lexibility
and trust or intimacy and risk factors are unclear goal, a sense of irresponsibility, rigidity and criticism or complaint. In
addition, the major features of non-PTSD group include flexibility, trust or intimacywhile the major features of the PTSD
group were rigidity, criticism or complaint. ConclusionFamily resilience under Chinese cultural background has its unique
features, and it may be decrease the prevalence of PTSD.
【Key words】Injured Survivors ; Family Resilie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创伤后应激障（PTSD）已成为精神医学的研究热点。大量的研究发现，PTSD 绝不是由灾难或
创伤经验本身所单独引发，它与心理复原力相关，PTSD 患者的心理复原力倾向于低的分值[1] [2]。复
原力（Resilience）是个体经得起困境、或者在困境中能抗拒困境，促进健康并恢复正常的能力[3]。
在众多的复原力(Resilience) 研究文献中，家庭常常被看作是促进个体复原力生成的背景性因素或是
风险及保护机制[4]。近年来，学者们把家庭复原力（family resilience）作为独立研究的领域，即以家
庭为单位，发挥应对压力与适应逆境功能的过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芝加哥大学 Walsh 教

基金项目：云南省民政厅“8.03”灾后援助项目、香港理工大学“8.03”灾后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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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的家庭复原力理论。Walsh 教授认为，家庭复原力是家庭在面对种种不利环境时获得的机智灵活
的反弹能力，以及积极的危机承受能力、挑战能力以及自我修复能力等[5]。Walsh 教授阐述了构成家
庭复原力的核心框架为:①家庭信念系统，包括家庭成员共享对逆境意义的看法、积极的展望和灵性
的超越; ②家庭组织模式，包括灵活性、关联度和社会及经济资源; ③家庭沟通过程，包括观点澄清、
开放的情绪表达、合作性的问题解决[5]。
我国有关家庭复原力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外修订量表[6]，基于中国文化背景的开放性、质性研究
鲜见于文献。文化差异让不同国家或民族的幸存者即使面对同样的灾难也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和应对
方式[7]。为理解中国文化背景下灾后幸存者的家庭复原力，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探讨灾后躯体外
伤幸存者家庭复原力的内容，以及 PTSD 与家庭复原力的关系，为灾后精神康复干预提供可借鉴经
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目的抽样，选取鲁甸“8.03”地震后，住院的躯体外伤幸存者 12 例，入选标准:①灾后 1 个
月内，PTSD 症状为阳性检出者（PCL-C 总分≥50 分）；②灾前均无重大疾病或精神病史；③无酒精
依赖或者其他成瘾性药物史；④入选对象时考虑在入院伤情等变量上基本均衡。在灾后 18 个月，由
3 名具有 5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精神科医生采用 DSM-Ⅳ中 PTSD 诊断量表(CAPS[7])对 12 例对象进行
诊断（CAPS 总分≥65 分为阳性检出）
，其中 6 例患 PTSD，6 例未患。研究对象中男性 4 人（33%）、
女性 8 人（67%）
；年龄跨度为 21-51 岁，平均年龄为 38.67±8.50 岁；教育程度为文盲 5 人（42%），
小学 2 人（17%）
，初中 2 人（17%）
，大专及以上 3 人（24%）；职业为农民 9 人（83.4%）
、教师 1
人（8.3%）
、公务员 2 人（8.3%）
；均已婚；入院时伤情评定，1 例为危重和 5 例为重症（含 2 例截
肢；4 例女性、2 例男性）
；其中 F1 和 M4、 F4 和 M3 是夫妻（F 代表女性，M 代表男性）。研究对
象人口学基本情况及入院伤情评估状况见下表 1。
表 1 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及入院时伤情评估状况
个案代码

教育

（年龄）

程度

F1（41）

职业

灾难暴露情况

亲人死亡

伤情评定

文盲

农民

被掩埋、目睹子女死亡

1子1女

重症

F2（42）

文盲

农民

被掩埋

（无）

重症/左小腿截肢

F3（33）

小学

农民

目睹子女死亡

1子2女

中重度

F4（35）

大专

教师

被掩埋

1子

重症

F5（21）

小学

农民

（无）

丈夫

孕 12 周

F6（47）

文盲

农民

（无）

（无）

中重度

F7（50）

文盲

农民

被掩埋

1 女、1 孙女

中重度

F8（38）

文盲

农民

被掩埋

丈夫死亡

重症

M1（50）

大专

工人

被掩埋

（无）

危重症/左臂截肢

M2（38）

初中

农民

被掩埋

（无）

重症

M3（34）

本科

公务员

（无）

1子

轻度

M4（43）

初中

农民

（无）

1子

轻度

1.2 研究工具
研究者作为质性研究的最主要的工具[8]。本人在曾接受质性研究的训练，从事心理咨询工作十
年，整理咨询手记数十万字，本研究中的访谈和转录全部由研究者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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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访谈提纲围绕 Walsh 家庭复原力的三个维度展开。每次访谈时间
约为 30 -45 分钟。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尽量保持中立，访谈期间主要采用支持性心理技术，减少对
研究对象的干扰。访谈过程分为三个阶段：①预访谈。震后 1 个月，研究者采用拟定的访谈提纲，
对 2 名对象进行预访谈，然后修改、形成正式访谈提纲。②第一次访谈。震后 1 个月，对 10 例对象
进行深度访谈，2 例接受心理辅导。每个人累计访谈时间约 60 分钟。③第二次访谈。震后 18 个月，
研究者利用社区回访，再次对 12 例对象进行访谈，时间约 40 分钟。
1.4 研究伦理
本研究遵从定性研究中的伦理[8]：征得研究对象的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开始前，再
次强调保密原则和研究对象随时可以退出研究；访谈过程中，多采用支持性反映技术处理研究对象
在访谈过程中的情绪反应，少用影响性技术；研究结束后，回访研究对象，为其提供必要的心理支
持。
1.5 资料的分析与编码
访谈由研究者本人独立完成，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每个编码由性别代码和序号组成，即 F 代
表女性，M 代表男性，序号是 1-12。例如，F1 为第一位访谈的女性，访谈记录共有约 5.9 万字。
Stauss& Corbin 认为，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是最重要的环节，包括三个级别：①一级编码，即
开放式登录。研究者以从资料中发现概念类属，并加以命名；②二级编码，即关键式登录。通过发
现和建立概念类属间的各种联系来表现资料信息中各部分间的有机联系；③三级编码，即核心式登
录。系统分析所有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的“核心类属”，将分析集中到核心类属上[8]。研究者遵循以上的
研究思路逐步登录、编码，最终找到八个“核心内容”
。

2

访谈结果与分析

2.1 家庭复原力的结构
基于 Walsh 的家庭复原力的核心框架，研究者对访谈资料的编分析，探讨复原力中保护因素和
危险因素如何起作用。最后得到 3 个类别、八个“核心内容”
，
“核心内容”分为两极（保护因素、
危险因素）
，见表 2。
表 2 灾后家庭复原力的结构
类别属性

保护性因素 Positive factors

危险性因素 Negative factor

信念系统

P1 正面展望

N1 目标模糊

P2 责任感/使命感

N2 责任感丧失

组织模式

P3 弹性

N3 僵硬

沟通模式

P4 信任/亲密

N4 指责/抱怨

2.1.1 家庭复原力的保护性因素
通过资料分析，家庭复原力的保护性因素主要为：①正面展望。正面展望是对未来生活的积极
的期望、家庭有共同努力的目标，积极利用家庭内部资源对抗危机。②责任感/使命感。责任感/使命
感赋予人们前进的动力，但也是双刃剑，使命感太强，压力增加。③弹性。弹性是结构派家庭治疗
里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家庭适应转变的能力。Walsh 认为[5]，它是“家庭面临压力时的“减震器”，当
家庭遇到灾难或压力时，家庭系统的结构发生变化，某些家庭成员缺位或者功能发生改变，其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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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是否能补充角色，让家庭功能得以恢复。④信任/亲密。信任和亲密具体的表现为家庭成员之
间相互支持、相亲相爱融洽和谐的关系。
2.1.2 家庭复原力的危险性因素
通过资料分析，家庭复原力的危险性因素主要为：①目标模糊。目标模糊让人们慢慢失去前进
的动力和方向，消极被动。②责任感丧失。“责任感丧失”会降低个体存在的意义感、价值感。③僵
硬。僵硬也是结构派家庭治疗里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家庭结构缺乏灵活性，家庭遇到危机或者压力，
家庭成员不能相互补充角色，应对危机。④指责/抱怨。指责和抱怨让家庭产生疏离感，缺乏亲密感
和凝聚力。
表 3 “核心内容”在原始资料中的表述举例
编码分类

提及被试

N/%

F1 F3 F6 M4

4/33

原始访谈资料中的表述

保护性因素
正面展望

“我带着村里的兄弟去外面打工十多年了，以后等她（妻子）
伤好起来也，我们还是要出去……挣得钱，再回来把修房子的
贷款赔了，心也就安稳了”

责任感/使命

F1 F3 F4 F5 F6

感

F8 M1 M2 M3

去照顾儿女，他们都走了，我好后悔……龙头山有不少孤儿、

M2

老人，我想照顾他们”

家庭系统的

F1 F2 F3 F5 F7

弹性

M1 M2 M4

10/83

8/67

“我还有两个孙儿，我还得带（照顾）他们……我以前没有时间

“我妹妹一直照顾我，所有事情都是她打理，出院后，她也不去
打工了……嫁出去的女儿是不会在娘家做月子的，但是娘家人
说，孩子是大家的，一起养”

信任/亲密

F1 F2 F3 F5 M1

6/50

“地震发生时，他用身体背着倒下的墙壁，我让他先救爸妈和娃
娃’，他不肯放手，说‘死也要死在一起’，就在整面墙体压来的

M4

瞬间，他把我整个都拎了起来……结婚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红
过脸”
危险性因素
目标模糊

F3F4F6F7F

7/58

管它了”

8 M1 M3
责任感丧失

F2 F7 F8

“又没钱，啥子都做不来，现在摆个小摊，一天赚一两块（钱），

3/25

“我现在屋头的事一点都做不起,煮饭都不行，更别说照顾孩子
了……我担心腿伤，啥子都不敢动”

僵硬

F4 F6 F7 F8

5/42

“这个家里没有什么人可以靠得了，两个女人都得靠我，我爸走
的那两天，姐姐帮了两天……我不愿意和亲戚多说什么，他们

M3

理解不了”
指责/抱怨

F4 F6 F7 F8
M3

5/42

“面对她，我啥子话都说不出口，也啥子都不想说……她是时
常抱怨我，可我也不情愿这样，我一千个一万个想回到过去，
不去忙工作，也不会这样……”

2.2

PTSD 组与非 PTSD 组的家庭复原力差异分析

采用累计频数的方法，直观地了解研究对象在每个“核心内容”的选择情况，每个核心内容被
选中一次，记 1 分。图 1 显示，家庭保护因子依次排名为“责任感/使命感”、
“家庭系统的弹性”、
“亲
密/凝聚力”
、
“正面展望”
；其中“正面展望”两组报告的人数相同（均 2 例）
；“责任感/使命感”非
PTSD 组（5 例）报告略微多于 PTSD 组（4 例），
“家庭系统弹性”非 PTSD 组（6 例）报告高于 PTSD
组（2 例）
；
“亲密/凝聚力”非 PTSD 组（5 例）报告高于 PTSD 组（1 例），这可能提示“弹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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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凝聚力”是两组在家庭抗逆力因子上的明显差异。
图 2 显示，家庭危险因子排名第一的为“目标模糊”
、“指责/抱怨”，排名第二的是“责任感丧
失”
、
“僵硬”，其中“目标模糊”和“指责/抱怨”
”只有 PTSD 组报告（均为 5 例）；
“责任感丧失”
PTSD 组（2 例）报告略高于非 PTSD 组（1 例）；
“僵硬”PTSD 组（2 例）报告略高于非 PTSD 组（1
例）
，这可能提示“目标丧失”和“指责/抱怨”是两组在家庭抗逆力因子上的明显差异。
结合上述结果，这可能提示“家庭系统的弹性”和“亲密/凝聚力”是家庭抗逆力的重要保护因
子；而“目标丧失”
“僵硬”的家庭结构和“指责/抱怨”是抗逆力重要危险因子。

图1-非PTSD组与PTSD组家庭抗
逆力保护性因素比较
12
10
8
6
4
2
0

图2-非PTSD组与PTSD组家庭
抗逆力危险性因素比较
8

2
2

5

2

5

6

6

1

4

5

6

2
0

2
1

1

目标模糊 责任感丧失

Non-PTSD

PTSD

5

4
0

0

僵硬

指责抱怨

Non-PTSD

PTSD

2.3 研究的信、效度分析
2.3.1 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主要考察研究对象在“家庭复原力量表”（FSI）得分与自述的一致性程度。该问卷包含
23 个项目，从 1～4 表示“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
，分值越高复原力越好，但是该量表并非针对灾
难后的家庭[9][10]。在“PTSD 组”和“非 PTSD 组”各随机抽取两人进行测量。从表 5 可见，主观描述复
原力保护因子多的被试，量表得分也较高。这表明访谈的内容是可信的。
表 5 受访者自述情况与复原力量表测验结果的一致性程度
组别

研究对象

访谈中关于复原力的表述

FSI 量表得分

PTSD 组

F4

P2、N1、N3、N4

68

M3

P2、N1、N3、N4

60

F2

P3、P4、N2

79

M1

P1、P2、P3、 P4、N1

82

非 PTSD 组

2.3.2 效度分析
质性研究中“效度”是指用来评价研究报告与实际研究的相符程度。本研究采用了参与者检验法，
即研究者将访谈资料反馈给研究对象，请研究对象根据资料与本人实际情况符合程度进行判定（1
完全不符合—5 完全符合）
，12 例对象对资料“符合程度”评价均分为 3.857±0.76，这说明研究对象
认为，整理的资料比较如实地反应研究对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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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中国文化背景下灾后幸存者的家庭复原力特征
Lutha 认为复原力并非个人的自身状况，也作为社会和政治背景特征存在[85]。杨彦春[39]认为
灾后心理复原是基于一定社会文化情景的认知重构，文化中的核心信念、认知图式、行为仪式通过
文化的认同而内化到个体的精神结构中，影响个体的社会适应。因此，对灾后心理复原力的探讨应
置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本研究结果与 Walsh 的家庭复原力相比较，
“责任感/使命感”是幸存者
家庭复原力的特征，这可能与中国“家庭为本”的文化有关。东方人以维护家庭的稳定为最为重要
的伦理目标和宗旨，而西方人伦理与文化观是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以个人身份参与社会活动。12
例研究对象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正面展望”更多的体现在他们的生育观。“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的生育观深深烙印在人们心里，
“丧子”夫妇或多或少都有“耻感”，延绵子嗣是活下去的动力。
然而，“再生育”是把双刃剑，如果再生育成功，可减轻丧子之痛，甚至认为是死去孩子的“转世投胎”，
这无疑是一剂“良药”；如果不能再生育，婚姻的危机感、自责感、无能感将让夫妻，尤其是女性陷
入更深的痛苦。朴实的生育观念支撑着幸存者活着的信心，但也是一种文化压迫。
3.2 家庭的 “弹性”和“信任/亲密”是非 PTSD 组家庭的重要特征
家庭的“弹性”和“信任/亲密”让成员能弥补或者替代失能成员的责任，共同应对困境。我们可以
透过分析三个家庭，看到两组家庭的差异。例如，PTSD 组中 2 例丧夫的家庭，即 F7 灾前 10 年丧
夫和 F8 地震中丧夫。F7 的丈夫 10 年前，因夫妻吵架喝农药自杀，F7 一直忍受着周围人指指点点，
她认为，丈夫是报复她的行为，灾前 F7 和大女儿、孙女同住，他们遇难后，家庭变故巨大。F8 地
震中丧夫、重伤，以前家里靠丈夫，F8 家庭带着学龄的三个孩子，完整家庭结构受损，家庭弹性弱。
在非 PTSD 组中，F5 地震中丧夫，留下遗腹子，公公婆婆年迈多病，F5 的情况起初看来很糟糕，但
娘家人共同抚养孩子，F5 描述她的家人“苦中作乐”
，彼此有爱，这些就 F5 复原的重要因素。通过
上述家庭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弹性”和“信任/亲密”是重要的复原力保护因子。
3.2 “目标模糊”、
“僵硬”的家庭结构、“指责/抱怨”是 PTSD 组家庭的重要特征
大量研究研究表明，“希望”或“目标”是灾后复原力的重要保护因素[13, 59]。本研究中 PTSD 组的
研究对象均报告没有目标，“混日子、过一天算一天”。
“僵硬”的家庭结构降低了家庭应对危机的能
力，本研究中 PTSD 组中 4 例报告的了该特征。Walsh 等人研究发现，良好的家庭沟通中彼此同理包
容，避免责怪别人，坦诚的表达正面感受[82]。由此可以，与坦诚沟通相对立的“指责/抱怨”模式对其
家庭功能的具有损坏作用。本研究 PTSD 组中 5 例都采用 “指责/抱怨”的方式。
我们通过分析两个家庭，
可以看到两个组的差异。
F1 和 M4 家庭
（非 PTSD 组）
比 F4 和 M3（PTSD
组）家庭暴露水平高。F1 和 M4 的房屋全毁损，丧子女 2 人、农民，而 F4 和 M3 有公职，无房屋的
损毁、丧 1 子。这提示，灾难暴露水平并非决定是否发生 PTSD，需要深入了解两个家庭情况。F1
和 M4 在外打工，夫妻感情非常好，灾后试图再孕。然而，F4 和 M3 的家庭，遇难前 M3 加班，妻
子和孩子去探望，儿子不幸遇难。F4 总抱怨“如果你不加班，我们不去看你，孩子也不会没有”，他
们一直否认孩子死亡，曾到处寻找，家里大小事务打理只能靠 M3。通过两个家庭的对比，不良夫妻
关系和僵硬的家庭结构可能对 PTSD 发生具有危险性。
虽然本研究探索了灾后家庭复原力的特征，
但样本量有限，
因此其代表性也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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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技术与模式的研究综述
陈月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摘要】 目的

综合分析“5˙12”汶川地震前后相关期刊文献，了解目前相关研究现状，分析当前研究成果，

探究未来研究方向。方法
析。结果

13550086545）

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调查法、比较研究法、数据分析法等对数十篇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与分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主要方向为现状与问题性研究、方法与策略性研究、机制与措施性研究，但研究方

法较为单一，多采用定性研究，而较少采用定量研究。结论

研究模式需更多创新，更需注重社会应用性；专业人

才培养需挖掘医疗行业的专业资源，充分发挥其优势；机制与体系建设应进一步注重高效性和持续性。
【关键词】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模式；综述

1

心理危机干预概述

1.1 心理危机的概念
关于危机的概念有很多种。综合多种文献，笔者认为危机首先是一种情感体验，是个体对客观
存在事件或环境的一种感觉。其次，是一种对客观存在事件或环境的认知。当客观事件或环境超过
个体的认知，而无法有效获得控制感时，通常便会产生危机的情感体验。当事件或环境被个体充分
认知和获得控制感后，这种危机的体验变化减退或消失。综述之，心理危机是指个体在无法有效应
对或控制某一客观事件或环境时所产生的一种认知或体验[1]。
1.2 心理危机干预的概念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给处于心理危机中的个体提供有效帮助和心理支持的一种技术，通过调动个
体自身潜能来重新建立或恢复到危机前的心理平衡状态[2]。

2

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现状

2.1 研究现状分析
以中国知网（CNKI）收录期刊文献为数据来源，以“心理危机干预”为检索关键词，笔者检索、
分类、分析了自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时间前 2 年及后 10 年的关于“心理危机干预”的期刊文
献数量为 1215 篇。其中，2006 年度为 34 篇，2007 年度为 55 篇，2008 年度为 145 篇（5.12 地震之
前为 22 篇，之后为 123 篇），2009 年度为 147 篇，2010 年度为 142 篇，2011 年度为 136 篇，
2012 年度为 118 篇，2013 年度为 103 篇，2014 年度为 91 篇，2015 年度为 100 篇，2016 年度为 78
篇，2017 年度为 54 篇，2018 年 1-5 月份 12 篇。如下图 1。

[1]

Richard K James, Burl E.Gilliland 著,高申春等译.危机干预策略（第五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11
Gilliland B E,James R K 著,肖水源译，危机干预策略[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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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心理危机干预相关期刊文献数量

图1非常直观的呈现了近十多年间国内关于“心理危机干预”的期刊文献数量的变化。
2008年之前，尤其是2008年5.12汶川地震之前，学术界对于“心理危机干预”的关注还相对较少，
相关的期刊文献也较少。而5.12汶川地震之后，相关期刊文献的数量明显增多，很直观的说明了学
术界对“心理危机干预”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一直持续到2016年，之后几年的关注程度
明显下降，逐步恢复到2008年前的水平，甚至在2018年第一季度，相关期刊文献仅有11篇。由此可
见，重大社会事件对学术研究方向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可以极大的引领学
术研究方向，吸引更多学术资源。而更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可以更好地引导广大民众对社会事件
的科学认知。而随着重大社会事件的逐渐远去，科学认知的逐步普及与提升，相应的学术关注程度
也通常会随之降低。
在2006年至2018年间关于“心理危机干预”的1214篇期刊文献中，多数文献的研究对象为大学
生，其主要目的为如何构建科学完善的学校心理危机干预体系。而以“灾后”和“心理危机干预”
为关键词检索的期刊文献数量仅为60篇。其中，2006年度1篇，2007年度为1篇，2008年度为22篇，
2009年度为12篇，2010年度为12篇，2011年度为7篇，2012年度为2篇，2013年度为6篇，2014年度为
5篇，2015年度为0篇，2016年度为1篇，2017年度为1篇，2018年度为0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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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期刊文献数量

图2显示，我国在2008年之后，关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期刊文献数量开始增多，而之前却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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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空白。2008年汶川地震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相关的期刊文献也
大量出现。但自2014年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相关期刊文献又几乎重新进入空白期。
综合图1和图2，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关于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聚焦于
“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学术研究却仍然较为缺乏。我国自然灾害频发，每次的发生，都会对当地
居民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在灾后救援工作中，处理了医疗救援、灾后重建等，心理救援越来越受
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政府、社会组织等在灾后心理救援工作方面也已经取得显著效果。但灾后的心
理危机干预一直存在滞后。究其原因，第一、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及时性，要求灾害发生后，干预
者应在短时间内对当事人开展心理危机干预，这一定程度上限制心理干预资源的及时提供；第二、
心理危机干预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经验性，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从业人员的心理援助门槛，而专业的
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人才却很有限，从而导致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无法更加高效广泛的开展。
2.2 研究方向分析
关于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通常从公共社会心理和个体心理两个层面进行，研究和论述突发公
共心理危机和个体心理危机干预的理论策略及干预技术[3]。由此，此部分所论述内容属公共社会心
理危机层面的研究。
根据2006年以来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相关期刊文献综合分析，其研究方向可主要分为现状与问
题性研究、方法与策略性研究、机制与措施性研究等。

现状与问题性研究

方法与策略性研究

机制与措施性研究

图 3：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主要研究方向

2.2.1 现状与问题性研究
现状与问题型研究主要是指期刊文献的研究方向主要以呈现当下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现状为目
的，并研究在心理危机干预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根据对现有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相关文献整理与分析，所呈现的现状与问题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3]

陈道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M ]. 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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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现状与问题性研究
序号

方向

内容
专业人才缺乏，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学校教育方面：普遍缺乏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训练和实践、心理诊断与评
估的培训和实践、心理伦理道德的教育和培训、心理咨询（治疗）师职业
发展指导等。

1

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才
 职业鉴定方面：急需出台更为严格和有效的职业鉴定体系与制度，进一
步提升职业进入门槛。
 职业发展：急需加快完善职业促进体系建设，如临床督导体系建设，加
强心理专业人才队伍的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2

心理危机干预认知水平

3

心理危机干预体系与机制

中国民众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水平较低，亟待提高[4]
急需构建起更为完善高效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和响应机制。建立整体
预案，增强行动秩序和持续性[5]。

2.2.2 方法与策略性研究
方法与策略性研究主要是指期刊文献的研究方向主要以心理危机干预方法货策略为核心，以验
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并进一步探讨有效的灾后心理干预模式。
在本文所整理的60篇相关期刊文献中，以方法与策略性研究为方向的文献占总数量的百分比为
[ 6]

47.5%。其中涉及到的心理危机干预方法主要有“患恨导引疗法” 、“支持性心理治疗”[7]、
“认知行为疗法”、“眼动脱敏再处理技术”[8]、“紧急事件晤谈”[9]、“严重事件应激报告发”、
“艺术与游戏疗法”[10]等。这些方法已经得到相关文献的论证，其在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具
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心理危机干预模式通常是指在心理危机干预实施过程中的系统性方法和策略，强调过程的系统
性和持续性。
综合研究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相关期刊文献，其心理危机干预模式仍基本遵循Belkin GS所阐述的
3种心理危机干预理论模型[11]，即（1）平衡模式：认为处于危机的个体，心理和情绪失衡，原有
处理危机的干预机制不能够应对危机，不能很好的控制自我，所以个体必须得到新的危机干预机制
使之达到新的平衡，否则干预者只能稳定患者的情绪而不能采取其他的措施；（2）认知模式：认为
危机的来源是对事物的错误思维而不是事件本身，人们消极的思想会倾向往消极的行为发展，所以
危机干预就是要改变患者的错误思维，认识自己认知里面错的成分，从而获得新的认知；（3）心理
[4]

周俊丽,王鹏等.中国民众对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认知与态度的调研—以山东和四川为例[J].社会科学前沿, 2015, 4(3),
113-123
[5]
叶一舵.5·12 地震灾难心理援助的问题与思考[J].福建医科大学学报,2009,10(2),30-35
[6]
韩佩玉,曹正忠等.“患恨导引”疗法在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中的效能研究[J].时珍国医国药,2010,21(3),702-704
[7]
耿爱英.社会支持在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中的作用[J].山东大学学报,2009,6,44-49
[8]
潘光花.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技术研究[J].实用预防医学,2013,20(7),875-896
[9]
赵国秋,汪永光等.灾难中的心理危机干预—精神病学的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3),489-494
[10]
陈宝坤,杨侠等,心理危机干预方法研究进展[J].精神医学杂志,2014,27(6),470-472
[11]
BelkinGS.Introductiontocounseling[M].2nded.Dubuque,LA:WilliamC.Brown,1984:10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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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变模式：认为心理危机不是单纯的心理方面的错误认知，干预还要结合外界的环境，帮助个
体测定内部、外部的情况来获得自控能力。
2.2.3 机制与措施性研究
机制与措施性研究主要是指期刊文献的研究方向主要为如何构建其更为有效的灾后心理危机干
预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和措施。
综合各相关期刊文献所研究的成果，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机制与措施可归纳总为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才队伍建设与培养
即加快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人才队伍建设与培养，不仅强化人才队伍的心理业务素质，也要注重
人才队伍的医学业务素质，培养具有更广泛医学知识和心理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坚强人才
队伍业务督导体系建设，帮助其不断提升业务水平。目前，国内灾后心理危机干预人才队伍建设已
经取得明显成果，已基本构建起完善的专业人才梯队，以医学心理人才队伍为核心、以心理咨询师
为业务骨干，以心理救援志愿者为业务基础。
第二、构建高效的服务体系
即加快构建起高效的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服务体系，包括响应机制、组织机制、实施机制、宣传
机制等。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服务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政府为组织主导、医
疗机构为技术支持、社会机构全面协助的工作机制。同时，也基本构架起了较为完善的服务网络，
上级政府启动应急管理，下级政府组建应急处理队伍，社会机构积极参与。
第三、加强灾区心理健康宣传
多年来，由于民众对心理健康认识不足，为灾后及时有效开展心理救援和心理危机干预造成了
一些困难，使心理救援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自汶川地震以来，这一情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在
各级政府和社区的主导下，医疗机构和社会机构开展了大量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广大民众也逐步
开始关注心理健康。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是一项持久性的工作，需要不断加强和深入。
2.3 研究方法分析
当前关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多为文献研究和定性研究。
文献研究法虽然可以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的问题，
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无法有效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无法有效控制抽样误差。
定性研究往往需要依据一定的理论与经验，直接抓住事物特征的主要方面，这对研究者的理论
基础和学术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理论基础和学术方法时，其研究结
果的信度和效度也无法得到有效保证。
由此可见，未来关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学术研究，更需要在以往的研究基础上，加强量化研
究方法的应用，如问卷法、测量法、实验法等。

3

灾后心理危机干预通用模式
根据心理危机干预的不同特征，目前国内外主要应用的心理危机干预模式主要有整合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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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危机干预-创伤治疗模式和支持资源整合模式。
3.1 整合性模式
即上文中所阐述的，由Belkin GS所提出的3种心理危机干预理论模型：平衡模式、认知模式、
心理社会转变模式。这三种模式的具体实施具有相对的阶段性，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干预模式，如
下图。
心理、社会、环境
认知思维
情绪状态

内部 ＋ 外部

不合理 → 合理

失衡 → 平衡

早期

中期

后期

图 4 整合性心理危机干预模式

3.2 评定-危机干预-创伤治疗模式
评定-危机干预-创伤治疗（ACT）模式是由美国学者Roberts提出的一种综合性危机干预模式，
主要针对突发性危机和创伤性危机进行心理干预。它要求干预者在最短时间内对当事人进行危机干
预，使当事人接受系统的心理治疗，摆脱心理困扰。[12]
危机环境（生命危险、社会支持、救援需求）

症状评估、明确目标

心理状态（情绪状况、自我伤害、伤害他人）

制定方案、治疗创伤

评估

创伤治疗

危机干预
信息宣传、建立关系、再次评估
明确问题、处理情绪、实施干预
图5

ACT 心理危机干预模式

3.3 对支持资源的整合模式
该模式是在所有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法中，系统性的整合有效方法和策略来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教育、支持和训练的社会资源工程模式。当危机干预者资源有限时，通过训练团体领导、警察、
牧师等，提供最初危机干预和减轻情感痛苦的服务，从而最大程度的利用团体内的心理健康资源。[13]
[12]

Albert R,Roberts.Assessment,erisis intervention,and trauma teatment the integrative ACT intervention model[J].Brief
Treatment and Crisis Interverntion,2002,2(1):1-21
[13]
North C S,Hong B A.Project CREST:A new model for mental heslth intervention after a community disaster[J].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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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全面的干预系统。即灾难发生后建立电话危机服务、上访危机服务、移动危机服务、与危
机暴发区保持联系以及严重突发事件的应激管理等5种形式相结合的综合全面的干预系统。[14]

4

讨论
文章通过对2008年汶川地震前后时期关于心理危机干预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分类、分析，发

现我国关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在2008年之前几乎空白，但汶川地震后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相
关期刊文献大量涌现。这些文献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模式上仍较为单一，
仍然需要更多的创新，并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的社会应用性。在研究方法方面，也明显较为单一，
多为定性研究，而缺乏更多的定量研究，这为以后进一步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研究空间。
在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才培养方面，除了进一步加强政府的主导性之外，还应该更深入的挖掘医疗
行业的专业资源，充分发挥其在专业技术、学术研究、社会应用等方面的优势。在构建灾后心理危
机干预机制与体系方面，除了整合优化专业技术资源外，尤其要注重机制的高效性和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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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2000:373-388

-61-

灾难危机管理与心理危机干预的实践
与思考
陈 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E-mail：391077195@qq.com）
【摘要】 目的 通过对以往灾难心理危机工作的回顾，反思总结有效经验；表达对逝去生命的尊重，
对无私付出人们的谢意。方法 通过对参考书籍，参考文献的复习，对数据的整理和个案分析，总结灾难危
机管理和心理危机干预的心得体会。结果 探索一条本土化的灾难危机管理模型和心理危机干预操作方法。
结论 建立危机预案机制；统一指挥，有序进行；心理干预专业化训练；心理干预分级处理；心理干预从短
程向长程转变；对救援人员的心理状况不容忽视。
【关键词】 灾难

危机管理

心理危机干预

5.12，一个平凡的日子，是以护理学创始人蓝丁格尔的生日命名的国际护士节；可它更
是一个痛心的日子——四川汶川地震纪念日。转眼之间，大地震已经过去十年了 ，可当初
亲身经历的场面还是如此的清晰，记忆也是如此的深刻。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作为中国西部唯一一所部属大型综合医院医院。在大灾面前，卫生部
党委书记高强亲临一线，指挥各种医疗抢救工作，灾后心理干预也首次大规模跟进。但是面
对如此大的受灾面积，如此短的时间内大量的伤亡，还有伤员及其家属，以及灾难的受影响
者，需要多少心理工作者？心理工作如何进行才有效？这些心理工作者怎么指挥？技术如何
把关？这是国内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义不容辞担起
来这样的重任，呼吁全国各地的心理工作者给予大力支持，在华西医院的指导下成立了十几
支灾后心理干预医疗队奔赴灾区。在每个人口集中的区域如医院、安置点、工厂、学校、机
关以及救援部队开展工作，与当地政府、医疗、警方、驻军部队密切合作，目的就是要尽可
能将伤害降低到最小，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理上的。同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充分发挥
与国际合作的自身优势，邀请到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前来培训和指导医疗队的工作，使我们
能够在困境中负重前行。
有国外专家曾预言：地震发生后，灾区抑郁症的患病率将大幅度增加。我们分别对都江
堰、汶川、北川、青川等受灾极重地区的人群用国际通用的科研工具和诊断标准进行调查发
现，灾后一个月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为35.4%；灾后四个月创伤后应激障碍为11.4%，抑
郁症为23.4%；灾后半年创伤后应激障碍为8.8%，抑郁症为21.6%；灾后一年后抑郁症为8.4%。
这个数据与国外基本一致，没有出现外国专家预言的那样，发病率会大幅度上升。这可能跟
政府快速启动的救援行动、全国人民的积极关注支持、心理干预工作同步跟进的作用有关；
同时，社会文化基础不容忽视，这次大地震发生在四川西部山区，艰苦的生活条件炼就了当
地民众淳朴坚韧、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当灾难发生后，他们积极自救也起到了很好的作
用。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发生，还跟当事人的年龄、有无亲人
死亡，暴露在创伤环境下的时间以及参与工作等因素相关，青少年发病率高于成年人；农村
人口发病率高于城市；没有工作的人群高于有工作的人群；参与救援官兵和政府公务员在后
来的调查中也高于普通人群。我们对这些研究数据进行整理和总结，得出结论：心理援助需
要长程、专业化、系统化、分成面持续进行。
这些经验都是生命和血的代价换来的。温家宝总理曾说：
“一个民族在灾难中失去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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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中补偿”
，汶川地震心理救援工作的经验，应该和更多人分享。

1

建立危机预案机制

成语：未雨绸缪，说的就是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要预估风险并做好解决困难的准备。改
革开放几十年，我们的经济突飞猛进，各行各业，从管理者到普通民众，都忽略了对灾难的
预见性和处置方案的设置，导致汶川地震发生后，我们没有预案可循，只能凭感觉做事情。
指导各级部门和各系统制定相应的灾难预防抢救预案，成为必须。地震后，四川省卫生厅成
立了应急指挥中心，制订了一系列卫生应急预案；华西医院也成立了应急办和应急医疗队，
由全院各个科室的专业人员组成，制定了应急工作流程，定期训练，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
应急事件做好准备。

2

统一指挥，有序进行

这是重大灾难性事件发生后心理干预的首要任务。汶川地震后，虽然卫生部在华西医院
成立了心理干预医疗队，但各行各业，各系统分别有很多心理干预工作组。没有统一指挥，
缺少信息沟通，导致工作重复，遗漏，目标混乱，最后适得其反，不仅没有起到心理支持的
作用，反而让灾区的百姓起了反感，对心理工作产生抵触情绪。因此，有序的统一指挥就可
有效的进行信息互通，规避这样的现象发生，同时可以促进专业化的发展。

3

心理干预专业化训练

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越来越意识到灾难带来的心理影响，因此，心理救援和心理干
预已经成为灾难性事件抢救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由于我国专业人才的严重不足，很多经
过短程心理培训的人员也参与到工作中。但是心理救援和心理干预的工作是一个专业化程度
很高的工作，不仅需要心理学知识，还需要精神医学的知识，还与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人
格特征、社会经验以及沟通能力等多因素相关，因此，专业的系统培训和短程实践相结合的
训练方式可提升专业化水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不仅对自己的专业人员进行培训，还邀请国
内外专家对加入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的心理志愿者进行培训，增强其专业化水平。

4

心理干预分级处理

任何一个灾难性事件发生了，都会带来不同的心理伤害。心理干预的目标人群是所有受
影响者，目的是了解人们的心理需要和情绪状态、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同时指导科学的自我
调试方法，提供心理救助的信息以及传播正性信息，避免谣言；然后根据不同的情绪反应和
需要，分别使用不同的心理干预方法和干预步骤，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尤其需要识别高危人
群，专业精神科医生共同参与工作是必须的。

5

心理干预从短程向长程化转变

心理干预的目标分为三个等级，一是稳定，稳定情绪不至于崩溃，二是恢复心理平衡
和动力，三是增强心理能量，提升心理应对机制。我们大多数情况下的心理干预工作做到第
二级，但对于失去孩子的母亲、儿童青少年，他们心理伤害更重，是迫切需要进行心理重建
的人群。因此，长程的心理辅导工作成为后续的工作重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在完成了最初的灾难心理干预后，与国内教育系统、儿童精神卫生邻域内的专家一起，将儿
童青少年的心理重建从社会、家庭，延伸到了学校的教学中，持续三年帮助学校培训心理老
师，传授心理健康知识技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妇产生育专家对失去孩子的父母指导再
生育的过程中，对处理丧失心理和迎接新生命的心理准备工作，华西医院的心理医生持续长
程的关注和支持，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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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救援人员的心理状况不容忽视

参与灾难救援的人员，军人、警察、医护人员、政府公务员、学校老师，甚至志愿者等，
他们目睹了大量的伤亡，紧迫的工作时间和高强度的工作量，导致精力的大量消耗，缺乏相
应的心理自我调适技巧，疲劳、痛苦、无助将严重影响他们的心身健康状况。因此，救援人
员的心理干预也必须受到重视。华西医院的心理干预医疗队，不仅为受灾的民众服务，也同
步覆盖到了救援人群。

7

大地震后心理危机干预个案分析
案例简述：

7.1 来访者的危机现状
来访者,小雨,女，14岁，地震重灾区初二学生。地震发生前，阳光活泼，成绩优异。地
震后出现情绪哀伤，哭泣，食欲下降，睡眠差，回避交往，拒绝返回学校，反复闯入灾难场
景，记忆困难，无法学习，持续的自杀观念。
7.2 危机事件发生背景
出生在一个农村普通家庭，独生女。父母均在外打工。出生及发育正常，出生后由爷爷
奶奶照顾其生活，爷爷奶奶没有文化，很少有教育和交流；家中还有姑姑的儿子，比她小一
岁，从小姐弟俩关系较好，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读书，一直一起上学放学，弟弟成绩也很
好，姐弟俩在学习上互相帮助，无话不谈，曾相约一起考上当地的重点高中。地震发生后，
小雨冲出教室，躲过了灾难，但弟弟却没有跑出来。几天以后，小雨目击了弟弟残缺不全的
遗体，失声痛哭，内疚自责，认为自己自私，独自跑出，没有拉上弟弟一起逃生，弟弟的死
亡是自己的错，无法原谅自己，将自己关在弟弟的房间里，独自发呆，穿弟弟的校服，背弟
弟的书包，连续好几天不睡不吃不喝；拒绝见到老师和同学；拒绝回到学校。情绪抑郁，悲
观绝望，父母和老师向心理咨询师求助。
7.3 来访者的主要问题
抑郁情绪,饮食、睡眠障碍伴自杀观念。
地震灾难带来亲密伙伴的离世，不由自主的创伤情景的闯入，产生丧失和哀伤，内疚自
责，导致无法完成学业，加重情绪低落，社会功能受损。而作为留守儿童，从小与父母的依
恋关系没有建立，父母角色的缺位，导致家庭支持系统缺失。在成长生活中遇到的困惑与委
屈，只有弟弟是唯一可以交流的对象，弟弟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弟弟的遇难其实是她精神
的死亡。看不到人生意义,看不到希望,情绪绝望, 与老师同学疏远,注意力和记忆力的困难,
无法学习再次雪上加霜,悲伤无助,持续的自杀观念。所有的心思都是内疚自责，找不到活着
的理由；不良的情绪、生活无规律使其更难以坚持学习。
7.4 心理诊断：
“创伤后应激障碍”
7.5 干预目标的建立及干预过程
（1）创伤处理目标：平复哀伤情绪，逐步接纳灾难和生命的丧失。
（2）情绪目标： 降低内疚自责情绪，和在学习方面感到的困难和沮丧感。鼓励与父母
交流,得到理解和支持。鼓励与老师和同学就学习和未来展开交流,降低孤独无助和学习困难
而产生的痛苦。
（3）行为目标：尝试寻找身边的信任与支持系统，学会向他人表达感受和需要，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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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父母及老师同学建立联接和沟通。 降低对学业的要求,尽可能的恢复学习和生活的行为正
常化,纠正混乱的生活节奏，重建积极有效的应对情绪的方式。
（4）认知目标： 对自我的评价、内疚自责的认知方式进行调正，对问题行为和情绪的
分析，重塑自我概念、树立自己新的目标，展现希望。
此案例心理干预持续时间约一年。心理师通过默默的陪伴，表达真诚与接纳，理解与包
容，与其建立情感联接，唤醒她精神动力的目标。同时就其目前的状况协同精神科专家共同
进行工作。之后通过传统的祭奠仪式，帮助宣泄和梳理情绪；鼓励其将对弟弟的思念和情感
写成信，并陪伴小雨去给弟弟扫墓，将信烧给他，寄托哀思，表达情感。期间逐步拉开扫墓
的间隔时间，从想去就去逐步过渡到特殊纪念日再去扫墓。在睡眠状况改善，情绪平复状态
下，开始与之探讨、处理哀伤和丧失感，使之正确面对死亡和灾难；促进其发现其情绪与认
知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教会过度的情绪反应的处理方法，学会自我情绪监测。然后鼓励和陪
伴小雨逐步恢复到地震前的自我生活照料状态；尝试回到校园，减少到弟弟房间的时间和次
数，与之回顾和弟弟的约定，并将此作为目前的学习生活目标，鼓励用行动去实现这个约定。
在此过程中，协调学校老师配合，降低对她的学业要求，不强迫更换书包和校服。最后，当
小雨以优异成绩考进当地重点高中时，咨询师陪伴小雨再次来到弟弟墓前，郑重地告诉弟弟，
共同约定的目标已经实现，接下来要去实现自己的目标了，让弟弟放心离开，和弟弟说再见。
要求换下弟弟的校服和书包，开始自己的生活。此时心理干预告一段落。

8

结论

在这个个案中，心理师首先对来访者的情绪风险进行了评估，做出了需要精神科专家参
与共同工作的决定，并取得了来访者和家属的认可，提高了治疗效果，规避了自杀风险。
其次,心理师对来访者进行了哀伤处理，减轻了来访者对丧失的痛苦情绪，使来访者感
受到被支持和理解；并从中学会了一定合理情绪宣泄的方式，纠正无效的应对方式，从而对
灾难和死亡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心理师并没有对个案的丧失情感进行强行的剥离，而只是教会自我情绪的检测和处理痛
苦情绪的方法，让来访者与原有的情感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同时，心理师积极的情感介入，
让来访者感觉到支持和安全，再以来访者原有的约定作为阶段性目标，以促进改变动机。充
分表达了心理工作的特点：时时在陪伴，常常在安慰，偶尔在治疗。
通过对此个案的辅导过程的回顾，可以看出，重大影响事件只是导致心理危机的导火索，
个体的认知结构、以往的经历、应对方式以及社会支持系统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心理危机干预不能仅仅停留在危机事件本身，后续深入的心理辅导，帮助当事人整合认知、
情感和意志，促进当事人的人格的发展才是心理危机干预的最终目的。
这些经验的总结，让我们更成熟，也跟坚定了心理救援与心理干预工作的步伐。五年后，
我们四川再次经历4.20芦山大地震，震级七级，从省政府到各级机构快速根据应急预案做出
反应，统一调遣各路医疗资源，系统指挥。华西医院应急医疗队通过20分钟集结完毕，首支
医疗队12名医护人员，其中有三名心理医生由直升机空降到灾区，第一时间开展工作。后来
华西医院的医疗队又成功完成云南鲁甸地震、彝良地震、尼泊尔大地震的救援工作，每次救
援工作，心理救援和心理干预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
可是，在我的心里一直有个愿望，能不能尽可能把事后的心理救援变成常规的心理危机
预防和心理建设呢？路漫漫兮，任重而道远，除了持之以恒的信念，还需要多专业多学科，
多部门，多系统的通力合作与研究。
在5.12大地震十周年的日子里，我特别写下这篇纪念专题，为亡者点燃一支蜡烛，祝愿
他们在天堂安好；为生者点燃一盏明灯，为他们照亮前进的道路，愿他们走出阴霾，走向
新的生活；为曾经悉心指导我的各位老师、前辈们，沏一杯清茶，道一声谢谢；为曾经和

-65-

我一起战斗工作的同道们送上一抹初夏的阳光，为我们曾经的选择无怨无悔，用更坚定的信
心走在这天专业的道路上。
有一种怀念叫做记忆：不能忘却当初的地动山惊；有一种执着叫做承诺：当初对灾区人
对亲友所许下的承诺，是否实现？有一种新生叫做改变：震前和震后的种种变化，你是否深
有感触？有一种铭记叫做感恩：曾给予四川援助的恩人，我们依然在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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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延续性康复干预对
家庭关怀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叶应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610041；

E-mail：694253808@qq.com；Tel：17318600979）

【摘要】 目的 探讨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延续性康复训练对家庭关怀与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出院
病情稳定并且门诊及社区随访患者 101 例，所有患者均定期门诊随访、评估及社区康复，分别于研究开始时(基线)、
3 个月及 6 个月采用家庭关怀指数问卷（APGAR)和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对每组家庭进行家庭关怀和生
活质量评定。结果 患者参加延续性康复训练前及训练后 3 个月、6 个月 APGAR 和 GQOLI 量表评分均明显高于训练
前，APGAR 越高，GQOLI 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
。结论 延续性康复训练对家庭关怀指数有促进作
用，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显著地作用。家庭关怀指数越高，生活质量则越好，家庭关怀指数与生活质量成正
向关系，家庭关怀有利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对疾病恢复提供积极作用。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家庭关怀；生活质量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复发性疾病，病程迁延，随着复发次数增多患者的病情会越来越恶化，回归
社会及康复的机会也就越少，[1]给社会、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减少疾病复发率，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对精神疾病全面康复具有积极的作用。90%的患者达到临床治愈标准出院后仍需要在家
庭中接受长期的服药治疗及护理。[2] 而往往患者出院后就意味着和医院失去联系，只有通过为数不
多的复诊了解到患者的病情，其实这很难满足患者的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更加注重健康的
今天，矛盾也就更加突出。但是各大医院的侧重点是门诊及住院治疗，对出院患者的继续教育、随
访只是流于形式，并没有专业的团体，也并没有从实际解决患者的需求。为此本文尝试为恢复期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延续性的康复训练，探讨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延续性康复训练对家庭关怀与
生活质量的影响。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某三甲综合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出院患者及门诊随访及社区随访患者为研究对象，自愿参加本
项研究并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患者共101例。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
版（CCMD-3）和/或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CD-10）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②病情稳定达3个月以上；
③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④年龄在15-60岁。排除标准：①合并有严重的心、肺、肝、肾、脑等躯体疾
病；②有酒及药物依赖或滥用史。所有自愿参加本研究的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101例患者中
男59例（58.4%）
，女42例（41.6%）
，年龄最小为15岁，最大为60岁，平均年龄为28.8±10.6岁。
1.2 方法
1.2.1 干预方法
在学习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和社区共同建立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延续康复服务中心，并以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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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对患者及家属提高康复训练。研究开始时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评估人员采用评估工具对101
例患者进行基线调查，并在研究开始后3个月和6个月重新进行评估。评估人员精神科工作年限均在8
年以上，每人负责完成每位患者的三次随访评估，经过培训其对评定工具和诊断标准一致性检验的
Kappa值为0.81-0.93（P＜0.05）
。培训内容包括家庭关怀指数问卷（APGAR)和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
卷（GQOLI)的应用，采用统一的引导语。会所精神康复训练采用个案管理及小组训练的方式，每名
患者均确定1名个案管理员，通过电话随访、家庭访问等方式定期了解患者当前的心理及健康情况、
用药，家庭关系等。采用“个案记录表”的形式记录分析，并与患者共同制定个人康复计划，随访
时确认计划完成情况等。个案管理员在研究开始1个月内每周随访1次，1个月后每2周随访1次。此外，
在研究开始1个月后将患者分为6个小组，安排患者及家属共同参加社区精神康复团体训练，个案管
理员随访并了解患者参与小组训练的效果。小组训练课程均为6次课，在3个月内完成，而个案管理
员随访持续至研究结束。其内容包括：
（1）药物管理：讲解药物相关知识、治疗的作用及副反应，
强调规律服药的重要性，能认识药物副反应及正确处理（2）压力管理：指导家人和患者在遇到压力
时如何宣泄，学会相互倾听，相互包容、学会放松，讲解家人的关怀、尊重、理解对患者情绪及信
心有重要意义（3）社交技能训练：指导家属帮助患者树立与人交往的信心，培养患者如何与人打招
呼，如何与人相处，鼓励患者参加娱乐活动，为患者创造社会实践平台，参加公益活动，如到敬老
院做清洁等（4）生活技能训练：包括培养患者的自理能力，协助患者制定生活计划，如每天的作息
时间，分担家务买菜做饭、洗碗、整理房间、洗衣等日常生活。一切的活动均由家属监督完成，避
免家属过度保护。
1.2.2 观察指标
采用家庭关怀指数问卷（APGAR)，该量表包含 5 个因子: 适应度 ( Adaptation); 合作度
( Partnership)；成熟度( Growth); 情感度( Affec-tion)；亲密度( Resolve)。采用 3 分制评分方法，
“经
常这样”得 2 分，
“有时这样”得 1分，
“几乎很少”得 0 分，最后将 5 个问题得分相加。0 ～3 分
表示家庭功能重度障碍，对患者的关怀很少; 4 ～6 分表示家庭功能中度障碍，对患者有一定的关怀;
7 ～10 分表示家庭功能良好，对患者有较多关怀。
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该问卷主要用于社区普通人群生活质量的评估， 慢性病患
者等特定人群生活质量的综合评定问卷。问卷为多维评定，包括躯体功能，生理功能，睡眠与精力，
社会功能等维度，20个因子共74个条目。 每个条目评分范围为1-5分，评分越高，生活质量越高。

2

统计方法
所得数据均采用SPSS16.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相关分析。

3

结果

3.1

101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训练前后生活质量与家庭关怀评分结果比较

参加会所精神康复训练后的3个月时APGAR评分比培训前高，GQOLI评分比培训前高，6个月时
的APGAR评分比3个月时的高，GQOLI的评分比也3个月时的高，APGAR ,GQOLI康复训练前后3个
月、6个月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1 APGAR、GQOLI评分比较
培训前

3 个月

6 个月

GQOLI

41.05±15.92

37.42±15.24

38.40±16.76

APGAR

6.74±2.45

6.61±3.14

6.74±3.22

-68-

F值

P值

3.2

101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训练前后生活质量与家庭关怀相关性

使用相关分析得出，当APGAR评分增高时，GQOLI评分同时升高，适用于基线、3个月、6个月
的每个阶段的APGAR与GQOLI之间的相关关系，且干预措施与时间之间存在交互作用（P＜0.00）
。
表2可见APGAR与GQOLI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表2 APGAR、GQOLI之间关系
APGAR1
GQOLI 1

APGAR2

-.371

GQOLI 2

-.201

GQOLI 3

4

APGAR3

-.306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慢性迁延性疾病，随之疾病的发展，患者的社会功能逐渐衰退及生活质量显
著降低，加上家属对疾病知识的匮乏，面对精神疾病的羞耻感及反复发作，也让家属失去耐心、信
心，从而使患者得不到接纳、理解、关怀、科学的照顾，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康复。对出院患者
开展延续性的会所康复训练弥补了患者从出院到复诊的脱节现象，解决了患者及家庭的后顾之忧，
减少患者复发率，同时也让患者体会到医院的人文关怀，减少日益突出的医患矛盾，也适应当今社
会的发展。延续性的会所康复训练成为有效的干预手段，提高患者社区治疗依从性，对恢复社会功
能，生活质量有重大意义。[4]
本研究结果显示，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开展延续性康复训练后家庭关怀指数和生活质量量表
指数均增高，开展延续性康复训练后提高家人对患者的关怀度，改善生活质量。家庭成员的价值观、
对家庭成员的关怀度、情感表达等都会影响到家庭成员的健康状态及其生活质量，进而影响整个家
庭的功能。[5]本文通过延续性会所康复训练促使家人和患者共同参与康复训练活动有更利于家庭成
员情感交流，增进彼此亲密感，提高家人对患者的家庭关怀度。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家人对抗精神病
药知识了解甚少，加上服药时间长及药物副反应，很容易导致患者自行停药或是减药，最终使疾病
再次复发，生活质量明显下降，也使家人不断丧失信心、耐心，对患者关怀程度降低。通过小组训
练，使家人及患者了解疾病药物的更多知识及坚持服药的重要性，改变对精神药物副反应的态度，
不会再排斥或者停药，进一步协助提高患者服药的依从性，减少疾病复发率，从而增强家人和患者
战胜疾病的信心，更好的发挥家庭关怀职能，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大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均有退缩行
为，自我照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减弱，意志活动减退，心理承受能力减弱，敏感，多疑等，对患
者进行有针对性的进行社交技能训练及生活技能训练，通过家人的共同参与，让患者更能体会到家
人的支持与关怀，促进家人与患者的交流，能进一步提高患者独立生活的能力，学会正确的与人交
往，学会表达与交流；同时实行个别化个案管理及压力训练，使患者更好的识别压力源，学会控制
情绪及处理情绪，能更好的提高患者的社会适应能力，有利于疾病的康复，减轻家庭负担。
有研究认为精神疾病患者家庭协助患者妥善解决各类心理及生活问题，可明显地促进患者的功
能康复，减少疾病复发，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本文研究中开展延续性康复训练后家庭关怀度指数
及生活质量评分均有明显提高，结果显示开展延续性康复训练后有利于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生活环
境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家庭关怀度及生活质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呈正相关关系，显示了良好的
家庭支持能显著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对精神疾病恢复提供积极作用。家庭关怀能使处于痛苦中的
患者感到温暖，获取到情感与支持，对稳定患者的情绪有重要意义[6]。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
康复和减少复发，一直是精神病防治工作的重点，如何改善患者的康复程度，提高患者的社会功能
和生活质量，增强家庭与患者之间的沟通，是精神病防治工作中常常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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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出院患者的延续性康复的也越地位来越引起重视，本研究由于研究时间短，对开展延续性康
复训练更多的治疗手段有待进今后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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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后陕西宁强中学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和抑郁障碍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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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心理卫生中心）
【摘要】目的本研究将2008年汶川地震后距离震中327公里的宁强县初中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抑郁症
患病率进行评估。方法于2009年3月在陕西省宁强县开展了基于人群的心理健康调查。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量表，儿童
版创伤应激量表（CRIES-13）和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来对宁强县1,841名中学生进行评估。结果PTSD
患病率为28.4％，其中女性为32.7％，男性为23.8％（女性vs.男性，p = 0.001）
，重度暴露组为38.6％，轻度暴露组为
24.3％（重度vs.轻度暴露，p<0.001）。抑郁症总体患病率为19.5％，其中女性为24.0％，男性为14.7％，重度暴露组
为24.5％，轻度暴露组为17.5％（女性vs.男性，p<0.001；重度vs.轻度暴露，p<0.001）。在多元分析中，“感到绝望”
或“危险”和“拥有自己的因素房屋被破坏或损坏”与PTSD症状显着相关。女性性别和疏散时间延迟在女性中，地震相
关的经历在男性中，与抑郁症显著相关。结论汶川地震发生10个月后，汶川地震中儿童和青少年经历创伤性事件与
PTSD和抑郁症显著相关。这些数据突出显示了对远离地震中心的农村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服务的需求。
【关键词】地震；创伤后应急障碍；抑郁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的特大地震。地震导致超过9万多人死亡或失踪，
40多万人受伤[3]。这场灾难不仅对社会及个人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且还给四川，陕西和甘
肃等省份的幸存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心理创伤[4-6]。有研究报导称儿童和青少年在地震等灾难性事件
后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7]。因此，研究灾区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为自然灾害幸存者
提供适当的心理健康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调查汶川地震发生10个月后，距离震中约327公里的农村地区（中国陕西省宁强县）的儿童
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研究通过对灾难后高风险人群精神健康问题的筛查和分析，为受影响人
群提供未来的心理援助和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陕西省汉中市宁强逸夫中学（7-9年级）的2,048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宁强距离汶川地震震中
约327公里。逸夫中学是宁强县最大的中学，几乎涵盖了除偏远山区外县城及周边的所有初中儿童。
1.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普查方法进行调查，调查在正常上课时间开展。其中1,967名学生（应答率：96.0％）
完成了调查，删除无效问卷，最终样本为1,841（有效率：89.9％）
。
1.3 数据收集
数据是在2009年3月（地震发生后10个月）收集的，调查在一天内完成。初始评估采用自我报告
形式，包括一般状况信息，儿童版创伤应激量表（CRIES）和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
。
一般状况信息调查表一般状况信息调查表采用自行设计，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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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背景和地震中的暴露经历。根据地震期间的暴露程度，调查对象分为两组：
重度暴露组：本组中的学生至少经历过以下五种暴露之一：1）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中；2）受
伤，住院或手术；3）家人死亡或受伤；4）自己的房屋被毁坏或严重受损，无法居住；5）目睹了某
人（家人，朋友或陌生人）或倒塌的建筑物的死亡或受伤。轻度暴露组：没有经历上述五次暴露中
的任意一项。
儿童版创伤应激量表（CRIES-13）CRIES-13适用于从经历过创伤事件的儿童样本中筛查PTSD
的高风险人群，量表的总分表明创伤后应激反应的严重程度，范围为0-65。CRIES-13包括三个分量
表：侵入（4个条目）
，回避（4个条目）和唤醒症状（5个条目）[8]。本研究采用的是CRIES-13的中
文版本[9]，以分数30分作为区分PTSD病例的临界点，将调查人群分为PTSD正常组和高危组。
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DSRSC广泛用于衡量儿童的抑郁症状，这个量表由18个条目
组成，得分范围是0-36。中文版本的DSRSC有很高的信效度[10]。得分为15分被认为是识别中国儿童
抑郁症的临界点，灵敏度和特异度能得到较高得认可。本研究使用这个临界点将调查人群分为正常
和抑郁症高危组[11]。
1.4 统计分析
将数据录入Epidata3.0建立的数据库，使用SPSS 18.0进行分析统计。对于分类变量使用卡方检验
来评估组间差异，对服从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的连续变量采用t检验评估组建差异。对于不服从正态
分布和方差齐性的连续变量，则使用Wilcoxon秩和检验。采用Logistic回归探索PTSD和抑郁障碍的危
险因素。

2

结果

现场发出2,048份问卷，回收问卷1,967份，其中有效问卷1,841份。应答率为96.0％，有效应答率
为89.9％。在接受调查的受试者中，7.8％家庭房屋遭受破坏或损坏；2.4％有家人死亡或受伤；1.5％
受伤，或住院或手术；0.6％被埋在或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物中。人口特征包括地震后的生活环境如表
1所示。
调查对象根据他们在地震中的经历分为两组。重度暴露组共522名学生（28.4％），男性241人
（46.1％），女性282人（53.9％），平均年龄14.17±1.14岁。轻度暴露组共1,319人（71.6％），其中男
性655人（49.7％）和女性663人（50.3％）
，平均年龄14.15±1.19岁。轻度和严重暴露组之间没有差异
2
2
（性别：χ =1.9599，p=0.162；年龄：χ =2.8317，P=0.726）
。
表1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项目

人数，n(%)

性别
男

896(48.7)

女

945(51.3)

民族
汉

1827(99.2)

其他

14(0.8)

年龄
<12

113(6.1)

13

471(25.6)

14

553(30.0)

15

456(24.8)

16

2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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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6(1.4)

年级
7

604(32.8)

8

657(35.7)

9

580(31.5)

地震中个人经历
被困或掩埋

11(0.6)

受伤、住院或需要手术

27(1.5)

感到危险

1053(57.2)

感到绝望

140(7.8)

家庭成员受伤或死亡

45(2.4)

房屋坍塌或严重损坏

140(7.8)

目睹受伤或死亡

204(11.1)

目睹建筑倒塌

172(9.3)

转移到帐篷的时间
<2 天

1322(71.8)

2-3 天

151(8.2)

>3 天

165(9.0)

当前居住地点
原住所

1731(94.0)

迁移到其他地方

110(6.0)

生活环境
自己家

1600(89.0)

其他人家

130(7.2)

帐篷

59(3.3)

板房

8(0.5)

重新开课时间

2.1

<1 周

116(6.0)

1-2 周

55(3.0)

3-4 周

434(23.6)

>4 周

1241(67.4)

PTSD 的影响因素

CRIES-13量表的总分和三个分量表（侵入，回避和唤醒）平均分分别是22.74±11.85，7.14±4.78，
7.32±5.16和8.28±5.23。女性的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p<0.001）。重度暴露组的得分均显著高于轻度
暴露组(p<0.001)，详细内容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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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性别及暴露等级下CRIES-13量表总分及个条目得分情况
总分

侵入

回避

唤醒

22.74± 11.85

7.14± 4.78

7.32± 5.16

8.28± 5.23

男

21.41± 11.68

6.60± 4.65

7.00±5.16

7.81± 5.07

女

23.99± 11.89

7.64± 4.84

7.62± 5.14

8.73± 5.34

Z值

-4.697***

-4.747***

-2.625*

-3.757***

轻度

21.53± 11.69

6.73± 4.71

6.99± 5.15

7.82± 5.14

重度

25.76± 11.72

8.16± 4.80

8.15± 5.09

9.46± 5.27

Z值

-7.193***

-6.090***

-4.485***

-6.288***

总体
性别

暴露级别

注：*p<0.05,***p<0.001
CRIES-13量表以总分30分为临界值，522名（28.4％）学生被认为患有PTSD。与男性和轻度暴
露组相比，女性和重度暴露组的患PTSD人群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和轻度暴露组（分别为32.7％ vs.
23.8％，p=0.001；38.6％ vs.24.3％，p<0.001）
。详见表3
表3 不同年龄及暴露等级下PTSD患病情况
项目

正常组

PTSD 组

性别
男

683(76.23)

213(23.77)

女

636(67.30)

309(32.70)

暴露级别
轻度

998(75.72)

320(24.28)

重度

321(61.38)

202(38.62)

χ2

p

18.04

<0.001

37.92

<0.001

Logistic回归用于地震后PTSD发病的多因素分析（表4）。结果显示：感到危险、目睹受伤或死
亡及建筑倒塌和自家房屋被毁坏或严重受损均PTSD发生的高风险因素（p<0.001）。性别对于PTSD
的发病风险存在显着差异（p<0.001）
，女性是男性的1.65倍。
表4 PTSD危险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
变量

β±SE

OR

95%CL 下限

95%CL 上限

p

性别

0.501±0.131

1.651

1.276

2.135

<0.001

年龄

0.133±0.055

1.142

1.025

1.272

0.016

是否感到危险
否

1.000

是，但仍有希望

0.788±0.147

2.198

1.647

2.934

<0.001

是，且感到绝望

1.617±0.346

5.037

2.559

9.916

<0.001

目睹地震相关事件
否

1.000

受伤或死亡

0.793±0.191

2.211

1.520

3.216

<0.001

建筑坍塌

0.643±0.194

1.903

1.302

2.782

0.001

自家房屋损坏
否

1.000

是，但仍可居住

0.685±0.149

1.984

1.480

2.659

<0.001

否，完全损毁

1.071±0.248

2.917

1.795

4.74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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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抑郁障碍的影响因素
DSRSC量表女性得分显著高于男性（P<0.001）
。重度暴露组的DSRSC总得分显著高于轻度暴露
组（p<0.001）。DSRSC量表的总得分不存在年龄差异。以15分作为标准，19.5％的学生存在抑郁情
绪。如表5所示，女性占24.02％，显著高于男性的14.7％（p<0.001）。另外，重度暴露组抑郁症患病
率为24.47％，明显高于轻度暴露组的17.5％（p=0.001）。抑郁情绪的发病风险不存在年龄差异。
表5 不同年龄及暴露等级下PTSD患病情况

项目
性别
男
女
暴露级别
轻度
重度

正常组

抑郁组

764(85.3)
718(76.0)

132(14.73)
227(24.02)

1087(82.5)
395(75.5)

231(17.53)
128(24.47)

χ2
25.28

p

11.51

<0.001

<0.001

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感到绝望的学生患抑郁障碍的风险最高，是没有绝望感的学生的3.5倍
（p<0.001）（表6）
。性别对于抑郁障碍的发病风险存在显着差异（p<0.001），女性是男性的1.8倍。
相反，抑郁障碍的高发病风险与复课前时间呈负相关，4周后恢复课程的孩子出现抑郁障碍的风险是
1周内复课孩子的0.3倍（p=0.001）
。
表6 抑郁症危险因素的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
变量

β±SE

OR

性别

0.602±0.151

1.826

95%CL

95%CL

下限

上限

1.359

2.453

<0.001

p

是否感到危险
否

1.000

是，但仍有希望

0.247±0.159

1.280

0.937

1.748

0.121

是，且感到绝望

1.258±0.353

3.518

1.760

7.032

<0.001

0.878

2.147

0.165

目睹地震相关事件
否
受伤或死亡

1.000
0.317±0.228

1.373

建筑坍塌

0.525±0.213

1.691

1.113

2.569

0.014

认识受伤或死亡者

0.447±0.219

1.564

1.018

2.403

0.041

离开帐篷时间

0.035±0.015

1.036

1.006

1.067

0.020

重新开课时间
<1 周

3

1.000

1-2 周

-0.757±0.503

0.469

0.175

1.258

0.133

3-4 周

-1.013±0.319

0.363

0.194

0.678

0.001

>4 周

-1.202±0.298

0.301

0.168

0.539

<0.001

讨论

本研究发现虽然宁强县的灾害规模低于汶川县及其周边地区，但受试者中PTSD患病率依然很高
（28.4％）
。PTSD患病率与汶川地震后的其他地区的研究结果类似[12]。采用相同的PTSD量表评估的
位于地震震中附近的绵竹市初中生的研究发现，一个月PTSD患病率为28.7％，7个月为24.4％。地震
后6-12月都江堰市和北川县等震中周围重灾区（图1）的研究发现，震后6个月都江堰地区PTSD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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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15.8%[13]，北川地区震后6个月，12个月PTSD发病率分别为11.2%和13.4%[14]，汶川地区在震后4、
6、9、12月PTSD发病率分别为11.2％，8.8％，6.8％和5.7％[15]。有趣的是，Pynoos等在1988年亚美
尼亚地震后对231名儿童的研究表明，距震中的距离与PTSD患病率呈正相关[16]。然而，在本研究中，
远离震中地区儿童PTSD患病率高于紧邻震中周围地区的患病率。存在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以下几点：
1)灾难发生后的评估时间不同；2)使用的量表不同；3)是否使用自由或保守的阈值来定义创伤后应激
障碍的“持续性”状态。因此，难以直接比较这些研究结果。本研究中，可能存在以下因素导致PTSD
的高患病率：首先，本研究使用的CRIES-13量表是PTSD的筛查量表，结果反映了PTSD高风险患病
率，但是目前许多关于PTSD的研究使用DSM-IV定义的标准，然而使用对象是成人而非儿童，并且
当确定阈值时，精神创伤的后果有被低估的趋势，最近，Ma等人报道了使用CRIES-13（截止分数为
30）的样本PTSD患病率为11.3％，但只有2.6％的受试者符合DSM-IV标准；其次，与震中及周边地
区相比，在宁强地区心里疏导人员的有效社会支持相对较少。相对于距离灾难较远的地区，在受灾
最严重的地区，政府首先对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派出精神卫生队进行心理安抚。第三，这种差异可能
与城市和农村环境之间的差异有关，如社会经济地位低下。
许多研究表明，灾害的严重程度与PTSD相关，并且女性灾后更容易发生PTSD。我们的研究结
果与这些研究一致，女性和重度暴露组的总分和三个维度的得分（入侵，回避和高唤醒因子）明显
高于男性和轻度暴露组。我们的结果表明重度暴露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流行的重要因素，自然灾害后
应对压力的能力存在性别差异。在1995年日本神户地震9个月后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也显示了性别差异
[17]
。重度抑郁症也是一种在自然灾害（如严重地震，飓风和野火）后经常出现常见的精神疾病。本
研究使用DSRSC量表，数据显示我们样本中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9.5％，这种患病率低于严重灾区估
计的震中位置（24.5％）
。较低的抑郁率可能反映了地震幅度的差异，破坏的程度以及生命和伤害的
丧失。在我们的样本中，宁强县的灾害影响相对较小，学生遇到的亲人受伤或死亡的情况较少。在
这项研究中，我们还发现抑郁症是PTSD患者高度伴发的疾病。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PTSD症状和
抑郁症常常合并，并且其他精神障碍如焦虑与PTSD症状的终生共同发生率高。这些数据表明，即使
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儿童远离灾难中心，也需要精神卫生支持。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调查是在地震发生10个月后进行的，未收集到早期的数据。因此，
我们无法评估该队列人群对创伤的急性应激反应。此外，我们的样本还包括了几名年龄比初中（16-20
年）更高的学生。这个较大的年龄范围是由于两个主要现象造成的：一是来自贫困和农村地区的儿
童往往在较晚的时候入学；二是在中国，即使在小学和初中也有留级现象。

4

结论

本研究表明，汶川地震后10个月，在距离震中327公里的农村地区儿童和青少年中PTSD和患抑
郁症的患病率仍很高。所以，对于远离震中的农村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干预措施对于减
少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的患病率是必要的。除此之外，对于女性学生来说，延迟疏散和恢复课
程较早是抑郁症的重要危险因素，而男性而言目睹事件是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地震后早期恢复课程
被认为是重建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我们的结果显示这并非是最好的政策。早期恢复课程可能会
增加学生的心理压力。为了预防抑郁症，儿童在地震发生后尽可能多地与家人在一起，这对于孩子
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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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与血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和促甲状腺激素水平相关性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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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患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其生物学特征研究相对不足。本研究采用横

断面研究设计，通过首发、未服药抑郁症患者分析自杀意念与神经内分泌间和临床特征的关系。

方法：研究纳入符合 DSD-IV 诊断标准的首发、未服药抑郁症患者 91 例。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评估自杀意念及症状严
重程度。采用自编量表收集人口学资料，如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工作状况等，采用生活事件
量表评估压力源及应激。
晨 8 点测量血清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促甲状腺激素（TSH）、
游离甲状腺素（FT4）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水平。

结果：91 例患者中 52 例有自杀意念，39 例无自杀意念；两组 ACTH 和 HAMD（t = -2.80，p = 0.006
和 t = -2.14，p = 0.04）有显著差异，而皮质醇、TSH、FT4、FT3 没有显著差异。 Logistic 回归分析
提示自杀意念与 ACTH 呈正相关（OR = 1.047,95％CI：1.017〜1.077，P = 0.002），与 TSH 呈现负
相关（OR = 0.557,95％CI：0.365〜0.849，p = 0.006）。

结论：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与血清 ACTH 正相关、TSH 负相关。有必要采用前瞻性研究
设计进一步探讨这些关联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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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um levels of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nd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are associat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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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Patients with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 have a substantially higher prevalence of
suicidal thoughts than is seen in non-depressed individual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Potential biological
correlates of suicidal thoughts in first-episode MDD are relatively under-investigated. We
examined suicidal thought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clinical features and endocrine measure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FEDN) MDD using a cross-sectional design.
Method:91FEDN patients meeting DSM-IV diagnosis of MDD were recruited. Depressive and anxiety
symptoms, suicidal thoughts and other aspects of psychopathology were assessed by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HAMA), and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ge, sex, marriage, education, working status),
life experiences (Life Event Scale, LES) and clinical features were recorded systematically. Serum levels of
cortisol,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 free thyroxine (FT4)
and free triiodothyronine (FT3) were measured.

Results: There were 52 patients with suicidal thoughts and 39 without.Serum levels of ACTH and HAMD
scores (t=-2.80, p=0.006 and t=-2.14, p=0.04, respectively) differed significantly between groups with and
without suicidal thoughts, whereas there were no between-group differences in cortisol, TSH, FT4, or FT3
levels. After controlling for potential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variable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CTH levels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thoughts (OR=1.047, 95% CI:
1.017~1.077, p=0.002), whereas TSH levels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thoughts (OR=0.557,
95% CI: 0.365~0.849, p=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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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Our study indicates high serum ACTH and low TSH levels were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thought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MDD. Further research using a prospective study design
is warranted to examine how these associations might change over time.

1. Backgroun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researchhas revealed that suicide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resulting from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psychiatric, bi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1-5). Suicide thoughtsand attempts are closelyassociated with Major DepressiveDisorder
(MDD)(6-9).About half of all individuals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who die by suicide have MDD at the
time of their death(6, 10).But it is still challenging for clinicians to predict suicide risk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11).For these reasons, increased attentionhas been paid to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suicide in
patients with MDD.
Abnormality of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HPA) axis is well documented among patients
sufferingfrom MDD (12, 13). Meanwhile, both HPA axis hypo- and hyper- activity are described in
suicidal

thoughts

and

attempts

(14-18).

Som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elevatedcortisollevelsinsuicidalindividuals related with increasedriskofsuicide(19-21). However, other
studies of cortisollevels have found lower baseline levels(22-24). The similar contradict results founded on
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 another important neuroendocrine hormone of HPA system.
The dysfunction of Hypothalamic-Pituitary-Thyroid (HPT) axis isanother known neuroendocrine
abnormality in MDD (13, 25-27). Studies also suggest that thyroid hormones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suicide (28-30). So far, investig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e andHPT axis activity in MDD
patients are scarce and have yielded conflicting results. Someinvestigators have found that depressed
patients with asuicidal behaviouror thoughts exhibited a reduced thyroid-stimulating hormone (TSH)
response to morning administration ofthyr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TRH)(31-34), while othersdid
not(35).
Up to date, various kinds of neuroendocrine alterations have beendocumented in depression and
suicide. However,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it is still not impossible for clinicians to find out stable
biomarkers to predict suicide risk in patients with MDD. There is a need to understand this
phenomenonbetter. Therefore, in this present study, we investigated suicidal thoughts and their associations
with demographic, clinical features and the HPA/HPT axis activity in a sample of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FEDN) MDD Chinese origin, using a cross-sectional design.
2. Methods
2.1 Subjects
A total of 91 first-episode and drug naïve patients, age 18-65 years(36.08±12.47), fulfilling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ourth Edition (DSM-IV) criteria for MDD, with a
minimum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 score at 18 (26.28±5.12),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The recruitment criteria also included: 1) age 18–65 years, Han Chinese; 2) an acute episode that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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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IV criteria for MDD, as assessed by two independent experienced psychiatrists using the 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SCID) at study intake; 3) patients had no prior treatment with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 4) the current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of moderate severity or greater as
measured with the 17-item HAMD score ≥17;
Exclusion criteria for the first episode patients were: (1) with current major medical problems,
including central nervous system diseases, acute, unstable or life threatening medical illnesses (e.g. cancer);
2) pregnancy or lactation; 3) the patient refused to provide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In addition, first episode was defined as first symptom onset in this study. For all subje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trained research staﬀ to collect general information,
social-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ge, sex, education, maritalstatus,
childhood traumatiz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orking status, course of disease, family history of
psychiatric illness, depression severity, anxiety symptoms, psychiatric symptoms and life experiences (Life
Event Scale, LES)(36).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as collected from medical records and collateral resources.
The patients in the present study could be considered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institutionalized
patients with MDD in China.
2.2 Clinical measurement and definition of suicidal thoughts
The questionnaire for psychiatrists included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patient: current
severit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based on 17-item HAMD(37), anxiety symptoms based on 14-item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HAMA)(38), psychotic symptoms based on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39).
HAMD item 3 contains five options to evaluate suicide, these are 0=absent, 1 =feels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2=wishes he/she were dead or any thoughts of possible death to self, 3=suicide ideas or gesture,
4=attempts at suicide (any serious attempt rates). In this study, we defined someone had a suicidalthought
as getting scores 3 or 4 on HAMD item 3. That is to say, if a patient got scores 3 or 4 on HAMD item 3
he/she would divided into group with suicidal thoughts, otherwise would divided into group without
suicidal thoughts.
2.3 Measurements of Neuroendocrine
Each enrolled patient was underwent detections of fiveneuro-hormones as follows: cortisol, ACTH,
TSH, free triiodothyronine(FT3) and free thyroxine (FT4). Cortisol, FT3 and FT4 were measur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quantitative assays. TSH wasmeasur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double
antibody sandwichmethod. ACTH was measured by radio-immunoassay.
Thyroid functions were evaluated by measuring plasma TSH, FT3, and FT4 levels. All participants
were clinically euthyroid within the reference range of serum levels of FT3, FT4 and TSH.
2.4 Statistic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to scores of item 3 HMAD.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variables were compared betweengroups using t-tests for continuous variables and
chi-squaredcomparisons for categorical variables.Endocrinological measures were also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using t-tests. To examine the inﬂuence of endocrinological proﬁles on suicidal thoughts, logistic
regression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withor without suicidal thoughts as a dependentvariable. 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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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rtisol, ACTH and TSH were entere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model 2, age and sex were
additionally entered as covariates; in model 3, age, sex and scores of HAMD, HAMA, LES, BPRS were
entered as covariates. All the tests weretwo tailed, with alpha set at 0.05.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 SPSS
22.0.
3. Results
3.1 Demographic proﬁles and scales
As shown in Table 1, patients with suicidal thoughts had signiﬁcantly higher severityof
depression(t=-2.14, p=0.04), and had a tendency of getting more severe psychiatric symptoms (t=-2.00,
p=0.049)than those without.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howed no signiﬁcant differences in
other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variables including age, gender, BMI, education, maritalstatus, childhood
traumatiz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working status, family historyof psychiatric disease, course of
disease, scores on scale LES and HAMA.
3.2 Serum levels of neuroendocrine variables according to suicidal thoughts
Table 2 presents the comparisons of all blood measures between groups with and without suicidal
thoughts. ACTH (t =-2.80, p = 0.006) levels was signiﬁ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groups. No signiﬁ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in all other blood measures including cortisol, TSH, FT3, and FT4.
3.3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sequentially including neuroendocrine profiles (Model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Model 2), and clinicalfactors associatedwith suicidalthoughts at univariate analysis (Model
3), aresummarized in Table 3. All the three analyses that is to say before and after controlling for all
relevant variables in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 found an association betweenserum levels of
ACTH/TSH and suicidal thoughts. After controlling for age and gender, as well as for relevant clinical
factors including LES scores, HAMD scores, HAMA scores and BPRS scores, serum levels of ACTH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thoughts (OR=1.047, 95% CI: 1.017~1.077, p=0.002), whereas TSH
levels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thoughts (OR=0.557, 95% CI: 0.365~0.849, p=0.006). In
addition, high scores of LES and HAMD also positivelyassociated withsuicidal thoughts (OR=1.018, 95%
CI: 1.003~1.033, p=0.022 and OR=1.203, 95% CI: 1.034~1.399, p=0.017, respectively).
4. Discussion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ﬁrst study to investigate associations between endocrinological
proﬁlesincluding

HPA/HPT

hormones

and

recent

suicidal

thoughts,

comparing

with

other

sociodemographicand clinical measures in Chinese Han patients with FEDN MDD.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ACTH levels, HAMD and BPRS scores were signiﬁcantly higher in the group
with suicidal thoughts than in those without. In the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higher ACTH and
lower TSH were signiﬁcant predictors of increased suicidal thoughts along with more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tressful life experiences.
4.1 severity of depression
Unsurprisingly, ourresults support the view that patients with suicidalsymptoms have a more severe
form of MDD, asindexed by HMAD, than those without such symptoms.This finding is supported by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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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40-43) but not by all, including one study suggeststhat depressed patients who attempt suicide
havea vulnerability for suicidal behaviour independent of theseverity of depression (44). Some of these
discrepancies may be attributableto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tientsincluded in the studies
or differences between across-sectional design and prospective design.
Furthermore, our study finds that subjective rating of depression severity, as measured by HAMD,
predicted suicidal thoughts in depressive patients, which is also supported by other studies, although
severit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ssessed by different scales (41, 43). However, others shown that prior
suicidal behaviour does not appear to be related to objective severity of depression (45, 46). These
counterintuitive findings may explain why clinicians have difficulty identifying patients at suicide risk,
since clinically rated psychopathology is not related to future suicidal behaviou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ur study and others may be related to the fact that the outcome variable in our study was suicidal thoughts.
Evaluating subjective or cognitive reports of depressionseverity might provide clinicians with a better
indication of the level of risk for suicidal thoughts.
4.2 psychotic symptoms
In our present study, we find that FEDN depressive patients with suicidal thought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psychotic symptoms measured by BPRS, than those without suicidal thoughts, which is similar to
some studies (47-49). Although, there was a tendency to be equal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further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psychoticfeatures can’t predicate possibility of higher suicidal thoughts in future in
this study, like some other studies(50). But, a recent meta-analysis has demonstrated that during the acute
episode of depression, particularly when the patient is hospitalized on an inpatientpsychiatric unit, patients
with psychotic symptoms have higher rates ofsuicide, suicideattempts, and suicidal thoughts than patients
without psychotic symptoms (51). This makes sense because patients with psychotic depression have the
combination of a severely depressed mood and delusions. This is also a good response to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atseverity of depression correlated with suicide. Taken together, considering that the criteria
of participantsand outcomes of suicide are different among studies, these findings still suggest that
psychotic symptoms may be a contributing factor for suicide in MDD.
4.3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 axis
The HPA axis is the neuroendocrine system that regulates the body's response to stress. It’s well
demonstrated that dysfunction of the HPA axis has been suggested to increase the risk for suicide (52, 53).
Many previous studies suggest that hyperactivity in HPA axis, as measured by non-suppression on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 (DST), predicts suicide in MDD(54-56), while others don’t(57,
58). However, as a pharmacologic manipulation, the DST may not accurately depict functioning of the
HPA axis in response to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tressors(52). Then, Mina M(53) demonstrated two
subgroupsone with MDD and the other were healthy control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ier Social Stress Test
which is a well-established procedure used to study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indices of stress
response , suggesting hyper-responsiveness of HPA axis to social stress is associated with brief suicidal
thoughts. Anyway, a recent meta-analysis that identified 27 studies (N = 2226; 779 suicide attempters and
1447 non-attempters) also confirmed that HPA axis activity is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behavior(17).
Our study get similar ﬁndings suggest that more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higher serum ACTH levels
associate with suicidal thoughts in FEDNdepressive patients compared to those without suicidal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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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hows a long-term consequences of HPA axis activation to stress in MDD and more relevant to the
clinical world(59).
These apparent inconsistencies may be explained if, as our results suggest, different patterns of
assessment to HPA axis function related and clearly defined suicidal symptomatology.
4.4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thyroid (HPT) axis
Ourstudy find that dysfunctions of HPT axis, as measured by lower serum levels of TSH, related to
suicidal thoughts in patients with MDD. Our finding of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SH levels and
suicidal thoughts is in line with results of lower TSH response to TRH reported by some studies(31-34) ,
but in contrast to some others (35, 60). Kim et al. (61)reported that TSH was lower in MDD patients with
suicidal thoughts than those without, which is coordinate with our result. However, Shazia et al.
(62)compared 54 psychiatric patients with either past suicide attempts or current suicidal ideation to 50
patients without found no significant TSH levels between two groups. While, Ozcan et al. (28) found that
higher TSH levels i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e attempt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115
suicide attempters from emergency department and 243 healthy controls. Although, test of TSH serum
levels,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the real clinical world, is a preliminary screening test for thyroid function. It
may not completely reflect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and refractory of HPT axis in suicidal patients with
MDD. That would be a reasonable answer to thecontroversial results. Another possible answer is the
different outcomes compared in the studies, such as suicidal thoughts vs suicide attempt. But, as an easy
way to be applied in clinical work, potential power of TSH in predicate suicide is still worth further study.
Limitations
There are several limitations of this current study. First, this is the cross-sectional study design and
cannot show direct causality between suicidalthoughts and the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MDD. Thus, the
main findings of our stud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exploratory nature. Second, we only used serum levels
of cortisol, ACTH, TSH, FT3, FT4 to investigate the endocrinological proﬁles, but without DSTand TSH
response to TRH test that have been explored. Although it’s close to the real clinical world, the proﬁles
may be not strong enough in exploring the complex diversification in HPA/HPT axis dysfunctions in
suicidal patients with MDD. Third, the suicidalthoughts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HAMD item 3 rather than
measured by a structured instrument at the time of the suicidal thoughts. Further research using a
prospective study design is warranted to examine how these associations found in this study might change
over time is help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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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groups with and without suicidal thought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and drug-naïve MDD
Characteristics

With suicidal thoughts
N=52(57.1%)

Without suicidal
thoughts
N=39(42.9%)

t /ⅹ2

p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
Age (years)

35.75±11.77

36.51±13.48

0.29

0.77

Sex, Male/Female

22/30

18/21

0.13

0.72

BMI

21.69±3.09

21.15±5.62

-0.58

0.57

no

1

0

7.67

0.18

primary school

9

5

middle school

15

6

high middle school

12

13

under graduate

12

15

post graduate

3

0

unmarried

15

15

3.40

0.33

married

31

23

divorcee

3

0

remarried

3

1

5/45

2/34

0.55

0.46

47/3

32/4

0.73

0.39

Bad

5

0

0.41

0.13

General

29

25

Good

16

11

Family history, yes/no

3/47

1/35

0.49

0.48

course of disease

12.92±17.94

17.84±26.63

1.04

0.30

LES

37.36±39.94

24.05±32.00

-1.71

0.09

HAMD

27.25±4.71

24.97±5.42

-2.14

0.04*

HAMA

22.14±6.73

19.82±7.41

-1.55

0.12

BPRS

33.67±7.51

30.59±6.98

-2.00

0.049*

Education

Marital status

Childhood
yes/no

traumatiz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good/bad
Working status

clinical variables

Note: BMI=body mass index,LES=life event scale, HAMD=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A=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BPRS=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p < 0.05; **p < 0.01;
Since some subjects did not complete the questionnaire or clinical measures fully, numbers vary slightly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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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haracteristics

With suicide thoughts

Without

N=52(57.1%)

thoughts

suicide

t

p

N=39(42.9%)
Cortisol

322.10 (216.32)

308.47(185.40)

-0.32

0.75

ACTH ng/L

43.59(37.48)

26.15(21.35)

-2.80

0.006**

TSH mU/L

1.84(1.32)

2.43(2.02)

1.60

0.12

FT3 pmol/L

3.57(1.27)

3.68(1.21)

0.46

0.65

FT4 pmol/L

8.87(8.29)

8.96(7.37)

0.06

0.95

nmol/L

*p < 0.05; **p < 0.01;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with or without suicidal thoughts i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rug-naïve
MDD
variables

Model1.neuroendocrine profiles
OR
95% CI

Demographic factors
Age
Sex
Neuroendocrine factors
Cortisol
1.001
ACTH
1.035
TSH
0.604
Clinical factors
LES
HAMD
HAMA
BPRS

0.999~1.004
1.013~1.057
0.416~0.878

p

0.270
0.001**
0.008**

Modle2.basic demographics and neuroendocrine profiles
OR
95% CI
p

Modle3. basic demographics, clinical features and neuroe
OR
95% CI

0.999
0.801

0.959~1.042
0.292~2.192

0.974
0.665

0.965
1.116

0.913~1.020
0.355~3.506

1.001
1.035
0.604

0.999~1.004
1.013~1.057
0.415~0.880

0.264
0.001**
0.009**

1.002
1.047
0.557

0.999~1.005
1.017~1.077
0.365~0.849

1.018
1.203
1.000
1.069

1.003~1.033
1.034~1.399
0.912~1.096
0.988~1.156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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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 3 年后某地震重灾区 1515 名干部心理
健康评估及其对生存质量的预测
吴俊林 黄国平∗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通讯作者：黄国平，E-mail:xyhuanggp@126.com）
【摘要】目的：调查汶川地震3年后某地震重灾区干部心理健康水平与生存质量状况及其二者的关系，为灾后心
理救援、改善其生存质量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四川某地震重灾市的党政机关干部（公
务员）中按副科级及以上-副科级以下干部的7%等比例抽样，共抽取1515名干部。采用地震灾区干部基本状况调查表、
焦虑自评量表（SAS）
、抑郁自评量表(SDS)、密西根酒精依赖调查表(MAST)、阿森斯失眠量表(MAST)以及世界卫生
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分别对其社会人口学特征、心理健康水平以及生存质量状况进行调查。
采用克隆巴赫系数（Cronbach'sα）检验信度，用维度相关性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效度。采用χ2检验和秩和检
验分析干部的焦虑症状、抑郁症状、酒精依赖及失眠症状的检出率在不同社会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采用单样本t检
验比较干部生存质量评分与国内一般人群评分。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生存质量4 个领域(生理、心理、社会
关系、环境)分别建立回归模型，比较模型调整后的R2值。结果：①SDS、SAS、MAST、AIS和WHOQOL-BREF全量
表的标准化Cronbach'sα分别为0.83、0.87、0.85、0.90、0.91；②SAS评分＜50分1175人（77.6%）
，SAS评分≥50分340
人（22.4%）
；SDS评分＜53分1060人（70.0%）
，SDS评分≥53分455人（30.0%）
； 29%的干部MAST评分≥6分；42.4%
的干部AIS评分≥6分；③卡方分析显示，在SAS评分≥50的干部中，丧偶、离异、再婚和未婚干部的焦虑症状检出率
；④卡方分析显示，在SDS评分≥53
高于已婚，副科级以下干部的焦虑症状检出率高于副科级及以上干部（P均＜0.01）
分的干部中，丧偶、离异、再婚和未婚干部与副科级以下干部的抑郁症状检出率分别高于已婚干部和副科级及以上
者；受教育程度低的干部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P均＜0.05）
；调整检验水准后的两两比较，50岁年龄组其抑郁症状检
出率高于30岁年龄组（P＜0.01）
；⑤秩和检验显示，男性、已婚和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酒精依赖问题检出率更高；丧
偶、离异、再婚和未婚干部的失眠症状检出率较已婚者高（P＜0.05）
；⑥干部在生理与心理领域得分[（55.75±10.85）
分，
（59.62±12.84）分]低于国内一般人群得分[（69.38±14.38）分，
（61.81±11.8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
但总生存质量加总健康状况得分与一般人群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3.31±3.14)分vs.(13.38±2.91)分]，而且社会
关系领域与环境领域得分[（67.70±15.82）分，
（54.41±16.31）分]高于一般人群得分[（62.06±12.88）分，
（50.88±13.00）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⑦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心理及行为因素分别能够解释生存质量4个领域回
归模型变异的13.2% 、22.6%、19.4% 和27.8%。结论：①本次研究中的各心理测验的信、效度较高；②灾后及时有
效的心理援助对干部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地震3年后干部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焦虑症状以
丧偶、离异、再婚和未婚干部以及副科级以下干部的检出率较高；抑郁症状尤以50岁年龄组和专科及以下受教育程
度的干部检出率更高；酒精依赖问题以男性、已婚和副科级及以上职级的干部检出率更高。提示，对灾区干部心理
健康服务的提供应有长效机制的保障，并更应关注丧偶、离异等特殊群体；③尽管生存质量在生理和心理领域的评
分均低于国内一般人群，但总生存质量和总健康状况水平与常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且社会关系领域和环境领域
的评分还高于国内一般人群得分，这可能与各级政府及时有效的抗灾救灾和对干部等特殊群体的心理干预有关；④
本研究纳入的焦虑、抑郁、酒精依赖和失眠四个心理及行为因素对生存质量具有较好的预测效果，其中心理、社会
关系和环境领域的预测度最好，而对生理领域的预测相对较差一些。
【关键词】地震；焦虑；抑郁；酒精依赖；失眠；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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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地震后 1 周伤员急性应激障碍的发生率
及其相关心理评估
1

1

1

1

2

1

白雪琴 ，唐茹萱 ，余 波 ，王慧玲 ，唐 毅 ，吴俊林 ，黄国平

1*

（1.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四川绵阳 621000；
2.绵阳市中心医院，四川绵阳 621000；
*通信作者：黄国平，E-mail:xyhuangpg@126.com）
【摘要】 目的 调查“8.8”九寨沟地震47名伤员急性应激障碍发生情况，为合理分配卫生资源、及时有效的心
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筛选绵阳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收治的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47名九寨沟地震伤员，依据《精神
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
（DSM-5）分为急性应激障碍组（ASD组）与非急性应激障碍组（非ASD组）。采用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自杀风险评估量表（MINI自杀量表）、事件影响量
表修订版（IES-R）等对伤员进行评分。结果急性应激障碍阳性8例（17.02%），阴性39例（82.98%）。两组性别、年
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ASD组IES-R总评分（53.38±23.43）
、HAMA评分（27.38±13.46）
、HAMD-24
评分（21.12±11.85）、MINI自杀量表评分（3.75±6.63）均高于非ASD组[（15.62±15.49）、（6.56±6.72）
、（4.69±4.65）、
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IES-R总评分与HAMA、HAMD-24、MINI自杀量表评分均呈正相关（rs=0.43～
。结论 1.调查显示ASD发生率为17.02%；2.相比于非ASD组，ASD组存在更为明显的创伤后应激症状；
0.84，P＜0.01）
3.伤员的创伤后应激症状越严重，越易出现焦虑、抑郁症状，自杀风险越高。
【关键词】急性应激障碍；九寨沟地震；调查

The incidence of Acute Stress Disorder and clinical symptomsin the wounded one week after
“8·8”Jiuzhaigou earthquake
Bai Xueqin1,Tang Ruxuan1,Yu Bo1, Wang Huiling1,Tang Yi2,
Wu Junlin1, Huang Guoping1*
(1.The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Sichuan,Mianyang62100,China;
2.Mianyang Central Hospital,Mianyang 62100,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Huang Guoping,E-mail:xyhuangpg@126.com)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ndition of Acute Stress Disorder (ASD) among the wounded in

Jiuzhaigou earthquake and to guide effectively psychological aid in tim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DSM-5), the wounded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SD group and
non-ASD group. Totally 47 subjects in Jiuzhaigou earthquake were surveyed by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24 item(HAMD-24), Suicide Risk Assessment Scale （ MINI suicide scale ） and 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 (IES-R).Results

A total of 8 subjects had ASD, accounting for 17.02% in the woundedand 39 (82.98%)

subjects were negativ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and ag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The total
scores of IES-R (53.38±23.43), HAMA(27.38±13.46), HAMD-24(21.12±11.85) and MINI suicide scale (3.75±6.63) in 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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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ASD group[Corresponding scores (15.62±15.49), (6.56±6.72), (4.69±4.65), 0, P＜0.05].
The total scores of IES-R had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AMA, HAMD-24 and MINI suicide scale scores (r=0.43～0.84,
P＜0.01). Conclusion

The survey show that the incidence of ASD is 17.02%. There are more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in ASD group than in non-ASD group. The more severe the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the more prone they are
to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uicide.
【Keywords】Acute Stress Disorder; Jiuzhaigou earthquake; Investigation

里氏 7.0 以上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影响伤员躯体功能，也会对伤员心理造成巨大创伤，导致严
重不良后果[1, 2]。继“5.12”汶川特大地震，
“4.20”雅安地震后，
“8.8”九寨沟地震是四川近期又一
。
次破坏性较大的地震。2017 年 08 月 08 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九寨沟县（北纬 33.20 ，东经
。
103.82 ）发生里氏 7.0 级地震[3]，震源深度 20km。地震的突发及直系亲属失联或遇难、灾区滞留、
目睹他人死亡、躯体受创等均可作为应激源导致严重的心理障碍[4]，如早期的急性应激障碍（症状
持续时间小于 1 个月）
，后期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持续时间大于 1 个月）。早期识别、评估九寨
沟地震伤员的急性应激反应（Acute Stress Reaction, ASR）或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
ASD）
，及时给予心理危机干预以减少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的发
生率[5, 6]，提高伤员后期生活质量。历经数次地震考验的四川人民心理抗压能力、积累了丰富转运救
治经验的救援人员效率，加之九寨沟地域作为世界级旅游胜地的特殊性对 ASD 发生的影响有待调查。
地震发生后，作者参与牵头了四川九寨沟震后心理干预工作，对绵阳市某三级甲等医院收治的九寨
沟地震伤员进行 ASD 早期筛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7 年 8 月因九寨沟地震转诊于该医院的所有伤员。纳入标准：
（1）地震时在九寨沟暂住并因
地震而受伤；
（2）会中文或普通话，取得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存在意识或认知障碍，听力、
理解力及言语表达障碍的伤员；
（2）拒绝参与调查的伤员。
1.2 调查工具
（1）基本信息调查表，内容：伤员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家庭住址；联系方式；受伤情
况；直系亲属丧亲情况。
（2）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7]：包括 14 项条
目，分为Ⅰ因子即精神性焦虑；Ⅱ因子即躯体性焦虑。计算方法为各项得分累计即总分。（3）汉密
尔顿抑郁量表 24 项版（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24 item，HAMD-24）[8]：包括 24 项条目。
（4）自
杀风险评估量表（MINI 自杀量表）
。1-5 分，低风险；6-9 分，中等风险；＞10 分，高风险。
（5）事
[9]
件影响量表修订版（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 IES-R） ：包括 22 项条目。由三个分量表组成：
回避量表；侵袭量表；高唤醒量表。回避量表和侵袭量表提示地震或其他创伤性事件对伤员影响程
度，高唤醒量表提示伤员的改变情况。严重程度按照回避量表、侵袭量表得分累计来判断：0-8 分，
亚临床；9-25 分，轻度；26-43 分，中度；44-88 分，重度。
（6）ASD 的诊断：采用《精神障碍诊断
与统计手册（第 5 版）
》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10]
作为诊断标准。
1.3 调查方法
地震后 1 周内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危机干预人员统一完成相关调查，调查前进行一致性检验。由
2 名具有 5 年以上精神科执业经验的医师根据 DSM-5 完成伤员 ASD 诊断。所有伤员均在统一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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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检查室内单独进行，每次耗时约 30 分钟，取得伤员知情同意后讲解问卷内容，共发放问卷 47 份，
回收问卷 47 份，回收率 100%。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人口学特征
共收治地震伤员 48 名，含外籍伤员 1 名，完成全部调查者 47 名。性别：男性 25 名（53.19%），
女性 22 名（46.81%）
。年龄:5～87 岁，平均（36.23±16.443）岁。其中年龄＜18 岁有 5 名（10.64%）
，
18 岁≤年龄＜45 岁有 29 名（61.70%）
，45 岁≤年龄＜60 有 9 名（19.15%），≥60 岁有 4 名（8.51%）；
汉族 40 名（85.11%）
，藏族 6 名（12.77%），白族 1 名（2.13%）
。伤员来自省外 25 名（53.19%），
省内 22 名（46.81%）
。九寨沟本地人 9 名（19.15%）
，游客 38 名（80.85%）
。5 名伤员有直系亲属遇
难。
2.2 伤情分析
伤员收治科室首位骨科，其次康复科。伤情严重程度:特重复合伤 4 名，重伤 34 名。伤情以骨
折、
皮肤及软组织伤为主，
少数血管神经肌腱损伤。
骨折伤员 42 人
（89.36%），
无骨折伤员 5 人
（10.64%）
；
（76.60%）
皮肤及软组织伤 36 人
，
无皮肤及软组织伤 11 人
（23.40%）。
骨折伤员中闭合伤 32 名
（76.19%）
，
开放性损伤 10 名（23.81%）
。伤员中按骨折部位分类，前四位分别是：四肢骨折 32 人（76.19%），
腰腹部及骨盆会阴部骨折 10 人（23.81%），肋骨及胸背部骨折 7 人（14.89%）
，头面部及颈部骨折 6
人
（14.29%）
。
骨折伤员采取全麻下手术治疗 31 名
（73.81%），
采取清创缝合及保守治疗 11 名
（26.19%）
。
3 名伤员截肢。
2.3 伤员 ASD 发生率及人口学分布
2.3.1 ASD 发生率及性别分布
接受调查的伤员中 8 名伤员符合急性应激障碍诊断（ASD 组）
，占 17.02%，男性 3 人（6.38%），
女性 5 人（10.64%）
；39 名伤员不符合该诊断（非 ASD 组）
，占 82.98%，男性 22 人（46.81%）
，女
2
性 17 人（36.17%）
。两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0.95，P=0.33）。两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77,P=0.94）
。
2.3.2 ASD 发生率单因素分析
ASD 组伤员中游客 7 名（87.5%）
；本地居民 1 名（12.5%）。非 ASD 组游客 31 名（79.49%）
；
2
本地居民 8 名（20.51%）
，两组伤员归属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0.28，P=0.60）
。ASD 组截肢伤员
2 名（25%）
；非 ASD 组截肢伤员 1 名（2.56%）
，两组伤员截肢人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isher 确切
概率法得 P =0.07）
。ASD 组 5 名（62.5%）伤员有直系亲属遇难；非 ASD 组无直系亲属遇难，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Fisher 确切概率法 P＜0.01）
。
2.4 两组量表评分
比较发现 ASD 组 IES-R 评分以及 HAMA、HAMD-24、MINI 自杀量表评分均高于非 ASD 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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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伤员量表评分的比较
分类

ASD组（n=8）

非ASD组（n=39）

Z

P

HAMA

27.38±13.46

6.56±6.72

-3.61

＜0.01

Ⅰ因子

17.00±7.33

4.92±4.64

-3.59

＜0.01

Ⅱ因子

10.38±7.87

1.64±2.58

-3.23

21.12±11.85

4.69±4.65

-3.70

＜0.01

3.75±6.63

0.00±0.00

-4.03

＜0.01

-3.67

＜0.01

HAMD-24
MINI自杀量表
IES-R

53.38±23.43

15.62±15.49

0.001

回避量表

17.63±9.80

4.95±4.86

-3.45

侵袭量表

20.13±8.00

6.05±6.07

-3.74

＜0.01

高唤醒量表

15.62±6.28

4.62±5.04

-3.61

＜0.01

0.001

注：ASD，急性应激障碍；HAMA，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D-24，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24 项版；MINI 自杀量表，
自杀风险评估量表；IES-R，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

2.5 相关分析
P＜0.01）。
HAMA、
HAMD-24、
MINI 自杀量表与 IES-R 总分及分量表均呈正相关（rs=0.43～0.84，
与 MINI 自杀量表相比，IES-R 及其分量表和 HAMA、HAMD-24 之间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更大，
相关性更强。

3

讨论

此次调查显示 ASD 发生率为 17.02%，低于雅安地震等文献[11-13]调查结果，可能原因：尽管与
雅安地震震级相同，但九寨沟地震震源（20km）更深，对地表建筑物毁损程度更轻，加之灾区寨村
分散，人员伤亡更少。当然，四川经历多次地震灾难的及时救治和伤员转运经验的充分运用为最大
程度地降低灾后应激反应和障碍发生率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九寨沟正处于旅游旺季，此次地震伤员以游客为主（80.85%）
。以往很多研究发现截肢伤员存
[4, 14]
在更为明显的心理问题
，因为截肢会带来伤员躯体结构和功能完整性的突然损害，内心难以接
受，充满愤怒，经常抱怨医务人员“草率”的救治方案，同时也难以适应肢体缺损带来的诸多新问
题，往往造成自我认同感差、生活质量明显降低、对未来生活缺乏自信。而本研究并没有发现这种
关联，估计与样本量偏小有关。与其他一些研究类似[15-18]，同样发现直系亲属遇难的伤员更易发生
急性应激障碍（62.5% vs.0，P＜0.01）
。直系亲属遇难，个体社会关系网络骤变[19]，短时间内难以建
立新的情感链接[20]，造成伤员多重心理伤害[21]，心身健康程度更为严重[18]，常常表现为否认事实、
自责、沮丧、抑郁等。
地震伤员 ASD 组 IES-R 总评分及各分量表评分均高于非 ASD 组（P＜0.01）
，说明 ASD 组存在
更为明显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主要表现为入睡困难、地震相关的闪回和噩梦、过分的惊跳反应、
恐惧、易激惹或麻木情绪、回避行为等。同时发现，ASD 组的 HAMA、HAMD-24、MINI 自杀量表
评分均高于非 ASD 组（P＜0.01）
，提示 ASD 组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症状，更容易出现自杀消极的
念头。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两组 HAMA Ⅰ
因子得分均高于Ⅱ因子得分，提示伤员总体上精神性焦虑
重于躯体性焦虑症状。相关分析进一步发现，HAMA、HAMD-24、MINI 自杀量表评分与 IES-R 总
评分及三个分量表评分均呈正相关（P＜0.01），表明伤员的创伤后应激症状越严重，越易出现焦虑、
抑郁症状，自杀风险越高，结合其他研究结果[6, 22]，综合提示要阻止或降低灾后自杀行为，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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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控制抑郁症状，更要同时控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而早期筛查急性应激
障碍，及时有效地开展心理危机干预，无疑又将大大地降低此后 PTSD 的发生率[6,7]。故作者在地震
发生后的 1 周，就全面评估伤员的 ASD 及其相关心理状况，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对象是转运至绵阳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的地震伤员，并没有包括所有被转运
出的地震伤员，ASD 发生率有被低估的可能；其次，因未收集地震未受伤人群资料，有无受伤人员
之间 ASD 发生率的差异仍然不清楚；第三，尽管儿童样本偏少，但本研究未采用针对儿童的量表评
估，对结果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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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九寨沟地震后老年心理问题 1 例报告
刘玉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

1

621000）

病例
患者罗某，女，79 岁，藏族，丧偶，在 8.8 九寨沟地震发生后出现“情绪低落，自责哭泣 4 天”，

由家人联系心理救援人员要求进行心理干预。家属介绍情况如下：患者有高血压病史 10+年，震前 1
月曾经在当地卫生院住院治疗。此次地震家中房屋倒塌列为危房，全家人在安置点帐篷内居住，震
后家人仍遵医嘱督促其服用硝苯地平缓释片 20mg bid，卡托普利 25mg tid，效果欠佳，血压最高达
210/105mmHg，患者因此担心病治不好，但拒绝到卫生院输液治疗，常哭泣，自责自己拖累家人甚
至拒绝服药，自诉不如死了，这样减轻家人经济负担。患者日间多在安置点树荫下独坐，不愿意与
人交谈，夜间睡眠差，入睡困难，易惊醒，早醒，做噩梦，多梦见房屋倒塌等地震相关场景，食欲
尚可。
该患者身处藏区，饮食长期重油重盐，有明确高血压病史，震后居住于帐篷，居住条件较差。
鉴于患者为文盲，仅通少许汉语，心理救援人员联合阿坝州医院医疗巡回队，共同进行“双心”的
干预模式。心理治疗师尊重其当地风俗习惯，积极利用宗教信仰帮助其战胜疾病信心如让家人为其
找到手持转经桶转经吟诵，心理干预以陪伴倾听为主，同时辅以一定的肢体语言如拥抱拍肩等。阿
坝州医院在当地群众有较高声望，由州医院藏族医生为其每日监测血压，据血压水平调整其降压药
物为硝苯地平控释片 30mg qd，依那普利 10mg bid，美托洛尔 12.5mg bid 氢氯噻嗪 12.5mg bid，螺
内酯 10mg bid，同时对患者及家属行健康教育，经对症处理 3 天后患者血压逐渐趋于正常，患者情
绪随之也逐渐稳定，未再哭泣，睡眠可，可以和邻居老人一起诵经。

2

讨论
人们往往认为老年人生活经历丰富，因此会比年轻人更好处理灾难，其实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加，

会经历更多的物质损失和身体伤害，且社会和经济资源相对匮乏，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特殊角色，
灾难发生后女性更加脆弱，而身处偏远山区低文化的老人不会利用相关资源和信息减轻余震恐惧，
树立灾后重建信心，灾后可能会产生更多心理问题。有研究报道汶川地震后 6 月，绵阳市 77 名老年
灾民的心理健康水平较震前显著下降，适应能力减弱，感受较多负性情绪，女性老年人更易受到影
[1]

响 。芦山地震 6 个月，对四川省距离地震中心不同距离的地震社区共计 1 600 名老年人进行调查，
老年人创伤后应激障碍阳性率(5.4)低于汶川地震后( 32． 9%)，但仍然有 32．5% 的老年人创伤后
[2]

应激障碍为可疑阳性 。灾后老年人心理反应主要为焦虑抑郁情绪，自责自罪甚至出现利他性自杀，
因此灾后老人应列为高风险人群，需要重点干预。据文献报道心血管疾病患者中约有 60％患者存在
[3]

焦虑及抑郁等负性情绪时严重影响心血管疾病患者预后 。国内双心医学是由胡大一教授最早提出
的，其提出将心脏与精神心理医学整合，由心内科医师和精神科医师或心理治疗师共同对患者进行
治疗，改善患者预后。该患者为老年女性，低文化，震前患有高血压，震后存在明显焦虑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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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压居高不下，若在此期间发生严重心脑血管意外致残甚至死亡将给这个受灾家庭带来更大的心理
打击，沉重的照负负担和经济负担。在心理危机干预时采用“双心”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心理危机
干预方式，达到了身心协同干预，使得患者可以得到全面、科学、规范化的危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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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心理辅导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
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王丹，文红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621000）
【摘要】目的

探索团体心理辅导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状况的作用,为开展特定人群心理健

康促进工作提供参考。方法征集绵阳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26名作为研究对象，对研究对象开展4次、每次
7天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前后采用应付方式问卷（CSQ）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PHCSS)、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SWBSA）
进行评估。结果

干预后研究对象采取退避(t=2.174,P=0.035)、合理化(t=0.825,P=0.049)等消极应对方式的程度

降 低 ， 存 在 的 行 为 问 题 减 轻 (t=-2.121,P=0.039) ， 学 习 能 力 (t=-3.525,P=0.001) 、 对 自 我 外 貌 的 认 可 度
(t=-3.268,P=0.002)、合群意识(t=-2.772,P=0.008)、幸福感(t=-2.910,P=0.005)、学业满意度(t=-2.095,P=0.041)
提升。结论

团体心理辅导有利于塑造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的积极应对方式，提升自我认同和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严重精神障碍，儿童，团体心理辅导

The Influence of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Childre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Wang Dan,Wen Hong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Sichuan,621000)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for childre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Methods 26 children were researched.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was 4 times(7 days per time). Three
scales were u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ationalization (t=2.174,P=0.035)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s (t=0.825,P=0.049)were less, behavior problems(t=-2.121,P=0.039)、learning ability(t=-3.525,P=0.001)、
the recognition of their appearance(t=-3.268,P=0.002) 、 social consciousness(t=-2.772,P=0.008) 、 happiness academic
satisfaction (t=-2.910,P=0.005)increased.. Conclusion

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an help to develop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children.
【Key words】severe mental disorders，children，group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精神卫生法所指的严重精神障碍是指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
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随着我国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的全面推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救治管理目前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是，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的子女目前仍然处于被忽视状态。精神分裂症子女精神障碍的发生率明显高普通人群。迄今
为止，国内外罕有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开展心理健康促进的研究报道，也缺乏特异性
心理干预的经验。本文通过对严重精神障碍未成年子女开展定期团体心理辅导，评价干预效果，旨
在探索促进严重精神障碍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的有效措施。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团体招募、自愿参与的方式，选取绵阳市在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8-16 岁未成年子女为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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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排除因严重躯体疾病、精神疾病无法参与团体活动及监护人拒绝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儿童。
1.2 干预方法
干预方案由来自医院、高校、关工委、NGO 组织等部门的医学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社工、
行政管理人员共同制定，干预内容包括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宣传、儿童积极品质的塑造。工作团队
包括医学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社工组成的治疗师团队和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组成的管理团队。
干预活动采取半封闭的营会形式，活动期间所有治疗师、管理人员、干预对象集中生活，既有利于
对干预对象全方位的观察，又便于工作团队的交流和讨论。整个团体心理辅导设计为四次，每次 7
天。4 次活动有各自明确的目标，也体现出渐进式强化干预对象沟通力、团队力、创造力、耐挫力、
自尊力等积极心理品质的主题。第一次团体活动的主要内容为团队的建立和精神疾病的认识，帮助
干预对象走进新环境，认识新朋友，对父母的疾病有一定了解。第二次团体活动的主要内容为团队
合作和探讨如果面对患病的亲人，帮助干预对象融入新团队，明白自己可以为家庭做些什么。第三
次团体活动的主要内容为进一步强化团队的凝聚力，引导干预对象学习帮助他人和社会。第四次团
体活动的主要内容为走出去，用不一样的自己面对周围，带领干预对象积极、乐观、自信地与人交
流。整个干预旨在通过系列活动，发掘干预对象的自身资源，实现干预对象从受助到自助、助人的
积极转变。
1.3 效果评估
1.3.1 评估工具
1.3.1.1 应付方式问卷（coping styles questionnaire，CSQ）
由肖计划编制，用于测查个体对应激事件的策略。该问卷共有 62 个项目，由 6 个分量表组成
分别是问题解决、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6 个应付因
子重测相关系数分别是 r1 = 0.72，r2 = 0.62，r3 = 0.69，r4 = 0.72，r5 = 0.67，r6= 0.72[1][2]。
1.3.1.2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Children's self-concept Scale，PHCSS)
由美国心理学家 Piers 及 Harris 于 1969 年编制、1974 年修订，2001 年由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
究所苏林雁教授联合国内 20 多家单位，将此量表进行了标准化并制定了全国常模，主要用于评价儿
童自我意识的状况。PHCSS 含 80 项是否选择型测题,适用于 8-16 岁儿童。分六个分量表，即:行为、
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焦虑、合群、幸福与满足,并计算总分。采用统一指导语，由儿童
根据问卷自己在答卷上填写。可以个别进行,也可以团体进行。主试者根据记分键计分。本量表为正性
记分，凡得分高者表明该分量表评价好,即无此类问题，如：“行为”得分高，表明该儿童行为较适
当,“焦虑”得分高，表明该儿童情绪好，不焦虑，总分得分高则表明该儿童自我意识水平较高[3]。
1.3.1.3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 （Subjective Well - Being scale of adolescent，SWBSA）
由张兴贵编制，是目前对青少年主观幸福感测量应用较多的本土化量表。 量表包括青少年学生
生活满意度量表和快乐感量表 ,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包括 36 个题目 ,包括家庭满意、友谊
满意、学业满意、学校满意、自由满意和环境满意 6 个因子。该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介于 0.71～ 0.91
之间 ,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稳定性信度介于 0.54～ 0.85 之间 ,与一般生活满意度量表的相关为
0.65,与脸型评尺量表的相关为 0.37,与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的相关分别是 0.51 和 -0.36,相关均
很显著[4][5]。
1.3.2 评估方法
调查员由负责团队管理的志愿者承担。调查前研究者对调查员集中培训，强调调查中仅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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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不理解的文字内容进行解释。每次团体干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研究对象在调查员陪同下集中
在教室完成自评，测评时间控制在 1 小时。自评结束时由调查员立即检查量表完成质量，发现缺项、
漏项，当场提醒研究对象完成。调查结束后由研究者统一回收调查表。
1.4 统计分析
所有资料建立数据库输入SPSS 16.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ｔ检验对第一次干预前（基线）和最后一次干预后（干预后）
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 26 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完整参与全部心理辅导，其中男性 11 人，女性 15 人；平
均年龄 12.19+1.83 岁；精神分裂症患者子女 17 人，癫痫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子女 5 人，精神发育迟
缓患者子女 3 人，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子女 1 人。
2.2 应付方式问卷得分变化情况
干预后研究对象退避、合理化因子得分降低（P 值<0.05），提示研究对象采取退避、合理化等
消极应对方式的程度降低。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等因子分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0.05）
。具体见表 1。
表 1 干预前后应付方式问卷得分比较
时间

应付方式问卷评分
解决问题

自责

求助

基线期

0.7596

0.3846

干预后

0.7821

0.3000

T

-0.397

1.129

-1.145

P

0.693

0.264

0.259

0.5846
0.6615

幻想

退避

合理化

0.4769

0.4825

0.4021

0.3538

0.3462

0.3531

2.174

0.825

0.035

0.049

1.808
0.077

2.3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得分变化情况
干预后，研究对象行为、智力与学校情况、躯体外貌与属性、合群、与满足感等因子分增高（P
值<0.05）
，焦虑因子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0.05）
，表明干预后研究对象存在的行为问题减轻，
学习能力、对自我外貌的认可度、合群意识、幸福感提升。具体见表 2。
表 2 干预前后儿童自我意识量表得分比较
儿童自我意识量表评分

时间
行为

智力与学校情况

躯体外貌与属性

焦虑

合群

幸福与满足感

基线期

12.8000

10.3200

6.9200

9.9200

8.4000

7.0800

干预后

14.3077

13.8462

10.3846

11.5000

10.3462

8.7308

T

-2.121

-3.525

-3.268

-1.917

-2.772

-2.910

P

0.039

0.001

0.002

0.061

0.008

0.005

2.4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得分变化情况
干预后，研究对象学业满意度因子分增高（P 值<0.05），友谊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学校满意
度、自由满意度、环境满意度、总体满意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0.05）
，显示干预后研究对象
对自己的学业成就较干预前持肯定态度。具体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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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干预前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得分比较
青少年主观幸福感量表评分

时间

3

友谊满意度

家庭满意度

学校满意度

学业满意度 自由满意度

环境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

基线期

5.0110

5.6154

5.5321

4.1667

4.9452

5.3385

5.1111

干预后

5.3791

5.4066

5.3397

4.9038

5.1615

5.5231

5.1410

t

-1.028

0.571

0.578

-2.095

-0.615

-0.534

-0.107

P

0.309

0.571

0.566

0.041

0.542

0.596

0.915

讨论

长期、持续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开展关爱、帮扶，对于有效改变患者家庭贫困、落后的面
貌，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条件所限，现有的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体系尚主
要针对患者本人的需求。本研究以国家精神卫生综合管理试点项目落户绵阳为契机，在国内率先探
索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的长期、渐进的团体心理辅导流程，为促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及制定特定未成年人心理干预策略提供了重要参考。本研究整合行政、医疗、
教育、社会组织多方资源开展工作，既是部门合作的典范，也扩展了工作内容，为干预对象提供了
全方位、多角度的心理卫生服务。积极心理学更为关注的是积极心理素质的培养，而不是消极心理
疾病的矫正[6]-[8]。有研究显示，基于积极心理学理念的团体活动有助于提升学生人际适应性、角
色适应性、生活自理适应性、环境总体认同和减轻身心症状[9]；对所处情境有着积极、乐观的认知
和评价的精神疾病患者家属，其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好[10]-[15]。本研究证实，运用积极心理学原
理、着力于塑造积极心理品质的团体心理辅导能提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的的自我认同、
对环境的接纳及幸福感，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表明，在创伤体验后近
期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本研究中，干预方案设置了家人患病情况的暴露，从理论上讲可能导
致研究对象出现焦虑。干预后的评估显示，研究对象的焦虑水平并未有明显变化，究其原因，一方
面得益于暴露后及时的心理干预跟进，另一方面可能有团体分享的形式为研究对象创造了临时的支
持系统。由此推测，对于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未成年子女在家庭困境暴露后的心理干预，团体治疗可
能优于个别治疗。本研究发现，团体辅导后研究对象对家庭的满意度无变化，提示干预后研究对象
对 “患者子女”这一特殊身份仍持排斥态度。此结果显示，本研究的干预方案对帮助研究对象正式
家庭状况的没有效果。如何开展行之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实现从患者家属开始、延伸至全社会真
正理解、关爱、接纳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任重道远。
本研究的观察时间较短，有必要进程长期的监测评估远期干预效果。研究样本量较少，应扩大
研究范围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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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眠症患者实施睡眠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分析
陈燕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心身二科

621000

【摘要】目的：分析失眠症患者实施睡眠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我院 2014 年 2 月-2017 年 3 月期间
收治的 64 例失眠症患者随机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32 例，分别予以常规护理、联合睡眠护理，对比患者睡眠及
心理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 SDS、SAS 及 SPIEGEL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对失眠症患者在常规护理
上予以对症睡眠护理，可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有助于提升患者睡眠质量，具有推广价值。
【关键词】失眠症；睡眠护理；睡眠质量；效果

Analysis of clinical effect of sleep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insomniac patients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sleep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insomniacs.Methods: 64 cases of
insomni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in February 2014 -2017 March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32 cases each).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nursing and combined sleep nursing respectively, and the sleep
and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patients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scores of SDS, SAS and SPIEGEL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Conclusion: it is helpful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promote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patients with insomnia, which can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the patients.
【Key words】insomnia; sleep nursing; sleep quality; effect.

失眠症属于睡眠障碍中常见病症，患者大都表现为难以入睡、夜间易醒、多梦、晨醒过早等，
[1]
长期失眠不仅会影响患者身体健康状况，还会给其正常生活、工作及学习等带来不利影响 。临床
上针对失眠症患者除了要积极加强临床药物控制治疗之外，还需进一步加强患者睡眠护理，以此来
提升患者睡眠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4 年 2 月-2017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64 例失眠症患者随机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32 例，两组患者均明确诊断为失眠症，排除病重及意识障碍患者。研究组男：女为 14：18，年龄
38-71 岁，平均年龄（53.7±3.6）岁；研究组男：女为 15：17，年龄 39-73 岁，平均年龄（53.5±3.9）
岁。两组各项资料对比无明显差异，有对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内科护理，研究组针对其失眠情况予以对症睡眠护理干预，如下：
①睡眠环境干预：住院期间为患者提供良好睡眠环境，保持病房内光线柔和，温度、湿度适中，
床铺整洁，房间内空气质量良好。医务人员在进行诊疗工作中应尽量动作轻巧，开门关门时注意力
度。患者出院后，护理人员应嘱咐患者家属在家中为患者创设良好环境。
②饮食护理干预：指导失眠患者注意饮食，尤其是晚餐应尽量清淡，可以多适当补充一些高蛋
白食物，确保患者机体营养需求。失眠症患者要注意在完善不要饮用浓茶或咖啡等，以免影响夜间
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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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心理护理干预：失眠症患者由于长期睡眠质量不佳，精神及心理状态较差，很多患者可能存
在有焦虑、抑郁等情绪，对此护理人员应加强心理护理，多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引导患者树立正
[2]
确心态 。
④纠正错误习惯：护理干预前针对患者睡眠习惯进行调查，根据患者存在的不良睡眠习惯进行
干预，分析其产生原因，采取针对性纠正措施。主要从一下方面入手：帮助患者形成有规律性的作
息时间；午休时间尽量不超过半个小时；睡前不要饮茶、饮酒、饮咖啡、吸烟等；睡眠可适当进行
推拿按摩；睡前养成泡脚或喝牛奶的习惯等。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心理状况进行评定，借助汉密尔顿焦虑量表（SAS）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SDS）评估，总分为 100 分，SAS 高于 50 分则患者轻度焦虑，SDS 高于 53 分则患者轻度抑郁，分
值越高表示情况越严重。
借助 SPIEGEL 量表对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睡眠质量进行评估，评估项目包括每晚入睡时间、一
夜总睡眠时间、夜醒次数、睡眠深度、夜间做梦情况、醒后感觉等，每项采用 5 级评分法进行评分，
分别记为 0、1、3、5、7 分，分值越高则代表患者睡眠情况越差。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 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以均值±标准差（ χ ± s ）表示，用方差ｔ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干预后心理状况评分对比
护理干预后，对照组 SAS 评分为（65.3±5.6）
、SDS 评分为（63.8±5.1），研究组评分分别为
（43.7±5.2）
、
（41.3±4.3）
，研究组患者 SDS、SAS 评分低于对照组，对比 P<0.05。
2.2 两组患者护理干预后 SPIEGEL 评分对比
实施护理干预后研究组患者 SPIEGEL 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3

组别

每晚入睡时间

一夜总睡眠时间

夜醒次数

睡眠深度

夜间做梦情况

醒后感觉

平均分

对照组

4.2±1.0

4.3±1.3

4.1±1.1

4.4±1.2

4.3±1.4

4.5±1.2

4.3±1.1

研究组

1.1±0.4

0.9±0.2

1.0±0.5

0.9±0.3

0.8±0.5

0.9±0.3

0.9±0.4

ｔ

4.3276

4.3876

4.6364

4.7766

4.6875

4.6732

4.6877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讨论

现阶段，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及生活压力的增大，失眠症在人群中发病率越来越高。临床
上在针对失眠患者治疗上，多采用催眠镇静药物进行，这种治疗方法虽说效果较为显著，但长期服
用明显弊大于利，治标不治本。临床实践研究证明，针对失眠症患者除了采用药物控制治疗之外，
[3]
还应积极从患者日常生活方面入手，加强患者睡眠护理干预 。
本文研究中对研究组患者实施睡眠护理干预主要从睡眠环境干预、饮食护理干预、心理护理干
预及纠正错误习惯入手，旨在为患者提供良好睡眠环境，降低饮食对患者睡眠的影响，并从心理根
源入手，消除影响患者睡眠质量的心理问题，同时辅助患者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全面确保患者睡眠
质量。总而言之，对失眠症患者在常规护理上予以对症睡眠护理，可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负面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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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有助于提升患者睡眠质量，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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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情绪在精神科护士心理弹性与职业倦怠关
系中的中介作用
付莎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621000 四川省绵阳市）
【摘要】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对精神科护士的职业倦怠感与心理弹性相互关系进行探索，寻找积极情绪发挥的
中介作用。采用问卷调查的基本形式，对384名临床在岗护士进行调查，使用包括正负情绪量表、职业倦怠量表、弹
性量表、一般问卷等问卷工具。结果显示，精神科护士的整体职业倦怠感处在中等水平，随着婚姻状况、工作年限
及年龄的变化，其情绪耗竭维度也在不断变化，职业倦怠与心理弹性和积极情绪呈现负相关关系，心理弹性与积极
情绪正相关。从而得到职业倦怠感可以通过促进积极情绪和提高心理弹性来降低的结论。
【关键字】积极情绪；精神科护士；心理弹性；职业倦怠；中介

引言
护士工作受到压力较大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在影响护士身心健康的同
时，对其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产生影响。近些年国内外对护士行业职业倦怠问题的研究已经初见成
效，但大都集中在消极干预和危险因素方面，对积极能动性方面的研究尚比较少，因此笔者尝试从
全新的视角研究护士行业职业倦怠，突出个体潜能，强调心理弹性。充分挖掘护士在面对威胁、创
伤、灾难及逆境时所表现出的良好发展和成功适应。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调查法，对所抽取的 384 名在岗护士进行问卷调查。
1.2 研究工具
根据研究目标，对受访者的职务、职称、工龄、婚姻、学历、性别、年龄等信息进行统计。同
时引用可以测量个体心理弹性水平的简化版弹性量表，通过成就感、人格解体和情绪耗竭来研究的
工作倦怠量表，并且运用能够体现积极情绪水平的正负情绪量表，通过各统计表数据显示，综合完
成研究过程。
1.3 统计学方法
在调查后对结果进行核对和整理，剔除无效数据，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累计发放调查问卷 418 份，回收有效问卷 384 份，有效率达到 91.9%。调查对象中包括男性护
士 96 名，女性护士 288 名，年龄区间在 22-58 岁之间，平均年龄 34 岁，从事精神科护理工作平均
年龄 1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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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职业倦怠得分及差异比较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发现，精神科护士的整体职业倦怠水平平均分为 2.1 分，其中成就感平
均分 2.5 分，情绪耗竭平均分 2.0 分，人格解体平均分 1.9 分。整体上看出精神科护士的职业倦怠水
平处于中下水平。从研究中能够得出，精神科护士的情绪耗竭维度会随着工作年限、婚姻状况及年
龄增长发生变化，而在其他方面则无统计学意义。
2.3 心理弹性、积极情绪得分及差异比较
受访护士的心理弹性得分为 11-40 分，平均分 26.5 分，不同社会学资料的个体在心理弹性得分
上无明显差异。积极情绪方面，受访者得分在 10-47 分区间内，平均分 29.1 分，也无明显统计学差
异。
2.4 心理弹性、积极情绪和职业倦怠的相关性分析
精神科护士在职业倦怠等心理维度方面与其积极情绪和心理弹性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
积极情绪又与心理弹性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如下表所示：
心理弹性、积极情绪与职业倦怠的相关矩阵（r 值）
项目

心理弹性

积极情绪

情绪耗竭

人格解体

成就感低

积极情绪

0.324

1

情绪耗竭

-0.405

-0.334

1

人格解体

-0.390

-0.395

0.728

1

成就感低

-0.379

-0.556

0.273

0.365

1

职业倦怠

-0.495

-0.563

0.787

0.825

0.765

职业倦怠

心理弹性

3

1

讨论

3.1 精神科护士的职业倦怠状况
从以上研究结果中能够发现精神科护士的职业倦怠程度整体上不容乐观，已经处于中等水平，
尤其是在成就感维度上倦怠较为明显。已婚个体的倦怠感明显强于未婚个体，年纪不满三十岁且工
作年限不及五年的护士情绪耗竭程度较低，随着工作年限及年龄的增长，职业倦怠感明显上升，为
进一步保证护理工作服务质量和护理效果，寻找积极的干预政策迫在眉睫。
3.2 心理弹性、积极情绪与职业倦怠的关系
心理弹性良好的护士可以从容面对生活事件，积极处理压力和压力源，可以从压力事件中迅速
恢复、积极适应和发展良好，其倦怠程度低。积极情绪与职业倦怠呈显著负相关，即个体拥有更多
积极情绪并利用资源面对生活的挑战和机遇时，其生活满意度增强，倦怠程度降低。这主要与积极
情绪能够增强个体积极适应挫折和有效应对挑战，赋予压力事件以积极意义，密切与他人的协作，
积极解决核心问题等有关。心理弹性是积极情绪和职业倦怠的重要预测变量，积极情绪在心理弹性
与工作倦怠间起了中介作用。

4

结论

倦怠状态已经成为当前精神科护士普遍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积极情绪在职
业倦怠和心理弹性问题中的中介作用。医院管理者要一方面关注医院的整体建设和员工工作绩效，
另一方面注重护士的心理弹性水平，通过有效刺激促进护士保持积极情绪，缓解职业倦怠对护理工
作造成的不必要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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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对老年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
疗效观察
张璐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摘要】
：目的：观察心理护理对老年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效果。方法：以我院收治 80 例老年患者为对象，
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症状，分为常规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分别予以常规护理及联合心理护理，对比两组患者
睡眠质量改善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睡眠质量及 PSQI 评分优于常规组，P<0.05。结论：对老年失眠患者实施针对
性心理护理可显著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老年失眠；心理护理；睡眠质量；疗效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improving sleep qualit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somni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 on improving sleep qualit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somnia. Methods: 80 elderly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insomnia, divided into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ch were divided into 40 cases. The routine nursing and combin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were given to the two groups to compare the effect of sleep quality improvement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leep quality and PSQI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argeted psychological nursing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somnia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Key words】 senile insomnia, psychological nursing, sleep quality, curative effect.

近年来，伴随着人们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多，失眠症状患者越来越多，尤其是
在老年群体中发生率更高。引起老年患者出现失眠的原因除了生理因素之外，还有很大的心理因素，
患者由于自身健康水平的下降，常常会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况，进而对老年群体睡眠质量产生
影响。因而在针对老年失眠患者上，应积极加强患者心理护理，从心理上解决患者失眠根源。本文
在此主要观察心理护理对老年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改善效果，内容概述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2014年4月-2016年8月期间我院内科收治80例老年患者对对象，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症
状，根据护理方案不同分为常规组和观察组各40例。所有患者均经过国际通用SPIEGEL量表六项对
患者睡眠情况进行评分，分值≥12分则判定为失眠；且本次入选患者中排除存在重大系统性疾病患者，
排除近期使用镇静催眠药物患者。常规组男19例、女性21例，年龄61-75岁，平均年龄（68.5±4.6）
岁，病程时间1-21月，平均（12.3±3.3）月；观察组男18例、女性22例，年龄60-76岁，平均年龄（68.8±4.5）
岁，病程时间1-22月，平均（12.6±3.4）月。两组资料对比差异P>0.05，具有对比价值。
1.2 方法
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均予以常规护理，包括环境护理、饮食护理、对症护理、诊疗护理等内容，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针对患者失眠症状予以心理护理，具体如下：
①评估患者情况：主要是从心理问题和睡眠情况两方面进行评估，借助PSQI评分量表对患者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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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质量进行判定，掌握患者睡眠情况，有利于后续工作的开展；对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进行分析，
了解患者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以此为根据制定相应护理对策；②开展认知疗法：对老年失眠患者
进行认知疗法，纠正患者对睡眠的错误认知，让患者针对失眠问题树立正确思维，增强患者对保持
良好睡眠重要性的了解，帮助患者产生主动保证良好睡眠的意识。同时，在增强患者认知基础上还
要注意防止患者过分关注睡眠质量而导致出现睡眠障碍；③加强心理护理：首先帮助患者稳定号情
绪，促使其产生正面、积极的心理暗示，比如让患者上床后自主产生良好心理暗示，暗示自己维持
良好睡眠习惯，且自己会收获良好睡眠质量，这种长期不断心理暗示有助于患者睡眠生物钟的形成。
此外，护理人员还要从患者心理问题方面入手，了解导致患者失眠的外在因素，并引导患者不要将
这些外在因素看得太重要，应放松自身心态，保持身心愉悦才能够获得良好睡眠；④优化睡眠环境：
告知患者良好睡眠环境对睡眠质量的重要性，对此护理人员应告知患者及家属保持病房温度、湿度
适宜，管线柔和，夜间避免出现强光刺激。可嘱患者每天入睡前拍泡脚，也可以适当按摩，均可帮
助入睡。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效果，评价标准：①显效：疗程结束后，患者睡眠时间恢复正常或
者夜间睡眠时间超过6小时，且睡醒之后精力充沛，失眠症状消失；②有效：疗程结束后，患者睡眠
明显好转，夜间睡眠时间增加大于3小时，睡度增加，失眠临床基本消失；③无效：疗程结束后，患
者较治疗前无明显改善甚至出现加重。于治疗前和治疗后借助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化表（PSQI）
对两组患者睡眠质量进行评定，该量化表由四项评价因子构成：入眠潜伏期、实际睡眠时间、睡眠
效率、病人自评睡眠质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 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以均值±标准差（ χ ± s ）和百分比（%）表示，用
方差ｔ和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总有效率高于常规组，对比P<0.05，见表1。
表 1 两组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效果比较
分组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0

22

17

1

97.5%

常规组

40

16

18

6

85.0%

X

2

P

/

6.3983

/

<0.05

2.2 两组患者 PSQI 评估比较
常规组入眠潜伏期、实际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病人自评睡眠质量分别为（68.4±13.6）min、
（3.2±1.0）
h、
（46.5±7.6）%、
（10.7±1.6）分，观察组分别为（27.6±9.7）min、
（6.1±1.5）h、
（86.6±11.5）%、
（18.5±1.8）
分，观察组PSQI评分明显优于常规组，差异P<0.05。

3

讨论

老年失眠是属于常见睡眠障碍，主要是指老年人睡眠质量下降、睡眠时间不足甚至难以入睡等
情况。临床研究发现，很多老年失眠患者还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紧张及易激惹等心理情况，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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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负面因素又会引起患者睡眠质量下降，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影响老年人群身心健康[1]。
临床上针对老年失眠患者除了可以采用药物控制之外，积极加强患者心理护理也可以显著改善
患者睡眠质量[2]。这主要是因为心理护理能够帮助老年失眠患者抛弃不正确的观念，消除不良认知
所引起各种负面心理情绪，让患者从内心保持身心愉悦，进而全身心都能够得以放松，睡眠质量也
可以得到显著提升。本文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有效率及 PSQI 评分均优于常规组，可见对
老年失眠患者除了积极加强常规护理之外，对其实施针对性心理护理可显著改善患者睡眠质量，值
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韦纯珏，符晓艳.心理护理干预对神经症失眠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J].现代医药卫生，2017，33（07）：
1083-1085.
[2]陆颖.外科住院患者失眠的相关因素及护理对策[J].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2017，2（12）
：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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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视角的自杀者遗书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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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正念通常被描述为一种有意识的，此时此刻的，非评判的意识，其中每种思想、情绪或感觉都被
承认和接受。本研究的目的是利用扎根理论研究法，对自杀者遗书中的正念成分进行分析研究，以获得自杀行为与
正念之间关系的定性证据。方法本研究使用研究者近年来获得的、网络上搜索到的以及自杀相关书刊中登载的自杀
者遗书片段。首先利用其他信息资源了解非第一手材料的真实性，然后将所有材料整理到同一个word文档中，然后
使用Nvivo11软件，利用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法，对材料进行抽象、提炼和概括，特别是根据正念五因素理论，从
正念的五个维度的视角，以文本中“具正念”和“非正念”的陈述为内核进行梳理。结果初步研究显示，自杀者遗
书中“非正念”成分主要表现在“主观感受的难以承受的痛苦”和“主观感受的无计可施”两个方面；其中，痛苦
成分集中于对未来的猜测，而无助成分集中于对过去经验的总结。结论自杀者遗书中显示出自杀者的非正念倾向，
支持自杀风险与正念水平的负相关关系，并对进一步研究提出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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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亲者的心理反应和干预
李小平，胡瑶，刘强，宋立升，张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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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 200030
通信作者：宋立升，电子邮箱：slslulu@163.com
张海音，电子邮箱：haiyinz2001@126.com）
【摘要】死亡是人生命旅程中皆会面临的最后一站。诀别之事，给亲人带来极大的反应，本文描述死亡之事，
丧亲者面临亲人死亡后可能出现的心理状况，最后梳理针对于丧亲者的心理干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安排追悼会
等仪式、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系统功能、合理的心理宣泄等心理干预是帮助丧亲者逐渐走出悲痛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死亡；丧亲者；心理状况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and intervention of the bereaved
Li Xiao-Ping，Hu Yao，Liu Qiang，Song Li-Sheng，Zhang Hai-Yin
Shanghai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China；
【Abstract】Death is last stop of the life journey that everyone will face. The death brings many sepcial feelings to the
relatives. This article describes death, psychological status after death that the bereaved may face, and finally gives some
methods of the bereaved people'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China,the rites such as memorial ceremony, the social
support, reasonable psychological venting and other psychotherapies are very important to help the bereaved gradually out of
the grief.
【Key words】Death; The bereaved;Psychological status

死亡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生命历程。家人之死，丧亲者面对着中断的关系、难以分舍的感情，
体验着心理的丧失感、失落感。逝者已去，生者如何走出丧失的悲痛，是丧亲者面临的事。丧亲者
自身如何看待死亡将会影响到其心理反应，因此，本文首先简述死亡之事，之后阐述丧亲者在面临
亲人逝去后的心理反应，最后梳理对丧亲者有积极作用的心理干预方法。

1

谈及死亡

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不可逆的生命旅程。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知生对于知死的优先
地位；道家“生死齐一，生死为自然现象”；佛家“六道轮回、涅槃超脱于生死轮回”。修行者发
愿，以求能在世之年月，达成精神丰满，死后修行者能够以另一种精神存在之方式得以传承，顺利
进行转换。于修行者而言，到达一定境界，躯体死亡之时，便是其心灵转换之时。死亡，世人皆会
经历。[1]
死亡与文化、习俗密切相关，关于死亡的论述大多在宗教、哲学等领域有所探讨。“乐生避死”
是儒家文化下的生死观，处在该文化背景下，人们特别看重传承，如重视子嗣、后代，这些后代包
含有再生的意义。在基督文化中，重死轻生，清教徒荣耀上帝，死后便可获得永生。[2]史宝欣（2010
年）调研发现，天津市 64.7%基督信徒持有生命永存的态度。[3]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发展的新学科——死亡学，将着眼点聚焦于与死亡相关的行为、思想、
[基金项目]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卫生部医政司 2011-873）；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特色专科
建设（2013-YJTSZK-02）；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人才启航计划项目（2014-QH-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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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及现象等。生命及死亡意义、丧亲者的悲伤历程等都属于死亡学研究的主题。[2]
死亡，生命的消失，法律上有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生理死亡是指公民心跳、呼吸、大脑都停
止时被确定为死亡。宣告死亡是指人民法院对下落不明满一定时期的公民，经利害关系人的申请而
对其做出的宣告死亡的行为。[4]按照致死原因，可以分为正常原因死亡和非正常原因死亡。非正常
死亡指由外部作用导致的死亡，包括火灾、溺水等自然灾难；或工伤、医疗事故、交通事故、自杀、
他杀、受伤害等人为事故致死。正常死亡，则指由内在的健康原因导致的死亡，例如病死、正常老
死。古人云“寿终正寝”乃是福气之人，便是正常死亡。城市的快速发展，意外死亡时有发生，交
通事故、疾病、自然灾害等致人死亡。李良玉（2015 年）认为，正常死亡是自然人在拥有正常生存
条件，没有异常原因情况下，生命无法继续而自然结束的死亡；非正常死亡是自然人的生命在无法
抗拒某种自身的或外界的、精神的或物质的沉重压迫而突发性的发生主动的或被动的死亡。[5]吉解
民（2005 年）报道上海某区 1995 年~2004 年非正常死亡的年均比例为 0.46‰。80 岁以上组的人群
非正常死亡率最高，女性高于男性，为男性的 1.03～1.36 倍，意外跌落、交通事故、自杀为引起非
正常死亡的前 3 位原因。[6]非正常死亡较之于正常死亡，给家人带来的心理压力较大。关于非正常
，
死亡家属心理状况的研究大多涉及到家属的心理护理。[7 8]

2

丧亲者的心理状况

丧亲者的心理状况是指有密切关系的家人在亲人死亡后出现的心理状况。至亲的离去，对家属
来说是巨大的丧失，家属体验着强烈的丧失感。丧亲者的心理状况既包括横断面描述性的心理状况，
也包括动态时序性的心理变化状况。心理状况是指在其死亡后家属所体验的心理状况，是一种横断
面的描述，涉及到情绪反应、认知反应、生理反应，这些反应的程度往往与丧亲者个人的个性特点
相关。
2.1 情绪反应
悲伤是丧亲者最常见的身心反应，悲伤情绪包含悲伤、失望、意志消沉、孤独等体验。其程度
一方面与个体的个性特点相关，另一方面与丧失的重要性与价值有关。悲伤如若不能及时疏解，长
久容易引发抑郁症，以及降低个体的免疫系统，严重的悲伤能够导致猝死。[9]
抑郁反应，难以入睡，情绪低落、思维迟缓等，抱有强烈的自责、悔恨、内疚感[10]，这些反应
是丧亲后，家属指向自身的攻击性。
愤怒、敌意，一般出现在对于意外死亡，如自然灾害、交通事故，在由政府机构参与救灾过程
中，对于救援工程产生的不满情绪；也可能会出现在常规死亡中，家庭成员之间因为其他家庭事务
纠纷导致家庭成员间互相敌对，将关系复杂化、激化家庭矛盾。
2.2 认知反应：
接纳亲人的死亡需要一个过程。在未接受前，丧亲者不相信家人的死亡，易出现极端化的思想。
这种否认存在着认知的偏差。
2.3 生理反应：
丧亲者常出现食欲减退、睡眠差、注意力不集中，思维迟缓的状况，记忆往往聚焦于与逝者在
一起的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情节。
以个体的视角去看待心理变化，丧亲者心理状况呈现动态的，一般来说，6 个月左右，丧亲者
能够自己走出悲痛的过程，2~3 年完成哀伤过程。在最初的 6 个月中，丧亲者的心理状况体现在情
绪的不稳定性。因之亲人的逝去，在世者很容易经由生活中的事情，联想到与逝者相伴的点滴，产
生情感的连接，易引起悲伤的情感反应，睡眠质量不高。加之，对自我的负面评价、自责、对生活
及未来的负面信念，皆是长期处于哀伤的信号，能够预测延长哀伤反应，对未来的负面信念、对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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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威胁性解释、对世界的负面信念能够预测抑郁情绪，而对哀伤的威胁性解释、对未来的负面信
念能够预测焦虑情绪。[11]

3

丧亲者的心理干预

逝者已矣，生者当继续面临生活。中国古代哲人庄子面临妻子去世，击缶而歌，大唱生命超脱，
快哉、乐哉。然而并非世人皆有庄子的生死观，就死亡诀别之事，丧亲者体验着巨大的丧失，处置
与逝者相联系的事宜，如经济财产[12]，一次又一次提醒着生者与死者的连接。尤其是老龄化时代下，
孤寡后面临着孤独感。[13]
3.1 安排追悼会等仪式
风俗习惯被视为一种仪式，让人以平常心看待生老病死，死亡之后的追悼会是告别仪式中的重
要环节。仪式作用是一种对逝者的悲痛感情，丧葬与文化、信仰都有关。[14]贾晓明（2010 年）认为，
丧葬仪式在增加人们对死亡的真实感、对生活的控制感、宣泄表达情感的丰富多样性、与他人的连
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15] 因而，追悼会、传统丧葬后的头七、二七、三七、百日等重要日子，
皆是仪式，通过完成这些重要日子中的仪式，完成丧亲者心理的再适应。丧葬活动一般包括初终、
装殓、报丧、成服、吊唁、起灵、出殡等环节。五台山地区丧葬仪式保有地方特色，寿材与寿衣制
作、装裹、挂孝和闭气架、报丧、探三、送魂与叫魂、钉棺、大烧夜纸、发引、复三、过七、过百
日、过周年。[16]李建宗（2008 年）认为，仪式与我们的意识有着巨大的关系。丧葬细节与意识相联
系，如送魂、引魂幡与灵魂意识相关，丧亲者将死亡看做是生命的延续，希望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享
受着与人间一样的生活；入殓、超度、纸货显示出丧亲者的亲情意识；丧亲者还掺杂着恐惧的意识，
起灵是一种残忍的离别，送七是亲情和恐惧的矛盾；狂欢意识是指在吊唁和出殡阶段，出现一种喜
悦的情调，呈现了一种狂欢化的展演，一定意义上是对死亡的示威，反映人类征服死亡的心愿。[17] 因
死亡而进行丧葬仪式是一种典型的过度仪式，在此过程中逝者的意识得到过渡和转化。
仪式首先能够使诸多难以言说的情感得到有效表达，运用多重意义的象征、比喻和情节，化解
丧亲者心中的情感。[15]
其次，仪式是一种精神表达的现实化，丧葬仪式是传承多年的一种风俗习惯，具有文化的特点。
丧亲者借由仪式表达对逝者情感，进行哀悼，完成与逝者的告别分离。在文化背景下，符合社会习
俗，将会增强丧亲者的现实感，“逝者已矣，生者如斯”，与现实建立联系，进而逐渐与逝者分化。
完成丧葬仪式，对于丧亲者的哀悼有积极作用。对于诸如意外丧亲，逝者遗体比较难以辨认的
话，可以告诉那些心理承受能力弱的家属，参加追悼会，可以不观看遗体，以保留逝者在丧亲者心
中美好的印象。但是否接纳还是基于人本的意见，由丧亲者自己进行决定。2015 年 6 月 1 日“东方
之星”客轮翻船事件中，政府在处理遇难者遗体的确认、告别和火化事宜时，工作人员便如此处理：
提前告诉家属遗体经过了长时间水泡，遗体看起来会比较凄惨，如若心理难以承受，家属不参加遗
体认领环节，保留逝者美好的印象，如此来降低丧葬中重大的刺激性场面对家属的影响。
3.2 充分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功能
社会支持是个体能从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到的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它能够调节压力和身
心健康的关系，对人的心理健康起着正向作用。[18]对于传统的丧葬仪式，丧亲者通过丧葬仪式，家
人聚集起来，共同完成与死者的分别。家人相聚在一起，能够互相支持，抒发心中的情感。城市之
中的追悼会也有类似的支持系统的作用，参加追悼会的人群往往是与死者有关系的人物。在追悼会
上，保持着互相支持、安抚、抒发情感。
最紧密亲属往往是最容易产生情感反应的人群，因其与遇难者有深刻的情感关系，联结紧密。
当猛地失去死者时，家属会产生空虚感，此外，过往的与遇难者的记忆又会增加悲伤的情感。追悼
会、丧葬仪式中，众多亲属的共同在场给那些脆弱的人以心理安抚。即便在结束了追悼会，与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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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情感支持仍能持续保持。
陶器（2014 年）调查上海市失独家庭的社会支持，发现失独家庭父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他们一方面渴望倾诉获得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又处在封闭状态，不愿与人交流沟通、担心被排斥。
[19]
对于重大的事件导致的巨大创伤，开展针对丧亲者的团体心理疏导，能够帮助丧亲者建立现实体
验感。在团体心理干预中，同伴的倾听、支持、鼓励，能够给丧亲者巨大的心理安慰。纪忠红（2014）
对高职院校丧亲同学的社会支持进行研究，小型的朋辈团体辅导能够有效帮助丧亲同学表达压抑情
绪，支持性的团体能够让有类似经历的同学互相支持相互帮助，调整认知，改善人际关系。[20]团体
的心理支持干预是哀伤辅导的一种方式，其目的在于增加丧亲者现实感，疏解悲伤的情绪。其策略
一般包括心理评估、关系的建立、心理干预、心理干预后。评估中主要对认知、行为、情绪进行评
估，对于极重度的人群进行必要的精神科转介。在干预前，团体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营造支持性、
温暖、安全的氛围，设置团体规则，以及签署必要的保护措施。之后进行心理干预，在团体中，可
以安全放松的表达内心的不舒服、痛苦、悲伤的情感。带领者在干预后，做好记录，一方面便于团
体带领者能够整理情绪，另一方面在带领者出现困惑之时，能够作为材料进行哀伤辅导的督导、朋
辈督导。其团体的目标，构建支持系统，化解因丧失而产生的悲伤情绪。心理干预后期，丧亲者团
体需要解决团体的分离，一方面面对着丧亲者与逝者的分离，另一方面面临着丧亲者与团队成员的
的分离。团体带领者者进行必要的心理健康教育，将分离视为生活中的正常事情，也可以在心理干
预后期将家属纳入进来，通过心理教育，确保家人后期的支持能够帮助丧亲者走出哀伤，重返正常
生活。
3.3 合理宣泄情绪
丧亲者的情绪是复杂的，诸如悲伤、痛苦、愤怒、不满等情绪。通过情绪的发泄，诉说、哭泣、
愤怒等来宣泄心中的痛苦。“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心中有痛，人难平静，宣泄就是允许不平的
情绪得以表达，继而重新平静。特别是丧亲者对着一亲近客体诉说、哭泣、愤怒时，情绪得客体抱
持，强烈情绪渐淡淡，心中悲痛渐弱，丧亲者便能够重新回复平静、获得现实感。
心理咨询师、治疗师在对丧亲者进行合理宣泄情绪遵循时，需遵循一定的原则，以当事人为中
心，积极倾听、无条件的接纳、共情、关注、理解。一般来说，6 个月左右，丧亲者能够自己走出
悲痛的过程，2~3 年完成哀伤过程，这期间，丧亲者在不断地宣泄自己的情绪，来走出哀伤过程。
从接受死亡的事实，当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这一过程伴随着情绪宣泄。将与逝者的不舍情绪表
达出来，建立新的生活意义。
如长久不能走出悲痛，不能接受现实，呈现病理性的，这种持续性复杂型哀伤障碍或延长哀伤
障碍将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表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丧亲者的情绪调控能力降低，无法自我调
整，需要重点的进行干预。心理咨询师、治疗师通过倾听、关注、谈及哀伤，逐渐恢复丧亲者的情
绪调整能力，将压抑的情绪疏解。
3.4 行为疗法
丧亲者的日常活因为亲人的去世会出现一些改变，如有些家属出现生理反应，失眠、注意力不
集中。长期失眠带来身体内环境的紊乱，影响正常的生活工作。心理干预疗法中，行为疗法按一定
的练习程序，学习有意识地控制或调节自身的心理生理活动，以达到降低机体唤醒水平，调整那些
因紧张刺激而紊乱了的功能，最终能够改善心理状况。行为疗法的原理为强化理论，通过刺激、反
应之间的学习，习得新的行为方式。行为疗法包括放松训练、系统脱敏。
通过呼吸放松训练来改善睡眠状况，首先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与丧亲者建立安全、信任、友好
的关系，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接下来将呼吸方式练习方法教给家属，安排家属练习，锻炼出能够清
楚觉察和意识呼吸状况。一旦出现思维转移到其他注意的时候，将觉察力再引入到呼吸状况上。反
复练习，逐渐应用自如的将注意力从外界事物转移到关注到自己的呼吸上，进而达到放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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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呼吸放松训练外，肌肉放松等方式均能够达到将注意力转移到自身身体上，降低外界因素对自
身的干扰。系统脱敏技术可运用在那些因亲人去世后产生的恐惧心理，诸如因死亡引起的恐惧想象、
遭遇惊吓后的恐惧感。系统脱敏采用的方式是渐进让人的心理面对恐惧、承受接纳恐惧，恐惧达到
一定程度后，人还能够成功应对，恐惧害怕感将不再影响人的生活。
3.5 认知调整
“接纳亲人的死亡，自己仍可以继续生活下去”是一个过程，一个需要不断修正认知的过程。
丧亲者时常存在着非理性的想法，“不相信家人的死亡”最常见出现的想法，“没有了他，我自己
不可以继续活下去”等自动性的想法。认知调整是指将阻碍我们的非理性想法进行调整，放弃原有
的错误认知，建立正确认知。认知疗法是以美国心理学家贝克发明的，指我们的行为、情绪和认知
（想法）互相影响，非理性的思维往往是引发情绪痛苦的关键。
认知疗法的方式是恰当的“反诘”提问来挑战自动性思维，譬如上述的“没有了他，我自己不
可以继续活下去”。这个想法的念头怎么来的，反复诘问，不断探索，最后修正原有认知，发掘可
利用的资源，更好适应生活。认知调整首先是与丧亲者建立安全、信任的关系，通过倾听当事人的
诉说，积极关注，恰当的调整认知，将非理性的自动想法，逐一进行进行诘问，促进丧亲者的思考，
客观看待死亡。将非黑即白的极端化思维，以偏概全的思维得到纠正，促使丧亲者更有自我分析能
力，早日走出不合理想法的困境。
3.6 其他心理干预
当前，心理治疗疗法迅速发展，适用于创伤心理干预的心理治疗皆可以尝试运用到丧亲者的干
预中，如眼动脱敏再处理（EMDR）[21]，对于处理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有着实证的效果。接受与承
诺疗法（ACT）[221]对于处理焦虑、疼痛、创伤后应激障碍有临床疗效。以整合的视角看待上述策略，
将积极的因素整合起来，如安排追悼会仪式，完成现实层面的告别；通过情绪宣泄，认知调整，完
成心理层面的告别；自我放松，周围人的情感支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这些整合的干预对早日
走出悲痛起着关键作用。
逝者已去，丧亲者仍需继续生活，完成与逝者相关的很多事宜，包括死亡证明、逝者的财务、
公证等事宜，这些事可能激起再次体验丧失的心理感受。在处理这些事情时候，丧亲者可以充分利
用其社会支持系统的功能，来获取情感上的照顾。譬如上述事宜可在家人陪同的状况下去完成。另
一方面，可从网络、社区居委、公安部门等处获取必要的政策资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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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舟曲泥石流灾后中小学生家庭环境因素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为灾难后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指导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的研究方法，运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家庭环境量表及简易应对方式量表，每
个年级以班级为单位按学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学生，对舟曲600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男生家庭环
；少数民族、父母文化水平为
境的亲密度和组织性因子得分比女生低，女生的独立性因子得分比男生低（P＜0.05）
本科的中小学生娱乐性因子得分比汉族、其他文化程度高（P＜0.05）；父母文化程度为高中和专科的中小学生亲密
度、情感表达、成功性因子得分比其他文化程度高（P＜0.05）；初二学生亲密度因子得分比其他5个年级学生低（P
＜0.05)；五年级学生的控制性因子得分高于其他几个年级。灾难中救人的学生消极应对得分高于未救人者（P ＜
0.05）
；目睹他人遇难者成功性因子得分、积极应对得分要高于未目睹他人遇难者(P＜0.05)；被困于灾难中的学生
矛盾性因子的得分高于未被困在灾难中者（P＜0.05）。多元回归分析显示，性别、民族、年级、父母文化程度、积
极应对、消极应对能较好地预测家庭环境中不同的因子。结论 家庭环境与子女的应对方式关系密切,应注意为子女
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培养其积极的应对方式。
【关键词】舟曲；泥石流；中小学生；家庭环境；应对方式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family environment factor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and coping style after debris flow disaster ，and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each grade to the class as a unit according to school by random sampling，600 students
in Zhouqu Carry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include
coping style scale, Results

general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and simple

The scores of organization factor and intimacy of family is lower in boys, independent of the

factor scores of girls is lower than boys (P < 0.05); the scores of entertainment factor

in minority ethnic and parents for th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Han and other high educational level (P < 0.05); the factor scores of intimacy, emotion
expression, the success in cultural degree of parent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the students of senior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cores is higher than other high educational level (P < 0.05); the intimacy factor scores of the second year students is
lower than the other 5 grade students (P < 0.05); the control factor scores of the fifth grade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e other
grade. The score of negative coping in students who rescue other students in the disaster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scuer (P
< 0.05); the score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 and success factor in seeing others victims is higher than not seeing others victims
(P < 0.05); the factor scores of contradiction in students trapped in the disaster ins higher than not trapped (who P < 0.05).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gender, nationality, grade, parents, cultural degree, positive coping, negative coping
can predict different factors in family environment. Conclu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coping style is important, so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reate a good family environment for children, and cultivate their

positive coping style..
【Keywords】 Zhouqu; debris flow; students; family environment; coping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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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是家庭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时所形成的一种气氛，对人的内在情绪和感受起着
潜移默化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对成人和孩子来说，家庭是情感陪伴的主要源泉。特别是对身心正
在发展的儿童青少年来说，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儿童青少年智力、感情、行为等方面的成长。
S.Nolen和Mark V D等研究显示良好的家庭环境是儿童遇到困难时的保护性因素，并且家庭成员的支
持和配合是儿童青少年在遇到困难时采取正确应对方式的重要基础[1,2]。基于此，以舟曲泥石流灾难
后中小学生为被调查者进行家庭环境因素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1

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2011年12月即舟曲泥石流灾害发生后16个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甘肃省舟
曲县两所中小学的四、五、六年级和初一、初二、初三年级的学生共600名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参与
测试者均提前告知测试目的，因研究对象年龄小，均获得法定监护人的知情同意。共发问卷600份,
回收596份,剔除无效问卷41份，问卷资料完整有效者共555份，占调查人数的92.5%。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量表：该量表由研究者根据当地儿童青少年的情况自行设计的，问卷内容
包括性别、年龄等一般情况及是否目睹他人遇难、泥石流中是否救人、是否被困泥石流中等内容。
②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第三次修订版)是MOSS等人在1981年编制的，由费立鹏等[3]
学者进行修订，量表共有90道是非题，包括10个分量表，即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
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控制性，分别评价10个不同的家庭环境特征。
“是”
评1分、
“否”评2分，并按量表提供的分量表计分公式计算各因子得分。③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由解亚宁[4]编制，该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
维度组成，包括20项条目。其中积极应对维度由12项条目组成，重点反映积极应对的特点，如“找
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消极应对维度由8项条目组成，重点反映消极应对的特点，如“通
过吸烟喝酒来解除烦恼”等。问卷为自评量表，采用多级评分，在每一应对方式条目后，列有4个选
项（0=不采用，1=偶尔采用，2=有时采用，3=经常采用）
，各维度条目的平均分为相应维度得分。
1.2.2 调查方法
研究人员通过统一培训，运用上述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现场调查测评，每个班级由两名调查员
负责，问卷完成后由调查者当场收回，按统一标准进行评定，本研究中所有被调查对象均独立完成
问卷，如有不理解和疑问由调查员当场给与解释，当场回收问卷。
1.3 统计方法
数据录入excel表格，采用SPSS17.0软件包进行分析，采用独立样本的t检验、一元线性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等，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在舟曲中小学生家庭环境因素中的比较
在舟曲中小学生中，男生家庭环境的亲密度和组织性因子得分低于女生(P＜0.05)，而女生的独
立性因子得分低于男生(P＜0.05)；少数民族的娱乐性因子得分要高于汉族,且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父母文化水平分组,父母为高中及专科学历的儿童青少年亲密度、情感
表达、成功性因子得分比其他文化程度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父母为本科学历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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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青少年娱乐性因子得分比其他文化程度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初二年级的学生亲密
度因子得分高于其他几个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五年级的学生控制性因子的得分高于
其他年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表 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在舟曲中小学生家庭环境各因子得分比较( x ± s )
人口学

亲密度

情感表达

矛盾性

独立性

成功性

知识性

娱乐性

道德宗教

控制性

组织性

男(259)

7.25±1.73

5.04±1.63

3.82±1.88

4.91±1.69

4.61±1.49

4.43±1.63

2.94±1.92

6.58±1.68

4.49±1.81

5.51±1.59

女(296)

7.55±1.84

5.10±1.78

3.74±2.05

4.55±1.63

4.81±1.49

4.49±1.88

2.77±2.14

6.82±1.74

4.50±2.04

5.78±1.49

t

-2.012

-0.383

0.472

2.520

-1.540

-0.362

0.993

-1.647

-0.036

-2.062

P

0.045*

0.702

0.637

0.012*

0.124

0.718

0.321

0.100

0.972

0.040*

汉(461)

7.46±1.81

5.09±1.70

3.75±1.94

4.74±1.62

4.74±1.44

4.46±1.79

2.75±2.03

6.74±1.73

4.47±1.97

5.67±1.55

少(94)

7.20±1.66

5.04±1.72

3.96±2.09

4.64±1.85

4.65±1.77

4.48±1.69

3.29±2.05

6.56±1.63

4.76±1.76

5.61±1.54

t

1.298

0.229

-0.928

0.527

0.523

-0.116

-2.320

0.894

-1.297

0.378

P

0.195

0.819

0.354

0.598

0.601

0.908

0.021*

0.371

0.195

0.706

小学（201）

7.07±1.92

4.93±1.75

3.88±2.01

4.78±1.57

4.40±1.51

4.37±1.68

2.54±1.99

6.64±1.69

5.47±1.54

4.44±1.79

初中（211）

7.52±1.76

4.96±1.66

3.60±1.74

4.63±1.83

4.76±1.44

4.52±1.73

2.82±1.98

6.65±1.73

5.73±1.55

4.55±1.92

高中（85）

7.87±1.39

5.35±1.51

3.76±2.10

4.84±1.59

5.14±1.39

4.49±1.70

3.16±1.97

6.99±1.71

5.87±1.42

4.80±2.08

专科（37）

7.86±1.46

5.81±1.51

4.05±2.31

4.76±1.38

5.22±1.34

4.49±2.31

3.35±2.30

6.97±1.85

5.89±1.75

4.76±2.15

本科（21）

5.33±2.10

5.33±2.31

4.43±2.46

4.72±1.97

4.86±2.01

4.52±2.29

3.76±2.47

6.38±1.60

5.57±1.60

3.43±2.23

F

4.259

3.075

1.326

0.385

5.183

0.191

3.345

1.128

1.460

2.354

P

0.002*

0.016*

0.259

0.819

0.000**

0.943

0.010*

0.342

0.213

0.053

4（96）

6.93±2.17

5.13±1.76

3.91±2.11

4.89±1.54

4.84±1.61

4.46±1.91

3.21±1.85

6.73±1.71

5.59±1.68

4.65±1.80

5（96）

7.24±1.79

5.00±1.60

4.02±2.27

4.70±2.03

4.44±1.54

4.43±1.74

2.80±2.09

6.88±1.83

5.75±1.41

4.83±1.79

6（75）

7.39±1.82

5.20±1.64

3.55±1.76

4.67±1.71

4.76±1.45

4.48±1.90

2.52±2.11

6.65±1.64

5.45±1.79

4.64±2.24

初一（96）

7.59±1.59

4.97±1.93

3.55±1.72

4.84±1.67

4.64±1.42

4.64±1.69

2.80±2.24

6.41±1.70

5.54±1.54

4.48±1.80

初二（95）

7.78±1.42

5.18±1.43

3.82±2.04

4.60±1.59

4.79±1.52

4.62±1.65

3.01±1.82

6.85±1.64

5.82±1.44

4.28±2.10

初三（97）

7.59±1.74

5.03±1.83

3.81±1.83

4.62±1.39

4.88±1.42

4.14±1.73

2.65±2.11

6.72±1.75

5.76±1.43

4.26±1.93

F

2.833

0.290

0.846

0.485

1.141

0.973

1.309

0.930

0.774

5.127

P

0.015*

0.918

0.517

0.786

0.338

0.433

0.258

0.461

0.569

0.024*

特征
性别

民族

父母
文化
水平

年级

注：*P＜0.05，**P＜0.01，如下类同

2.2 泥石流不同暴露程度与家庭因素各因子、应对方式的比较
在舟曲泥石流灾后中小学生中，灾难中救人的学生消极应对得分高于未救人者(P＜0.05)；目睹
他人遇难者成功性因子得分、积极应对得分要高于未目睹他人遇难者,且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被困于灾难中的学生矛盾性因子的得分高于未被困在灾难中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详见表2。
表 2 不同暴露程度与家庭因素各因子、应对方式的比较
暴露

亲密度

情感

矛盾性

独立性

成功性

知识性

娱乐性

表达

程度

道德

组织性

控制性

宗教

积极

消极

应对

应对

是否

是(138)

7.34±1.77

5.01±1.66

3.64±1.91

4.64±1.69

4.80±1.59

4.38±1.73

3.01±2.01

6.88±1.77

5.78±1.53

4.72±1.99

18.38±5.72

8.31±4.69

救人

否 416

7.44±1.80

5.10±1.72

3.83±1.99

4.74±1.66

4.69±1.46

4.48±1.78

2.78±2.05

6.65±1.70

5.63±1.55

4.45±1.92

17.59±5.79

7.35±3.63

t

0.58

0.55

1.003

0.599

-0.713

0.530

-1.141

-1.337

-0.991

-1.444

-1.403

-2.487

P

0.562

0.586

0.316

0.549

0.476

0.596

0.254

0.182

0.322

0.149

0.161

0.013*

目睹

是 259

7.39±1.92

5.20±1.59

3.93±1.96

4.83±1.63

4.86±1.50

4.49±1.77

2.76±2.01

6.72±1.72

6.66±1.56

4.60±1.98

18.53±5.57

7.84±3.39

他人

否 296

7．45±1.66

4.97±1.79

3.66±1.97

4.63±1.68

4.60±1.49

4.44±1.77

2.92±2.08

6.70±1.71

5.66±1.54

4.45±1.91

17.17±5.91

7.37±4.35

遇难

t

0.416

-1.624

-1.624

-1.452

-2.045

-0.337

0.933

-0.178

-0.04

-0.903

-2.787

-1.405

P

0.678

0.105

0.105

0.147

0.041*

0.737

0.351

0.858

0.968

0.367

0.005*

0.161

是否

是(506)

7.51±1.55

5.47±1.41

4.40±1.85

4.77±1.68

5.00±1.35

4.72±1.93

3.11±1.86

6.72±1.72

5.60±1.50

4.49±1.86

18.74±5.19

7.94±3.55

被困

否(49)

7.41±1.81

5.04±1.73

3.73±1.98

4.71±1.66

4.70±1.51

4.43±1.75

2.81±2.05

6.72±1.72

5.67±1.55

4.52±1.95

17.71±5.83

7.54±3.96

t

-0.365

-1.644

-2.253

-0.223

-1.333

-1.095

-0.94

0.311

0.332

0.096

-1.177

-0.662

P

0.679

0.101

0.025*

0.824

0.183

0.274

0.348

0.756

0.740

0.924

0.240

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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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舟曲中小学生家庭环境因素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表3显示:家庭环境因素的亲密度、情感表达、道德宗教、组织性分子得分与积极应对得分呈正
相关（P＜0.05或P＜0.01）
，矛盾性因子得分与积极应对得分呈负相关（P＜0.05）；亲密度因子得分
与消极应对得分呈负相关（P＜0.01）
。
表 3 舟曲中小学生家庭环境因素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
·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亲密度

0.152**

-0.22**

情感表达

0.104*

-0.053

矛盾性

-0.079*

0.033

独立性

0.070

-0.042

成功性

0.064

-0.024

知识性

0.064

-0.027

娱乐性

0.047

-0.051

道德宗教

0.083*

-0.076

组织性

0.112**

-0.025

控制性

0.005

-0.020

2.4 中小学生家庭环境与应对方式的回归关系
以舟曲中小学生家庭环境各因子得分为因变量, 以人口统计学特征、不同的暴露程度及应对方
式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选变量进入水准为P≤0.05，剔除变量水准为P ≥0.10。结果表明：
年级、父母文化程度、积极应对、消极应对进入亲密度方程，其中年级的贡献率较高为4.8%，说明
年级越高，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和支持的程度越亲密；父母文化程度和积极应对进入情感表达方
程，其中积极应对的贡献率较高为2.5%，说明在遇到困难是积极应对能力越强，家庭成员公开活动
的直接表达情感的能力就越强；积极应对进入矛盾性方程，说明中小学生积极应对能力越高，越能
减少家庭成员之间公开表露愤怒、攻击和矛盾的程度（β＝-0.09）；性别进入独立性方程，说明性别
是影响家庭成员自尊、自信和自主程度的主要因素；父母文化程度、是否目睹他人遇难进入成功性
方程，其中父母文化程度的贡献率较高为3%，说明父母的文化程度越高，儿童青少年在一般性活动
中，竞争能力及成就感越强；没有任何自变量进入知识性方程；民族、文化程度是娱乐性因子的主
要影响因素，其中民族的影响程度较文化程度高，能够预测娱乐性因子3.6%的变异量；积极应对进
入道德宗教、组织性因子方程，说明中小学生积极应对的能力越高，伦理、宗教和价值观的重视程
度越高，在安排家庭活动时越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年级进入控制性方程，说明年级越高，越不能应
用固定家规和程序来安排家庭生活（β＝-0.096）。详见表4 。
表 4 中小学生家庭环境与应对方式的回归关系
·

进入变量

β

△R2

F

P

亲密度

年级

0.119

0.43

9.192

0.000**

文化程度

0.116

0.32

9.947

0.000**

积极应对

0.112

0.21

12.848

0.000**

消极应对

-0.123

0.52

8.892

0.000**

文化程度

0.125

0.14

8.703

0.003*

积极应对

0.095

0.21

6.884

0.001*

矛盾性

积极应对

-0.090

0.23

6.785

0.001*

独立性

性别

-0.107

0.01

6.349

0.012*

成功性

文化程度

0.172

0.028

16.671

0.000**

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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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目睹他人遇难

0.084

0.005

3.917

0.048*

民族

0.108

0.32

10.048

0.000**

文化程度

0.160

0.22

13.417

0.000**

道德宗教

积极应对

0.110

0.12

7.117

0.002*

组织性

积极应对

0.111

0.10

6.773

0.010*

控制性

年级

-0.096

0.007

5.112

0.024*

娱乐性

3

讨论

儿童青少年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群体, 正处于生理、心理迅速发育的关键时期, 当遇到突如其来
的变故时容易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 而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青少年成长的主导因素。应对技巧对
个体身心健康起了保护作用，与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至关重要，因而也与家庭密切相关。对于一
个家庭来说，当遇到突如其来的灾难时，家庭的主要成员可能产生无助感，导致家庭和谐度下降，
减少了父母对儿童青少年的关注，从而降低了孩子应对困难的积极性。Proctor等[5]人的研究表明家
庭在面对困难时，家庭环境各因子评分均较低，并且影响儿童青少年应对困难的技巧。Wickram等[6]
在研究斯里兰卡海啸时发现，在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中成长的青少年，在海啸发生时，采取自责、逃
避的手段来处理事情，在和谐家庭中的孩子能够很好的采取自救措施，或者帮助他人。Endo T等[7]
在对2004年日本新滹地震的研究中发现，良好的家庭环境使儿童及青少年在面对无法控制的或高度
的危险时可起到保护作用，使他们在灾难中能够懂得自救。Merikangas等[8]认为，当青少年感到自己
的家庭比较和谐时，在困难面前具有较好的应对技巧，在冲突较多的家庭中，则表现出消极应对。
本研究数据显示，在舟曲中小学生中，男生的亲密度与组织性因子得分显著低于女生，而女生
的独立性因子得分低于男生，与国内相关研究结论一致[9]，这可能是与男女生之间不同的个体生理
特征、性格特点、社会适应能力等有一定的关系。一般提到男女性，人们的意识当中会出现男孩子
应该是坚强而勇敢的性格，被赋予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因此在家庭的教育中，对男生要求更多，
要不断的追求成就，更加的独立和忍耐；而女生的思想相对于男生更加细腻，善于与家庭成员交流
与沟通，对家庭成员产生更多的依赖，在组织家庭活动中更有影响力，这基本符合儿童青少年的心
理、生理发展规律。少数民族娱乐性因子得分较高，可能是由于少数民族民族责任心更强，为了使
自己的独特文化传承下去，更加注重民族文化的培养，儿童青少年受到大人影响较重；父母文化水
平为高中和专科的中小学生娱乐性因子得分较高，与国外Kar N等 [10]人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由
于父母更加注重孩子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并且在教育孩子方面能够用科学的方式引导孩子的学
习和生活，而文化水平较低的父母，在教育方式和手段上容易出现偏差，只注重孩子的学习，忽略
了孩子的身心发展。初二学生的亲密度因子得分较高，可能因为初二是初中学业最轻松的阶段，这
个阶段同学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五年级学生的控制因子较高，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
儿童逐渐体会到家庭的意义和自己的责任，因此能够更好的顺从家规来安排家庭生活。
研究结果显示：舟曲泥石流灾难后，灾难中救人的学生消极应对得分高于未救人者，这可能由
于灾难中救人是客观刺激，这种客观刺激通过感觉器官获得，在大脑中灾难场景反复闪现，加之，
儿童青少年年龄较小，在救助过程中无法采取有效的方法进行救助，当灾难发生后灾难场景的反复
闪现使儿童青少年对自己当时不正确的施救方式感觉内疚，或者存在自责心理。目睹他人遇难者成
功性因子得分、积极应对得分要高于未目睹他人遇难者,且两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可能因为目睹亲属或者他人死亡后，儿童青少年更加懂得生命的珍贵，在日常生活中会通过
各种努力锻炼自己，当再次遇到灾难时能够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应对；被困于灾难中的学生矛盾性因
子的得分高于未被困在灾难中者，在被困时无法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因此在灾难发生后中小
学生在行为上会表现出尽量去回避与灾难事件相关的内容（如尽量不去讨论与灾难有关的事情；不
去灾难发生的地点等）
，甚至面对他人的交流时会表现出愤怒、攻击的行为。
对中小学生家庭环境和应对方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环境因素的亲密度、情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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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宗教、组织性分子得分与积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矛盾性因子得分与积极应对得分呈负相关；
亲密度因子得分与消极应对得分呈负相关，与国内吴惠娟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一致[11],表明家庭成员之
间相互沟通、 帮助和支持程度越好，越有利于子女形成外向、情绪稳定、富有进取心、易于表达自
己情感的性格特点，在一般的生活问题中能够具有安排家庭活动的组织能力，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
及自我价值，有助于中小学生采用有益于心理健康的积极应对方式；家庭成员不和谐的关系，如过
分干涉、惩罚严厉等，都会造成子女与父母，或者子女之间的关系疏远，使儿童青少年没有家庭的
归宿感，自主意识较差，自尊、自信程度降低，容易采取幻想、退避等消极应对方式。此外多元回
归分析显示，性别，民族、年级、父母文化程度、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也能较好地预测家庭环境中
不同的因子，也印证了上述结果。
综上所述，舟曲泥石流灾难后儿童青少年处在相对不良的家庭环境中,对中小学生应对方式产生
了不良影响。家庭是一个动力系统, 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对儿童青少年产生影响,而这一切又必然会通
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可见研究家庭因素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是相当重要的。这也提
示我们在灾难发生后对中小学生进行心理援助时需要考虑其人口学特征、暴露程度，并注重家庭教
育和积极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以制定综合的心理援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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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官兵应激管理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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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在消防官兵中开展应激管理训练方案，探讨促进消防官兵心理健康水平的有效方法。方法设置干
预组40名消防官兵和对照组40名消防官兵，干预组进行12次为期6个月的应激管理训练，内容包括应激的症状识别、
影响因素、认知调节等。采用PSS进行干预前、干预后的评估。结果 训练前干预组、对照组PSS正向因子分、负向因
子分、总分差异无显著性, 训练后干预组与对照组正向因子分（t=-3.44，P=0.001）、负向因子分（t=-7.82，P<0.001）、
总分（t=-7.63，P<0.001）均有显著降低。结论应激管理训练可以影响消防官兵PSS评分, 提示应激管理训练有助于维
护消防官兵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应激管理；干预研究；消防官兵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tress management training for mental health of fire fighters. Method

80 fire fighters came from two squadron were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tervention group
got stress management training for 12 times in 6 months. The intervention included the symptom recogni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gnitive adjustment of stress etc, and 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was used for effect evaluation.Result
Aftertraining, the positive factor score (t=-3.44, P=0.001), negative factor score (t=-7.82, P<0.001) and total score (t=-7.63,
P<0.001)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ConclusionStress management training
can alleviate the fire fighters stress.
【Key words】Fire fighters; stress management training ; interven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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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认知心理治疗对糖尿病伴发焦虑抑郁患者
的疗效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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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团体认知心理治疗对糖尿病伴发焦虑抑郁患者的疗效。方法 选取上海市奉贤区内伴有焦虑抑
郁情绪的糖尿病患者42例，随机分为实验组21例（接受10周的团体认知心理治疗及糖尿病健康教育）和对照组21例
（仅接受10周的糖尿病健康教育）
。治疗前后分别评估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
席汉残疾量表（SDS）
、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及空腹血糖等疗效指标。评定临床疗效的主要疗效指标为HAM-D
减分率和HAM-A减分率。结果干预10周后，经χ2检验HAM-D减分率实验组大于对照组（90% vs 40%，χ2=10.989，
；治疗前后SDS总评分组间比较差
P=0.001）
；HAM-A减分率实验组优于对照组(90% vs 35%，χ2=12.907，P＜0.001）
异有统计学意义（6.2vs2，F=5.02，P=0.031）
，F-36总评分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0.5vs34.6，F=8.136，P=0.007）
；
空腹血糖干预前后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0.496，P=0.486)。结论 团体认知心理治疗有助于改善糖尿病伴发焦虑
抑郁患者的情绪，恢复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 团体认知心理治疗；糖尿病；焦虑抑郁；随机对照研究

Efficacy of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to trea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among
diabetic patients
Du Hao1, Fei Chunhua1, Zhang Ping1, Lyu Qinyu2*
(1.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Fengxian District, Shanghai201418, China;
2. Mental Health Center,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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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icacyof group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for treat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s among Diabetic Patients. MethodsIn this randomized control study, we
recruited n=42 patients in treatment for diabetes and allocate them in a randomized manner (1:1) to receive
either 10-week group CBT plus regular education on diabetes or regular education on diabetes.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The
Short Form (36) Health Survey (SF-36), and fasting blood glucose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primary outcomes were reduction rates of HAMD and HAMA during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ResultsAfter 10 weeks of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group’s HAMD reduction rate (90% vs 40%,

χ2=10.989, P=0.001) as well as HAMA reduction rate (90% vs 35%, χ2=12.907, P＜0.001) were bigger
项目基金：上海市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奉科 201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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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of SDS (6.2vs2, F=5.02, P=0.031) and SF-36 (-90.5vs34.6，
F=8.136, P=0.007)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herea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ence in change of fasting blood glucose(F=0.496,P=0.486).
ConclusionGroup cognitive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diabetic
patients who comorbid depression or anxiety.
【Keywords】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Diabetes;Anxiety; Depression;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心身疾病，不仅受遗传、免疫、肥胖、不良生活习惯等影响，还受人格、
应对方式、生活事件及社会支持等心理社会因素的影响[1]。糖尿病患者出现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
的几率是普通人群的1.6～2.0倍[2]。
有研究显示，改善糖尿病患者合并的抑郁焦虑情绪有助于提高其预后和生活质量。目前已有研
究表明糖尿病与抑郁等心理障碍关系密切，抑郁是糖尿病所致心理压力的具体反应之一；抑郁与糖
尿病所致生化改变及其治疗效果密切相关；抑郁与糖尿病存在着交互作用[3-7]。而焦虑与抑郁常以共
病的形式存在，50%～70%的抑郁患者会同时合并焦虑以[8]。随着患者抑郁、焦虑情绪、社会支持等
心理因素的好转，患者的生化指标，如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值也有所改善。缓解负性情绪能够
对胰腺产生直接影响这一机制随着各种研究的深入也已被证实[9-10]。有研究表明其与药物治疗在糖尿
病管理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11-13]，而且即便是一般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在糖尿病的管理和控制中具
有重要作用也已得到充分肯定[14-15]。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Behavioral Group Therapy，GCBT）是临床治疗抑郁症、焦虑症
等心理疾患的有效心理干预方法。利用团体的同质性一方面减少了个体对症状的焦虑水平、增加了
社会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团体体验与分享增强了成员对疾病的认识程度、控制能力和信心[16]。通过
压力管理、支持性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等可减弱患者应激反应程度，有效缓解负性情绪。有研究显
示，团体CBT对于糖尿病的代谢控制和生活质量都有利[17]。本研究探索团体认知行为治疗联合一般
的糖尿病健康教育对于糖尿病合并抑郁焦虑患者的疗效。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为奉贤区境内居住的伴有焦虑抑郁情绪的糖尿病患者。招募方式：于 2015 年 12 月起在奉贤区
海湾医院、奉城医院、奉贤区中心医院、西渡镇社区学校等多家单位投放宣传册及入组申请表 500
份。回收入组申请表 182 份，其中有效 122 份。入选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 10 版）》
（Internationale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糖尿病诊断标准；②具有小学以上
受教育程度；③经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汉密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 HAMA）评估存在抑郁焦虑情绪的糖尿病患者（HAMD 评分≥7 或 HAMA 评分≥7）；
④愿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①糖尿病急性并发症，意识不清或表达不清或不合作者；②合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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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者；③合并妊娠者；④有精神病史及家族史及其他躯体疾病者。经筛查符合入组
条件 78 份，随机抽取 42 份。由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随机分为实验组 21 人和对照组 21 人。本研
究经奉贤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试者或其监护人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

研究方法

2.1 干预措施
治疗前由一位专业心理测量师对两组病人进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
表（HAM-A）
、席汉残疾量表（SDS）
、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等 4 种量表的评定，同时进行空
腹血糖的检测。之后由一位公共卫生医师对两组病人在 10 周内进行 3 次健康宣教，内容包括糖尿病
发病的 PPT 演示，指导相关糖尿病防治知识，演示糖尿病治疗工具使用等等。对照组仅实施健康宣
教，实验组则增加团体认知行为治疗。方法：团体心理治疗实行定期预约，分 2 组，每组 11 人，每
周 1 次，每次 90 分钟，共 10 次，团体心理治疗由经过系统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培训的心理治疗师
实施，应用 Tian Po Pei 编著的《抑郁的团体认知行为治疗》为指导手册。团体心理治疗分为 3 个阶
段，团体治疗第一阶段（第 1～2 次治疗）：建立关系，使团体成员相互认识，相互熟悉，向成员解
释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原理及过程，共同制定团体规范及治疗目标。团体治疗中间阶段（第 3～6 次）：
开展心理教育，帮助成员们进行心境检查，倾听每一个人所面对的问题，引导成员深入觉察自己的
焦虑抑郁情绪及产生的原因，认识自己焦虑抑郁情绪的认知行为特点，相互提供识别并实践检验负
性自动思维的方法。活动内容包括：①填写情绪日志和功能障碍性思维记录表；②向大家尝试说明
自己的常见负性自动思维；③学习放松练习，同时辅以音乐治疗（大自然的各种声音）等；④布置
和练习家庭作业。团体治疗终止阶段（第 7～10 次治疗）：学习管理和处理焦虑抑郁情绪，引导成员
学习制定新的生活规划，为团体结束与分离做准备，成员彼此分享自己的成长、收获与遗憾、顾虑、
担忧等情感。活动内容包括继续布置和练习家庭作业，做放松练习，填写情绪日志，继续使用功能
障碍性思维记录表来挑战对自己无益的想法，练习逻辑分析技术，最后相互祝愿并互赠礼物。治疗
期间有 2 名患者全程脱落（一位妻子患病，一位回外地老家），其余患者参与度良好。每次参加认知
行为治疗的比例在 81.25%-100%，样本无脱落。
2.2 在治疗期的第 6、10 周末采用 HAM-D，HAM-A 评价团体认知心理治疗效果，在 10 周末采
用席汉残疾量表（SDS）和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评价患者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并测空腹血
糖值。
2.3 疗效评定
利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抑郁情绪改善情况；利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评定焦虑情绪改善情况；评定临床疗效的主要疗效指标为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减分率和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减分率。
HAM-D 减分率=（基线分-治疗后分）／基线分 x100％。HAMD 减分率≥75％为临床痊愈；50％
≤HAM-D 减分率＜75％为显著进步；25％≤HAM-D 减分率＜50％为好转；HAM-D 减分率＜25％为
无效。治疗有效率=（痊愈人数+显著进步人数+好转人数）／患者总数×100％；临床治愈率=临床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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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人数／患者总数×100％。
HAM-A 减分率=（基线分-治疗后分）／基线分 x100％。HAM-A 减分率≥75％为临床痊愈；50％
≤HAM-A 减分率＜75％为显著进步；25％≤HAM-A 减分率＜50％为好转；HAM-A 减分率＜25％为
无效。治疗有效率=（痊愈人数+显著进步人数+好转人数）／患者总数×100％；临床治愈率=临床痊
愈人数／患者总数×100％。
次要疗效指标包括席汉残疾量表（SDS），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空腹血糖干预前后变化
情况；

3

统计学处理
使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07 建立数据库，并双录入核对，数据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18.0

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①两组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进行两
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②两组脱落率、不良反应发生率等计数资
料采用χ2 检验；③两组治疗前后各阶段 HAM-D、HAM-A、SDS、SF-36 量表评分及空腹血糖值比较
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④两组治疗后 HAM-D 减分率、HAM-A 减分率使用χ2 检验；⑤检验
水准α=0．05，双侧检验，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结果

4.1 一般人口学资料
42 例伴有焦虑抑郁情绪的糖尿病患者中，
最终共有 40 例完成 10 周的观察研究，脱落率为 4.8％。
其中实验组入组 21 例，因家人健康问题脱落 1 例，脱落率为 4.8％；对照组入组 21 例，因居住地改
变脱落 1 例。经χ2 检验，两组脱落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P＞0.05）。两组患者在性别、
学历、有无配偶、性格、治疗情况等经χ2 检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年龄、病
程、最高空腹血糖、焦虑抑郁情绪严重程度（治疗前 HAM-A、HAM-D 评分）
、社会功能情况（SDS、
SF-36 评分）经独立样本的 t 检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性别

学历

配偶

性格

类别/单位

实验组

对照组

n/值

n/值

男

5

7

女

15

13

小学及初中

13

14

高中及以上

7

6

无

3

1

有

17

19

内向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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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t 值

P值

0.476

0.49

0.114

0.736

1.111

0.292

0.404

0.525

外向

8

10

治疗

使用药物

19

13

5.625

0.18

年龄

岁

64.10±7.33

60.85±10.54

1.133

0.264

病程

月

99.50±75.66

73.50±77.37

1.075

0.289

最高空腹血糖

mmol/l

12.01±4.63

12.94±4.91

-0.613

0.544

HAM-A

分

9.55±4.47

9.95±5.56

-0.251

0.803

HAMD

分

9.00±2.60

11.60±5.52

-1.87

0.072

SDS

分

10.5±5.03

9.2±7.26

0.658

0.514

SF-36

分

442.1±128.3

553.4±181.7

-2.239

0.32

4.3 临床疗效评定
治疗后两组 HAM-D 评分逐渐减少，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时间*组别交互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F=4.439，P=0.017）
。见图 1。治疗后两组 HAM-A 评分逐渐减少，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时间*
组别交互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6.726，P=0.003）
。见图 2。

4.3.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以 HAM-D 减分率评定疗效，治疗 10 周末，实验组对抑郁情绪的改善总有效率为 90％，治愈率
为 5％；对照组组总有效率为 40％，治愈率为 5％。经χ2 分析，两组间有效率和治愈率有明显统计
学差异（P＜0.05）
。而以 HAM-A 减分率评定疗效，治疗 10 周末，实验组对焦虑情绪的改善总有效
率为 90％，治愈率为 15％；对照组组总有效率为 35％，治愈率为 5％。经χ2 分析，两组间有效率和
治愈率有明显统计学差异（P＜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间疗效比较（HAM-D，HAM-A）
（例数，%）
项目

组别

N

痊愈

显著进步

好转

无效

HAM-D

实验组

20

1（5）

11（55）

6（30）

2（10）

对照组

20

1（5）

1（5）

6（30）

12（60）

实验组

20

3（15）

10（50）

5（25）

2（10）

对照组

20

1（5）

2（10）

4（20）

13（65）

HAM-A

4.4 社会功能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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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两组治疗前后 SDS 评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 SDS 评分均逐渐下降，与治疗前存在显著差异（P＜0.05）
，两组间 SDS 评分经多变
量方差分析比较有显著差异（F=5.02，P=0.031）
。见图 3。
4.4.2 两组治疗前后 SF-36 总评分比较
治疗后实验组的 SF-36 总评分逐渐增高与治疗前存在显著差异（P＜0.05）
，对照组 SF-36 总评
分有下降趋势但与治疗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两组间 SF-36 总评分经多变量方差分析比
较有显著差异（F=8.136，P=0.007）
。见图 4。

4.4.3 两组间治疗前及治疗 10 周末 SF-36 社会功能各因子分比较
两组经治疗后实验组在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一般健康状况、社会功能、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的因子分均高于治疗前，其中生理机能。一般健康状况、社会功能、精神健康等因子分较
治疗前差异显著（P＜0.05）。但精力、健康变化等因子分低于治疗前，其中精力因子分较治疗前差
异显著（P＜0.05）
。对照组除精力因子分外，其余均于治疗前无显著差异（P＞0.05）
。见表 3。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 SF-36 因子分比较
项目

实验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 10 周末

治疗前

治疗 10 周末

生理机能

60.75±19.49

71.75±18.87*

76.50±20.53

74.75±21.24

生理职能

38.75±42.52

61.25±44.78

62.50±43.30

65.00±43.23

躯体疼痛

72.15±15.05

75.80±19.19

76.60±13.89

75.25±15.86

一般健康状况

38.35±13.85

49.7±18.13*

46.45±16.70

48.15±16.90

精力

56.5±19.13

41.50±14.88*

64.25±18.94

36.5±16.47*

社会功能

88.75±24.64

103.75±21.50*

103.13±24.96

100.00±21.84

情感职能

28.33±39.40

56.67±44.72

56.67±49.68

51.67±46.48

精神健康

55.20±17.6

69.20±13.98*

63.8±21.93

64.00±17.41

健康变化

3.30±0.92

3.00±1.17

3.55±0.76

3.55±0.76

*P＜0.05 vs 治疗前

4.5 两组治疗前后空腹血糖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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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实验组的空腹血糖值逐渐下降而对照组空腹血糖值有上升趋势，但两者与治疗前差异无
。见图 5。
统计学意义（P＞0.05）

5 讨论：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研究方法，在上海市奉贤区糖尿病人群中评估团体认知心理治疗干预焦虑
抑郁情绪的疗效。基于前期访谈和预实验结果最终编制了 10 次团体认知心理治疗标准化方案对实验
组进行干预，对照组则仅进行一般的健康教育。研究显示：两组的 HAM-D、HAM-A 评分均较前有
明显改善。这表明仅进行一般健康教育对糖尿病的负性情绪改善也能有一定的效果，与既往的研究
结果相符。但是通过 HAM-D 减分率和 HAM-A 减分率以及多个指标多变量方差分析进一步比较，
实验组要优于对照组。此结果表明采用团体认知心理治疗干预方法，对糖尿病患者的负性情绪改善，
要优于仅使用一般健康教育的干预方法。在社会功能恢复方面，干预后实验组和治疗组的 SDS 分值
均较有所下降，但在 SF-36 评分上两组却有区别。实验组的较前上升，而对照组的却较前下降。说
明实验组的社会功能在恢复，而对照组的社会功能不仅没有改善反而继续下降。这表明仅使用一般
健康教育对糖尿病患者的社会功能恢复帮助较局限，甚至患者的社会功能损害将进一步加重；而通
过增加标准化的团体认知心理治疗，可阻止患者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受到损害，并能扭转局面达到修
复患者的社会功能的目的。血糖的控制方面，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提示在本研究队列中，GCBT
并没有明显改善血糖。这或许跟患者的服药方式、生活作息等各类外在因素相关。而且干预时间短，
样本量少，生物学指标单一，入组人群老龄化易受到更多社会因素的影响，缺乏进一步随访等这些
不足对于明确团体认知心理干预的具体作用和疗效的稳定性都有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从脱落率
的比较来看，两组均只有 1 例脱落，对为期 10 周的治疗配合度较好，这也说明了团体认知心理治疗
能为大众所接受，较易于推广。
本研究结果提示：采用团体认知心理治疗的干预方法比起一般的健康教育，患者易于接受，能
使糖尿病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改善更明显，社会功能的恢复更好，其长期疗效需今后进一步随访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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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社会心理状况的随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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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确诊后的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心理状况（抑郁、压力及社会支持）及其一年之后的变化发展情
况，探讨社会心理变化对其生命质量的影响，为更好的开展心理干预及提高生命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将长沙市
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新确认登记的、符合入组条件的艾滋病患者作为连续样本入组。分别在基线和一年随访
时采用艾滋病患者生命质量量表（MOS-HIV）
、病人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HQ-9）
、艾滋病压力量表（SS-HIV）以及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对其生命质量，抑郁症状，压力和社会支持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共410名样本完成了基线和
随访调查。确诊一年后，持续存在抑郁问题（即PHQ ≥ 10分）的患者（43人，10.5%）以及新出现抑郁的患者（23
人，5.6%），其一年后的生命质量无论是生理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都低于两次调查均无抑郁者（226人，55.1%）；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 0.001）
。而一年后抑郁问题消失的患者（118人，28.8%）与两次调查均无抑郁的患者相比，
。压力水平增高的患
两组样本之间一年后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262; p = 0.176）
者（40人，9.8%）
，其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均低于压力水平降低的患者（214人，52.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4；

p < 0.001）。社会支持水平降低的患者（164人，40.0%）其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虽低于社会支持水平增高的患者（98
人，23.9%），但此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 = 0.383; p = 0.055）。结论：在新近确诊的艾滋病患者中，抑郁情绪
及压力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其一年后的生命质量。该人群的抑郁情绪以及心理压力状况应得到关注，针对艾滋病患者
这类特殊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应整合到现有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

Prospective impact of 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on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
【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prospe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depression,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 among HIV-infected
individuals.Methods This was a 12-month follow-up study. A consecutive sample of people newly diagnosed with HIV was
recruited from Changsha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Assessments were conducted
at baseline and 12-month follow-up. Measures included the Medical Outcomes Study HIV Survey (MOS-HIV), the 9-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the HIV/AIDS stress scale (SS-HIV) and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depression,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within 12 months and HRQoL at 12 months after adjusting for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mpared to those who reported no depressive symptoms at baseline and
12-month follow-up, participants who experienced new-onset or persistent depressive symptoms had worse HRQoL at 12
months.Whereas, participants who experienced remiss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t follow-up had an improved 12-month
HRQoL that was similar to that of participants reported never depressed.Participants who experienced increases in
HIV-related stress had lower HRQoL scores at 12 months than those who experienced decreases in stress. Change in social
support was no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RQoL at 12 months.Conclusion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depression,
stress) could prospectively impact HRQoL at 12 months among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To some extent,these factors are
modifiable, and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assessing psychosocial status regularly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targeted psychosocial problems throughout the progression of HIV disease may contribute to improving HRQoL.
【Keywords】HIV;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Psychosocial status

Introduction
The advent of antiretroviral therapy for HIV infection has contributed to longer life
expectancy among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1, 2]. As HIV infection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fatal disease to a manageable, chronic disease, improving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goal for HIV-positivepeople with a long-term
therap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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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rge body of research has provided important evidenc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HRQoL in HIV infected individuals [4, 5].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such as age, gender,
education, income and employment are strong predictors of HRQoL. In terms of clinical
factors, presence of symptoms, lower levels of CD4 and higher viral load levels, an advanced
stage of HIV disease are also related to a lower HRQoL. Previous studies also showed that
behavioral factors such as poorer adherence to antiretroviral therapy, illicit drug use, alcohol
abuse and smoking also have negative influence on HRQoL. With the high prevalence of
psychosocial problems (such as depression, high stress levels and lack of social support)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 more recently,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 of psychosocial
factors on HRQoL has become an increasingly concern in the research of HRQoL[6, 7].
HIV-positive individuals may suffer from multiple stressors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response to HIV diagnosis, stigma, disclosure threat, concerns of physical health, andside
effects of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etc[8]. It is evident that HIV-positive individuals experience
higher levels of stress than general population [9]. Numerous literatures described that
experiencing high levels of stress could probably result in seriou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such
as depression [10]. A meta-analysis reported that the rates of depression is nearly twice higher
in HIV-positive individuals, compared to the seronegative population [11]. Depression is the
most common psychiatric disorder in HIV-positive individuals,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impaired HRQoL[12-14].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a posi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HRQoL. Social support could directly contribute to better HRQoL[15, 16].
Besides, access to social support also has been reported having an indirect role in HRQoL
through its buffer effect on reducing depression[17, 18].
Although negative associations between psychosocial problems and HRQoL have been
studied, the most studies, even those with longitudinal design, have employed cross-sectional
methods that only measured psychosocial factors at baseline, and then examined whether
those baseline data predicted HRQoL changes over time [19, 20]. However, psychosocial
status is subjective concept which would change overtim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Before
this literature, we had attempted to understand whether baseline psychosocial status predict
follow-up HRQoL or changes of HRQoL overtime, but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were observed. That finds indicated the risk of using cross-sectional metho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sychosocial factors and HRQoL.
To add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influence of psychosocial factors on HRQoL,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fluence of longitudinal psychosocial status on HRQoL rather than only
cross-sectional data. Little research has looked into whether changes in multiple psychosocial
factors (such as depression, HIV-related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could prospectively impact
HRQoL. Only several studies focused exclusively on the effect of changes in depression or
social support on HRQoL[21-23]. Neither had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stress on HRQoL,nor explored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these factors combined (depression,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depressive
symptoms, HIV-related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in combination) on HRQoL over 12 months
of prospective follow-up among people newly diagnosed with HIV, after adjusting for a range
of social-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Study design and participants
This was a 12-month follow-up study. Between 1 March 2013 and 30 September 2014,
HIV-positive individuals were consecutively recruited from the HIV/AIDS 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 Clinic of the Changsha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Hunan Province, China. Participants were eligible if they were diagnosed with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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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one month (newly diagnosed with HIV), aged 18 years or above and lived in Changsha
city more than 6 months. After 12 months,a follow-up survey was conducted.At baseline and
12-month follow-up,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social-demographic, clinical and psychosoci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HRQoL. This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Human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All participant provided written inform consent.
A total of 1276 people were diagnosed with HIV between 1 March 2013 and 30
September 2014 in Changsha CDC, 855 of which were eligible for inclusion criteria in this
study. Of these, 557 participates volunteered to participate inthe baseline survey.After one
year, 2 (1.5%) participants had died, 35 (23.8%) moved to other cities, 75 (71.0%) declined
participant follow-up survey, and 35 (23.8%) were lost to follow-up. Finally, 410 (73.6%) had
completed 12-month follow-up survey.
Measures
Outcome variables: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The Medical Outcomes Study HIV Survey (MOS-HIV) was used to assess HRQoL at
two time surveys [24]. The MOS-HIV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HIV-specific HRQoL
instrument with 35 items representing 11 dimensions of quality of life. The 11 dimensions are
general health perception, physical functioning, role functioning, pain, social functioning,
mental health, energy, health distress, cognitive functioning and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along
with health transmission. Possible score of each dimension ranges from 0 to 100 with higher
score indicating better quality of life. In addition, physical health summary scores (PHS) and
mental health summary scores (MHS) are calculated to represent these 10 dimensions (except
for health transmission) according published scoring method [25]. The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of MOS-HIV was validated in Chinese HIV population with Cronbach’s α of
subscales ranging from 0.75 to 0.91 [26]. Previous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point
difference of 5 was considered to be clinically significant [24, 27].
Primary determinants: depressive symptoms, HIV-related stress, social support
Depressive symptoms. Depression was assessed with the 9-item 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 [28].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answer whether they had experienced
9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last two weeks. Each item uses a 4-point scale from “not at all”
to “nearly every day” with a total score ranges from 0 to 27. A cut-off score of 10 has been
recommended to screen for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in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is [29, 30].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HQ-9 scale has a good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with a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of 0.86 [31]. Participantswereclassified based on longitudinal
changes from baseline to 12-month follow-up: those without depressive symptoms at the two
time points (PHQ-9 < 10 at both time points; never depressive symptoms), those with new
depressive symptoms at follow-up (PHQ-9 < 10 at baseline & PHQ-9 ≥ 10 at follow-up;
new-onset depressive symptoms), those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t baseline but no
symptoms at follow-up (PHQ-9 ≥ 10 at baseline & PHQ-9 < 10 at follow-up; remiss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those with symptoms both at baseline and follow-up (PHQ-9 ≥ 10
at both time points; persistent depressive symptoms).
HIV-related stress. HIV-related stress was assessed with the HIV/AIDS Stress Scale
(SS-HIV), an instrument of stress specific to HIV disease [32]. It contains 3 dimensions:
instrumental, social and emotional stress. Each item is rated on a 5-point scale with a higher
score indicating higher level of HIV-related stres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S-HIV translated
by our study groups has a good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with a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of
0.906 [33]. The changes in stress were assessed by standard effect-size (SES) calculations
according to guidelines for the magnitude of clinical change, with an effect size of 0.5 as
potential clinically significant in health research [34]. Therefore, the point difference of 9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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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ed to be clinically significant in this study. Changes of stress level between baseline
and 12-month follow-up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decreases in stress score that
exceed 0.5 SES (improved); increases in stress score that exceed 0.5 SES (worsened);
changes ≤ 0.5 SES (unchanged).
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was assessed with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whichincludes 3 dimensions of social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subjective support and
support usage [35]. The total score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3 dimensions, ranging from 11
to 66 points. Higher scores indicate higher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The SSR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hina due to its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36-38]. In this study,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for the entire scale was 0.805. The changes in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were also
assessed by more than 0.5 SES, that is, the point difference of 4 was considered to be
clinically significant in this study. Changes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baseline and 12-month
follow-up we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groups: decreases in stress score that exceed 0.5 SES
(improved); increases in stress score that exceed 0.5 SES (improved); change score < 0.5 SES
(unchanged).
Covariates: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Socio-demographic included gender, age, marital status (single, currently married,
divorced/widowed), education (years), employment (employed or unemployed), individual
monthly income (‘yuan’)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ural or urban) as well as the mode of
HIV transmissi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ed CD4 count and symptoms. CD4 count
information was obtained from the Chinese HIV/AIDS Comprehensive Respon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HIV-related symptoms including persistent fever, diarrhea,
expectoration or cough, weight loss, active tuberculosis, symptom of oral thrush or recurrent
herpes simplex, and any unspecified symptoms were also recorded.
Statistical analysis
First, descriptive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sample, presented as percentages, medians with interquartile ranges (IQR), means and
standard deviations (SD). Second, differences in mean HRQoL changes score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psychosocial changes were examined with one-way ANOVA analysis and
post hoc Scheffé's tests. Third, two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changes in depression,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 on the 12-month PHS and
MHS, controlling for baseline age, gender, marital status, residence, education, monthly
income, HIV transmission, changes of CD4 count and HIV-related symptoms. Two-tailed P
values < 0.05 were considere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data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using SPSS (v22.0; SPSS, Inc, Chicago, IL, USA).

Results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The 410 participants included in this analysis were predominately of younger age
(median 28; IQR 24-36), male (91.7%), single (61.5%), and had an individual monthly
income less than ‘4000 yuan’ (67.3%). Over half of the participants (56.1%) were infected
through homosexual transmission. The medial CD4 count at baseline was 357 cells/mm3
(IQR 254-471). About 37.3%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at least one HIV-related symptom at
baseline. The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final 410 participants are
presented in Table 1.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baseline sample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the 410 participants those who completed follow-up survey and the
147 participants who dropped out, except for the rate of employment while those who
completed the baseline survey had a lower rate of employment than those who dropped out
(Supplement T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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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1. Baseline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Characteristics

n (%) or median (IQR)

Sex
male
female
Age
Marital status
married
divorced/widowed
single
Residence
urban
rural
Education
senior or lower
college or higher
Employment
yes
no
Monthly income (yuan)
≤4000
>4000
HIV transmission
heterosexual
homosexual
other
CD4 count (cells/mm3),
HIV symptom
yes
no
a

376 (91.7%)
34 (8.3%)
28 (24-36)
110 (26.8%)
48 (11.7%)
252 (61.5%)
210 (50.2%)
200 (48.8%)
222 (51.1%)
188 (45.9%)
276 (67.3%)
134 (32.7%)
259 (63.2%)
151 (36.8%)
172 (42.0%)
230 (56.1%)
7 (1.9%)
357 (254-471)
153 (37.3%)
257 (62.7%)

Chi square test; b Mann-Whitney test

Changes in quality of life and psychosocial status
The mean PHS and MHS sco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om 53.5 (7.1) and 44.2 (10.1) at
baseline, respectively, to 55.0 (6.5) and 49.0 (9.3) at 12-month follow-up (p = 0.009 for PHS
score, p < 0.001 for MHS score). Although the mean HRQoL score of 410 participan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not all participants had increases in HRQoL. After 12 months, 99
(24.1%) participants had an increase of five points or more in PHS score, while 71 (17.3%)
experienced a decrease of at least five points. The remaining participants had a change in PHS
score less than five points. considering MHS score, there were 194 (47.3%) participants had
an increase of five points or more. Nevertheless, 57 (13.9%) had a decrease of at five points
or more. Details about HRQoL summary score between baseline and follow-up are showed in
Table 2.
The median (IQR) PHQ-9 score decreased over time for the study participants as a whole
medial of 8 (3-13) at baseline, to 4 (1-8) at 12-month follow-up (p < 0.001). At 12-month
follow-up, of the 161 (39.3%) participants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t baseline, 118 (73.3%)
participants recovered from depressive symptoms but 43 (26.7%) of these remained depressed
at follow-up. Of the 248 (60.7%) with no depressive symptoms at baseline, 226 (55.1%)
remained no depressive symptoms but 23 (5.6%) had new-onset depressive symptom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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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HIV-related stress median score over 12-month period was observed
(27 (16-40) at baseline to 15 (8-26) at 12-month follow-up, p < 0.001). More than half of
participants (52.2%) experienced decreases in stress that exceeded 0.5 SES (improved) and
only 9.8% of those with increases in stress that exceeded 0.5 SES (worsened). As for social
support,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median score was observed (29 (24-34) at baseline to 27
(22-34) at 12-month follow-up, p=0.017).Over one third of participants (40.0 %) responded
with decreases in social support that exceeded 0.5 SES (worsened). Details about
psychosocial status between baseline and follow-upare showed in Table 3.
Table 2. HRQoL between baseline and 12-month follow-up

HRQoL

Frequency (%)

PHS
improved
unchanged
worsened
MHS
improved
unchanged
worsened

Baseline
Mean
SD

12 months
Mean
SD

Change scores
Mean
SD

99 (24.1%)
240 (58.5%)
71 (17.3%)

46.24
56.23
56.91

7.61
4.64
5.09

57.21
56.46
46.75

5.12
4.57
7.25

10.97
0.23
-10.1

5.54
2.69
4.82

194 (47.3%)
159 (38.8%)
57 (13.9%)

38.61
48.68
50.49

9.31
8.21
7.43

52.50
48.67
38.36

8.03
7.97
8.48

13.89
-0.01
-12.5

7.65
2.64
7.40

Table 3. Psychosocial status between baseline and 12-month follow-up

Psychosocial status
Depressive symptoms
never
remission
persistent
new-onset
HIV-related stress
improved
unchanged
worsened
Social support
improved
unchanged
worsened

Frequency (%)

Baseline
Median (IQR)

12 months
Median (IQR)

226 (55.1%)
118(28.8%)
43 (10.5%)
23 (5.6%)

4 (2-6)
15 (12-18)
17 (12-21)
6 (1-8)

3 (0-5)
3 (0-6)
13 (11-17)
13 (11-16)

214 (52.2%)
156 (38.0%)
40 (9.8%)

37 (25-48)
27 (16-40)
15 (10-23)

13 (5-21)
15 (8-26)
32 (25-45)

98 (23.9%)
148 (36.1%)
164 (40.0%)

26 (19-30)
28 (24-33)
32 (27-37)

37 (30-42)
28 (23-33)
23 (17-27)

Changes in PHS and MHS score according to 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The PHS and MHS improved in the group that had remission or never depressive
symptoms by 12 months, but worsened in the group that had persistent or new-onset
depressive symptoms by 12 months (Figure 1).Participants who experienced the remiss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by 12 months showed significantly greater improvements in PHS and
MHS than other groups (Table 4). Participants whose stress status improved by 12 months had
greater improvements in PHS and MHS than those with unchanged or worsened stress
status.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mean PHS change score
between different subgroups of changes in social support. While participants whose social
support status improved had larger increases in MHS score, compared to those with
decrements in social support. Table 4 exhibits the changes in HRQoL between baseli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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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up according to the psychosocial status.
Table 4.HRQoL scores between baseline and follow-up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changes of psychosocial status
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Depressive symptoms
never

PHS, mean (SD)
Baseline

Follow-up

Scheffé's
tests

Change

MHS, mean (SD)
Baseline

Follow-up

Change

Scheffé's
tests

55.77 (5.30) 56.39 (5.23)

0.62 (6.15) a N, P, O<R

49.08 (7.89)

61.23 (8.61)

remission
persistent

52.36 (8.29) 55.74 (5.41)
50.26 (7.31) 48.88(8.62)

3.38 (8.41)
-1.38 (9.57)

37.86( 8.75 )
35.02 (8.74)

50.36 (7.42)
37.99 (8.09)

12.51 (8.90)
2.97 (10.31)

new-onset

50.86(9.33) 45.32 (9.63)

-2.58 (12.25)

45.32 (9.63)

41.53(8.61)

-3.79 (12.10)

53.01 (7.56) 55.81 (6.07)

2.81 (8.00) a

40.63 (9.94)

50.11 (8.93)

9.48 (10.79) a W < U < I

55.08 (6.32) 54.69 (6.72)
54.43 (6.44) 51.46 (6.32)

-0.40 (7.13)
-2.97 (7.22)

48.06 (9.09)
47.89 (8.13)

49.23 (9.06)
42.69 (9.86)

1.17 (8.05)
-5.20 (12.34)

53.61 (6.94) 55.91 (5.76)
54.00 (7.09) 54.60 (7.09)
54.07 (7.14) 54.72 (6.23)

2.30 (7.53)

43.26 (9.66)

50.75 (8.90)

7.49 (10.77) a W < U, I

0.59 (7.79)
0.65 (8.04)

43.15 (10.44)
45.63 (10.01)

49.43 (8.76)
47.69 (9.84)

HIV-related stress
improved
unchanged
worsened
Social support
improved
unchanged
worsened

U, W < I

2.15 (10.36) a N, P, O<R

6.29 (10.59)
2.06 (11.49)

R, remiss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N, never depressive symptoms; P, persistent depressive symptoms; O, new-onset
symptoms; I, improved group; U, unchanged group; W, worsened group.
a
The one-way ANOVA analysis and post hoc Scheffé's tests for difference in mean HRQoL changes score between different
change groups of psychosocial status with p < 0.001
Figure 1. Changes in HRQoL according to psychosoci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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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on HRQoL at 12-month follow-up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mpared to participants who were never depressed,
participants who experienced new-onset depressive symptoms had an average decrease of
-6.13 (p < 0.001) and -7.06 points (p = 0.005) in 12-month PHS and MHS score, respectively.
And participants who experienced persistent depressive symptoms showed an average
decrease of -6.25 (p < 0.001) and -12.18 (p < 0.001) lower scores for PHS and MHS at 12
months,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12-month PHS and
MHS score between participants who experienced depressive symptoms remission and those
reported no depressive symptoms at baseline and follow-up.
In terms to HIV-related stress, compared to participants who had an improved stress
status, participants with a worsened stress statushad a lower 12-month PHS and MHS score (β
= -2.82; 95% CI: -4.76, -0.88; p = 0.004; and β = -5.24; 95% CI: -8.02, -2.46; p <0.001,
respectively).The differences in 12-month PHS and MHS score between different change
groups of social support were not significantly.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and 12-month HRQoLare showed in Table 5.
Table 5. The impact of changes of psychosocial status on 12-month follow-up HRQoLa
PHS
MHS
Psychosocial status
β coefficient (95% CI)
P value
β coefficient (95% CI)

P value

Change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never

Ref

Ref

remission

-0.76 (-2.10 to 0.57)

0.262

-1.32 (-3.23 to 0.59)

0.176

new-onset

-6.13 (-8.54 to -3.73)

< 0.001

-7.06 (-10.50 to -3.61)

< 0.001

persistent

-6.25 (-8.10 to -4.39)

< 0.001

-12.18 (-14.84 to -9.51)

< 0.001

Changes of HIV-related
stress
improved

Ref

Ref

unchanged

-1.41 (-2.63 to -0.20)

0.023

-1.13 (-2.87 to 0.62)

0.205

worsened

-2.82 (-4.76 to -0.88)

0.004

-5.24 (-8.02 to -2.46)

<0.001

Changes of social support
improved

Ref

Ref

unchanged

-1.00 (-2.41 to 0.42)

0.168

-0.18 (-2.21 to 1.85)

0.860

worsened

-0.63 (-2.04 to 0.78)

0.383

-1.98 (-4.00 to 0.04)

0.055

a

All models were adjusted for baseline age, gender, marital status, residence, education, monthly income, HIV transmission,
changes of CD4 count and changes of HIV-related symptoms

Discussion
In this 12-month follow-up study, we found that changes in depressive symptoms or
stress status were prospectively associated with 12-month HRQoL. Such association
demonstrates that HRQoL is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reinforcing the
importance of addressing psychosocial problems to improve HRQoL.
The HRQoL improved in the group that had remiss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or never
ha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12 months, but worsened in the group that had persistent or
new-onset depressive symptoms in 12 months. These results provided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HRQoL was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depressive symptoms.At 12 months, compared to
participants who were never depressed, participants who experienced new-onset or persistent
-143-

depressive symptoms had lower 12-month HRQoL. Importantly, participants who experienced
remission of depressive symptoms had an improved 12-month HRQoL that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ose who were never depressed. These findings suggest an opportunity to restore
HRQoLby alleviating depressive symptoms.
Consistent with this result, changes in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prospectively related
to HRQoL among breast and lung cancer patients [39, 40]. Theses indicated that research in
the HRQoL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longitudinal courses rather
than cross-sectional assessment of depressive symptoms.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in
people living with HIV is more common than general population [11]. However, it should be
proposed that depressive symptoms were always under-diagnosed among HIV-positive
individuals with only 7% of depressed HIV-positive people receiving appropriate treatment
[41]. Patients with new-onset or persistent depressive symptoms should be get appropriate
treatment to reduce its negative effects on HRQoL.
Decreases in HIV-related stress during follow-up period were prospectively associated
with higher 12-month HRQoL in this study. Conversely, participants with increases in
HIV-related stres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a lower 12-month HRQoL. These observations
are in support of cross-sectional studies among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from Hong Kong and
Nepal, which proposed that individuals who perceived high levels of stress would tend to
perform poor HRQoL[42, 43]. Results from our research emphasized that stress among
HIV-positive people would change across the trajectory of HIV disease, and these changes
were prospectively related to HRQoL. Regularly assessing stress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stress might improve HRQoL.
From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es, changes in social support during follow-up period
were not linked with physical and mental quality of life at 12-month follow-up. This result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to suggest that changes in social support had no influence on
HRQoL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HIV. Results of bivariat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individuals
who experienced improved social support had lager improvements in MHS, compared to
those with worsened or stable social support. Besides, although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HS score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of changes in social support, the
increase in PHS was still lager for improved group. Modest changes in social support possibly
lead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associations between changes in social support and HRQoL.
Additionally, quite a few researches demonstrated that social support could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epression, stress and HRQoL[17, 18]. Using the early baseline data of
this study to analyze the path and effect of correlates on quality of life, we had found that
social support could indirectly influence HRQoL through buffer effect on the depression and
stress [44]. On one hand, more researches are need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spec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changes in social support and HRQoL.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not
ignore the importance of enhancing social support for people living with HIV disease.
Several limitations in the study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in
one region, which may limit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our findings. Second, som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baseline interview but did not attend follow-up visit in our study, which may
potentially influence the study results. Third, because only two time points we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it could not identify changes of psychosocial status in the whole HIV disease
trajectory. Long-term assessment of psychosocial status and HRQoL among HIV-positive
individuals should be performed in future studies. Nevertheless,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researches, we further prospectively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on
HRQoL. It add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es by revealing how psychosocial variables
changed and its prospective impact on HRQoL. This information is important to develop
targeted psychosocial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HRQ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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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Overall,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hanges in psychosocial status (depression and stress)
could prospectively impact12-month HRQoL among HIV-infected individuals.To some extent,
these factors are modifiable, and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implementing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targeted psychosocial problems throughout the progression of HIV disease may
contribu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HRQ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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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感染者/AIDS 患者自杀意念影响因素及干
预措施的研究进展
唐楚蕾,肖雪玲,王红红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
联系邮箱：136575148@qq.com)
【摘要】目的了解影响 HIV 感染者/AIDS 患者产生自杀意念的因素，探讨目前针对 HIV 感染者/AIDS 患者的自
杀干预措施研究进展。方法采用文献综述法，以“HIV, AIDS,PLWHA, 自杀/suicide”等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 CNKI
数据库、万方数据库、Sinomed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Pubmed、Elsevier、PsychINFO 等数据库，
综述 HIV 感染者/AIDS 患者自杀意念特点、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干预措施研究进展。结果社会支持、HIV 感染者/AIDS
患者自我调节能力、受疾病影响程度、AIDS 相关知识是影响 HIV 感染者/AIDS 患者自杀意念的主要因素。目前相关
自杀干预研究多以心理危机干预为主，但针对 HIV 感染者/AIDS 患者的运用较少。结论 HIV 感染者/AIDS 患者是自
杀的高危人群，增强患者社会支持、提高患者自我调节与应对能力、传播 AIDS 相关知识对降低 HIV 感染者/AIDS
患者自杀意念有积极意义，针对 HIV 感染者/AIDS 患者的自杀干预亟待开展。
【关键词】自杀意念；HIV 感染者；AIDS 患者；PLWHA

艾滋病是一种严重危害全球卫生健康的传染性疾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于2017年的疫情报道
显示全球约3670万HIV感染者/AIDS患者；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道[2]，截止到2018年1月，中
国现存活HIV感染者/AIDS患者约77万人，死亡人数约24万人。 HIV感染者/AIDS患者数目逐年增长，
其流行现状不容小觑。与此同时，有关HIV感染者/AIDS患者心理健康也已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HIV
感染者/AIDS患者不仅要面临因HIV病毒感染、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造成的生理上的损害，还要应对由
此而来的一系列的心理应激。尤其在确诊HIV初期和艾滋病期，患者心理问题更未突出，严重者会
导致自杀行为。有研究报道[3-5]，HIV感染者/AIDS患者自杀意念在12%-78%，远高于普通人群
（2.6%-25.4%）
。有关HIV感染者/AIDS患者自杀相关研究受到重视，针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PLWHA）特殊心理特点进行自杀干预为改善该类人群身心健康起到了积极
作用。

1. 自杀干预背景
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s, SIs）
，既是被动的（认为生活已了然无趣而希望死亡）
，也是主动
的（导致自杀行为）[6]。自杀意念与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发生在一个连续体上，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但一般来说，自杀意念较自杀行为更为常见。产生自杀意念的高危人群包括，精神障碍患者，如抑
郁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药物滥用患者；遭受重大生活事故者，如丧失重要人际关系、丧失健康、
事业失败等；慢性躯体疾患，如慢性疼痛、终末期患者；被社会隔离、歧视者。在HIV感染者/AIDS
患者中，最开始，HIV相关自杀被认为与AIDS疾病终末期有关[7]，之后，其心理危机逐步受到认可。
心理危机是指个体突然面临重大生活变故或应激时，由于不可回避而有无法自我解决时出现的心理
失衡状态[8]。HIV感染者/AIDS患者需要面对疾病诊断的冲击、现阶段无法治疗的生理疾痛、社会的
歧视、社会关系的崩离等，当个体无法承受、解决这类应激时，PLWHA会出现焦虑、抑郁、恐惧、
精神障碍、物质滥用，激发自杀意念甚至自杀[9]。及时发现患者自杀意念，识别相关高危因素，为
处于困境或遭遇挫折即处于危机状态下的个体给予关怀、支持及使用一定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方法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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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援助，使其情绪、认知及行为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水平甚至高于危机前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1

HIV 感染者/AIDS 患者自杀意念特点

个体在得知HIV感染后，其自杀意念在疾病进程的各个阶段有不同特点。有研究显示[10,11]，
PLWHA自杀行为发生时间呈双峰分布，一个是得知HIV感染后6个月内，另一个为患者出现AIDS相
关症状时期。从HIV确诊阳性起，多数感染者会经历震惊否认-愤怒-妥协-孤独，甚至自杀、报复社
会等心理[12]。此外，在面对社会歧视时或由于自我病耻感而害怕面对社会歧视，PLWHA会出现害
怕、恐惧，自认为被社会孤立的无助感。此时若患者无法调整或自我调节不当，不仅会加重这类心
理症状，部分可能萌生出自杀意图，可表现为长时间的沉默不语、情绪低落、隔离外界交流等[13]。
在缺乏AIDS相关知识的情况下，PLWHA可能认为感染HIV是不治之症，由于对AIDS的恐惧及疾病
带来的痛楚，患者可能会出现自暴自弃，导致自杀的发生。因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出现自卑-活动
减少-焦虑抑郁-压力增大的恶性循环会加重患者心理负担。后期随着疾病进程的发展，出现的一系列
感染、并发症、合并症等以及恶性肿瘤所致严重消瘦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心理状态，表现
为沮丧、悲哀、易怒，甚至在无症状期自觉身体不适、疲劳、睡眠问题等，这些都是造成PLWH自
杀意念到自杀行为的高危因素。

2. 影响HIV感染者/AIDS患者自杀意念的因素
2.1 社会支持
家人、朋友的态度、家庭关系、社会的看法等会直接影响患者情绪、治疗态度及自杀意念。Carrico
等[14]对美国四个城市的HIV感染者自杀意念的调查显示，处于初恋中的患者自杀意念较少。Jia等[15]
对丹麦20年内PLWHA 自杀死亡的分析发现，自杀死亡者多是单身。此外，安徽省一项研究表明[16]，
家庭功能越好，PLWHA自杀意念率越低。社会方面包括社会歧视及社会保障体系，有研究针对
PLWHA自杀情况的调查显示[17]，社会歧视在PLWHA普遍存在，且会增加患者自杀的风险，这也是
患者心理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患者可能存在为躲避社会歧视而自杀的意念。
2.2 自我调节能力
有研究表明[18]，PLWHA的年龄越小，自杀行为发生率相对越高，自杀意念的风险随着年龄的
增加而降低；而女性PLWHA 抑郁和焦虑程度高于男性，女性PLWHA 自杀行为的发生率也高于男
性[19]，提示患者自我调节能力与自杀意念相关。除此之外，个体心理弹性作为个体内部资源，与自
杀行为关系密切[20]。心理弹性高的个体更不容易产生自杀意念，可能与患者自我应对能力有关。患
者自我调节能力还与患者自我病耻感及自尊相关。对外界看法的敏感性以及前置态度，加强了
PLWHA对HIV感染耻辱的内化，是PLWHA产生自杀意念的关键因素之一[21]。有研究表明[22]，同
性恋/双性恋HIV感染者自杀意念高达20.2%，也可能与其承受的心理压力、社会歧视超出自我调节能
力有关。
2.3 受疾病影响程度
处于疾病不同病程，患者的自杀意念有所不同。在AIDS期，患者会经受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痛苦。
由于HIV病毒感染、各种机会性感染以及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产生的副作用，患者出现身体各系统功
能的衰弱、身心痛苦及生活质量的严重下降，使得患者难以接受而出现自杀意念，甚至采取自杀行
为。有研究表明[23]，有自杀意念的PLWHA躯体症状得分较高，另有资料显示[14]，患者CD4+细胞
数越多，自杀意念发生率越低。此外，患者的生活质量与自杀意念存在相关性，生活质量受到严重
影响者更容易丧失对生命的希望，产生自杀意念。其次，由于HIV感染及疾病治疗的需要，患者面
临经济压力与失业双重打击，HIV感染不仅从生理上冲击患者，患者日常生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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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影响。
2.4

AIDS 相关知识

尽管随着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普及，人们对此已不陌生。但 “谈艾色变”依旧是普遍现象。不仅公
众对该方面了解的缺乏造成HIV感染者/AIDS患者社会歧视，患者自身对此方面信息了解不足也是造
成患者感到无法应对的原因之一。长期错误的观点会加重患者对自我的指责、对疾病的恐惧、对治
疗的抵抗，进而促使患者产生自杀意念[24]。

3. HIV感染者/AIDS患者自杀干预研究
文献回顾发现，现阶段，对自杀干预的研究多从患者的个人价值观、对自杀痛苦的恐惧、社会
责任感、与社会的联系、缺乏自杀条件几大方面着手。尽管PLWHA是自杀高危人群，国内外在
HIV/AIDS相关领域的自杀干预研究较少。Catalan等人针对HIV感染者/AIDS患者自杀行为所做的一
项系统综述发现[25]，仅有3篇文献涉及了PLWHA自杀行为干预研究，且均为间接干预；屈文研等[26]
通过对848例PLWHA进行危机干预，主要措施包括充分调动患者周围社会支持，在保证PLWHA可获
得医疗治疗的基础上，帮助患者掌握合适的应对方式，研究表明，干预前后，PLWHA自杀率下降，
具有统计学意义。合适及时的相关干预可以降低PLWHA自杀意念，减少自杀率。但尚未见其他有关
研究对PLWHA直接进行自杀干预。Carrieri等[27]在法国开展的一项横断面研究对3022名PLWHA进
行了自杀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负担（如就业、医疗、居住等）及社会歧视对
降低PLWHA自杀相关危险性具有重要意义。分析相关研究缺乏的原因可能与干预实施难度及社会层
面有关。而通过对PLWHA进行间接自杀干预的研究多以PLWHA抑郁患者为主要高危干预对象，可
能与PLWHA抑郁患者中自杀意念更为普遍有关。干预形式主要包括书信干预、电话干预、面对面干
预等，通过心理危机干预的形式对PLWHA进行干预。

4. 小结
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防治重点。改善HIV感染者/AIDS患者社会支持、
促进该人群HIV感染及生活应激的应对技巧、降低公众艾滋病歧视、提高艾滋病防治相关知识、鼓
励“早诊断、早治疗、按时服药”为降低HIV 感染者/AIDS患者自杀率、减轻患者受疾病影响程度、
提高其生活质量、治疗效果、减少HIV病毒传播等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针对HIV 感染者/AIDS患者
的自杀干预研究不容乐观，相关知识仅停留在自杀危险及保护性因素中，探索HIV感染者/AIDS患者
相关自杀干预方案刻不容缓，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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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快重建法”在应激事件团体干预中的应用
隋双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摘要】目的随着心理应激干预需求不断增加，亟需解决紧急事件应激晤谈(CISD)等应激事件团体干预模式中
每次处理人数较少或处理周期长等难题，以及急性期宣泄等争议。方法基于心理应激与团体辅导等理论、实践，整
合发展前人范式，在应激事件团体干预中通过一次顺序完成四个步骤(呈现问题，信息传递，应对探讨，总结提升)
的“简快重建法”，协助受团体成员快速减少混乱，看到资源，获得支持，促进心理、社会功能重建。对地震、水灾、
事故、砍杀、自杀事件影响人群共 1107 人进行对照研究，回收有效问卷 942 套。问卷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心理
健康自评量表-20(SRQ-20)，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平民版(PCL-C)等。其中参加简快重建法团体辅导者计入简
快组(n=354)，未参加者计入对照组(n=588)。结果简快组 PCL-C 总分(23.8±5.8)显著低于对照组(29.5±10.6)(p=0.001)，
SRQ 总分(4.1±1.7)显著低于对照组(6.3±2.2)(p=0.001)；简快组阳性率(PCL-C:2.46%，SRQ:8.73%)显著低于对照组
(PCL-C:28.57%，SRQ:35.03%)( p=0.000)。结论简快重建法克服了前人范式中人数、次数难题以及急性期宣泄争议，
有助稳定状态、重建功能。同时简洁易学，便于作为心理应激干预基本技能普及，以及重大应激事件中快速培育当
地的力量。
【关键词】应激；危机；心理干预；简快重建法；团体

1

背景

5·12汶川大地震为全国人民科普了“心理创伤”——心理应激(Stress)的后果之一。应激是机体对
强烈的或长期的内外刺激因素的身心反应。应激事件是指引发应激的刺激源。不同类型或程度的应
激事件发生后，可能会引惊恐、哀丧、生活方式崩溃等综合症状，及应激相关障碍等精神障碍，包
括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PTSD)、广泛性焦虑、物质滥用、躯体化症状、
人格解体等[1-3]。
自然灾害、事故、严重的生活事件等伴随着人类发展史，从未停息过对人类的巨大影响，除了
生命、经济的损失，精神卫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心理应激干预是对处在心理应激状态下的
个体或群体采取有效措施，使之最终度过，更好地适应、开创新的生活。但由于灾难、事故往往影
响人数众多，救援中传统的个体心理咨询与治疗模式远远适应不了大规模心理援助的需要，团体干
预模式应运而生，并逐渐兴起。
团体干预是可以用于各类重大应激事件心理急救、心理康复、心理社会援助的有效途径，尤其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1,2,4]。但相关方法，仍在不断进步中。自Mitchell于1983年提出紧急事件应激晤
谈(CriticalIncidentStressDebriefing,CISD)，多种模式的灾后团体心理咨询范式不断发展、广泛应用。
但是，近年对CISD的批评渐多[5,6]，CISD不仅不能改善急性症状，而且有提高PTSD的危险[5]。Bryan、
Keams、张丽等人通过文献研究发现，CISD对创伤后的精神卫生后果没有帮助,且有部分报告加重了
相关症状，对其中的情绪宣泄负面评价[5-7]。
在5·12汶川地震及其后多次重大灾难的救援中，由于心理应激干预需求十分巨大，在规模空前
的灾后心理救援中，大部分前往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人员(包括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未接受过应
激事件后心理社会援助的专业训练。由于专业、经验所限，大部分应激事件后心理干预在干预程度、
效果，以及能否增强参与者自我恢复能力、是否产生二次创伤、是否便于学习掌握等方面未能尽如
人意。特别需要便于一般心理援助人员或当地骨干掌握的结构化、易操作、安全有效的应激干预投
入到大量的初级心理援助和筛选转介中。
鉴于以上需求，通过借鉴灾后团体心理干预等应激干预的成功要素，在十余年心理应激干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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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危机干预、认知行为、团体辅导、创伤治疗、催眠治疗、叙事治疗等多领
域成果，整合发展出心理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法”[8,9]。

2

方法

2.1 简快重建法基本内容
该模式旨在帮助团体成员迅速厘清当前问题或症状，重新发现或获得支持资源，运用已有的或
习得的较好应对方式，逐步恢复控制感，走上快速重建之路[8,9]。
2.1.1 概要
目标：减少混乱，看到资源，获得支持，促进重建。
流程：呈现问题，健康教育，应对探讨，总结提升。(见图1.)
频次：单次团体辅导。
时长：90分钟左右。
团体人数：推荐8-60人之间。
协同带领者：有条件时，每10人左右加配一名协同带领者，效果更佳。

图1

“简快重建法”图示

2.1.2 主要步骤
2.1.2.1

呈现问题

目的：呈现当前最困扰成员的问题或症状。
内容：应激事件后幸存者面临的问题或出现的症状随着事件性质、严重程度、年龄阶段和性别
等因素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既可能涉及认知、情绪、行为，也有可能与人格特质、应对方式有关；
可能是生理现象，也可能有病理反应；可能是共性现象，也可能是个体差异。带领者应在事前对此
年龄段人群和此类问题有充分地了解，可先行适当自我暴露，即做示范，又定基调。以言语、非言
语信息鼓励成员发言，并帮助澄清问题。本节内容为客观陈述，须避免情绪卷入。
2.1.2.2

信息传递

目的：使成员了解所存在的问题(症状)是人类经历如此应激后的正常反应，并了解其规律。
内容：人类面临应激事件可能出现的反应，其发展、转归的规律。哪些是正常范围内的，哪些
是病理性的。讲述内容应包括常见表现，正常与病理性反应的区别，急性应激障碍(ASD)、创伤后应
激障碍(PTSD)、广泛性焦虑、适应障碍等。
2.1.2.3

应对探讨

目的：1)帮助成员进行梳理、联接资源(社会支持网络、个人支持等)，了解积极应对方式，看到
更多路径；2)为成员提供更多支持资源，使成员了解更多信息、途径、应对方式；3)制定改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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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团体帮助成员、成员启发团体，以自助互助相结合的方式，向成员们寻求解决思路或办法。
如果有未能充分解决或未能提及的重要问题，可由带领者提供支持。如提供支持资源信息、提
供某具体问题解决的示范、培训具体技能等。
在团体中，就共性问题讨论改善计划。然后请成员制订自己的近、中期改善计划，近期计划以
可行为前提，促成第一步改善行动为目的，可将一个较大、较难的目标细分为多个易于实现、可见
成效的小目标。对于个性问题，可在自行制定改善计划的基础上，获得现场帮助或结束后进行个别
咨询。
2.1.2.4 总结提升

目的：提炼团辅成果，增强改善信心，坚定走向美好明天。
内容：本节回顾本次团体活动的历程，总结收获、感悟，帮助成员看到资源，看到更多途径、
方法，看到互助小组作用，看到改善的希望。
2.2 对照研究
2.2.1 对象
2008年6月至2012年8月期间，在绵竹、深圳等地对地震、水灾、事故、自杀事件、砍杀事件后
的相关人群共1107人进行了问卷评估，回收有效问卷942套。参加了简快重建法团体辅导者计入简快
组(n=354)，未参加者计入对照组(n=588)。简快组中团体人数11－80人，每个团体接受一次简快重建
法团体心理辅导。
2.2.2 工具
WHO(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心理健康自评量表－20(Self-Rating Questionnaire-20, SRQ-20)中文
版 、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平民版(PTSD Checklist Civilian Version, PCL-C)中文版等[11]。
[10]

2.2.3 统计方法
数据运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样本中组间(简快组和对照组)差异检验包括t检验、卡方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简快组年龄(20.2±10.5)与对照组(17.7±8.6)没有显著性差(p＝0.482)。
简快组的PCL-C总分(23.8±5.8)总分显著低于对照组(29.5±10.6)(p=0.001)，SRQ总分(4.1±1.7)显著
低于对照组(6.3±2.2)(p=0.001)；
简 快 组 阳 性 率 (PCL-C: 2.46% ， SRQ: 8.73%) 显 著 低 于 对 照 组 (PCL-C: 28.57% ， SRQ:
35.03%)(p=0.000)。
应激事件团体干预简快重建法基于心理应激与团体辅导等理论、实践，整合发展前人范式有效
要素，通过一次完成的四个步骤(呈现问题，信息传递，应对探讨，总结提升)，在生活事件、事故、
灾难等突发事件遭遇者及救援人员中，以及心理工作者、教师、社工、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患者家属等人群中广泛应用，协助受影响人员快速减少混乱，增强稳定，看到资源，获得支持，
促进心理、社会功能重建。

4

讨论

应激事件团体心理干预的模式中，有单次模式的，也有需多次完成的[1-4]。需多次完成的模式，
难以适应灾难等重大应激事件后人群的流动性。在单次模式中，国内使用较多CISD团体常规人数6-12
人，在受众人数较大的情况下，难以为更多人群实施干预，疗效评价多不一致，相关模式及效果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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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进一步探索[5-7]。实践显示，简快重建法克服了CISD等前人范式弱点(如人数、次数难题，急性期
情绪宣泄争议等)，替代为容量大(可数倍于常规应激团辅人数)、一次起效等，并避免了急性期情绪
宣泄带来的问题。
研究发现，心理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法在灾难、事故、自杀事件、人际事件等应激源影响的群体
中应用，有助于干预对象稳定状态、重建功能。该模式结构性强，简洁易学，提高了安全性和可操
作性。在实践中非专业人员也可快速掌握，便于在重大应激事件中快速培育当地的力量。
2008年6月，隋双戈博士在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主办“抗震救灾心理援助研讨会”专
题分享心理应激团体干预“简快重建法”。其后在多种灾难的发生地、发生自杀事件的公司或学校、
发生重大事故的或恶性人际事件的企业或社区，以及遭遇性侵的儿童群体、压力管理团体、婚恋关系
团体等不同情境中，都有“简快重建法”的应用，帮助受影响者迅速恢复控制感，走上快速重建之路。
此外，心理应激团体干预“简快重建法”也在更多的专业会议上得以介绍和传播。例如2014年，
国际心理治疗联盟(IFP)第21届世界心理治疗大会中演讲介绍。2016年，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
预专委会学术年会上专题报告简快重建法，同年在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北京)论坛举办简快重建法工
作坊。2017年中国第三届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大会中举办工作坊。

5

结论

在重大应激事件心理援助的大潮涌动中，担负重任的终将是当地骨干。对于偏远地区群众及不
主动求助的创伤者，最有帮助的工作是对来自受影响社区的精神卫生工作者提供训练和支持[1]。简
快重建法团体干预，“简”，简洁易学，便于操作，节省专业资源；“快”，干预省时，一次起效。不
仅为参与者提供示范和学习自助互助方法的机会，也可使当地心理援助骨干利用这一模式，在救援
中长期、广泛地开展初级心理援助和筛选转介工作[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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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预警研究述评
王安厦，韩立敏

1

（国防科技大学，湖南 410073）
【摘要】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生活急剧变化，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人们精神压力逐渐增加，由此导致的
心理危机恶性事件也屡屡发生。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每年有80万以上的人死于自杀，还有更多的人企图自杀，每
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历自杀带来的丧亲之痛或受此影响。因此，危机干预已上升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之一。
心理危机预警是指在出现心理危机征兆后到危机事件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内，通过收集预警信息构建预警体系
进行有效的干预，最大化降低危机带来的危害性。心理危机预警是危机干预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警信息的研
究是预警研究的基础，主要包括确定预警对象、确立预警指标、分级预警三个方面。心理危机预警体系是对心理危
机预警工作方式方法的制度化和系统化，是将危机预警工作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操作的具体应用。本文通对国内外
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梳理，认为我国心理危机预警研究还存在研究深度有限、研究概念混淆、预警体系和预警指标
的研究缺乏对接等问题。
【关键词】心理危机；预警；指标；jkl体系

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竞争压力不断加剧，个体
心理行为问题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心理行为异常和常见精神障碍人数逐年增多，个人极
端情绪引发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的危险因素。
为此，以心理危机预警为热点引发了大家的思考。心理危机预警是指在出现心理危机征兆后到
危机事件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内，通过收集预警信息构建预警体系进行有效的干预，最大化降低危
机带来的危害性。心理危机预警的研究主要包括危机预警信息和运行体系两方面，预警信息的研究
是预警研究的基础，主要包括确定预警对象、确立预警指标、分级预警三个方面。心理危机预警体
系是对心理危机预警工作方式方法的制度化和系统化，是将危机预警工作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操作
的具体应用。

2

心理危机预警信息

2.1 预警对象
确立预警对象是整个心理危机预警中的第一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研究者从自身工作经验
出发，通过开展大面积心理普查和针对性咨询访谈，结合数据分析结果，归纳出心理危机易发人群
的特征，并将其作为预警对象。
例如蒋志勇（2006）[3]在对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的研究中，将预警对象定位包括贫困大学生、
新生、毕业学生、失恋学生和心理与生理成长不同步的群体对象，以及受某些刺激，具有某些人格
特征，家庭、社会环境、人际关系较差，行为表现偏常的不特定个体对象。
卢楠（2010）[4]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学习压力、自助与独立压力、家庭与经济压力、
前程压力等都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产生较大影响，认为承受这几类压力的学生在面临应激事件时，
1 学校科研计划项目：军人心理危机预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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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反应较强，容易发生心理危机。
2.2 预警指标
心理危机预警指标是构建心理危机预警体系的基础，是对心理危机发生前作出评估的定性或定
量指标。为更好识别心理危机预警的对象，学者们对危机预警指标进行了梳理和划分。
郭兰等人（2001）[5]通过分析大学生心理危机特征、表现形式和产生原因，选取了4组共15个预
警指标作为预警信息分析的依据：
个体发展状态指标，包括学习动力、兴趣、成绩就业信心成长机遇个体人格、气质特征个人对
挫折的应对方式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
社会环境指标，包括与家庭成员、父母的关系家庭及教养环境对学校教学、管理、生活的满意
度对社会氛围的满意度。
人际交往指标，包括与大学同学、老师的关系和满意度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看法和满意度。
负性情绪指标，包括负性情绪类型、强烈程度、持续时间、排解方式、刺激源躯体症状。
并于（2008）[6]采用问卷调查、专家访谈和层次分析方法，遴选了包括5个一级指标，23个二级
指标，41个三级指标在内的“一二三”级预警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包括个体发展、认知应对、
社会环境、生理和负性情绪五个方面。
许艳红（2008）[7]通过实验指出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指标体系包括三部分：应激源指标、应激
反应指标、危机易感因素指标。
应激源指标包括自主与独立压力、社交与人际关系压力、学习压力、前程压力。
应激反应指标包括生理反应、意志反应、行为反应、认知反应、情绪反应。
危机易感因素指标包括个体背景指标和个体特征指标。其中，个体背景指标包括年级、自评学
习成绩、父母婚姻、本人健康状况；个体特征指标包括人格、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归因方式。
朱政（2010）[8]通过分析高校研究生心理问题而引发的案件事故，结合相关理论和实践，归纳
出以下五类指标作为日常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参照：
个体发展状态指标：主要包括个体的人格特征、气质、学习动力、兴趣、学业成绩、就业信心、
成长机遇、个人应对挫折的方式和社会适应能力等。
负性情绪指标：主要包括紧张、抑郁、恐惧等情绪类型的强烈程度、持续时间、排解方式和躯
体症状等。
应激源指标：主要指可能导致危机的各种客观事件和境遇,如学习压力、情感困惑、亲人亡故、
就业困难等。
社会交往指标：主要包括与同学、老师的关系和满意度；对亲情、友情、爱情的看法和满意度；
与家庭成员、父母的关系、家教环境，对学校教学、管理、生活的满意度；对社会的认可度等。
躯体症状指标：主要包括失眠、头晕、食欲不振、胃部不适等。
程婧（2011）[9]采用问卷调查和层次分析法从环境背景、个体状态、人格特征、认知应对、生
活事件刺激、情绪状况、生理状况7个维度出发对所收集的228项原始观测点的适合度进行分析，构
建了包括7个一级指标、29个二级指标、109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
洪丽（2013）[10]运用内容分析法从危机类型、甄别因素、预警指标三个方面对100例心理危机案
例报告的内容进行信息采集与整理 ，最终确定以下六个核心指标：言行异常、长期关系不佳、长期
情绪不良、重大丧失、重大疾病（史）
、精神病史。
心理危机预警指标是构建预警体系的基础，上述研究解决了之前危机预警研究空有体系没有具
体指标的问题，科学的分析法与数值论证了危机预警分级的可行性，增强了具体实践操作中的实用
性，为心理危机预警工作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2.3 分级预警
为了方便对不同预警对象开展预警工作，需要对所确定的预警对象进行分级预警。目前，学者
们普遍接受用不同颜色来标示不同风险程度的预警等级，其一般的对应规律为：
绿色：无预警级别，此时预警对象处于稳定发展状态，无需进行干预。
蓝色：轻度预警级别，此时预警对象有从稳定状态向动荡状态发展的可能，其心理可能受到外
界应激并造成损失，要随时做好干预的准备。
黄色：中度预警级别，此时预警对象处于动荡状态，相关人员需及时掌握其状况，需并立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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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干预。
红色：重度预警级别，此时预警对象处于混乱状态，应引起高度重视，必须立即进行干预，防
止造成严重后果。
郭兰（2008）提出应建立预警预报系统，以20分为一警级，婧指标指数动态变化区间划分为五
个警级区间，并分别用绿色、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标示相应警级区间的警情，以实施危机干预。
刘建平（2012）[11]通过对23例自杀未遂大学生进行质的分析后，按轻重程度对预警指标进行了
三级划分：蓝色预警指标——心理健康症状、黄色预警指标——负性生活事件、红色预警指标——
自杀早期征兆构成的大学生自杀预警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预警效果。

3

心理危机预警体系的构建

3.1 国外青少年自杀筛查预警的研究
自杀是极端心理危机的表现，对自杀风险的评估与筛查预警是自杀干预研究中极具挑战性的工
作。进一步分析目前自杀筛查预警的状况发现，国外的模式常常是用自杀预防的项目来完成这个任
务，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体系，常常是集筛查和干预于一体，筛查预警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并且已
经发展出一些用于筛查预警的工具。其中比较著名的如哥伦比亚青少年筛查项目（Columbia Teen
Screen Program）[12] [13]和自杀预警项目（Signs of Suicide,SOS）[14]。
以下是对哥伦比亚青少年筛查项目和自杀预警项目的介绍：
3.1.1 哥伦比亚青少年自杀筛査项目（CSS）
哥伦比亚青少年筛查项目旨在通过在青少年中进行大规模的筛查，以评估那些自杀高风险的青
少年。整个项目包括四个步骤：
（1）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调查包括四个项目，当报告出现以下任何一项时，
学生被筛选为阳性。
（2）被筛选为阳性的被访青少年进入到第二步筛查，通过45分钟的计算化问卷测试来甄别出那
些典型的、处于高危状态下的青少年。
（3）由专家对第二步筛查出的青少年进行评估，筛查诊断出高自杀风险的青少年。
（4）为那些被诊断出疾病的青少年提供咨询和治疗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CSS已引进至国内用于青少年自杀筛选工作，简体中文版问卷经原作者确
认并授权用于国内研究。但CSS作为一种国外引进的问卷，受其文化背景、国情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是否能准确适用于我国青少年的危机筛查工作，仍需进一步验证。
3.1.2 自杀预警项目（SOS）
SOS是由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的非营利组织“精神健康筛查”公司开发的一项以学校为基础的
预防方案，旨在通过对抑郁症和与自杀行为有关的其他风险因素进行简单筛选来提高自杀意识和相
关问题。SOS特别侧重于自杀行为的两个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潜在的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症和有
酒精滥用。
SOS项目包含2个重要组成部分：
（1）一整套包括戏剧化描绘自杀和抑郁迹象，对想要自杀的抑郁症患者作出的干预方法，以及
对自杀未遂人的采访的视频教材。
（2）用于评估抑郁和自杀的潜在风险的筛查工具（DISC IV）
。
筛选工具包括哥伦比亚抑郁量表（Columbia Depression Scale, CDS），或青少年抑郁情绪简要量
表（Brief Screen for Adolescent Depression, BSAD）分数＞4。筛选表格由学生自己匿名完成并打分，
当CDS得分≥16分或BSAD得分≥4时被认为是一个强烈的临床抑郁症指标，需要寻求老师或值得信赖
的校外成年人的帮助。
青少年接触SOS项目需要通过长期随访以确定效果是否持久，该项目已在2004年被证实是可以减
少美国不同群体高中生自杀行为的有效工具。
国外筛查预警非常注重对抑郁症的筛查，这与国外自杀所呈现出的特点有关。据资料显示，约
90％的自杀者患有精神障碍，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抑郁症。抑郁症如果能够及时加诊断和治疗是
-159-

可以治愈的，青少年又是处在心理动乱期的一个群体，心境状况不太稳定，如何识别有抑郁和自杀
倾向的青少年便成了研究的关键。国外专家对于自杀预警的研究已趋于科学化、成熟化。
3.2 国内危机预警体系的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推进，危机预警体系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学者们开始讨论
危机预警体系的构建。
陈香等（2005）[15]认为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机制主要由学生心理健康普查制度、学生心理健康
汇报制度、心理咨询记录存档分析制度和学生心理危机评估制度构成，而其运行主要包括三个环节：
确定预警的对象和范围；建立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的指标体系；评估预警信息；发布危机警告。
马建青等人（2007）[16]提出我国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预警信息子系
统、预警分析子系统、预警信号子系统、应急处理子系统等。每个子系统又都包含自身独特的内容。
郭兰（2008）在建立了以动态监测功能为主的可以量化的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指标体系的基础
上，构建了由信息监测系统、信息评估系统、预警预报系统和危机处理系统为主线的大学生心理危
机预警系统运行结构模式。
程明莲等人（2009）[17]提出应构建由心理（辅导）教师、学工干部、各科教师和心理委员组成
的全校大学生的心理危机预警机制服务队伍，并提出心理危机预警体系框架。
朱政（2010）从健全危机干预组织机构、设置危机处理预案、构建危机处理信息沟通和监测系
统、丰富心理救助方法和渠道四个方面探讨了心理危机干预的可行性操作，并建立四级监控机制，
构建心理危机预警防护网络。

4

已有研究的不足

4.1 研究深度有限
以“心理危机预警”为主题，从“CNKI ”全文数据库共检索到相关记录311条,其中硕士论文17
篇，核心期刊论文42篇，没有博士论文，最早的研究始于2003年。且多以某一高校的大学生为主，
样本量的不足导致具有高概括性的心理危机预警还缺乏系统性研究。
4.2 研究概念混淆
不少文献对于危机预警和危机干预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程度混淆，危机预警强调的是危机发生前
对于个体心理危机的预测，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减少或抑制危机的发生，危机干预的侧重点则是
危机发生之后。概念的模糊不清导致部分研究徒有其表，文献中对于“危机预警”则是一笔带过。
4.3 预警体系和预警指标的研究缺乏对接
文献中列出了多个心理危机预警体系，大多是从参与危机预警的人员及如何做出危机干预处理
流程等方面来研究。预警体系的研究虽逐渐成熟，但大多是现有工作经验的总结,缺乏与预警指标研
究之间的对接，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分开现象。这一方面是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另一方面也
说明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需增强研究的针对性。
目前我国一些专业学者已将危机干预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危机预警体系构建研究上，但尚缺乏权
威性的心理危机预警参照指标体系,且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地方高校大学生上。相关研究目前大多集
中在预警信息的研究和预警体系的研究两方面。总体来说我国心理危机预警体系研究工作取得了较
大进展，特别是以高校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较多，但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多为理论研究，尚未形成
权威性的指导手册。且从实践角度出发，虽然取样方便，但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理论结果难以
得到实践证实。危机预警体系的构建工作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待各位学者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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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模式在九寨沟地震中的干预效果分析 1
西英俊，姚怡明，祁双翼，马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北京，1000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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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已经达到专家共识的国内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干预模式对 8.8 九寨沟急诊受灾群众的干预效果。
方法根据受灾情况和是否接受过心理干预，共选取 8 个重灾区接受过心理援助的村落的受灾群众作为干预组，选取 4
个受灾较轻未接受过心理援助的村落的受灾群众作为对照组，对共 952 名受灾群众的进行施测。对受灾群众的一般
人口学资料和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急障碍情况进行评估。结果对两组的量表得分进行 t 检验后显示，干预组的抑郁、
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得分均低于对照组[(52.69±10.49)VS(55±9.89),(49.51±11.00)VS(51.95±11.30),(51.23±
18.75)VS(55.35±18.63)；均 P<0.01]。结论研发的国内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干预模式对九寨沟的受灾居民具有积极的干
预效果。
【关键词】地震灾害；心理干预模式；干预效果；对照研究

An Analysis of Interven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Intervention Model inJiuzhaigou Earthquake
【Abstract】 Aim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the domestic public emergenc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odel that has reached the consensus of experts affected people in emergency treatment in Jiuzhaigou on August 8.Method
Based on the disaster situa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s, 8 disaster area that have received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intervention group.Select 4 affected disaster area which have not received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as

the control group.A total of 952 affected people were tested.Assessment of general demographic data and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ost-traumatic emergency disorders in affected populations. Result

The t-test on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52.69±10.49)VS(55±9.89),(49.51±11.00)VS(51.95±11.30),(51.23±18.75)VS(55.35±18.63),P<0.01].
Conclusions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odel for public emergencies in China had positive intervention effects on

Jiuzhaigou affected people.
【Keyword】 Earthquake Disas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odel; Intervention Effect; Controlled Study

2017年8月8日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漳扎镇发生7级地震，造成近20万人受灾，7万多间房屋受损。
因地震发生地处山区和旅游景区，受灾群众包括当地群众和游客，情况复杂，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
大重视和关注。近年来，包括地震在内的各类突发公共时间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发生，也给受灾群众
带来了身体、心理、精神及其他方面的损伤[1]。世界卫生组织有专家称，任何一种灾难都可能会给
人们带来持续而深刻的痛苦，出现心理危机[2]。心理危机是指个人在面对应激事件时，无法进行应
对，出现心理的失控和失衡状态[3]。如果这种状态长期持续的话，会使人民在认知、情感、行为上
出现长时间的功能失调及社会功能的混乱，造成终生的困扰。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心理干预模式处
理和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带来的心理危机已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
上个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率先兴起对心理危机的研究[4]。目前，欧洲创伤应急协会和日本国

1

资助课题：首都卫生发展科研专项项目“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干预技术综合运用模式研究”
（编号：首发 2014-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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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经济保健研究所通过使用德尔菲法最终形成了达到专家共识的心理救援工作灾难心理救援工作的
指南手册[5-6]。本研究所使用的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干预模式是先通过半结构访谈的形式对心理干预
人员进行访谈，初步构建国内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干预体系，后通过三轮德尔菲法对该体系进行进一
步的专家验证，最终得到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干预模式。目前，该干预模式已经在松原“7.4”城市燃
气管道泄漏爆炸、九寨沟“8.8”地震等突发事件中应用实施。本研究是在此基础上，对九寨沟地震
灾害中应用该模式的心理干预效果进行检验。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运用整体抽样的方法，选取在九寨沟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并且有心理援助队员进驻进行规范
的心理救援的8个村落的村民作为干预组，由培训后的施测员联合当地村干部组织村民进行统一施
测。同时，选取在九寨沟地震中受灾情况较轻，且无心理援助队员进驻的村落4个，对当地村民进行
统一施测，作为对照组。对照组中受灾情况较轻的村落应符合以下条件：（1）在地震过程中感受到
明显震感；（2）有房屋或其他的财产损失；（3）无人身等意外伤害；（4）未接受心里救援队的心
理救援工作。
本次研究在2017年11月11日至2017年11月18日在九寨沟地震灾区开展心理调研工作，共发放问
卷1000份，回收问卷952份，问卷回收率为95.2%。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整理，剔除填写不完整的问卷、
答题有规律的问卷、雷同问卷、缺失值的数目超过总题目数5%的问卷，共得到有效问卷611份，问
卷有效率为64.18%。
1.2 工具
1.2.1 抑郁自评量表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是用于抑郁症状筛查及严重程度评定的量表之
一。其共有20个项目，按照症状出现频度评定，分为4个等级，1~4依次代表“没有或很少时间”、
“少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其中10项为反向叙述，需反向计分。
SDS的主要统计指标是总分，把20项目的分数相加即得到总粗分。用总粗分乘以1.25后取其整数部分
可得到标准总分。临床上也常用抑郁严重指数来反应被测者的抑郁程度，抑郁严重指数=总粗分
/80.0.50以下为无抑郁，0.50～0.59为轻度抑郁，0.60～0.69 为 中度抑郁0.70以上为重度抑郁[7-8]。
1.2.2 焦虑自评量表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主要用于评定受试者焦虑的主观感受，共包含20
个项目。其主要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共分4级。其中5项为反向描述，需进行
反向计分。SAS的主要统计指标为总分。将20个项目的得分相加可得到总粗分。用总粗分乘以1.25
后取整数部分可得到标准总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SAS标准分的分界值为50分，其中50～59分为
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9-10]。
1.2.3 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
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f-rating scale, PTSD-SS) 分为对创伤性
事件的主观评定、反复重现体验、回避症状、警觉性增高和社会功能受损五个维度，共有24个项目，
每个项目根据创伤事件发生后的心理感受分为没有影响到很重1～5及评定，累积24个项目得分为
PTSD-SS总分，得分越高PTSD症状表现越严重。量表总分范围为24～120分，根据国内常模，大于
等于50分为检出PTSD，50～59分之间为轻度PTSD，60分及以上为中重度PTSD[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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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基本人口学资料比较
两组受灾居民的性别构成比（男/女）、年龄差异、受教育程度无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和干预组
的受灾居民的人口学资料的具体情况详见表1.
表 1 两组研究对象人口学因素情况
项目

分类

干预组（n=318）

对照组（n=293）

c2 值

P值

性别

男

105（33）

97（33.1）

0.001

0.982

女

213（67）

196（66.9）

18-29

68（21.4）

53（18.1）

3.628

0.305

30-44

105（33）

93（31.7）

45-59

87（27.4）

100（34.1）

60+

58（18.2）

47（16）

汉族

159（50）

221(75.4)

45.614

0

藏族

130（40.9）

54（18.4）

回族

18（5.7）

16（5.5）

其他

9（3.4）

2（0.7）

有配偶

239（75.2）

245（83.4）

6.629

0.012

无配偶

79（24.8）

48（16.6）

初中及以下

217（68.3）

227（77.5）

6.743

0.081

高中或中专

41（12.9）

29（9.9）

大专或高职

43（13.5）

27（9.2）

大学本科及以上

17（5.3）

10（3.4）

年龄

民族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2.2 两组灾后救援中帮助较大的方面情况比较
对于受灾居民来说，灾后救援中帮助较大的方面，干预组在救援物资、医疗救助和心理援助方
面感受到受帮助的人数多于对照组。其中，对照组的人更多认为生活补贴对他们的帮助较大。
表 2 两组灾后救援中帮助较大的方面情况
灾后救援帮助最大的方面

干预组（n=318）

对照组（n=293）

c2 值

P值

救援物资

151(47.5)

86(29.4)

21.118

0

生活补贴

54(17.0)

137(46.8)

61.544

0

房屋修缮

26(8.2)

28(9.6)

0.361

0.548

医疗救助

21(6.6)

1(0.3)

17.23

0

心理援助

63(19.8)

3(1.0)

55.864

0

工作问题

1(0.3)

4(1.4)

空白或无实质性内容

126(39.6)

101(34.5)

0.2
1.733

0.188

2.3 两组各量表得分比较
对两组的抑郁量表标准分、焦虑量表标准分、PTSD量表总分进行比较后发现，干预组的均值均
小于对照组的均值，且P值均小于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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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量表得分比较

3

指标

干预组（n=318）

对照组（n=293）

t值

P值

抑郁标准分

52.69±10.49

55±9.89

-2.798

0.005

焦虑标准分

49.51±11.00

51.95±11.30

-2.699

0.007

PTSD 量表总分

51.23±18.75

55.35±18.63

-2.723

0.007

讨论

本研究所使用的心理干预模式以点面结合，重点干预的形式进行。通过巡回访视的方式对受灾
群众的整理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从而发现问题，对危机当事人的情况进行评估后做出迅速的判断或
转介，而后通过定点干预的方式进行深入性工作，针对危机当事人的情况提供专业精神卫生或心理
卫生服务。目前，该干预方式已经在数次救灾工作中应用实施。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旧存在着一些
困难，如参与心理救援的人数有限等，所以目前心理干预主要覆盖了重灾区的受灾群众。本研究的
结果表明，灾后的心理干预工作对受灾居民有明显的干预效果。接受过心理干预的干预组在抑郁、
焦虑和PTSD水平上均低于对照组，说明该干预模式具有较好的效果。
抑郁自评量表在国外正常上限的标准总分为50分，在国内的标准总分上限为53分。在本研究中，
对照组的的平均分为55，干预组的平均分为52.69，干预组的均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且低于抑郁状态
检出分，说明干预组在抑郁方面有较为明显的改善。焦虑自评量表在国外正常上限的标准总分为38分，
在国内的标准总分上限为50分。在本研究中对照组的在自评焦虑量表的平均分为51.95，干预组的平均
分为49.51分，干预组的均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干预组焦虑得分低于焦虑状况检出分（SAS标准分≧50
分），说明干预组较对照组在焦虑方面有明显改善。陈祥勇等在鲁甸地震后实施干预前对受灾伤员进
行评估后发现，焦虑自评得分的均分为53.6分，与本研究中对照组的得分较为一致[13]。魏青等人在2012
年对学生的心理卫生状况进行调查后发现，学生的焦虑得分在26～84之间，均分为49.76分，相较于本
研究群体的焦虑状况较好，这可能与研究群体不同及突发事件已发生了较长时间有关[14]。
在本研究中，在问卷调查中设计了开放式问题：“您认为灾后救援对你有什么帮助？帮助最大
的是什么？”通过对居民的回答进行关键词提取和频次整理，得到的结果详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
对于受灾群众来说，最能使他们感受到帮助的是救援物资、生活补贴、房屋修缮款项的发放等现实
问题的解决。在WHO发布的《现场工作者心理急救指南》、美国国立儿童创伤压力中心编制的《心
理急救操作手册》及日本的《灾难心理健康》指南中均明确提到了在救援的初始阶段，解决受灾群
众的实际问题（如衣物、食物、住宿的物资提供和资金补偿，以及对身体问题的关注和基本生活的
支持等），是心理干预的一项重要工作[6,15,16,]。也是社会支持在实际的心理救援工作中的一种具
体的体现。正如受灾群众在回答问题中所提到的“救援第一时间来到灾区很温暖，给人们也带来了
很多生活物资，让我们觉得很安心”、“及时解决了一些生活有关的问题。最大的帮助是让我心中
有底，有信心度过难关。”等回答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种基本问题的解决和稳定的我们在你们身
边的感觉让受灾群众切实的感受到温暖和支持感。社会支持是已知的影响受灾群众心理健康的影响
因素[17]。S.Nolen和Mark.V.D等人提出良好的家庭和社会支持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的保护因素
[18]。国内汪向东等人的研究表明，相比应激源的暴露强度而言，更重要的促使PTSD发生的危险因
素是缺乏灾后的社会支持[19]，而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的受害者一般都有较佳的预后[20]。而这种社
会支持对于受灾群众的心理健康状态最具有帮助性的是，使其在经历了生活中面临的剧烈变化后，
获得稳定的可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感觉，为其提供一种安全感。
本研究有以下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中的数据是在地震发生后3个月收集的。在救援优先和保
护受灾群众不受伤害等客观原因的影响下，未能收集到受灾群众在受灾后心理救援干预前的相关数
据，未能确定其在受灾后的心理健康水平基线，为前后对比等提供更详细的依据。其次，在实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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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中发现，本研究虽对干预组和对照组有明确的区分条件，但是在干预组和对照组内部，受灾群众
在地震中的暴露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且本研究中并未对其的暴露程度有一个明确的评估，而受灾群
众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其在灾害中的暴露程度一般认为有较为显著的相关。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加
入对此方面的评估，以进一步保证研究对象的同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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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治疗方法是心理健康从业者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叙事暴露疗法（NET）便
是其中之一。目前已有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NET 是治疗 PTSD 的有效方法，特别适用于复杂创伤治疗。因此，本文将
梳理 NET 的相关文献，从理论背景、临床证据、操作方法等方面对其进行介绍，并探讨 NET 在理论、操作与研究上
的不足，最后展望其未来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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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reatment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is a hot topic for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s, one of
which is 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 (NET). There has been lots of evidence suggesting that NET i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PTSD, especially complex one. In China, however, NET has not yet been applied widely to practice. In this article,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clinical evidence, operational approach of NET are reviewed, meanwhile its shortcomings in terms of
theory, operation and research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in China are discussed.
【Keywords】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 PTSD; Lifeline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指由于受到了超常的威胁性或者灾
难性的创伤事件，而导致的延迟出现并长期持续的心身障碍。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5
版中，PTSD 有四组核心症状：创伤性体验的反复出现、持续地回避与创伤性事件有关的刺激、和创
伤性事件有关的认知和心境方面的负性改变，以及持续性的警觉增高[1]。
心理治疗是 PTSD 的重要治疗方法。目前针对 PTSD 的心理治疗方法主要有认知行为疗法、眼动
脱敏和再加工等，其中认知行为疗法被认为是治疗 PTSD 的最优方法[2]，它包括延迟暴露疗法、叙
事暴露疗法（narrative exposure therapy, NET）、认知加工疗法、认知疗法、焦虑管理训练等各
类方法[3-4]。
和延迟暴露疗法、焦虑管理训练等方法相比，NET 的一大特点是通过叙事的方法进行治疗，而
不是以情景暴露或者反应抑制为主。许多研究表明，经历创伤事件后个体在叙述的过程中的内容与
后期患 PTSD 的程度有显著的关系[5-6]。然而在经历创伤事件后未能够获得及时的心理干预的人们，
往往在患上 PTSD 后选择持续性回避创伤事件的相关刺激[1]，而且对于经历了复杂性创伤事件的患
者而言，他们的自传体记忆常常是破碎的，特别是创伤相关的一般事件记忆[7]，这使得患者不愿并
且也无法有效地阐明自己的创伤经历和心身障碍。因此，如何让患者顺利地说出自己的“故事”
，与
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是在 PTSD 治疗中需要特别关注的一点。对此， NET 在治疗中巧妙地引
入了生命线（lifeline）的概念，作为讨论创伤材料的有效的第一步，使得患者能够借助生命线重
新构建生活故事。这种有效的叙事方法使得 NET 在治疗 PTSD 中具有独特的魅力，被众多心理健康从
业者所推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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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了解 NET，本文将对 NET 的相关文章与研究进行梳理，整理出 NET 的理论背景、临
床证据、操作方法，讨论其不足并展望其在中国的未来发展。

1

理论背景

叙事暴露疗法是近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主要用来治疗经历过多次或者复杂创伤
事件的患者[9-10]。这个方法最初由临床心理健康专家与相关的研究人员联合“受害者的声音”组
织（Victims Voice, VIVO）一同发展起来，主要用于治疗非西方国家中受到组织暴力和武装冲突伤
害的患者[10]。
叙事暴露疗法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情绪加工理论（emotional processing
theory, EPT）
，另一部分是创伤记忆的双重表征理论（dual representation theory）[9]。
情绪加工理论认为，我们的情感体验会形成关联强烈的神经网络，与事件发生期间的感官、身
体、认知、情感等各方面的信息相关，恐惧刺激的信息也包含其中，因此对于创伤事件，我们的记
忆会形成“恐惧网络”
（fear networks）
，特别是受到多重创伤的患者，可能会形成庞杂的恐惧网络，
并且这个网络不再与时空信息等自传体记忆相联系[7]。在经历了创伤事件之后，当患者再次遇到与
之相关的内部刺激或者外部刺激时，会迅速并且强烈地激活整个恐惧网络，产生强烈的应激反应[11]。
叙事暴露疗法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双重表征理论。该理论认为人对于同一事件的记忆可以有双
重表征（甚至是多重表征）
，在不同的条件下，同一事件的某一表征可能会占据优势 [12]。Elbert
和 Schauer 等人[13]据此提出人们的自传体记忆可以被分为冷的记忆（cold memory）
与热的记忆（hot
memory）两部分，其中冷的记忆指事件的基本事实、发生的情景等（例如事件相关的时间地点）
，而
热的记忆指事件发生时个体的知觉体验、情绪以及身体感受等（例如黑夜、恐惧的感觉、绝望感等）。
他们认为，患者之所以会对创伤事件产生闪回，是由于患者的热的记忆与冷的记忆之间的连接被切
断了，因此患者无法把闪回中的记忆与具体事件的时空关系对应起来，即热的记忆无法与冷的记忆
连接起来。当患者出现闪回等侵入性症状时，其实是热的记忆被明显唤醒、而冷的记忆被抑制了，
使得患者如同在创伤记忆中“燃烧”一般[13]。
这一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生理学方面的证据支持。Brewin 发现杏仁核与恐惧反应具有密切的关
系，并且有不同的通道可以传递创伤信息到杏仁核，其中海马回可以传递知觉经验和空间上的事件
信息，而其他无法被主动唤醒的通道也可以传递相关的信息[14]。还有研究认为经历创伤事件的人
们由于分泌大量的去甲肾上腺素而引起了与记忆相关的大脑结构功能的变化，其结果导致患者的海
马回出现功能损伤，而扁桃体则被显著激活[8]。此外，许多研究发现人们对于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
的记忆表征，例如在 Holmes、Brewin 和 Hennessy[15]的实验研究中发现，相比于与视觉空间相关
的按键任务，在观看创伤录像时进行口头减数报告任务能够对事件产生更多的情感表征，产生更多
的侵入性记忆。
根据双重表征理论，同一事件在不同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征占据优势，因此当事件中热的记忆
占据主要优势时，个体会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唤醒，而在情绪唤醒的过程中，实际上激活了相关的情
绪网络。该理论可以用于分析具体的生活事件。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对我们产生不同程度的唤
醒，其中具有重大创伤的事件（例如严重的家庭暴露）或者重要意义的事件（例如女儿的出生）往
往会导致较高的唤醒水平[7]。对于复杂创伤事件的受害者而言，他们的恐惧网络常常是庞大的，涉
及到众多的生活事件，此时只关注某一个或者几个创伤事件进行治疗是没有效果的，无法广泛地影
响相关的神经网络[9, 16]。
因此，为了有效抑制相关的恐惧网络，NET 采用了重新构建与叙述整个人生故事的方式，关注
人生中所有的重大创伤事件或者其他高唤醒水平的事件，由此降低创伤事件的唤醒水平[7]。
为了完整构建患者的一生，NET 在治疗过程中引入了生命线这一工具。生命线代表了患者从出
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包括了人生中的一般事件和重要事件。如图 1，其中红线代表主观体验被“切
断”
，在红线的水平以下，表示患者不认为该事件会引起过度的唤醒——具体的判断由患者和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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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情况决定。NET 治疗的目的之一，便是将创伤事件的唤醒水平降低到红线以下。
在构建好生命线后，患者将按照时间顺序对于这些重要事件进行叙述。在治疗的过程中咨询师
的作用之一是决定相关事件的唤醒峰值。对于创伤事件，咨询师需要通过合适地引导患者叙述事件
发生时的客观背景（例如时间、地点等）和主观感受（例如情绪、生理反应等），使来访者能够重新
建立热的记忆与冷的记忆之间的联系，降低创伤事件的情绪唤醒水平，抑制恐惧网络的影响，进而
减轻 PTSD 的症状[13, 17]。

图 1 生活阶段，一般和具体事件的情绪唤醒曲线

2

[18]

临床证据
[19-28]

大量的研究证明 NET 是治疗 PTSD 的有效方法
，它不仅仅适用于中低收入国家的患者，也可
以被用于高收入国家的患者，无论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还是普通的心理辅导人员都能够有效地发
[8]
挥叙事暴露疗法的作用 ，并且适用年龄范围广、无明显的地域差异。
[19]
早有研究证实 NET 在难民营中能够被有效使用。在 Neuner 等人 的研究中，他们设计了三组被
试探究 NET 对于 PTSD 的治疗效果，其中有 12 名被试只接受心理教育，16 名被试接受心理教育与叙
事暴露治疗，14 名被试接受了心理教育与支持式咨询（supportive counseling）。结果表明，经过
1 年的治疗，与只接受心理教育的控制组、同时接受心理教育和支持式咨询的实验组相比，接受心
理教育和 NET 的被试组在 PTSD 上的得分显著下降，并且尽管有 93%的被试在治疗结束之后再次经历
[19]
了创伤事件，但是其中 71%的被试不再达到 PTSD 的临床诊断标准 。
[20]
而 Neuner 等人 的另一个研究表明 NET 可以被非专业心理咨询师使用，并且能够发挥较好的效
果。他们在乌干达难民营招募了一批普通的心理辅导人员，对他们进行为期 6 周的 NET 和创伤心理
咨询（trauma counseling）训练，之后让他们对当地的难民进行心理治疗。结果表明，无论是叙事
暴露治疗还是创伤心理咨询，均能减轻 PTSD 的症状。在连续 9 个月的追踪调查中，叙事暴露治疗组
有 70%的被试不再达到 PTSD 的临床诊断标准（对照组为 37%）。在流失率上，接受叙事暴露治疗的实
验组中仅有 4%的被试中途退出，显著低于另一实验组的 21%。
[21]
在针对德国的政治避难者和难民的研究中发现，NET 比常规的疗法更加有效 。他们对 16 名被
试进行叙事暴露治疗，对另外 16 名被试进行常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
。结果发现接受
叙事暴露治疗的被试中，有 63%的患者在 PDS 得分上显著下降，而接受常规治疗的实验组只有 19%
的人有所好转。这表明 NET 在高收入国家也能够被有效使用。
[26-28]
[27]
NET 对于儿童与老年人也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Ruf 等人 对难民营的 PTSD 儿童患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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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叙事暴露治疗，结果表明在经过 8 次的治疗后，该方法能够有效地减轻 PTSD 症状，并且在 12 个
[28]
月的持续追踪中疗效稳定。这说明 NET 对于儿童也具有适用性。Mørkved 和 Thorp 使用 NET 对一个
70 岁的挪威女性进行了 PTSD 治疗，
结果表明抑郁和 PTSD 在治疗过程以及治疗之后得到了明显改善。
因此 NET 同样具有治疗老年人创伤的潜力。
[29-30]
[29]
目前在中国也有相关的研究证据表明 NET 有效
。
Zang 等人 在中国汶川地震发生 19 个月后，
使用 NET 对 22 名地震中幸存的中国人进行了心理干预，其中 11 名使用 NET 进行治疗，另外 11 名列
[30]
入等待名单。结果表明 NET 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之后 Zang 等人 又对 30 名在地震中幸存的中国
人进行心理干预研究，结果也发现 NET 效果显著。

3

操作过程

叙事暴露疗法的治疗并没有固定的次数要求，根据患者实际的病情与需求，治疗次数从 4~14 次
[10]
不等，每次在 60~150 分钟，每周一到两次 。整体过程包括四部分：临床诊断与心理教育、构建生
命线、叙事暴露、结束治疗。在叙事暴露治疗中没有家庭作业。
在治疗前，需要对患者进行结构化的临床诊断，问询相关的创伤生活事件，对所有可能的创伤
性压力来源、事件类型等进行了解与分析。之后对患者进行心理教育，内容包括 PTSD 的理论基础、
叙事暴露疗法的治疗过程以及原理等。
在治疗的第二阶段，我们需要建立“生命线”（lifeline）。这条线代表了来访者的一生，由生
命的各个时段以及重要的人生事件组成。咨询师将通过合理的引导，帮助患者梳理自己的生命经历，
构建出完整的生命线。在建立生命线的时候，来访者需要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他的人生，在关键的时
间点标记重要的事件。在操作的过程中，建议使用绳索、树枝等事物进行具象化，并用石子标记消
[9]
极的事件，用花朵标记积极的事件，以此强化对于生命线的构建 。构建好生命线后，可以用绘画
或者照片留下生命线的副本。
在之后的治疗阶段，咨询师需要引导来访者按照时间顺序，逐一地叙述自己的一生，特别是创
伤事件。在叙述一件事件的具体细节前，需要先详细地记录事件的背景，然后再叙述事件的具体细
节，最后将该事件归档到过去，重新聚焦于整体的生命线上。在每个阶段结束后，咨询师需要写下
来访者叙述的内容，并评估该段经历是否需要进一步地暴露。在下一个阶段开始时，咨询师要先将
记录的内容念给来访者听，以确保内容没有错误，然后继续开始叙述与暴露。
当来访者叙述了从出生到当下的全部重要事件后，治疗便接近尾声。治疗结束后，咨询师要将
[9]
先前记录的事件的署名副本交给来访者 。

4

不足与未来发展

大量的证据表明 NET 对于 PTSD 患者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它也具有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理论不够完善，双重表征理论与情绪加工理论均未涉及到 PTSD 患者认知与心境的负性改
变这一特点，在 NET 的治疗中未对患者的认知进行重建。因此，在 NET 的治疗中，使用者应当同时
结合认知治疗。
其次，操作过程时间较长，对于单一的创伤事件患者，使用叙事暴露疗法显然过于费时费力。
对此，使用者可以考虑在生命线中强化对于重要唤醒事件的叙事暴露，而简化其余事件的叙事。Zang
[30]
等人 通过强化生命线中的某一创伤事件的叙事，对治疗过程进行了简化，结果表明仍然具有良好
的治疗效果。
最后，国内相关的实证性结果过少，根据文化适应性进行的相关研究不足。在我国，针对 PTSD
[31-32]
的治疗仍然集中于心理疏导、心理教育干预、延时暴露治疗等方法
，NET 仍然具有较大的推广与
应用的空间。
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是 NET 在治疗 PTSD 上仍然有着重要价值，具有理论清晰、操作简便、应
用经验丰富等优点。在理论上，NET 的背景清晰，同时引入生命线这一工具，指导操作者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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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运用 NET；在操作上，NET 具有简便、过程具体、操作门槛低等特点，使得 NET 在儿童、老年人等
群体也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并且非常适用于经济不够发达或者专业人员资源有限的国家或者地区；
在应用经验上，NET 作为针对非西方国家的治疗方法，在中低收入国家的非专业人员之间具有丰富
的使用经验，能够被较好地学习以及借鉴。
因此，NET 值得在我国大力地从研究、实践等方面进行推广与应用。它不仅仅为我国的 PTSD 治
疗提供了新方法，而且有助于我国在突发灾难后紧急培训心理辅导人员，为灾难幸存者提供更加充
分、及时的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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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叙事暴露疗法的详细操作过程

叙事暴露疗法的治疗并没有固定的次数要求，根据患者实际的病情与需求，治疗次数从 4~14 次
[10]
不等，每次在 60~150 分钟，每周一到两次 。整体过程包括四部分：临床诊断与心理教育、构建生
命线、叙事暴露、结束治疗。在叙事暴露治疗中没有家庭作业。
1.1 临床诊断与心理教育
在治疗前，需要对患者进行结构化的临床诊断，问询相关的创伤生活事件，对所有可能的创伤
性压力来源、事件类型等进行了解与分析。
之后对患者进行心理教育，内容包括 PTSD 的理论基础、叙事暴露疗法的治疗过程以及原理等。
在进行心理教育时，需要关注患者当前的困扰和症状，并借此评估患者的认知能力。在这个阶段，
咨询师需要帮助来访者对自己的情况建立概念和理解，甚至需要适当地鼓励患者接受治疗（例如告
[18]
诉来访者，他的治疗结果能够用来帮助更多与他经历类似的人） 。
1.2 构建生命线
在治疗的第二阶段，我们需要建立“生命线”（lifeline）。这条线代表了来访者的一生，由
生命的各个时段以及重要的人生事件组成。咨询师将通过合理的引导，帮助患者梳理自己的生命经
历，构建出完整的生命线。
在建立生命线的时候，来访者需要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他的人生，在关键的时间点标记重要的事
件。在操作的过程中，建议使用绳索、树枝等事物进行具象化，并用石子标记消极的事件，用花朵
[9]
标记积极的事件，以此强化对于生命线的构建 。这里的事件不仅仅包括消极的创伤事件（例如虐
待、强奸、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者艰难的生活经历（例如离婚、解雇、生病等），也可以是
积极的事件（例如取得成就的时刻、极度喜悦的经历等）。我们可以用不同大小的石头和花朵表示
不同唤醒程度的事件。此外，还可以用额外的标志记录一些特殊的事件（例如用蜡烛代表亲密的人
的逝去）。
在构建生命线时，从最早的唤醒事件开始，按照时间顺序逐步进行。咨询师需要引导患者对每
一个事件进行标记和命名，让患者用简单的语句回答与事件相关的时间、地点和内容（例如“当时
我在上中学，住在镇子里，被邻居强奸了”，“几个月前，在镇子里，被车撞了”）。咨询师要给
每一个标志附上名字，并标注时间和地点。事件名字应当尽量简洁明确，并且与事件内容相契合，
[18]
这有助于在之后的叙事中唤醒热的记忆 。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过多得深入事件的具体内容，避免影响整个生命线的构建。
咨询师应当引导来访者将对于事件的觉察停留在冷的记忆层面，将问题集中于事件本身、事件的名
称、事件日期等等，而不是情绪或者感觉等热的记忆。
构建好生命线后，可以用绘画或者照片留下生命线的副本。同时，咨询师和患者都应当重视生
命线的完整性，不要随意触碰、跨过甚至踩到生命线。因为生命线实际上代表着患者的一生，其中
[7]
的花朵、石头等都被赋予了生命的意义 。
1.3 叙事暴露
在之后的治疗阶段，咨询师需要引导来访者按照时间顺序，逐一地叙述自己的一生，特别是创
伤事件。在叙述一件事件的具体细节前，需要先详细地记录事件的背景，然后再叙述事件的具体细
节，最后将该事件归档到过去，重新聚焦于整体的生命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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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的叙事前，咨询师要先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客观的背景信息。接着让来访者
进行具体的内容叙述。来访者将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他的感觉（你看到、听到、闻到了什么）、感知
（你当时在想什么）、情绪（你的心情如何）、生理反应（心跳，流汗，手脚发凉等等），直到患
者的所有经历，特别是情绪感受，都通过语言表达了出来，关于这一事件的叙述才告一段落。
然后，患者需要比较过去和当下的心理感受与身体感受。例如患者可能会说“灾难发生时，我
感觉恐惧，但现在我回过头去看，我开始觉得伤心”，而咨询师可以询问“你现在还会感觉恐惧吗？
身体的哪些部分让你感受到了它呢？”。通过这样的回顾，可以强化来访者对于事件的时空信息的
感知[8]，将这些情绪相关的热的记忆与事件相关的冷的记忆相联系。
当咨询师判断该事件已经得到足够的叙述和暴露后，需要建立一个明确的结束点，以此告知患
者该事件告一段落，以便于将目光重新聚焦到完整的生命线上。一般情况下，咨询师可以选择把话
题的内容转移到事件之后的故事，让来访者简单概述一下这个事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这
件事情发生之后，你是如何努力生活下去的呢？”），借此帮助来访者从事件唤醒的情绪中走出来，
将注意焦点从热的记忆导致的压力、不适中转移到患者已经坦然接受的生活事件中去[18]。
在每个阶段结束后，咨询师需要写下来访者叙述的内容，并评估该段经历是否需要进一步地暴
露。在下一个阶段开始时，咨询师要先将记录的内容念给来访者听，以确保内容没有错误，然后继
续开始叙述与暴露。
1.4 结束治疗
当来访者叙述了从出生到当下的全部重要事件后，治疗便接近尾声。在最后的阶段，咨询师和
来访者可以适当探讨一下未来的目标，或者进行认知重建，例如思考对于生活的新态度等。治疗结
[9]
束后，咨询师要将先前记录的事件的署名副本交给来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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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大学生中简易应对量表的信效度
及应对差异分析
于鹏鹏 1，袁璐 1，王东芳 2 ，Bob Lew3，平凡 4，贾存显 1
（1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山东济南 250012
2 山东中医药大学预防医学系，山东济南 250012
3 普特拉大学社会心理学系，马来西亚
4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网络信息中心，山东济南 250012
通信作者：贾存显 jiacunxian@sdu.edu.cn）
【摘要】目的:探索中文版简易应对量表在医学大学生群体中的因子结构并分析男、女生在应对方式上的差异。
方法：在济南市两所医科大学中实施问卷调查。用统计软件SPSS24.0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比较男、女大学生在应
对得分上的差异，Amos24.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该研究共收集了2074名大学生的信息，探索性因子分析显
示该量表可提取为五因子结构。简易应对量表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3，结构方程模型显示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女生
在应对得分上高于男生（t = 3.16, P = 0.002）。与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如躲避（t = 6.05, P<
0.001）、自责（t =2.23, P = 0.026）。结论：简易应对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在医学大学生群体中被证实是有
效、可行的。男、女生在应对上存在差异且男生更易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
【关键词】简易应对；医学大学生；因子分析

Analysis of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brief coping scale and coping
differences in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Peng-Peng Yu1, Lu Yuan1, Dong-Fang Wang2, Bob Lew 3, Fan Ping4, Cun-Xian Jia1

（1 Shand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Jinan, China
2 Department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hando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Jinan, China
3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Putra University of Malaysia, Malaysia.
4 Information Network Center,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un-Xian Jia, jiacunxian@sdu.edu.cn.）
【Abstract】Objective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Brief Cope
scale (CV-BCS) and to analyze differences in coping styl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arry out a cross-sectional study. SPSS24.0 was employed to carry out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in coping scores between boys and girls. Amos24.0 was applied to perform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The sample consisted of 2,074 medical students in two universities. Finally, five factors were extracted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ith a total reliability of 0.83. The results drawn from factor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the
CV-BCS held good construct validity. Coping scores of girls were greater than that of boys (t = 3.16, P= 0.002).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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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girls, boys were more prone to take negative coping strategies, like escape (t = 6.05, P < 0.001), self-blame (t
= 2.23, P = 0.026). Conclusion: The five-factor structure of CV-BCS are validated to be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in Chinese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and can be us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a. There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oping strategies between boys and girls, and boys are more prone to adopt negative coping styles.
【Keywords】Brief Cope;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Factor Analysis

应对是对个体内、外环境的一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采取行动消
[1, 2]
[3]
除压力或者缓解压力对其产生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 ，不适宜的
应对方式会导致人际关系紧张以及生活上的困扰。早在七十年代，Pelietier 就提出，“现代人类疾病
一半以上与应激有关”。由此可见应对方式在身体和心理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对作为应激与
健康的中介机制,恰当的应对方式对身心健康的维持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发现：个体在高应激状
[4]
态下,如果缺乏良好的应对方式，心理损害的危险度可达 43.3%，为普通人群危险度的两倍 。
[5]
关于对压力的应对研究可以追溯到 1966 年 Lazarus 的概念分析 。1980 年 Lazarus 基于对心理
[5]
压力的认知现象学分析理论编写了“应对方式”量表 ，该量表把应对方式归为两个维度，理性应
对和感性应对。在调查中 Lazarus 和他的同事发现不论在预防还是理性应对上，概念分析都是不完
[6]
备的。1989 年，Carver 等人根据既往研究制定了“问题应对倾向目录” 。该量表有 60 个条目，
每四个条目为一个维度。1997 年，该量表被简化为 28 个条目，每两个条目划分为一个维度，称为
[7]
“简易应对量表”（Brief Cope Scale，BCS） 。随着简易应对量表在躯体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研究中
[8, 9]
[10]
被逐渐证实有效且可行
，量表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
在校大学生是一个在身体和心理都在经历快速发展的群体，与此同时，各种来源的压力会猝不
[11]
及防的进入他们的生活并对他们的日常活动产生影响 。不及时合理的应对会对其心理产生负面的
[12]
影响。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中不适当的应对策略会不同程度的降低生活质量 ，导致的负
[13, 14]
[15, 16]
[17, 18]
[19]
面效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
，抑郁
，酒精滥用
及睡眠障碍 等。
国内对应对方式的研究大多划分为两个维度，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比如：人工流产女性在怀
[20]
[21]
孕期间的应对方式研究 以及农村自杀死亡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等等。面对如今快速的生活节
奏和外界刺激源的骤增，依然这样划分显然是不够具体的。为此，本研究选择简易应对量表对医科
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以期初步了解医学生经常采用的应对方式以及男、女生在应对上的差异，
为积极预防由于应对不良而可能造成的心理以及身体损害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6 年 11 月在山东省济南市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在两所公立医科大学进行了横断面研究。该
研究选取了 2013-2016 级的在校本科生，在每个年级随机抽取几个班级，一旦班级选定，该班的全
部学生均通过自填的方式完成问卷。
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必须年满 18 周岁且自愿参与。问卷填写完成后由经过严格培训的调查员
统一收回并逐一检查问卷的完成程度。
此次调查总共发出 2197 份问卷，收回 2074 份，应答率 94.40%。
1.2 工具
简易应对量表（BCS）是个多维度量表，有 28 个条目，每两个条目为一个维度，代表一个人在
某种压力下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本研究延用香港大学翻译的中文版简易应对量表[22]。参与者根据最
近两个月自身面对压力时采用相应应对方式的频率从四个选项中选择一个，1 代表“从未这样做过”、
2 代表“偶尔这样做”、3 代表“有时这样做”、4 代表“常常这样做”。此外，问卷还收集了人口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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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年龄，性别，出生地，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等等。参与者统一在指定的教室完成，整个过程大约
需要 30 分钟。
1.3 统计分析方法
社会人口学信息采用统计软件 SPSS24.0 进行分析，对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 t 检验、方差
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非参数检验。检验水准α为 0.05。样本被随机分为两部分，一部
分用作探索性因子分析，另一部分用 Amos 作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
1.4 伦理学声明
本研究已经通过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是基于自愿并被
告知任何时候决定退出均可随时终止。

2

结果

2.1 人口学信息
该样本由 2074 名大学生组成，其中女生 1368 名，占比 65.96%，平均年龄(19.75 ±1.33)岁；，
男生 706 名，占比 34.04%，平均年龄(19.86± 1.50)岁，,男女比例为 1.94:1。男生在量表总得分上低
于女生(t= -3.16, P< 0.05)。来自农村和城镇的学生数量基本持平，分别为 1059（51.06%）、1015
（48.9%）。在城镇水平上，女生得分高于男生(t = -3.33, P< 0.05)；在农村水平上，男、女生得分没
有统计学意义(t = -1.14, P> 0.05)。在年级水平上，大一和大四的女生在量表得分上均高于男生，但
大二和大三的男女生得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男生和女生在应对得分上的比较(N=2074)
例数 (%)

x

s

总数
男生

706 (34.00%)

69.73

10.38

女生

1368 (66.00%)

71.20

9.77

男生

357 (35.20%)

69.40

10.62

女生

658 (64.80%)

71.61

9.82

男生

349 (33.00%)

70.07

10.14

女生

710 (67.00%)

70.81

9.72

男生

199 (34.70%)

70.32

9.59

女生

375 (65.30%)

72.16

9.96

男生

177 (34.00%)

70.71

11.57

女生

344 (66.00%)

71.10

9.80

男生

220 (35.50%)

68.75

9.87

女生

399 (64.50%)

70.32

10.03

男生

110 (30.60%)

69.06

10.66

女生

250 (69.40%)

71.28

8.87

城镇

农村

t

P

-3.16

0.002

-3.33

< 0.001

-1.14

0.253

-2.14

0.033

-0.38

0.704

-1.87

0.062

-2.06

0.040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2.2 信度分析
简易应对量表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为 0.83(n=2074)，把 28 个条目根据条目序号的奇、偶性分为两
组，计算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半信度为 0.82(n=2074)，表明信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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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因子分析
2.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了探索简易应对量表在中国大陆背景下可行的因子结构，本研究采取主成分分析的方法进行
了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抽取了五个特征根大于 1 [23, 24]的因子并根据每个因子包含条目所代表的含
义对其命名，依次为积极应对(2、7、12、14 、17、20 、24、25)；逃避(4、 6、8、11、16、22、
27)；社会支持(5、9、10、15、21、23)；自责(13、18、26、28)；转移注意力(1、3、19)，探索性因
子分析得出的五因子结构能解释总变异的 52.31%。各维度分别能解释总变异的 15.24%，12.32%,
11.59%, 8.01%, 5.15%。旋转后的因子载荷见表 2。
表 2 因子载荷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拟合优度检验(N=1037)
条目

因子
积极应对

C2

0.62

C7

0.63

C12

0.72

C14

0.73

C17

0.71

C20

0.58

C24

0.62

C25

0.71

逃避

C4

0.76

C6

0.46

C8

0.65

C11

0.80

C16

0.53

C22

0.69

C27

0.41

社会支持

C5

0.73

C9

0.59

C10

0.74

C15

0.78

C21

0.50

C23

0.69

自责

C13

0.66

C18

0.45

C26

0.72

C28

0.56

转移注意力

C1

0.74

C3

0.59

C19

0.36

验证性因子分析

χ2/df

GFI

CFI

TLI

NFI

AGFI

5.94

0.88

0.82

0.80

0.79

0.85

C※: 简易应对量表中条目的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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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EA
0.07

RMR
0.06

2.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的五因子结构。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五因子模型具
有较好的拟合性，卡方/自由度等于 5.94；RMR 等于 0.06；GFI，CFI, TLI, NFI, AGFI 的值依次为 0.88；
0.82；0.80；0.79；0.85。RMSEA 为 0.07。
为检验条目的合理性，对各条目进行了统计学描述及删除该条目后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见表 3。
表 3 量表中 28 个条目的均数、标准差及删除该条目后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N=2074)
x

s

删除该条目后的克朗巴赫α系数

C2

3.31

0.77

0.83

C7

3.25

0.81

0.83

C12

3.11

0.83

0.83

C14

3.15

0.75

0.83

C17

3.00

0.83

0.82

C20

3.21

0.79

0.83

C24

3.02

0.79

0.82

C25

3.18

0.77

0.82

C4

1.38

0.73

0.83

C6

1.83

0.80

0.83

C8

1.57

0.79

0.83

C11

1.42

0.79

0.83

C16

1.81

0.83

0.83

C22

1.42

0.80

0.83

C27

2.15

0.96

0.83

C5

2.70

0.89

0.82

C9

2.57

0.94

0.82

C10

2.98

0.85

0.82

C15

2.88

0.87

0.82

C21

2.74

0.90

0.82

C23

2.95

0.83

0.82

C13

2.66

0.85

0.83

C18

2.30

0.95

0.83

C26

2.39

0.87

0.83

C28

1.85

0.90

0.83

C1

2.75

0.88

0.83

C3

2.11

0.89

0.83

C19

3.03

0.87

0.82

条目
积极应对

躲避

社会支持

自责

转移注意力

C

简易应对量表中条目的序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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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提取的五维度结构在研究中的适用性，对男、女生在各维度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结果
发现男生相比于女生更倾向于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而女生在积极应对得分上显著高于男生，见表 4。
表 4 男、女生在各维度上的应对差异
男生
变量

女生
t

P

4.38

-5.59

<0.001

11.21

3.47

6.05

<0.001

3.70

17.26

3.67

-7.80

<0.001

9.36

2.43

9.11

2.43

2.23

0.026

7.67

1.88

7.99

1.08

-3.78

<0.001

×

s

×

s

积极应对

24.46

4.65

25.62

躲避

12.31

4.13

社会支持

15.93

自责
转移注意力

3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1) 简易应对量表在中国大陆的医科大学生群体中是适用的且具有较好的
信度和效度；（2）男、女生在应对得分差异上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男、女生在面对压力时采取的
应对方式存在差异；（3）相比于女生，男生在应对上更倾向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
本研究中简易应对量表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为 0.83，分半信度为 0.82，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
好。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卡方/自由度等于 5.94；RMR 等于 0.06；GFI，CFI, TLI, NFI, AGFI 的值
依次为 0.88；0.82；0.80；0.79；0.85，RMSEA 为 0.07。虽然卡方/自由度大于 5.0，但这与样本量较
大有关[25]，参照其他建议指标[26, 27]，简易应对量表在大陆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此外，
除了条目 19，其余各个条目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4 [28]，这可能与条目 19 和条目 1 在语义上的重复有
关，应予以适当修改。条目删除后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均没有大于总量表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这在一
定程度上表明条目的合理性。
简易应对量表在很多国家也已经被证实是有效、可行的，但是该量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适
用人群上始终没有一致的因子结构。一项在英国女双胞胎人群中实施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压力应
[29]
对的遗传和环境差异是否随时间的推移而不同，因子分析产生三个因子 。在住院病人也有应用，
[30]
如在烧伤病人中进行简易应对量表的心理特征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产生七个因子 。鉴于简易应
对量表在心理、躯体健康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希腊研究者将该量表在希腊人群中进行了探
[31]
索性及验证性因子分析，得到了八因子结构 。在国内，香港研究者为了探究艾滋病人面对压力时
的应对方式，在艾滋病人群中将简易应对量表归为六因子结构[32]，同样在香港的大学生群体中，研
究者依据人的行为目的将该量表归为十一因子结构并对其进行了验证[22]。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文化
背景与人群中应用该量表有着不同的因子结构。因此，我们在大陆大学生群体中进行量表的信效度
分析，为以后的研究提供适宜性判断。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五因子结构对数据的拟合度较好，这与肯
尼亚一项研究，对照料艾滋病患者的家庭成员的应对策略分析具有相同的因子结构[33]。这一因子结
构相比于香港大学生群体中的因子结构更为精简、有效，鉴于历史原因，香港是我国的一个特别行
政区。生活在这里的人同时说普通话和英语，他们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可能更接近于西方，因此应
选择一个更适合大陆大学生人群的因子结构。
该研究中，男生的平均得分低于女生，男生和女生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男生和女
生在面对压力时应对反应是不同的。为了进一步阐明这种差异的原因，把男生和女生分别按照居住
地和年级分层研究，结果城镇男生和女生在应对得分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农村男生和女生在
应对得分上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在年级的水平上，大一和大四的男生和女生在应对得分上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大二和大三的则没有。显然，不同年级之间在应对上也存在差异。可能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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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城镇与农村地区相比，同龄人接触较少，其应对策略主要受家庭环境影响，导致了较大的差异。
年级水平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调查时新生入学时间不长且离家较远，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会有点不适
应，这在一个护理学生群体中有所提及[34]。大四的学生即将毕业，面临着许多与学业、工作相关的
压力源[35]。
男、女生在各维度上的得分差异表明，在应对方式上女生比男生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这与之前的一个研究[36]结果恰恰相反，原因可能与大学生所处的时代有关，参加本次研究的大学生
都是 95 后，独生子女较多，受传统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大多男生相比于女生较少直接处理外界压
力源，导致了应对上的缺失。为此建议正处在认知成长阶段的大学生能够接受外界刺激，增强自身
抗压能力，消极的应对方式虽然未必导致消极的结果，同一种应对方式也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发生
改变[37]。但有研究表明情绪消极应对会降低心理健康水平[36]。
[7]
至今，没有研究对简易应对量表 在大陆的大学生群体中的应用进行信、效度分析，国内目前
相关的研究大都使用各自自编量表且没有得到广泛应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大陆大学生群体
应对策略的研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口，对在我国大学生中应用 CV-BCS 的适宜性
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进一步研究应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文化和人口背景下进行，研究这些应对策
略是如何运行的，并针对不同年级和性别制定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从这个角度出发，本研究在一定
程度上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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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成长及各类影响因子综述
——关于汶川地震的十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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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伤后成长是个体经历创伤性事件之后的一种心理方面的积极变化，使个体能够从创伤中有所恢复并
进一步成长。其影响因素包括创伤前个体的心理韧性、经历的生活事件；创伤发生时个体的主观害怕程度、灾难暴
露程度；创伤后个体的应对方式、主动反刍，以及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生活方式和文化及宗教的影响等。这些因
素影响着个体的创伤后成长，促进个体保持心理健康状态。
【关键词】创伤后成长；影响因素

2018 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截止 2018 年 4 月底，以“心理学”为范围，
“震后”为“主题词”，
在中国知网（CNKI）上查找文献，共计找到相关文献 259 篇,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汶川地震相关地区、
玉树地震相关地区等各年龄阶段的民众。本文拟在通过研读近十年来关于汶川地震相关研究的文献
以及其他与创伤相关的文献，对创伤后成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述。

1

创伤后成长的定义以及相关研究

近年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在面对创伤性事件时，个体是否会
有一些积极的体验或反应，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就是个体在经历了创伤性事件
之后的一种积极反应。创伤后成长（PTG）是指个体在与创伤性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
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1]，指遭遇挫折后人的身心机能不但能有效地应对创伤并恢复，而且还能有所
提升[2]。
有研究者认为，它广泛地存在于创伤后的个体身上[3]。有研究发现，汶川地震一年后的青少年
中 PTG 的发生率高达 62.76%[4]，震后 8.5 年青少年中 PTG 的发生率为 46.13% [5]，追踪研究也发现，
震后 1 年、2.5 年、3.5 年、4.5 年、5.5 年和 8.5 年 PTG 的得分分别是 2.96、2.77、2.82、2.67、2.74
和 2.80(得分范围 0～5)[5]。由此可见，汶川地震后青少年的 PTG 得分相对较高，且在震后相当长的
时间内都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作为创伤后一种积极的心理反应，PTG 的出现表明个体重新理解、认识了创伤后的世界，这有
助于保护和促进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促进个体获得更多的对世界和他人的积极情感体验，有
助于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积极地对待他人，建立和维系良好的社会关系，保持心理健康状态[4]。

2

PTG的影响因素

Freedy，Resnick 和 Kilpatrick（199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影响个体创伤后身心反应的
危险因素模型（Risk Factor Model）[5]。该模型把影响创伤后身心反应的因素归为三类：第一是前创
伤因素，这类因素是创伤发生之前个体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特性，包括受灾人群的性别、年龄、
社会经济地位等；第二是创伤发生时的因素，即创伤发生时产生的、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可能产生影
响的因素，主要指灾难暴露程度；第三是后创伤因素，指创伤发生后影响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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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5]。PTG 也是创伤后的一种身心反应，因此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模型，从
内因和外因两方面考虑，对 PTG 的除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个体基本信息以外的部分影响因
素进行归纳总结：
2.1 创伤前的影响因素
2.1.1 创伤前的内部因素：心理韧性
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 APA)将心理韧性定义为，个体在面临逆
境、创伤、悲剧、威胁、艰辛及其他生活重压下能够良好适应的“反弹能力”[6]。他是个体在面临
外界复杂的环境变化时，能够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的能力，以及顽强和坚定的性格特质。
有研究者认为，心理韧性可以促进个体 PTG 的实现[7]。高心理韧性的个体对创伤后的他人和世
界持有乐观的态度，有助于个体感知更多的社会支持，促进个体积极地应对创伤事件及其消极影响，
帮助个体对创伤后的世界进行积极认知，从而实现创伤后的恢复和成长[8]。也有研究者发现，心理
韧性对 PTG 的影响，与距创伤发生的时间间隔有关[9]。创伤后的短时间内，对于高心理韧性的个体
而言，能够利用自己以往的经验来缓解由创伤带来的心理压力，因此会使心理压力降低到“适当水
平”
，从而有助于激发个体对创伤后的世界进行主动建构，并实现 PTG[9]。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心
理韧性继续发挥作用，会使个体创伤后的心理压力进一步降低，而太少的心理压力难以激发个体主
动寻求意义建构的动力[10]，从而无法有效地促进个体 PTG 的实现[9]。
2.1.2 创伤前的外部因素：创伤前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应激，它可以来源于家庭、工作、学习和社会的各
个方面。生活中的这些生活事件可能给个体带来的压力的强度并不大，但各种生活事件的累积，同
样会让人产生紧张、焦虑等情绪[12]，并进一步影响个体的心身健康。有研究发现，创伤前的不利事
件（发生在四川地震之前）与 PTG 有负相关关系(r=−0.09)[13]。表明创伤性事件发生之前，个体经历
的压力性生活事件越多，感受到的抑郁、焦虑等情绪越多，越不利于 PTG 的实现。
2.2 创伤发生时的影响因素
2.2.1 创伤发生时的内部因素：主观害怕程度
当个体暴露于创伤性事件之中时，个体还可能会对自己及重要他人的伤亡产生担心和害怕[14]，
由于它属于个体的主观感受，因此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主观害怕程度[15]。有研究表明，主观害怕程度
与 PTSD 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主观害怕程度部分中介灾难暴露程度与 PTSD 的关系，即灾难暴露
程度可以通过主观害怕程度间接的影响 PTSD，这部分影响占到了灾难暴露程度对 PTSD 总影响的
13.1%[15]。也有研究者认为，个体对创伤性事件的主观评估与 PTG 间有更强的关系，并不是创伤事
件本身，而是创伤后的悲伤和抗争促进了 PTG[13]。
2.2.2 创伤发生时的外部因素：灾难暴露程度
灾难暴露程度即受灾者暴露于灾难当中的程度，例如，亲身经历了某个灾难事件，亲眼目睹了
灾难的发生以及他人的困境，或事后得知他人的被困、受伤、死亡等[5]。Laufer 和 Solomon（2006）
发现灾难暴露程度和 PTG 之间呈倒“U”形曲线关系，即中等暴露程度与 PTG 之间的相关最高，高
于高和低暴露程度与 PTG 之间的相关，由此可见，一定水平的灾难暴露程度对于 PTG 可能是必要
的[13]。而过度的暴露于灾难事件当中，可能会使个体产生过大的心理压力与创伤，使个体无法进行
积极的主动思考，从而不利于 PTG 的实现[12]。
也有研究者发现不同年龄的儿童对直接和间接经验的敏感性和感受力存在差异，年龄小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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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直接暴露的影响，而年龄大的孩子更容易受媒体报道、他人描述等间接暴露的影响[16]。因此，
在非灾难性事件发生的地区，年龄较大的孩子更有可能关注媒体对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从而经历替
代性创伤[16]。
2.3 创伤后的影响因素
2.3.1 创伤后的内部因素
2.3.1.1 应对方式
创伤性事件发生之后，个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应对创伤，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 PTG 产生影响。
有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对 PTG 有直接影响，积极的应对方式与 PTG 呈正相关[17]。Goral 等人（2006）
发现，采取情绪中心的应对方式将促进更多的 PTG；Schroevers 和 Teo（2008）发现，使用问题中心
应对策略及宿命应对越多的个体，其在与压力相关的成长上得分越高；也有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在感
知的社会支持与 PTG 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寻求支持的应对方式在性别对 PTG 影响中有部分中介
作用[17]。
2.3.1.2 主动反刍
PTG 的整合模型中强调个体的主动反刍对 PTG 有着积极的作用[18]，社会支持可以通过促进个体
在创伤后对自我、他人和世界进行主动反刍，使得个体能够将创伤性事件整合到自己的认知体系中，
并进一步发现创伤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最终实现 PTG[19]。有研究发现，主动反刍与 PTG 的关系会受
到创伤后的时间间隔影响，在创伤后的较短时间内，个体勇敢地面对创伤线索进行主动反刍，积极
思考创伤带来的影响，有助于 PTG 的实现，但是在创伤后的较长时间之后，个体可能已经逐步适应
了创伤后的环境，也难以对创伤性事件进行主动反刍，因此此时的 PTG 与主动反刍之间的关系不再
显著[4]。
2.3.2 创伤后的外部因素
2.3.2.1 社会支持
有研究者认为，民众的社会支持网络是他们在受灾后最可依赖的基础资源及关键的心理复原因
素 。PTG 的整合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在 PTG 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18]。汶川地震后，有
实证研究对社会支持与 PTG 的关系进行了考察，
结果发现社会支持确实可以直接促进 PTG 的实现[3]。
有研究者认为，社会支持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帮助人们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作为
一种社会资源，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从而有助于促进个体在创伤后更好的适应
环境，实现 PTG[18]。
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 PTG 的关系会受到创伤后的时间间隔影响，创伤后短时间内，创伤事
件给个体带来的冲击较大，个体认知、情绪等各方面都受到较大的影响，此时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
创伤对个体的消极影响，可以促进个体积极的思考，适当的发泄、管理消极情绪，缓解创伤带来的
压力，促进 PTG 的实现[7]。然而，在创伤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社会支持持续的存在可能会减少个
体的心理压力，而太少的心理压力难以激发个体重新认知创伤后的世界和主动寻求积极建构的动力
[19]
。有研究发现，震后 3.5 年时，灾后重建工作已基本完成，此时继续提供各种社会支持给创伤后
青少年，可能会增加他们的依赖性，降低他们自身应对创伤的效能感和积极性，使其认为自身无法
应对创伤，从而难以实现 PTG[21]。
[20]

2.3.2.2 生活方式
对于四川大部分民众来说，打麻将是一项重要娱乐项目，通过这一项目，个体可以获得家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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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陪伴，进行情感交流[22]。有研究发现，打麻将的行为习惯对民众震后心理健康有一定的保护
作用，常打麻将者容易获得社会支持，从而可以缓解震灾引起的各种心理健康问题，有打麻将习惯
的受访者在抑郁、睡眠问题维度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无打麻将习惯的受访者[23]。但是研究也发现，
震后打麻将行为较震前增多者，反而更多地出现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这表明，震后打麻将行为的
增多，更像是个体对于创伤性事件的逃避，而非地震前的娱乐消遣、交流情感的工具。因此，适度
的打麻将行为习惯对受灾民众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保护作用[23]。
2.3.2.3 文化与宗教因素
有研究发现，地震区域少数民族学生的 PTG 得分高于汉族学生，这可能与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
传承与宗教信仰有关[5]。有研究指出少数民族身份是唯一可以预测 PTG 新的可能性的因素[24]。羌族
文化强调个体应当坚韧、隐忍、内敛，羌族青少年坚忍不拔的品质，都可能使个体在创伤之后实现
更多的 PTG[25]；藏族群众大多信仰藏传佛教，藏族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佛教的影
响，因此在经历创伤事件后也可能会出现更高的 PTG[5]。
总之，PTG 受到创伤前、创伤时和创伤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通过了解这些因素对 PTG 的影响，
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如何通过各方面的干预提高个体的 PTG，帮助个体更好的应对创伤性事
件，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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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期虐待对成年抑郁症患者 HPA 轴
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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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儿童期受虐对成年抑郁症患者HPA轴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抑郁症患者98人，使用儿童受虐
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汉密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评定儿童
期受虐状况、抑郁严重程度，根据CTQ评分将受试者分为受虐组(31例)，无受虐组(67例)，并设置健康对照组30例。
入院当天各组行地塞米松抑制试验（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s, DST）
，抗抑郁治疗4周后，再次按以上步骤进行
地塞米松抑制试验，测量各组血浆皮质醇浓度，并计算各组试验的脱抑制率。结果儿童期受虐组和无受虐组DST前
后皮质醇水平（580±127，376±142ng/L和564±132，338±138ng/L）和脱抑制率（71%和68%）高于对照组（416±104，
225±86ng/L；4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抗抑郁治疗后，
受虐组和无受虐组的HAMD总分（14.78±2.94和10.74±3.20）均较治疗前降低（31.25±3.34和26.43±3.95），治疗后无
受虐组得分显著低于受虐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受虐组和无受虐组DST前后皮质醇水平（526±121，
335±134ng/L和477±116，269±102ng/L）和脱抑制率（63%和52%）高于对照组，受虐组DST前后皮质醇水平和脱抑
制率高于无受虐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抑郁症患者HPA轴功能存在明显异常，有儿童期虐待史的
抑郁症患者对抗抑郁治疗的阻抗作用与HPA轴功能的亢进有密切关系。儿童期受虐导致HPA轴功能亢进可能是成年
后罹患抑郁症的可能机制。
【关键词】抑郁症；儿童期受虐待；HPA轴；地塞米松抑制试验

Effects of childhood abuse on HPA function inadult depression patients.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Military, The PLA 102nd Hospital, Clinic College of Mental Health,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angzhou 21300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childhood abuse on HPA function in adult depression patients.
Methods98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Children abuse status, severity of depression anxiety were
assessed with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and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HAMD); according to CTQ
scor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abused group (n=31) and non-abused group (n=67),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fitted
(n=30). The 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s (DST) were conducted before and after 4 weeks anti-depression treatments, and
cortisollevels in different groups were detected.Also the un-inhibition rates were counted. ResultsThecortisollevels and
un-inhibition rates in the first DST in abused groupand non-abused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anti-depression treatments, the total scores of the HAMD in abused groupand non-abused group were reduced than before,
and the scoresin non-abused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abused group. Thecortisollevels and un-inhibition rates in the
DST in abused groupand non-abused group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cortisollevels and un-inhibition rates in
abused groupand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n-abused group. Conclusion HPA dysfunction and the resistance to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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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pression patients were related to childhood abuse. Childhood abuse which lead to HPAhyperfunctionmay be a risk factor
of adult depress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Depression; Childhood abuse;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Dexamethasonesuppression test

应激是抑郁发作的常见诱因，也在抑郁症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HPA 轴激素被称为应激激
素，皮质醇水平反应了机体的应激程度，与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相关[1]。多项研究证实抑郁症患者
有 HPA 轴功能异常，李喆等研究发现，难治性抑郁症患者血皮质醇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动物
实验提示幼年期应激导致中枢 CRH 功能的持续亢进和 HPA 轴对应激的高敏感反应[2]。临床研究提
示抑郁症患者的 HPA 轴功能异常可能继发于儿童期创伤，而且成为个体在面对应激时发展成为抑郁
症的风险[3, 4]。地塞米松抑制试验（DST）是临床上评估 HPA 轴功能最常用的方法。本研究将使用
此方法对有/无儿童期虐史的成年抑郁症患者及健康对照进行测试以评估 HPA 轴功能，探讨儿童期受
虐对 HPA 轴功能的影响，及其在抑郁症发生中的可能机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4 年 6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本院门诊和住院病房诊治的首次发病的抑郁症患者 98 例作为研
究对象。患者年龄在 18～51 岁，平均（32.2 ±9.6）岁，其中男性 41 例，女性 57 例。入组标准：1、
符合 ICD-10 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排除精神分裂症和双向情感障碍等其他精神障碍；2、所有患者
HDMD-24 评分>20 分；3、未接受过抗抑郁药物治疗。排除标准：1、有严重躯体疾病、酒精或物质
滥用病史；2、孕妇及哺乳期妇女；3、半年内有重大创伤或应激事件。入组患者依据 CTQ 评分结果
进行分组，98 例患者中 31 例总分≥55 分或分量表总分≥13 分者设为受虐组，67 例总分<55 分且分量
表分<13 分者设为无受虐组。正常对照组 30 人，为本院健康职工。排除各类精神障碍及重大躯体疾
病。其中男性 12 人，女性 18 人；年龄(31.8±8.4)岁。所有被试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
究方案得到解放军第 102 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方法
量表测评：
（1）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包含 24 个项目。按照 Davis JM 的划界分，总分超过
35 分为严重抑郁，超过 20 分为轻中度抑郁，小于 8 分无抑郁症状[1]。2.儿童受虐问卷（CTQ)由中南
大学湘雅医院修订，共有 28 个项目，包括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躯体忽视和性虐待 5 个
分量表组成，采用 5 级评分。划界分为总分以≥55 或分量表分≥13 分。评定人员为本院 5 名主治及以
上职称精神科医师，进行统一培训，各量表评定的一致性 Kappa 值为 0.81-0.93。首次评估均在被试
入组当天进行，治疗 4 周后使用 HAMD 量表再次评定。
地塞米松抑制试验(DST)：
（1）血清皮质醇标本采集及检测：参照 Christine H 等人的方法，于
入院次日 4:00 抽取静脉血 3ml，11:00 口服地塞米松 1.5mg，第三日 4:00 收集静脉血 3ml 于乙二胺四
乙酸（EDTA）管中，并在 4℃下 3000rpm 离心 10 分钟取血清止于-80℃三洋冰箱贮存[7]。血浆皮质
醇浓度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试剂盒购自美国 CUSABIO 公司。由检验科主管检验技师
对所有标本一次性解冻，按试剂盒说明书要求操作，用 XD-71l 型酶标分析仪(上海迅达)一批检测血
浆皮质醇含量，建立皮质醇标准曲线后进行浓度分析。对测定者屏蔽分组情况。治疗 4 周后，再次
按以上步骤进行 DST。
（2）DST 脱抑制的判别：本研究采用抑制后（入院第三日）4:00 血浆皮质醇
水平／抑制前（入院次日）4:00 血浆皮质醇水平>50％定为 DST 脱抑制[8]。
研究设计：
（1）治疗前评估：所有被试入院当天进行 HAMD 和 CTQ 测评，分为抑郁症儿童期
受虐组与无受虐组，入院次日行 DST。健康对照组统一时间进行 DST。(2) 治疗方法：使用帕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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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或舍曲林治疗，药物均在一周内达有效治疗剂量（帕罗西汀 20-60mg/日或舍曲林 50-150mg/日）
，
持续治疗 4 周。(3)治疗后评估：抑郁症受虐组及无受虐组在 4 周后（第 28 天）再次进行 HAMD 评
分，于次日行地塞米松抑制试验。
统计方法：运用统计软件 SPSS17.0 进行数据分析。治疗前儿童期受虐组与无受虐组首次发病年
龄、HAMD 总分的比较使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性别比比较使用 χ2 检验。治疗前后三组 DST 前后的
皮质醇浓度的比较使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使用 LSD-t 检验，脱抑制率的比较使用 χ2 检验。受
虐组、无受虐 HAMD 总分治疗前后比较使用配对 t 检验，治疗后两组间比较使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儿童期受虐组与无受虐组一般情况和 HDMD 总分比较
儿童期受虐组 31 例与无受虐组 67 例在首次发病年龄、性别比、HDMD 总分等方面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受虐组首次发病年龄和性别比（男/女）低于无受虐组，各量表总分均高于无受虐组。见
表１。
表 1 病例组一般情况和 HDMD 总分比较
组别

首发年龄

性别(男/女)

HDMD 总分

受虐组(n=31)

25.47±5.42

7/24

31.25±3.34

无受虐组(n=67)

33.26±9.01

32/33

26.43±3.95

t值

4.44

χ 值
２

p值

5.90
5.82

0.00

0.02

0.00

2.2 抗抑郁治疗前三组 DST 结果比较
方差分析结果提示，治疗前三组 DST 前后皮质醇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受虐组
和无受虐组 DST 前后皮质醇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而两组间 DST 前
后皮质醇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受虐组和无受虐组 DST 的脱抑制率均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而两组间 DST 的脱抑制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表 2 三组治疗前 DST 前后血浆皮质醇水平和脱抑制率比较
组别

皮质醇浓度（ng/L）

脱抑制率

抑制前抑制后
受虐组(n=31)

580±127

376±142

71%

无受虐组(n=67)

564±132

338±138

68%

对照组(n=30)

416±104

225±86

43%

F值

10.18

13.47

χ 值
２

p值

8.37
0.00

0.00

0.02

2.3 抗抑郁治疗后受虐组与无受虐组 HDMD 总分比较
抗抑郁治疗 4 周后，
受虐组 HAMD 总分为
（14.78±2.94）
分，无受虐组 HAMD 总分为（10.74±3.20）
-191-

分。两组治疗后 HAMD 总分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治疗后无受虐组 HAMD
总分显著低于受虐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4 抗抑郁治疗后受虐组、无受虐组与对照组 DST 结果比较
抗抑郁治疗 4 周后，受虐组、无受虐组与对照组 DST 前后皮质醇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受虐组和无受虐组 DST 前后皮质醇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
且受虐组 DST 前后皮质醇水平高于无受虐组（p<0.05）。受虐组和无受虐组 DST 的脱抑制率均高于
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且受虐组的脱抑制率高于无受虐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
。
表 3 三组治疗后 DST 前后血浆皮质醇水平和脱抑制率比较
组别

皮质醇浓度（ng/L）

脱抑制率

抑制前抑制后
受虐组(n=31)

526±121

335±134

63%

无受虐组(n=67)

477±116

269±102

52%

对照组(n=30)

416±104

225±86

43%

F值

7.86

9.32

χ 值
２

p值

3

6.87
0.00

0.00

0.04

讨论

不良应激事件，尤其是童年期的应激事件，是导致抑郁症患者 HPA 轴功能亢进的重要危险因素
之一[11, 12]。既往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期受虐引起抑郁症患者神经分泌与自主神经功能变化，以
及海马体积缩小[14-16]。HPA 轴功能亢进以及 HPA 轴的负反馈环路抑制作用是抑郁症发病的一个重
要机制。HPA 轴功能状态是随着抑郁症状的缓解而改变的，在一定程度上 HPA 轴功能状态可作为抗
抑郁治疗效果的预判指标，因此该试验已经被用来对抑郁症，特别是难治性抑郁症的发病风险、临
床病程、疗效判断及复发等进行评估[10]。DST 是目前公认检测 HPA 轴活性最敏感的指标，尤其在对
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中该法被广泛的使用[9]。因此在本研究使用 DST 考察儿童期虐待对成年抑郁症患
者 HPA 轴功能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提示，儿童期受虐组和无受虐组 DST 前后皮质醇水平和脱抑制率高于对照组，而两
组之间的 DST 前后皮质醇水平无显著差异。即不论有无儿童期受虐史，抑郁症患者的 HPA 轴功能
都表现出持续的亢进。儿童期受虐导致抑郁的机理有众多假说，如功能影像学研究发现儿童期的虐
待会对处于大脑发育关键期的儿童大脑结构和功能造成不可逆的变化。多项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也
提示，儿童期虐待可导致应激反应系统各项生物学指标的改变，其中包括糖皮质激素系统、去甲肾
上腺素系统、海马和杏仁核功能及中枢神经营养因子水平及受体异常。儿童期受虐导致 HPA 轴功能
亢进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Christine 等认为，儿童期受虐史与抑郁症相互影响，并最终导致了脱抑
制现象[25]。
动物研究发现，
早期心理应激创伤模型通过在 GR 基因启动子结合位点诱导 DNA 甲基化，
从而在表观遗传学水平引起中央 GR 受体表达减少。
脱抑制也伴随着下丘脑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增加，
从而进一步提升 CRH 的作用，导致 HPA 轴功能的持续亢进[19]。临床研究也发现，儿童期创伤与应
激条件下糖皮质激素介导的垂体负反馈调节抑制的受损相关[17, 18]。
经过抗抑郁治疗，儿童期受虐组和无受虐组的 HAMD 总分下降，但治疗后无受虐组 HAMD 总
分显著低于受虐组，即有过受虐史的患者抗抑郁治疗的效果相对较差。抗抑郁治疗后，儿童期受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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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和无受虐组 DST 前后皮质醇水平及脱抑制率高于正常对照组，受虐组 DST 前后皮质醇水平及脱
抑制率高于无受虐组。由此可见，有过儿童期受虐史的抑郁症患者症状改善难度更大，HPA 轴功能
亢进更难被逆转。动物实验发现，西酞普兰等选择性 5-HT 再摄取抑制剂可以通过抑制 HPA 轴功能
而起作用，该实验给大鼠喂饲西酞普兰，经 15 天后测血浆皮质醇水平明显降低，同时海马 BDNF
及受体型酪氨酸激酶 B（TrKB）的表达升高用。近年来使用药物来调节 HPA 轴功能来治疗抑郁症已
成为研究热点。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因征集被试困难，没有设置有受虐史但目前没有抑郁症状的阴
性对照组，使得对抑郁导致抑郁症发生的神经内分泌机理的分析受限。其次，因总病例数有限，未
区分不同虐待类型对 HPA 轴功能的影响。今后将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儿童期虐待在抑郁症神经生物学变化中的作用。以上结果表明，抑
郁症患者 HPA 轴功能存在明显异常，
有儿童期虐待史的抑郁症患者对抗抑郁治疗的阻抗作用与 HPA
轴功能的亢进有密切关系。因此推测 HPA 轴功能亢进与儿童期虐待有关，亦可能是难治性抑郁症的
一个重要生物学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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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盐城龙卷风 18 个月后青少年的
身心状况调查
姜慧丽 徐慰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通讯作者：徐慰）
【摘要】目的调查江苏盐城龙卷风18个月后的青少年的心理状况，为青少年的灾后心理服务工作提供参考。方
法对822名盐城市阜宁县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测量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学习倦怠、创伤后成长（PTG）。
结果（1）青少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为8.2%，青少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性别上不存在差异，在年级上存在显
著差异，且年级越低程度越严重；（2）青少年的学习倦怠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且初
三年级的学习倦怠程度高于初一和初二年级；（3）青少年的创伤后成长的发生率为32.3%，青少年的创伤后成长在
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且初一年级的创伤后成长高于初三年级的；（4）青少年的创伤后
应激障碍与学习倦怠、创伤后成长均呈正相关，青少年学习倦怠与创伤后成长呈负相关。结论盐城龙卷风18个月后
青少年出现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学习倦怠和创伤后成长，而年级可能是影响这些变量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龙卷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学习倦怠；创伤后成长（PTG）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the PsychologicalStatus of Adolescents after the Yancheng Tornado 18
Months in Jiangsu
【Abstract】 ObjectiveThis study was aimed at investigating the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adolescents 18
months after Yancheng Tornado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help for the psychological services of adolescents. Methods A
total of 822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Funing, Yancheng City were surveyed to measure thei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academic burnout,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PTG).Results (1) The prevalenc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as
8.2%,and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of adolescent showednosignificant difference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
and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with severer symptoms for lower grades; (2) The academic burnout of
adolescent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ender, but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with higher burnout
among grade three students; (3)The prevalence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adolescents was 32.3%.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gender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ades and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the first
grade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third grade; (4)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academic burnout
and posttraumatic, whileacademic burnou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lusion 18 months after
the Yancheng tornado, adolescents develope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cademic burnout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Grade may act as a potential factor of these variables.
【Keywords】Tornado; adolescent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academic burnout;posttraumatic growth
(PTG)

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灾难频发，2016 年 6 月 23 日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遭遇了强冰雹和龙卷风双重灾害，
在造成巨大的经济财产损失的同时也严重影响着灾区人民的身心健康。其中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
希望，正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他们的身心问题更受关注。有研究表明，重大灾难对于中小学
[1]
生身心健康的影响更为严重和持久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灾后青少年的身心状况究竟如何呢? 为
此，本研究选取盐城龙卷风 18 个月后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其身心健康状况，以期为后续的心
理援助工作提供参考。
龙 卷 风 作 为 一 种 突 发 的灾 难 事 件 会 给 受 灾 群 体 造 成 心 理 创 伤 。 其 中 ， 创 伤 后 应 激 障 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s, PTSD) 是青少年最常见的消极心理反应[2]。PTSD 是指由异常威胁性
或灾难性心理创伤导致的长期和持续的精神障碍，在 DSM-IV-R 的诊断中表现为侵入性症状、回避
症状和警觉性增高等三个具体的症状，且这些症状持续至少一个月[3]。此外，PTSD 在经历创伤后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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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群体中发生率较高[4]。如 Wang 等人对汶川地震 10 个月后的研究发现中学生 PTSD 的发生率是
28.4%[5]。Pan 等(2015)发现，汶川地震 3 年后，中学生 PTSD 的发生率仍高达 29. 6%[6]。Bal(2008)
发现，3-8 年级学生在土耳其马尔马拉地震 3 年后的 PTSD 发生率为 56%[7]。由此可见 PTSD 是重
大灾难后最常见的一种身心反应，据此，本研究将 PTSD 作为灾后青少年身心反应的核心指标，考
察其在盐城龙卷风 18 个月后的情况。
灾难给青少年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由于 PTSD 在灾难后的普遍性和持久性，成为了研究
者关注的焦点。但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而言，学习是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因此，关注和了解他们
的学习状况对灾后的心理辅导工作也很重要。调查发现，由于灾难带来的心理创伤、学校外迁带来
的适应问题以及灾后家长对孩子学习方面管教的松懈等原因，学习倦怠的问题在灾后的学生中也比
[10]
较普遍[8,9]。学习倦怠是由于过度学习需求所导致的情绪耗竭、疏离学业及成就感低落 。因此，本
研究选用学习倦怠作为灾后青少年身心状况的指标之一，旨在了解青少年灾后的学习情况，以便更
有针对性地为灾后心理辅导提供帮助。
在创伤心理学领域，PTSD 和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被视为两种最常见且最具代
表性的创伤后心理反应[6,11-13]。虽然创伤后青少年的 PTSD 的普遍性已被确认，但也有很多研究发现，
创伤后的青少年不仅存在消极的心理反应，也会出现积极的心理变化[14-15]，Tedeschi 和 Calhoun 1996
年称这些积极的心理变化为 PTG[16]，具体表现在自我觉知、人际体验和生命价值观的改变三个方面。
经历不同创伤事件的人群都可能出现 PTG[17-18]，因此，本研究选取 PTG 作为灾后青少年的身心反应
状况的积极指标。
综上所述，我们选取 PTSD、学习倦怠和 PTG 作为风灾后青少年身心状况的指标。对青少年的
创伤后的心理反应进行调查，一方面可以了解青少年的 PTSD 和学习倦怠情况，以帮助降低 PTSD，
缓解学习倦怠；另一方面可以了解青少年的 PTG 情况，以便帮助他们积极地理创伤事件、更主动地
寻求超越和成长，从而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学习和生活。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盐城市阜宁县的陈良中学和板湖中学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回收问卷 822 份，剔
除 19 份大量空白或规律填写的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803 份，其中男性 380(47.3%)人，女性
423(52.7%)人；年龄范围在 13 至 18 岁之间，平均年龄 14.40(SD=0.947)岁，具体情况可见表 1。

性别
男
女
年龄
13
14
15
16
17
18
学校
陈良
板湖
年级
七
八
九

表 1：青少年的人口学资料
人数

百分比（%）

380
423

47.3
52.7

149
286
275
81
9
1

18.6
35.7
34.3
10.1
1.1
0.1

183
620

22.8
77.2

234
301
268

29.1
37.5
33.4

2.2 研究工具
2.2.1 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量表(Child PTSD Symptom Scale, CPSS)
本研究采用该量表由 Foa, Johnson, Feeny 和 Treadwell(2001)编制的创伤后的应激障碍量表测量
龙卷风之后青少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状况[19]。该量表共包含 17 题，分为侵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
-195-

和警觉性增高症状三个维度，包含的项目数分别为 5、7、5。量表为 4 点计分，0 代表“从未”，
3 代表 “总是”。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一致性系数是 0.867。
2.2.2 学习倦怠问卷
本研究采用中学生学习倦怠问卷来测量青少年的学习倦怠问题[10]。该问卷由 21 个项目组成，包
含情绪耗竭、学习的低效能感、师生疏离、生理耗竭 4 个维度，采用 4 点计分。上述各维度的项目
数分别为 8、5、4、4。该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13。
2.2.3 创伤后成长问卷(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
本研究采用汪际[20]等人(2011)修订的 Tedeschi 和 Calhoun [16]编制的创伤后成长问卷。该问卷共
22 题，负载到个人力量、新的可能性、与他人关系、对生活的欣赏和精神变化的 5 个维度上，对应
项目数分别是 4、5、7、3、3。采用 6 点计分，0 代表“没有变化”，5 代表“变化非常大”。该
问卷得分越高，表示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
2.3 施测程序和统计分析
本研究在征得盐城市阜宁县陈良中学和板湖两所中学领导、老师和学生的同意后，请学生签订
知情同意书，再由心理学在读研究生向学生发放问卷，宣读指导语，进行集体施测。
使用 SPSS22.0 对数据进行分析，包括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采用极大似然法
对数据的缺失值进行处理，由于缺失值所占的比例均小于等于 1.4%，因此可采用相应变量的平均值
代替缺失值[21]。另外，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22]，结果显示未旋转得到的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3.96%，旋转得到的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0.47%，均小于 40%
的临界值，因此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青少年的 PTSD 状况
本研究使用 CPSS 问卷共 17 题，根据 DSM-IV 的诊断标准[3]，如果被试同时满足以下三点，则
将被检出为“具有患 PTSD 的高风险”。第一，在闯入性症状维度 5 个题目上，至少有 1 项计分
大于或等于 2 分；第二，在回避症状维度的 7 个题目上，至少有 3 项计分大于或等于 2 分；第三，
在警觉性增高维度的 5 个题目上，至少有 2 项计分大于或等于 2 分。根据该标准，盐城风灾 18 个
月后的 PTSD 发生率 8.2%，具体结果见表 2。
以性别为自变量，PTSD 为因变量进行 T 检验，龙卷风之后青少年的 PTSD 在性别方面不存在
显著差异[t(1,801)= -0.662, p>0.05]；以年级为自变量，PTSD 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发现 PTSD 在年
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F(2,800)=19.957, p＜0.001]，事后检验发现初一年级的 PTSD 显著高于初二年级
和初三年级[t 初一_初二(802)=4.394,p＜0.05; t 初一_初三(802)=2.832, p＜0.05]，初二年级的 PTSD 显著高于初
三年级[t 初二_初三(802)=1.571,p＜0.05］。
表 2：龙卷风之后青少年的 PTSD 发生率及症状严重程度
发生率（%）

M±SD

8.2

14.97±8.201

侵入性

—

3.18±2.173

回避性

—

6.23±3.657

高警觉

—

5.56±3.299

PTSD

3.2 青少年的学习倦怠状况
龙卷风后青少年的学习倦怠状况，如表 3 所示。从表 3 可知，中学生在学习倦怠问卷上的平均
得分为 33. 62，除以题目数后为 1. 60(得分范围为 0-4 分)。在情绪耗竭、学习的低效能感、师生疏
离和生理耗竭 4 个维度上的得分依次为 11.90、10.59、5.73 和 5.42，除以题目数后的得分一次为 1.49、
2.12、1.43 和 1.36。以性别为自变量，学习倦怠为因变量进行 T 检验，龙卷风之后青少年的学习倦
怠在性别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t(1,801)=1.768, p>0.05]；以年级为自变量，学习倦怠为因变量进行方
差分析，结果显示学习倦怠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F(2,800)=6.276, p＜0.01]，事后检验发现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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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学习倦怠显著高于初一年级和初二年级的学习倦怠水平[t
(802)=2.634,p＜0.05]。

初三

_初一(802)=4.221,p＜0.05; t

初三

_初二

表 3：龙卷风之后青少年的身心状况（M±SD）
男生

女生

初一

初二

初三

总体

13.17±8.144

14.74±8.039

14.97±8.201

3.12±2.707

3.18±2.173

PTSD

14.77±8.391

15.15±8.033

17.56±7.814

侵入性症状

3.15±2.953

3.21±2.480

4.01±2.777

回避型症状

6.36±3.782

6.11±3.541

7.20±3.698

5.63±3.680

6.06±3.430

6.23±3.657

警觉性增高

5.26±3.273

5.83±3.299

6.35±3.258

4.94±3.287

5.56±3.208

5.56±3.299

31.62±12.614

33.21±14.027

35.84±13.835

33.62±13.654

学习倦怠

34.52±13.857

32.82±13.435

2.59±2.506

情绪耗竭

12.43 ±6.851

11.41±6.424

10.77±5.854

11.88±6.822

12.90±6.952

11.90±6.645

学习低效能感

10.84±4.280

10.36±4.107

9.66±3.898

10.60±4.186

11.38±4.303

10.59±4.194

师生疏离

5.92±3.637

5.55±3.377

5.33±3.259

5.84±3.668

5.94±3.509

5.73±3.505

生理耗竭

5.33±3.682

5.49±3.467

5.85±3.538

4.89±3.437

5.62±3.681

5.42±3.569

PTG

54.11 ±21.661

54.33±20.265

57.05±19.137

53.58±21.950

52.49±21.065

个人力量

10.45±4.525

10.14±4.196

10.39±4.204

10.31±4.655

10.15±4,144

10.28±4.355

新的可能性

12.30±5.726

12.43±5.550

12.99±5.436

12.40±5.823

11.79±5.538

12.37±5.631

与他人的关系

17.74±7.800

18.56±7.113

19.03±6.550

18.02±7.826

17.60±7.718

18.17±7.452

对生活的欣赏

8.43±3.750

8.37±3.703

9.09±3,812

8.22±3.724

8.00±3.572

8.40±3.723

精神的改变

5.18±3.805

5.56±3.599

4.61±3.754

4.95±3.850

5.00±3.757

4.83±3.711

54.23±20.952

3.3 青少年的 PTG 状况
[23]

根据 Xu(2011)等人的研究 ，PTG 量表单项分≥3 分表示个体在这一项目上具有明显的改变。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量表共 22 个项目，因此，以 PTG 得分≥66 作为个体出现比较明显的 PTG 的标
准。龙卷风 18 个月后有 32. 13%的青少年报告其具有明显的 PTG 水平。
以性别为自变量，以 PTG 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 PTG 在性别上均不存在差
异[t(1,801)= -0.155, p>0.05]。以年级为自变量，以 PTG 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PTG 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F(2,800)=3.220, p＜0.05]，事后检验发现初一年级的 PTG 显著高于初三
年级，的[t 初一_初三(802)=4.562, p＜0.05，而初二和初三年级之间不存在差异。
3.4 青少年 PTSD、学习倦怠和 PTG 间的关系
由表 4 可知，PTSD、学习倦怠之间呈正相关(r=0.478, p＜ 0. 01)， PTG 和两个消极变量之间
的关系则较为复杂，其和 PTSD 呈显著正相关(p＜0. 05)，但相关系数较小；其和学业倦怠则是显著
负相关(r=-0.226, p＜ 0. 01))。
表 4：龙卷风之后青少年 PTSD、学习倦怠和 PTG 间的相关
PTSD
学习倦怠
PTSD
学习倦怠
PTG

PTG

1.00
0.478**
0.088

1.00

*

-0.226**

1.00

注： *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4

讨论

4.1 龙卷风后青少年的 PTSD 状况
本研究发现龙卷风 18 个月后青少年的 PTSD 发生率为 8.2%，与 Goenjian 等(2011)的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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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PTSD 8.8%的发生率相近[24]，低于汶川地震 2 年后 16.5% 的发生率[25]。在 PTSD 的不同维
度上，回避症状得分最高，其次是警觉性增高症状，闯入性症状得分最低。究其原因，青少年的回
避性可能和龙卷风当时的惨烈情况、房屋的破坏、亲朋好友的离开有关，以免触景伤情，他们经常
选择回避与灾难有关的事情，比如避开和朋友一起走的路等。针对这些情况，教师应该给予他们充
分的关注和心理疏导，父母给予陪伴和支持。总体上来说，男女生的 PTSD 不存在差异，和以往研
究结果一致[26]，可能是因为男女生经历的创伤事件相同，都是暴露在龙卷风这一灾难之中，此外，
他们处于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相同，最后他们获得社会关注和支持也有相似。青少年的 PTD 在年
级上存在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各年级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年级越低、PTSD 的程度越高，与以
往研究结果一致[27]，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年龄越小，PTSD 的发生率越大[28]，还有研究指出 ,教育程
度越低的个体发生 PTSD 的可能性越大[29]，年级越低的青少年的教育程度和认知成熟度不高，不能
很好地应对突发的灾难事件，更容易发生 PTSD。
4.2 龙卷风后青少年的学习倦怠状况
本研究得出青少年在学习倦怠问卷上的平均得分为 33.62，在情绪耗竭、学习的低效能感、师生
疏离和生理耗竭 4 个维度上的得分依次为 11.90、10.59、5.73 和 5.42，总平均分及各维度的均分均
低于胡俏的研究结果[30]。这提示我们，龙卷风后青少年的学习倦怠总体情况并不严重，在以上 4 个
维度中，情绪耗竭最为严重，其次是学习的低效能感，师生疏离，生理耗竭状况最为轻微。这很可
能是盐城龙卷风之后，家园的破坏、亲朋好友的离开等，这些会使青少年缺乏安全感、负性情绪增
多，变得敏感多疑、惊恐害怕和遗憾内疚，导致其无法专注学习，在学习上感到情绪耗竭。教师和
家长应该多关注他们的情绪状态及变化，以增强其安全感，缓解其情绪耗竭感；教师应该多为学生
创造一些学习成功的情境，以增强其效能感。此外，教师应珍视和学生之间的和谐、融洽的关系，
善用“亲其师信其道”的教育契机，以身作则，对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方面发挥积极影响。最后，
教师和家长既要为孩子提供健康营养的食物，要关心青少年的生理状况。从而使他们感到被关怀，
获得安全感、自信心和积极性，从而对学习充满兴趣，减少他们的学习倦怠。
4.3 青少年的 PTG 状况
龙卷风后 32.13%的青少年报告有明显的 PTG，但 PTGI 的平均得分为 54.23，除以题目数后为
2.465，未超过得分范围(0-5 分)的中数，说明创伤后成长程度中等稍微偏低，可能与盐城龙卷风极强
的破坏性使受灾者更倾向于重构对世界的基本信念有关。龙卷风后青少年在 PTGI 问卷上得分最高
的维度是“与他人的关系”，这与汶川地震 30 个月之后的中学生的 PTG 的研究结果一致[31]，与东
亚地区青少年的 PTG 研究结果也一致[32]。可能是因为风灾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各界给灾
区的人民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帮助和情感支持，使其感受到他人的关心和世界的温暖，扩大了交往范
围，增加了他们与他人之间的积极联系和良性互动，从而使其体验到积极的变化。总体来说，男女
生的 PTG 得分不存在差异，该结果与安媛媛等 2011 年的研究结果不一致[33]，这可能与其他研究中
灾难的性质和强度不同有关。青少年的 PTG 在年级上差异显著，且初一和初三年级的 PTG 存在显
著差异，但是初二、初三年级的 PTG 不存在差异。这一点和以往研究不一致[31]，可能是因为灾后年
级高的学生较于低年级的学生获得的关注较少，这不利于他们感知社会的温暖和支持，阻碍了 PTG
的发生，此外，处于高年级的青少年面临学习和升学的压力更多，这也不利 PTG 的发展。最后 Morris
等人的研究结果指出创伤事件的严重程度可以预测创伤后成长[34]。即创伤事件越大 ,给当事人的震
撼越大,越可能改变原来的人生观、价值观等，进而发生 PTG，这与本研究发现的初一年级的 PTSD
高于初三年级的 PTSD 也是相一致的，即 PTSD 越高 PTG 也可能越高。
4.4 风灾之后青少年 PTSD、学习倦怠和 PTG 间的关系
风灾后青少年的学习倦怠和 PTSD 呈显著正相关。龙卷风当时的惨烈场景及之后教室的破坏、
亲朋好友的离世、个体身体的受伤等会破坏青少年原有的核心信念系统，青少年会产生自责等负性
情绪，严重的会出现 PTSD,而 PTSD 的青少年长期处于高警觉和回避状态，他们会排斥上学、有意
回避某些同学的书桌等，这些易使青少年的情绪耗竭，影响其学习成绩，造成学习的低效能感，进
而会影响他们的学习倦怠，这些都可能是风灾后青少年的学习倦怠和 PTSD 呈正相关的原因。
PTG 和 PTSD、学习倦怠的关系则相对复杂。其中，PTG 和 PTSD 呈显著正相关。这和 PTG 是
PTSD 的反应结果的观点一致[35-36]，灾难之后，青少年会出现消极的心理状态也会出现积极的心理
状态，二者甚至会并存[37]，但 PTG 并不能抵消灾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提醒教育者，PTG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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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学生也不能被忽视，他们也应该被提供缓解 PTSD 的帮助；风灾后，青少年的 PTG 和学习倦
怠呈显著负相关，PTG 整合模型认为，PTG 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结果[38]，它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多的
资源[39]、抵抗创伤事件的冲击，提高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40]。 有研究指出青少年在与创伤事件抗
争的过程中，会体验到一些积极的变化。很多学生提到在地震后表示人应该“把握当下，珍惜现在”
[41]
，从而更主动地投入到学习之中，为学习付出更多的努力。因此，PTG 有可能促进学生在创伤后
对学业的投入，有利于解决青少年的学习倦怠问题。

5

结论

本研究得出在盐城风灾 18 个月后，青少年的身心状况呈现出以下特点:
(1)PTSD 的情况较为严重，且 PTSD 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年级越
低，PTSD 越严重；
(2)学习倦怠总体情况比较轻微，但学习的情绪耗竭相对较严重，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
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3)PTG 的程度较高，且在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年级上存在显著差异；
(4)PTSD 和学习倦怠、PTG 均呈正相关，PTG 学习倦怠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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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治疗干预替代性创伤的个案报告
——以汶川大地震的一位救援者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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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当时，很多参与抗震救灾的救援者身上出现了替代性创伤，替代性创伤不仅影响
对救援工作的开展，也会对救援者本人的认知、行为、情绪和社会功能等产生较大并长远的影响，而认知行为治疗
因其短程、聚焦、高效、结构化等特点，在心理危机干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外研究者曾进行过创伤聚焦认知行
为疗法（Trauma 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TFCBT）对于替代性创伤的治疗的实证研究，证明对社会工作
者因工作原因出现的替代性创伤来说，TFCBT存在着明显的效果。为纪念家乡四川汶川大地震十周年，本文作者梳
理了当年在四川绵阳九洲体育馆对一例救援者用认知行为治疗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过程，以个案的形式进行报告，
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认知行为治疗；救援者；替代性创伤；心理危机干预；个案报告
【Abstract】 In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many of the rescuers of emergency relief teams suffered from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which not only affected the relief work, but also brought rescuers long-term impact on the cognition,
behavior, emo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etc.. With the features of Focusing, efficient, structured, short-term., the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Foreign researchers have conducted empirical
studies with the method of Trauma 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FCBT), which proves an obvious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Vicarious Traumatization.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the hometown 2008 earthquake, the
author has reviewed the process of crisis intervention for a rescuer in the Jiuzhou gymnasium in Mianyang, Sichuan Province,
and reported it in the form of a case study for reference.

2008 年 5 月 12 日，家乡四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天灾无情，人间有爱，各地救援
者急赴灾区，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灾区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心理状况受到了广泛关注，
。而同时，
[1]
参与抗震救灾的救援者因为目睹了大量创伤性场景与画面而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 ，这种情况被称
为替代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tization，VT）
。Saakvitne 与 Pearlman 给替代性创伤做出的明确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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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一种助人者的内在经验的转变，是同理投入于当事人的创伤题材所产生的结果[2]。最早的替
代性创伤是用于进行心理帮助和心理咨询行业的从业者[3]，因为对受助者产生的同理投入而导致助
人者的内在经验发生了变化。之后替代性创伤的范围开始扩大到了社会工作者身上。近年来，由于
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的频发，救援人员在目睹了创伤性事件和场景的时候也很容易出现替代性
创伤的情况[4]，进而出现职业倦怠，身心交瘁，家庭应激等问题[7]。有研究者发现不同的性别，婚姻
状态等因素会对是否存在替代性创伤和程度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例如女性，未婚，受教育程
度低，在灾区工作时间短等因素都会造成救援者的替代性创伤程度要相对高[1]，而社会支持的高低
则和替代性创伤的程度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2]，使用积极的应对方式的救援者出现替代性创伤的
程度较轻[5]。使用“灾难救助者替代性创伤问卷”对救援人员的替代性创伤进行评估时发现，在情
绪反应、行为反应、认知反应、生活信念和生理反应 5 个因子上，震后的工作人员在认知反应和生
理反应上呈现出明显超过平均值现象[1-3]。
国外研究者曾进行过创伤聚焦认知行为疗法（Trauma Focu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TFCBT）
对替代性创伤的治疗的实证研究，证明对社会工作者因工作原因出现的替代性创伤来说，TFCBT 存
在着明显的效果[10]。现在国内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目光放在了替代性创伤的发生，发展和干
预上[6-7]，但是大部分都是理论层面的指导和建议，缺少实证的研究。
认知行为治疗是一种短程、聚焦、高效、结构化等的治疗方式，使用“认知概念化模型”和来访者
进行工作，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的方式进行认知矫正等方法来改变来访者自动思维，中间信念和核
心信念[11]。认知行为治疗认为，认知和行为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情绪状态的产生和认知以及
行为三者之间都存在着双向的影响关系。对来访者来说，产生问题的原因不是因为事件本身，而是
因为对待事件的看法和观念，也就是认知。想要改变情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认知，或者是改
变行为两个方法[4]。用认知行为治疗来和存在替代性创伤的来访者进行工作，会相对来说更快的聚
焦并解决来访者身上出现的症状，也有利于来访者更好适应社会。
2008 年 5 月 17 日，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在西南大学心理学部的大力支持下，刘衍玲老
师和本文作者组成了十八人的抗震救灾心理危机干预团队，到达了四川绵阳九洲体育馆，开始了为
期三天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主要内容为评估绵阳九洲体育馆灾民的心理健康情况，对九洲体育馆
的受灾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与团体辅导，针对灾民和救援者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提供心理援助等。
本文所涉及到的个案即为作者在 2008 年 5 月 18 日下午两点左右在绵阳九洲体育馆接待的存在明显
替代性创伤的救援者，作者使用认知行为治疗对来访者进行相应的干预，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

个案的基本情况

1.1 基本信息
刘某（化名）
，男，已婚，汶川大地震救援者。
1.2 主诉
因在救援过程中看到灾区惨烈场景而产生突发性焦虑和无助感 1 天。
1.3 现病史
汶川大地震发生 4 天后，该救援者从外省随团队进入地震重灾区北川开展救援工作，在一个垮
塌的幼儿园，该救援者看到断壁残垣，到处都有幼儿园孩子的尸体与残肢，顿时产生强烈的焦虑与
无助，并感到自责内疚，“觉得自己帮不了那些孩子”，“自己很没用，一无是处”，在出灾区来九
洲体育馆搬运救灾物质的过程中，看到了作者等人开展的心理援助活动，遂找到我们，希望为其提
供心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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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精神病史
来访者此前未接受过心理咨询与治疗，无相关精神疾病史。
1.5 个人史和既往史
来访者在家中和妻子关系和谐，家庭幸福。妻子目前正处于怀孕阶段，来访者在工作中锐意进
取，表现优秀，与周围同事关系良好。既往无相关疾病史。
1.6 家族史
家族三代中无相关心理与精神疾病史。
1.7 精神状态检查
来访者的意识清楚，定向力完好，无幻觉、妄想，伴有焦虑、紧张情绪，意志行为尚可，自知
力较好。
1.8 评估与诊断
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
，初步评估为急性应激障碍。

2

个案概念化

2.1 促发因素
来访者的替代性创伤由多重因素引发：首先，汶川大地震中残酷、可怕的受灾场景不断刺激着
来访者，面对这种紧急、突发的遭遇，使来访者处于一种应激状态之中。其次，夜以继日的超负荷
工作已经让身体透支，而在救援时体验到的无能、无助、低自我效能感，加剧了来访者的心力交瘁，
看到幼儿园灾难性场景后使其突发强烈的焦虑、无助，内心充满着自责。
2.2 概念化
来访者出现应激反应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替代性创伤经历和场景的冲击性。当来访者发现幼儿园
内的孩子都已经失去存活的希望时，出现的自动思维是：“我救不了他们，我很没用”，这种想法使
他感到悲伤、无助、无力和自责，难以集中注意力进行下一次的救援。在这个过程中会伴随心慌、
手心出汗等各种生理症状。
来访者在面对逝去的受灾儿童时，总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没有用”，其背后的中间信念是
“我必须要救活这些孩子，如果救不了，代表着自己很没用”，核心信念是“自己没用，很失败”，
在这个救援者这里，他的核心信念与自动思维是同样的。为此他发展出了一套补偿措施，即过度负
责、完美主义来包裹自身的无能信念，长期形成的自我图式使得他在面临负性生活事件时本能地选
择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进行反应。因此，当他在救灾过程中遇到自己没法成功助人的情况时，就会
激发出“我无能”的核心信念，而核心信念影响着他对事件的思考、感受和行动。
2.3 优势和长处
刘某是一个有担当的人，治疗动机和治疗愿望强烈，富有责任感，希望能尽快解决自己的焦虑
以投入下次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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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治疗计划

3.1 问题清单
在这次的治疗过程中，来访者的问题及优先级次序为：①急性焦虑的状态是比较严重和亟待解
决的；②明显的自责、沮丧、内疚、无助无力的情绪；
3.2 治疗目标
因救助者在半小时后又要进入灾区，因此通过本次咨询要达到的目标有：舒缓情绪，改善来访
者目前存在的焦虑、紧张、无助、无力、内疚的情绪；矫正认知，识别自动思维与核心信念，通过
苏格拉底式询问的方式进行认知矫正和重建；强化其社会支持、自我保护与关照；
3.3 治疗计划
首先，与该救援者之间建立信任与支持的咨询关系，予以倾听、共情、理解、积极关注、正常
化；其次，在此基础上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让其意识到该救援者的心理反应是正常的，别人也会是
这样的反应；再次，识别负性自动思维，进行认知矫正和认知重建，利用苏格拉底式提问和认知重
建；最后是行为层面进行放松训练，并主动强化联结社会支持系统，讨论如何进行自我保护与关照。

4

治疗过程

4.1 治疗关系
治疗联盟的建立在本次咨询过程中是很重要的，来访者有强烈的想要改变自己目前状态的动机，
也期待咨询师可以帮助自己，咨询师通过对来访者的倾听、共情和理解，在短时间里建立了专业信
任的咨访关系。
4.2 干预流程
整个的干预过程是以良好的治疗关系为基础，在倾听和共情等技术的使用和支持下，咨询师不
断的理解来访者，接纳来访者，之后使用苏格拉底式提问来进行认知重建，达到改善来访者的情绪，
行为等的目的。
4.2.1 通过苏格拉底式提问来改变自动思维、中间信念和核心信念
使用苏格拉底式提问让来访者意识到既然改变不了事实，那就改变自己观念以接受事实，顺其
自然，聚焦当下，为所当为，从而使来访者的基本状态得到改善。以下为部分咨询内容节选:
来访者：我太烦了，自己很没用，救不活那些孩子们。
咨询师：所以你有很深的内疚感，你渴望救活他们，但是做不到。
来访者：是啊，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没用。我怎么这么没用！
咨询师：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救活这些已经死去的孩子们呢？
来访者：人已经死了，好像没有人能救活他们／她们了。
咨询师：也许神仙能。
来访者：（笑）可是神仙不存在啊。
咨询师：所以，你给了自己一个任务，“我必须要把这些已经死去的孩子们救活”，而这个任务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完成，你把自己当神仙了，我以后可以称呼你为“大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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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不敢担了。
（来访者开始放松下来，眼睛开始明亮，比较轻松，笑容满面）
咨询师：那既然没有人能救活他们，那是不是你没做到就意味着你很没用呢？
来访者：不是。
咨询师：那是什么样子的呢？
来访者：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那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的遗体收敛好，并且为孩子们祈祷。
4.2.2 行为与社会功能恢复
咨询师在充分理解了来访者的内疚、无助、自责的基础上，鼓励来访者和家庭进行接触，让来
访者体验到被支持、被爱的感觉，并同时教给他一些基本的放松技巧，以便他可以及时的放松并调
整自己的状态。以下为部分咨询内容节选:
咨询师：那你可以做些什么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呢？
来访者：跟同事聊一聊。还可以跟家人打打电话，确实也有些想他们，尤其是看到这种分离的
时候，觉得自己很幸运，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4.3 阻碍
当时的环境具有特殊性，该次咨询场景发生在汶川地震的灾后搜救工作过程当中，这也是造成
来访者出现急性应激障碍的主要的诱发因素。而由于环境和场地的限制，因为救援者马上要随着团
队进入汶川的灾区，所以整个的咨询过程只持续了 30 分钟。
4.4 结果
经过 30 分钟左右的治疗之后，治疗达到了以下的效果：①来访者的焦虑，紧张的状态得到了明
显的缓解，不再惧怕回想当时的创伤性情景，并主动和咨询师进行沟通；②来访者的自责、无助、
无力的情绪得到明显改善，能够及时检验自己的自动思维并做出适应性的调整；③来访者的社会功
能得到一定的恢复，咨询结束之后，他可以跟随其他志愿者继续进行接下来的搜救工作。

5

讨论
替代性创伤危险的原因在于它会影响个体对整个世界的认识[8]，导致来访者出现不适应的认知

反应和生活信念[1-3]，而这一点恰好是认知行为疗法工作的重点[11]。认知行为疗法通过把治疗的焦点
集中在来访者当前所遇到的问题上，明确清晰治疗目标，达到高效聚焦的解决来访者出现的不适应
的情绪，认知和行为[12]，可以把治疗方法概括成认知重组治疗、应对技巧治疗和问题化解治疗三种
[13]

。使用认知行为疗法治疗替代性创伤的来访者可以在稳定的咨询联盟建立的情况下较快的解决来

访者身上出现的各种不合理的信念和认知[10]。
本案例的情况和治疗过程说明认知行为疗法对替代性创伤的危机干预是有效的，和之前的研究
者使用的 TFCBT 对替代性创伤的干预取得了类似的结果[10]；认知行为疗法的苏格拉底式提问的方
法则有利于来访者进行深入的观念的思考和对自己固有的观念进行重新认知。
但是，本案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案例发生于汶川地震的特殊时期，时间紧迫，没
能充分收集来访者的基本信息，表现在人口学资料、个人史和社会史的信息收集不够全面，对来访
者缺乏更多的更系统性的评估，没有机会进一步挖掘来访者的家庭情况和早期的经历；其次，本案
例未对来访者的咨询效果进行进一步随访和系统的评估；最后，咨询历时短暂，咨询不够系统，仓
促之下，也与该救援者失去了联系，不能进行进一步的支持和干预，甚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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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虽然已有很多的研究证明认知行为疗法的作用和意义，也有大量文献介
绍如何将认知行为疗法应用于危机干预的体系中，但仍需注意的是：①认知行为治疗必须是经过专
业化的理论学习与实践，需要系统的专业督导之后，才能更好的开展治疗；②文化在认知行为治疗
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在不同的大文化和亚社会文化的背景下，咨询师需意识到不同的文化系统中应
运用不同的治疗策略和手段，只有充分依托多元文化及中国本土化的环境，认知行为治疗才能发挥
出最明显的效果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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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震后青少年创伤后应激性症状及影响因素
陈鼎宣，石绪亮，范方*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通讯作者 E-mail: fangfan@scnu.edu.cn）
【摘要】 目的

了解汶川地震 36 个月后都江堰地区青少年创伤后应激性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PTSS）的检出率，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取样，选取都江堰地区初高中生 1040 人，回收有效问卷

1030 份，其中男性 407 人，女性 623 人，平均年龄 15.4 岁。使用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TSD-SS）、青少年自
评生活事件量表（ASLEC）、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儿童简易应付方式问卷（CSCSQ）、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量表（PSQI）和心理弹性量表评估创伤后应激症状及相关影响因素。 结果

PTSS 检出 78 人，检出率为 7.5%，

男生和女生的检出率无显著差异（5.6% vs. 8.6%，χ2 =3.30，p=0.07）。将所有变量纳入 Logistics 回归分析，发现女
生患 PTSS 的风险较高（OR=1.83; 95%CI, 1.02–3.26）；较多的继发负性生活事件（OR=1.04; 95%CI, 1.12–1.16）和
较高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OR=1.26; 95%CI, 1.13–1.41）是 PTSS 的危险因素；社会支持（OR=0.95; 95%CI,
0.95–0.998）与心理弹性（OR=0.98; 95%CI, 0.96–0.99）的 PTSS 的保护因素；其他变量对 PTSS 均无显著预测作用。
结论 （1）相较于震后两年，在震后第三年 PTSS 的检出率较低，男女的性别差异不显著；（2）女性患 PTSS 风险
较高；较多震后的负性生活事件以及较低的睡眠质量是 PTSS 的危险因素，而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则是 PTSS 的保护
因素；（3）改善睡眠质量、提高心理弹性是可行的干预策略。
【关键词】 汶川地震；青少年；创伤后应激症状；横断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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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情绪问题与青少年内外化行为问题：
负面教养方式的中介作用
李琳，石绪亮，范方*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通讯作者 E-mail: fangfan@scnu.edu.cn）
【摘要】 目的
的作用。方法

考察汶川地震后母亲的情绪问题与青少年内外化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并探讨教养方式在其中

震后18个月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都江堰地区871名中学生及其母亲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抑郁自评量

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TSD-SS)评价母亲的情绪问题；使用母亲教养方式(PBI)
问卷评估青少年感知的母亲教养方式；使用长处和困难问卷(SDQ)的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和多动及注意缺乏维度评估
青少年的内外化行为问题。结果

①母亲抑郁、焦虑和PTSS的检出率分别为38.5%、27%和16.9%，青少年情绪症状、

品行问题和多动及注意缺乏的检出率分别为10.0%、10.1%、13.5%；②母亲的SDS、SAS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总分与青少
年情绪症状、品行问题和多动及注意缺乏得分之间两两相关(r = 0.141-0.263, p <.001)；母亲的SDS、SAS和创伤
后应激障碍总分与青少年感知的负面教养方式之间两两相关(r = 0.103-0.174, p<.01)；③负面教养方式在母亲情
绪问题和青少年内化行为问题和外化行为问题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36.7%和
55.2%。结论

应当重视震后母亲的心理干预，一方面可以降低其情绪问题的发生率，另一方面也对青少年心理创伤

的修复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汶川地震；内外化行为问题；情绪问题；母亲教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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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地区青少年 rs41423247 基因多态性、不
安全依恋与焦虑障碍的关系
1

1

*

蒋敏 ，李灵艳 ，范方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

通讯作者 E-mail: fangfan@scnu.edu.cn）

【摘要】目的考察汶川地震后都江堰地区青少年 rs41423247 基因多态性、不安全依恋与焦虑障碍的关系。方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选取都江堰地区512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量表（SCARED）、
不安全依恋问卷进行调查，同时收集相关人口学变量。采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障碍访谈检查（MINI）对这512名学生
进行精神状况诊断访谈，收集学生口腔细胞用作基因分型。结果（1）焦虑障碍的女性检出人数显著多于男性（χ²= 13.07，
p< 0.001）
，高三年级人数显著多于其他年级（χ²= 15.38，p< 0.001）
；
（2）焦虑障碍组的 rs41423247基因位点CC基因
型及C等位基因显著高于对照组（χ²= 5.48，p< 0.05）
；
（3）焦虑障碍组的不安全依恋显著高于对照组（χ²= 22.82，p<
0.001）
；Logistic回归表明，不安全依恋显著预测焦虑障碍（β= 3.15，p< 0.001）
；
（4）不安全依恋与 rs41423247 多态
性的交互作用显著（β= -2.01，p< 0.05）
，当不安全依恋水平较低时，GG 基因型携带者患焦虑障碍的概率显著低于 T
等位基因携带者；当不安全依恋水平较高时，两种人群的焦虑障碍患病率差异不显著。结论（1）女性和高三年级学
生的心理健康需要更多关注；（2）rs41423247 基因位点 CC基因型及C等位基因对焦虑障碍的检测有提示意义；
（3）
不安全型依恋是青少年焦虑障碍的风险因素；
（4）T等位基因对焦虑所起的作用仅在青少年不安全依恋水平较低时应
加以考虑。
【关键词】s41423247 多态性；不安全依恋；青少年焦虑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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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6191 基因多态性、母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
抑郁障碍的研究
祁海颖，叶艳，范方*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通讯作者 E-mail: fangfan@scnu.edu.cn）
【摘要】 目的

以糖皮质激素受体基因rs6191多态性为基因变量, 母亲教养方式为环境变量, 考察rs6191多态

性、母亲教养方式与青少年抑郁障碍的作用关系。方法

对汶川地震后都江堰中学3501名高中生进行调查，根据儿

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DSRSC)和追踪研究筛查出抑郁障碍可疑案例354例，使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障碍访谈检查
(MINI)和母亲教养方式问卷(PBI)进行诊断和评估。采集口腔黏膜细胞，进行DNA提取和分型。结果

①女性抑郁的

检出率显著高于男性（χ2 =5.68，p<0.05）；②母亲高冷漠（OR=2.65）和母亲高过度保护（OR=1.93）以及TT基因
型（OR=2.33）显著预测抑郁，是青少年抑郁的风险性因素；③运用Logistic层次回归分析得出，母亲冷漠与rs6191
多态性的交互作用显著预测抑郁，当个体处于低水平的母亲冷漠教养时，G等位基因携带者抑郁风险显著低于TT基
因型携带者（β= -1.15, p<0.01）；④母亲过度保护与rs6191多态性的交互作用显著预测抑郁，当母亲采取低水平过度
保护的教养方式时，G等位基因携带者患抑郁的可能性显著低于TT基因型携带者（β= -1.70, p<0.01）。结论

rs6191

多态性和母亲教养方式与抑郁密切相关。母亲冷漠、过度保护和rs6191多态性的交互作用显著预测青少年抑郁。关注
青少年的遗传特征和母亲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障碍的预防和干预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青少年抑郁；rs6191 多态性；母亲教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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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方式对井下特种工压力知觉与
SCL-90 各因子的中介作用
冯 倩，岳玲梅，王聪哲，蒋 克，张 超，马文有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河北
【摘要】 目的

唐山 063001）

探讨应对方式对井下特种工压力知觉与SCL-90各因子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

法选取了某煤矿企业井下特种工1013人为被试，使用90项症状清单（SCL-90）、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和压力
知觉量表（CPSS）测量。结果

①井下特种工SCL- 90总分及躯体化、强迫、焦虑和精神病性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

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②一元回归结果显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方式对矿工SCL-90总分及各因子
均有影响（P<0.05）。③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考虑积极应对方式中介变量后，特种工在躯体化、抑郁、焦虑、敌
对、恐怖、精神病性六个因子上的标准回归系数受到影响（P<0.05）；加入消极应对方式中介变量后，特种工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分的标准回归系数均明显受到影响（P<0.01）。结论

井下特种工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差于一般人群；

压力知觉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途径影响井下特种工心理健康状况。压力知觉与SCL-90各因子之间，应对方式具有中
介作用。
【关键词】 井下特种工；应对方式；心理健康；压力知觉；中介作用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coping styles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SCL-90 of the coal mine special
operation staff
Feng Qian, Yue Lingmei, Wang Congzhe, Jiang Ke, Zhang Chao, Ma Wenyou
(Kailuan Mental Health Center Affiliated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ngshan
【Abstract】 Objective

063001, China)

To discusses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coping styles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scores of

SCL-90 in the coal mine special operation staff. Methods
with SCL- 90, CPSS and SCSQ. Results

A total of 1013 coal miners were stratify sampled and measured

①The total scores of SCL-90, somatization, force, anxiety and psychotic factor

score were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norm,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 ②A variable regression
eq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s got effect on scores of SCL-90 (P<0.05); ③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 the standar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in somatization、depression、anxiety、hostility、terror and psychotic factors
(P<0.05);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negative coping styl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the standar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total
score and each factor we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P<0.01).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coal special operation
miners were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e national normal; Work pressure affected the mental health of coal miners through
direct and indirect ways. Coping styles get intermediary effect between job stress and scores of SCL-90.
【Keywords】 Underground special operation miner; Coping styles; Mental health; Perceived stress; Intermediary role

心理压力是机体在内外环境作用下，因客观要求与主体应付能力的不平衡所产生的一种适应环
境的紧张状态[1]。而压力知觉（perceived stress）指的是个体对压力的知觉、评估过程。目前，在国
内外心理学界[2]以及医学界，工作压力已经被证实为影响每个人心理状况、情绪管理和生活品质的
重要因素。压力知觉的程度与个体的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密切相关，不同的应对方式可以在不同
方向或者程度上影响个体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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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特种工的工作环境特别复杂[3]，自然灾害、粉尘、噪声、震动、高温、高湿以及落后
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和工作强度高、经济收入低等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煤矿井下特种工的
身心健康，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矿工生产作业条件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上[4]，并没有更多关注压力状
态下，工人使用不同的应对方式所产生的不同反应。并且，之前的研究多为心理健康状况、压力知
觉以及应对方式间的简单相关统计，又或者是对所有变量不加选择地进行简单回归，不利于压力、
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5]。特别是，在以往的研究中，SCL-90总分
是作为一个笼统的整体研究对象存在[6]，本文中首次将各因子分单独作为研究对象，探讨SCL-90总
分及各因子、压力知觉以及应对方式的回归关系，这在以往的研究中是没有出现过的。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某煤矿企业井下特工1066为被试，在受教育程度、年龄、工龄等层面实施随机抽样，
共回收有效问卷1013份，有效率95%。1013名工人均为男性，年龄38.90±8.82，其中最大59岁，最小
20岁。工龄：最短为0.5年，最长为40年，平均( 21.57±9.57) 年；婚姻：未婚124人（12.21%），已
婚881人（86.70%），离异8人（0.80%）；受教育程度：小学24人( 2.40%) ，初中349人( 34.50%) ，
高中85人( 8.31%) ，技校355人（35%），大专167人( 16.50%) ，本科33人( 3.29%) 。
1.2 研究工具
1.2.1 90 项症状清单（SCL-90）
90项症状清单（SCL-90）[7]，又名症状自评量表。该量表共有90个项目，从感觉、情感、思维、
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均有涉及，并采用10个因子分别反映10个方面的心
理症状情况。并且主要适用于成年的神经症[8]、适应障碍及其它轻型神经症患者。
1.2.2 压力知觉量表（CPSS）

[9]

最初由Cohen等人编制，分为三个核心：失控感、紧张感和不可预测感。杨廷忠教授根据英文版
的压力知觉量表(PSS)修订了中文版 (CPSS)，分为失控感、紧张感两个分量表。中文版采用5点计分，
共14个条目。
1.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国外应用较广，较为代表性的是由Folkman和Lararus编制的应对方式问卷[10] (WCQ)。我国学者
在WCQ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编制了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问卷由20个题目组成，1-12
题反应积极应对的特点；13-20题反应消极应对的特点。
采用以上三个问卷以纸、笔的方式，由专业的心理施测员实施测试。
1.3 研究方法
使用SPSS 19. 0进行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Sobel检验。

2

结

果

2.1 井下特种工的心理健康状况
特工SCL-90总分得分为136.17±48.68，明显高于全国常模129.96±38.75，也就是说井下特种工心
理健康状况低于平均水平（P<0.01）。压力值为24.70±5.71，高于全国常模24.2±5.8（P <0.05）。井
下矿工的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显著低于全国常模，较少地在压力状态下使用应对方式。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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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井下特种作业人员简易应对方式得分（SCSQ）与全国常模比较（ x ±s，分）
本研究矿工

全国常模

t

积极应对方式

1.74±0.54

1.78±0.52

-2.12a

消极应对方式

1.08±0.52

1.59±0.66

-31.38b

注：aP<0.05，bP<0.01

2.2 应对方式对压力知觉与 SCL-90 的中介效应
对研究目标的心理健康、压力知觉及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之间进行两两相关性检验。
结果显示，这些因素之间均存在相关性，满足中介检验的条件。因此，根据温忠麟[11]教授的依次检
验回归系数[12]的方法，分别进行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方式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的检验。
2.2.1 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SCL-90各因子分为因变量，以压力知觉为自变量，以积极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分步骤进行复
回归分析。首先，做SCL-90各因子得分对压力知觉的一元回归分析，然后进行积极应对对压力知觉
的一元回归分析，最后再进行SCL-90各因子得分对压力知觉和积极应对两个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2。
表2显示，引入中介变量后，压力知觉对躯体化、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和精神病性六个因子
的标准回归系数均明显改变（P均<0.01），说明积极应对方式对井下特种员工的上述各方面存在部
分中介效应。
表2 积极应对对井下特种工压力知觉与SCL-90各因子的中介作用
R2

因变量

复回归分析

自变量

SB

T

躯体化

第一步

压力知觉

0.33

11.22b

0.10

压力知觉

0.34

10.77

b

0.11

积极应对

0.02

0.51

第一步

压力知觉

0.39

13.53b

0.15

第三步

压力知觉

0.41

13.51b

0.16

第三步

抑郁

焦虑

积极应对

0.07

2.17

压力知觉

0.31

10.29b

0.09

压力知觉

0.32

10.05

b

0.09

积极应对

0.03

0.98

压力知觉

0.33

11.04b

0.11

压力知觉

0.34

10.96

b

0.11

积极应对

0.05

1.59

压力知觉

0.28

9.40b

0.08

压力知觉

0.28

8.71

b

0.08

积极应对

-0.02

-0.56

第一步

压力知觉

0.31

10.44b

0.10

第三步

压力知觉

0.32

10.08b

0.10

积极应对

0.02

0.65

第一步
第三步

敌对

第一步
第三步

恐怖

第一步
第三步

精神病性

a

第二步：积极应对方式对压力知觉的简单回归，SB = -0.33，T = -10.93**，R2 =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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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
以SCL-90各因子分为因变量，以压力知觉为自变量，以消极应对方式为中介变量分步骤进行复
回归分析。首先，做SCL-90各因子得分对压力知觉的一元回归，然后进行消极应对方式对压力知觉
的一元回归分析，最后再进行SCL-90各因子得分对压力知觉、消极应对两个自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3。
表3显示，引入中介变量后，压力知觉对SCL-90各因子得分的标准回归系数均明显减少（P均
<0.01），说明消极应对方式对井下特种员工的上述各方面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表3 消极应对对井下特种工压力知觉与SCL-90各因子的中介作用
R2

因变量

复回归分析

自变量

SB

T

总分

第一步

压力知觉

0.32

10.65b

0.10

压力知觉

0.29

9.86

b

0.13

消极应对

0.17

5.81 b

压力知觉

0.33

11.22 b

0.11

0.31

b

0.14

第三步

躯体化

第一步
第三步

强迫

第一步
第三步

人际关系

抑郁

偏执

0.17

5.63

压力知觉

0.34

11.38 b

0.11

0.30

b

0.16

压力知觉

10.45

b

第一步

压力知觉

0.33

11.06 b

0.11

第三步

压力知觉

0.30

10.16 b

0.15

第一步

第一步

b

消极应对

0.22

7.38

压力知觉

0.39

13.53 b

0.15

压力知觉

0.36

12.62

b

0.21

消极应对

0.24

7.82 b

压力知觉

0.31

10.29 b

压力知觉

0.29

9.62

b
b

0.09
0.11

消极应对

0.14

4.59

压力知觉

0.33

11.04b

0.11

0.30

10.14

b

0.15

消极应对

0.21

7.23

b

第一步

压力知觉

0.28

9.40b

0.08

第三步

压力知觉

0.26

8.65b

0.10

消极应对

0.16

5.31

b

压力知觉

0.32

10.61b

第一步

第一步
第三步

精神病性

消极应对

7.80

第三步

恐怖

b

0.23

第三步

敌对

10.45

消极应对

第三步

焦虑

压力知觉

第一步
第三步

压力知觉

b

压力知觉

0.29

9.70

消极应对

0.22

7.34b

压力知觉

0.31

10.44b

压力知觉
消极应对

0.28
0.20

9.56

b

6.90

b

第二步：消极应对方式对压力知觉的简单回归，SB = 0.15，T = 4.67**，R2 =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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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
0.15

0.10
0.14

3

讨

论

Joff[13]等人认为，应对主要是指个体对现实环境变化有目的、有意识和灵活的调节行为。也就是
说，当人们感知到外界环境压力的时候，随之就会产生紧张、受压迫、对自身有伤害等各种感觉，
也就会产生各种相应的不良情绪。那么学会应对这些不良情绪，发挥个体主观能动的调节作用，了
解并掌握不同的应对方式在矿工的情绪管理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也使得本研究
具有更符合井下矿工应对方式特色的现实意义。
此次结果显示，煤矿井下特种工的压力知觉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而且还会通过
积极、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产生影响，这与王洁心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4]。积极应对方式主
要对躯体化、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精神病性等因子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消极应对方式对SCL-90
各因子都起到明显的中介作用。由此可见，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模型有差异，
但是两种应对方式都对个体的躯体症状和情绪状态（焦虑、抑郁、敌对和恐惧等）起到了明显的中
介作用。以往的研究也表明，消极应对方式甚至可以直接增加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15]。
此外，本研究虽然研究了应对方式对压力知觉、SCL-90各因子的中介作用，但是影响心理健康
状况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例如被调查者的人格、心理防御机制、自尊水平以及社会支持情况等，
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考虑。其次，本研究仅仅调查了一家煤矿企业的井下特种工，范围固定，
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普遍适用率，后续将会扩大研究样本，进一步对研究结果做出补充
和完善。
煤矿井下特种工的压力问题不容忽视，它不光关系着职工的心理健康，更是关系着行业的安全
生产和发展，因此，我们针对井下矿工的情绪问题要制定一系列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工作；开展心理
健康知识讲座，普及心理卫生知识，提高矿工整体对于应对方式的知晓率及使用率，使科研结果能
够切实指导实际工作。同时，通过完善管理制度和法规，尽最大努力将煤矿井下特种工的压力降低
到最小，保障矿工心理健康和煤矿企业安全生产。

4

结

论

井下特种工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差于全国一般人群；压力知觉通过直接和间接两个途径影响井下
特种工一般心理健康状况。压力知觉与SCL-90各因子之间，应对方式具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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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大学生睡眠与知觉压力及
应付方式分析
宋 丹，唐 颖，刘 欣，王亚男，王洪彬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精神卫生中心，河北 唐山 063001）
【摘要】目的
法

探讨理工科大学生的睡眠与知觉压力及应付方式，从而提高理工科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方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知觉压力量表（PSS）
、应付方式问卷对某理工大学 127 名大学生进行施测。

结果

①女生与男生比较，自责项(t=2.404，P<0.05)，其余均为 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②四年级学生与一年

级学生比较，求助项(t=2.011，P<0.05)，其余均为 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①女生与男生的睡眠质量、

应付方式及对知觉压力的敏感性相当。②四年级学生与一年级学生比较相比睡眠质量、知觉压力及应付方式的敏感
性相当。
【关键词】理工科大学生；睡眠；知觉压力；应付方式

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日常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不断提高，同
时对自身健康水平也愈加重视，而睡眠作为人的一项基本生理需求，与我们的生理、心理、社会相
关功能联系紧密，个体的身心健康受其睡眠质量的的直接影响。Roth 的研究结果发现，睡眠充足的
人与睡眠不足的人相比较，后者存在更多的健康问题，即使睡眠时间只减少了几个小时，也可能会
导致免疫系统功能减退[1]。在大学生人群中睡眠问题也普遍存在。研究表明，睡眠质量差在大学生
中发生率从 19.17％到 57.5％不等[2]；在我国中学生群体和大学生群体存在睡眠障碍的分别为 19％到
16％，且此比例还在不断上升[3]。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 大学生睡眠问题如此普遍？总结已有研究
发现个体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生理和心理以及社会大环境等复杂因素的。本研
究试图通过对理工科大学生睡眠及压力应对方式的分析，为提高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为保持大
学生稳定的学习，为提高大学生们自我调控能力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某理工大学学生 127 人，性别：男生 68 人（53.54%）
，女生 59 人（46.46%）；年级：一年
级 65 人（51.18%）
，四年级 62 人（48.82%）
。
1.2 方法
1.2.1 测试工具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 ) [4]，匹兹堡大学精神科医生 Buysse 博士等于 1989 年编制了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适用于睡眠障碍患者、精神障碍患者的睡眠质
量评价、疗效观察、一般人群睡眠质量的调查研究，以及睡眠质量与心身健康相关性研究的评定工
具。国外和国内测试结果均表明 PSQI 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再测信度和较好的效度。
压力知觉量表[5]，压力测量工具采用 PSS，利用该量表反应压力程度，其英文版本(PSS)在国际
上被普遍接受和广泛应用，与其他压力量表相比，由 14 个条目构成，具有条目少，应答简便等特点，
适合评价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状况。在本次研究中，对有效问卷的压力量表总分进行统计分析，大于
28 分为压力知觉敏感，小于 28 分为压力知觉不敏感。PSS 各个条目主要是关于失控感和紧张感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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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如果这 2 类条目所在因子的负荷较大，说明因子对条目的支配作用也较
大，即量表有很好的结构效度，并对因子进行信度和效标效度评价。
应付方式问卷[6]，我国现行通用的应对方式问卷由肖计划等人参照国内外应对研究的问卷内容
以及有关应对理论，根据我国文化背景编制而成。该问卷可以解释个体或群体的应对方式类型和应
对行为特点，比较不同的个体或群体的应对行为差异，并且根据不同类型的应对方式还可以反映人
的心理发展成熟的程度。
采用上述三个问卷调查在现场发放完成时一并收回。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及人口学特征。
1.2.2 统计方法
测试结果用 SPSS 19.0 软件包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性别大学生睡眠及压力应对比较
女生解决问题的得分均低于男生，求助、退避、自责、幻想、合理化及 PSQI、PSS 总分高于男
生，且只有自责项 P＜0.05，其余各项均为 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此结果显示女生与男生
的睡眠质量、应付方式及对知觉压力的敏感性相当。结果详见表 1。
表 1 不同性别比较（ x ±s，分）
项

目

女生（n=59）

男生（n=68）

t

P

解决问题

0.621±0.208

0.657±0.226

0.748

0.474

求助

0.635±0.255

0.585±0.213

0.887

0.376

退避

0.556±0.251

0.482±0.198

-1.412

0.166

自责

0.486±0.338

0.333±0.251

-2.404

0.018*

幻想

0.552±0.279

0.498±0.210

-0.989

0.319

合理化

0.510±0.241

0.477±0.148

-0.674

0.501

PSQI

7.32±3.440

7.24±3.690

-0.090

0.920

PSS

29.23±8.230

28.82±10.619

-0.179

0.863

2.2 不同年级大学生睡眠及压力应对比较
四年级大学生解决问题、求助的得分高于一年级大学生，退避、自责、幻想、合理化、PSQI、
PSS 总分低于一年级大学生，只有求助项 P<0.05，其余各项均为 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此结果显示一年级大学生与四年级大学生的睡眠质量、应付方式及对知觉压力的敏感性相当。结果
详见表 2。
表 2 不同年级比较（ x ±s，分）
项

目

四年级大学生（n=62）

一年级大学生（n=65）

t

P

解决问题

0.629±0.218

0.621±0.216

0.209

0.829

求助

0.704±0.315

0.582±0.201

2.011

0.049*

退避

0.487±0.238

0.545±0.233

-0.927

0.359

自责

0.392±0.310

0.436±0.323

-0.536

0.595

幻想

0.481±0.251

0.556±0.264

-1.135

0.271

合理化

0.475±0.169

0.508±0.226

-0.595

0.546

PSQI

7.29±3.962

7.30±3.391

-0.043

0.971

PSS

28.8±8.926

29.68±9.312

-0.692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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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调查研究显示，①女生与男生比较，只有自责项 P<0.05，其余各项均为 P＞0.05，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②四年级大学生与一年级大学生比较，只有求助项 P<0.05 各项均为 P＞0.05，差异没有
统计学意义。
女生解决问题的得分均低于男生，求助、退避、自责、幻想、合理化及 PSQI、PSS 总分高于男
生，且只有自责项 P<0.05，其余各项均为 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性别的差异在理工科专
业较为明显，尤其是对于工科院校，男生抽象思维能力较强，而女生更为敏感，想象力也很丰富，
故使其二者在睡眠质量、应付方式及对知觉压力的敏感性相当。
四年级大学生解决问题、求助的得分高于一年级大学生，退避、自责、幻想、合理化、PSQI、
PSS 总分低于一年级大学生，只有求助项 P<0.05，其余各项均为 P＞0.05，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此结果显示四年级大学生与一年级大学生的睡眠质量、应付方式及对知觉压力的敏感性相当。考虑
原因学校生活较为规律，除去实习原因外，大家在同一个校园，均按照学校统一要求作息，所以二
者睡眠质量相当。但四年级大学生所学的知识更系统，更完善，故其解决问题能力明显高于一年级
大学生，但目前学校学习氛围浓厚，且同学之间一般遇到问题都能相互探讨，释放压力，一年级大
学生在经验方面也较成熟，这就出现了二者的应付方式和知觉压力均相当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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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样本数据分析家属对自杀未遂病患入院的态度，了解家属心理情绪状态，帮助家属更好地
度过危机。方法：采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自杀模块、一般资料调查表等，对在上海市3所医院急诊科就诊的疑似
自杀未遂病患及其家庭照顾者共148组进行调查，每组包括1例病患和1位家庭照顾者。结果：根据自杀风险评估结果
显示，自杀未遂组病患有84例（56.8%）
，非自杀未遂组病患有64例（43.2%）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自杀风险程度
越低（OR=0.202）、病患年龄越小（OR=0.464），家属越倾向于否认病患自杀未遂（P<0.05）。当病患诊断为坠落伤、
药物过量、骨折时，家属更倾向于否认自杀未遂相关并表达为：药物误服，意外坠楼，原因不明，食物中毒等。结
论：医护人员应注意评估病患自杀风险，重点关注关于药物误服、意外坠楼等入院原因表达，关注家属的病耻感，
给予适当的心理援助信息。
【关键词】自杀未遂病患家属入院态度

肖水源等[1]根据国外学者对自杀行为的定义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将自杀行为划分为：自杀死亡、
自杀未遂、自杀准备、自杀计划和自杀意念。自杀未遂是指伤害自己生命但没有直接导致死亡的行
为。然而，75%的自杀未遂患者无法得到精神卫生人员的关注[2]，以致很少或没有机会进入临床干预。
这些病患的照顾压力基本由家属承担，因此家属在病患照顾以及自杀预防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目
前关注自杀未遂病患家属的研究有限，大部分关于自杀者家属和自杀的临床研究都集中在如何帮助
家庭应对失去亲人的创伤或者家庭治疗上[3]，且主要针对儿童或青少年自杀行为[4]。
当得知家人自杀行为，家属常为了“保护”自杀未遂者回避谈论自杀事件。例如家属可能要求来
探视亲友不要提及“自杀”，或是强调只是去医院做检查[5]。一项对大学生自杀态度的质性调查反应，
当朋友或家庭成员有自杀未遂行为时，大部分反应包括提供社会支持和信息，告知他人，和危机支
持。但是告诉他人有关朋友或家人自杀未遂的信息似乎比直接提供社会支持更复杂，可能会因为惧
怕当事人的责备而拒绝告知他人自杀行为[6]。
本研究在调查期间对上海市3家综合医院急诊科收治的案例进行分析，旨在发现家属对
自 杀 未 遂 病 患 入 院 的 态度 ， 有 助 于 增 加 对 家 属心 理 情 绪 状 态 的 认 知 ，帮 助 家 属 更 好 地 度 过
危机，同时也有利于推动自杀的识别和预防工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选择 2016 年 8 月—2017 年 6 月期间就诊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科
以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部和北部急诊科的疑似自杀未遂病患及其家庭照顾者共 148 组（每组病
患和家属各 1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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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文献[7]认为对自杀未遂的诊断受主客观因素影响，难以确定行为真实目的和意图，存在识
别困难。急诊入院除了明确诊断为自杀的病患外，诊断为坠楼、药物过量、农药中毒、误服中毒、
割腕、自缢等的病患都有可能是自杀未遂病患。为了确保研究的全面性，故将诊断为自杀、坠落伤、
药物过量、农药中毒（含有机磷中毒、乐果中毒、百草枯中毒、甘草林中毒等）、食物中毒、割腕、
自缢、刀刺伤、车祸伤、溺水、骨折的对象均列入疑似自杀未遂病患。病患家属纳入标准：病患家
庭中的重要成员，病患住院期间的主要照顾者。纳入本研究的所有病患及家属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研究人员采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
中的自杀模块对以上诊断的患者进行自杀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划分为自杀未遂组和非自杀未遂
组。自杀未遂组再根据病患的自杀意念及行为的程度，依次划分为冲动自杀组、单次自杀组和重复
自杀组。冲动自杀组：病患无自杀未遂史，无明确自杀计划和准备，有自杀意念后实施行为或冲动
性自杀未遂。单次自杀组：病患无自杀未遂史，有自杀计划后实施行为。重复自杀组：病患有自杀
未遂史。非自杀未遂组的病患无自杀风险，包括无自杀意念、无自杀行为。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人口学资料、精神检查、事件记录、干预需求情况等。
1.2.2 资料收集方法
施测时以一对一个别施测的方法填写问卷，病患和家属同时分开作答，作答时间约为30 min。
评估员均已接受一致性培训和危机干预培训，严格按照指导语标准，督促研究对象认真诚实作答。
填写完成后，再由研究人员收回录入。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180份，回收148份，有效回收率为82.2%。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4.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总样本年龄、性别、学历、职业等进行描述统
计。对4组（非自杀未遂、冲动自杀、单次自杀、重复自杀）病患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是否和
家属共同生活、户籍、家属年龄、家属自评家庭关系、家属工作状况、家属负担及病患行为记录等
采用χ2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病患和家属基本资料
148 组病患和家属的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根据 M.I.N.I.进行自杀风险评估后发现，自杀未遂组
病患 84 例（56.8%）
，非自杀未遂组病患 64 例（43.2%）
。2 组病患的入院事件行为资料见表 2。不
同风险组病患和家属的特征见表 3。
表1 病患及家属一般信息表
特征

病患 (N=148)

家属 (N=148)

性别/n(%)
男

94（63.5）

69（46.3）

女

54（36.5）

79（53.7）

42.27 ±18.31

44.05±13.79

初中及以下

82（55.4）

73（49.3）

高中及中专

38（25.7）

43（29.1）

大专及大学以上

28（18.9）

32（21.6）

平均年龄/岁
学历/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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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状况/n(%)
在职

104（70.3）

94（63.51）

非在职

44（29.7）

54（36.49）

病患配偶

-

40（27.0）

病患父母

-

41（27.7）

病患子女

-

37（25.0）

病患其他

-

30（20.3）

有配偶

97（65.5）

125（84.5）

无配偶

51（34.5）

23（15.5）

本地

82（55.4）

49（33.1）

外地

66（44.6）

99（66.9）

与病患关系/n(%)

婚姻状况/n(%)

户籍/n(%)

表2 自杀未遂组和非自杀未遂组病患入院事件行为资料统计结果 [n(%)]
自杀未遂组

非自杀未遂组

（N=84）

（N=64）

家中

66（78.6）

7（10.9）

聚众场所

6（7.1）

7（10.9）

公共无人场所

5（6.0）

21（32.8）

其他地点

7（8.3）

29（45.4）

农药

14（17.3）

0（0）

药物

29（35.8）

0（0）

坠落

24（29.6）

16（25.0）

割伤

5（6.2）

0（0）

溺水

0（0）

0（0）

自缢

0（0）

0（0）

其他

9（11.1）

48（75.0）

家庭纠纷

30（51.7）

0（0）

婚恋问题

8（13.8）

0（0）

人际交往

1（1.7）

0（0）

工作学习压力

6（10.4）

0（0）

条目

χ2值

P值

69.621

0.000

41.457

0.000

54.300

0.000

自杀地点

自杀方式

自杀原因

危险事件
②

精神疾病

1（1.7）

0（0）

12（20.7）

0（0）

注：自杀未遂组3例病患遗漏自杀方式选项。26例杀未遂病患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包含在自杀原因的选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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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风险组病患及家属特征[n(%)]
非自杀未遂

冲动自杀

单次自杀

重复自杀

(N=64)

(N=14)

(N=16)

(N=54)

男性

49（76.6）

11（78.6）

8（50.0）

26（48.1）

女性

15（23.4）

3（21.4）

8（50.0）

28（51.9）

＜30岁

27（42.2）

5（35.7）

11（68.8）

17（31.5）

30～59岁

28（43.8）

6（42.9）

4（25.0）

24（44.4）

≥60岁

9（14.0）

3（21.4）

1（6.2）

13（24.1）

无

63（98.4）

14（100.0）

13（81.3）

30（54.5）

有

1（1.6）

0（0.0）

3（18.7）

24（43.5）

未婚

16（25.0）

2（14.3）

7（43.8）

14（25.9）

在婚

45（70.2）

11（78.6）

9（56.2）

32（59.3）

丧偶

1（1.6）

0（0.0）

0（0.0）

4（7.4）

离异

1（1.6）

1（7.1）

0（0.0）

2（4.7）

分居

1（1.6）

0（0.0）

0（0.0）

2（4.7）

是

34（53.1）

3（21.4）

7（43.8）

29（53.7）

否

30（46.9）

11（78.6）

9（56.2）

25（46.3）

本地

49（76.6）

7（50.0）

8（50.0）

18（33.3）

外地

15（23.4）

7（50.0）

8（50.0）

36（66.7）

＜30岁

22（34.4）

4（28.6）

3（18.8）

7（13.0）

30～59岁

38（59.4）

7（50.0）

10（62.4）

33（61.1）

≥60岁

4（6.2）

3（21.4）

3（18.8）

14（25.9）

和睦

52（81.3）

10（71.4）

9（56.3）

15（27.8）

一般

11（17.2）

2（14.3）

5（31.3）

20（37.0）

不和睦

1（1.5）

2（14.3）

2（12.4）

19（35.2）

稳定

33（51.6）

5（35.7）

8（50.0）

26（48.1）

不稳定

20（31.3）

5（35.7）

3（18.8）

10（18.6）

无工作

11（17.2）

4（28.6）

5（31.2）

18（33.3）

轻

16（25.0）

3（21.4）

5（31.3）

13（24.1）

一般

21（32.8）

6（42.9）

4（25.0）

24（44.4）

重

27（42.2）

5（35.7）

7（43.7）

17（31.5）

特征

χ2值

性别
12.835

病患年龄
8.621

病患有无精神疾病史
38.772

病患婚姻状况
1.196

病患是否和家属共同
生活
5.342

病患户籍
22.597

家属年龄
13.449

家属自评家庭关系
40.921

家属工作状况
6.571

家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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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7

2.2 家属对自杀未遂病患入院态度
对自杀未遂组与非自杀未遂组家属对病患入院态度进行卡方检验，结果如表 4。发现自杀未遂
和非自杀未遂组家属在认为病患入院和自杀未遂相关（高风险组高于无风险组、低风险组和中等风
险组）
、是否介意别人知道病患入院原因（高风险组高于无风险组、低风险组，中等风险组高于无风
险组、低风险组）
、是否为病患入院感到难以启齿（高风险组高于无风险组、低风险组，中等风险组
高于无风险组、低风险组）
、如何对待心理困扰方面差异显著(p>0.05)。
表4 不同风险组家属态度测量结果
特征

家属认为病

否

无风险组0

低风险组1

中等风险组2

高风险组3

[N=64（%）]

[N=14（%）]

[N=16（%）]

[N=54（%）]

63（98.4）

14（100.0）

14（87.5）

30（55.6）

患入院和自
杀未遂相关

χ2
40.272**
3>0(0.000**)

是

1（1.6）

0（0.0）

2（12.5）

24（44.4）

3>1(0.001**)
3>2(0.023*)

家属是否介

否

53（82.8）

13（92.9）

3（18.8）

6（11.1）

76.752**

意别人知道
病患入院原

3>0(0.000**)

因
是

11（17.2）

1（7.1）

13（81.2）

48（88.9）

3>1(0.000**)
2>0(0.000**)
2>1(0.000**)

家属是否为
病患入院感

否

60（93.8）

13（92.9）

5（31.3）

6（11.1）

93.202**

到难以启齿

3>0(0.000**)
是

4（6.2）

1（7.1）

11（68.7）

48（88.9）

3>1(0.000**)
2>0(0.000**)
2>1(0.004**)

家属如何对

运 动

待心理困扰

或 娱

10（15.6）

1（7.1）

3（18.8）

2（3.7）

11（17.2）

3（21.4）

5（31.3）

32（59.3）

37（57.8）

7（50.0）

5（31.3）

15（27.8）

4（6.3）

0（0.0）

1（6.2）

3（5.6）

2（3.1）

3（21.4）

2（12.4）

2（3.6）

乐
独处
寻 求
帮助
专 心
工 作
或 学
习
其他

*表示 p<0.05，**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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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03**

自杀未遂组：84 例自杀未遂病患中，54 例病患评估为高风险，其中 30 位家属否认病患入院与
自杀未遂相关
（55.6%）
，16 例病患评估为中度风险，
其中 14 位家属否认入院与自杀未遂相关
（87.5%），
14 例病患评估为低风险，
其中 14 位家属否认入院与自杀未遂相关。
自杀未遂组中 58 位家属
（73.8%）
表示介意别人知道病患的入院原因，62 位家属（73.8%）表示为病患此次入院感到难以启齿。进一
步将病患入院诊断与家属回答入院是否与自杀未遂相关的结果比较，如表 3-7，发现当病患诊断为坠
落伤（34.6%）、药物过量（29.3%）、骨折（20.7%）时，家属更倾向于否认入院原因与自杀未遂相
关。收集否认家属对入院原因的描述，发现家属倾向于将入院原因表达为：药物误服（16 人），意
外坠楼（31 人）
，原因不明（5 人）
，食物中毒（3 人），冲动受伤（1 人），酒后神智不清（1 人）
，
意外受伤（1 人）
，如表 5。
表5 自杀未遂组病患入院诊断与家属回答入院是否与自杀未遂相关的结果比较
病患入院诊断

与自杀未遂相关（%）

与自杀未遂无关（%）

药物过量

12（46.2）

17（29.3）

农药中毒

7（26.9）

5（8.6）

鼠药中毒

2（7.7）

2（3.4）

刀刺伤

1（3.8）

2（3.4）

割腕

1（3.8）

0（0.0）

坠落伤

3（11.6）

20（34.6）

骨折

0（0.0）

12（20.7）

总计

26

58

表6 自杀未遂组否认自杀未遂家属描述病患入院原因情况
家属描述入院原因

数量

原因不明

5

药物误服

16

意外坠楼

31

冲动受伤

1

酒后神智不清

1

食物中毒

3

意外受伤

1

总计

58

非自杀未遂组：
64 例非自杀未遂病患中，
有 1 位家属认为病患自杀未遂
（1.6%）
，
11 位家属
（17.2%）
表示介意别人知道病患的入院原因，4 位家属（6.2%）表示为病患此次入院感到难以启齿。
以自杀未遂组家属是否认为病患入院与自杀未遂相关作为因变量，探索可能影响因素。将以上
病患和家属人口信息、病患精神检查、事件记录所有可能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在α=0.05 水平上，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有:自杀风险程度、病患年龄、家属与病患
亲缘关系、家庭人均月收入、家庭关系。将筛选出的可能因素放入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釆用逐步
向后法，
结果如表 7 显示，
在α=0.05 水平上，
最终进入方程的影响因素有:自杀风险程度
（OR=0.202）
、
病患年龄（OR=0.464）
。
表7 自杀未遂组家属态度影响因素的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OR95%CI

影响因素

B

S.E.

Wald χ2

P

OR

自杀风险程度

-1.600

0.681

5.519

0.019

病患年龄

-0.767

0.389

3.895

0.048

*表示 p<0.05，**表示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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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

上线

0.202

0.053

0.767

0.464

0.217

0.995

3

讨论

3.1 自杀未遂病患及家属的一般特征
在本研究被调查病患中，重复自杀组的女性病患显著多于非自杀未遂组，自杀未遂行为多发生
在家中，自杀方式以服食药物、坠落和服食农药为主，主要自杀原因有家庭纠纷、精神疾病、婚恋
问题和其他意外等。国内自杀未遂病患调查[8]中也发现，女性所占比例高于男性，城市病患自杀多
以服药（尤其是安定类药物）方式进行，自杀原因主要有家庭纠纷、婚恋问题等。另有研究[9-11]指出，
绝望感、家庭关系差、疾病疼痛感、高度空虚和低认知混乱等都是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与本研究
结果一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男性自杀未遂发生率约 0.3%，中等
收入国家男性和女性自杀未遂发生率分别为 0.3%和 0.6%，低收入国家自杀未遂的男性和女性比例
为 0.4%[12]。国内研究中自杀未遂的女性人数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生活地位相对于男性较低、对
生活事件更加敏感相关；同时，女性自杀往往采用较温和的方式，如服用药物等，使得被救治成功
的可能性大于男性[8]。从家庭环境来看，自杀未遂病患的家庭关系更不和睦，且家庭亲密度和适应
性得分均低于非自杀未遂家庭。这说明风险病患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家庭体系易在不同发展
阶段出现问题，而相应改变的能力较低[13]。一方面家庭问题可能增加自杀风险，另一方面家属照顾
自杀未遂患者，担心其发生自杀突发状况，会使自己陷入工作与家庭无法兼顾的适应困境[14]。因此，
家属应当对家庭关系予以高度重视，并有针对性地改善家庭环境；同时，医务工作者需关注家属的
情绪和心境，引导其表达感受和需求，帮助家属寻找合理的适应模式。
3.2 家属对自杀未遂病患入院态度
自杀未遂高风险组和中等风险组家属相比于无风险组、低风险组更介意别人知道病患入院原因，
也对病患入院更加感到难以启齿。即使病患表达自杀未遂行为，家属仍然存在回避或隐瞒或不知晓
病患自杀未遂事实，特别是当病患诊断为坠落伤、药物过量、骨折时，家属更倾向于否认入院原因
与自杀未遂相关并表达入院原因为：药物误服，意外坠楼，原因不明，食物中毒等。尽管 51.9%的
高风险病患家属以及 87.5%的中度风险病患家属否认病患自杀未遂，但高风险组家属相对更了解自
杀未遂事实，这可能因为高风险组病患有过多次自杀未遂经历，或早已透露明确自杀未遂计划让家
属对自杀行为有所了解。根据 Logistic 回归分析，病患评估风险越低，年龄越小，家属倾向于否认
自杀未遂。相比非自杀未遂组，自杀未遂病患家属体验羞耻感（感到难以启齿）比例更高。从心理
困扰应对方式来看，病患风险越高，家属越倾向于选择独处的方式来应对。病耻感可能是一些家属
否认自杀的原因[15]。受文化禁忌等影响，“自杀”可能会被家属视为“不光彩”的事，因此即使面临困
难自杀未遂病患家属也很少向他人求助[16]。家属往往扮演儿童青少年监护人角色，子女自杀未遂会
让父母感到到压力、内疚，同时也会更加焦虑病患今后的生活[17]，因此低龄病患家属多否认自杀来
减轻自责和对病患未来的担心。另一方面，中低风险病患因为没有明显的自杀未遂行为而不易被家
属察觉。缺乏沟通、病耻感、消极应对等因素都可能让家属忽视病患隐藏的自杀意图。因此家庭成
员之间要加强沟通，消除对“自杀”话题的禁忌，积极应对家人的心理问题。
本文主要对自杀未遂病患和家属的流行病学特征、家属态度进行研究和分析。病患风险越低、
病患年龄越小，家属更倾向否认自杀，自杀带来的羞耻感可能影响家属被动应对。医护人员应采取
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提供策略来缓解病患和家属的焦虑。本研究也存在样本量较少、尚未对病患进行
精神诊断等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注意拓展样本、加入精神诊断并深入探讨如何对自杀未遂病患
家属提供及时有效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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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心理危机四级网络防御工作的现状与对策
谢国秀
（1.遵义医学院，贵州

1

563000）

【摘要】大学生心理危机防御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是高校常抓不懈的系统工程。
基于心理问题突出、心理危机事件频发、新媒介发达的背景下，结合大学生心理发展阶段特点，构建“四级网络（医
院-学校-院系-班级）
”心理危机防御平台，将具体心理危机工作内容融入各层级相互联动，协调配合，相互促进，有
效推进心理危机防御工作开展。
【关键词】高校；心理危机；四级网络；对策

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个体在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低头族，网络 QQ、微博、微信等媒介
深受同学追捧，学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大部分学生成为低头族而忽略与人交往，同学之间越
来越陌生，缺乏有效支持的系统，使大学生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近年来，媒体上不断报道大学生杀
人、自杀及自毁等恶性事件令人触目惊心与痛心，促使人们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对高校危机事件
进行了深刻反思。
心理健康水平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党中央也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并做出了重要的工作安排，明
确指出，
“要通过多种方式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心理素质，
健全人格，增强承受挫折、适应环境的能力。”因此如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预警和干预等
工作，成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

1

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心理危机是指个体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逆境时个体的资源和应对机制无法解决所出现的心理失
衡状态[1]。大学阶段是个体面临成长问题多发阶段，这个阶段的个体会面临成长发展性、独立性、
矛盾性的特点。他们大多会面临环境适应危机、学习压力危机、人际关系危机、恋爱情感危机、就
业压力危机、突发事件危机等情况[2]，这些问题常常困扰着学生，成为学生心理危机的主要问题。
在新的历史背景和挑战下，心理危机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1.1 学生心理危机突发性强，并呈增长趋势
随着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 招生规模的逐年快速增长, 学生面临的学习压力、经济压力、就业压
力和人际关系压力加大，同时独生子女和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子女增多，他们心理承受能力较差, 心
理健康水平令人担忧。据统计我校大一至大四年级学生平均有 59.48%的学生来自于农村生源，因城
乡二元文化差异及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生存家庭、社会环境中存在的不良因素的影响，这一批“留
守儿童、流动儿童”进入到大学以后，心理问题日益突出。我校近 4 年的心理健康普查结果显示，
全校平均有 21%的学生可能存在明显影响着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学习的较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平
均有 29%的学生存在一定心理困扰，可能存在人际关系不协调，新环境不适应等一般心理问题。总
体来说，我校学生总数中有超过 50%学生有潜在的心理咨询服务需求。而心理危机的数量近四年，
急剧增加；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突发性强，在没有预兆或者掩饰性较强，突然发生。学生的心理承受
能力、心理韧性和弹性较弱。
1.2 心理危机干预的内容多样复杂
心理危机在干预前、干预进行中、干预后不同的时期，心理危机干预的内容呈现出内容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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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的特点。通常情况一般以环境适应性危机、人际关系类危机、情感受挫类危机为主；会逐渐
延伸为同性恋、恋物癖、抑郁症、强迫症、精神病性等方向，大大增加了干预的难度和预防。
1.3 心理危机干预的队伍专业化技能缺乏
心理危机干预出现后，或进入预警的名单，对学生进行访谈评估，或者学生直接表现出急性、
严重的心理症状，从学生出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以院系处理为主，中心进行协助，其他职能部门
进行配合。这个过程中，和学生访谈、告知家长、启动各层级预警、学生 24 小时监督等一系列的过
程，需要专业储备、技能的提升以及经验的积累，才能较好的处理这个过程。
1.4 各层级心理危机联动配合不足
在心理危机干预中，每个层级和哥哥部门都有各自的职责和任务，但是各个部门有事在齐心协
力处理同一件危机，因此，各层级之间的沟通、心理危机事件的呈现、学生后续情况、需要其他部
门做好什么样的配合等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协调和配合，各层级的联动和配合显得尤为重要。实际的
干预过程中，这些联动存在配合不足的情况，大部门心理危机干预是院系辅导员老师和学校心理辅
导中心在承担。
1.5 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缺乏人文关怀
在心理危机工作中，呈现出主要集中关注筛查出来的预警学生，关注少部分学生，忽略大部分
学生、过分依赖心理测试工具，被迫工作多于主动工作，前期早预防、早排查、需要关注的学生没
被关注、其他学生的问题又呈现出来，发现问题后，只关注怎么处理问题，而忽略学生真正需要面
对和处理的问题，只关注工作目标本身，而忽略学生的精神成长和人文关怀，前期忽略对学生的关
注，后期只注重问题的解决，而真正缺少对学生人文的关怀[3]。

2

四级网络防御机制的建设与运行
建立“医院-中心-部系-班级”四级心理危机防御体系，各级机构分别承担如下工作职责。

2.1 医院
由临床心理学老师及附属医院心理门诊医生组成。中心工作人员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判断，对出
现精神病性等症状，及时转介到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
2.2 学校
由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及相关部门共同组成。当危机事件发生后，及时通知学校心理辅导
中心及相关部门的成员，协同作战，妥善处理危机事件。
2.3 院系
由院（系）党政干部及教师组成。关注有异常心理或行为的学生；当发现学生中出现心理危机
时，应及时向心理咨询中心及通报。
2.4 班级
由寝室长、学生干部、班级心理委员等学生组成，主要任务是密切关注学生的日常行为，一旦
发现同学有异常行为，应及时与同学沟通；必要时，及时向辅导员汇报。
学校会通过开展新生心理健康档案、新学期新生心理排查、心理健康月报表、心理咨询与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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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心理危机上报等具体工作，进一步推进心理危机工作的开展，四个层级需要相互配合，协调开
展工作。如下图：

图 1 四级网络心理危机平台运行
经过六年的摸索与运行，四级网络心理危机平台在心理危机
数据云平台、心理危机上报、心理危机大排查、心理危机月报以及心理危机事件的处理与应对，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

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对策分析

心理学是“对行为和心里过程的科学研究”[4]。埃里克森提出，个体有发展的阶段和每个阶段
有对应的需要发展和完成的任务，大学生处于青年早期，面临的发展任务时建立亲密感，避免孤独
感[5]，在这个阶段，学生面临问题的多样性、发展任务延伸出的独立性、面临问题的无助性、人际
关系的和谐性，都使得学生容易发生心理危机的情况。结合信息化及大数据的背景下，利用平台建
设和数据信息，为解决困难提供了机遇[6]。
3.1 利用平台，建立预警数据化
学校加快建设高校数据信息化建设，其中也包括大学生心理健康数据云平台，集学生信息、学
生心理测试、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建设、学生心理咨询与辅导以及学生心理危机上报与干预等项目和
功能。中心结合实际情况，将心理健康档案建设、心理危机预警、心理咨询中的心理危机情况、心
理健康月报制度、心理危机异常上报情况等工作实行线上、线下同步运行、信息有效传递、数据及
时更新、数据动态监控等措施；在这个平台上，各个层级医院、学校、院系、班级都可以在平台上
上报学生情况、查看学生信息等，实现平台数据化建设，促进心理危机防御工作有效、及时、便捷
开展和运行。
3.2 技能培养，强化队伍专业化
第一、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队伍的心理学、教育学理论知识的学习，走专业化的道路[7]。目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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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中大部分学生管理工作、直接管理学生、和学生打交道的是辅导员，他们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在面临学生心理危机时，他们如何识别学生的问题，如何与学生面谈，如何处理学生面临的
问题，如何给家长联系告知学生的危机情况等等。他们处于学生问题的直接面对者与参与者，然而
他们并没有专业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在处理问题时很难达到较好的效果。因此，专兼职心里工
作者、院系辅导员、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班级心理委员等需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专业知识
学习以及常见危机问题的识别与防范。
第二、接受专业的系统的培训。可以通过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让专兼职心理老师、院系辅导
员通过接受系统的学习和培训，了解和学习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法和策略。在学习中一方面加强业务
提升，学以致用；一方面积累经验，将学到的方法和技巧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心理危机干预的问题
时突发急性的，内容时复杂多样的，通过培训提升专业技能，可以有效及时的解决问题。
第三、组建朋辈互助小组。将专兼职心理老师、院系辅导员等组建朋辈互助小组，每周开展一
次活动，将工作中的遇到问题、面临的问题、难以解决的问题等进行讨论，将一周的工作进行总结
和讨论，促进沟通和交流，得到相互的支持，并通过这样的方式了解别人如何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技
巧，讨论自己遇到的困难，让大家相互促进和提升。
第四、邀请专业的督导师开展案例督导和业务学习。将专兼职心理老师、院系辅导员等老师组
织起来，每周开展一次案例督导和业务学习。每次以案例讨论或者以某一专题学习的方式进行，专
业的督导老师给我进行指导学习和案例督导。通过督导，可以了解絮叨督导的个案存在的问题，还
有其他的方向或者视角，在做工作的同时，又得到专业指导。这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顺利开展的保
障，也是建立专业化队伍的途径。
3.3 相互协调，促进各部门联动化
由于学生心理危机在发生前，更多前期的发现和关怀的工作是在院系发生。其他各个部门处于
被动不知情的情况，而处于一线的辅导员老师难以面对学生危机突发性、多样性、复杂性的局面，
因此，除了收集和了解学生的信息和问题时，应该多个部门协调配合，可以进行各职能部门针对危
机学生进行讨论和协调处理。特别是发生危机时，信息的传递、问题的处理、各部门如何配合都需
要统一协调。
3.4 以生为本，关怀学生人文化
危机，是由“危”和“机”组成，既会面临危险又会带来机遇[8]，当个体面对危机时会产生一
系列身心反应，通常危机的周期是四至六周[9]，如何学生面临危机是，自己的心理状态是处于失衡
的状态，甚至会有危害到自己或者他人的行为。但是处于危机中的学生他们需要包括心理、精神、
关系、情感、行为等各方面的支持和关怀，面对处于危机中的自己，学生难以应对，需要父母、心
理老师、院系辅导员、班级同学等给与恰当的帮助和支持。集中以解决问题为目标而忽略学生的人
文关怀，也不利于危机的有效处理。
心理学专家方晓义曾说过，大学生所处阶段是个体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阶段，在大学生的所
处的生活环境、学习方式、学习压力、人际关系和自我的独立性都发生巨大变化的阶段，也是自我
职业规划和探索的时期，是个体成长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关键时期，并需要为未来做准备的过程，同
时也是心理问题高发时期和高危时期[10]。面对这一阶段的群体，我们需要构建更好的心理危机平台，
寻找方法和技巧，又需要积累和总结经验，提升专业技能，更有效的防范和预防心理危机的发生，
以及更好的应对、多发危急、多样复杂的心理危机事件，最终能使学生能够达到寻找危机源——正
确的处理面临的危机——有效的应对危机——危机解除[11]，更好的为学生提供帮助而更好的适应校
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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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自杀老年人负性生活事件研究
1

2

3

1

马贞玉 周亮 贾存显 聂光辉 莫启清

1

（1 广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 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3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影响的信息。方法

本研究试图分析信息人间的一致性，选择适合运用于心理解剖研究中评价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的
在山东、湖南、广西三省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抽取12个农村地区，采用病例对照的设计方式，

运用心理解剖法共调查了484名目标对象。用精神卫生与危险意外访谈问卷调查和评估目标对象的精神卫生状态。结
果自杀组和对照组生活事件刺激量分别是50.52(SD=30.65)、26.18(SD=29.19)。基于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得分，在
对照组中，对照本人合并信息的ICC值为0.720。对照本人与合并信息的一致性比其他组高。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具
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结论基于生活事件刺激量的合并信息适用于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研究，老年人生活
事件量表是心理解剖法中测量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的影响良好工具。

1

背景

在中国，中老年人是自杀率最高的人群，65岁以上老年人自杀死亡率是全人群自杀死亡率的4-5
倍;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率是城市老年人自杀死亡率的3-4倍[1,2]。中国人口老龄化迅速，老年人自杀
比例持续上升，老年人自杀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自杀问题，应该作为中国未来重大的公共卫生
问题加以解决[3, 4]。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变化，老龄化人口迅速增长，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一些较为一致的自杀危险因素是抑郁、焦虑和低社会支持感等症状，负性生活事件可预
测自杀风险[5]。负性生活事件还可能通过改变生物应激系统(激素和神经递质)来影响压力系统，随后
的不平衡又可能导致自杀行为[6]。老年人自杀可能是环境压力和精神疾病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也可
能是对自杀行为的独立易感性。对脆弱性压力模型的研究表明，心理痛苦、悲观情绪、冲动和早期
创伤可能会通过影响处理负性生活事件的能力产生自杀行为[7]。
生活事件刺激量是生活事件对研究对象影响的主观评价。而生活事件发生次数则是生活事件对
研究对象影响的客观评价。选择适合心理解剖研究应用的数据，可准确估计死者生前遭受的生活事
件影响。从而最大程度还原目标人生前的环境和所遭受的事件。生活事件和社会支持被证实与晚年
抑郁有关[8]。负性生活事件与抑郁、孤独、生活质量、社会支持、家庭功能等因素可增加老年人自
杀风险[9]。
以往国内对老年人负性生活事件的研究局限在单一地区，而本研究按人均GDP分组抽取具有一
定代表性代全国老年人自杀水平的样本进行调查。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心理解剖方法中信息
人提供的资料适用于老年人生活事件的评价。本研究试图分析农村老年人自杀前经历的生活事件的
特点，旨在为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预防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

方法

2.1 样本和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分层多阶段的抽样方法选择调查点。按照中国大陆31个省市直辖市的人均GDP，山东、
湖南、广西分别代表人均GDP前10、11-20、21以上的省份。这三个省份的农村按照平均数收入分成
三层，分别从山东省和湖南省的每层里随机抽取一个农村，由于广西的农村人口规模较小，因而每
层随机抽取两个农村。最终抽取了12个农村中的自杀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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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县的死因监测系统中，连续收集60岁以上自杀死亡人员作为研究样本。本研究一共收录
了242例自杀案例（男性135人，女性107人）。同时也选取242例年龄相差不超过3岁，性别和居住地
相同的未自杀的老年人作为对照组（男性135人，女性107人）。
2.2 研究方法
调查开始前，给调查员统一做培训。调查选取两个信息提供者，一个是目标人的亲属，另一个
是目标人的朋友、邻居或者远房亲戚。调查时间则是选择自杀死亡者死后2-6月内。信息提供者在调
查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研究主要调查目标人的基本信息和精神卫生状态。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测量内容包
括目标人基本情况、绝望感、生活质量、生活事件、社会支持、老年抑郁、家庭功能、孤独感等等。
生活事件采用肖林编制的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10, 11]。该量表共46项，并将46项分成三大类：（1）
健康有关问题，16个项目；（2）家庭生活有关问题，18个项目；（3）社交及其他问题，12个项目。
46项生活事件中的每一项按五个相关问题进行记录：（1）发生时间；（2）性质；（3）心理影
响程度；（4）影响持续事件；（5）发生次数。发生时间的选择包括未发生、一月内、一年内和长
期性；性质的选择是好事或者坏事，性质选择是坏事，则说明该事件对目标人来说是负性生活事件；
心理影响程度包括无影响、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影响持续的时间包括三月内、半年内、一年
内以及一年以上。量表的总分是各个生活事件得分的总和，生活事件的得分与刺激强度计算方法一
致。生活事件的刺激强度等于影响程度乘以持续时间再乘以发生的次数[10,12]。
2.3 统计分析
在SPSS17.0(SPSS Inc., Chicago, IL, USA)软件中，运用率描述数据的分布，运用卡方检验和配对
t检验分析自杀组与对照组人口学特征和各量表得分的差异。运用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计算信息之间的一致性。除此之外，运用Spearman相关分析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
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老年人自杀的相关因素。在研究中，P<0.05可认为有
统计学意义。ICC是衡量和评价观察者间信度的指标之一。ICC小于0.4表示信度差，大于0.75表示信
度很好[13]。

3

结果

3.1 老年人自杀的整体描述
在研究中，以242位自杀死亡者和242位在世老年人为目标对象，总共484人。自杀组的平均年龄
是74.43（SD=8.23），对照组的平均年龄是74.05（SD=8.16）。自杀组和对照组生活事件刺激量分别
是50.52(SD=30.65)、26.18(SD=29.19)。自杀组和对照组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分别是49.76(SD=30.19)、
25.24(SD=28.46)。婚姻稳定状况在自杀组和对照组中有差异，对照组婚姻稳定率大于自杀组。独居
率、躯体患病率、精神障碍患病率、老年人留守率在自杀组和对照组中有差异，自杀组均高于对照
组。自杀组老年人的抑郁、孤独、绝望、生活事件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老年人，生活质量、家庭功能、
社会支持得分均低于对照组老年人，见表1。
表 1 自杀组与对照组描述性特征及比较
自杀组

对照组

n(%)

n(%)

男

135(55.97)

135(5.79)

女

107(44.21)

107(44.21)

变量

χ2

Ρ

0.000

1.000

性别

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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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125(51.65)

117(48.35)

≥76

117(48.35)

125(51.65)

稳定

122(50.41)

170(70.25)

不稳定

120(49.59)

72(29.75)

0-3600

88(36.36)

74(30.58)

3601-10000

88(33.36)

98(40.50)

10001以上

66(27.27)

70(28.92)

是

64(26.40)

35(14.50)

否

178(73.60)

207(85.50)

是

202(83.47)

161(64.87)

否

40(16.53)

81(35.12)

是

122(50.41)

12(4.96)

否

120(49.59)

230(95.04)

是

41(16.90)

25(10.30)

否

201(83.10)

217(89.70)

抑郁得分 [平均值(标准差)]

21.40(5.95)

孤独得分[平均值(标准差)]

0.529

0.467

19.890

<0.001

1.865

0.394

10.679

0.001

18.523

<0.001

124.870

<0.001

4.491

0.034

9.22(6.42)

20.094

<0.001

15.55(5.00)

10.99(4.00)

12.239

<0.001

生活质量得分[平均值(标准差)]

15.40(3.06)

19.50(3.11)

-15.261

<0.001

绝望得分[平均值(标准差)]

14.55(2.54)

9.66(2.72)

20.577

<0.001

家庭功能得分[平均值(标准差)]

4.50(3.38)

7.02(2.79)

-9.156

<0.001

社会支持得分[平均值(标准差)]

22.88(5.98)

27.47(6.82)

-9.123

<0.001

生活事件得分[平均值(标准差)]

50.52(30.65)

26.18(29.19)

8.7792

<0.001

婚姻稳定状况

家庭年均收入

独居

躯体疾病

患精神病

留守

3.2 负性生活事件发生频率的分布
总的来说，在46项负性生活事件，发频率前三分别是本人患慢性疾病、本人住院治疗和本人重
病或得绝症。农村老年男性负性生活事件发生频率前三位与总体一致。而农村老年女性负性生活事
件的前三位分别是：患有慢性病、本人住院治疗、配偶死亡。由表4可知，健康有关问题发生频率最
高，其次为家庭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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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杀组负性生活事件发生频率前 8 以及其在男女分布的差异
事件

总计（242）

男性（135）

女性（107）

χ2

P

1

0.655

0.418

48(44.9)

2

7.257

0.007

3

40(37.4)

4

6.108

0.013

31(23.0)

8

46(43.0)

3

11.036

0.001

5

45(33.3)

5

26(24.3)

7

2.35

0.125

27.7

6

46(34.1)

4

21(19.6)

8

6.223

0.013

65

26.9

7

36(26.7)

7

29(27.1)

5

0.006

0.939

65

26.9

8

37(27.4)

6

28(26.2)

6

0.047

0.829

排名

n(%)

排名

n

%

n(%)

患有慢性疾病

191

78.9

1

104(77.0)

1

87(81.3)

本人住院治疗

132

54.6

2

84(62.2)

2

本人重病或得绝症

112

46.3

3

72(53.3)

配偶死亡

77

31.8

4

本人生活难自理

71

29.3

家庭经济困难

67

独居
子女长期离家

排名

3.3 信息人的一致性检验
3.3.1 基于老年人生活事件发生次数的一致性检验
根据信息人提供的信息，统计了生活事件量表目标人生活事件的发生次数，计算不同信息人提
供的目标人生活事件次数的一致性。在对照组中，对照本人与第一信息人、第二信息人之间的ICC
分别为0.481、0.374；第一信息人与第二信息人间的ICC为0.397。在自杀死亡组中，第一信息人与第
二信息人间的ICC为0.216。
表 3 基于生活事件人次数的一致性检验
ICC

95%(CI)

P

对照本人与第一信息人

0.481

0.395-0.556

<0.001

对照本人与第二信息人

0.374

0.271-0.465

<0.001

对照本人与合并信息人

0.446

0.355-0.526

<0.001

对照组第一信息人与第二信息人

0.397

0.297-0.484

<0.001

自杀死亡组第一信息人与第二信息人

0.216

0.087-0.330

0.001

3.3.2 基于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得分的一致性检验
在对照组中，对照本人与第一信息人、第二信息人、合并信息的ICC值分别为0.703、0.697、0.720，
可认为信息人所提供的信息与目标人提供的信息有较高的一致性。对照组第一信息人与第二信息人
的ICC值为0.680，也可认为两信息人提供的信息一致程度较高。信息人提供的信息能较好的反映对
照组目标人的实际情况。自杀死亡组第一信息人与第二信息人的ICC值为0.541，两个信息人提供的
信息一致程度较低。
表 4 基于生活事件量表得分的一致性检验
ICC

95%(CI)

P

对照本人与第一信息人

0.703

0.633-0.739

<0.001

对照本人与第二信息人

0.697

0.657-0.743

<0.001

对照本人与合并信息人

0.720

0.684-0.755

<0.001

对照组第一信息人与第二信息人

0.680

0.638-0.719

<0.001

自杀死亡组第一信息人与第二信息人

0.541

0.481-0.59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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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
通过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与其他相关量表的相关关系来检验量表的聚合效度。经分析，老年人
生活事件量表与其他量表的相关性强弱在自杀组和对照组中分布有差异。生活事件量表与抑郁、孤
独、绝望呈正相关关系，与生活质量、家庭功能呈负相关关系。量表间的正相关表明了老年人生活
事件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量表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则表明问卷具有较高的区分度。
表 5 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与其他相关量表的相关系数
自杀组

量表

对照组

rho

P

rho

P

GDS（老年抑郁量表）总分

0.374

<0.001

0.570

<0.001

UCLA(孤独感量表)总分

0.284

<0.001

0.424

<0.001

QOL（生活质量）总分

-0.425

<0.001

-0.600

<0.001

Hopelessness (绝望量表)

0.276

<0.001

0.485

<0.001

APGAR (家庭功能问卷)

-0.223

<0.001

-0.365

<0.001

DSSI（社会支持量表）总分

-0.112

0.082

0.242

<0.001

3.5 老年人自杀的影响因素
以目标人的状态为因变量，以目标人的年龄、婚姻状况、是否独居、是否患有精神障碍、家庭
收入、留守情况、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为协变量，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男性、女性自杀死亡的
影响因素。婚姻稳定状况、是否患精神障碍、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这三个因素对老年男性、女性来
说，均有一定的自杀预测力。除此之外，对于老年男性来说，留守也是其自杀的影响因素之一。
表 6 老年人自杀的影响因素
变量

4

女

男
Exp (B)

Sig.

Exp (B)

Sig.

目标人年龄

1.006

0.684

1.005

0.750

目标人婚姻状况

2.527

0.001

2.218

0.004

独居

0.450

0.011

0.496

0.045

精神障碍

40.937

0.000

9.694

0.000

家庭收入

0.767

0.097

1.045

0.798

留守情况

2.019

0.030

1.312

0.604

负性健康有关问题刺激量

2.136

0.000

1.947

0.000

负性家庭生活有关事件刺激量

2.229

0.000

2.014

0.000

负性生活事件刺激总量

2.663

0.000

2.377

0.000

讨论

本研究运用了心理解剖法对自杀老年人进行研究，通过问卷调查自杀老年人生前所处的环境及
所面临的问题。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心理解剖方法中信息人提供的资料适用于老年人生活事
件的评价。
本研究中，自杀死亡的老年人抑郁、孤独感、绝望感和生活事件刺激量显著高于对照组老年人，
生活质量、家庭功能和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对照组老年人。本次调查对象是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
在他们的生活中，健康有关问题最常见，其次是家庭生活有关问题。自杀者在健康有关问题中，最
常见的是“患有慢性疾病”这一项。伴随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慢性病的比例在逐渐升高，慢性病的
疾病负担占所有病种的68.6%[14]。慢性病是长期影响身体健康并逐渐进展的一类疾病，可增大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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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院率和病死率。由此可见患慢性病可降低个人的生活质量，加大经济和心理负担。老年人躯体
疾病可限制参加社交活动的能力，增加老年人的不良情感体验[15]。家庭生活有关问题最常见的是“家
庭经济困难”这项。家庭经济困难从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贫困的家庭不能保证
满足老年人的营养需求乃至维持健康的药物需求。老年人特别是女性中的情绪障碍和焦虑症发生率
很高，导致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显着受损[8]。功能障碍可能会导致个人需要更多的帮助和照顾，因此
导致累赘感[16]。不良情感体验可增加生活事件的刺激量，也导致自杀死亡风险增加。
ICC高的信息更适合用于在心理解剖方法中评价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的影响。我们发现在对照组
中，无论是基于量表得分还是生活事件发生的次数，对照本人与第一信息人的一致性高于对照本人
与第二信息人的一致性。由此可知，第一信息人提供的信息准确度比第二信息人提供的信息高。在
心理解剖研究方法中，第一信息人是目标对象的亲人，第二信息人是目标对象的邻居、朋友、远房
亲戚等。第一信息人与目标对象的亲近程度大于第二信息人与目标对象的亲近程度。自杀死亡者组
中，信息是在其死亡2-6个月内收集的，除了信息人与目标对象的亲近程度不同导致信息不一致，还
可能由于回忆偏倚导致信息人提供的信息不一致。从表2、表3可以看出，量表得分的评价方式更适
用于评价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的影响。生活事件发生的次数信息单一，而量表的总分计算包含事件的
发生次数、事件的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是对信息的综合应用。合并信息是第一信息人与第二信息
人信息见的相互补充，因此基于量表得分的合并信息是最适用于研究中评价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的影
响[17]。经相关分析，生活事件刺激量与抑郁、孤独感、绝望感呈正相关关系，与生活质量、家庭功
能呈负相关关系。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具有建好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是测量农村老年人生活事
件的良好工具。
自杀者比普通人遭受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的刺激，负性生活事件可对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造成严
重影响，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在处理时应关注对受害者的远期影响[18]。负性生活事件在预测老年人自
杀行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负性生活事件对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潜在的消极影响[19]。负性生活事
件造成的急性应激和慢性心理压力是自杀行为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0]。本研究中有99.2%的自杀老
人经历了至少一种负性生活事件，李献云等的研究也发现98.6%的自杀死亡者及100%的自杀未遂者
自杀前1年经历过负性生活事件[21]，外国学者的研究也发现几乎所有的自杀者在自杀死亡前一年内都
经历过负性生活事件[22]。有研究发现留守老年人大多心情抑郁，与社会交往少，普遍存在孤独感。
留守老人中最孤独的是独居的老人，这种孤独感增添了独居老年人的无助和自怜[23]。负性生活事件
是一种应激源，通过对社会功能、心理健康和疾病结局直接影响综合健康。提示人们不仅要积极解
决、避免和减少负性生活事件的刺激，提示也要适应各种变化[24]。
经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无论是老年男性还是女性，婚姻状况不稳定、独居、患有精神障碍、
和高强度负性生活事件刺激量等是老年人自杀的决定因素。留守对老年人男性的自杀有一定的预测
力。留守独居老人最为孤独，孤独增加了老年人的无助感和自怜。同时留守独居的老年人生活范围
更加狭窄，社会范围更小[23]。留守的老年人由于家庭原因，只能获得少量来自家人的关怀、帮助和
陪伴。邻里环境对健康可能具有急性和慢性影响，负性生活事件是情境可能影响健康的强大机制[25]。

参考文献
[1]Li, X., Z. Xiao, and S. Xiao, Suicide among the elderly in mainland China[J]. Psychogeriatrics, 2009,
9(2): 62-6.
[2]程龙慧, 陈辉, 郑名烺.农村老年人自杀意念及其与家庭环境因素关系[J].中国公共卫生, 2013,
29(2):157-159.
[3]Zhong, B.L., H.F. Chiu, and Y. Conwell, Elderly suicide trends in the context of transforming China,
1987-2014[J]. Sci Rep, 2016, 6: 37724.
[4]Xu, H., et al., A cross-sectional study on risk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the elderly in rural communities of Hunan, China[J]. BMJ Open, 2016, 6(4):e010914.

-238-

[5]Harris, K.M. and S. Bettiol, Exposure to suicidal behaviors: A common suicide risk factor or a personal
negative life event? [J]. Int J Soc Psychiatry, 2017, 63(1):70-77.
[6]Zhang, W.C., et al.,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attempted suicide in rural China[J]. PLoS One, 2015, 10(1):
e0116634.
[7]Laglaoui Bakhiyi, C., et al., Positive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reasons for living modulate suicidal
ideation in a sample of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s[J]. J Psychiatr Res, 2017, 88: 64-71.
[8]Alexandrino-Silva, C., et al., Psychiatry- life events and social support in late life depression[J]. Clinics,
2011, 66(2): p. 233-238.
[9]Zhou, L., et al., Being left-behind, mental disorder, and elderly suicide in rural China: a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J]. Psychol Med, 2018: 1-7.
[10]肖林, 徐慧兰. 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的初步编制.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8, 17(2):182-184.
[11]贾君杰, 郭继志,李敏, 朱宇航,庄立辉, 胡善菊,董毅.山东老年人生活事件应激水平及与心理健康
风险关系[J]. 中国公共卫生, 2017, 33(8): 4.
[12]McFeeters, D., D. Boyda, and S. O'Neill, Pattern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distinguishing suicide
ideators from suicide attempters[J]. J Affect Disord, 2015, 175: 192-8.
[13]Niu, L., et al., The validity of proxy-based data on loneliness in suicide research: a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in rural China[J]. BMC Psychiatry, 2018, 18(1):116.
[14]刘蕊, 石建伟, 于德华, 庄淑卿, 董贞彬, 肖月, 刘娜娜, 王朝昕. 慢性病趋势预测瓶颈剖析及优
化模式构建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17, 33(11): 4.
[15]Wang, G., et al., Loneliness and depression among rural empty-nest elderly adults in Liuyang, China: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BMJ Open, 2017, 7(10): e016091.
[16]Lutz, J. and A. Fiske, Functional disability and suicidal behavior in middle-aged and older adults: A
systematic critical review[J]. J Affect Disord, 2017, 227: 260-271.
[17]Zhang, J., Y. Wang, and L. Fang, How to integrate proxy data from two informants in life event
assessment in psychological autopsy[J]. BMC Psychiatry, 2018, 18(1): 115.
[18]熊瑞锦.负性生活事件对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5, 35(13): 2.
[19]Nasman, M., et al., Five-year change in morale is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very old age[J].
Aging Ment Health, 2017: 1-8.
[20]李振华,肖水源, 肖亚洲. 湖南某县农村老年人的自杀行为[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1, 25(12): 6.
[21]李献云.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行为研究[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2008, 34(3): 5.
[22]Foster, T., Adverse Life Events Proximal to Adult Suicide: A Synthesis of Findings from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ies[J]. Archives of Suicide Research, 2011, 15: 15.
[23]周成超,楚洁, 徐凌中, 秦侠, 陈若陵, 胡志. 农村空巢老年人健康自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公共卫生, 2009, 25(5): 3.
[24]郭永洪, 李尔舒, 何利, 马丽, 刘志燕, 顾颖.生活事件对空巢老年人生活质量影响[J]. 中国公共
卫生, 2008, 24(8): 2.
[25]Katherine King, C.O., Negative Life Events Vary by Neighborhood and Mediate the Relation between
Neighborhood Contex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J]. PLoS One, 2014, 9(4): 10.

-239-

产前焦虑与孕妇膳食状况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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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孕晚期孕妇的产前焦虑与膳食中营养成分及供能的相关性。方法以泸州市某妇幼保健院门诊
的孕晚期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14项（HAMA-14）评估孕妇的焦虑情绪，并定义HAMA-14总分≥14
分为研究组，HAMA-14总分＜14分为对照组；采用《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
》分析记录孕妇所有食物的营养成分及
供能情况。结果共收集52例孕晚期孕妇，其中研究组28例，对照组24例；研究组孕妇膳食中脂肪及脂肪供能、碳水
化合物及碳水化合物供能、总热量、脂肪供能比均高于对照组（t =-7.61，P＜0.01；t =-2,41，P=0.02；t =-4.96，P＜
0.01；t =-6.01，P＜0.01＝,且差异显著；研究组膳食中膳食纤维、锌、蛋白质供能比均低于对照组（z=-3.01，P＜0.01；
z=-2.39，P=0.02；z=-3.21，P＜0.01，且差异显著。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HAMA-14总分与
总热量、脂肪、脂肪供能及供能比成正相关（r=0.45、0.53、0.53、0.41，P＜0.01，与膳食纤维、锌成负相关（r=-0.41、
-0.40，P＜0.01。两组在高脂肪饮食上存在差异（χ2=9.308，P =0.002）。结论产前焦虑影响膳食及营养成分的摄入，
应根据具体情况作膳食指导，以减少产前焦虑的发生，保持孕妇的身心健康。
【关键此】产前焦虑；膳食；营养成分；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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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经历大学生逆商的影响因素分析
1

2

2

2

2

武国英 ，梁雪梅 ，雷威 ，向波 ，陈晶 ，刘可智

2

(1.西南医科大学，四川泸州 646000；
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泸州

646000

3.通讯作者：刘可智，E-mail：kingzliu@163.com)

【摘要】目的调查留守经历大学生逆商水平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应用路西量表，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对
泸州市856名大学生(包括有留守经历及无留守经历)进行逆商测试。结果留守经历大学生的逆商在信念与信仰、面对
逆境的反应、逆商指数方面均高于无留守经历大学生（t值分别为2.80、2.14、2.16，P<0.05）。留守经历大学生逆商
的影响因素为：每月总支出、是否担任班干部、监护人文化程度和教养方式、总分离年限（β =0.120，-0.160,0.115，
-0.170，0.098，P值均<0.05）
。结论留守经历可能促进大学生的逆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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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产后抑郁对子代喂养方式及其体重增加量
影响的队列研究
12

1

2

2

2

2

郑晓娇 ，李再芳 ，梁雪梅 ，雷威 ，向波 ，陈晶 ，刘可智

2

(1.西南医科大学，四川泸州 646000；
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泸州

646000

*通讯作者：刘可智，E-mail：kingzliu@163.com)
【摘要】 目的揭示母亲产后抑郁对子代喂养方式及体重增加量的影响。方法对符合入组标准的产妇在产后第4
周、第8周、第12周，使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和婴幼儿喂养方式及体重增加量调查表进行调查评估，将
在首次评估中EPDS≥13分的被试归入产后抑郁组(PPDS, n=14)，EPDS<13分的被试归入对照组(CON, n=34)。比较两
组在人口学资料、EPDS量表评分、喂养方式及体重增加量等方面的差异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在喂养方式方
面，在各随访时间点，PPDS组婴儿平均每日接受母乳喂养的比例均低于CON组，PPDS组婴儿平均每日非母乳喂养
的次数、量及用于婴儿食品等消耗品的支出均高于CON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体重增加量方面， PPDS组婴儿
出生后12周内的体重增加量均不低于CON组婴儿。结论截止产后第12周，产后抑郁母亲的后代较少接受母乳喂养，
但喂养方式的差异并未影响体重增加量。缺乏母乳喂养对母婴关系、婴儿认知、情绪及行为方面的影响尚需进一步
研究。
【关键词】 产后抑郁；喂养方式；体重增加；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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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内隐与外显自杀意念及其静息态
前额叶边缘功能连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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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以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内隐自杀意念与外显自杀意念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并进一步探究伴有自杀意念的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前额叶边缘全脑功能连接（intrinsic functional connectivity，iFC）的
异常模式，以便深入研究自杀行为，为理解自杀的发展、临床自杀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方法：研究一以符合入组标准的94名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内隐自杀联想测验（Suicid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 SIAT）测量其内隐自杀意念，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Chinese Version，BSICV）
测量外显自杀意念，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7项版本测量患者的抑郁症状严重程
度，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测量焦虑症状，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卡方检验、单
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进行数据的处理分析，探究内隐自杀联想测验对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测
量的有效性，及抑郁症患者内隐自杀意念和外显自杀意念的特点及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研究二以研究一中自愿参加、且符合入组标准的25名重度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外显有自杀意念13人，外显
无自杀意念12人）
，对其进行静息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
以右侧前扣带皮层喙部（rost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rACC）为感兴趣区（interest of region，ROI）进行基于体素
的全脑功能连接分析，考察有、无外显自杀意念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前额叶边缘功能连接的模式差异，以及这种异常
模式与外显自杀意念、内隐自杀意念的相关性。
结果：研究一：1.不同文化程度在内隐自杀意念与外显自杀意念方面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
2.有无外显自杀意念组抑郁症患者在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城乡、婚姻状况、教育年限、总病程）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自杀意念组抑郁症患者的内隐自杀意念效应D值大于无自杀意念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t=6.51，P<0.001）
，自杀意念组抑郁症患者对死亡类词语更敏感、反应更快，自杀/自我、活着/非我的内隐
联结更紧密；自杀意念组抑郁症患者的BSICV评分、自杀意念强度维度评分和HAMD评分均高于无自杀意念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8.23，P<0.001；t=8.25，P<0.001；t=2.26，P=0.026）
；3. SIAT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 94（P<0.001）
，
分半信度检验显示D1与D2的相关系数为0.89（P<0.001）；4.内隐自杀意念效应D值与BSICV评分、自杀意念强度及自
杀危险维度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r=0.33，P=0.001；r=0.34，P=0.003；r=0.31，P=0.001）
；5.内隐自杀意念和外显自
杀意念测量方法的Kappa一致性检验较低（Kappa值为0.30，P<0.001）
。
研究二：全脑功能连接分析结果显示：1.与外显无自杀意念的重度抑郁症患者相比，外显有自杀意念的重度抑郁
症患者右侧前扣带皮层喙部和右侧颞中回（middle temporal pole，TPOmid）间的内在功能连接强度显著减弱（Alphasim
校正P<0.05）
；2.右侧前扣带皮层喙部和右侧颞中回之间的内在功能连接iFC值与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内隐自杀意念效应
D值、外显自杀意念BSICV评分及自杀意念强度和自杀风险维度评分均呈显著负相关（r=-0.53，P=0.011；r=-0.58，
P=0.002；r=-0.54，P=0.005；r=-0.59，P=0.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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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1.内隐自杀联想测验能够初步用于临床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评估，是外显自杀意念测量方法的重要补充；
2.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内隐认知和外显认知不具有同一性，而是呈现出分离状态，符合双重态度模型理论；3.伴有
自杀意念的重度抑郁症患者前额叶边缘神经回路的前扣带皮层喙部与颞中回之间的内在功能连接存在异常，患者的
情绪处理可能会因为这种异常受到影响，是重度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产生的可能原因，这些结果为伴有自杀意念的
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4.本研究首次同时从内隐和外显自杀意念两个方面得出重度抑
郁症患者自杀意念与前额叶边缘神经回路功能连接异常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内隐的测量方法在神经生物学基础
上同样具有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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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心理弹性与内隐和外显自杀
意念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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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四川泸州

646000；

通讯作者：刘可智，E-mail：kingzliu@163.com）
【摘要】目的考察抑郁症患者心理弹性对内隐自杀意念和外显自杀意念的调节作用。方法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
94 名抑郁症患者，通过贝克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SICV)测量其外显自杀意念，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测量抑郁症
状严重程度、心理弹性量表（CD-RISC）测量心理弹性水平，并通过内隐自杀意念联结测验（ISAT）考察患者的内隐
自杀意念（D 值）
。结果有外显自杀意念组的心理弹性总分及坚韧性、力量性、乐观性 3 个维度得分均显著低于无外
显自杀意念组（t=-2.731，P<0.01；t=-2.406，P<0.05；t= -2.522，P<0.05；t= -2.954，P<0.01）
；外显自杀意念
组的 D 值显著高于无外显自杀意念组（t= 6.514，P< 0.01）
。D 值与外显自杀意念总分显著正相关（r=0.328，P<0.01）
；
心理弹性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 D 值和外显自杀意念总分均显著负相关（P<0.05）
。心理弹性的乐观性维度对内隐和外
2

2

显自杀意念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R =0.18，P<0.01；R =0.25，P<0.01）。结论抑郁症患者的心理弹性与其内隐自
杀意念和外显自杀意念均显著相关，心理弹性的乐观维度是可以显著调节患者的自杀意念。

-245-

5-HT2A 受体相关基因与抑郁症及自杀意念的
关系研究
1

2*

3

4

陈晓丽 ，孙宏伟 ，宋玉萍 ，王艳郁 ，姜能志

5

（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山东 261053；
*通信作者：孙宏伟，E-mail:sunhongwei@wfmc.edu.cn）
【摘要】目的探索5-HTR2A基因rs6311和rs6313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抑郁症及自杀意念的关系。方法抽取258例单
相抑郁症患者和132名健康对照者的外周静脉血并提取DNA，使用Taqman探针技术对rs6311和rs6313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位点进行基因分型，分析抑郁症患者和对照组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差异；使用Beck自杀意念量表（BSI）
将抑郁症患者分为抑郁症自杀意念组（SI组）和抑郁症无自杀意念组（NS组）
，比较SI组和NS组患者在rs6311和rs6313
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上的差异。结果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在rs6311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分布上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χ2=1.315，p=0.251；χ2=1.494，p=0.474）；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在rs6313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分布上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2=0.895，p=0.344；χ2=1.083，p=0.582）。SI组和NS组在rs6311的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的频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332，p=0.514；χ2=0.765，p=0.382）；SI组和NS组在rs6313的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的频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04，p=0.859；χ2=0.263，p=0.608）
。结论 5-HT2A受体基因rs6311和rs6313的基因多态性
与抑郁症及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意念无明显关联。
【关键词】抑郁症；自杀；基因；5-HT；rs6311；rs63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5-HT2A receptor genes and suicidal ideation ofunipolar depression patients
Chen xiao-l1i, Sun hong-wei2*, Song yu-ping3, Wang yan-yu4, Jiang neng-zhi5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Management, Weifang Medical University, Shandong Province 260153, China
*

Corresponding author: Sun hong-wei, E-mail: sunhongwei@wfmc.edu.cn)

【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s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of

5-hydroxytryptamine-2A receptor (5-HTR2A) gene rs6311, rs6313 with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MethodsThe blood
samples of 258 unipolar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132 healthy control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DNA was extracted. Genotype
of rs6311 and rs6313 were used with Taqman SNP genotyping probe.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frequency of gene allel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genotype between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health controls.
Then according to the scale of Beck suicidal ideation, depression group was divided into depression with suicidal ideation (SI)
group and depression without suicidal ideation (NS) group. The same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taken between SI group and
NS group.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gene allelefrequency and genotypedistribution of rs6311
between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the controls (χ2=1.315，p=0.251；χ2=1.494，p=0.474), the same results were showed in
rs6313 (χ2=0.895，p=0.344；χ2=1.083，p=0.582). The difference of genotypedistribution and gene allelefrequency betweenSI
group and NS group was not significant in rs6311 (χ2=1.332，p=0.514；χ2=0.765，p=0.382), neither in rs6313 (χ2=0.304，
p=0.859；χ2=0.263，p=0.608). ConclusionsThe SNPs of 5-HTR2A aren’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or suicidal
ideation of depression patients.
【Key words】depression; suicide; gene; 5-HT; rs6311; rs6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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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双生子、寄养子和家系研究发现抑郁症和自杀均具有遗传易感性[1-2]，抑郁症患者和自杀
死亡者脑脊液中 5-HT 的代谢产物 5-羟吲哚乙酸（5-HIAA）明显减少，大脑前额皮质的 5-HT2A 受
体（5-HTR2A）数量增多，5-HTR2A 通过调节 5-HT 神经递质的传递在前额皮层功能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3-4]。
因此 5-HTR2A 基因成为了与抑郁症和自杀关系最密切的候选基因，
其中 rs6311（-1438A/G）
和 rs6313（T102C）是 5-HTR2A 基因上研究较多的两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位点[5-6]。目前对抑
郁症与基因关系的探讨多采用抑郁症组-正常对照组的研究方法，但在自杀与基因的研究中对照组的
设置并不一致，因为自杀又包括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等异质性较大的不同群体，因此对
自杀的研究结论也不统一。本研究采用严格病例-对照设计对单相抑郁症这一亚型进行细化研究，分
析单相抑郁症患者和正常对照组、单相抑郁症伴自杀意念患者和单相抑郁症无自杀意念患者在
5-HTR2A 基因 rs6311 和 rs6313 多态性上的差异，探讨 rs6311 和 rs6313 SNP 位点与单相抑郁症和单
相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抑郁症组：2016 年 5 月-2017 年 10 月在山东省潍坊市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 258 例抑郁症患者，
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
（DSM-IV）单相抑郁症发作的诊断标准，且 2 周内未
服用任何抗抑郁药物。排除双相障碍中的抑郁症患者或当前存在精神病性症状的单相抑郁症患者。
对照组来源于医院附近的社区居民，共 132 名健康者同意参加实验并配合完成调查，所有被试均签
署书面知情同意书。然后根据 Beck 自杀意念量表[7]将抑郁症组分为抑郁症伴自杀意念组（SI 组）和
抑郁症无自杀意念组（NS 组）
。
1.2 方法
1.2.1 基因分型
采用人类血液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货号：GK1042）提取 DNA，采用 Taqman 探针技术对
rs6313 和 rs6311 SNP 位点进行基因分型，
其中 rs6313 和 rs6311 的引物序列 (5´to 3´)如下：
rs6313-F：
ACTACGGCTGTCAGTAAAGCA ， rs6313-R ： AGTGTGGGTACATCAAGGTGA 。 rs6311-F ：
CAAGGTAGCAACAGCCAGG，
rs6311-R：
AGGCAAGTTGTCATTACTGGTG。
PCR 反应体系为 20μl，
其中 2×AceQ Probe Mix 10μL，40×Assay Working Stock 0.5ul，Primer F/R（10μM）2μL，DNA 5.5μL
（约 40ng）
，ddH2O 2μL。PCR 反应程序为 95℃预变性 300s；95℃变性 10 s，60℃复性 30s，共 40
个循环；95℃10 s，60℃30s，97℃1s，通过等位基因标有的不同荧光强度，判断样本的基因型。
1.2.2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进行拟合优度卡方检验分析 rs6311 和 rs6313 的基因型、等位基因频率是否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确切检验比较抑郁症组和对照组、抑郁症伴自杀
意念组和抑郁症无自杀意念组的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频率差异。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情况
单相抑郁症患者组的平均年龄为（49.23±13.12）岁，女性 180 例（占 69.3%）
，男性 78 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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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
（65%）
。对照组的平均年龄为
（53.43±15.16）岁，
女性 90 人
（占 68.2%），
男性 42 人，68.2%的居民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258 例单相抑郁症患者中，153 例患者存在自杀意
念，105 例无自杀意念。SI 组的平均年龄为（44.80±14.85）岁，女性 105 例（68.6%）
，男性 48 例；
NS 组的平均年龄为（52.28±10.82）岁，女性 75 例（71.4%）
，男性 30 例。
2.2

Hardy-Weinberg 平衡检验

分别对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进行 Hardy-Weinberg 平衡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基因型分布均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定律(p>0.05)，表明抑郁症组和对照组的研究对象均来源于随机样本，具有群体
代表性。
表 1 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 rs6311 和 rs6313 基因型分布的 Hardy-Weinberg 平衡检验
SNP

AA

75（82.65）

AG

142（125.41）

GG

41（48.60）

26（30.03）

TT

75（82.65）

34（37.08）

TC

142（125.41）

CC

41（48.60）

rs6313

χ值

p值

抑郁症组

rs6311

2.3

2

基因型

正常对照组

χ值

2

p值

1.782

>0.05

1.333

>0.05

32（36.11）
3.720

3.720

>0.05

>0.05

74（65.86）

72（65.76）
26（29.16）

5-HT2A 受体 rs6311 基因多态性与抑郁症和自杀意念的关系

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 rs6311 的三种基因型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χ2=1.494，p=0.474）
，AA 型
2
多于 GG 型，A 等位基因稍高于 G 等位基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1.315，p=0.251）。分别将两
组的 AG 型与 GG 型合并，与 AA 型比较；或将 AA 型与 AG 型合并，与 GG 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χ2=1.996，p=0.158；χ2=0.889，p=0.346）。进一步对 SI 组和 NS 组进行比较发现两组在 rs6311
的基因型分布和等位基因频率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s>0.05）
。
表 2 抑郁症组和对照组、SI 组和 NS 组 rs6311 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比较
基因型分布 n（%）

等位基因分布 n（%）

AG

GG

AAvsAG+GG

AA+AGvsGG

74（56.1）

26（19.7）

32vs110

106vs26

138（52.3） 126（47.7）

258 75（29.1） 142（55.0） 41（15.9）

75vs183

217vs41

292（56.6） 224（43.4）

N

AA

正常对照组 132 32（24.2）
抑郁症组

合并基因型 n

A

G

2

χ值

1.494

1.996

0.889

1.315

p值

0.474

0.158

0.346

0.251

SI 组

153 46（30.1）

86（56.2）

21（13.7）

46vs107

132vs21

178（58.2） 128（41.8）

NS 组

105 29（27.6）

56（53.3）

20（19.0）

29vs76

85vs20

114（54.3） 96（45.7）

2

χ值

1.332

0.181

1.320

0.765

p值

0.514

0.671

0.251

0.382

2.4

5-HT2A 受体 rs6313 基因多态性与抑郁症和自杀意念的关系

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 rs6313 的三种基因型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χ2=1.083，p=0.582）
，TT 型
。分别将两
多于 CC 型，T 等位基因稍高于 C 等位基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895，p=0.344）
组的 TC 型与 CC 型合并，与 TT 型比较；或将 TT 型与 TC 型合并，与 CC 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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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χ2=0.476，p=0.490；χ2=1.492，p=0.222）
。对 SI 组和 NS 组的比较发现两组在 rs6311 的基因型
分布和等位基因频率上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s>0.05）
。
表 3 抑郁症组和对照组、SI 组和 NS 组 rs6313 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比较
基因型分布 n（%）
CC

TTvsCC+TC

TT+TCvsCC

72（54.5）

26（19.7）

34vs98

98vs26

140（53.0） 124（47.0）

258 75（29.1） 142（55.0） 41（15.9）

75vs183

217vs41

292（56.6） 224（43.4）

TT

正常对照组 132 34（25.8）

3
3.1

等位基因分布 n（%）

TC

N

抑郁症组

合并基因型 n

T

C

2

χ值

1.083

0.476

1.492

0.895

p值

0.582

0.490

0.222

0.344

SI 组

153 46（30.1）

84（54.9）

23（15.0）

46vs107

130vs23

176（57.5） 130（42.5）

NS 组

105 29（27.6）

58（55.2）

18（17.1）

29vs76

87vs18

116（55.2） 94（44.8）

2

χ值

0.304

0.181

0.207

0.263

p值

0.859

0.671

0.649

0.608

讨论
rs6311 和 rs6313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单相抑郁症患者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单相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在 rs6311 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分布上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说明 rs6311 基因多态性与抑郁症不存在显著关联。虽然 Zhao 等人[8]的 meta 分析发现携带
A-1438G 的 A 等位基因的个体更容易患有抑郁症,但研究者们采用病例-对照的研究却没有发现
A-1438G 基因是抑郁症的易感基因，如 Tencomnao 等[9]使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法
（PCR-RFLP）对泰国 180 例抑郁症患者和 183 名正常对照者的研究发现，两组在 rs6311 等位基因
频率和基因型分布上无显著差异。Kishi 等[10]对 322 例日本抑郁症患者和 802 例对照组的研究也发现
两组在 rs6311 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分布上并无显著差异，表明 rs6311 基因多态性与抑郁症无关。
Meta 分析与实验研究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病例-对照实验的样本量相对较小，Ripke 等人[11]建议未来
人类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对抑郁症基因多态性的研究需依靠电子数据和卫生管理机构将样
本量扩展到 100000 抑郁症患者和相同数量的健康对照组来进行。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抑郁症组和正常对照组 rs6313 的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分布差异也无统计
学意义，rs6313 的基因多态性与抑郁症无关。Zhao 等人[8]对 2409 例抑郁症患者和 3130 名对照组的
5-HTR2A 基因 rs6313 SNP 位点的基因多态性进行 meta 分析发现，抑郁症患者和对照组在基因型分
布和等位基因频率上也不存在显著差异。Lin 等[12]对中国抑郁症群体 T102C 基因多态性进行的 meta
分析也发现，T102C 基因多态性与中国抑郁症群体的易感性无关。但刘玥汐等[13]采用 Snapshot 技术
对 198 例女性抑郁症患者和 200 名正常对照者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组在 rs6313 的基因型分布上与对
照组存在显著差异，但此研究结果只针对女性抑郁症患者，以后的研究也可以将重要的人口学变量
或临床因素纳入到基因分析中，以确定不同因素对抑郁症患者易感性的影响。
3.2

rs6311 和 rs6313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单相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关系

本研究将抑郁症组按有无、自杀意念分为抑郁症伴自杀意念组和抑郁症无自杀意念组，结果发
现两组患者在 rs6311 和 rs6313 等位基因频率和三种基因型分布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rs6311 和
rs6313 多态性与单相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意念无关。Bondy 等[14]对 84 例住院抑郁症患者进行 rs6313
SNP 分型发现，携带 C/C 基因型的抑郁症患者在自杀意念上的得分与携带 T/T 和 T/ C 基因型的抑
郁症患者不存在显著差异，且抑郁症患者和自杀未遂者、正常对照组在 rs6313 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
型分布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因此 T102C 基因多态性与抑郁症及其自杀易感性可能不存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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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z 等[15]对 93 例自杀未遂者和 420 名正常对照组 rs6311 和 rs6313 多态性的研究发现，两组在 rs6311
和 rs6313 等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分布上均无显著差异。
刘玥汐等[13]对抑郁症自杀未遂者和抑郁症无自杀未遂者的研究也发现，两组在 rs6313 基因型及
等位基因频率的差异上无统计学意义。但 Arias 等[16]对 T102C 多态性与西班牙抑郁症患者自杀未遂
行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抑郁症自杀未遂者和抑郁症无自杀未遂者在 T102C 的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
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5-HTR2A 基因 T102C 的 C 等位基因与高自杀行为有关。但 Pompili 等[17]对
意大利精神病患者自杀未遂与基因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虽然自杀未遂患者和无自杀未遂患者在等
位基因频率和基因型分布上无显著差异，但 A-1438G 与 TPH1、TPH2 基因一起增加了自杀未遂的风
险。由此可知，基因多态性与抑郁症自杀是否有关以及何种等位基因或基因型为危险因素取决于不
同的研究样本，目前研究已经发现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群体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在很多因素上存在
显著差异[18]，还有研究认为基因与种族有关[19]，因此未来的研究应对不同的抑郁症自杀群体进行更
详细、更明确地限定，抑郁症自杀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现象，可能并不是某一基因单独起作用，应注
意多种基因之间可能存在的联合效应。
本研究并未发现 5-HTR2A 基因 rs6311 和 rs6313 SNP 多态性与单相抑郁症及单相抑郁症患者的
自杀意念存在显著关联，但由于本研究样本量的局限，尚需更多的研究按照严格的纳入标准扩大样
本量对此研究结果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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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心理危机干预现状分析
1

赵玉晗 ，孙宏伟
（1.潍坊医学院，山东

1

261000）

【摘要】进入21世纪类社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各种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发生，而每一次突发事件的发生，都
会对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创伤。心理危机干预则能为人们提供应急心理支持，帮助人群稳定和缓解痛
苦症状，恢复功能。各国对于心理危机的干预开始时间不同，干预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本文将对美国、英国、日
本以及我国的心理危机干预现状及特点进行分析，取长补短，为我国心理危机干预的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心理危机 干预现状 趋势研究 突发卫生事件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ZHAO Yu-Han， SUN Hong-Wei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s always accompanied by a variety of sudden
events and natural disasters, and the occurrence of each emergency will cause serious trauma to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residents.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can provide emergency psychological support for people, help
people stabilize and relieve pain symptoms, and restore function. The intervention time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vention is different.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Japan and China, and make up for the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Key words】Sudden incident crisi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domestic; Abroad

危机干预是通过对波士顿椰子园音乐厅（Cocoanut Grove Melody Lounge）火灾幸存者的对照研
究后发展起来的。1942 年，美国波士顿椰子园音乐厅发生火灾，492 人丧身火海。林德曼（Eric
Lindemann）通过研究发现，经过一系列心理干预措施的实施，比如让当事人感受痛苦、发泄情感、
正视现实等，干预组较未干预组缓解快、恢复好。1964 年，凯普兰进一步发展了危机干预的理论和
技术，将林德曼的概念及危机干预的分期应用于所有的发展性和境遇性事件，并将危机干预扩展到
去除那些在危机开始时促发心理创伤的认知、情感和行为问题。目前，危机干预已广泛地运用到了
个体危机的处理、自杀的预防以及重大灾难及危机的国家心理卫生干预服务等领域中。

1

美国危机干预现状及特点

1.1 相对健全的心理危机干预系统
目前，美国已建立系统、完整的重大灾难心理危机干预系统，美国灾难心理卫生服务为国家灾
难医疗系统的服务项目之一。国家灾难医疗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紧急医疗服务、伤病员分类以及收
容治疗，在各环节中均有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参与。联邦一级的政府管理部门、州一级政府的心理卫
生主管部门及其心理卫生服务机构都是灾难心理卫生服务网络的组成部分。此外，许多非营利的社
会组织也积极参与，例如美国红十字会，大专院校的医学院、心理学系、社会工作系及护理系以及
一些宗教组织
1.2 现场急性应激干预
在美国，非正式援助型干预由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在现场进行急性应激干预，整个过程大概需
要一个小时。而正式援助型的干预通常在伤害事件发生的 24 小时内进行，一般需要 2～3 小时，采
用严重（危机）事件集体减压法（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CISD）减轻各类事故引起的心理
创伤，从而保持内环境稳定，达到促进个体躯体疾病恢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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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灾难心理反应应对策略
灾难心理卫生反应策略（Disaster Mental Health Response Strategies）是美国国立创伤后应激障碍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中心和退伍军人事务部推出的团体干预方法，旨在为灾难幸
存者、家庭、救助者及组织团体提供及时的、与灾后心理反应阶段相适应的心理卫生服务。

2

英国危机干预现状及特点

英国政府早在 1948 年就制定了《民防法》，对危机事件的处理作出了一些基本规定。进入 21 世
纪以来，英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出现的疯牛病、放射性物质泄漏、地铁爆炸等危机事件的出现，引发
了英国社会对于危机事件处理的审慎思考。随着时代的进步，英国对危机事件的干预策略日益成熟，
独具特色。
2.1 规范的法律体系
《英国危机事件应对法》首先确定了该法的适用范围，将严重威胁某一地方人民福利、环境和
安全的危机事件或情境作为启动危机事件应对程序的条件。其中，严重威胁人民福利被放到了首要
位置，显示了立法者对人的利益的充分关注。该法规定，严重威胁人民福利是指导致或可能导致人
员死亡、患病或受伤、无家可归、财产损失；同时，资金、食物、水、能源、燃料供给、电信或其
他通讯系统、交通设施、医疗服务中断的事件或情境也因威胁到人的福利而属于适用危机事件法的
危机事件。在危机事件的应急处理中，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包括出台的政策或采取的措施）往往
因危机事件的紧急性而出台非常迅速，这在及时解决危机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
2.2 积极、完善的防范措施
①强化预防观念。比如，在大学的图书馆、接待处、体育馆等公共场所均有学校免费提供、印
制精美的校园地图，图中无一例外都醒目地标有火灾等紧急情况疏散地点，在实地立有明显的标示
牌。②完善预防措施。在英国，各地方政府都制定有紧急应变计划，为紧急事故贮备有医疗仪器、
疫苗及抗生素等。旅馆、学生公寓及居民住宅等，其室内都安装有灵敏度极高的火灾报警装置和消
防设施。对于公共卫生问题，则建立有公共卫生监测防范网络。③重视演练评估。英国为积极应对
危机事件，各地每年都举行多种紧急事故应变演习，参加者包括警方、消防及救护服务等所有相关
部门。
2.3 公开信息
英国在应对危机事件的时候，对信息的作用是非常重视的，并坚持信息公开。事实表明，在危
机产生之际，也是各种信息在社会上弥漫之时，这时不仅决策者需要信息，而且公众也需要信息，
因为突如其来的重大危机事件，对于民众来说常常会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从传播学角度看，公共
危机中政府是消息源，应该满足公众对危机及自身生命安全知情权的需要，及时、真实地提供信息。
坚持真实性能促进沟通和理解，消除疑虑与不安，消除公众的误解。英国的很多民众都知道，在应
对危机事件时，有一条重要原则必须遵守，这就是“收听当地的电台或收看电视以知道更多的消息”
。
2.4 政府统筹
英国灾难及突发事件国家应急反应计划分为郡和国家两个水平。灾难发生时，首先启动郡一级
的反应，由郡统筹管理，组织由专业人员参与的灾难心理-社会反应小组，为受害者及家属提供个体
或小组的辅导服务。其次，根据灾情由内政部与卫生部组织启动国家水平的反应。

3

日本危机干预现状及特点

日本是世界上受到地震、海啸、暴雨和台风这四种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鉴于灾害
的多发性和严重性，日本非常重视灾害危机应对，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灾害应对策略。
3.1 全国性防灾组织体制
日本建立了相对完整的防灾组织体系。日本在首相官邸的地下一层建立了全国危机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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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负责制的中枢指挥系统是危机管理和灾害应对机制的核心。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日本在内
阁府设立由首相任主席的“中央防灾会议”
，作为国家防灾对策方面最高的权力机构。另外，政府还
设置防灾大臣，负责审议防灾重大事项，组织制定与防灾有关的基本政策和大规模灾害应急对策，
综合协调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抗灾救险工作。
3.2 灾害应急救援机制
灾害发生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迅速收集受灾范围和程度等信息，全面掌握灾情，并将有关
信息及时传递给各有关部门和受灾群众。根据《灾害对策基本法》
，一旦灾害发生，受灾地区的各级
政府迅速成立“灾害对策本部”
。重大灾害发生时，国家成立由内阁防灾大臣任本部长的“灾害对策
本部”
，或成立由首相任本部长的“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启动全国性应急指挥系统。
3.3 灾害救援体系
日本建成了由消防、警察、自卫队和医疗机构组成的较为完善的灾害救援体系。消防机构是灾
害救援的主要机构，同时负责收集、整理、发布灾害信息；警察的应对体制由情报应对体系和灾区
现场活动两部分组成，主要包括灾区情报收集、传递、各种救灾抢险、灾区治安维持等；。日本《灾
害对策基本法》中，明确规定日本广播协会属于国家指定的防灾公共机构，从法律上确立了公共电
视台在国家防灾体制中的地位。
3.4 灾民的精神救助和心理疏导
研究表明，重大灾难会给现场人员带来巨大心理创伤，特别是老人和儿童，他们更需要精神上
的安危和关切。为此，在日本遇到突发性的灾害危机事件，一般最先赶到现场的是消防人员、新闻
记者和心理咨询人员。此外，在灾害发生后，日本还展开多项针对灾民的精神救助活动，比如派专
家定期为幸存者免费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学知识讲座，安排生活援助员和老龄户生活援助员定期走
访老龄人住宅等。

4

我国的危机干预现状及特点

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突发公共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尝试，1991 年南京市脑科医院成立
了全国首家危机干预中心，曾有效地挽救了许多试图自杀的人。1994 年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
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开展了针对 1994 年的克拉玛依大火事件，以及后来的洛阳大火和石家庄爆炸案
等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在“非典”、三鹿问题奶粉事件、“5·12”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
矿难、舟曲泥石流等灾难中，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积极组织和实施的心理救助，及时控制和减缓了灾
难的心理社会危害，对于促进灾后心理健康重建、维持社会稳定、保障公众心理健康起到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然而必须承认，目前我国的危机干预工作还存在以下不容回避的问题：
4.1 危机干预工作起步较晚
我国虽然是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频发的国家，但系统开展灾后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工作的历史
很短。我国最早的灾后心理创伤研究和救援行动开始于 1994 年的克拉玛依大火之后。那时因为还没
有灾后心理干预的概念，其实是当地医院的医生发现死难者家属和一些重伤员出现了很多心理问题，
便通过当时的石油部报请卫生部，请专业的心理医生到现场支援，采取电话咨询，开设心理门诊、
电台讲座等方式进行心理干预。虽然说这次灾后干预，比现在一些灾后 24 小时内便出现在第一现场
的做法迟了很久，并且有些后续的持续干预也没有跟上，但它毕竟是全国首次进行灾后心理干预的
尝试，为以后的心理干预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4.2 心理危机干预的机构化有待建立
虽然国务院颁布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 2002—2010 年工作规划》和卫生部在《灾后精神卫生救
援预案》中都曾经提及要进行心理救助服务，但至今《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尚没有
正式的心理社会救援体系，也缺乏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组织机构。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没有一
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条例对心理危机干预的机构进行确认，没有一个政府机构将突发公共事件
之后的心理危机干预纳入其职能范围，更没有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管理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
事务，突发公共事件后的心理危机干预远未达到机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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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危机干预专业人员相对不足
在我国现有的心理健康服务队伍中，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医生、教师、政治辅导员，还有居
委会成员、妇联人员、电台电视台有关人员，其他背景和身份的业余爱好者，只有部分心理咨询机
构聘请了心理学专家或专门的心理学工作者。随着心理治疗体系的规范，心理干预从业人员应主要
限于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咨询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等。但是，不论在医院、学校还是社
会组织，我国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员都相对缺乏。全国 13 亿人口仅有 1.9 万名精神科专业人员，每
10 万人口仅有 1.27 名精神科医生。按照国际卫生组织每千人拥有一个心理咨询师是“健康社会的平
衡点”的要求，我国需要 130 万心理咨询师，目前还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从危机干预的人员构
成来看，兼职人员相对较多，高级专业人才相对缺乏。而且，一部分从业人员接受的培训时间相对
较短，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使得该行业人员较为混杂，专业水平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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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冲动人格、绝望感与自杀行为的关系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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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抑郁症冲动人格、绝望感与自杀行为的关系，为有效预防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行为提供科学的
依据。方法将 M.I.N.I、汉密尔顿抑郁量表，一般状况调查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冲动人格问卷、绝望感量表、自
杀意念量表分别装订成册，M.I.N.I 由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访谈，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由主治医生评定，其余问卷由病
人独立完成。对所收集的数据结果用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进行统计分析。结果①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
和自杀意念检出率较高，分别为 58%和 38.9%。②绝望感及其各维度与自杀风险、自杀意念各因子相关显著（P＜0.01）；
冲动人格及注意力冲动性与自杀意念强度最严重时相关显著，注意力冲动性与自杀意念最近一周的总分相关显著（P
＜0.05）。结论绝望感、冲动性人格与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密切相关。
【关键词】抑郁症；自杀；绝望感；冲动人格

The Relationship of Impulsive Personality, Hopeless and Suicide among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impulsive personality and hopelessness and suicide among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effective prevention of suicide among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MethodsM.I.N.I,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general condition questionnaire, Beck depression scale,
impulsive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Beck Hopelessness Scale (BHS) and Beck Scale for Suicidal Ideation (SSI) were
bounded. M.I.N.I was done by trained staff, Hamilton rating scale for depression was done by the doctor, the rest
questionnaires ware done by the patient independently. Data was dealt with the t test, one-way ANOVA,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Results①There is a higher detection rate on suicide risk and suicide ideation among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accounting 58% and 38.9%; ②Hopelessness and its dimen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suicide risk and
suicidal ideation and its dimensions (P<0.01). Impulsive personality and attention impulsivity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of the most serious, and attention impulsivity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of the
latest week (P< 0.05).ConclusionsHopelessness, impulsive personality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suicidal among patients with
depressive disorder.
【Key words】depressive disorder; Suicide; Hopelessness; impulsive personality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
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最严重的疾病负担，成为死亡和残疾的第一大原因。抑郁是对
人的躯体、思维、感受和行为均产生负性影响的疾病，它破坏着人的生活，影响人们的工作、学习
和家庭生活，它使患者承受着巨大的情感痛苦，给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带来消极影响。
自杀被描述为以自杀意念开始，通过自杀计划，自杀准备的连续，最终以自杀威胁、自杀未遂、
自杀死亡结束。自杀意念是偶然体验的自杀行为动机，个体胡思乱想或打算自杀，但未采取或实现
到此目的的外显行动，具有隐蔽性、广泛性、偶发性、个体差异性等特点。抑郁症作为与自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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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密切的精神疾病[1]，已经位列第五位，预计2020年将跃居至第二位，届时世界范围内将有三亿
四千万抑郁症患者[2]。据2000 年WHO 资料，自杀死亡者中80%以上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
抑郁症患者自杀的终身危险率为6%～15%。抑郁症患者由于情绪低落、悲观厌世，严重时很容易产
生自杀念头[3]。并且，由于患者思维逻辑基本正常，实施自杀的成功率也较高。在抑郁症患者中自
杀现象屡见不鲜[4]。
自杀是人类十大死因之一[5]，占意外死亡的第一位。自杀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性行为，对于
自杀的预防措施针对性不够强，并很难寻找高危人群，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自杀仍是当今一大难
题。本研究拟探讨抑郁症患者抑郁水平、冲动人格及绝望感与患者自杀行为的关系。通过了解抑郁
症患者自杀行为的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心理评估，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降低抑郁
症患者自杀行为的发生率，促进患者身心健康的转归。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选取2011年8月-2012年3月于山东某三所医院就诊的抑郁症患者160名，剔出无效样本29
例，有效回收率81.88%。其中男性61人、女性70名；年龄在16-59周岁之间，平均年龄36.2周岁；文
化程度为小学以上，其中初中及以下63人，高中（中专）35人，大专及以上33人，分别占48.1%、26.7%、
25.2%；婚姻状况已婚86人，占65.7%，未婚（含离异2人，丧偶1人）45人，占34.3%。
入组标准：经医生诊断为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MDD)，再由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
问卷(the 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 M.I.N.I.)对诊断进行确认,年龄在16周岁以上，
60周岁以下，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自愿配合的患者。
排除标准：排出躁狂、精神分裂症、强迫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排出脑外伤及其他一切能够
引起精神异常的脑部疾病。
1.2 研究工具
一般状况调查量表：由研究组自行编制，包括知情同意书、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利
手、身高、体重、血型、文化程度、经济状况、婚姻状况、职业、总病程、阳性家族史等。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由Hamilton于1960年编制，是临床上
评定抑郁状态时应用得最为普遍的量表。本量表有17项、21项和24项等3种版本，本研究采用的是17
项版本。HAMD大部分项目采用0-4分的5级评分法。少数项目采用0-2的三级评分法，根据总得分可
以将抑郁划分为严重抑郁（超过24）
、轻度或中度抑郁（超过17）以及无抑郁症状（小于7）。国内报
道，在评定抑郁症时，其反映临床症状严重程度经验真实性系数为0.92[6]。
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是由Sheehan和
Lecrubier教授设计、针对DSM-IV和ICD-10中16种轴I精神疾病的简短的结构式访谈。该问卷共包括
A-P16个分项。M.I.N.I.中文版研究者之间的一致性和重复测量一致性Kappa值分别为0.94和0.97-1.00
之间[7]。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A.T.Beck编制于60
年代，最早版本包含21项。Beck于1974年推出了仅13项的新版本，经实践证明新版本品质良好，本
测验使用BDI的13项版本。Beck提出，可以用总分来区分抑郁症状的有无及严重程度：0~4无抑郁症
状，5~7轻度，8~15中度，16以上严重。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6，重测一致性信度在0.70-0.80
之间，聚合效度在0.60-0.90之间[8]。
冲动人格问卷（BIS-11中文版）：共26个条目，采用1-4分四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冲动性越
高。包含注意力冲动性、运动性冲动和无计划性冲动三个维度。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BIS-11中文版
基本符合原文的理论构想；总分及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590,0.5648,0.6584和0.6872；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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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信度分别为0.853,0.665,0.791和0.838[9]。
贝克绝望量表（BHS）：共20个条目，内容为个体对自己和未来消极的期望态度，答案为“是”、
“否”双选类型，计分0～1。根据原作者的观点，绝望感水平按照总分分为4级评定：0～3分，无绝
望感或极轻微；4～8分，轻度绝望感；9～14分，中度绝望感；15～20分，重度绝望感。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为研究的0.93，相关效度为0.60～0.63。量表包括三个维度：对未来的感觉、动机的丧失、
对未来的期望[10]。
自杀意念评定量表(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SSI)：由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翻译、回译
和修订，用来量化和评估自杀意念的自评量表，用来评估被试自杀意念的强度和自杀危险的程度。
总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首次调查全部受试最近1周和最严重时量表总分的
Cronbach值分别为0.68和0.87。量表的重测一致性为0.64和0.76[11]。
1.3 调查实施
将M.I.N.I、一般状况量表问卷、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贝克抑郁自评量表、冲动人格问卷、绝望
感量表（BHS）、自杀意念量表（SSI）装订成册，M.I.N.I由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访谈，汉密尔顿抑
郁量表由主治医生进行评定，其余问卷由病人自行完成，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
1.4 数据分析
采用epidata进行数据的输入，运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主要进行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
析、相关分析等。

2

结果

2.1 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概况
MINI定式访谈问卷中B量表为自杀，本研究中自杀风险得分情况：最低分0分，最高分52分，均
分为6.21分。其中无自杀风险55人、低自杀风险45人、中度自杀风险13人、高自杀风险18人，分别
占总人数的42.0%、34.4%、9.9%、13.7%。自杀意念量表中有自杀意念者51人，占总人数的38.9%，
无自杀意念者80人，占总人数的61.1%，详见表1.
表 1.抑郁症患者在不同自杀风险程度上的人数分布

自杀风险

自杀意念

人数

比例（%）

无

55

42．0

低

45

34.4

中

13

9.9

高

18

13.7

有

51

38.9

无

80

61.1

总人数

131

100

2.2 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的一般人口统计学分析
2.2.1 不同性别、婚姻状况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比较
以自杀风险得分、自杀意念总分近一周、自杀意念总分最严重为因变量，以性别、婚姻状况为
自变量进行独立样本的t检验，结果显示，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在性别方面无显著差异；未婚患者在
近一周自杀意念的得分高于已婚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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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分组

自杀风险

男

5.32±9.74

不同性别、婚姻状况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的比较（m±s）
自杀意念近一周

t

9.45±8.33

6.33±11.48

已婚

5.10±10.24

-0.09

注：*

2.2.2

0.83

9.67±8.24

13.67±7.60

11.77±8.26

14.07±7.10

-1.23
未婚

2.48*

7.64±12.05

t

15.45±7.16

-0.54
女

自杀意念最严重

t

-0.27

16.19±6.80

14.67±7.79

p<0.05

不同文化程度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的比较

以自杀风险得分、自杀意念总分近一周及自杀意念总分最严重为因变量，以文化程度为自变量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的个体，在自杀行为得分均无显著差异，详见表3.
表3

不同文化程度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的比较

因子变异来源

自杀风险

自杀意念总分最近一周

自杀意念总分最严重

注：*

p<0.05;

**

SS

df

MS

F

组间

576.55

5

115.31

组内

13962.94

122

114.45

总变异

14539.50

127

组间

162.83

5

32.56

组内

2846.22

43

66.19

总变异

3009.06

48

组间

120.98

5

24.19

组内

2431.01

43

56.53

总变异

2552.00

48

1.01

0.49

0.43

p<0.01

2.2.3 抑郁症患者抑郁水平、绝望感及冲动人格与自杀行为的关系
相关分析显示，绝望感及其各维度与自杀风险、自杀意念强度近一周、自杀倾向近一周、自杀
意念总分近一周、自杀意念强度最严重、自杀倾向最严重、自杀意念总分最严重相关显著；冲动总
分及注意力冲动性与自杀意念强度最严重时相关显著，注意力冲动性与自杀意念最近一周的总分相
关显著，详见表4.
表4

抑郁症患者绝望感及冲动性与抑郁水平、自杀的相关分析

绝望感

对未来的

动机的

对未来

感觉

丧失

的期望

冲动

注意力

运动性

无计划冲

冲动性

冲动性

动性

自杀风险

0.290**

0.287**

0.243**

0.260**

0.066

0.026

0.016

0.076

自杀意念近一周

0.309**

0.309**

0.250**

0.286**

0.109

0.065

0.012

0.132

自杀意念最严重

0.260**

0.231**

0.191*

0.310**

0.184*

0.188*

0.090

0.172

自杀倾向近一周

0.365**

0.360**

0.314**

0.316**

0.086

0.001

0.013

0.134

自杀倾向最严重

0.351**

0.341**

0.300**

0.313**

0.113

0.077

0.017

0.125

自杀意念总分近一周

0.533**

0.522**

0.443**

0.439**

-0.176

-0.324*

-0.101

-0.045

自杀意念总分最严重

0.513**

0.440**

0.439**

0.486**

-0.202

-0.250

-0.078

-0.165

注：*

p<0.05;

**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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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131名被调查对象中，有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51例，检出率为38.9%。有自杀风险的抑郁症
患者76人，检出率58%，其中低自杀风险45人、中度自杀风险13人、高自杀风险18人。与以往相关
研究相比，本研究的检出率明显偏高。Locke发现他的被试者中5.4％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自杀意念。
Hallstron对800名成年妇女进行调查，发现14.8％的人有自杀意念。以往研究的研究对象多为普通人
群，本研究研究对象为医院临床心理科或精神科确诊的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患者消极的看待自我、
消极的看待客观世界、消极的看待未来，体验着更多的无用感、无望感、无价值感，甚至认为自己
是家人的累赘，这些表现都增加了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发生风险，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抑郁症是人群
中高自杀风险这一观点。
在性别和婚姻状况因素上，抑郁症患者的自杀行为在性别和文化程度两个因素方面没有表现出
明显的差异。在婚姻状况因素上，已婚患者近一周自杀意念得分低于未婚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这表明对于抑郁症这一群体，性别及文化程度不是影响患者自杀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与何洲、
王启军等人的研究有些出入，他们的研究表明，高文化程度的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更高，可能与社
会角色冲突较多有关。未婚个体在近一周自杀意念总分的得分显著高于已婚个体，这表明已婚个体
能得到更多的来自家庭的支持，心理上更为成熟，在情绪最低落时更能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对自
杀行为的出现起缓冲的作用。
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自杀意念及各维度与绝望感及其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自杀意念
最严重与冲动性人格存在显著正相关。绝望感是个人长期对未来某种事物的结果期待，无法重复获
得成功支持而形成的负向认知基模。许文耀发现绝望感可区分为两类，一类为对未来的负向观；另
一类是对未来的正向观。研究发现绝望是预测自杀的有效指征之一，而自卑、内疚等变量则缺乏敏
感性。当绝望变量被控制时，抑郁与自杀内容的相关关系消失，而当抑郁变量被控制时，绝望与自
杀的相关关系依然存在[12]，控制了抑郁严重程度的变量后，绝望感仍会显著地预测自杀意图。赵
久远等人的研究发现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绝望感总分及其各个因子显著高于无自杀意念大学生，对
未来的期望是绝望感各成分中对自杀意念的形成作用最大的成分。王志青的研究也发现，与无自杀
意念的抑郁症患者相比，有自杀意念的抑郁症患者出现绝望感、无价值感的比例明显偏高。这表明
有自杀意念的患者，体验着更严重的绝望感，行为也更加冲动，容易出现过激的行为，反过来，绝
望感也使患者的自杀意念得以强化，并增加自杀风险的程度。这也与Beck等人的研究相似，在抑郁
病人自杀意念的背后普遍存在着绝望。这种消极期待和悲观占据了病人的头脑，他们预计现时的困
难和痛苦将无限制的延续，未来是不能摆脱的艰难、挫折和失落。最终患者相信自杀是唯一解决问
题摆脱痛苦的最可行的途径。国外对于冲动性和自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冲动性是自杀独立的危
险因素，国内有关研究显示多数自杀行为发生在各种急性事件之后，且自杀前考虑自杀的时间相当
短。有自杀意念者具有不理智、易冲动等性格特点，不能以冷静、平和、放松的心态处事，面对压
力易出现沮丧或紧张的状态，容易冲动行事。因此，通过心理疏导、精神鼓励等方式让抑郁症患者
重新获得生活的希望，对未来充满期望对于减少自杀意念的产生、预防自杀行为是十分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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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干预模式理论的研究综述
王苗苗，滕帅，郭静，卢国华

1

（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摘要】家庭干预是针对家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症状，通过改变家庭成员围绕症状所表现出的互动模式，从而
达到治疗症状的一种治疗理论。家庭干预不仅是心理治疗领域的新技术，还是一种新的治疗理念和思想，将系统观、
控制论和信息论运用到治疗实践是一次范式的转移，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理解人类问题、行为发展、解决之道的新
视角，因此被称为继精神分析、行为主义、人本主义之后心理治疗领域崛起的“第四势力”。
【关键词】家庭干预；理论；综述

家庭干预又叫做家庭心理治疗，是兴起于20世纪中期美国心理治疗界的一种整体论治疗方式，
它以整个家庭为出发点，从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和互动方式中寻找个体心理问题的根源。转变了原
有心理治疗对个体内在心理特质的关注，强调家庭系统的功能(包括家庭结构、组织、沟通、情感、
角色扮演、成员间联盟关系及家庭认同等)在心理行为问题中的作用，为人们认识和治疗心理问题提
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和可行的解决方法[1]。
个体干预和家庭干预都提供了一种理解人类行为的方法。个体干预集中焦点来帮助来访者面对
自己的恐惧并且学习如何更全面地成为自己。虽然个体干预也强调来自家庭方面对个体人格形成中
的重要作用，但这些影响早已被内化，个体内在的心理动力是其控制行为的主要力量，故治疗方向
应该直指个体本身；家庭干预则认为家庭因素是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主要力量，若改变家庭内部的
结构组织，所有成员的生活也将相应改变[2]。家庭干预影响整个家庭，每个成员的变化也会导致家
庭关系的持续改变，并继续使每个成员做出同步改变，循环作用。在治疗方式的选择上，两者都可
以尝试解决几乎任何一种人类的困难，但一些特定的问题更加适合使用家庭干预，如少年儿童的心
理与行为问题、婚姻问题、家庭不和以及处于家庭生命周期转型阶段的过渡性问题等。家庭干预的
产生将心理治疗所存在的问题或症状从个体转向了关系[3]。

1

家庭干预模式的起源与发展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心理治疗方法是精神分析学派和人本主义学派，两者都假设人际之间不良
的互动关系会导致心理问题，因此通过治疗师与病人之间关系的建立得到最大程度的缓解。精神分
析把家庭排除在治疗以外以保障患者在探索他们的想法和情感时感到安全；人本主义为了避免病人
的迎合心态，即为赢得外界认可而隐藏自我的真情实感，采取保密措施，治疗师充当客观的旁观者
而提供无条件的接纳，家庭成员当然也是不可能在人本主义里有一席之地的。
以家庭为中心的干预模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精神卫生机构对精神疾病、犯罪、成瘾等问题
的持续研究。20世纪50年代，在对精神病人的治疗中发现，如果病人得以好转重新回到家庭生活，
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会出现症状，二是病情复发或变得更糟，因此在与患者工作
难以推进之时，研究者们将其社会支持系统引入到治疗中来以期寻找新的突破口[4]。一些研究者邀请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成员加入到帮助系统中，结果发现这些家庭的人际关系和互动方式呈现一些规
律性，因此对家庭和家庭环境对心理和精神疾病的影响愈加关注。同时哲学与认识论发展、团体动力
学研究、婚姻咨询、社会工作影响、儿童指导运动等对家庭干预的诞生都产生了重要作用[5-7]。
多数研究家庭干预历史的人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10年是家庭干预的形成时期[8]。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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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世界大战后，劫后余生的人们面临着一系列社会、文化、环境等问题如离婚、家庭重组、孤儿养
育等，于是心理咨询与治疗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普遍接受。很多临床医生、心理治疗师、社会工作
者产生并服务于民众，但主要以个体咨询为主，对家庭和婚姻而言缺乏指导性的理论和方法，因此
有学者和专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家庭，将服务内容延伸至婚姻冲突、离婚、青少年不良行为、家庭
关系等非个体问题方面[9]。随着家庭干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临床工作者意识到，改变
家庭结构和互动模式，用适合的行为替代功能不良的行为可以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家庭内部的改变
可以促进个体成长和发展，于是家庭干预这种用系统观并将家庭作为治疗对象的新技术，被不断发
展壮大。

2

家庭干预模式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与家庭干预产生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系统论、控制论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2.1 系统理论
所谓系统，即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
统式家庭干预是集体治疗的一种特殊形式。系统论认为家庭是一个有机系统，该系统由夫妻系统、
亲子系统、同胞系统等若干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最终形成一个家
庭系统的运转秩序以实现家庭的各个功能。按照系统理论观点，家庭系统的各部分以互动的方式交
流，在时间的流程中，通过家庭发展的不同阶段，产生自己的历史故事、经验、规则、价值观、关
系互动模式，在这里个体的发展和停滞、独立和依赖；家庭环境的安全和幸福，烦闷和无聊，互助
合作与敌对分离；平等民主还是相互控制，粘结成团还是四分五裂。
2.2 控制论
1948年麻省理工大学数学家Wiener创立控制论，其本质是指在自我调节的系统内探索反馈机制
的作用。控制论的核心理论为反馈圈，即系统通过获得内外部必要信息来维持稳定的过程。家庭干
预先驱者之一Bateson首先将控制论应用于家庭干预领域，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同其他系统一样也需
要依靠信息的交换来维持整个系统的平衡，因此也具有控制论意义。控制论为家庭干预提供了另一
种思考模式：即家庭规则是家庭用以掌管家庭系统所能容忍的行为范畴。罪恶感、双重信息、症状
是家庭用以强化家庭规则的负向回馈机制。面对问题时家庭所反应的行为序列显示了家庭系统如何
面对问题[10]。
2.3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持久性和连续性。家庭作为一个群体担当着
组织家庭成员分工合作、生产、消费、养育子女、赡养老人等各项重要功能。任何一个家庭，都有
自己从建立、发展到解体和消亡的过程。产品的生命周期包括初创期、扩张期、成熟期和衰老期。
就家庭而言，从一对夫妻结婚建立家庭生养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长大就学（家庭成长期）、子
女独立和事业发展到巅峰（家庭成熟期）
、夫妻退休到夫妻终老而使家庭消灭（家庭衰老期），就是
一个家庭的生命周期。当一个阶段向另一个新阶段进行转折和过渡时，家庭系统内部最容易出现诸
如关系紧张、家庭成员情绪焦虑等现象，因此这些转折期需要家庭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学习、调整和
适应。

3

家庭干预模式的治疗技术理论

3.1 系统式家庭干预理论
系统式家庭干预理论强调在整体的框架中理解个体心理问题，个体的心理问题不是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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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在系统环境中通过交互作用共同建构的，个体问题只是系统问题的反应和信号，而系统式治疗
就是依据这个信号深入探索，找到系统的交互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并予以处理，从而使个体问题
得以改善。该法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将家庭看成一个系统，将家庭成员看成是系统的组成部分，
并认为家庭中每个成员都有自己认识事物的模式，称为内在解释，内在解释决定一个人一贯的行为
模式，反过来又受行为效果的作用和影响；换言之，一个人的内在解释与他的外在行为是相互作用、
彼此影响的，其间的关系不是直线式的因果关系，而是反馈式的循环关系。而每个成员的内在解释
与外在行为又会在接受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之同时，反过来也影响其他成员，其间的关系同样是循
环反馈式的而不是线形因果性的。系统式家庭干预学派认为无论是正常行为还是病态行为都是这种
连环套式的循环反馈关系层层作用的结果。这样，对任何病理过程的原因不再在个人范围内、个体
心理动力学角度寻找而是从家庭结构里去探索。对生理和心理过程的紊乱的兴趣已被对交流的兴趣
所取代。家庭干预的要义在于通过引入新的观点和做法，来改变与病态行为相互关联的反馈环。强
调摸清家庭内部的相互关系格局，并通过对整个家庭的干预来改变孳生个人心理症状的家庭关系格
局，使家庭产生新的冲突，并通过对冲突的重新自我组织，获得新的变化（感受、行为方面），产生
新的规则，互动模式。
3.2 结构式家庭干预理论
结构式家庭干预坚持，家庭结构的异常是家庭问题得以持续存在、病人得以出现的原因。但家
庭自身具备解决问题的潜力，家庭干预师的作用只是将这种能力挖掘出来，治疗师本人并不直接参
与对家庭问题的解决，而是通过加入家庭、通过运用不同的视角观察、并给以事物新的意义，使原
本功能失调的行为或互动模式呈现在家庭成员面前，并给以新的解决问题的朝向，是家庭发展出适
应现今家庭变化的新的行为模式。总之，结构式家庭干预师的治疗目标在于对家庭进行结构性的改
变，促进整个家庭成长。
在治疗的过程中，结构式家庭干预师的地位是积极主动的。治疗师往往借助自己加入家庭系统
的契机，在家庭迎接治疗师之过程中，把自己作为改变家庭的工具，有效的运用自我去改变不适应
的家庭结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治疗师在太大程度上的自我暴露或与家庭、
“病人”建立多少同一性，
甚至有时候治疗师的与家庭成员的差异性可能会更有效用。结构式家庭干预师要训练自身以更好奇、
更迥异和更赞赏的目光来对待差异，因为这样的态度往往会将引起家庭对自己所处系统及互动模式
的好奇，进而作为其继续深入探索的必要前提。
结构式家庭干预通常认为，当下的家庭结构是先前家庭行为所导致，那么既然过去曾经修正家
庭现在的结构和功能，便也会在当下表现出来。通过某种治疗，如果可以改变现今，也就可能改变
过往。
3.3 萨提亚家庭干预理论
萨提亚家庭干预是由国际著名心理治疗大师维吉尼亚·萨提亚创立的一套以整个家庭系统为治
疗对象，由内而外帮助治疗主体提高自我价值感、改善沟通方式的人本主义心理治疗模式[11]。
萨提亚家庭干预模式的治疗方法与技术主要有成分干预技术、个性部分舞会、家庭重塑、雕塑、
隐喻、自我的曼陀罗、冥想、温度读取、绳索的使用等等。其中，个性部分舞会、家庭重塑、雕塑、
自我的曼陀罗、绳索的使用等更多地是让治疗主体能够更好地认识自我、自身的内部资源以及基本
三角关系，并承认和接纳，进而刺激主体寻求改变以达到转化、整合与改变的目标。而成分干预技
术、温度读取则更多地倾向于在认识的同时去实践改变，效果显著，但应强调练习与巩固。所以，
在萨提亚家庭干预中，治疗师需要合理恰当地综合运用各种治疗方法与技术，以求达到更好的治疗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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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联合叙事治疗
叙事治疗主张治疗师倾听来访者的生命故事，帮助其澄清如何用故事组织经验、赋予意义，并
通过发现其生活故事中遗漏的部分，引导其重建具有正向意义的生命故事，唤起案主内在力量的疗
法。每个家庭成员都会从自己的视角叙述危机故事，分别与家庭各成员进行谈话才会对危机事件有
比较全面的了解。另外，危机事件对每个家庭成员的冲击和影响也是不同的，了解到每位家庭成员
受影响的程度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对当事人也是很关键的帮助。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对家庭干预运动反思的不断深入和后现代思潮的全面渗透，治疗
者们逐渐认识到，处在复杂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影响系统中的个人，无法由单一的理论进行解释。
由此，整合成为趋势，各种整合模式力图尊重每个来访者的独特性，并特别关注其家庭所处的历史、
政治和经济环境，为家庭干预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行进方向[12]。各家在坚持自身原有的治疗理
念和技术的同时，借鉴并吸收其他领域或学派的概念、模型融合成新的疗法，力图建构一种超越治
疗师和来访者个人特质、能应用于不同对象与问题的综合理论模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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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未遂危险因素筛选及预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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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与自杀未遂相关的影响因素，提出自杀未遂的预防对策和建议。方法本研究根据医院急诊或
住院登记系统收集自杀未遂病例；采用方便抽样方法，按照与病例社区相同、同性别、年龄相仿（±2岁）原则选择
居民作为病例组的社区对照；采用自行编制的“自杀未遂影响因素调查问卷”面对面访谈收集数据。根据资料类型
采用合理单因素统计学方法初步筛选自杀未遂影响因素，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自杀未遂影响因素模型。
结果本研究858例样本，病例组424例，其中男性148（34.9%），女性276（65.1%），对照组434例，其中男性158（36.4%），
女性276（63.6%）。单因素分析显示躯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宗教信仰、精神疾病，家庭经济状况，
家庭人口数、夫妻关系、与父母关系、个体在家中地位、自杀未遂家族史，社会关系、遇到困难是否获得帮助、个
体受教育机会、个体就业机会为自杀未遂影响因素。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精神疾病、夫妻关
系差、社会关系差、有自杀未遂家族史是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受教育年限长是自杀未遂的保护因素。结论本研究
提示患有精神疾病、受教育年限少是自杀未遂个体方面的危险因素；夫妻关系差、有自杀未遂家族史是自杀未遂家
庭危险因素；社会关系差是自杀未遂社会危险因素；应采取相应对策降低自杀未遂发生。
【关键词】自杀未遂；影响因素；预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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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ofsuicide attempt, so as tooffer the prevention measures of suicide
attempt in China.MethodsThis study collected the suicideattempters through the hospital emergency and patient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the community control for the cas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me
community, gender, and age. “Suicide attempt environment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data by face-to-face interview.
The reasonableunivariatestatistical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preliminarily screen the influencingfactors of suicide attempt,
and multivariate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stablish the model. ResultsThere were 858 sampl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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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424 cases in case groupincluding 148 males (34.9%) and 276 females (65.1%). 434 cases in control group
including 158 males (36.4%) and 276 (63.6%) females. Univariate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body healthstatus,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year, religion, mental illness, family economic status, No. of family member, conjugal relationship, relationship
with parents, individual status in family, family history of attempted suicide, social relationships, whether get help when
difficulties, individual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individual job opportunities were the

factors for suicide

attempts.Multivariate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indicated that mental illness, poor conjugal relationship,
poor social relationship, family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s were the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attempts, and the high education
level was theprotective factor for the suicide attempts. Conclusion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mental illness, poor education
are the individual risk factors of suicide attempt. Poor conjugal relationship, family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s are the family
environment risk factorsof suicide attempts, and poor social relationship is the social environment factor for suicide
attempted.Preventive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factors to reduce suicide attempts.
【Keywords】Suicide Attempted; Risk Factors; Preventive Measures

自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问题，据WHO 报道，全球每年约有 100 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未遂
者更高达1000万[1]。调查研究表明近20年我国的自杀率有所下降[2]，但仍是影响我国死亡率的一个重
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3,4]，2008年城市和农村的自杀率分别为3.59/10万人和
8.25/10万人[2]，2012年至2015年的平均年自杀率为6.75/10万人，农村高于城市，男性高于女性，老
年人群高于年轻人群[5]，自杀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研究表明，自杀未遂者是自杀的高危人群[6,7]，自杀未遂指出现了自杀意念的人采取了自杀行动，
但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成功，获得挽救，但可造成伤残后果。自杀动机不强烈、自杀行为不果断
的人，往往造成自杀未遂[8]。探索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对于预防自杀及自杀未遂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杀未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年龄、健康、心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9,10]。本研究旨在重点探
讨自杀未遂危险因素，并提出合理化预防对策和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收集山东省内县级及以上级别医院的急诊或住院登记系统收集近两年来因自杀未遂进行
急诊抢救或住院治疗的患者作为病例组；按照社区相同，同性别、年龄相仿（±2岁）原则采用方便
抽样方法为病例选择社区对照构成对照组。为了控制选择性偏倚，在正式调查前对自杀未遂者进行
重新确认，排除误报、误伤、误服农药等个案；同时制定严格的纳入和剔除标准。病例组的纳入标
准：
（1）确实为自杀未遂者。回答“你当时真的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条目为“是”的受试者且“采
取了自杀行为且没有成功”两个条件重新确认自杀未遂者。
（2）主观意愿结束自己生命的人（3）主
观愿意参与调查，配合度高（4）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病例组的剔除标准：
（1）无独立意识的人（2）
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3）情绪不稳定、尚处于应激期者（4）误伤、误服者。本研究以纳入病例
组和对照组的个体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面对面访谈方式收集信息。病例组和对照组各发放问
卷450份，收集数据后，对数据进行筛检质控，排除中途退出和缺失值较多的问卷，最终纳入分析的
病例组有424例，对照组434例，应答率分别为94.22%，96.44%。
1.2 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自行编制的“自杀未遂影响因素调查问卷”调查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及相关因素。
在编制调查问卷前，通过查阅文献和专业讨论，对相关因素进行了归纳。调查条目主要包括人口学
特征条目（性别、年龄、籍贯、户口所在地）；个体因素（躯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
个人宗教信仰、精神疾病）
；其中，躯体健康状况选项分为非常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非常差，
婚姻状况分为单身、未婚、已婚、同居、离异、寡居，个人宗教信仰分为有宗教信仰、无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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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分为患精神疾病、无精神疾病。经济相关因素（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个人财产、家
庭经济状况）
；其中，个人财产选项包括有个人财产、无个人财产，家庭经济状况选项包括很好、比
较好、一般、比较差、很差。家庭相关因素（家庭人口数、夫妻关系、与父母关系、个体在家中地
位、自杀未遂家族史、独居）；其中，夫妻关系、与父母关系选项采用五级分类，分别是很好、好、
适中、差、很差，个体在家中地位选项包括高、较高、中等、较低、低，自杀未遂家族史、独居两
变量均采用二分类选项是、否。社会相关因素（社会关系、遇到困难时是否获得帮助、受教育机会、
就业机会）；其中，社会关系、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采用五分类选项很好、好、适中、差、很差，
遇到困难时是否获得帮助采用二分类选项是、否。为了分析需要将个别变量的选项进行了适当合并，
具体的赋值方法见文中对应表格所示。
1.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调查员对研究样本进行面对面访谈收集数据。调查员在调查前要经过系统的筛选和
培训，选择参加过现场调研、责任心强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担任调查员，并通过网络伦理学
课程（CITI）考核；邀请专家对调查员进行为期两周的集中培训；调查前进行预调查，发现调查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统一的解决方案。选择比较安静、不受外界干扰的地点作为调查地点，在调
查前告知调查对象的调查目的，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后当面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后安排专人对访
谈量表进行质检，进行质量控制。
1.4 统计分析方法
−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正态分布定量资料选用 x± SD 描述，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定
量资料则选用M（QR）描述；定性资料采用例数（%）描述。根据资料类型和资料分布特点，采用t
检验、 χ 2 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Wilcoxon秩和检验初步筛选影响因素，将单因素筛选的有统计
学意义的影响因素纳入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模型，控制混杂因素，分析自杀未遂相关影响因素，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SPSS 19.0、SAS 9.2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在性别方面，424例病例中其中男性148（34.9%），女性276（65.1%），434例对照中男性158
（36.4%），女性276（63.6%）；病例组和对照组间进行卡方检验（ χ 2 =0.210，P=0.647），两组在
性别方面没有统计学差异。在年龄方面，病例组33.5±6.7岁，对照组33.3±6.9，两组间进行两独立
样本t检验（t=-0.591，P=0.554），两组在年龄变量上无统计学差异。
2.2 个体因素方面
本研究将躯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否患精神疾病作为个体
、婚
范畴。定性资料经 χ 2 检验，病例组与对照组相比在躯体健康状况偏差（ χ 2 =10.866，P=0.004）
、有宗教信仰的较多 ( χ 2 =5.653，P=0.017)、患
姻状况方面离异或寡居较多（ χ 2 =14.608，P=0.001）
精神疾病比例较大（ χ 2 =35.210，P=0.001）。受教育年限方面，两组数据经Kolmogorov-Smirnov正态
性检验（P<0.05）
，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两组间比较，两组间也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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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差异（Z=-7.192，P<0.001），病例组受教育年限较短。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病例组和对照组个体因素比较
变量名称

赋值

躯体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病例组

对照组

1=非常好/比较好

336(79.2%)

364(83.9%)

2=一般

49(11.6%)

54(12.4%)

3=非常差/比较差

39(9.2%)

16(3.7%)

1=单身或未婚

2(0.5%)

5(1.2%)

2=已婚或同居

404(95.3%)

427(98.4)

3=离异或寡居

18(4.2%)

2(0.4%)

受教育年限（年）
宗教信仰
精神疾病

例数(%)/M(QR)

χ 2 /Z值

P值

10.866

0.004

14.608

0.001

7(4) #

8(3) #

-7.192

0.000

1=有

30 (7.1%)

15 (3.5%)

5.653

0.017

0=无

394 (92.9%)

419 (96.5%)

1=有

43 (10.1%)

4(0.9%)

35.210

0.001

0=无

381 (89.9%)

430 (99.1%)

424

434

合计

858

备注：#指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

2.3 经济相关因素
大量文献表明经济因素是自杀未遂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对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
是否有个人财产、家庭经济状况四个变量进行两组间比较；两组在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是否
有个人财产方面不存在差异 (P>0.05)；在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 χ 2 =25.039，P<0.001)，
病例组家庭经济状况偏差。统计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病例组和对照组经济相关因素比较
变量名称

例数(%)

χ 2 /Z 值

P值

10000(17125)

-1.857

0.063

25000(25000)

30000(10000)

-1.936

0.053

1=有

300 (70.8%)

327 (75.3%)

2.298

0.130

0=无

124 (29.2%)

107 (24.7%)

1=好

49 (11.6%)

59 (13.6%)

25.039

<0.001

2=中

254 (59.9%)

312 (71.9%)

3=差

121 (28.5%)

63 (14.6%)

424

434

赋值

病例组

对照组

个人年收入（元）

10000(19901)

家庭年收入（元）
是否有个人财产
家庭经济状况

合计

858

2.4 家庭相关因素
本研究将家庭人口数、夫妻关系、与父母关系、个体在家中地位、自杀未遂家族史、是否独居
变量归纳为家庭相关因素。对家庭人口数进行正态性检验（P<0.05）
，不符合正态分布，对两组间进
行Wilcoxon秩和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421，P=0.015）；其它家庭相关影响因素采用 χ 2 检
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比较，两组间夫妻关系、与父母关系、个体在家中地位、自杀未遂家族史
方面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病例组在夫妻关系、与父母关系方面较对照组差，个体在家中地位
较低，自杀未遂家族史较高。分析结果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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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病例组和对照组家庭相关因素比较
变量名称

例数(%)/M(QR)
病例组

对照组

χ2 / Z

P值

4(2)#

4(2) #

-2.421

0.015

1=好/很好

275(64.8%)

381(87.8%)

72.827

<0.001

2=适中

108(25.5%)

51(11.8%)

3=差/很差

41(9.7%)

2(0.4%)

1=好/很好

377(88.9%)

407(93.8%)

2=适中

39(9.2%)

27(6.2%)

3=差/很差

8(1.9%)

0(0%)

1=较高/高

248(58.5%)

264(60.8%)

2=中等

148(34.9%)

163(37.6%)

3=较低/低

28(6.6%)

7(1.6%)

1=是

32(7.5%)

4(0.9%)

0=否

392(92.5%)

430(99.1%)

1=是

11(2.6%)

4(0.9%)

0=否

413(97.4%)

430(99.1%)

424

434

赋值

家庭人口数
夫妻关系

与父母关系

个体在家中地位

自杀未遂家族史
是否独居
合计

0.002*

13.709

0.001

23.421

<0.001

3.493

0.062

858

注：#指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为确切概率法

2.5 社会相关因素
本研究将社会关系、遇到困难是否获得帮助、个体受教育机会、个体就业机会作为社会相关因
素。采用“与周围其他人相比，您接受教育（就业）机会如何？”条目测量个体的受教育机会和就
业机会。采用 χ 2 检验比较变量在两组中的差异，结果显示四个变量在两组间均有统计学差异
（P<0.05）；病例组在社会关系方面较差，遇到困难时不容易寻求帮助，个体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
较差。统计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病例组和对照组社会相关因素比较
变量名称
社会关系

遇到困难是否获得帮助
个体受教育机会

个体就业机会

合计

赋值

例数(%)
病例组

对照组

1=好/很好

242(57.1%)

301(69.4%)

2=适中

149(35.1%)

129(29.7%)

3=差/很差

33(7.8%)

4(0.9%)

1=有

413(97.4%)

432(99.5%)

0=无

11(2.6%%)

2(0.5%)

1=好/很好

98(23.1%)

160(36.9%)

2=适中

184(43.4%)

190(43.8%)

3=差/很差

142(33.5%)

84(19.3%)

1=好/很好

179(42.2%)

219(50.5%)

2=适中

134(31.6%)

138(31.8%)

3=差/很差

111(26.2%)

77(17.7%)

42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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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2

P值

30.467

<0.001

12.026

0.001

29.768

<0.001

10.113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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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多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Logistic回归分析之前，通过SAS9.0软件运行vif、collin命令，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和条件指数（condition index）进行共线性诊断，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在影响自杀未遂有统计学意义
的诸多相关因素中存在共线性；因此选用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将单因
素分析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躯体健康状况、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宗教信仰、精神疾病，家庭
经济状况，家庭人口数、夫妻关系、与父母关系、个体在家中地位、自杀未遂家族史，社会关系、
遇到困难是否获得帮助、个体受教育机会、个体就业机会）纳入逐步Logistic回归方程进行分析，按
照纳入标准为0.05，剔除标准为0.10，采用LR向前进入法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见下表5所示。
表5 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回归系数 B

Wald χ 值

95%CI 下限

95%CI 上限

2

OR

P值

精神疾病

X1

2.122

14.869

2.839

24.543

8.347

<0.001

受教育年限

X2

-0.150

36.722

0.820

0.904

0.861

<0.001

夫妻关系

X3

1.115

45.171

2.203

4.220

3.049

<0.001

自杀未遂家族史

X4

1.929

11.772

2.286

20.708

6.881

0.001

社会关系

X5

0.424

9.208

1.162

2.008

1.527

0.002

常数项

A

-1.090

10.463

—

—

0.336

<0.001

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有精神疾病、夫妻关系差、社会关系差、有自杀未遂家族史
是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受教育年限长是自杀未遂的保护因素；本研究建立的自杀未遂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Y(自杀未遂)= -1.090+2.122精神疾病-0.150教育年限+1.115夫妻关系差+1.929自
杀未遂家庭史+0.424社会关系差”。患有精神疾病是最主要的危险因素（OR=8.347）、其次是自杀
未遂家庭史（OR=6.881）、家庭夫妻关系差（OR=3.049），社会关系差（OR=1.527）；受教育年限
长是自杀未遂的保护因素（OR=0.336）。

3

讨论

本研究在总结以往科研文献基础上，从个体因素、经济相关因素、家庭相关因素、社会相关因
素四个方面探讨自杀未遂的危险和保护因素，筛选出危险和保护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性别和年
龄两变量在两组中无统计学差异，反映在研究设计阶段，控制了主要的人口学混杂因素，两组间具
有较好的可比性。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有精神疾病、夫妻关系差、社会关系差、有自杀
未遂家族史是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受教育年限长是自杀未遂的保护因素，与以往文献结论一致[11-13]。
应从个体因素、经济、家庭、社会等方面采取干预措施，预防自杀未遂的发生。
个体因素方面受教育年限长是自杀未遂的保护因素，患精神疾病是自杀未遂的重要危险因素，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4]。精神疾病变量的OR为8.347，说明患精神疾病者的自杀未遂可能性是无
精神疾病者的8.347倍，提示患精神疾病人群应是自杀未遂重点关注和筛查的高危人群。尽管躯体健
康状况、宗教信仰没有进入多元方程，但基于单因素分析结果，个体应提高身体素质、促进身心健
康发展；在认知方面，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宗教应持客观、理性的态度，不可盲从或
过度信奉，对于预防自杀未遂发生也有积极作用。
家庭方面，研究结果表明自杀未遂家族史、夫妻关系差是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与以往相关研
究结论一致[15]。有自杀未遂家族史人群自杀未遂危险率是无自杀未遂家族史的6.881倍，应引起足够
重视，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效仿行为。采取相应措施，加强社区和家庭文明建
设、倡导和创建文明、友善、互帮、互助的家庭环境，构建良好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应成立相
应的机构，当遇到家庭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调节和解决。
本研究结果提示社会关系差是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与以往研究结果相符[12]。应培养外向性格，
通过社交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获得感；社会部门应重点解决当前社会的不平衡、不均衡问题，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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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均衡的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营造良好、和谐、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有助于缓解自杀未
遂现象发生。
本研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了针对自杀未遂预防干预措施；但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和不足，
如在社区对照选取方面，因工作难度较大，没有完全贯彻随机化原则，而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可能
对结果造成偏倚；在调查范围、调查条目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主要针对山东省进行的
抽样调查；受调查条件限制，本研究对心理、社会环境、精神障碍、基因和遗传因素等方面没有涉
及，期待以后和同仁们进行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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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我国心理危机干预体系
构建初探
陈晓丽，孙宏伟，王艳郁，尹训宝，赵玉晗
（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潍坊，山东，261053
通讯作者：孙宏伟，E-mail: sunhongwei@wfmc.edu.cn）
【摘要】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本研究在借鉴国外经验并总结我国心理危
机干预实践的基础上，初次尝试构建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心理危机干预服务体系的框架，其中主要包括制度
体系、组织体系、人员队伍体系、研究体系、宣教体系和心理危机干预应急响应体系六部分，详细阐述了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后心理危机干预建设的重点，为早日建立一个完整的、有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服务体系提
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制度；组织；体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身心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职业中毒和群体性中毒以及因其他原因引起的严重影响公众
身心健康的事件[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如其来，不易预测，由于其自身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
容易引起群体性行为，造成公众恐慌或焦虑情绪的传播，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严重影响，影响正
常的生活工作秩序和社会稳定。因此，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具
有重要的意义。
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后开展及时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是国家救援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
尚未建立完善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后心理危机干预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心理危机干预的实践，本研究初次尝试构建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基本框架，主要围绕制度、组织、人员队伍、预警机制、应急响应、科
研建设等内容展开。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制度建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制度建设主要包括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建设。法律制度能
够保障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以法制、规范的方式进行，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通过立法的形式来解决心
理危机干预问题。目前，我国也已经出台了与心理援助有关的法律法规，如《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
[2-4]
体应急预案》
、
《突发事件应对法》
、
《精神卫生法》 等，但我国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法律体系仍不完善，目前已出台的法律法规虽然应急预案、组织和
人员培训作出了说明，但对心理危机干预涉及到的机构、组织运行、人事调配、经费安置、资格认
证等一系列问题都未作出详细的解释。其他国家如日本以《灾害对策基本法》为代表已经建立起了
由52部法律组成的法律体系，对相关内容的规定非常健全和细致，一旦危机事件发生，可立即采取
[5]
相应的措施 。因此，政府应尽快出台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援助的具体的、可操作性较强的
法律法规，对心理危机干预涉及到的人、财、物、信息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将其纳入到法律体系
当中。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管理制度建设应涵盖预警制度、应急响应制度、人事任用和
调配制度、财政管理制度和信息管理制度五方面。首先，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预
警制度，平时注重心理健康教育的普及，各机构、单位和社区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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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具备心理健康的意识；其次，在应急响应阶段，应建立不同危机类型的应急预案，并对预案的
具体内容做出进一步解释和调整，同时迅速组建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分配心理干预人员的任务并按
危机对象的特点实施不同的干预方案；第三，完善人事管理制度，明确心理危机干预人员的任用标
准，对准入资质、考核标准和培训经历等做出详细说明；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人员的调配制度，实现
资源的最优整合，保证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合理地利用；第四，在财政方面，应做好心理援助的财
政预算，最好确定确立心理援助的专项基金，保证心理重建得到足够的物资保障，同时加强对应急
物质的监管；第五，建立信息发布、信息平台的管理制度。在信息发布方面，应确定主流媒体对危
机事件信息进行及时、透明的公开，防止谣言扩散和恐慌情绪的散播；确定和规范多样化的心理危
机干预平台，如公众号、微博等，加强舆论监督和网络巡查制度，控制不良信息的传播对公众的误
导。SARS的实践经验表明开放透明的信息有利于消除公众的疑虑、恐慌，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息[6]。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组织建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组织建设要建立“政府主导、专业援助、社会参与”的运行
模式，并且各部门、机构应积极配合、协调运作[7]。其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组织
体系主要包括政府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社区、民间组织、国际组织和心理援助热线。
首先，政府行政机关应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主体，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
①政府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执行力，可以协调各组织机关、各部门合作，履行职责；②提供立法保
障和政策支持；③完善、健全心理危机干预预案，形成本土化心理危机干预模式；④有效整合心理
危机干预的人力资源，构建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并开展与心理危机干预有关的系统的科研工
作。但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建立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机构，导致心理危机干预管理
层级较多、职责不清。
第二，与心理学相关的事业部门，比如高校、心理学研究所、协会以及医院等组织应积极参与
到心理援助行动中，为心理援助工作提供重要支撑。
第三，社区能够保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顺利转移到基层，它不仅能够缓解医疗机
构、人员和资源的压力，它在帮助个体回归社会、提高服务可及性、节省医疗费用、保护个人权益、
整合社会资源等方面也发挥着巨大的效用。
第四，民间组织作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心理援助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作用也是非常有益的。
但之前汶川地震后，因缺乏管理、协调机制，各类非政府组织与个人无序涌入、单兵作战，援助场
面非常混乱，应尽快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调机制。
第五，国际组织在心理救援中的力量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当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本
国无法完全承担心理危机干预任务时，国际救援队伍应得到重视。
第六，心理援助热线作为一种迅速便捷、超越空间、及时有效的心理服务形式被各个国家所接
受，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SARS流行期间，各地开设了许多心理援助热线，为公众寻求心理
支持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但当时的热线缺乏组织管理，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6]。2008年卫办
疾控发《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心理援助热线管理工作的通知》对热线咨询员的职责、热线
服务质量、实施硬件、人员配置等提出了要求[8]，但目前仍缺乏统一地组织。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人员队伍建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无法快速组建多支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是目前我国心理援助的现状，
一是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人员较少，心理学从业者缺乏心理危机干预的经验，二是心理资源分散且
分配不均，因此亟需建立心理援助人才网络，一旦危机事件发生，可统一调动组织心理人员。
首先，应建立专家资源库，主要负责规划、设计、方案制定等工作。资源库专家的主要职责：
①协助制定心理危机干预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②协助制定心理危机干预的指导原则、预案内容
等；③协助制定心理危机干预人员的培训计划、考核标准和干预技术的操作流程等；④推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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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心理危机干预合作；⑤制定日常的宣传教育计划，做好应急预警准备。
其次，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才资源储备库。目前我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心理从业者，自心
理咨询师职业资格认证15年来，已经有100多万人获得了心理咨询师的从业资格[9]，但目前心理咨询
师队伍鱼龙混杂，缺乏有效管理。汶川地震后，中科院心理所免费培训了2000多名心理服务人员，
但真正到灾区时只找到20多人[9]。因此，应建立政府部门主管的心理危机干预人才队伍。具体措施
可包括：①心理危机干预队伍专业人才建设应涵盖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其他医
护人员等心理学相关人员。②完善资格认证制度，严格考试标准，加强正规学历审核；③加强心理
危机干预培训，增强实践操作技能；④构建督导体系，实行终身督导制度。
最后，招募志愿者，将其作为心理援助人才备用库。志愿者作为心理援助的辅助力量，应具有
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加强学习心理学、医学或社会学知识，熟悉主要的心理危机干预
技术，按照自己的专业特长分担不同的心理援助任务，志愿者在开始工作前必须接受心理危机干预
培训或短期心理健康知识的紧急培训。
以上三大人才资源库构成心理援助人才网络，专人负责进行管理，做好人才资源的备案工作并
及时更新人事动向，当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后，便于紧急就近组织、调动心理危机干预相关人员参与
到心理救援任务中。

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预警系统建设

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预警系统，及时监测公众的心理危机状况，能够为政府
部门提供有效的信息。同时，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级别，评估事件引发的心理危机严重程度，
根据公众的心理反应建立心理危机预警等级，制定相应的预案并进行分级处理。其中，心理危机的
预警指标可选用：①对疫情风险的不合理认知和评价指标；②心理障碍的症状和负性情绪指标；③
[6]
对疫情发展的预期指标；④社会适应功能指标；⑤应对方式等行为指标 。
此外，可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平台，分享公共信息，增加与公众的互动，
把握公众的思想动态，及时发现存在的心理问题。同时，利用微媒体的话题设置，宣传心理危机干
预和心理自我保健的知识，宣传与引导公众的正确舆论导向。一旦发现心理危机的状况，可启动相
应层次的心理危机干预人员开展工作。

5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应急响应体系建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应急响应体系的重点是紧急心理援助，主要采取分级的形式
进行。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社会公众的心理危害范围及程度，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机制，如
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后，可启动市级统一调度；较大或一般危机事件，可由县或区统一指挥。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后，应迅速成立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并指派应急事件联络人，将联络人的信息在相应级
别的卫生管理部门备案。心理危机干预小组成员负责评估和分析收集到的公众心理社会情况，联络
人负责每日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以便帮助制定相关的心理援助方案，同时，应急指挥中心的决策
应在1-3小时内迅速传达到应急事件联络人。当心理危机干预小组无法提供相应的心理援助服务，需
要国内或国际援助时，应在1-8小时内提出援助申请，向应急指挥中心汇报并得到政府批准后，可根
据具体情况继续协助国内或国际心理援助小组进行心理援助服务。

6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的科研建设

我国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科研的政策支撑和财政支持水平较低，目前美国政府进
[10]
行的与灾害管理相关的心理服务项目已超过82000项 ，我国心理危机干预的科研体系建设应从专业
的科研机构和经费支持两方面着手。
国外已有的很多心理危机干预的技术和方法并不适用于我国国情，我国的心理学专业研究机构
应承担起心理危机干预研究与创新的责任，在汶川地震中，中科院心理所将心理援助服务与科研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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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结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专业的科研机构要加强心理危机干预的科学研究，探索心理危机干预
的本土化理论体系、重点解决心理危机干预的组织、管理、实施等关键问题，开发操作性较强的心
理危机干预技术，形成适应我国国情的心理危机干预模式。另一方面，开设心理危机干预专业并设
置相关课程，培养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才，充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援助的后备力量。
此外，我国的心理危机干预服务还缺乏长期的经费支持，汶川地震后，壹基金计划开展“壹基
金-北大童心康复项目”
，为灾区儿童和青少年提供长期的心理援助服务，但此计划只进行了1年，因
[11]
未获得第二、三年的经费支持，导致项目无法持续 。在经费支持方面，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公共财
政的经费支出，明确经费预算；另一方面可拓宽公益事业的心理援助融资渠道，鼓励更多的社会资
本投入心理援助领域。
目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构建尚处于理论和探索阶段，缺乏一个全
面的、完整的、系统的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框架，未来政府应发挥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
体系构建中的主导作用，不断总结理论经验并结合我国实践，使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危机干预
得到多方面、全方位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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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危机事件后我国心理卫生服务工作存在的
问题与对策
陈晓丽，孙宏伟，宋玉萍
（潍坊医学院，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潍坊，山东，261053
通讯作者：孙宏伟，E-mail: sunhongwei@wfmc.edu.cn）
【摘要】突发危机事件不仅给人带来巨大的生命伤亡和财产损失，还给灾难亲历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这些
创伤短期内很难自愈或消除，对人的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突发事件后需要对灾民开展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
本文重点回顾了我国近几年的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对突发危机事件后心理卫生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分析
和总结，为进一步完善灾后心理卫生服务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突发危机事件；心理卫生服务；心理援助；心理危机干预

The Problemsand Solutions in Mental Health Service after Sudden Incident Crisis
CHEN Xiao-Li，SUN Hong-Wei, SONG Yu-Ping
【Abstract】Sudden incident crisis not only bring tremendous damage and loss to the wellbeing andproperty，but also
bring enormous psychological trauma to the survivors who were exposed to the disaster. These psychological traumas are
difficult to heal or eliminate and have a bad effect on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therefor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fter sudden crisis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research review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n the past few
years，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post disas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proposed
alternatives and solutions correspondingly.
【Keywords】Sudden incident crisis；mental health service；psychological assistance；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人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往往无法应对，产生各种应激心理反应，如焦虑、恐
惧、沮丧、抑郁等。这些负性情绪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也很难自愈，如果持续存在或反应过于强
烈，可能发展为严重的心理疾病或精神障碍[1]。因此，对于危机事件的亲历者而言，心理援助和经
济援助同样重要，提供专业、科学的心理卫生服务以保障受灾群众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是政府及
相关部门的重要职责。

1

研究背景

危机事件往往突然发生，使人始料未及、猝不及防，陷入恐慌、混乱之中，不仅给人们的生命、
财产和生活环境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给人的心理和精神也造成巨大的伤害。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
调查结果显示，危机事件发生后，20-40%的人会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调，这些人不需要特别的心理援
助，他们的症状会在几天-几周内得到缓解，30-50%的人会出现中度-重度的心理失调，通过及时的
心理援助症状会得到缓解，而在灾难后1年之内，约20%的人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疾病，他们需要
长期的心理干预[2]。汶川地震后，国内学者也对当地受灾群众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析，发现大部
分的受灾群众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处于亚健康状态，存在焦虑、抑郁和失眠等症状，约有2/3的
人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约有1/3的人处于接近心理疾病的状态，需要及时的心理干预来帮助其克服
心理障碍的危机[3]。
目前国内灾后心理卫生服务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国际上一般将灾后的心理服务工作统称为心理
危机干预。黄宣银认为灾后心理卫生服务就是心理学专业人员和医疗工作者运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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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理，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技术，对受突发危机事件影响的个体或群体提供心理服务的过程[4]。心
理卫生服务的内容主要包括心理教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和心理危机干预等。自我国在2008年颁
布的《防震减灾法》中将心理援助写入法律之后，灾难的援助模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政府的援助
内容也从传统的经济援助扩展到精神和心理上的服务。例如，在2010年4.14玉树大地震、8.8舟曲特
大泥石流和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后，就正式开展了心理卫生服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灾后心
理援助工作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重视，给灾民的专业指导和关心也减少了他们的心理创伤，但有关
心理卫生服务的许多问题也逐渐地暴露出来。

2

存在的主要问题

本研究从“CNKI”中国文献数据库中以“心理卫生服务/心理援助/心理危机干预”
“灾后/突发
事件/危机事件”为关键词，对2008年到2017年的文献进行检索，采用内容分析法对目前我国突发危
机事件后心理卫生服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和概括，如下：
2.1 缺乏法律保障
目前很多国家已经颁布了心理援助的法规法令，将心理卫生服务纳入到国家应急预案中，明确
规定了心理援助的组织机构和内容，建立了国家级灾难心理卫生服务系统。虽然我国在《防震减灾
，
法》和《精神卫生法》中都提到在重大危机事件发生后应开展心理援助工作[5 6]，但没有相应的法律
条文对心理卫生服务的方案和具体内容作出进一步解释，心理卫生服务的组织、运行、经费安置等
与此相关的实施细则也未作出明确规定。因此我国现在亟需完善心理卫生服务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制
度，建立一套完整性高、针对性强的心理援助体系，使突发危机事件后的心理卫生服务有法可依、
有法可循。
2.2 群众接纳程度低
灾后心理卫生服务与普通的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不同，由于危机事件影响范围广，涉及人群多，
因此需要政府借助公权力动用当地区域或更大范围的资源主动为受灾群众提供心理服务，但多数群
众对心理卫生服务却不接纳、不认可。在汶川地震的救援过程中，就出现过“防火，防盗，防心理
咨询师”的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平时缺乏对公众进行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导致群众的心理卫生意
识较差，另一方面，是我国的心理卫生服务还处于建设初期，制度建设不完善、人员质量参差不齐、
干预水平较低，提供的心理服务水平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
2.3 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
目前我国的灾后心理卫生服务多是为应急而组织起来的，主要考虑短期目标及效益，缺乏长期
的规划。完善的灾后心理援助管理体系尚未建立，组织机构不健全，责任体制不明确，彼此之间缺
乏协调机制，不同的政府部门、心理机构和社会团体各自为阵，开展心理援助。此外，相应的制度
体系也不完善，配套的法律制度、财政制度、人事调配制度及监管制度等未建立，缺乏专业的心理
卫生服务队伍，所以突发危机事件后的心理援助工作基本上是零散的、盲目的、无序的。
2.4 人才资源短缺
危机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自发前往灾区，但很多心理志愿者并不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
也缺乏相应的经验，不仅无法为灾民提供帮助，还可能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现象，给灾民的心理造成
二次创伤。我国的心理咨询师是从2002年开始培养的，临床心理学也才刚刚起步，在参与汶川地震
的2000多名心理志愿者中仅有四五百人是专业人员[7]，专业的心理援助人才缺乏，使心理危机干预
相对集中在少数灾民身上，心理援助资源分配不均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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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科研不足
为了有效预防和应对突发危机事件，发达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灾害心理研究机构并开展了大量的
与之相关的科学研究，仅美国政府进行的与灾害管理相关的心理服务项目就超过82000，而我国关于
心理援助的研究较少[3,8]。目前我国采取的心理危机的干预方法多数是从国外直接借鉴来的，干预形
式单一，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干预方案，在科研的整体力量和国家政策的支撑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
因此应加大科研的财政支持力度，进行持续的追踪调查和学术研究，积极探索适合本土的多种治疗
方式，形成针对性较强的干预方案。

3

政策建议

灾后心理卫生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卫生服务
体系已迫在眉睫，为了进一步满足受灾群众对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现提出以下几点对策与建议：
3.1 加快立法进程，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民享有的灾后心理卫生服务缺乏法律保障，现有的法律法规显然不能
满足公众对心理卫生服务的需求，因此应加强灾后心理卫生服务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制定专门的
灾后心理援助条例，保障公民的权利。此外，完善心理卫生领域法律体系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建设的必然。
3.2 加强宣传教育，做好心理预警
提高受灾群众对心理卫生的正确认识是做好灾后心理卫生服务的基础。平时应注意心理卫生知
识的宣传和普及，提高群众对心理健康的知晓度和心理卫生意识，使公众具备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的
心理素质，并能够积极参与到灾后心理康复与重建的工作中。具体方式可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栏、
举办讲座、免费发放宣传册等形式介绍心理健康及心理自救的知识，培养公众接纳心理援助的主动
意识。
3.3 建设专业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
世界卫生组织要求各国成立专门的危机应对小组，为受灾群众提供中长期的初级心理卫生服务
。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不仅需要心理援助人员掌握一定的理论
知识和技术，还要具备制定计划和现场干预的能力，因此应推进心理危机干预的学科建设，培养心
理援助专业人才并建立专业人才数据库，组建一支专业素养高、咨询技术好的心理危机干预队伍，
为灾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心理卫生服务。灾后心理卫生服务团队应由心理学、医学、护理学、教育
学和其他相关人员组成。
[9]

3.4 加强督导考核，建立心理援助的长效机制
灾难造成的心理创伤需要很长时间的康复，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台湾积累的
心理救援研究和临床经验表明，灾后心理重建的时间往往需要持续10年以上[10]。因此灾后心理危机
干预应进行科学的规划，遵循危机事件对人心理影响的客观规律，把握每个阶段心理卫生服务工作
的重点，有步骤、有次序地进行心理援助。此外，还应建立心理援助的追踪评估机制，设立专门的
长期评估机构，对灾民的心理状况进行持续的干预，帮助他们恢复到正常的健康水平，最终实现心
灵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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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综合网络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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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估网络心理干预的效果，探讨网络心理教育的有效模式。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
628名大学本科生进行调查，筛选出存在一定心理健康问题并自愿参加研究的学生40名作为实验组（40名）实施3个
月的网络心理干预，随机招募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为对照组（40名）
。结果与全国青年常模比较大学生存在显
著的心理健康问题，而且心理健康的很多问题与人格因素存在相关性。干预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被试的人格测试
（EPQ）得分差异不显著，但综合网络心理干预前后实验组在心理健康测试（SCL-90）各因子得分差异显著，综合
网络心理干预对于存在一定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有显著效果。

由于就业压力、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矛盾等多重问题导致大学生出现了诸多的心理健康问题，
甚至出现自伤行为等。传统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和方法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了有些力不从心，如申
继亮等[1]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强调个体心理问题的咨询和矫正；甚至曹新美等[2]认为心理健康教育有病
态化的取向。而且许多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尤其是学校心理咨询工作由及于大学生对心理咨
询的认识不足；对心理咨询存在一定的阻抗等原因，导致学校心理咨询工作陷入了一定的困境。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科技的日新月异，截止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了 5.64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 42.1%，其中大学生网民占了很大的规模[3]。如何利用网络技术解
决“90”后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是亟待解决的新课题。现有的以网络为媒介的行为、心理干预还很
少，以大学生心理健康为目的的网络心理干预模式的研究就更少见，网络干预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问题的研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借鉴国内外网络心理干预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
采用多种干预方法，对有一定心理健康问题的大学生进行干预，通过网络自助、网络互助以及网络
咨询的综合模式，探讨网络心理干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和途径，以寻求提高大学生心理
健康水平的新途径和方法，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通过方便抽样选取海南省某高校选修心理课程的大一本科生共 628 名，年龄在 18~22 岁，男生
287，女生 341 作为调查对象。根据 SCL-90 总分>160 分或阳性项目数>43 1项判定 2为筛选阳性，筛
选出有一定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作为实验组，进行人格和心理健康测试，同时进行网络心理干预。
另外随机招募 50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仅仅进行人格和心理健康测试。
1.2 方法
1.2.1 心理测量
SCL-90：90 项症状清单由 Derogatis[4]编制于 1973 年，本量表共 90 个项目，包含有较广泛的精
神症状学内容，采用五级评分，根据 Derogati 报道，各症状效度系数为 0.77~0.99,陈树林（2003）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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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SCL-90 的重测信度也在 0.70~0.91 之间。
艾森克人格问卷（EPQ）
：由龚耀先教授[7]进行了中文版的标准化工作，成人问卷共 88 个题目，
包括神经质（N）
、精神质（P）
、内外向（E）和掩饰性（L）四个分量表，许多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
良好的结构效度，重测信度也在 0.83~0.90 之间。
1.2.2 综合心理干预方法：
网络互助：建立 QQ 群进行网络互助
网络自助：将心理学知识、心理健康知识、心理图片、心理专题（学业、人际、恋爱、就业等）
得相关资料放置在 QQ 群共享空间，并在 QQ 群发布公告，让实验组同学去进行下载和查阅相关内容。
网络咨询：提供在线和离线的一对一网络心理咨询服务。
1.2.3 研究对象
通过对 628 名大一本科生进行心理健康筛选，选出有心理健康问题并自愿参加本研究的被试 50
名，随机招募 50 个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大学本科生为对照组。
1.2.4 研究过程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都进行 EPQ 和 SCL-90 测试，然后对实验组学生进行为期约 3 个月的网络心
理干预，以 QQ 群为媒介进行心理健康知识宣传，鼓励同学们通过网络进行网络朋辈互助，同时为
了保证网络心理干预的效果 40 个实验组被试分为 5~8 人一组，每组由一名心理老师或三级心理咨询
师负责进行一对一的网络心理干预。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前后 SCL-90 和 EPQ 的得分情况。
1.2.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SCL-90 测试结果

SCL-90 总分为 142.5+38.01 总均分为 1.58±0.40 阳性项目数为 31.68+17.89，各因子得分在
1.2~1.97 之间，因子分较高的为强迫、人际关系、敌对、焦虑、偏执（见表 1）。与张明圆[8]报告的
全国青年常模比较，本研究中除了躯体化医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常模，其他因子以及总分医学生都
显著高于常模。
表 1 常模与测量分数的差异
全国青年常模（n=781）

测量分数

P值

总均分

1.44±0.43

1.58±0.40*

0.000

躯体化

1.34±0.45

1.23±.47

0.000

强迫状态

1.69±0.67

1.97±.63

0.000

人际关系敏感

1.76±0.67

1.83±.63

0.01

抑郁

1.57±0.61

1.60±.53

0.01

焦虑

1.42±0.43

1.68±.67

0.000

敌对

1.50±0.57

1.69±.58

0.000

恐怖

1.33±0.47

1.50±.55

0.000

偏执

1.52±0.60

1.67±.57

0.000

精神病性

1.36±0.47

1.60±.51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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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人格特征心理健康差异
精神质平均分为为（50.28±8.7）
，内外向平均分为（56.39±11.1），神经质平均分为（49.91±11.14）
，
为了比较不同人格特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把大于平均数一个标准差的为高水平组，小于一个
标准差的为低水平组，中间的为中等组。结果表明不同人格特点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影响，尤其是
不同水平神经质的很多心理健康因素差异都很显著；不同水平内外向的抑郁、焦虑、敌对差异显著；
不同水平精神质的抑郁和精神病性差异显著（见表 2）
。
表 2 不同人格特征的心理健康差异
躯体化

强迫状态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精

高

1.62±0.56

2.19±0.88

2.13±0.90

1.96±0.77

2.07±1.17

神

中

1.41±0.48

1.92±0.55

1.78±0.53

1.57±0.44

1.62±0.47

质

低

1.35±0.39

2.04±0.62

1.76±0.60

1.43±0.41

1.61±0.51

F

0.99

0.74

1.35

3.23*

2.04

P

.90

.91

.83

.35

.91

内

高

1.5±0.57

1.96±0.29

1.78±0.43

1.54±0.21

1.74±0.32

外

中

1.38±0.38

1.92±0.61

1.74±0.60

1.51±0.47

1.55±0.52

向

低

1.59±0.70

2.28±0.84

2.26±0.75

2.06±0.73

2.17±1.09

F

0.83

1.39

5.07

**5.07

*3.47

P

.44

.25

.06

.01

.02

神

高

1.69±0.39

2.49±0.41

2.36±0.41

2.15±0.55

2.16±0.71

经

中

1.44±0.50

1.97±0.63

1.83±0.62

1.59±0.50

1.68±0.68

质

低

1.15±0.30

1.58±0.60

1.41±0.62

1.22±0.25

1.36±0.44

F

2.39

***4.36

***4.89

***7.21

2.92

P

.10

.01

.00

.00

.05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精

高

1.91±0.60

1.84±0.70

2.05±0.91

1.95±0.72

1.98±0.61

神

中

1.65±0.57

1.43±0.47

1.59±0.42

1.56±0.43

1.69±0.62

质

低

1.60±0.69

1.44±0.69

1.56±0.44

1.46±0.44

1.52±0.45

F

0.96

2.48

3.06

3.24*

1.40

P

.71

.82

.53

.21

.56

内

高

1.92±0.57

1.31±0.36

1.90±0.35

1.69±0.33

1.69±0.26

外

中

1.54±0.48

1.50±0.54

1.54±0.47

1.57±0.55

1.65±0.54

向

低

2.0±0.80

1.72±0.72

1.95±0.85

1.73±0.56

1.95±0.92

F

*3.47

1.28

3.07

0.45

0.87

P

.03

.28

.06

.64

.42

神

高

2.21±0.63

1.68±0.64

1.88±0.52

2.04±0.72

1.92±0.68

经

中

1.64±0.56

1.51±0.55

1.66±0.58

1.61±0.45

1.76±0.60

质

低

1.38±0.40

1.38±0.57

1.55±0.64

1.21±0.27

1.28±0.31

F

***4.74

0.53

0.65

***5.54

2.42

P

..00

.48

.48

.00

.70

*P<0.05;**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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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验组和控制组 EPQ 前后得分比较
人格特征作为稳定的心理特征，在本次研究中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测量，两组被试的精神质、内
外向、神经质和掩饰性四个分量表的得分在干预前后变化不大，即差异不显著。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 EPQ 在网络心理干预前后比较
实验组

对照组

前测

后测

t

前测

后测

t

精神质

50.27±8.7

52.44±11.20

-1.12

48.79±7.63

52±9.68

-1.36

内外向

56.38±11.09

55.53±11.44

0.54

54.82±11.45

58.20±10.59

-1.11

神经质

49.90±11.13

53.27±12.65

-1.46

51.20±12.36

48.40±9.54

0.92

掩饰性

41.01±8.5

41.00±10.72

.52

39.82±7.84

42.40±9.25

-1.12

*P<0.05;**P<0.01;***P<0.001

2.4 实验组和控制组干预前后 SCL-90 得分比较
干预前实验组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比对照组更加严重，但是在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网络心理干
预后实验组的 SCL-90 的各项得分都有显著的变化。强迫症状有显著的改善（P<0.01），除了偏执症
状外，其他的症状在网络心理干预后都有显著的改善（P<0.05），但是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心理健
康水平还是相对更低。
表 2 心理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SCL-90 得分
实验组

对照组

前测

后测

t

前测

后测

t

躯体化

1.83±.54

1.44±.48

2.91*

1.53±.54

1.30±.34

1.89

强迫状态

2.53±.58

2.00±.64

3.17**

1.98±.68

1.95±.57

.17

人际关系

2.28±.59

1.85±.63

2.53*

1.88±.74

1.76±.45

.70

抑郁

1.99±.59

1.62±.54

2.42*

1.74±.64

1.44±.28

2.14*

焦虑

2.21±.80

1.71±.68

2.58*

1.78±.83

1.55±.39

1.26

敌对

2.12±.54

1.69±.59

2.77*

1.78±.66

1.58±.45

1.31

恐怖

1.89±.72

1.51±.56

2.27*

1.59±.67

1.37±.33

1.55

偏执

1.98±.64

1.67±.57

1.88

1.71±.68

1.61±.38

.65

精神病性

1.92±.45

1.62±.51

2.15*

1.65±.60

1.53±.38

.87

*P<0.05;**P<0.01;***P<0.001

3

讨论

本次网络心理干预有比较显著的效果，通过对实验组学生进行五级评分（1-5 分）满意度调查结
果也表明大部分学生对这种新型的心理干预方式还是比较积极的（x=3.56），这也与以往王浩等[9]对
大学网络心理健康态度的调查结果比较一致。通过事后个别访谈了解到学生们对网络心理干预的便
捷性和保密性比较满意；很多同学对心理测验也非常感兴趣，很愿意通过专业的心理测验了解自己
的心理状况；同时很多同学学校其他心理干预途径中不便谈起的心理问题也愿意通过网络心理咨询
的方式来进行咨询寻求帮助，如本研究中的有些同学主动向老师咨询关于自己的强迫症等问题。
为了探索网络心理干预的有效模式，本研究都是进行的深入介入的干预模式，在实验设计上略
-284-

显不足。陈晓铖等[10]人的研究也表明不同的介入程度，不同的心理问题网络心理干预的效果也存在
显著差异[11]。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不同的学生对网络心理干预的态度差异比较大，有的学生对网络心
理干预态度比较积极，但是有的学生却相对比较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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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渔民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舰艇应激的调节与中介作用*
1

2

杨娟 ，李赛兰 ，蔡琳

3

（1. 海南医学院心理系，海口 571199
2.海南省安宁医院，海口 570206
3.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探索远洋渔民舰艇应激在神经症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作用，为提高远洋渔民的心理健康
水平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取样，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登记在册的渔民中随机选取 437 名渔民，在渔民出海前
一周内，用《大五人格问卷一神经质分量表》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进行集体测试，返航时用《舰艇人员心理
应激源调查问卷》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进行集体测试。结果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神经质人格特质、
舰艇应激总分、舰艇应激-工作关系、舰艇应激-船舶环境、抑郁症状之间呈显著两两正相关；调节效应结果显示：
舰艇应激-船舶环境对神经质人格特质和抑郁症状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中介效应结果显示：舰艇应激-工作关
系在神经质人格特质和抑郁症状关系中起完全中介的作用。结论远洋渔民神经质人格特质会促进抑郁症状，且舰艇
应激-船舶环境在其中起调节作用，舰艇应激-工作关系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远洋渔民；神经质人格特质；舰艇应激；抑郁症状

远洋捕捞具有与风浪相伴、远离陆地、生活环境枯燥闭塞、工作环境艰苦、远离家庭，缺乏人
际交流等特点，并且较易发生致命事故，是典型的高危行业。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
年每 10 万名渔民中有80 人死于各种事故[1]。张祝利[2]通过对《中国渔船安全分析报告( 1999－
2008)》[3]中的 10 年间渔民事故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渔船船员平均每年每10万人死亡160
人，是我国最高危的职业之一，死亡率比煤矿工高 2 倍以上。远洋渔民在从事远洋捕捞的工作时不
得不长时间忍受艰苦的船舶生活，包括噪声大、颠簸、舱内高温高湿等的船舶环境特点；以及工作、
生活单调枯燥乏味，私人空间少，同事关系难以处理等工作关系的特点。这让远洋渔民长时间处于
心理应激状态，容易引发多种应激反应，从而产生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继而引发抑郁症等精神
障碍。
已有研究发现远洋航行特殊的工作环境带来的应激是远洋航行人员发生抑郁问题的重要原因
[4]。但进一步研究结果显示，不是所有的远洋渔民都会出现抑郁症状，心理素质、人际关系、环境
应激也会影响抑郁症状的发生发展。因此，本研究试图把心理素质因素纳入抑郁的病理发展过程，
以一种整合的模型去解释远洋渔民抑郁症状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并检验心理素质因素是否对应激
和抑郁的关系起到调节/中介作用[5]。
在解释抑郁的发生机制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整合模型包括素质-应激模型（Diathesis-Stress Model）
和应激生成模型（Stress Generation Model）
。抑郁的素质-应激模型假设所有的人都存在有发展为抑
郁障碍的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触发点，是否触发依赖于个体遭遇的应激事件与其素质之间的交互
作用[6]。已有的研究发现，神经症人格特质是人格易感素质，具有易感素质的个体遭遇高水平的应
激会产生更严重的抑郁情绪[7]。船舶环境是一种应激情境，可以触发抑郁，但具有易感素质的个体
才会使抑郁症状存在并加重。因此，船舶环境应激可能在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中起调
节作用。
-286-

应激生成模型的理论认为，个体已有的某些素质会促使应激情境/事件发生，而这些应激情境/
事件又会导致个体抑郁的发生，并假设应激事件在素质与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目前，已有许多研
究证实了应激生成模型的观点[8-12]。神经质人格特质是个体的一种素质，拥有这种素质的个体有可
能会促使更多应激性事件的发生，尤其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应激性事件，这些事件又会导致更多的抑
郁症状。因此，基于以往的研究结果，我们认为远洋渔民在船舶航行过程中的工作关系可能在神经
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
因此本研究以远洋渔民为研究对象，探讨与船舶有关的应激因素在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
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登记在册的远洋渔民中随机选取437位参加远洋航海的渔民。在他们出海前
一周内进行集体测试，施测问卷为《大五人格问卷-神经质分量表》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经
过1个月到2个月的远洋航行返回到潭门镇港口的时候再次施测，施测问卷为《舰艇人员心理应激源
调查问卷》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主试均为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本科大学生。在回答问卷前，
所有被试均仔细阅读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工具
1.2.1 舰艇人员心理应激源调查问卷 (Mental Stressor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among the
Crew of Naval Ships)
该量表由海军医学研究所余浩编制[13]。用于评估舰艇人员的心理应激。该量表分为分为船舶环
境维度、家庭维度、工作关系维度和领导风格维度，本次测试选用其中的船舶环境维度和工作关系
维度，共 36 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 1~ 5分分别表示事件带来的心理影响的程度，1=从不、2=很少、
3=有时、4=经常、5=总是。
1.2.2 大 五 人 格问 卷 -神 经 质 分 量表 （ NEO-Five-Factor Inventory-Neuroticism Subscale，
NEO-FFI-N）
大五人格问卷是由 Costa 和 McCrae 在 1992 年编制的，由开放性、严谨性、外向性、宜人性和
神经质五个分量表构成[14]。本研究选用的是大五人格问卷的神经质分量表，共 12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1~ 5 分分别表示很不同意、基本不同意、无看法、基本同意、很同意，分数越高表示神经
质特质越明显，此量表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15]。
1.2.3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用于测量被试最近一周抑郁症状的程度，
共有 20 个条目，
该量表由 Radloff 于 1977 年编制[16]，
1~ 4 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该量表的信效度。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0.0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神经质人格特质、舰艇应激和抑郁症状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神经质人格特质、舰艇应激和抑郁症状的相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抑
郁症状与神经质人格特质呈显著的正相关(r=0.18,P<0. 01) ；抑郁症状与舰艇应激总分呈显著的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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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r=0.55,P<0.01) ；神经质人格特质与舰艇应激总分呈显著的正相关(r=0.19,P<0.01) ；神经质人格
特质与舰艇应激-工作关系呈显著的正相关(r=0.21,P<0.01) ；神经质人格特质与舰艇应激-船舶环境
呈显著的正相关(r=0.16,P<0.01) 。
表 1 神经质人格特质、舰艇应激与抑郁症状的相关分析
神经质人格特质

舰艇应激总分

舰艇应激-工作关系

舰艇应激-船舶环境

神经质人格特质

1. 00

舰艇应激总分

0.19**

1. 00

舰艇应激-工作关系

0.21**

0.96**

1. 00

舰艇应激-船舶环境

0.16**

0.97**

0.86**

1. 00

抑郁症状

0.18**

0.55**

0.56**

0.50**

注： **P<0.01

2.2 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舰艇应激-船舶环境的调节作用
舰艇应激-船舶环境

抑郁症状

神经症人格特质

图 1 舰艇应激-船舶环境的调节作用模型示意图

采用温忠麟等人关于调节效应的检验程序[17]，用分层回归进行调节效应验证舰艇应激-船舶环
境在神经质人格特质在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作用，并将出海前的抑郁症状得分作为控制变量。首
先对自变量（神经质人格特质）和调节变量（舰艇应激-船舶环境）做中心化处理，随后生成二者的
交互项。其次，以抑郁症状为因变量，将出海前的抑郁症状得分纳入第一层作为控制变量，然后将
中心化后的舰艇应激-船舶环境、神经质人格特质纳入回归方程第二层。接着，将前面两个变量以及
二者的交互项纳入到方程的第三层。结果显示，舰艇应激-船舶环境与神经质人格特质之间的交互作
用显著(β=0.122，p= 0.005)，这提示舰艇应激-船舶环境对于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关系的调节
作用显著（见表 2）
。
表 2 舰艇应激-船舶环境在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检验
B

β

t值

P值

ΔR2

ΔF

出海前抑郁症状得分

0.136

0.144

3.187

0.002

0.075

39.595***

舰艇应激-船舶环境

4.803

0.419

9.396

0.000

0.193

52.639***

神经质人格特质

0.094

0.098

2.187

0.029

神经质人格特质×舰

0.218

0.122

2.821

0.005

0.014

7.959**

艇应激-船舶环境
注： **P<0.01，***P<0.001

为进一步了解舰艇应激-船舶环境对不同水平神经质人格特质的个体的抑郁症状的影响，将舰艇
应激-船舶环境分为两组：即高舰艇应激-船舶环境组（M+1SD）和低舰艇应激-船舶环境组（M-1SD）
。
本研究采用了简单斜率检验加以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在高舰艇应激-船舶环境组中，神经质人格
特质影响抑郁症状的回归系数具有统计学意义（β=0.297,P<0.05），而在低舰艇应激-船舶环境组中无
统计学意义（β=0.121,P=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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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舰艇应激-船舶环境
低舰艇应激-船舶环境

抑郁症状

35

30

25
1

2

低神经质人格特质

高神经质人格特质

图 2 舰艇应激-船舶环境在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作用

2.3 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舰艇应激-工作关系的中介作用
舰艇应激-工作关系
b

a
神经症人格特质

抑郁症状

c/c’

图 3 舰艇应激-工作关系在神经质人格特质和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模型示意图

如图 3 所示，构建中介效应的路径图。采用温忠麟、侯杰泰、张雷等学者提出的中介作用的检
、
验方法[17 18]，分别对各个路径进行回归分析，并将出海前的抑郁症状得分作为控制变量。结果如表
3 所示：以神经质人格特质为自变量，以返航时的抑郁症状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神经质人格特质对抑郁症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154,P<0. 05) 。以神经质人格特质为自变量，
以舰艇应激-工作关系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神经质人格特质对舰艇应激-工作关系
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207,P<0.001) 。以舰艇应激-工作关系为自变量，以抑郁症状为因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舰艇应激-工作关系总分对抑郁症状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506,P<0.001) 。
再以舰艇应激-工作关系和神经质人格特质为自变量，以抑郁症状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
明，增加舰艇应激-工作关系之后，神经质人格特质对抑郁症状的回归系数降为 β=0.049,P>0. 05。以
上分析结果说明，舰艇应激-工作关系起完全中介作用。
表 3 舰艇应激-工作关系在神经质人格特质和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
步骤

自变量

因变量

β

t值

R2

F

第一步

神经质人格特质

抑郁症状

0.154

2.974**

0.068

13.868***

第二步

神经质人格特质

舰艇应激-工作关系

0.207

4.003***

0.072

14.693***

第三步

神经质人格特质

抑郁症状

0.049

1.078

0.306

55.416***

0.506

11.363***

舰艇应激-工作关系

注： **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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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相关分析结果发现远洋渔民神经质人格特质与舰艇应激和抑郁症状均显著相关，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神经质人格特质对抑郁症状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19-22]，如
凌宇对青少年群体的一年追踪研究结果提示，随着应激事件水平的升高，高神经质水平青少年的抑
郁症状比低神经质水平青少年增长的更快。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远洋渔民中，同样表现出神经症人
格特质水平能够预测抑郁症状的变化。
本研究结果发现，在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中，舰艇应激-船舶环境的调节作用显著。
该结果表明，神经质人格特质与船舶环境应激的交互作用可导致抑郁症状水平更高。远洋航行的过
程当中，船舶环境本身包含着噪声大、颠簸、舱内高温高湿等高风险因素，是一种容易导致应激产
生的环境，而有高水平神经质人格特质的渔民处于这种环境时会表现出更高的抑郁水平。已有追踪
研究的结果显示在远洋航行过程中，这种特殊的工作环境可能是远洋航行人员发生抑郁问题的应激
、
源[23 24]。遭遇应激是抑郁症状的一个易感因素，这些遭遇更高水平船舶应激的远洋渔民，往往也同
时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抑郁程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中，舰艇应激-工作关系存在完全中介作
用，即神经质人格特质是通过影响舰艇应激-工作关系来影响抑郁症状的。和神经质人格水平较低的
渔民相比，神经质人格水平较高的渔民情绪更不稳定，在远洋捕捞过程中也更容易受到来自诸如同
事关系紧张、怕难以胜任工作等工作关系方面的应激，而工作关系压力越大，也会促使抑郁症状更
加严重[25]。这提示神经质人格在远洋渔民的心理病理发展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本研究的结果
与 Hutchinson 对大学新生的追踪研究结果一致[26]，该研究还进一步发现高水平神经质人格特质的个
体更倾向于把普通的中性事件归结为应激事件，进而导致个体抑郁的发生。本研究结果与 Hutchinson
的研究结果一致提示，高水平神经质人格特征的个体可能有更多的消极认知特征，在遭遇应激事件
后，与低水平神经质人格特征的个体相比，他们会产生更多的负性情绪，甚至导致抑郁的发生。这
也反映了人格会通过生活中的应激来作用于抑郁症状。
总之，本研究分开探讨了舰艇应激中的船舶环境维度和工作关系维度分别在神经质人格特质与抑郁
症状关系中的作用，更加细致地分析了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再次证实了抑郁的素质-应激模型和
应激生成模型。研究结果提示远洋渔民神经质人格特质会促进抑郁症状，且舰艇应激-船舶环境在其
中起调节作用，舰艇应激-工作关系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
远洋渔民的船舶应激的评估仅仅采用自评式问卷方式，未来研究可以结合结构式访谈等更严谨的方
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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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医学院学生手机成瘾与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
梁丽娟
（海南省海口市海南医学院临床学院心理系， 571101，E-mail:lianglijuan_2005@163.com，电话：13617542069）
【摘要】目的 了解海南省某医学院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以及手机成瘾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为医学生合理使用
手机和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整群选取海南医学院1158名大学生，采用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应对
方式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海南医学院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手机成瘾，并且不同年级、不同生源地大学生手机
成瘾存在显著性差异（P值<0.05）
；手机成瘾总分、部分因子与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相关（P<0.01）
；中度和重
度手机成瘾大学生更倾向于采用消极应对方式，自责、幻想和退避影响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结论 根据实际情况的
差异对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干预，同时应对方式是影响大学生手机成瘾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手机成瘾;应对方式;大学生

Research of Coping Style among Mobile Phone Addiction College Students of
A medical college in Haikou
Liang Lijuan,Jiang Hongjuan,Zhu

Huanqing

（Psychology Department,Hainan medical college ,Haikou(5711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coping style,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rational use of mobile phone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cluster sampling 1158 students from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using th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 coping style scal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students of Hainan Medical
University has a certain degree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mobile phone addiction
between different grades, different source(P <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score、
partial factors and immature coping style（P<0.01）; moderate and sever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end to
use more negative coping style, Self-blame, fantasy and withdrawal are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s of mobile phone
addiction. Conclusion Intervention

mobile phone addictio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n

coping style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influence mobile phone addic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 mobile phone addiction;College Students;Coping Style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研究报告 1 指出截止 2012 年 12 月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为 4.2 亿，较上
年底增加约 6440 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由上年的 69.3%提升至 74.5%。在这庞大的
手机用广中，18-35 岁的青少年用户达到 90%以上，大学生已经成为我国手机用户的主体。手机成
瘾现象在大学校园越来越普遍，对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心理健康等都带来了诸多的不良影响 2-5。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但是智能手机的病理学使用也
导致了一个新的问题。医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大学生群体，其学业压力比较大，智能手机在校园里
的普及给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智能手机给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都带来了
诸多的便利和好处，但另外一方面智能手机同时也影响着医学生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在学习、心理
和行为方面带来不少负面影响。相关研究表明智能手机成瘾与生活满意度和大学生生活压力的关系，
恋爱压力和学业压力对智能手机成瘾有正性的影响。当然手机成瘾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也有很大的
影响，成瘾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非成瘾者 14。同时手机成瘾与大学生的学习的关系：自我调
节学习，学习流程。大学生的手机成瘾分数越高，自我调节的学习能力越差，而且学习的时候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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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畅性也必比较差，进一步的方然发现学生的成瘾分数比较高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应对方式可能
在其中起到重要中介作用，研究者通过使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探究了应对方式在手机成瘾和人格之
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消极应对方式在手机成瘾倾向和情绪性、精神质之间起中介作用 16。但是
由于简易应对方式相对比较简单，因此探究应对方式与手机成瘾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医学生作为特殊群体，其学习压力比较大，近期研究也表明海南省大学生的手机成瘾率比较高，
而且医学生的手机成瘾率高于非医学生。本研究通过对海南医学院 1158 名大学生进行测试，了解
其手机成瘾的总体情况，同时分析手机成瘾与应对方式的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大学生手机成瘾现象，
更好的为手机成瘾实施干预提供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样选取海南医学院在读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 1200 份，回收问卷 1182
份，有效问卷为 1139 份，有效回收率为 94.92%。其中一年级大学生 382，占 33.54%，二年级大学
生 416 名，占 36.52%，三年级大学生 341 名，占 29.94%。男生 512 名，占 45.74%，女生 618 名，
占 54.26%；来源于农村的占 53.74%，来源于城市的占 46.25%。
1.2 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主试由心理专业老师或通过培训的心理专业本科生承担，当场发
放问卷，当场收回。研究工具：（1）自编个人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级、专业、生源地、是否
独生子女等。
（2）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量表。该问卷由熊婕等 8 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获得 16 个项目，
包括戒断症状、突显行为、社交抚慰和心境改变四个因子。总量表克伦巴赫系数为 0.83，总量表的
重测信度为 0.91，四个因子的重测信度在 0.75~0.85 之间。
（3）应对方式量表由肖计划编制 9，该问
卷包括 62 个题目，分别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 6 个维度。每个题目有“是”
、
“否”两个答案。六个应付因子重测信度分别在 0.62~0.72 之间。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大学生手机成瘾现状
海南医学院大学生存在一定的手机成瘾现象，将手机成瘾现象进行性别、年级、生源地等方面
的差异比较，结果发现来自农村的学生手机成瘾社会抚慰因子得分显著高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低年级的大学生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手机成瘾、戒断症状和心境改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见表 1）
表 1 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手机成瘾得分比较
人口统计学

人数

戒断症状

突显行为

社交抚慰

心境改变

手机成瘾总分

农村

612

17.1±3.9

9.3±2.8

7.6±2.3

6.8±1.9

40.9±8.1

城市

527

17.3±4.5

8.9±2.3

6.8±2.4

6.7±2.2

39.7±9.9

χ2

0.258

1.032

2.894

0.43

1.081

P

.805

.304

.004**

.674

.290

指标
生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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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

大1

382

18.4±4.4

9.4±2.9

7.6±2.4

7.1±2.0

42.6±7.2

大2

416

16.1±9.1

8.8±2.9

7.0±2.3

6.3±2.1

38.3±6.9

大3

341

17.1±8.1

9.0±2.8

7.0±2.4

7.0±2.0

40.2±7.8

χ2

5.9

1.1

1.6

3.7

4.8

P

.00**

.32

.21

.03*

.00**

2.2 大学生手机成瘾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大学生手机成瘾总分与求助、退避和幻想的应对方式有一定的相关。戒断症状与解决问题和求
助两种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相关（P<0.01）；戒断症状与解决问题和求助两者积极应对方式有显著相
关（P<0.01）
；突显行为与合理化和自责两者应对方式相关（P<0.05）;社交抚慰与合理化、退避和幻
想、自责等不成熟的应对方式相关。
（见表 2）
表 2 手机成瘾与应对方式的关系
解决问题

合理化

求助

自责

退避

幻想

成瘾总分

.087

-.026

.165*

.098

.277**

.156*

戒断症状

.254**

-.075

.292**

-.035

.190*

.016

突显行为

.160*

-.375**

.061

.187*

.015

.094

社交抚慰

-.124

.256**

.047

.179*

.537**

.414**

心境改变

-.136

.078

.188*

-.039

.084

.031

2.3 不同成瘾症状大学生应对方式的差异
根据熊婕和本研究的手机成瘾得分状况把手机成瘾分为重度成瘾组（51 分以上）、中度成瘾
（32~50）和轻度成瘾组（31 分以下）
，对不同成瘾水平的大学生的应对方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
明成瘾水平高的大学生更多的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大学生成瘾症状越严重越有采用自责、幻想和
退避作为应对方式的倾向性。
（见表 3）
表 3 不同成瘾水平大学生的应对方式比较
解决问题

合理化

自责

求助

幻想

退避

轻度成瘾

077±.04

.40±.15

.08±.09

.53±.23

.23±.05

.18±.11

中度成瘾

.79±.19

.36±.20

.30±.21

.58±.27

.41±.20

.55±.29

重度成瘾

.79±.16

.78±.08

.23±.17

.55±.26

.43±.22

.47±.13

F

.09

.19

6.5

.24

5.45

11.46

.92

.83

.00**

.79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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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海南医学院大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手机成瘾倾向，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手机成瘾
社交抚慰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即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由于缺乏社交技能或人际交
往问题导致手机成瘾，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6-7。由于个性心理特征、家庭教育环境、社会适应能力、
城乡文化差异等原因，导致农村大学生存在着人际交往方面的困惑和不足。大 1 新生由于对大学学
习和生活还处于适应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手机成瘾症状，大学生教学管理及心理健康教育中需要对
此问题引起重视。
应对方式是个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稳定的行为倾向性。良好的应付方式有助于缓解心
理紧张，帮助个体最终成功地解决问题，从而起到心理平衡，保护精神健康的作用。“解决问题”表
示成熟的应付方式。““退避”“幻想”表示不成熟的应付方式，不同类型的应付方式可以反映人的心理
发展成熟的程度。本研究发现中度和重度手机成瘾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应用自责、幻想、退避的消极
应对方式。正是由于大学生应对方式的不成熟才导致大学生容易手机成瘾，应对方式是大学生手机
成瘾的主要预测变量。
由于手机成瘾的研究最近几年才兴起，因此对于手机成瘾的心理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很
多研究表明手机成瘾的影响因素很多。Yang4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手机成瘾状况对大学生的手机使用焦
虑状况有直接影响。胡燕红 2 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对手机短信不同的依赖程度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有显著的差异，依赖性越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刘红 10 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孤独感是影响手机成
瘾的重要因素，大学生手机成瘾的干预也可以从降低孤独感入手。黄靖茵 11 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气
质类型的大学生对于手机依赖程度差异显著，即手机依赖程度与使用者的气质类型相关。乔歆新等
12
使用大五人格问卷把人格分为高责任心、外倾性、情绪稳定和宜人性的健康人格和低责任心、内
倾性、神经质和低宜人性的问题人格。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健康人格的用户主要受娱乐休闲动机的驱
动；而问题人格用户主要受人际沟通动机的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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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对癌症的影响：心理免疫学的研究进展
梁丽娟 苏朝霞
（海南医学院心理系；海南医学院心理科）
【摘要】 癌症是情绪是一个生理、心理、社会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过程。一方面情绪作为癌症疾病诱
因，另一方面情绪又是癌症疾病进程中的重要结果。不同效价的情绪和情绪调节方式对癌症的发病和治疗有重要影
响。本文探讨影响癌症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的情绪相关的生理心理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为进一步改善癌症
患者负面情绪，利于癌症治疗和预后提供一定的依据。结果显示抑郁、焦虑、无望感等负性情绪以及情绪抑制对癌
症的进程比较不利，而乐观的正性情绪以及情绪表达有利于癌症的治疗，同时心理免疫学方面的很多研究也显示NK
细胞、T细胞亚群以及干扰素等免疫功能指标在情绪与癌症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同时也是情绪与癌症的
重要生理标记物。
【关键词】情绪；情绪调节；癌症；免疫；

癌症是一种与心理社会因素关系密切，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身心疾病，其发病率也越来越高。
在癌症的诊断、治疗、预后等阶段对于患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应激事件，这种应激会导致诸多不
良的情绪反应，尤其是不良情绪状态和情绪调节方式，如抑郁、人格、情绪表达、无望感等在癌症
的发病和治疗过程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导致癌症复发、转移以及高死亡率的最大风险因子[1]。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建立，癌症与情绪的相关问题越来越引起了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癌症相关的负面情绪和不良情绪调节的心理机制，以及情绪如何通过免疫调节功能影响癌症的发病、
进程以及死亡率。近期的癌症的干预研究也表明冥想训练、自体训练、音乐治疗、综合干预等心理
干预[2-5]对于改善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抑郁和焦虑症状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影响，甚至在改善免疫功
能都有显著的效果。

1

情绪对癌症的影响

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表明癌症患者都存在比较强烈的负性情绪障碍，如临床或亚临床抑郁和焦
虑症状，这些负性情绪障碍对于癌症的治疗和康复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6,7]。当然癌症的不同时期负
性情绪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近期研究表明癌症患者在刚被确诊的时候抑郁和焦虑等负性情绪得分最
高，诊断后不同时间点进行多次跟踪测量都结果表负性情绪得分有明显的下降[8,9]；化疗期癌症患者
比放疗期癌症患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更明显[10]，尤其第三次化疗后病人的抑郁和焦虑状况更加严重，
随后又逐渐下降[11]；正在进行的治疗组与已完成治疗的癌症患者比较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焦虑、抑郁
以及较低的生活质量水平[12]
。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对生活质量总分及各因素,包括生理功能、生活/家庭功能、情感功能等
都有显著不利影响[13]。通过对有抑郁症状和无抑郁症状的被试进行为期五年的追踪研究结果表明与
无抑郁组相比抑郁组的被试患癌症的概率更高，即抑郁是与癌症的发生有显著相关的危险因子[14]。
无望感也是癌症患者常见的负性情绪障碍，无望感影响癌症的治疗和预后，甚至有研究表明表
明无望感可以独立预测死亡率，无望感加速死亡的进程[15]。健康被试与癌症患者的无望感分数差异
显著，癌症病人的无望感分数更高[16]。同时癌症患者的无望感也具有一定的特点，不同的分期、不
同性别、不同癌种存在一定的差异。对早期、中期和晚期的成人癌症患者的希望平均比较，癌症的
不同进程存在一定差异，早期无望感最低，而晚期最高；而且女性较女性无望感更明显[17]。
不良的情绪调节方式也是情绪影响癌症的重要方面，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癌症患者的
情绪调节方式，尤其是情绪抑制可能导致更多的情绪障碍问题，对乳腺癌患者的情绪调节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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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表明与情绪表达相比，情绪抑制的乳腺癌患者在诊断前后表现出更多的情绪障碍[18]，同时
情绪抑制的情绪调节方式也是癌症的危险因子，可能激活交感神经从而增加癌症的非稳定性[19]。同
时情绪抑制也会导致更多的生理问题，包括癌症并发症，如：肿胀、发烧、心悸、口腔溃疡、皮肤
的变化、疼痛、阴道炎和膀胱等问题，免疫功能相关的症状和心血管唤醒（如：心悸等）等[20,21]。
甚至对复发乳腺癌患者的情绪抑制和死亡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情绪抑制与死亡率也相关，低情
绪抑制可以预测低死亡率，而高情绪抑制却可以预测较高的死亡率[22]。反之最近的相关研究也支持
良好的情绪调节方式，如情绪表达可以提高了乳腺癌患者催产素水平，而催产素可能是乳腺癌发展
的保护因子，可以减慢癌症的发病进程[23]。同时很多干预癌症患者的心理干预治疗大都基于情绪表
达为主，鼓励患者表达自己的负性情绪，结果都表明情绪表达治疗有利于减少癌症病人的负面情绪，
提高生活质量[24,25]。

2

情绪对癌症影响:免疫指标的中介作用

免疫调节在情绪与癌症的相互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尤其神经心理免疫学的兴起，情绪等
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病和进程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情绪因素如何通
过免疫系统影响癌症的发病、进程以及死亡率，通过这些研究探究情绪与癌症相关的生理标记物。
Burnt 基于许多临床和实验证据提出了免疫监视（immune surveillance）理论，认为机体在与环境的
作斗争的过程中，其细胞会不时出现突变，一部分细胞甚至发生癌变形成肿瘤细胞，而免疫监视的
作用就是在于识别和破坏哪些在临床上不能识别的原位肿瘤，但当这些肿瘤生长超过了机体的免疫
监控机能的控制时，肿瘤细胞就在体内继续生长并形成肿瘤[26]。免疫监控理论从免疫学的角度提出
机体如何防止肿瘤发生。因此，癌症的发病和治疗都与免疫功能抑制/失调有关，不良的情绪和情绪
调节方式对这种免疫抑制/失调有重要作用。近期的研究也支持癌症患者的抑郁症状与免疫抑制有显
著的相关，即报告更多抑郁症状的患者表现出更多的免疫抑制问题[27]。
自然杀死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NK)是机体重要的免疫细胞，与抗肿瘤、 抗病毒感染和免疫调
节有关，因此很多相关研究也以 NK 细胞作为情绪与癌症的重要中介免疫功能指标。以前列腺癌病
人为对象的研究结果表明乐观心态与自然杀死细胞的活性有比较高的显著的正相关，同时也表现出
更少的抑郁症状和愤怒抑制[28]。进一步探讨愤怒的抑制与自然杀死细胞的关系存在显著负相关，即
愤怒抑制越少自然杀死细胞的活性越高[2]。很多研究者通过对心理干预前后的心理和免疫指标进行
比较探究心理因素如何通过免疫调节影响癌症的治疗。通过正念减压、情绪表达等心理干预验证心
理因素的改变对 NK 细胞的活性有显著的提高，而心理干预组的自然杀死细胞的活性逐渐增加，甚
至实验组在干预完成后一个月自然杀死细胞的活性超过了正常健康的被试，而对照组的被试 NK 细
胞活性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还有明显下降的趋势[29-30]。甚至在有的研究表明心理干预的效果免疫
功能指标比心理测量指标更加灵敏，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抑郁和焦虑的心理测量结果中没有显著差异，
但是 NK 细胞活性的差异在干预组和对照组却达到了显著性差异[31]。
干扰素具有抑制肿瘤病毒的复制，或者增强自然杀伤细胞（NK 细胞）
、巨噬细胞和 T 淋巴细胞
的活力起到免疫调节作用。乳腺癌患者与健康组相比 γ 干扰素水平受到了非常明显的抑制，但正念
减压的心理干预后实验组的 γ 干扰素有明显的变化[3]。相关的研究也表明通过心理干预，如自主训
练后干预组的 γ 干扰素水平有明显的增加，并且情绪障碍的改善与 γ 干扰素水平的增加一致[31]。
白细胞介素与炎症反应、免疫调节和造血功能有关，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活性，在很多的人类的
疾病的发病机制中都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恶性肿瘤。对比积极情绪
低分组，积极情绪高分组在放化疗过程中 IL-1 β 和 IL-6 水平更高，即积极情绪可以抑制放化疗治疗
的急性炎症反应，可能有利于促进组织的修复过程[32]。与健康被试比较，正念减压心理干预组的乳
腺癌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产生了更少的 IL-4、IL-6，而且在干预后的三个时间点进行延迟效应的测
量也表明这种差异达到了显著性水平，甚至在干预后一个月心理干预组的乳腺癌患者的 IL-4、I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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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10 水平已经接近健康被试的水平[2]。
同时以 T 细胞亚群，如 CD4+/CD8+等作为心理干预效果的免疫指标也表明通过冥想训练等降
低癌症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水平，进入冥想状态的实验组被试与没有进入冥想状态的实验组被试比较
虽然在抑郁和焦虑的心理测量结果中没有显著差异，但是 DC4/CD8 都达到了显著性差异[33]。

3

总结和展望

对于免疫系统可以防止新的肿瘤细胞的形成和肿瘤的恶化的免疫存活理论（Immunosurveillance
Theory）应用到心理因素对癌症的防御过程中，其临床意义也受到一些质疑，一方面，免疫抑制的
实验室测量与疾病的临床状况还是存在很多的差异。另一方面，很多的其他身体机制同时也在发挥
作用。如虽然器官移植的病人接受了免疫抑制治疗，但是这些病人换癌症的概率也是相对比较低的
（4~11%）
。一种解释认为可能是因为肿瘤的发生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发生。但另一种解释认为
器官移植的病人经常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存在，因此他们可能在肿瘤还免疫被发现的时
候却已经因为其他疾病而死亡。尽管有这样的一些解释，但是免疫存活理论在癌症中的应用仍然具
有不确定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原因：病毒免疫反应比抗癌免疫反应的作用更大；肿瘤细胞通过避
开或颠覆免疫机制等来使得自己存活下来；肿瘤细胞的特殊细胞免疫反应失败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
原因，如：肿瘤细胞具有快速变异的能力；肿瘤的发展过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性[26]。
由于癌症的发病机制比较复杂，情绪与癌症的关系除了上述的负性情绪和消极情绪调节方式对
癌症的影响外，其他相关因素也在情绪和癌症的关系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年龄特征、性别特征以
及受教育水平等都是影响情绪障碍的重要人口统计学因素，年轻、教育水平低的女性表现出更多的
情绪障碍[34-35]。癌症患者的这些病理性人格特征得分显著高于健康被试，并且得到了显著性水平，
即表明病理性的人格特征可能与癌症的发生和进程都有重要的作用[26]。甚至相关研究结果还认为癌
症患者的人格特征还会影响 NK 细胞的活性，稳定外向的性格的癌症患者 NK 细胞活性更高，而不
稳定内向的性格的癌症患者的 NK 细胞活性明显更低[36]。疾病特征，如癌症的种类和分期都会对情
绪障碍有重要作用。不同癌种也是影响情绪障碍的重要因素，与乳腺癌等治愈率相对较高的癌种比
较，肺癌、子宫癌等治愈率很低的癌种患者抑郁水平非常高[37]。
综上所述，情绪和情绪调节对癌症的发病和治疗都有一定的影响，免疫调节机制发挥着重要的
调节作用，但由于大部分研究都存在被试流失率比较高，免疫指标不够明确，因此从研究阶段转向
临床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路程，对于情绪与癌症的心理免疫机制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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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及军队
视角下的心理干预
徐晓芳
河南省洛阳市伊滨区洛阳师范学院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咨询中心
【摘要】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StressDisorder,简称PTSD）是由战争、地震、空难、恐怖袭击、车祸等
危机生命重大灾难事件导致的创伤性心理应激反应，由于灾难的突发性、不可预知性、对生命的威胁性导致人们出
现一系列生理、心理异常反应，诸如：回避、恐惧、眩晕、头疼、噩梦、闪回、高度的警觉等症状。而由于军人工
作性质和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遂行重大任务以及各种重大灾难现场的一线救援人员，可能
要面临严峻的危险，惨烈的战斗场景、战友的伤亡，血淋淋的救灾现场，因而使得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成为军
队中较常见的心理疾患，同时给执行灾难救援的广大官兵带来的体验极端痛苦，有着严重的临床后果。本文旨在论
述在军队视角下，在执行重大任务的一线环境下，探索出一套专门针对广大官兵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进行
及时、有效、快速心理干预的技术及操作流程。
【关键词】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一线官兵；心理干预；技术流程

1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概述

1.1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历史发展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这种心理疾患最早始于战争。最早源于对参加越战
的美国老兵的研究，发现很多老兵即使在退伍之后仍然被战争的梦魇所侵袭，那些灾难性的画面像
幽灵一样挥之不去，伴随人际关系的破裂，严重的暴力倾向，甚至自杀倾向。研究发现，参加战争
的幸存者74%的人患上当时被成为战后综合症或者叫炮壳震惊的心理疾患。由于军人工作性质和工
作环境的特殊性，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各种重大灾难现场的一线救援人员，不但处于抢险救灾
第一线，而且经常参与处突、反恐等各类应激事件，使得军人成为PTSD的高危人群。后来发现在
其他重大灾难性事件中也存在着这种心理疾患，最终被命名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心理干预方面的研究在部分发达国家诸如德国、美国、英国等已然取到了相
对的成效，有着较完善的系统。创伤后应激障碍在我国近些年受到重视。1994年12月新疆克拉玛依
特大火灾后开始探索创伤后应激障碍；在经历03年SARS后，由于SARS患者出现了一系列的创伤后
应激障碍的症状，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而在08年的汶川地震和青海的玉树地震后，
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心理干预的经验丰富了，干预技术和干预策略有了较大的发展。接着，在经历
“301”昆明恐怖袭击事件、马航MH370失联事件以及云南鲁甸地震后，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及
其心理干预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研究体系。
1.2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概念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我们简称PTSD）是指突发性、威胁性或灾难性生
活事件导致个体即时或者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存在的心理障碍，也叫创伤性神经症。简而言之：
PTSD是一种创伤后心理失平衡状态，是指人们在经历了重大灾难后出现的一系列心理改变。这种
改变，一定是由一种很不寻常的痛苦经历引发的，它往往发生在一些威胁生命的事件之后，比如战
争、地震、恐怖袭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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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典型症状表现
1.3.1 反复体验创伤经历（闪回）
反复体验创伤经历，也叫闪回，英文单词叫Flash Back，这是PTSD最核心的症状。一些令人痛
苦的创伤性画面和记忆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中反复上演，患者以极端痛苦的方式进行着这种重复体
验，患者仿佛又完全置身于灾难发生的场景中，重新表现出当时发生的各种情感，患者经常处于惊
恐和痛苦中不可自拔。让人无法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不能将灾难体验成过去发生的事情。这
些创伤性记忆还会不断的侵入换患者的梦境中，或者在相似画面的诱因下重新唤起这些体验，甚至
生活中的很多正常的场景可能成为诱发创伤记忆的“扳机点”，唤醒对创伤事件的回忆和体验，从而
造成强烈的情绪和生理反应。研究表明，很多参加越战的退伍老兵，即使退伍多年之后，在看到战
场画面或者仅仅相似的灾难性画面下，就会觉得自己又回到战场当中，极端痛苦，甚至产生各种生
理反应，持续的噩梦，甚至伴随着自杀倾向。近些年的研究资料表明，很多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美
国幸存官兵，在战争之后，回到家里，只要听到打雷、看到闪电，就会唤起对战争创伤场面的记
忆，打雷下雨这种生活中的场景，也会成为一个扳机点，诱发患者在战场的记忆，仿佛一下子就回
到了战场，反复体验，反复闯入脑海。在08年汶川地震后，有资料表明，在曾经1976年唐山大地震
中幸存的人在08年目睹了汶川地震的很多图片，以及报道后，唤起了曾经的创伤性回忆，不停的在
脑海中闪现30多年的画面。正如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幸存的小女孩方登，一直压抑着当时的创伤
体验，直到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再次看到那些孩子被地震掩埋的图片了，重新唤起了当时的痛苦
体验，这正是在扳机点诱发下的闪回症状。
1.3.2 保护性反应（回避）
回避的症状，个体在遭受重大灾难之后，为了不让自己的心理严重失衡，将自己所经历的创伤
性画面和痛苦体验压抑到人的潜意识，这样可以暂时的起到保护个体的作用，这是人的一种心理防
御机制。这样一来，意识上达到了遗忘的目标，就像脑海中植入了一个橡皮擦。很多从灾难中幸存
的人忘记了自己经历过灾难，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此外，还有一些人尽管没有忘记灾难事件，
甚至对灾难情境记得一清二楚，但是却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没有任何痛苦表现的、去谈论发生在自
己的灾难，似乎这事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同样是回避，只是“忘记”了自己当时的感受，回避了
情感。因而，可以看到回避的内容不仅包括当时的场景，记忆，还包括当时的感受，情感，甚至这
个话题本身。
1.3.3 情感麻木
情感麻木也叫情感麻痹。简单的说就是经历灾难创伤之后，变得对周围环境中的人或者事异常
淡漠，几乎没有反应。关于情感麻木，一位参加越南战争的美国老兵说过这样的话：患PTSD的
人，会经历一场情感的破产，身在一个情感的沙漠。在情感麻木的背景下，对之前觉得很有意义很
感兴趣的事情，也变得索然无味，与人疏远，不像往常一样可以亲近，也不能跟人进行情感交流和
沟通，仿佛整个人没有了灵魂，没有了人情味儿，成为一个情感淡漠的木头人。
1.3.4 高度的生理唤醒
高度的生理唤醒，也叫警觉性增高（情绪的易激惹），指的是身体上和心理上时刻应处于备战
状态，或者警报状态。也就是患者个体变的非常敏感，微弱的刺激就能引起巨大的反应。正如参加
伊拉克美国士兵，战争结束之后，日常生活中的闪电、打雷变成了一种环境刺激，唤起了他的创伤
反应，这就是典型的警觉性增高。无论在理智是如何的相信灾难已经过去了，不会重来了，心理上
的现实还觉得地震还在继续，不断的处于高度生理唤醒，时刻让身体准备着应战。不仅如此，在各
种灾难一线进行救援的广大官兵，结束救援任务，回到驻地之后，他们经常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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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好不容易睡着，也很容易被一点点响动所惊醒。经历昆明3.01事件的幸存者，很多人失眠，噩
梦，不能入睡，甚至只要一听到骚乱声就会高度的警觉。

2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形成机制

2.1 PTSD 的应激源
PTSD的发生是在某种突发的、威胁的、灾难性的事件中产生的，其应激源可以总结为这样的
几类事件：
首先，战争灾难，也是PTSD患病率较高的应激源，很多军人在退伍之后仍然被PTSD的症状所
折磨。
其次，自然灾难，诸如：08年的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2014年的云南鲁甸地震等等；尤其
是08年的汶川大地震后，研究表明，近6成的幸存者和救援者患有不同程度的PTSD。
再者，恐怖袭击事件，诸如美国的9.11恐怖袭击，2014年的昆明“301”恐怖袭击等；
另外，交通事故，诸如2011年的温州动车追尾事件，MH370马航失联客机事件给家属造成的严
重心理创伤。以及亲人的离丧、性侵犯、虐待都可能引发PTSD。
2.2 PTSD 的易感人群
易感人群指的是：灾难后最容易患出现PTSD症状，需要心理救援和心理干预的对象，根据灾
难对人们心理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的不同，将PTSD的易感人群归纳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人群：灾难的幸存者：直接卷入灾难或者接触创伤事件的人群（受害者），诸如战争的
幸存者；在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幸存者，昆明“30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幸存者；都属于直接接触灾
难的人，有着直接的创伤刺激。
第二类人群：间接卷入灾难的人群：诸如受难者的家属、朋友、同事以及目击者。诸如在马航
MH370空难中，很多罹难者的家属一度陷入痛苦中，亲人的骤然离世，使得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
创伤和巨大的压力，很多遇难者的家属、朋友。因而这类人群也是PTSD的易感人群。
第三类人群：现场的救援人员以及新闻媒体报道人员和志愿服务人员，诸如灾难救灾现场的人
民解放军、消防人员、警察、记者、志愿者等，他们虽然不是直接的受难者，但是也或多或少的卷
入灾难，因而也是不可忽视人群。尤其是奋战在一线救援的广大救援官兵，他们不仅目睹各种灾难
性场景，更要在这种环境下执行搜救任务，因为也是PTSD的重要易感人群。

3

军队视角下PTSD的心理干预模式

PTSD最早源于战争创伤。军人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各种灾难现场的一线救援人员，军人
所承担的特殊任务，以及特殊的工作环境，使得PTSD成为军队中较常见的心理疾患。另外，PTSD
给广大官兵带来的体验极端痛苦，有着严重的临床后果。研究表明，很多参加越战的美国老兵，退
伍之后，不堪忍受PTSD带来的痛苦，走向自杀的边缘。PTSD患者经常被遭遇的悲惨画面所纠缠，
创伤经历就像幽灵般的挥之不去，就像很多很前线回来的PTSD患者所说的那样：“我活下来了，但
我去不会生活了，虽然战争结束了，但心灵的战争仍在继续！”所以，在军队视角下，针对一线官
兵PTSD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有重要意义。
3.1 军队视角下 PTSD 心理干预的特殊性
3.1.1 心理干预目的的特殊性
针对一线广大官兵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作战或者执行非作战性重大任务时，进行心理干预跟对普
通PTSD患者的心理干预的目的是有重要区别的：
首先，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执行重大任务，给战士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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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为了快速恢复战斗力。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处理掉战士这种负性症状，这对快速恢复战斗
力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是预防未来PTSD的爆发和潜伏。当然，心理干预最直观的目标就是及时
帮助急性的ASD患者。
3.1.2 心理干预原则的特殊性
与普通PTSD患者心理干预不同，在一线或者军队这样的特殊工作环境下，必然要求心理干预
的原则是快速的，有效的，是可操作的。
3.2 军队视角下 PTSD 心理干预的技术流程
针对一线环境下，广大官兵PTSD患者的心理干预，势必跟传统的心理医院或者心理诊室PTSD
患者心理干预的技术和方法也是有所区别的。大量的实践表明，探索出一套专门针对一线战士
PTSD患者的特殊心理干预技术和模型。
3.2.1 心理干预的核心技术原理
由于一线PTSD患者总是以创伤画面的闪回和高度的警觉为主要症状表现，因而核心工作目标
就是--处理引发创伤症状和痛苦体验的强烈刺激画面，工作原理就是将压抑潜意识层面负性画面和
情绪输出，并将温暖画面植入，最终用温暖画面替代创伤画面。
3.2.2 心理干预的技术流程
其中，以参加云南鲁甸大型地震救援的广大官兵心理干预为例，探索PTSD初步心理干预的技
术操作流程。在地震现场那样高封闭的环境，抗震救灾的现场就是军人的战场，也是对PTSD患者
进行心理干预的现场。
此时要进行干预的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军人，军人是较特殊的群体，是硬汉、勇敢，是很坚
硬不屈的形象代表，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很难说出自己的害怕、恐惧啊、心理症状的，让他们谈出
内心的害怕，痛苦，不舒服是很困难的。那么面对军人这个特殊的职业群体进行心理干预，首先要
做的就是破冰和共情。
第一步：破冰和共情；
破冰，简单地说，破冰打开心理防御之门，就是让有症状表现的战士从内心接纳自己的害怕、
恐惧、症状。让他们明白，任何正常人面对这样的灾难都会有反应的。从技术层面来看，需要做的
是，赞扬广大官兵这种英勇、顽强、刚强、勇敢的精神，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奉献精
神。但是，无论是什么英雄，无论多么勇敢，无论多么肩负多少历史使命，首先你是一个鲜活的自
然人，任何一个鲜活的自然人在面临这样悲惨场面的时候，必然都会有心理反应的，这是一种人性
的自然反应，这和你的心理素质和顽强的革命斗志没有任何的关系，如果你真的没有心理反应，反
而让大家担心。让战士觉得我有这样的反应时正常的。虽然我是英雄，但是我也是一个正常人，所
以我也可以有害怕有反应的，自然也能接受自己成为PTSD症状。这样的破冰非常关键。
所谓共情就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感觉里理解他最痛苦的地方在哪里，清楚的了解是什么最
困扰他。换句话，也就是说心理干预一定要直奔战士最需要，最痛苦，最扰动救援战士情绪的地
方。这才是我们需要的技术共情。
技术层面的操作是，作为心理干预人员，要告诉广大救援官兵：“我现在知道你们一闭眼睛，
那些特别不好血淋淋的、悲惨的场景就是侵入你们的脑海中，像放电影反复，这些刺激性的画面影
响你们的睡眠，食欲，带给你们极端痛苦的体验。只要给拿出点时间我们勇敢尝试，我们可以处理
掉，让你们的睡眠安稳、食欲香甜，情绪得到很好的改善。”这也是患PTSD战士最需要的。
第二步：运用图片-负性情绪表达性技术；
做好了共情和破冰的基础后，就开始展开进一步的工作，就是处理PTSD的核心症状，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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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图片-负性情绪表达性技术来处理这些症状，具体的操作技术是：鼓励每个人表达对他影响最
大的总在脑海中闪现的那个最惨烈画面，重点在于鼓励战士表达画面背后的悲伤、内疚、恐惧等这
样的负性情绪。画面的描述尽量的清晰、具体，比如说第一次看到这个场景时的感受，那一刻的心
情发生了什么变化，情绪的表达，一定要充分，就越好。那么战士在做这个语言加工的时候，已经
将压抑的创伤痛苦进行了意识层面的处理。当然，在宣泄的过程中，一定要及时的给予鼓励和支
持，比如给予鼓掌和支持。
第三步：温暖画面植入技术；
这是另外一个性质相反，操作相似的关键技术——温暖画面的植入技术。具体操作就是让每个
战士谈一个温暖、感人的画面，画面描述具体，详细，有情感体验。比如在云南鲁甸地震救援的战
士就会讲述很多温暖，感人的画面。正当战士描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就会展示出成就感和幸福的
喜悦感，同时更是军装带来的使命感和骄傲感，感动着别人，感动着自己，大家再给与更长时间的
鼓掌和鼓励。这时，温暖的画面就会植入脑海替代哪些负性画面。这时，正如外科手术营养成分输
送进去了。
第四步：呼吸温差放松与心理行为训练；
军队探索的专门针对一线救援官兵的特殊放松方法，呼吸温差放松法。这个方法既简单，战士
自己在5-10分钟待命的时间就能操作，具体操作原理有两步：
首先，闭上眼睛，把注意力集中放在感受呼吸外界的气流上，气流经过鼻腔时，自己做一个温
度的标记，也就是吸进来温度的标记，让大脑所有的思维意识都继续随着气流往下走，感受气流经
过身体抵到肺部，在此进行气流交换，将氧气带进来，把二氧化碳带走，呼出来，这时，再将呼出
去的气体做一个温度标记，这样不断的反复训练，意识层面就会大仙温差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
让战士的大脑在这样的过程中沉浸和净化，可以得到一个完全的修整和调理，而且这是一个战士自
己可以操作和意识到的过程。
最后，为了恢复战士的士气和精气神，要进行一个要短暂的团体心理活动，让他们感受集体的
力量，体验到团队的氛围。比如：比如说“众志成城”或者心理千千结啊这些项目，让战士感受到集
体的力量，能够及时的恢复战斗的士气和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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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案例分析 1
汪媛媛' 陈发祥 谢宇 章翠娟 程玉风 刘江芹
（合肥工业大学，安徽 宣城

242000

E-mail：18616550357@163.com，Tel:18856308266）
【摘要】 目的

对我校在校大学生心理危机案例进行分析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改进心理危机干预工

作的建议。 方法 本研究分析了我校近年来 19 例大学生心理危机案例资料，运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 结果 男生 13 例（68.4%）
，女生 6 例（31.6%）
。大学一年级学生占比最高（52.6%）
。春秋季为心理危机高发期
（5 月 10.5%，10 月 57.9%）
。危机学生中抑郁症占比最高（68.4%）
。引发心理危机的原因主要包括学业问题（26.3%）
、
情感问题（21.1%）
、家庭问题（10.5%）
、人际冲突（5.3%）
。有自杀风险者高达 73.7%。危机发现途径包括心理咨询
（42.1%）
、心理普测（42.1%）
、辅导员发现（10.5%）
、危机排查（5.3%）
。 结论 高校应更加深入、细致、专业的开
展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及干预工作。
【关键词】 大学生；心理危机；案例分析

Analysis of 19 Cases of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WANG Yuan-yuan, CHEN Fa-xiang, XIE Yu, ZHANG Cui-juan, CHENG Yu-feng，LIU Jiang-qin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uancheng
【Abstract】 Objective

242000,China)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data of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our

university, it provide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e in the future. Methods

This study analyzed 19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risis cases and used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 SPSS. Results

13 students (68.4%)

were male, while 6 students (31.6%) were female. The freshmen were accounted for the highest percentage (52.6%). Spring
and autumn are the period of high psychological crisis (May 10.5% & October 57.9%).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was depression (68.4%). The main causes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were academic problems (26.3%),
emotional problems (21.1%), family problems (10.5%), and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5.3%). The percentage of suicidal risk
was very high (73.7%). Crisis detection methods includ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42.1%), psychological survey (42.1%),
counselor discovery (10.5%), and crisis screening (5.3%). Conclus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more in-depth,
meticulous and professional to carry out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for college students.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risis; Case Analysis

Gilliland等人最早提出危机这个概念，指危机当事人认为某一事件或者外部境遇超出了其所能应
付的范围而产生的认识[1]。1964年，G.Caplan提出心理危机的概念，接着理论学界又发展出各种关
于心理危机的定义。2003年，美国心理学家Kristi Kanel提出无论如何定义，心理危机的内涵都包括
危机事件、个体因危机事件而痛苦、个体经验无法应对当前困境三方面[2]。而在危机事件当中，高
校大学生由于心理危机引发恶性事件的例子也频频出现[3]-[4]。因此研究大学生的心理危机刻不容
缓。本文当中就通过分析总结我校近年来19例大学生心理危机案例资料，以期发现大学生心理危机
的规律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今后改进工作的建议。
1

合肥工业大学 2014 年校级社科类基金项目：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的影响研究（JS2014HGXJ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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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整理分析本校近年来19例大学生心理危机案例资料及访谈文本，通过统计软件的描述性统计，
进行案例总结与分析。
1.2 方法
所有案例资料均来源于我校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在我对校大学生进行心理危机排查和访谈时收集
的第一手资料，内容包括学生的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院系、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等。还包括
危机相关信息，如危机发生时间、心理危机类型、引发心理危机的应激源、危机发现途径等。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2.0进行一般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从性别上看，19例心理危机个案中，男性13例，占68.4%；女性6例，占31.6%，性别比约为2:1。
从年级上看，大一10例，占52.6%；大二2例，占10.5%；大三3例，占15.8%；大四2例，占10.5%，
已毕业2例。从危机发生时间上看，较高的有，5月份3例，占10.5%； 10月份11例，占57.9%。
2.2 危机原因线索
从引发危机的应激源看，无明显具体原因的7例。因学习困难、考试失利、考研失败、担心完不
成毕业设计等学习问题引发心理危机的5例。因表白失败、失恋、单恋、被女友背叛等情感问题引发
的心理危机4例。由于家庭问题引发的2例。由于人际冲突引发的1例。
2.3 自杀倾向
从自杀倾向上看，有自杀意念无自杀计划者10例，占52.6%。有自杀念头且考虑过自杀方式的有
4例，占21.1%，有自杀风险者高达73.7%。
2.4 心理危机类型
从心理危机类型看，疑似抑郁症学生16例，占68.4%。其中医生已经确诊并服用药物7例，7人中
办理休学3人；院系重点关注1人；联系家长未去医院6例；已经毕业2人。其中包括抑郁症伴焦虑1
例，医院已经确诊并在服用药物。该名危机学生有长时间的情绪低落，并在一个月内爆发，无愉快
感，兴趣缺乏，睡眠障碍，饮食障碍，生活没有意义，自我评价低，伴有紧张，坐立不安，全身乏
力。在一个月内反复出现自杀念头，学习和生活均受到一定影响。还包括焦虑症伴抑郁1例，该名危
机学生有长时间的情绪紧张，坐立不安，想法消极，并伴有4年多的情绪低落，自我评价较低，认为
生活没有意义，并在一个月内出现过自杀想法，学习和生活均受到一定影响。还有抑郁症伴强迫1
例。该名学生有长时间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无愉快感，意志活动减弱，还有睡眠障碍，且持续
时间长达两年以上，疑似抑郁症。且存在反复检查和摆放东西、反复阅读等情况，感到非常焦虑和
痛苦，明知不必要却无法摆脱，持续时间达一年以上，符合强迫症的症状表现。
疑似双相情感障碍2例，其中一名危机学生有长达6年的情绪低落与情绪高涨交替发作，并在危
机排查时抑郁情绪爆发，表现为自我评价低，食欲减退，有时伴有失眠，对事物缺乏兴趣，无愉快
感，有时会有意志活动减退，并有无价值感，认为生活没有意义，表示有自杀念头，但强调自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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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去实施，该症状引起部分社会功能受损。其表现符合双相情感障碍症状。另一名学生有长达三年
的躁狂与抑郁症状反复发作，兴趣缺乏，无愉快感，自我评价低，社会功能受损，并伴有性格易激
惹，暴力倾向，自伤行为。
精神分裂症1例，医院已经确诊并在服用药物。该生认知、情感、行为异常，思维中断，有被洞
悉感，有明显幻听症状，对自己的症状表现无自知力，学习生活均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2.5 心理危机发现途径
从危机发现途径上看，本研究中，心理危机的发现途径为心理咨询8例（42.1%），心理普测8例
（42.1%）
，辅导员发现2例（10.5%）
，春秋季心理危机排查1例（5.3%）
。

3

讨 论

19例心理危机个案中，在性别比上，男性明显高于女性。这一点可能由于我校为工科院校，男
女学生入学比例差异本身就比较大，男生显著多于女生。从年级上看，大一学生明显多于其他年级。
原因可能在于我校对于学生心理问题的排查主要依赖于大一新生的心理普测，其他年级类似这种大
规模的网络测试较少，导致通过心理普测系统筛选出来的潜在心理危机学生人数相对于其他年级较
高。而从发生时间上看，春秋季占比较高。因为季节变化会影响人的心理，如春季气候多变易引发
大学生产生郁闷、烦躁等情绪。
从危机原因线索看，占比从高到低依次为学习问题、情感问题、家庭问题、人际问题。在校大
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而当今中国虽进行了素质教育改革，提出学生要全面发展，但是整个社
会和家庭还是有看重分数看重成绩的倾向，因此学生学业压力巨大。而我校为工科院校，除了课程
学习外，实习、精工、实验等课外学习内容较多，也可能是学生学业压力大的原因。
从自杀倾向来看，有自杀意念的学生比率高达73.7%,而其中接近四分之一的人有自杀的计划，
甚至有过自杀行为，而本案例中导致自杀背后的主要原因包括学习压力、考研失败、挂科、情感问
题、家庭关系、人际冲突等，这与部分高校研究结果类似[5]。
在危机类型方面，有抑郁症状的占比高达84.2%。调查显示，抑郁症影响着全球一亿多人[6]，
这其中显然也包括处于青年期的大学生，抑郁症严重威胁着大学生的生命安全。另外还有2例双相情
感障碍，而双相情感障碍也是青少年致残的高危影响因素[7]。除此之外，危机学生中还有1例精神分
裂症，而众所周知，精神分裂症症状本身会带来危险的因素，学生本身也可能会有危险的行为特点[8]，
对于学生本人和周围的人都影响极大，需要引起重视。
从危机发现途径上看，从高到低依次为心理咨询、心理普测、辅导员发现、危机排查。可见，
日常心理咨询工作和大面积的心理普测还是发挥出了重要的作用。而辅导员识别危机的能力也有所
体现，日常对辅导员等学生工作队伍的培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效果。春秋季心理危机排查也能识别
出一定比例的危机学生，但是还是要依靠辅导员和学生心理委员队伍的工作。从发现渠道看，班级
心理委员、寝室心理联络员的作用没有体现出来，这可能与培训的力度不够、学生重视程度不足、
危机识别敏锐度缺乏等有关。

4

反思及建议

大学心理危机预防及干预工作，由于对象是处于大学阶段的青少年，干预工作敏感特殊，专业
化程度不够，导致此项工作难以开展，工作效果也难达到预期[9]。同时，心理危机学生难发现、难
送诊、难劝返，学校在维护危机学生的受教育权利和维护学校安全稳定之间也难两全[10]。但结合本
研究的结果和分析，提出以下思考和建议。
4.1 分类化开展不同性别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在以往工作中，我校已经开始尝试分别针对男女大学生开展相同主题不同内容的心理健康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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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如针对女大学生开展的“内外兼修 成就人生”系列主题讲座。以“左走右走，爱情难题——
大学生恋爱与性心理”为题，分别针对男生和女生的年龄特点、性格特点、专业特点开展了“男生
专场”和“女生专场”等类似讲座，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还需不断开发更多针对不同性别大
学生的系列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与活动体系。
4.2 持续化进行不同年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普查
我校目前采用《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和“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系统”每年对全
体本硕博新生进行在线测试，建立新生心理档案，并开展潜在危机学生的评估约谈及重点关注学生
建档工作。但目前主要是针对大一新生，建议今后针对不同年级、不同人群持续性的开展心理普查
工作，最大效率利用电子在线测试系统，建立详尽的心理危机评估资料网和心理档案系统。
4.3 阶段化实施不同时间大学生心理危机筛查
我校每年不定期开展大学生心理危机排查及评估约谈工作，特别是每年的春秋季心理危机排查，
会重点筛查潜在的心理危机学生，并对个案资料分析研究，针对每个学生制定专门政策，预防危机
事件发生。但是除了春秋季心理危机排查之外，还应在关键时间节点有针对性的开展危机排查工作，
如毕业生毕业前夕，重要考试成绩公布时期，其他重要的典型时期等。
4.4 个性化展开不同问题大学生心理困扰调适
根据研究结果，引发学生心理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既包括学习困难、考研、挂科，又包括失
恋、家庭矛盾、人际冲突等，因此，针对遇到不同问题的大学生应该结合个体心理咨询、团体心理
辅导、素质拓展、主题班会、课堂教育等多种形式开展个性化的心理困扰调适的指导，引导其学会
自我调适及适时寻求帮助的意识。
4.5 专业化施行不同类型大学生心理问题评估
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类型多样，其中，心境障碍、各类神经症、精神疾病等都需要较强的专业知
识才能得以区分，而部分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由于没有临床或者医学背景，再加上缺乏及时、专业、
稳定的督导和外部扶持，难以做到精准和高效的识别和转介。因此，应通过加强专业心理教师的日
常培训、建立专业稳定的督导机制、及时邀请相关专家定期开展讲座与指导、邀请精神科医生坐诊
等方式，进行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应对，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健全学生隐私保护机制[11]，促进心理咨
询师更加专业化的开展工作，并做好心理疾病学生的精准识别及合理转介。
4.6 制度化实行不同程度大学生心理危机处理
在心理危机学生中，包含疑似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甚至精神分裂症等学生。而由于新精神卫
生法的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这就使得高校心理咨询教师在处理此类学生的转介
问题时，更应该依法依规。目前我校虽然已经有了相关的校级文件，但是今后还应针对危机干预的
各环节设立更为全面系统的规章制度，更好的开展此项工作。如不断完善我校七级危机防控体系、
加强信息沟通、及时上报高危人群、健全快速转介机制、家校联系制度等[12]，增强预防干预的实效
性。这样，既最大化的保障了学生的受教育权，也从另一侧面保证了工作开展的规范化。
4.7 精细化推进不同受众大学生心理知识培训
我校针对辅导员特别是新进辅导员，以及班主任、心理委员、寝室心理联络员、大学生心理健
康协会成员、团学骨干等都会开展不同主题心理危机专项知识和业务培训，但是目前来看，力度不
够大、程度不够深、范围不够广，因此，建议今后针对学生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知识培训应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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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要发挥出朋辈辅导范围大、效率高的优势。除了辅导员等群体的培训之外，还应开展面向全
体政工干部、宿舍管理员、门卫等与学生有密切接触人群的心理危机预防知识，发挥学校各类人员
在整个学校心理危机监控体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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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校医合作”
模式研究
常荣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 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 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环节，针对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并探索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校医合作”新模式，为此提出设计顶层制度进行规范化
合作突显制度的保障性、畅通校医合作快速干预绿色通道突显合作的有效性、搭建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培训体系提升
处理技术的科学性，努力控制和减少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促进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关键词】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校医合作”模式

目前，高校对大学生的心理危机预防教育十分重视，并采取多种教育办法预防，如建立心理危
机预防与干预体系，从寝室心理信息员——班级心理委员——院系辅导员——校级心理咨询师四级
联络机制，对学生的心理危机信息及时准确掌握，每学期进行大学生心理素质普查和心理危机排查,
筛选危机预警的范围和对象，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通过以上途径对大学生的心理危机预防做出一定
有效干预。但是,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危机事件仍时有发生。为此，专家学者一直在探索如何构建更加
科学有效的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 ,本文试图对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过程中“校医合作”
模式进行探索研究 ,以期努力控制和减少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提高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整
体工作水平。

1

“校医合作”的必要性

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 试行)》[1]提出，高校“应
积极在 院( 系)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机构、校医院、精神疾病医疗机构等部门之间建立科学
有效的心理危 机转介机制。
”有条件的高校可在校医院设立精神科门诊，或聘请精神专科执业医师
到校医院坐诊。对有较严重精神心理障碍心理问题的学生，及时指导学生到医院就诊。
“校医合作”是指高校与精神卫生专科医院（下简称“医院”
）在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工作
中紧密合作，充分发挥各单位的组织管理和专业 优势，通过评估、诊断、治疗、住院、教育、培训
等一系 列干预措施和方案，为大学生严重心理危机个案和各类精神疾病的及时治疗提供的保障和处
置过程。［2］
目前，随着高校发展的情况不一样，
“校医合作”常见的模式有:高校聘请精神卫生专科医生定
期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值班、个别高校与医院签署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的战略合作共建协议、
部分省市心理健康教育学术团体，主动搭建“校医合作”的平台，促进校医间的密切合作。
［3］但是
高校与医院合作中仍然存在问题，例如合作机制缺乏规范性，高校与医院的合作是一种自发之需的
探索合作，缺少专门的组织或部门对合作进行规范，缺乏有效的合作协议制度保障，所以对双方合
作的权利和义务等缺少相应的规定，影响了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中快速处置的针对性和时效
性，即使高校和医院顺利合作，但是由于专业关注的焦点不一，对同样心理危机学生的干预时段与
干预方法不尽相同。高校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以发展性和障碍性咨询为主，强调对正常学生暂时
性心理紊乱或精神障碍的咨询与辅导，加强对学生的生命教育和精神心理健康教育，重视危机发现
识别、评估转介和随访跟踪，防范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医院采取的是以医学治疗为主的医学模式，
侧重于对“病人”的诊断治疗，特别是药物治疗与心理治疗，治疗“病人”的生理和心理疾病，对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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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 危机或精神障碍学生采取住院观察治疗，使“病人”的疾病得到治疗并康复。高校一般是在遇到
有严重心理危机或精神障碍学生需要救治时，才将学生送到医院接受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医院也只
是把接收的心理危机学生作为普通的病人来进行诊断和处理。因此，高校和医院对大学生心理危机
干预对象的认知存在差异。实际上，针对严重心理危机和重性精神障碍的学生，高校和医院需要考
虑危机者既是学生也是病人的情况，然后根据这一特殊危机学生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治疗措施，这
才是校医合作的真实目的。另外，从高校向医院转介疑似严重精神疾病的学生，危机干预的转介渠
道不畅［4］
。一是由于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不可控性和高校学生心理危机有关信息的保
密性，致使医院的专业人员参与高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从高校心理咨询
中心向医院的快速危机干预通道尚未完全打通。为此，非常有必要探索“校医合作”的新模式。

2

“校医合作”模式的新途径探索

根据“校医合作”的非常必要性，为进一步解决存在的问题，有效地进行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
与干预教育，试图探索“校医合作”模式的新途径，以期好地开展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
设计顶层制度进行规范化合作，突显制度的保障性。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的实际开
展需要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联合搭建合作的精神卫生公共服务平台，制订合作的相关法规或规定，
明确合作目标，提供合作的有关程序，指导合作行为，从而引导和促进高校与医院的合作顺利实施；
制订合作的规范章程，明确高校与医院合作的权利和义务；成立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专家指
导委员会，为高校提供专业、有效的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 干预的技术指导。[5]高校与医院双方合
作需要共同遵守顶层设计的行动准则，作为约束与激励合作双方的制度和行为长期有效保障。
畅通校医合作快速干预绿色通道，突显合作的有效性。快速危机干预绿色通道，是指高校心理
咨询中心发现有比较严重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的学生，需要通过特殊通道，转介到精神专科医院，
然后由医院为心理危机大学生提供优先会诊、检查、治疗与住院等便利，减少周转环节，使危机学
生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评估、诊断和办理住院手续，提高危机干预的时效性，保证危机学生的生命安
全[6]。根据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对象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校医合作建立对疑似严重心理危机学生的特
别诊治通道并保证其畅通，减少诊治烦琐环节，力争在最短时间内为高校危机大学生办理评估、诊
断、测验和住院手续等，从而帮助高校快速处理和救治心理危机大学生，最大程度地降低严重心理
危机的发生，特别是防范危及生命事件的恶化，明显提高校医合作干预的有效性。
搭建心理危机预防干预培训体系，提升处理技术的科学性。校医团队共同搭建心理危机预防干
预培训课程体系，提升科学预防教育，有效处理干预的技术水平。根据高校学生的特点，师资的现
有水平情况，校医双方按需搭建课程专题培训体系。一方面采取专题讲座、课程案例教学、工作坊
等多种操作性较强的形式请精神专科医生协助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心理危机干预
知识专题培训，使其高校的辅导员队伍、核心学生干部较快地掌握识别、处理学生心理问题的技术
和方法，使之在日常思想教育和学生管理过程中能及早发现、及早预防、有效转介。另一方面采取
参与式、督导式的合作模式请精神专科医生参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预防干预工作中来，每
月定期或不定期聘请精神专科医院医生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参与学生心理咨询，通过心理咨询了解
和把握大学生心理危机的特点和共性，在咨询过程中融入心理治疗的方法，宣传心理治疗的途径和
手段。同时对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或辅导员进行督导，帮助科学有效地处理学生的心理问题，超出能
力范围者医生可以进一步诊断评估，学校根据医院的诊断评估结果，协助医院督促学生家人采纳精
神医学专家意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及时对危机学生进行干预治疗。

3 “校医合作”的价值意义
基于探索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的“校医合作”模式，对进一步推进与深化大学生心理健
康服务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对推动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既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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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社会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 , 又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剧变时期 ,容易引发心理问
题 ,个别学生的自杀成为其心理危机表现的极端形式。虽然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率没有随着大学生总
人数的增长而提高 ,但自杀事件的绝对数量并没有下降。[7] 可见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问题已成为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的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是以发展和预防相结合为基本教育理
念，以积极心理教育为主导，将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无缝链接，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教
育模式，整合资源采取多元化的教育方式，普及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素养能力。同时重点关注心
理普查和排查出来具有一定比例的有心理困扰的学生，把他们作为心理咨询与辅导的焦点对象。但
是对精神障碍患者的识别与转介，前瞻性地进行心理危机的有效的预防，确实需要借鉴并得到精神
卫生医疗机构按照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的要求，对就诊者开展疾病诊疗服务，并与高校
相配合开展相应的心理健康指导；学校则注重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发现接受咨询的人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或发生心理危机的，进行必要的评估和转介。校医合作，遵
循预防为主、整合资源，全面覆盖目标人群，多形式引导和干预，以有效地促进学生精神障碍的康
复与心理健康发展，推动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现实价值作用。
对全方位提升高校心理健康服务专业能力具有实践价值。首先，高校心理咨询师和医院人员的
学术专业不同，医院的专业人员的诊断可以为学校心理咨询提供有力的专业支持，他们对当事人的
诊断方面既有《精神卫生法》所规定的权力，又在医学训练与专业实践中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
们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判断为高校心理中心的咨询师提供了更为专业的指导，可以直接帮助高校心理
咨询师为学生实施科学有效的评估，对咨询师难以解决的问题设置了清晰的边界，为学校心理中心
的专业工作提供了高度的便利性和专业性补充，也在具体工作中帮助高校心理咨询师更好地建立与
学生的咨访关系，并在必要时与当事人家长进行沟通。 其次，医院专业人员为高校心理咨询师与广
大辅导员提供了前瞻性识别危机信号的能力援助。通过医院专业人员对学校的心理咨询专兼职人员
和辅导员的培训，有利于帮助他们更为准确地了解高危人群的特征、危机信号的表现，及时做好相
关配合干预工作。再次，医院专业人员在个案研讨、督导中给高校心理咨询师提供了丰富的、专业
的督导意见，拓展了高校心理咨询中的实用处理方式，提升了学校心理咨询师专业水平。[8]
对高校与医院的协同发展具有理论研究价值。首先，高校心理咨询师专业化再培训可以纳入整
个校医合作的系统中进行设计课程体系，有效推动高校心理咨询师专业水平的提升。在校医合作中，
可以充分利用医院医疗团队的资源优势，针对高校心理咨询师专业知识结构中的薄弱环节，为他们
提供专题系统的培训；在高校日常的咨询督导活动中，定期邀请精神科医生参与，从症状学和精神
动力学等角度拓展高校心理咨询师对个案的理解。由于缺乏临床心理学和精神科医师的专业学科背
景，高校心理咨询师专业化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阻碍。随着校医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与深化，高校
心理咨询师的专业化发展也有了新的发展视角。 其次，校医合作也为开展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预防心理危机的发生研究创造了更宽广的视野。在《精神卫生法》和《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
导意见》的指导下，校医合作的研究与实践通过资源互补，优势互取深入探讨有价值的课题，由政
府 卫生部门、教育部门共同协调立项并实施管理，在校医合作的工作平台上，创造出更有价值成果。
高校与精神专科医院多方位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争取实现高校心理咨询中心
的咨询辅导与精神专科医院的疾病治疗无缝衔接，使高校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得到细化，保证
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科学有序开展，获得积极合作干预效果的最优化。为促进高校和谐稳定，
培育理性平和的健康心态，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把高校建设成为安定团结的模范之地奠定了
基础作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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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对重度烧伤患者早期康复影响的
初步研究
1

谌利民，宗昆仑，王国强 *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精神卫生中心，江苏无锡 214151
通信作者：王国强，E-mail：wguoqiang@126.com）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技术对严重烧伤患者早期医疗与康复的作用 方法 对住院救治的重度烧伤患者38例
给予心理干预，分别给予认知行为治疗（研究组）和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对照组），每组19人，干预时间为3个月。
最终对35例患者的测量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结果。结果○
1 重度烧伤患者焦虑症状检出率为60%，抑郁症状检出
率为74.3%，而生活质量显著低于正常人群。○
2 心理干预前后，重度烧伤患者的SDS（62.66±12.61；55.91±14.50）、
SF-36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SAS评分（53.08±14.14；50.03±15.5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研
究组干预前后的SAS（54.29±11.57；44.59±14.03）、SDS（63.88±13.53；50.94±12.79）、SF-36的评分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
4 对照组干预前后的SAS（51.94±16.46；55.17±15.49）、SDS（60.61±14.78；61.50
±11.96）、SF-36的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5 研究组与对照组在生理康复指标上的差别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
1 重度烧伤患者焦虑、抑郁症状发生率较高，生活质量与正常人群相比有巨大差距。○
2 认知行
为治疗对于重度烧伤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有改善作用，可以促进重度烧伤患者的心理康复。○
3 认知行为治疗对重
度烧伤患者“生理功能、生理角色限制、活力”等生理状况改善可能有效。○
4 短期（3个月）心理干预措施对重度烧
伤患者生理康复的改善作用仍有待明确。
【关键词】重度烧伤；早期康复；认知行为治疗；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early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burns
CHENLi-min, ZONG Kun-lun, WANG Guo-qiang*

（Wuxi Mental Health Center, Wuxi 21415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WANG Guo-qiang，E-mail：wguoqiang@126.com）
【Abstract】Objective This research i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echnology on early
medical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of severely burned patients. Methods The comparative study is used in this research 38
severely burn patients are grouped as the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control group), with 19 patients each group, intervention time for 3 months.Finally, the measurement data of
35 patien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were obtained. Results ①For patients with severe burns, the detection
rate of anxiety, depression is60%and 74.3%respectively, while the quality of life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normal
people.②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pretest-posttest data in SDS（62.66±12.61；55.91±14.50）,SF-36 for severe
burn patients af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while no difference in SAS scores（53.08±14.14；50.03±15.54）(p>0.05). ③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AS（54.29±11.57；44.59±14.03）,SDS（63.88±13.53；50.94±12.79）,SF-36 tests
before and af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p＜0.05)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④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SAS（5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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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55.17±15.49）,SDS（60.61±14.78；61.50±11.96）,SF-36 tests before and af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the
control group(p>0.05).⑤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physiological rehabilitation index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①High occurr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severe burn patients is revealed and there i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fe quality of these patients and normal people. ②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an improv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burn, and can promote the psychological recovery of severe burn patients.③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may be effective for physiological improvement of "physiological function, physiological role restriction
and vitality" of severe burn patients.④The effect of short-term(3 months)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physiological
rehabilitation of severely burned patients remains to be determined.
【Keywords】severe burns; early rehabilitation; cognitivebehavior therapy;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烧伤是一种由物理或化学因素，如化学、热力、电流及放射线等所引起的常见的外伤之一，其
突发性、严重性、迁延性的创伤特点会导致患者躯体残疾和自我形象改变[1]。烧伤可引起机体各个
系统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代谢和形态变化，全身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和内脏损害，可能发生休克、
脓毒血症和多脏器功能衰竭等并发症。在急性治疗期会经历多次手术，功能康复期还要艰苦的康复
训练，甚至康复后期的生活适应中，患者都要不仅承受烧伤的痛苦，还要承受治疗所带来的痛苦。
研究发现烧伤后疼痛与焦虑的发生关系密切[2-4]，同时创面愈合后出现的瘢痕挛缩与功能障碍等后遗
症，也给患者带来很大痛苦。
烧伤患者的心理治疗与康复越来越受到重视，无论是急性期生命的抢救还是治疗后期的康复，
心理治疗均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心理干预对烧伤患者疗效及心理健康的有关研究目前不多，少数
几个国外研究显示，认知行为治疗能使烧伤患者增强应对挫折能力、缓解心理压力，维系心理健康，
减轻子女及家庭负担，缓解社会医疗资源紧张局面，带来很好的社会效益。国内针对烧伤患者的心
理干预研究依然较少，本研究针对重度烧伤患者给予心理干预治疗，并进行相关对照研究，研究心
理干预技术对重度烧伤患者治疗效果、功能康复等的影响和优势，探索重度烧伤患者临床规范的早
期心理干预方法，为烧伤综合治疗提供一些可靠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自2014年8月到2015年10月在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烧伤科住院治疗的重度或重度以上患者。入组
标准：（1）诊断为重度或重度以上烧伤者；由烧伤科专科医生做出，参照《危重烧伤治疗与康复学》
诊断标准，①重度烧伤：TBSA（烧伤总面积）30%~49% ，或者Ⅲ度TBSA10%~19%，又或者TBSA
达不到上述百分比，但是已经发生了烧伤休克等并发症、有严重的复合伤和呼吸道烧伤；②极重度烧
伤：TBSA≥50%。或者Ⅲ度烧伤20%以上，或已有严重并发症。（2）年龄在16周岁以上；（3）智力
正常；（4）无精神病史；（5）愿意参加本研究；（6）已度过危重期，病情平稳可以交流的患者。
共入组患者38例，按住院顺序编码单双号分为研究组（认知行为治疗）和对照组（支持性心理
治疗）。中途有3名被试退出，最终完成35例，研究组17名（男性10名、女性7名），对照组18名（男
性12名，女性6名）。本研究中，被试平均年龄38.89岁，平均烧伤面积高达79.54%，烧伤程度非常
严重。对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各项人口学资料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或卡方检验，年龄、性别、总体烧
伤面积、文化程度、职业、年收入、婚姻情况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组对象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已获得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心理学和临床评定工具
本课题研究在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烧伤科完成，课题组成员每周到烧伤科病房，对入组患者进
行心理测量、心理干预和随访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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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焦虑自评量表(SAS)
阳性界值标准分为50分，超过50分即可认为被试有焦虑症状，分数越高代表焦虑的程度越重，
该量表主要用于疗效的评估，信效度良好。
1.2.2 抑郁自评量表(SDS)
标准分的阳性界值为53分，超过53分即可认为有抑郁症状，分数越高代表抑郁程度越重，该量
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1.2.3 生活质量评价表(SF-36)
反映人们生活状况的客观条件和人们对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的指标，可以用来很好的衡量患者
的康复情况[5]，内容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评分越高说明患者在该项的生活质量越高。与同
类量表相比，具有条目少、灵活度大、信效度好等优点[6]。
调查问卷收发由心理学研究生实施，在具体实施之前接受了相关培训，并接受一致性检验有较
好的一致性。在研究期间，与烧伤科医护人员维持良好关系，进入病房探访，征得对方配合与患者
建立融洽的关系，说明研究的意义，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参加研究。获得同意后，向其讲解问卷的填
写要求，以及注意事项，然后请他独立填写。对于手部不方便的重度烧伤患者，研究者朗读问卷内
容，然后根据患者的选择进行勾选。问卷填写需完整、无漏项，当场检查补全并收回，干预完成（三
个月）后复测。
1.2.4 烧伤病情记录表（自制）
烧伤治疗方案制定及实施、治疗效果的评定等均由烧伤科主治医师以上的专科医师负责。记录
表只用于记录烧伤患者在干预过程中接受治疗的情况，包括“植皮次数”为接受的植皮手术次数，
“抗生素使用时长”为连续静脉滴注抗生素的时长，“护理等级变化时长”是患者病情好转，生理
康复至取消特级护理的时长。
1.3 心理干预
由心理科主治及以上的医生进行，在干预前接受了相关培训，熟练掌握心理干预治疗技术的实
施步骤与要点。对研究组的患者采取认知行为治疗的干预，而对照组提供一般性心理支持治疗，采
用个体面对面干预，每周一次，干预三个月，共12次。
1.3.1 认知行为治疗
一种有时限的结构化治疗模式，主要有心理教育、暴露、认知重建和焦虑管理等，其中认知重
建最为关键[7]，一般需要布置家庭作业，使患者从被动无助的状态转换到积极的可负责任的姿态。
1.3.2 支持性心理治疗
对患者进行劝解、疏导、安慰、解释、鼓励、保证和具体的行为指导，在本研究中与患者保持
接触，给予其支持与鼓励。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SPSS 20.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x ± s ）表示，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
样本t检验，单因素t检验等，p<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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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焦虑
干预前焦虑症状的发生率为60%（研究组11人，对照组10人），干预后检出率为48.6%（研究组
5人，对照组12人）。整体上，患者（N=35）在干预前后的SAS评分（SAS=53.08±14.14；50.03±
15.5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其中，两组间在干预前的S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后研究组SAS评分（44.59±14.03）
低于对照组（55.17±15.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后SAS评分组内比较发现，研
究组干预后评分（44.59±14.03）低于干预前（54.29±11.5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
照组干预前后评分（51.94±16.46；55.17±15.49）无统计学差异。
2.2 抑郁
干预前抑郁症状发生率为74.3%（研究组13人，对照组13人），干预后检出率为60%（研究组7
人，对照组14人）。重度烧伤患者（N=35）接受心理干预后SDS评分（55.91±14.50）低于干预前（62.66
±12.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间比较，干预前SDS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干预后研究组SDS评分（50.94±12.79）低于对照
组（60.61±14.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前后SDS评分组内比较发现，研究组干预
后评分(50.94±12.79)低于干预前(63.88±13.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干预前后的
评分（60.61±14.78；61.50±11.9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生活质量
重度烧伤患者的SF-36各因子的转换分水平较低，与常模[8]比较有很大差距，说明烧伤患者的生
活质量很差。结果显示，烧伤患者在所有因子以及总分评分上均高于干预前，其中“生理功能”、
“生理角色限制”、“躯体疼痛”、“心理健康”、“活力”因子分及总分的差异达到了统计学意
义（p<0.05），详见表1。
表 1 心理干预前后烧伤患者 SF-36 评分比较（括号内为因子分）
干预前（N=35）

干预后（N=35）

t值

p值

生理功能

14.71±4.46

（23.57±22.28)

18.00±5.98

(40.00±29.90)

3.02

0.005*

生理角色限制

4.03±0.17

(0.71±4.23)

4.66±1.19

(16.43±29.67)

3.26

0.003*

躯体疼痛

5.52±2.51

(35.17±25.13)

6.53±2.62

(45.31±26.17)

2.18

0.036*

总体健康

12.2±4.15

(36.00±20.75)

13.09±4.62

(40.43±23.12)

1.13

0.266

心理健康

15.06±5.85

(40.23±23.38)

17.00±4.52

(48.00±18.07)

2.15

0.039*

活力

11.54±4.60

(37.71±23.01)

13.54±4.60

(47.71±22.99)

2.91

0.006*

社会功能

5.00±2.01

(37.50±25.18)

5.26±2.11

(40.71±26.32)

0.52

0.605

情感角色限制

3.46±0.70

(15.24±23.35)

3.46±0.70

(25.71±37.99)

1.77

0.086

总分

71.52±15.55

3.15

0.003*

81.53±22.16

注：*p<0.05

两组间比较，干预前后的SF-36总分和各因子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对研究组内干预
前后的各因子评分以及总分比较，显示干预后所有因子分以及总分评分均高于干预前，且在“生理
功能”、
“生理角色限制”、
“心理健康”、
“活力”因子及总分的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2。对照组在干预前后的分值无统计学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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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研究组干预前后SF-36评分比较（括号内为转换分）
`

干预前（N=17）

干预后（N=17）

t值

p值

生理功能

15.24±4.83

（26.18±24.14)

19.35±6.96

(46.76±34.82)

2.66

0.017*

生理角色限制

4.05±0.24

(1.47±6.06)

4.76±1.44

(19.11±35.94)

2.14

0.048*

躯体疼痛

5.72±2.17

(37.18±21.71)

6.71±2.32

(47.12±23.21)

1.42

0.175

总体健康

11.94±3.45

(34.71±17.27)

12.94±4.22

(39.71±21.10)

1.08

0.295

心理健康

14.18±5.68

(36.71±22.73)

18.00±4.24

(52±16.97)

3.15

0.006*

活力

10.76±4.05

(33.82±20.87)

14.65±3.74

(52.23±18.70)

4.78

0.000*

社会功能

4.71±1.57

(33.82±19.20)

5.53±2.21

(44.12±27.64)

1.36

0.194

情感角色限制

3.41±0.80

(13.73±26.51)

3.94±1.14

(31.37±38.13)

1.85

0.083

总分

70.01±16.29

3.41

0.004*

85.36±22.51

注：*p<0.05

2.4 烧伤病情
结果显示，研究组在“植皮次数”、“抗生素使用时长”、“护理等级变化时长”的生理恢复
指标数值均小于对照组，但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3。
表3 研究组和对照组生理康复指标的比较

3

研究组

对照组

t值

p值

植皮次数

5.30±4.18

6.00±3.20

0.56

0.581

抗生素使用时长

50.47±27.40

60.67±24.71

1.16

0.255

护理等级变化时长

59.12±29.93

72.19±27.07

1.36

0.184

讨论

本研究对象大多是一起突发工厂爆炸烧伤的患者，绝大多数是中青年工人，是体力劳动者，婚
姻家庭中承担重要责任，重度烧伤对他们而言是毁灭性。和平年代里，这样的患者是具有代表性的，
同时也反映了研究的难度。如何使研究工作能让患者受益，并得到患者以及家属的积极配合，很有
必要。
以往研究发现烧伤患者的焦虑症状发生率为22%-56%[9]，本研究中烧伤患者的焦虑症状发生率
为60%，与以往研究基本吻合。且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行为治疗能显著缓解患者的焦虑水平，有研
究[10-12]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但接受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的患者，焦虑程度反而比干预前高，虽然差
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值得注意，可能提示单纯的支持与鼓励对重度烧伤患者焦虑情绪的缓解并无
显著作用。且随着时间推移，病情好转，患者的需求越来越多，可能烧伤患者的焦虑情绪会有所提
升，但本研究并未设置空白对照，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既往研究发现，烧伤患者的抑郁症状发生率为11.5-44.8%[9]，而本研究中患者的抑郁症状发生率
却高达74.3%，可能是本研究中的患者烧伤程度较重，形象、功能上的改变让其难以接受现实，觉得
成了家人的负担累赘等原因有关。认知行为治疗可以处理患者的这些绝对化的思维和行为，当患者
产生适应性的思维以及行为时给予积极强化，从而提升心理康复水平，提高生理康复程度，有研究
[9]
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本研究中，认知行为治疗干预后患者的SF-36评分与对照组的SF-36评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无法明确认知行为治疗对生活质量的提升作用。若作用确切，则可能主要体现在“生理功能”、“生
理角色限制”、“活力”、“心理健康”方面。认知行为治疗不能直接提升患者的生理功能，而可
能是通过心理方面的改善来提高患者对治疗的配合度、对现实以及自己的接纳程度以及强化患者对
于治疗的信心达成的。同时，生理功能的康复也能够反作用于患者的心理康复，强化患者的治疗动
机和信心，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从生理和心理方面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总体上看，重度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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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接受心理干预后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无论作用机制如何，对于
重度烧伤患者实施心理干预是有益的。另外，与健康人群常模相比，重度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仍有
较大差距，生活质量仍很差。查阅资料，也未见有烧伤患者的生活质量常模，这也将是未来研究的
方向之一。
烧伤是一种复杂的疾病，治疗也很复杂，所用生理康复指标只能粗略反映患者的生理康复情况。
根据研究结果，未发现研究组烧伤患者的手术次数、抗生素使用时间、护理变化时长与对照组具有
显著性差异，但结合研究中生活质量调查的“生理功能”、“生理角色限制”、“活力”等因子分
在心理干预后高于干预前且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心理干预对严重烧伤患者的生理功能确实有提升作
用。心理干预方法对于重度烧伤患者的生理康复的影响仍有必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可能我们选择的
生理康复指标并不恰当，尚无法证实认知行为疗法对于烧伤患者的生理功能康复提升的确切作用，
如何选择更好的指标也将是以后值得研究的问题。

4

不足

本研究对象特殊，过程艰难，虽努力仍缺陷在所难免。首先，收集的样本量较少，来源较单一，
且患者的合作程度有限，导致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有限。其次，心理干预的实施虽进行培训，但仍不
能保证操作的一致性，比较认知行为治疗和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对重度烧伤的效果差异需更多研究
发现。其三，出于伦理学的考虑，本研究没有空白对照组，不能排除随着时间流逝，疾病治疗等因
素导致的心理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康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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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n China persons 55 years of age and older represent 14% of the population but
account for 35% of all suicides.
Method: This study uses data from the Nationa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that identified
304 Suicides(cases) and 167 accidental deaths(controls) among persons 55 years of age or
older from 23 Geographically representative regions of mainland China. A detailed interview
survey and structured Psychiatric examination was independently administered to family
members and associates of each identified subject.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risk factors.
Results: Among the 304 Identified suicides, 58% were male, 80% lived in rural villages, 52%
died by ingesting pesticides, 50% had associates who had had suicidal behavior, 65% had a
mental illness, 25% had made a prior suicide attempt, and only 5% had ever seen a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Seven independent predictors of suicide were identified: Prior suicide
attempt, severit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severe interpersonal crisis in the two days prior to
death, chronic stress due to long-standing negative life events, acute stress at the time of death,
low quality of life, and having associates who had had suicidal behavior.
Conclusion: Suicide prevention program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must focus on rural areas
and be tailored to the ident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suicides: the high rates of pesticide
ingestion, the importance of acute precipitating stressors and serious illnesses, the substantial
proportion without a mental illness, and the very low utiliza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mong those with a mental illness.
Introduction
In China , there are two peaks of resident site and age curve in suicide rate among rural
women aged 20-34 and both men and women over 60 years of age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Michael R,2002). Like most of other countries, suicide rates among the elderly aged
60-84 years are much higher than the younger group aged 20-34 years（26.0 vs 68.0 per100
000）in China. Unlike the suicide younger group,the rate of the male suicide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female among the elderly people , as well as unlike the other countries`s reports in
which the female elderly suicide rate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male(Michael R,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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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well.Y.2002a). In China, persons over fifty-five years old account for 17% of the whole
population, but for 45% of all suicide of country. Thus, Near half of all suicides in China is
the elder person, they are the high risk group of suicide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target group
for suicide prevention.
Few researches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of Chinese elderly suicides. It
is important to design high quality study to find out the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 between adult
and elder suicide and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leading to elderly suicide, only after done this,
we can establish the effective suicide prevention strategies aiming at the Chinese elder
persons.
According to the curve of suicide rate of China, the second peak of suicide rate starts to
rise at about the age of fifty-five years old, we select the fifty-five-year old as the cutting
point of the old age, and use a case-control method to re-analysis the data of a nationa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of older adults who are fifty-five-year
old and over.
Methods
Study Population
In most case-control studies of suicide, the control group comprises living
individuals(J.T.O.Cavanagh,2003), and some researchers recognize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advantage to make the decedents who had died of other causes as the control
group in case—control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Clark DC,1992; Brent DA,1989)]. Thus,
we decide to have a control group of people who died by other causes. With a control group of
deceased individuals, th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used to asses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are informants who have recently experienced the death of a family member or close
associate,and therefore more comparable and matchable to the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 the
suicide group than if living individuals were used as control group.
From 145 disease surveillance points administered by the Chines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formerly Chinese Academ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we selected 20
rural sites and three urban sites that representative of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and that had
high suicide rate(Yang G,et al,1991). In the 23 sites we selected, mean crude suicide rate for 5
years before the study was 18.1 per 100 000 population, compared with 14.1 per 100 000
population in other sites. The 23 selected disease surveillance points reported all deaths of
people older than 10 years that had been attributed to suicide or other injury on the death
certificate and that occurred after March 1,1998. From March , 1998 to August,2000, we had
assessed the information of 1799 dead individuals who died by suicide or injury, and total
3455 family members and close associates were deeply interviewed by training researchers.
Sampling
The selected 23 disease surveillance points reported the cases who died by suicide or
other causes to our research corresponded center every three months. If more than five
suicides or five other injury deaths were reported in any three months period, we used a
random number table to select five cases of each type of death for detailed investigation.If
less than five cases of either type were reported,all reported deaths were selected and
additional suicides or other injury deaths occurring over the same time period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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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uentially selected from adjoining locations if they had a formal death-reporting
system(many may not) . All reported deaths due to mental illness or undetermined injury
deaths were investigated to identify the type of death. We continued investigation until 60
deaths had been investigated at a site, or until the end of recruitment in August, 2000.
Figure I shows the process we used to identify study cases and controls. Finally, we select
304 and 167 persons fifty-five years old and older who died by suicide and other injuries as
study and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cause of death in 167 accidental deaths among
persons aged over 55 included 69(41.3%) traffic accident, 39 (23.4%)falls, 12
(9.0%)drowning, 10 (6.0%)murder, 7 (4.2%)fire injury, 6 (3.4%) crushing injury, 9 (5.4%)
other injury.
Assessment and measure
The project team spent two years developing and field testing a comprehensive
interviewing instrument for use with family members or close associates of people who died
from unintentional and intentional injuries, and the fifth version of the instrument was used in
this study. It takes 2-3 hours to complete the whole interview which includes three main
parts(Michael R,et al, 2002; Xianyun Li,et al,2007 ). First, an open-ended tape-recorded free
interview about the causes , time ,place, mental state before death,and process of the death;
second,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that assesses the epidemiological data, the circumstances of
death, life events,body state, and socioeconomic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deceased lived;
third, a semi-structure psychiatric examination based on SCID-P for DSM- IV administered
by a psychiatrist with at least 5 years of clinical experience.
The whole interviewing instrument related to risk factors from three dimensions :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psychological factors, social environment and life events
variables.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vestigated included sex, age, location of residence,
marital status, years of schooling, mean per head income in the family,and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 physical disability.
We investigates six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e severity of chronic stress over the previous year,
the severity of acute stress at the time of death, severity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2
weeks before death, presence of or absence of a psychiatric illness at time of death, previous
medical help for psychological problems,and use of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 in the month
before death. In this part, we also practised mental examination to identify the diagnoses of
affective disorder, substance-abuse disorder, psychotic disorder and other Axis I disorders at
the time of death. The inter-rater reliability of the revised diagnostic instrument was good: the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for affective disorders,substance-abuse disorders,psychotic
disorders,and other mental disorders among 16 coders who independently assessed 37
tape-recorded interviews were 0.87,0.94,0.83,and 0.71, respectively.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life events variables investigated included whether a person
had attempted suicide previously, .previous suicide behavior in blood relatives,suicidal
behavior in friends or associates, how to kill himself, quality of life score in the month before
death,change in level of extra-familial social activities in the month before death, living alone,
contact with medical professional in the month before death, respondents’ assessment of the
overall effect of the deceased’s physical illness(if any) on family members in th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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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death, number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the year before death,and occurrence of severe
negative life event in the 2 days before death.
Practicing(Procedure of) Psychological Autopsy
Research teams comprised public-health physicians and psychiatrists who had received
training in how to administer the interviewing instrument for the death in suicide or other
injuries. They visited every disease surveillance site at regular intervals(every 3-6 months) to
administer the questionnaire and psychiatric examination to family members, separately, to
close associates of the deceased. It took about 2-3 hours to interview one informant of which
the process included taped-recorder opened talk about the suicide or unintended ev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mental health factors, social environment and life events, and finally,
the psychiatric examination done by the psychiatrists.
In China, most death certificates are always completed by local primary health
workers,and further inquests or coroner’s reports about injury deaths are extremely rare. Thus,
we had doubt about th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on death certificate ,especially about the
information of death cause. For solving this limitation problem, our final decision about cause
of death (categorized as suicide, other injury, or death due to illness)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ensus opinion of interviewers and independent researchers,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view, after review of all information about events surrounding the death. Reviewers
gave an estimation of the certainty of the assigned cause of death based on the type and
quality of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 of Beijing Hui Long Guan
Hospital and the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e obtained informed
consent from all proxy informant before interview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We used describable statistical technique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suicide group.
We also computed the crude and adjusted odds ratio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by univariable technique. Risk factors for old people aged 55 and over suicide were
identified using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where case-control status was regressed on
risk factors adjusted for age (two groups), gender, location of residence (village vs. towns and
cities), research site (23 sites) and other variables in the model as well as adjusted odds ratio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95% confidence intervals.
Results
We analyzed th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304 persons aged 55 and over who
died by suicide(see table I),found that 117 persons(58.2%) were male, 127 persons(41.8%)
were female, 170 persons (55.9%) were 55-69 years old ,134 persons were 70 years and over;
all elderly suicides age rang was 55-95 years old, mean age was 69.2 years; the rang of
schooling years was 0-15 years, mean year of schooling was only 2; 168 persons(55.3%) had
currently married, 109 persons (35.9%) were widowed and 27 person (8.9%) were other
marital status; 79.6% (242 persons) of 304 elderly suicides lived in rural areas; all elderly
suicides mean monthly per capita family income of all elderly suicides was 24 $US; mean
number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last year was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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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48.9% of 304 elderly suicides aged fifty-five years and
over were suffering from mental disorders diagnosed by SCID-P at committing suicide, and in
all the diagnoses, affective disorder, alcohol abuse disorder, and other disorders were
33.3%,4% and 11%,respectively; that 51.1% of all elderly suicides had economic problems ,
illnesses,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onflict with family member; and 88.5% of all elderly
suicides hadn’t received any professional treatments.
Table I shows the methods of suicide by age and sex which 304 elderly persons aged
fifty-five years and over used to kill themselves.
Table II compared the proportion of 304 persons 55 or older who died by suicide who
had experienced different type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the year prior to death by sex and
ag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72% of all elderly suicides suffered from severe body illnesses,
and no significance between two sexes（73% vs 70%：X2=0.286,p=0.593）. The proportions
of male elderly suicides who experienced economic problems and work-related problems are
significant higher than those of female（44%vs 23%：X2=13.257，p= 0.000；18%vs 6%：
X2=8.980，p=0.003）.According to the groups by ag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evere physical illness between the younger elderly suicides(55-69 years old) and the older
elderly suicides（69% vs 75%：X2=1.585，p= 0.208）, but the proportion of older elderly
suicide group who experienced illness or death of relativ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younger elderly group（38%vs 50%：X2=4.663，p=0.031）, much higher proportion of younger
elderly suicides had experienced economic problems （41% vs 28%：X2=5.556，p= 0.018），
and the proportions of younger elderly suicides who had experienced marital discord and
conflict with other associate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old elderly suicides（29% vs 13%：
X2=11.480，p=0.001；28% vs 13%：X2=10.091，p=0.001）.
We compared elderly suicide group to elderly accident death by un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djusted for age (two groups), gender, location of residence (village vs.
towns and cities), research site (23 sites), the table III shows 17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nd
their adjusted OR values. We found that 2-3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last year was much high
risk to elderly suicide(adjusted OR=81.3；95%CI 33.5-197.6)，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
（adjusted OR=82.4; 95%CI 26.0-261.3), made prior suicide attempt（adjusted OR=68.1;
95%CI 9.2-506.0), highest chronic stress score（adjusted OR=38.6; 95%CI 25.0-137.1),and
highest acute stress score（adjusted OR=30.7; 95%CI 15.0-63.1) were also extremely
attributed to elderly suicides. And we can see that the low quality-of –life score(adjusted
OR=31.3; 95%CI 14.5-67.9), severe negative life event in the two days prior to death
（adjusted OR=21.1; 95%CI 4.8-92.7)，used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in the month prior to
death（adjusted OR=10.8; 95%CI 1.4-85.2)，psychiatric illness at time of death（adjusted
OR=10.3; 95%CI 6.1-17.4)，severe effect of deceased's physical illness on family in month
before death（adjusted OR=10.0; 4.6-21.5)，severe effect of physical illness (if any) on
deceased’s functioning in month before death（adjusted OR=8.3; 95%CI 4.5-15.6)，sought
help for psychological problem from health professional at any time in past （adjusted
OR=6.6; 95%CI 1.9-23.0) ，serious physical illness in the last year（adjusted OR= 4.4; 95%CI
2.8-7.0)，saw medical worker in month before death (adjusted OR=3.7; 95%CI 2.2-6.1) ，not
functioning in role at time of death（adjusted OR=3.5; 95%CI 2.1-5.8)、decreased social
activities in prior month（adjusted OR= 3.4; 95%CI 1.7-4.1)，any blood relative had suicidal
behavior(adjusted OR=2.4; 95%CI 1.2-4.9)，friends or associates had suicid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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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usted OR=2.4; 95%CI 1.5-3.9)，and widowed of marital Status（adjusted OR=1.8;
95%CI 1.1-2.9) independently broaden risk for the elderly to commit suicide.
Table IV shows that multivariate model of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comparing 304 suicides
and 162 deaths due to other types of injuries in persons aged fifty-five years and older in
mainland China because of five control cases missing variable value.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model adjusted for age (two groups), gender, location of residence (village vs. towns and
cities), research site (23 sites) finally gave out of seven risk factors to predict the elderly
suicides aged 55 years and over. And predictive power of the final 7-factor logistic model
among the 471 subjects in the case-control study would increased along with the number of
risk factor occurring in one elderly person at same time.
Discussion
Our study finds that the proportion of male suicide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in 304 elderly suicides aged fifty-five years and old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whole population suicide rate curve starting to revers to male over female((Michael
R,2002)). In China, most of elderly suicide(79.6%) aged fifty-five years and over lived in
rural areas,they had received limited education(mean years of schooling is 2.2),and their
family economic conditions were very poor,their mean monthly per capita family income was
24 $US. Because of poor health and living condition of their rural residence,the elderly
persons who died by suicide had many chance to suffer from physical or psychiatric illness
which they had few opportunity to access any professional helps. And when the elderly
person had any illness,especially psychiatric disorder, they did not know how to ask
professional treatment and who and where they went to ask for. Thus, these factors lead to
about half of elderly suicides（48.9%）had psychiatric disorders and most of them had poor
health at death, and 85% of 304 elderly suicides had never sought for any professional help.
China is mainly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most of Chinese people live in rural areas, while
pesticide are very popular to use in agriculture work, because of loosing management of
pesticide in most of rural countries, ingestion of pesticide became a main method of suicide.
This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first three methods of elderly suicide age 55 years and older is
respectively ingestion of pesticide,Hanging, and ingestion of medication, there were no
proportion of suicidal method difference between two sexes. But between the two age group,
the younger elderly suicides more likely used pesticide to kill themselves than the older
elderly suicides（59% vs 43%； X2= 6.058, P= 0.014）and the older elderly suicides more
likely used hanging to commit suicide than the younger group（33% vs 22%：X2=3.635，
P=0.057）. We think that the elderly of younger group had to do the farming work in rural
China and their body condition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older group, so the elderly of
younger group had more opportunity to access pesticide. Otherwise, the elderly of older group
retired from farming work and usually suffered from illness or poor health, they were more
apt to access the high lethal rope to hang themselves（see table I）.
Duberstein et al found that the strong predictive factors of American suicide at 50 years
of age and older are the negative life events including unemployment or on disability, family
discord, financial trouble, death of first-degree relative(Duberstein, et al;2004). Zhang jie et al
also found that the negative life events of risk factors of rural China are losing of face, family
discord and conflict between family members,and marital conflict (J.Zhang,et al,2004).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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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ndicated that most of 304 elderly suicides suffered from severe poor health, and had no
difference of proportion by gender. In China, the younger elderly person(55-69 years
old),especially men,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farming work and house work, so the male
elderly suicides who experienced economic problems and work-related problem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e female elderly suicides in younger elderly group , at the same time,
the proportion of experiencing marital discord and conflict with other associates in younger
elderl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those in older elderly group,and the proportion
of experiencing illness or death of relative in older elderl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younger elderly group （see table II）.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economic and
work-related stress events more attributed to the male elderly suicides , the financial problems,
marital and associate-related conflict events more attributed to the younger elderly suicides
and the event of illness or death of relative more attributed to the older elderly suicides.
Some western controlle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mental disorders amplify suicide risk in
older adults (Conwell et al.2000; Harwood et al,2001; Beautrais,2002;Waern et al.2002a). In
our study, the data from life questionnaire showed that 64.8% of 304 older adult suicides at 55
years of age and older had mental illnesses at death. The SCID-P examination by psychiatrists
showed that 48.9% of 304 elderly suicides met the diagnosis of mental disorder including
33% affective disorder, 4% alcohol abuse disorder,and 11% other disorders. A western study
of suicide at 55 years of age and older showed that 84.9% of suicidal older adults had active
mental disorders at death(Duberstein et al,2004). By this token,the proportion of Chinese
elderly suicide who had mental disorder as well as the rate of Chinese whole population
suicides who met diagnosis of mental disorde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western
countries. That is to say, in China, the other risk factors except metal disorder may attributed
more role to suicide,especially to elderly suicide, so this characteristic of risk factor to elderly
suicide must be targeted in our universal suicide prevention programmes.
We also found that nearly half of elderly suicides (49.7%) had at least one relative who
made attempt to suicide , because of declining mental ,physical energy and social functioning,
when the elderly encountered some difficulties that did not solve by themselves, they were apt
to learn from their relative’s suicide behaviors to deal with problems.
Majority of suicides occur among older adults who have no contact with mental health
providers prior to death, but they do see primary care and other specialty physician(Pirkis and
Burgess,1998; Harwood et al,2000;Luoma et al.2002).A meta-analysis showed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of depression in older adults with severe physical illness,financial strain and
relationship difficulties(Kraaij.V et al,2002). Our univariable case-control analysis showed
those elderly persons who experienced at least 4 negative life events last year, had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 made previous attempt, had high chronic stress,had acute life event
previous two weeks,and had low quality of life before month were more likely to commit
suicide. Other risk factors to elderly suicide were related to health and function including
active mental disorder,severe physical illness, severe effect of physical illness (if any) on
deceased’s functioning in month before death,and severe effect of deceased's physical illness
on family in month before death, thus, severe mental or physical condition plus the risk factor
of never asking for professional or social support for mental problem highly attributed to
elderly suicide. So, from the results of univariable analysis on risk factors of elderly suicide,
the targets of elderly suicide prevention of China must aim at improving family and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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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ition, reducing number of negative event, decreasing the level of stress, and enlarging the
accessibility to professional treatment.
Western case-control study found that the active mental disorder was a very strong
predictive factor to the elderly suicide,but after adjusting for years of school, resident site and
mental disorder,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gave out of predictive factors
including severe physical illness, family discord, financial trouble,employment change,and
separation with spouse(Duberstein, et al;2004). Our multivariate model after adjusting for age
(two groups), gender, location of residence (village vs. towns and cities), research site (23
sites) remained the seven predictive factors of elderly suicides at fifty-five years of age and
older that were prior suicide attempt ,severe depressive symptom in two week prior to death,
severe life event in the two days prior to death, severe chronic stress last year prior to death,
severe acute stress at time of death, low quality of life in month before death,and suicide
behavior of friends or associates. So we can see that the risk factors of Chinese elderly suicide
we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western, the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of elderly suicide were
previous attempt ,depressive symptom,acute and chronic life event, quality of life and suicide
behavior of close associates instead of other mental disorder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
This national sample is broadly representative of all suicides in China so we can characterize
elderly suicides in mainland China as follows: Risk factors for elderly suicide have a
synergistic effect. Prior suicide attempt, high levels of depression, acute and chronic stress
from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living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associates have suicidal
behaviour are the primary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n China, but suicides only occur when
several of these factors are simultaneously present. Elderly suicides, particularly elderly
suicides in rural areas, represent a large proportion of all suicides in China so suicide
prevention programs in China must include components specifically focused on the social,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of elderly citizens.
Suicide prevention program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must focus on rural areas and be tailored
to the identified characteristics of elderly suicides: the high rates of pesticide ingestion, the
importance of acute precipitating stressors and serious illnesses, the substantial proportion
without a mental illness, and the very low utiliza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mong those
with a mental i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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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I ：Data collection for the psychological autopsy study
3455 interviews of 1799 cases

168 interviews for 87 child deaths

44 interviews of 22 cases lost in mail

3243 interviews of 1690 adult cases

30 subjects with no death certificate
60 subjects not suicide or accident
4 subjects no psychiatric data

3093 interviews of 1596 cases

895 suicides

701 accidental deaths

304 suicides > 55

167 accidental deaths > 55

Table I： The methods of suicide by age and sex used by 304 elderly deaths aged fifty-five years and older
Methods

70+ years old
% (n) X2

P

59 (99)

43 (59) 6.058

0.014

27 (47) 0.001 0.978

22 (38)

33 (43) 3.635 0.057

6 (11) 0.001 0.978

6 (11)

Total
% (n)

female
% (n)

male
% (n)

55-69 years old
P
% (n)

Pesticide

52 (158)

54 (68)

51 (90) 0.117 0.732

Medication

27 (81)

27 (34)

Hanging

6 (19)

6 (8)

Others

15(46)

X2

13 (18) 16 (28) 0.123

0.726

6 (8)

13 (22)

0.032 0.858

18 (24) 1.441

0.230

Table II： Comparison of proportion of 304 persons 55 or older who died by suicide who had experienced
different types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the year prior to death

Class of life event
poor health

total
% (n)

males
%(n)

females
%(n)

X2

72%(218) 73%(129) 70%(89) 0.286

P

55-69
%(n)

70+
%(n)

0.593

69%(117) 75%(101) 1.585

X2

P
0.208

illness or death of relative

43%(131) 46% (81) 40%(50) 1.232 0.267 38%(64) 50%(67) 4.663 0.031

financial problems

35%(106) 44%(77) 23%(29) 13.257

problems with children

0.000

41%(69) 28%(37)

5.556

0.018

29%(88)

29%(51) 29%(37) 0.004 0.952 28%(47) 31%(41)

0.317

0.573

marital discord

22%(66)

24%(42) 19%(24) 1.015

conflict with other relatives

24%(73)

23%(40) 27%(33) 0.464 0.496 22%(36) 28%(37)

0.314

29%(49) 13%(17) 11.480 0.001
1.701

0.192

conflict with other associates 21%(64)

24%(42) 17%(22) 1.826

0.177

28%(47) 13%(17)

10.091

0.001

work-related problems

18%(32)

0.003

15%(25) 11%(15)

0.809

0.368

13%(40)

6%(8)

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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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III：Univariate model of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comparing 304 suicides and 167 deaths due to other
types of injuries in persons > 55 in mainland China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Years formal education
7+ years
1-6 years
None
Social functioning at time of death
functioning in social role
not functioning in role
Marital Status
Currently married
Never married
Divorced or separated
Widowed
Monthly per capita income in family
>200 Renminbi
100-200 Renminbi
<100 Renminbi

Deaths from
Suicides
other injuries
(N=304)
(N=167)
n
(%)
n
(%)

Adjusted
Odds
Ratio *
(95% CI)

28
(9)
89 (29)
187 (62)

18 (11)
64 (38)
85 (51)

1.0
1.2 (0.5-2.7)
0.9 (0.4-1.9)

165 (54)
138 (45)

125 (75)
42 (25)

1.0
3.5 (2.1-5.8)

167 (55)
18 (6)
8 (3)
111 (37)

109 (65)
6 (4)
4 (2)
48 (29)

1.0
2.2 (0.5-1.3)
1.5 (0.4-6.0)
1.8 (1.1-2.9)

101
103
98

(33)
(34)
(32)

61
52
54

(37)
(31)
(32)

1.0
1.4 (0.8-2.5)
1.4 (0.8-2.6)

Serious physical illnessIn the last year

178

(59)

47 (28)

4.4 (2.8-7.0)

Met criteria of a psychiatric illness
at time of death

197

(65)

32

10.3 (6.1-17.4)

Sought help for psychological problem
from health professional at any time in past 33

(11)

4

(2)

6.6 (1.9-23.0)

Used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in the month
prior to death
19

(6)

2

(1)

10.8 (1.4-85.2)

Chronic stress score
Lowest tertile
Middle tertile
Highest tertile
Acute stress score
Lowest tertile
Middle tertile
Highest tertile

(19)

47
113
144

(15)
(37)
(47)

110 (66)
43 (26)
13 (8)

1.0
8.8 (4.8-15.9)
38.6 (25.0-137.1)

45
119
140

(15)
(39)
(46)

112 (67)
37 (22)
17 (10)

1.0
12.0 (6.5-22.2)
30.7 (15.0-63.1)

* Adjusted for age (two groups), gender, location of residence (village vs. towns and cities), research site
(23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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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III：Univariate model of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comparing 304 suicides and 167 deaths due to other
types of injuries in persons > 55 in mainland China (con’)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Depressive symptom score
0
1-37.5
> 37.6
Made prior suicide attempt
Any blood relative had suicidal behavior
Friends or associates had suicidal behavior

Deaths from
Suicides
other injuries
(N=304)
(N=167)
n
(%)
n
(%)
144
19
4
1

(86)
(11)
(2)
(1)

Adjusted
Odds
Ratio*
(95% CI)

88
102
114
75

(29)
(34)
(38)
(25)

1.0
11.8 (6.0-22.9)
82.4 (26.0-261.3)
68.1 (9.2-506.0)

55

(18)

12

(7)

2.4 (1.2-4.9)

128

(42)

39

(23)

2.4 (1.5-3.9)和

Decreased social activities in prior month

63

(21)

14

(8)

3.4 (1.7-4.1)

Lives alone

34

(11)

21

(13)

0.8 (0.4-1.6)

124

(41)

30

(18)

3.7 (2.2-6.1)

50
116
138

(16)
(38)
(45)

101 (60)
52 (31)
14 (8)

1.0
4.7 (2.8-8.0)
31.3 (14.5-67.9)

45
112
147

(15)
(47)
(48)

107 (64)
43 (26)
16 (10)

1.0
12.2 (6.3-23.4)
81.3 (33.5-197.6)

56

(18)

2 (1)

Effect of physical illness (if any) on deceased’s
functioning in month before death
No illness or no effect
140
Mild effect
43
Moderate to severe effect
121

(46)
(14)
(40)

137 (82)
12
(7)
18 (11)

1.0
3.7 (1.8-7.8)
8.3 (4.5-15.6)

(48)
(23)
(29)

138 (83)
119 (11)
120 (6)

1.0
3.6 (2.0-6.7)
10.0 (4.6-21.5)

Saw medical worker in month before death
Quality of life score in month before death
High tertile
Middle tertile
Low tertile
Number of negative life events in last year
0-1
2-3
>4
Experienced severe negative life event
in the two days prior to death

Effect of deceased's physical illness on
family in month before death
No illness or no effect
Mild effect
Moderate to severe effect

145
71
88

21.1 (4.8-92.7)

* Adjusted for age (two groups), gender, location of residence (village vs. towns and cities), research site
(23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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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IV：Multivariate model of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comparing 304 suicides and 162 deaths due to
other types of injuries in persons > 55 in mainland China

Predictive Variable
Had made prior suicide attempt

Adjusted OR* (95% CI)
211.1 (8.3-5346.7)

Depressive symptom score in two weeks
prior to death (range 0-100)
0
0.1-37.5
> 37.6

1.0
6.1 (3.2-11.8)
37.5 (10.2-138.3)

Experienced severe life event in
the two days prior to death

26.7 (3.5-202.7)

Chronic stress score in year prior to death
Lowest tertile
Middle tertile
Highest tertile

1.0
4.1 (2.2-7.8)
17.1 (4.8-60.8)

Acute stress score at time of death
Lowest tertile
Middle tertile
Highest tertile

1.0
3.6 (2.0-6.8)
13.2 (3.8-45.6)

Quality of life score in month
before death (range 0-100)
High tertile (> 69)
1.0
Middle tertile (53-68)
3.1 (1.7-5.7)
Low tertile (<53)
9.6 (2.8-32.9)
Friends or associates had suicidal behavior
3.9 (1.6-10.0)
.
* Adjusted for age (two groups), gender, location of residence (village vs. towns and cities), research site
(23 sites) and other variables in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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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V：Predictive power* of the final 7-factor logistic model among the 471 subjects in the case-control
study

Number of Factors
present

Died by
Accident

% who
Died by Suicide

N

Died by
Suicide

0 None

51

0

51

0%

1 Factor

59

8

51

14%

2 Factors

39

17

21

44%

3 Factors

89

61

27

67%

4 Factors

116

103

13

89%

5 Factors

87

85

2

98%

6-7 Factors

30

30

0

100%

*C-statistic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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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合作的危机干预医疗队架构建设
和制度创新
1

2

3

4

5

6

7

8

9

10

徐福山 ，张聪沛 ，哲 松 ，王立新 ，荣 涛
刁爱民 ，赵玉海 ，路文玲 ，梁 健 ，于 宁

（1，深圳市康宁医院，518020，广东省深圳市翠竹路 1080 号
2，哈尔滨市精神卫生中心，150026，哈尔滨市宏伟路 217 号
3，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150080，哈尔滨市中兴大道 125 号
4，黑龙江公安警官职业学院，150025，哈尔滨市呼兰区学院南路 333 号
5，哈尔滨市道外区教育局，150026，哈尔滨市景阳街 28 号
6.黑龙江省人民政府，150000，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202 号
7.大庆市公安局东安分局，163311，大庆市萨尔图区晚报大街 8 号
8.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50080，哈尔滨市学府路 30 号
9.和悦家庭教育指导中心，150016，哈尔滨市道里区爱建路 9 号
10.哈尔滨市地铁有限公司，150001，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369 号）
【关键词】危机干预架构建设制度创新

近年来国家颁布的精神卫生相关法规政策中，对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均做出明确的阐述，体现
出党和国家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高度重视。其中《精神卫生法》的第十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
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心理援助的内容。发生突发事件，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按照应急预案
的规定，组织开展心理援助工作。”在《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
》中直接要求：“每个
省(区、市)至少开通 1 条心理援助热线电话，100%的省(区、市)、70%的市(地、州、盟)建立心理危
机干预队伍;发生突发事件时，均能根据需要及时、科学开展心理援助工作（2020 年前）
。”而最新出
台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更是明确要求重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工作。即“建立和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热线服务、心理评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精神科治疗等衔接递进、密
切合作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服务模式，重视和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将心理危
机干预和心理援助纳入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技术方案，加强心理危机干预和援助队伍的专业化、
系统化建设，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立即开展有序、高效的个体危机干预和群
体危机管理，重视自杀预防。在事件善后和恢复重建过程中，依托各地心理援助专业机构、社会工
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和心理援助热线，对高危人群持续开展心理援助服务。”
根据上述清晰明确的工作要求及哈尔滨市的现实条件，参照国际上越来越多的被重视的专业技
术团队多部门合作模式[1]，并结合精神医学、心理学及社会工作等学科的发展优势，我们对成立已
有十余年的“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进行优化重组，探索出一条“卫生牵头，社会共建”的多
部门合作运行机制，并在架构设置、人员结构和制度创新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现分享如下：

1

建立起研究应用的全方位学科体系：
为更科学地理顺组织关系，提升管理效能，更高效地保障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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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医疗队）日常运营、培训、演练及紧急应对危机事件，我们进行了机构设置方面的创新，即尝
试在三甲级别精神专科医院中，将危机干预作为重点亚学科加以建设，以“大危机中心”核心思路，
最终形成结构上的医疗队、心理热线和教研室“三位一体”，功能上的公共服务、教学培训和技术研
发“三位一体”，研究与应用并举的整体框架格局（见图 1）
，具体举措如下：
1.1 改组和升级危机干预医疗队
原来的医疗队为哈尔滨市精神卫生中心所建，为下属的非常设部门，较少进行规范化的业务培
训，也无紧急事件的演练设计实施。仅有少数核心队员参与过重大突发事件的心理救援工作，总体
上实战经验相对缺乏。据此现状，我们通过积极沟通协调，医疗队最终明确为市级专业技术团队，
接受市卫生计生委应急办的指令，并从南方发达地区引进高级人才若干，专门负责危机干预亚学科
发展建设。医疗队应对的主要是重大突发事件后的群体心理救援，兼具一定的个体危机干预功能。
1.2 开通和运营心理援助热线
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2016 年哈尔滨市心理援助热线正式开通，系统硬件由黑龙江省
政府提供，工作经费由哈尔滨市政府提供，热线办公室挂靠于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热线接线员
由第一专科医院在编职工及临聘员工组成，专业背景为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及社
会工作者等。热线的核心任务是危机干预和自杀防控，同时兼具面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电话心理咨
询的功能。
1.3 申报和成立危机干预教研室
哈尔滨市精神卫生中心是齐齐哈尔医学院的临床教学医院，每年承担着近百名精神病学及医学
心理学本科生的教学培养任务，同时还负责省内外多所高校应用心理学及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的实
习带教工作。故当医院为提升科研教学水平而决策建设八个教研室时，我们积极申请并最终获批，
得以成立齐齐哈尔医学院第九附院危机干预教研室。教研室所属教师均来自临床和研究一线，负责
本科生教学中与心理危机相关章节的讲授，并组织力量申请本专业领域科研项目。
图 1 哈尔滨市精神卫生中心公共卫生部门架构（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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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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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控部

管理部

工作部

医疗队

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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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援助热线和危机干预教研室的部分成员，同时也是医疗队的成员。医疗队的副秘书长（常
务）由心理援助热线的主任助理兼任，医疗队的科研秘书和由教研室的研究秘书兼任。三个部门中
的核心人员互相交织匹配，面临工作任务时可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设计、实施和总结。极大的丰富了
危机干预和心理救援的内涵，也为增加不同类型的产出提供更多可能。

2

拓展团队规模和丰富人员背景：

既往的医疗队，存在人员数量少且无专职设置的缺陷，并且技术专长和学科背景比较单一。尽
管 WHO 在某些地区已经开始推行非专业人员承担的心理救援工作[2]，业界也有观点更为鼓励人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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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我干预和危机管理[3]；但受条件所限，我国精神科和心理学技术人员长期是危机干预工作的支
柱力量。在医疗队正式成立之初，首批人员均来源于哈尔滨市精神卫生中心，其中精神科医师 14 人，
护士 5 人（见图 2）
；是纯而又纯的精神科工作团队，其专业背景仅局限于临床医疗领域。
图 2 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人员构成（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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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医师

精神科护士

当前我国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多集中于卫生系统，而部分发达国家则更加强调学校心理工作
的作用[4]。我们则进一步开拓视野和打破既往经验的局限，招募、征集和寻找分布于其他部门的危
机干预工作者。故经过系统性地优化重组后，医疗队在不断纳入心理治疗师、其他学科临床医师及
社会工作者等精神卫生相关专业人员的同时，还开创性地接纳来自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在职人
员，分别来自卫生（精神科及其他临床专科）
、教育、公安、司法、企业、媒体、科研院所（见图 3）
。
其共同特点是均拥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且接受过危机干预基础理论或技能培训，日常业务与应用心
理学相关或对心理救援抱有热忱。则改组后的医疗队人员构成为精神科医师 11 人、其他临床医师 9
人、护士 8 人、心理治疗师 10 人、社会工作者 8 人、教师 11 人、警官 8 人、科研人员 3 人、管理
工作者 5 人（见图 4）
。
图 3 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来源构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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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人员专业背景构成（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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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升组织效能及推进制度创新：

研究表明：建立起指标明确的系统组织模式，有可能提升危机干预工作团队的自我效能[3]，因
此我们在这方面不断进行着尝试。为持续促进精神卫生工作的社会影响，我们在医疗队改组之初就
确定了多部门参与共同合作的建设发展思路，积极吸纳来自于哈尔滨市各兄弟系统和部门的专业人
员，但人员成分的混杂也带来管理上的不便。故我们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下，发动医疗队员们群策
群力，探求更贴合危机干预工作实际的组织方式。同时，为了适应危机干预业务部门的常设化进程，
也需要更为先进和高效的工作制度加以保障。经过医疗队、热线和教研室同仁不断的完善，几项制
度逐渐得以成熟（见表 1）
，现逐一加以介绍。
表 1 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创新制度（部分）
序号

制度名称

1

秘书处负责制

2

定期培训和演练制度

3

应急处置轮替备班制

4

执行队长负责制

3.1 医疗队组织管理的秘书处负责制：
医疗队改组前的组织管理，主要由市精神卫生中心医务科负责，因相关事务仅限于接收到心理
救援任务时，承担人员调配和外部协调工作，故相对直观且工作量较小。而改组后的医疗队成员数
量巨增，又来自全市多个系统部门，管理难度大幅上升。故我们筹备并成立了“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
预医疗队秘书处”，设秘书长 1 名、副秘书长 3 名、秘书 7 名，其中 3 人为专职（见表 2）。秘书处
直接对医疗队总队长（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负责，工作人员通过公开竞聘上岗，任期 3 年。
表 2 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秘书处人员构成
职务

主要职责

部门背景

性别

年
龄

秘书长

总负责

司法

男

44

副秘书长

日常管理

卫生

女

35

培训演练

教育

女

47

紧急救援

公安

女

45

教学

教育

女

35

教学

教育

女

43

科研

卫生

女

29

后勤

公安

男

36

后勤

政府

男

39

宣传

企业

男

32

秘书

秘书处成立后，医疗队总队长及副总队长均不再承担常规事务的管理工作，如遇重大事务，则
由秘书长向领导层报批后交由秘书处执行，并将秘书处的职能和分工整理后形成工作制度，简称为
“秘书处负责制”（内容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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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医疗队技能提升的定期培训演练制：
危机干预是精神卫生和应用心理学交叉形成的专业技术工作，需要从业者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
成熟的实践技能和沉着冷静的心态。为切实提升医疗队员整体的业务能力水平，我们设计实施了“培
训”和“演练”两大日常培养模块（见表 3）
，并由秘书处负责教学规划和日常管理。定期培训的目标是
强化理论和技术，开拓学科视野及明确法律和伦理要求等，每月至少 1 次，全年不少于 12 次，即月
度小培训。同时，我们申请并获批筹办“黑龙江省心理危机干预执行队长连续培训班（三年期）”，
每年于 9-10 月间举行，即年度大培训。月度小培训主要针对医疗队员，同时也欢迎其他有志于心理
救援的各界人氏参与；年度大培训则面向全省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兼具为省内其他地区培养骨干
的功能。由于网络应用的快速普及，在线心理干预发展前景不可忽视[6]，我们也在月度和年度课程
中适当增加了相关内容，保持团队技术能力的先进性。同时因心理动力学理念指导下的干预行为对
处于危机中的个体具有明显作用[7]，我们也设计了精神分析相关课程，强化团队成员的理论操作能
力，来增进整体服务的标准化和一致性。
同时，为避免培训工作脱离实际，严格保证教学质量，我们又设计了年度演练方案，即春秋两
季各实施 1 次；方案的设计严格保密，实行“双盲”原则。即参与演练的队员对时间、地点、内容不
知情；参与设计的团队对目标人员不知情。医疗队领导层及秘书处不作任何的事先通报、提醒和预
警。演练的案例均为真实发生过的，设计团队略加修订使之尽可能保持事件原貌。设计团队在演练
前 2 周内，完成对实施地点的确认、设备设施的准备、安全措施的布置及必要的沟通协调工作。
以上教学培训和实地演练方案，均加以整理完善并形成工作制度（内容略），由秘书处组织实
施，1 名副秘书长主要负责。
表 3 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培训演练制度
月度培训年度培训

年度演练

熟悉基本理论

理解高级技能

熟悉现场环境

掌握常用技能

熟悉技术督导

熟悉操作规程

了解相关知识

了解先进经验

熟悉技术实施

实施频度

1 次/月

1 次/年

2 次/年

设计实施

秘书处

管理层

秘书处

授课讲者

省内相关学科资深专家

国内学术权威+大区级学

-

培养目的

科带头人
参与人员

全体医疗队员

全体医疗队员

部分医疗队员

部分爱好者

省内其他地市危机干预

（分组参加）

工作者
质量控制

教学秘书

副总队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

督导反馈

医疗队年度总结大会

培训后会务及教学总结

演练后技术解析及经验

会议

分享活动

3.3 医疗队救援行动的分组轮替备班制度：
筹建和改组医疗队的目的，是为了建成一支切实具备心理救援成熟技能的专业队伍，以满足本
地区所发生的一般性自然灾难、生产技术事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重大突发事件的危机干预
服务需求。这要求医疗队在不断强化自身能力的同时，也应时刻做好接受任务出动救援的技术和心
理准备。故我们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再结实自身实际，设计出台了“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轮
替备班制度”。即将全体队员分为 4 个组，每组负责 3 个月的当值任务，一但有群体及个体的危机干
预指令下达，则当值组首先出动；如遇人力不足情况，则由秘书处另行调配（见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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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人员分组及资源调配均形成方案，并不断加以补充和完善后，形成工作制度（内容略），
由秘书处组织实施，1 名副秘书长主要负责。
表 4 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分组备班情况
第1组

第2组

第3组

第4组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当值时段

2-4 月

5-7 月

8-10 月

11-1 月

组员人数

14 人

17 人

17 人

17 人

精神科医师

1

1

3

1

其他科医师

1

4

2

2

护士

3

1

1

3

心理治疗师

2

4

2

2

心理学教师

3

2

4

2

社会工作者

-

3

1

2

管理工作者

2

1

2

1

警官

2

1

1

4

3.4 医疗队干预现场的执行队长负责制
当医疗队承担危机干预任务时，往往需要向灾难现场或事件处置地外派工作队伍。多数情况下
往往任务繁重且时间紧迫，还可能受到环境条件的诸多限制，导致外派队伍与医疗队管理层沟通不
及时，需要身处工作现场的骨干承担即时研判及果断决策的责任。为更好地保障医疗队的救援活动
顺畅高效地进行，我们设计和完善了“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执行队长负责制”，明确规定了
执行队长的选拔任命、工作职责和权限范围等（内容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在接到干预任务后，
会从当值分组中指定一名业务骨干担任执行队长，然后由执行队长召集人员和安排分工，最后统一
集合出发。医疗队管理层对此过程提供全力的资源和信息支持，并在后方组织技术支持及后备力量。
后来，随着医疗队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的增加，执行队长角色的应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推
广。如科普宣传、心理义诊、对外教学、减压活动和参与国家级技术培训等，均任命了单项活动的
执行队长，负责全程安排（见表 5）
，在培养领导力和执行力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表 5 哈尔滨市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对外活动简表（部分）
时间

活动名称

执行队长

专业背景

部门背景

2014.5

某凶杀案后亲属及同事危机干预

总队长

精神科医师

卫生

2015.6

心理康复技术研发应用项目调查设计

科研秘书

心理治疗师

卫生

2015.8

援助非洲医疗队心理健康维护培训干预活动

教学秘书

心理学教师

教育

2016.8

某未成年人性侵害事件后紧急心理救援

副秘书长

心理学教师

教育

2016.9

赴辽宁省沈阳市承担危机干预培训班教学工作

总队长

精神科医师

卫生

2016.10

承办首期全省危机干预理论及技能培训执行队长班

科研秘书

心理治疗师

卫生

2016.11

赴某大学对大一新生进行紧急心理救援

副秘书长

心理治疗师

卫生

2017.3

赴辽宁省沈阳市承担危机干预培训班教学工作

队员

管理工作者

政府

2017.5

道里区大型公益性心理咨询活动

秘书长

警官

司法

2017.5

市心理援助热线公益宣传及医疗队江北团体训练活动

队员

社会工作者

企业

2017.6

强制戒毒人员心理健康维护及公益心理咨询活动

副秘书长

警官

公安

2017.7

松花江铁路桥少女自杀事件救援模拟演练

队员

精神科医师

卫生

2017.10

某校园内大学生自伤事件干预模拟演练

队员

心理学教师

教育

2017.12

某特大交通事故后紧急心理救援

秘书长

警官

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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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活动的时间顺序我们可以发现，执行队长的角色，从医疗队管理层逐渐过渡到秘书长和
副秘书长，进而交由秘书及普通队员来担任。这体现了我们切实培养人才，着力能力建设的根本思
想。
通过不懈创新和辛勤耕耘，哈尔滨市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得到快速发展，成为我省精神卫生领
域新兴的亚学科亮点之一。在包括教研室、心理热线和医疗队在内的危机干预技术团队的共同努力
之下，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4-2017 年，危机干预技术团队共成功申请获批省卫生厅科研攻
关课题 2 项、获得省市两级医疗新技术应用奖 5 项、主编及参编国家级教材 4 部、成立省一级学会
下属危机干预专委会 1 个、市一级学会下属危机干预分会 1 个、推荐哈尔滨市政府应急专家组心理
专家 1 人及哈尔滨市卫计委突发事件应急心理专家组成员 2 人。
，
既往的国内研究，在单一体系的危机工作团队建设方面有所提及，如高校等教育机构[8 9]；或
，
是重点探讨某些高危职业群体的心理危机易感性及干预策略[10 11]；对于危机干预技术团队的组织管
理和能力建设关注不足。危机干预工作者属于经常暴露于心理创伤之下的特殊专业人员[12]，科学地
优化团队的组织管理和能力建设，不仅能提升技术服务水平，也能增加心身防护能力。实践证明，
多部门合作理念指导下的危机干预团队建设思路，有可能相对符合我国当前历史时期副省级城市的
人员和技术条件现实。希望我们的持续探索，可以为其他有意加强危机干预建设地区，提供些许启
示或佐证。也希望在心理健康促进逐步推开的时代环境里，危机干预工作者能得到更多的发展机遇，
为维护我国人民群众的心身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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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县、漳县地震灾区心理危机干预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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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肃省精神卫生中心(兰州 730000)
2.甘肃省卫生厅(兰州 730000)）
【摘要】岷县、漳县地震后，甘肃省卫生厅立即组建抗震救灾医疗救援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心理危机干预医疗
队，负责将各医疗队心理干预总结汇和培训干预人员及有关知识的宣传。随后心理干预医疗队，对重点人群进行了
紧急心理危机干预90多场次（8194人次），个别心理辅导617人次，会诊精神疾病患者31人。震后灾民的抑郁、焦虑
情绪明显增加，急性应激障碍增加。震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量大，任务艰巨。
【关键词】岷县地震心理危机干预

The response of crisis intervention after the Minxian and Zhangxian earthquake
HE Rui-fang1CHEN Qun-qun1∗ GAO Zhi-guo1ZHANG Huan-zhi1DU Chun-ling1FANG Yan1AN Ping2

（1.Mental health center of GansuProvince,Lanzhou 730000, China;
2.Department of Health of GansuProvince,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Shortly after the Minxian and Zhangxian earthquake,department of health of gansu province immediately
established medical rescue team,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leadership,set up under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team,which was responsible for reporting related information on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training personnel to carry out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publicize earthquakerelated knowledge .then ,urgent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was provided
to the target populations.We offered crisis intervention more than 90 times ,included 8,194 person times,provided
individualized psychological services 617 person times .treated 31patients.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victims emotions of
depression and anxiety and acute stress disorder were injured in the earthquake ,Which had a sharp increase .The victims
requirements fo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after earthquake were immense.
【Key words】Minxian and Zhangxian earthquake； Crisis intervention

7.22岷县、漳县地震后甘肃省政府立即启动了相关应急预案。由于地震给生命健康及财产安全
带来巨大威胁，为应对这一巨大的心理应激，受灾人群会表现出躯体、认知、情感、行为不同方面
的改变，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反应。严重者可能出现各种心理障碍，有时甚至持续终生。在突发的
灾难面前，作为省级精神卫生机构，我们在灾后立即组织展开受灾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并取得了
阶段性的成果。现总结如下：

1

开展紧急心理危机干预及其相关工作

震后甘肃省政府立即启动了相关应急预案。据估计，震后20% 的灾民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
障碍，其中 11% 可持续终身，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按此估计岷县有近5万灾民需要心理干预,
地震发生后，我们在灾后第一时间卫生厅组织展开受灾人群、尤其是一级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并
取得了较满意的效果。

作者简介：何蕊芳，女(1967 年-), 精神科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危机干预，内观疗法。Email:503185157@qq.com
*通讯作者，Email：cqq-xingca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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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成立甘肃省心理危机干预领导小组
震后甘肃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启动了相关应急预案，甘肃省卫生厅紧急成立了甘肃省抗震救
灾医疗救援指挥部，下设综合信息组、医疗救治组，防疫监督组、健康宣传组、后勤保障组等部门，
其中健康宣传组由健康教育小组、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宣传小组组成。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具体承担
全县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和指挥调动工作（图1）
。
省精卫中心在第一时间开通24小时心理救援热线电话，通过甘肃省电视台向社会公布，由甘肃
省精神卫生中心专家轮流值班。地震当天心理救援队与医疗救援队一起到达岷县梅川镇、维新镇等
主要灾民安置点，并设立工作站，开展心理卫生知识宣传和初步评估。
1.2 汇报情况、紧急培训与宣传
指挥部地震当天向省卫生厅领导汇报了灾情，卫生厅立即派遣7个医疗队，每队都配有心理救援
人员，负责所在医疗片区的灾民进行现场干预和地震救援培训工作。7个医疗队地震当天全部抵达岷
县，按照卫生厅统一部署，到达各自指定灾区医疗点。
震后3天，精神卫生中心专家负责培训将要参加心理救援的人员，培训工作持续3天，主要对象
是甘肃省第二人民院（甘肃省精神卫生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和兄弟单位医护人员（600人次）
，主要
内容为灾难事件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培训。灾后72小时内与兰州市电视台、甘肃省电视台合作，在灾
情直播期间做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知识科普讲座、宣传三次。同时开展现场培训，心理危机干预医疗
队震后1-3天分别在岷县梅川、中寨乡和维新乡卫生院，岷县人民县医院和中医院培训和督导当地专
业技术人员和志愿者。
定西市和天水市精神卫生中心也组织精神专科专家和心理治疗专家抵达灾区进行心理救援。定
西市妇联应定西市岷县妇联要求，共召招募志愿者295人，其中有一部分有心理咨询师资格，分8个
队，逐点入户进行访谈，登记灾民需要，帮助解决实际生活困难，引导宣泄情绪，起到最初心理疏
导和稳定民心的作用。
震后5天，卫生厅所属医疗单位共有205名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专家、心理咨询师抵达岷县，
开展现场干预和培训工作。
震后2天，中科院心理所、第四军医大学、青海省人民医院、青海大学附属医院、二炮536医院
等省外救援力量，也派出医疗和心理救援专家支援岷县。第四军医大学在卫生厅医疗队的统一部署
下开展工作，其他医疗队在岷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开展工作，基本是对安置点分片包干
实现全覆盖，作为省级医疗队的补充，没有发现重复覆盖的情况。
1.3 心理危机干预流程
图1为岷县、漳县地震灾区心理危机干预流程。
甘肃省岷县、漳县抗震救灾医疗救援指

甘肃省岷县、漳县救灾健康宣传组

心理干预小组

甘肃省第二人民医院
（甘肃省精神卫生中心）

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专
家、志愿者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卫生院医疗工作站

灾民安置点
后
勤
保
障
组

情
报
信
息
组

技
术
处
理
组

宣
传
组
集体心理辅导

住院治疗

个别心理治疗

图 1 心理危机干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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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点人群的紧急心理干预
震后当天省级各医院心理救援人员在卫生厅的统一部署下，与医疗救援队一起，当天到达各自
负责的片区，心理危机干预医疗队将所有队员分为7个小分队，每队必须有1名精神科或心理专家，1
名健康教育专家（由卫生厅健康教育所安排）
，其中有2个队配备儿童心理方面的专家。指导志愿者
通过开展儿童游戏和绘画等可接受的形式为受灾儿童提供了心理康复途径，对应激反应较重的儿童，
由医疗队的儿童精神科医师对其提供专业帮助。
甘肃省卫生厅心理救援队先后46次深入全部42个灾民安置点开展现场干预；并对县医院、中医
院及转至兰州市医疗机构的429名伤员进行了个别心理危机干预；对消防官兵、武警战士、解放军战
士及医疗救援人员等实施了集体干预。并通过《地震后心理健康评估表》等为其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以便追踪随访。
1.5 后续培训和督导
震后12-21天，甘肃省精神卫生中心对当地医务人员及心理咨询师、志愿者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
后续培训和督导，培训内容包括灾后紧急心理干预、灾后精神疾病的识别与治疗等，共计培训和督
导30余次，1200余人次参加。分别在梅川镇、维新镇、和驼乡、中寨镇、闾井镇等灾民安置点进行
个别心理辅导、团体心理辅导、健康教育近2万人次[1]。
1.6 建立完善规范的管理制度
1.6.1 登记制度
专业人士的姓名、单位、联系电话及专长等。
1.6.2 例会制度
卫生厅医疗救援指挥部每天晚上都要召开例会，会上每个组要求汇报情况和存在问题，当场解
决。心理救援组要求各心理救援队每天下午6点之前上报工作量，包括各灾民点的工作人员数安置点
地址、辅导的灾民人数、及其灾民的情绪状态的总体评估，对心理辅导的反应、团体治疗人数、个
别心理辅导人次、特殊的处理等等。
1.6.3 建立工作流程
采用线索调查和现场巡查方式发现需要干预的对象，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对重症急性心理应
激反应的人员进行治疗和随访。
具体操作：要求心理救援人员到达安置点，首先寻找线索，建立本安置点情绪不稳定的人员名
单，前往排查。在尽量不扰民的情况下，开始健康教育讲座。内容通常为卫生防疫，由健康教育所
的专业人员讲解，也可由心理救援组的人员完成。内容浅显易懂，灾区的卫生防疫及保健事项，在
健康教育讲解过程中待灾民会慢慢围拢起来，心理救援专业人员会开始做心理健康教育和团体心理
疏导，安置点灾民在以上集体活动过程中，心理救援人员一部分在一旁评估，发现高危人群。其他
救援人员深入帐篷，对未来参加活动的人员利用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
个别评估[2,3]、创伤后应激量表[4]等工具，并建立心理健康档案，筛查出存在明显心理障碍者并实施
重点干预。同时，邀请安置点附近的救援官兵和志愿者参加集体活动，按照他们的需求，做相关的
心理疏导和培训。
对灾区的儿童进行游戏和绘画，重点寻找不来参加活动的孩子，逐一登记、个别评估。
1.6.4 信息汇总宣传制度
心理救援队是医疗救援队的一部分，每队都有摄像宣传专业人员，要求队员每日撰写工作日志，
-346-

随时将工作亮点与宣传人员分享，留下工作痕迹，并将其信息发送至网上及各大媒体，与媒体分享
每天工作进展。借助媒体的力量唤起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支援。
1.7 初步干预结果
在岷县灾区。
心理救援队共发放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资料 2 万余份。
分别对岷县 42 个安置点群众、
卫生院伤员、县医院、县中医院、等单位团体心理危机干预 90 多场次（8194 人次），个别心理辅导
617 人次，会诊精神疾病患者 31 人，收治创伤后应激障碍 14 人次，有效降低了创伤后各类心理障碍
的发生。

2

心理危机干预资源的整合与调配

2.1 甘肃省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员严重不足
甘肃省目前共有精神科执业医师 196 人，
各类心理学专业人员 200 余名，
心理咨询师 2000 余名。
岷县 44 万人口，没有 1 名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也是寥寥数人，心理咨询师不足 10 人且缺乏实
战经验。岷县所在的定西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执业医师不足 10 名，除要完成临床日常工作外，
实际能参与到心理危机干预的本地医务人员不足 2 人，远远不能满足 22 余万名地震灾民需要心理
救助的需要。此次地震心理救援队岷县会诊精神疾病患者 31 人，收治创伤后应激障碍 14 人次，岷
县中医院只有利培酮和黛力新，县医院只有肌注氯丙嗪，没有其他精神类药品，只能转院治疗。
岷县共收治各类地震伤员 1461 名，主要以外科伤员为主，含危重伤员 46 名，占 3.2%，绝大部
分来重灾区如梅川镇，不仅面临自身伤残的心理应激，还要面对财产损失、亲人伤亡等多重心理压
力。我们使用 SDS、SAS 和事件影响量表（IES）对灾民进行了初步调查，SDS>42 分者评为抑郁障
碍，SAS>41 分评为焦虑障碍，IES>43 分评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结果显示：47.1%的灾民有抑郁障碍，
34.6%的有焦虑障碍，37% 以上有急性应激障碍，远远高于一般人群。
2.2 灾情发生后，卫生厅积极组织心理救援，整合省级医院和市级医疗机构心理救援队人员，统一管
理。协调省外心理救援力量，合理分配人力和片区，在各片区设立心理干预门诊，进行初步的筛查、
处置；及时将各安置点存在的问题反馈回指挥部，并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工作计划。初步统计，灾后
在岷县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的医疗队、志愿者队伍共计 19 只，共计 205 人，经甘肃省卫生厅心理危机
干预组有效整合，保证了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有序进行。

3

重点人群干预

根据《甘肃省卫生厅关于印发（甘肃省洪涝地质灾害灾区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的通知》。
通过简易快速的量表评定，确定需要接受心理危机干预高危人群。
3.1 一级人群干预
包括从地震现场逃、救出来的幸存者，因灾受伤的伤病员，灾难的目睹者。梅川镇永星村、永
光村、维新镇等灾民安置点，开展现场干预近 7000 人次；对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外科伤员及后续
转出岷县的伤员进行了心理危机干预 442 人次。
震后 1 周对随机抽样的 200 名灾民进行了心理评估，
一级人群震后 1 周 SDS 评分 39.13±8.24，SAS 评分 37.22±8.15；明显高于普通人群（SDS：33.46±8.55；
SAS：33.80±5.90）[5]。
3.2 二级人群干预
现场对各类救援人员如武警战士、消防官兵、医务人员等实施了集体干预等 1200 人次。一些虽
未直接遭受灾难、但间接受到灾难影响的人群如志愿者、地震波及区的人群共计 300 余人也得到了
心理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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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甘肃省是一个多灾害地区，2008 年汶川地震以来，每年有地震、泥石流、特大洪涝等自然灾
害，这次地震震中的岷县，2012 年 5 月 10 日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汶川地震重灾区陇南连续三年发生
洪涝灾害；2010 年 8 月 7 日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泥石流等。甘肃省又是精神心理卫生工作、
资源相对落后的省份。迄今甘南州尚无 1 一名精神科执业医师，大部分县也没有精神科执业医师，
全省心理治疗师 200 多人，心理咨询师虽近 2000 人，大多集中在省会兰州和较发达地市。岷县地震
后，在各级政府、媒体、专业人士和志愿者等各方面力量的推动下，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受到广泛关
注。心理危机干预和将其纳入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重建工作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4.2 岷县、漳县震后心理危机干预需求量大。岷县 22.8 万人受灾、共 42 个受灾群众安置点，按
10% 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发生率计算，岷县灾区将近 2 万人需要
心理救助，相对众多的受灾群众，我们的力量非常弱小，杯水车薪。尽管我们在心理干预上做了大
量的工作，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①专业技术储备不足和人员培训不充分。缺乏持续开展工作的保障措施。在开展心理危机干预
工作的过程中，参与方需要消耗大量人财物力。震灾之初，行政指导、专业责任感和道义等力量驱
使大量投入开展工作。心理救援阶段后，高危人群的诊断评估、治疗干预管理和药品费用的支持以
及康复等工作，仅靠现有工作体制、管理机制、服务网络、技术支持、费用渠道难以解决持续工作
保障问题。
②组织管理体系中非医疗机构心理危机干预的队伍管理困难，教育、协会、学会、基金会等组
织来源复杂，组织和协调存在缺陷。有个别灾民安置点存在着心理救援人员反复介入让灾民多次暴
露其创伤体验；漳县安置点卫生行政部门人力没有组织心理干预。只是社会组织和医疗队员进行简
单疏导，缺乏专业干预，更缺乏长期干预机制。
4.3 本研究的局限性
①本次地震涉及面广，因人力及财力不足，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主要集中在岷县，而未在漳县进
行。②因组织协调的问题不能在岷县灾区全境内同时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研究，因此收集的数据在时
间上存在差异。
4.4 建议：
①灾后指挥部成立心理危机干预协调小组，对进入灾区的非医疗机构的心理救援人员实行统一
登记、统一安排、统一上报制度，凡进入灾区的医疗机构的心理救援人员，都要上报灾后医疗救援
指挥部，归卫生厅心理救援队统一指挥管理。
②储备专业人才，甘肃省灾害多发，人才紧缺，在国家疾控中心组织扶持甘肃进行灾后心理干
预连续长期培训计划基础上，建立人才储备机制和救灾联动机制，设立国家、省和市级灾后心理危
机干预人才储备和各个级别的志愿者队伍储备。
③将心理卫生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相结合，将重型精神病人管理与社区心理卫生
服务相结合，加强灾区的服务网络建设，逐步建立以社区和乡镇为基础的灾后心理卫生医疗服务体
系。
④充分整合外部技术资源：凡对口支援我省重灾区的省（区、市），在派遣援助我省的医疗队
中，应配备有专业精神医学服务或专业心理咨询背景的心理卫生服务小分队，以解决当前重灾区专
业心理卫生服务人员极度匮乏问题。并为重灾区培养一支留得住的专业技术队伍。

5

结论
震后成立抗震救灾医疗救援指挥部时必须同时成立心理危机干预指挥小组，统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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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组织协调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与医疗救援不同，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支持才能提供持续的心理危机干预，以保障灾民心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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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援疆干部睡眠质量及心理健康状况
调查研究 1
佟钙玉，古力巴克然木，邹韶红，张义，胡曼娜
【摘要】目的 通过对援疆干部进行调查，把调查的区域控制在乌鲁木齐范围内，研究他们的日常作息情况，尤
其是睡眠状况，进而分析他们的心理状态。方法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症状自评量表对乌鲁木齐市援疆

干部和本地干部进行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

援疆干部组,PQSI总分≥7的28人（45.1%），本地干部组

PQSI总分≥7的27人（41.5%）
。PQSI总分（8.14±2.66）
、睡眠潜伏期（1.46±0.92）
、睡眠效率（1.41±0.91）因子得
分显著高于本地干部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在进行比较的两个组之间，通过对多种因素进行分析，统计
比对结果，可以看出，援疆干部的与人相处能力，恐惧，偏激程度都是低于全国普通水平的，各因素之间的相关联
系数小于0.05，得到的结果在统计学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全国普通干部相比，援疆干部的恐怖因子略高，这是由于
其所处的环境，精神上长期承受压力引起的，相关联系数小于0.05，得到的统计结果在统计学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结
论

乌鲁木齐市援疆干部心理健康状况较普通人群好，但是睡眠质量较普通人群及本地干部差，应引起重视，加强

心理压力调适、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改善援疆干部的睡眠质量。
【关键词】 援疆干部；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

The research and survey of Xinjiang supported-cadres' 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in Urumqi
city
Gaiyu Tong，Gulibakeranmu，Shaohong Zou，Zhang Yi，Manna Hu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support cadres in Xinjiang , the area under investigation was

controlled within the scope of Urumqi to study their daily routines, especially their sleep status, and then analyze their
psychological status. Methods

Us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Scale and Symptom Checklist To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of sleep and mental health of support cadres in Xinjiang and local cadres of Urumqi.Results

Among the support cadres in

Xinjiang , score of PQSI≥7，had 28 persons (45.1%) And the score of PQSI≥7,had 27 persons (41.5%) in the local cadre
group. The scores of PQSI total score (8.14±2.66), sleep latency (1.46±0.92) and sleep efficiency (1.41±0.9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local cadre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Through the analysis
of various factors and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ndergoing compariso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bility of the support cadres in Xinjiang , to get along with people, fear, and extreme excitement are all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 The number of relevant links between factors is less than 0.05, and the results obtained ha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Compared with the ordinary cadres in the country, the terrorist factors of the Xinjiang cadres are slightly higher.
This is due to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are mentally affected by long-term stress. The number of relevant contacts is
less than 0.05.The results have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status of support cadres in

Xinjiang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but the quality of sleep is worse than that of the general population and
local cadres, an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t. The psychological pressure adjust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various
measures should be actively taken to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cadres in Xinjiang.
基金项目：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院级课题项目（编号 20140107）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
通讯地址：乌鲁木齐市天池路 91 号，E-mail :70923133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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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Xinjiang supported-cadres; sleep quality; mental health; symptoms self evaluation scal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国家一直重视新疆的发展，多年来一直都有技术力量的对口支援援助。援疆干部深入到工作的
最前沿，奋战在第一线，为所在地区带来了全新的理念，支援新疆的经济建设，维持了该地区保持
稳定的状态，一般情况下，援疆干部在一个地区会服务1到3年不等。这些援疆干部离开自己常年工
作生活的地方，远离家人，来到相对条件艰苦的新疆工作，而且地域文化差异比较大。2011年，国
家相关部门开始专门针对干部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层组织要对此进行高度的重
视，把心理建设作为重点工作来开展，在文件当中，还详细的阐述了开展这项工作的必要性。由此
可见，国家越来越重视干部的心理健康情况，但是在这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区域性差异，国内和国
外所进行的研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1-4]。目前尚没有对援疆干部心理状况的研究报道，本研究对支
援乌鲁木齐市的援疆干部进行心理状况调查和睡眠质量调查。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自于2014年3月至2016年12月来乌鲁木齐市进行援疆工作的干部62名为研究组，来疆工作三月
后进行问卷调查。选取乌鲁木齐市的本地机关干部65名为对照组。调查工作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
的，下发的问卷都有固定的制式，接受调查者我的问卷都是一样的。两组被调查人员受教育程度均
是本科以上，民族都是汉族、已婚。性别年龄：研究组平均年龄42.24±7.98，男性49人（79%）
，女
性13人（21%），对照组：平均年龄40.30±5.68，男性40人（65.5%），女性21人（34.5%），两组在年
龄、性别、族别、婚姻状况、学历水平的高低等各方面，经检验，相关联系数大于0.05，所以该结
果在统计学当中不具备意义。
1.2 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是横向展开的，所有的调查问卷都有固定的制式，通过相关理论，对问卷进行编辑，
结合症状自评情况和被调查人员的自身情况，调查所涉及的时间段，一个月为期，执行调查的人员
是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还会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与调查对象进行沟通。
1.3 研究工具
自编一般情况问卷 包括被调查者姓名、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等一般人口学资料。
匹茨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5]：是Buysse博士等人于1993年编制
的,Buysse Dj是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科睡眠和生物节律研究中心专家。PSQI用于评估被测者
近一月的主观睡眠质量。此量表由19个自评和5个他评条目构成，5个他评条目由睡眠同伴评定，不
参与计分，第19个自评条目也不参与计分。
其余18个条目参与计分，共组成7个因子成份，包括：主观睡眠质量、睡眠潜伏期、睡眠持续性、
习惯性睡眠效率、睡眠紊乱、使用睡眠药物、白天功能紊乱。每个因子成份按0-3等级计分，
“0”分
表示没有困难，“3”分表示非常困难。所有因子成份得分相加为PSQI总分，总分范围在0-21之间，
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此量表信度、效度较高，简单易行，问卷调查完成需要5-10分钟时
间，常用于调查睡眠质量。
症状自评量表[6]（SCL-90）：主要测量个体在某个时间段内的心理状况。量表包括9个症状因子，
分别是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还有一个
附加项目，共90个题目，采用5级评分，分别是：无(O分)，轻度(1分)，中度(2分)，偏重(3分)和重度
(4分)。得分越高，症状越明显，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反之，心理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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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匹兹堡睡眠指数比较
援疆干部组PQSI总分≥7的28人（45.1%），本地干部组PQSI总分≥7的27人（41.5%）
援疆干部组与本地干部组PSQI各因子分比较，PQSI总分,援疆干部组（8.14±2.66）分，本地干
部组（7.04±2.6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睡眠潜伏期和睡眠效率因子分上有显
著差异（P＜0.05）
，见表1。
2.2 症状自评量表比较
在进行比较的两个组之间，通过对多种因素进行分析，统计比对结果，可以看出，援疆干部的
与人相处能力，恐惧，偏激程度都是低于全国普通水平的，各因素之间的相关联系数小于0.05，得
到的结果在统计学上具有一定的意义。见表2.
表 1 援疆干部组与本地干部组 PSQI 各因子分比较（x±s）
组别

援疆干部组（n=62）

主观睡眠质量

1.03±0.77

睡眠潜伏期

1.46±0.92

睡眠持续性

1.33±0.81

睡眠效率

本地干部组（n=65）
1.06±0.82

t

P

-0.207

0.836

2.421

0.017

1.29±0.86

0.313

0.755

1.41±0.91

1.07±0.66

2.416

0.016

睡眠紊乱

1.11±0.77

0.90±0.80

1.468

0.145

使用睡眠药物

0.64±0.77

0.61±0.72

0.224

0.823

白天功能紊乱

1.12±0.73

1.00±1.00

0.831

0.408

PQSI 总分

8.14±2.66

7.04±2.63

2.337

0.021

1.09±0.82

表 2 援疆干部组 SCL- 90 各因子与中国常模的比较（x±s）
各类症状

援疆干部组（n=62） 全国常模（n=1388）

T

P

总分

122±5.91

129±38.76

-8.61

0.00

躯体化

1.35±0.17

1.37±0.48

-0.74

0.46

强迫症状

1.51±0.40

1.62+0.58

-2.04

0.04

人际敏感

1.523±0.32

1.65+0.61

-3.04

0.00

抑郁

1.47±0.24

1.50+0.59

-0.85

0.39

焦虑

1.36±0.22

1.39+0.43

-1.01

0.31

敌对性

1.33±0.22

1.46+0.55

-4.41

0.00

恐怖

1.38±0.40

1.23+0.41

2.95

0.00

偏执

1.34±0.32

1.43+0.57

-2.12

0.03

精神病性

1.23±0.22

1.29+0.42

-1.92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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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干部组与全国常模比较SCL- 90各因子，援疆干部的与人相处能力，恐惧，偏激程度都是低
于全国普通水平的，格因素之间的相关联系数小于0.05，得到的结果在统计学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恐怖因子分高于本地干部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3.
表 3 本地干部组 SCL- 90 各因子与中国常模的比较（x±s）
各类症状
总分

本地干部组（n=65） 全国常模（n=1388） T
124±13.00

P

129±38.76

-2.85

0.004

躯体化

1.37±0.38

1.37±0.48

-0.18

0.85

强迫症状

1.54±0.35

1.62+0.58

-1.64

0.10

人际敏感

1.69±0.40

1.65+0.61

0.91

0.36

抑郁

1.42±0.26

1.50+0.59

-2.37

0.02

焦虑

1.38±0.14

1.39+0.43

-0.17

0.86

敌对性

1.47±0.23

1.46+0.55

0.61

0.53

恐怖

1.27±0.25

1.23+0.41

1.57

0.12

1.31±0.21

1.43+0.57

-4.25

0.000

偏执
精神病性

1.21±0.39

1.29+0.42

-4.29

0.000

援疆干部组与本地干部组比较SCL- 90各因子，两组在SCL- 90总分上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恐怖因子分高于本地干部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是由于其所处的
环境，精神上长期承受压力引起的，相关联系数小于0.05，得到的统计结果在统计学上具有一定的
意义。见表4.
表 4 援疆干部组与本地干部组 SCL- 90 各因子的比较（x±s）
各类症状

3

援疆干部组（62）本地干部组（n=65）

T

P

总分

122±5.91

124±13.00

-1.050

0.297

躯体化

1.35±0.16

1.37±0.38

-0.701

0.485

强迫症状

1.51±0.40

1.54±0.35

-0.443

0.658

人际敏感

1.52±0.32

1.69±0.40

-2.604

0.010

抑郁

1.47±0.24

1.42±0.26

0.769

0.443

焦虑

1.36±0.22

1.38±0.14

-0.774

0.440

敌对性

1.33±0.21

1.47±0.23

-3.480

0.001

恐怖

1.38±0.40

1.27±0.25

2.538

0.013

偏执

1.34±0.33

1.31±0.21

0.509

0.612

精神病性

1.23±0.22

1.21±0.39

0.603

0.548

讨论

本研究发现，接受研究调查的乌鲁木齐市援疆干部的睡眠质量PQSI总分≥7的28人（45.1%），
本地区干部的PQSI总分≥7的27人（41.5%）。在国内的相关研究当中，对睡眠障碍的调查还没有形
成统一，已经公布出来的相关情况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从2002年开始，对睡眠障碍的患病率进行
统计，并将这一现象作为一种病态现象来进行调查，从得到的结论中可以看出，每十个人里，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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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会有睡眠障碍，尤其是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干部人群，每十个人当中可能有四个人有睡眠障碍
[7-9]。在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的过程当中，相关人员的出发角度不同，得到的结论自然也不同。本研
究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援疆干部无法保证标准的睡眠质量，和本地干部相比，睡眠健康水平
比较低，原因考虑与援疆干部来自于全国不同地区，初来乍到，还存在难以适应乌鲁木齐本地环境、
气候、时差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援疆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全国成人心理健康水平。国家非常
重视援疆干部各方面素质的要求，派出地各主管部门进行层层选拔及考查，援疆干部在政治思想、
道德品质、业务能力、知识结构以及身体健康等各个方面都是合格称职的优秀人才。来到新疆援疆
工作，虽然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及社会文化环境均有大的差异，虽然有部分援疆干部出现睡眠紊乱，
但是自身的心理调适、适应环境，及本地政府和受援单位在生活、工作上都给予极大地关心和帮助，
援疆干部保持比较好的心理健康状况。援疆干部与本地干部比较，心理健康水平上没有明显差异性，
都优于全国成人水平。在各因子分中援疆干部恐怖分值高于本地区干部，说明一些援疆干部在新的
环境适应上出现心理的焦虑紧张情绪，应加强心理调适缓解焦虑。本地区干部的人际关系敏感及敌
对性因子分高，应加强调节工作方式，加强心理压力调适，减轻焦虑，改善人际关系紧张。
本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乌鲁木齐市援疆干部及本地区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均高于普通人
水平，但是仍然得不到充分的休息，所以要从干部自身的内部情况进行调整，重视心理建设，拥有
更强的自我调节能力，通过规律作息，发展多方面的爱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高与人交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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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行为疗法对社交焦虑者的干预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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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主要探讨了DBT辩证行为疗法对于社交焦虑者的干预效果。研究对象从常州解放军第102医院心
理咨询门诊中筛选出21名具有社交焦虑表现的来访者。研究工具交往焦虑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以及五因素正念量
表。结果1.五因素正念量表中的“观察、觉知的行动、不行动”子维度以及交往焦虑值、幸福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有了
显著地变化（p=0.045*,p=0.014*,p=0.001**, p=0.000**，p=0.010*,p=0.000**）
；2.不行动、描述对于社交焦虑具有显著
地负向预测作用（β=-0.703，β=-0.481），学历和收入对于社交焦虑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β=0.272，β=0.177）；
3.不行动和生理健康状况对于幸福感指数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β=0.464，β=0.403）
；4.观察、交往焦虑、描述对
于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地负向预测作用（β=-0.711，β=-0.502，β=-0.290）,不行动、生理健康状况对于生活满意度具
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β=0.483，β=0.657）。结论DBT辩证行为疗法对于社交焦虑者的干预具有明显的效果，可以
在精神卫生健康服务中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DBT辩证行为疗法；社交焦虑；主观幸福感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 on Social Anxiety
【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 on outpati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Subjects: 21 outpati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were recruited fromChangzhou PLA 102 Hospital.
Research tools: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and Five factors mindfulness scale.
Result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ults of observation, awareness, non-action, social
anxiety, happiness index and life satisfaction, which were tes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pectively(p=0.045*,0.014*,0.001**,0.000**,0.010*,0.000**); 2.Non-action and description can be passive
predictors of social anxiety（β=-0.703, -0.481),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income can be positive predictors of social
anxiety（β=0.272, 0.177）;3.Non-action and physical health can be positive predictors of happiness index（β=0.464,
0.403）;4.Observation, social anxiety and description can be passive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β=-0.711, -0.502,
-0.290), non-action and physical health can be positive predictors of life satisfaction（β=0.483, 0.657）.Conclus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efficacy of 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 in treating outpati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so we
suggest that DBT can be promoted withi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Keywords】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 ；Social anxiety；Subjective well-being

1

前言

社交焦虑是当前社会较为常见的现象，社交焦虑者往往表现为对多种人际处境有着较强的紧张、
不安和忧虑，甚至出现恐惧和回避等负面行为。若社交焦虑得不到及时的干预和引导, 往往出现社
交焦虑障碍[1]，尽管社交焦虑障碍没有达到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但是依然遭受着焦虑症状带来的
痛苦[2]。当前治疗 SAD 常用两种方法：心理治疗与药物治疗[3]。研究表明团体心理辅导和认知行为
团体咨询对于社交焦虑有着良好的干预效果，可以有效降低社交焦虑水平，提高个体自尊水平，减
少社交回避行为，提高社会父往能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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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T 辩证行为疗法是一个结合了认知行为主义、辩证哲学观以及宗教佛学观的综合治疗模式[5]，
包括个体咨询、电话咨询、团体技能训练等多种形式，它是最具实证支持的治疗边缘性人格障碍的
有效方法[6]，并且在住院病人、门诊病人等临床应用和社区服务中均有良好的干预效果[7]。在国外，
DBT 辩证行为疗法对于治疗一系列的行为健康问题是一个颇受欢迎的选择[8]，比如进食障碍、对立
违抗性障碍、冲动控制障碍、物质成瘾、自残、自杀、认知失调、愤怒爆发、人际问题、慢性空虚
感等[9-10]。目前并没有关于 DBT 辩证行为疗法对于社交焦虑者的干预研究。本研究以 21 名社交焦虑
者为研究对象,进行 24 周的 DBT 辩证行为治疗干预，评价 DBT 辩证行为疗法的干预效果。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常州解放军第 102 医院心理咨询门诊病人中筛选出具有社交焦虑表现的来访者，运用交往焦
虑量表（IAS）进行测量，参照 IAS 得分的常模 M=38.9，SD=9.7，以平均数以上 1.96 个标准差为临
界点，筛选出 DBT 干预被试。
对于每一位被试进行 4 次一对一的心理访谈，访谈任务包括：建立咨访关系，评估被试社会功
能，收集被试人口统计学资料、个人成长史、病史等情况，确认被试能否遵守 DBT 治疗的规则并坚
持完成治疗，最后与被试鉴定知情同意书。
2.2 干预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干预方法是 DBT 辩证行为疗法，DBT 有五个基本的功能，即增强来访者的社会
功能和治疗动机、确保 DBT 技能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重构来访者社会资源以及不断增强治疗师的
能力，这五个功能通过五个模块来实现，即 DBT 个体咨询、团体技能训练、电话咨询、个案督导以
及治疗师团体督导[11]。
2.2.1 个体咨询
被试入组以后每周一次一对一的个体咨询，个体咨询的任务包括：探讨 DBT 技能在实际生活中遇到
的操作困难，增强治疗动机，协商并处理治疗中的阻抗，帮助被试逐步重构社会资源等。
2.2.2 团体技能训练
团体技能训练包括四个模块：正念、挫折忍受、情绪管理和人际效能。团体技能训练共有 3 个
周期，每个周期需要 8 周，每个周期的前 2 周教授正念技能，然后教授挫折忍受、情绪管理和人际
效能，3 个治疗周期总共需要 24 周，然后循环下去[12]。
每次团体的操作流程是：签到、问候、正念训练并分享感受、作业讨论、教授新技能、角色扮
演（role play）
、成员讨论、介绍下一周的作业、正念结束。每次团体技能训练需要 2 名 DBT 治疗师，
一名主讲，一名助教。每次团体技能训练的人数在 6--10 人，每周一次，每次 1 个小时。本研究中将
21 名被试随机分配为 3 组，由同样的两名 DBT 治疗师授课 24 周。
2.2.3 电话咨询
用于处理紧急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内（治疗师工作时间）
，被试可以针对自己即将面临的社交困
难情境打电话求助，DBT 治疗师根据被试具体情况给予技能操作指导。
2.2.4 个案督导
对于一对一个体咨询和团体技能训练中出现的治疗阻抗或者脱落，治疗师进行每周一次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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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导，治疗师团队给出有效的建议或者解决方案。
2.2.5 咨询师团体督导
DBT 的理念是一个个案的成功是整个团队的成功，一个个案的失败是整个团队的失败，它是作
为一个团体在工作。每周一次的咨询师团体督导提升治疗师的动力和胜任力、处理咨询师的情感耗
竭等问题[13]。

2.3

研究工具

2.3.1 交往焦虑量表
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Leary 1983 年编制,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
观社交焦虑体验的倾向。IAS 含有 15 条自陈条目，这些条目按 5 级分制予以回答（1:—点儿也不符
合我;5:非常符合我)。条目是根据下述两个标准选出的：1 涉及主观焦虑(紧张和神经症)或其反面(放
松、安静)，但并不涉及具体的外在行为；2 条目大量涉及意外的社交场合，在这些场合中个体的反
应取决于在场其它人的反应。其总评分从 15 (社交焦虑程度最低）到 75 (社交焦虑程度最高）。量表
信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八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0.80。量表效度：IAS 的评分与 Marbowe-Crowne
社交愿望量表相关系数为-0.26。IAS 与其它测量社交焦虑及羞怯量表高度相关(r>0.60)。
2.3.1 主观幸福感量表
主观幸福感量表（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由三部分组成，即幸福感指数量表、情感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①Campell（1976）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
问卷，前者由 8 个情感项目组成，后者则由一个满意度项目组成，两者的得分进行加权相加即为总
体幸福感指数。该量表情感指数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重测信度为 0.43，与生活满意度单一测
题的效标相关系数为 0.55。②Bradburn（1969）编制的情感量表，共有 10 个项目，积极情感和消极
情感项目各半，积极情感项目间的相关为 0.19-0.75，消极情感项目之间的相关为 0.38-0.72，积极情
感项目和消极情感项目之间的相关小于 0.10，重测信度在 0.76-0.83 之间，与单个整体幸福感测题的
相关为 0.45-0.51。③Diener(1985)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包含 5 个项目，采用七级评分,其信度效度
指标较好，应用十分的广泛。
2.3.1 五因素正念量表
五因素正念量表（Five factors mindfulness scale）由 Bare 等人编制，包括 39 道题。该量表使用
五级评分（1=一点也不符合，2=较少符合，3=有些符合，4=非常符合，5=完全符合）。FFMQ 包括
观察、描述、觉知的行动、不判断、不行动五个因素。在使用时，被试在五个分量表的得分越高，
正念水平就越高。五个因素的重测信度均介于 0.435 至 0.742 之间，呈显著相关,P 小于 0.01。FFMQ
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中，IFI、TLI、CFI 等指标均大于 0.90，NFI 也接近 0.90，RESMA 小于 0.08，拟
合指数满足测量学要求。在效度分析中，除了观察因子，FFMQ 的其他四个因子都与抑郁存在显著
负相关，观察因子与总症状指数显著正相关。Bare 等人认为，密切关注内在体验（即观察），对于普
通人群（无冥想经历的人群）来说是适应不良的表现；这里的观察说明个体具有适应能力。正念水
平的提高与心理症状的降低相关；正念五因素量表的区分效度良好，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个体的正
念水平与其他心理变量（如情绪）的状况。
2.4 统计分析数据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统计方法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逐步回归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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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1

研究结果
DBT 辩证行为疗法对社交焦虑者的干预效果

通过配对样本 T 检验分析被试交往焦虑、幸福感指数、情感、生活满意度以及五因素中的观察、
描述、觉知的行动、不判断、不行动在 DBT 辩证行为疗法干预前后的差异状况，结果见表 1。
表 1：前后测结果的配对样本 T 检验
项目

干预前 x±s

干预后 x±s

df

T

P

观察

22.76±6.29

26.67±6.46

20

-2.140

0.045*

描述

25.33±6.26

29.57±5.18

20

-1.956

0.065

觉知的行动

24.71±4.65

28.14±4.64

20

-2.684

0.014*

不判断

23.29±6.15

25.71±3.69

20

-1.880

0.075

不行动

15.90±4.12

21.24±3.72

20

-3.947

0.001**

交往焦虑

53.55±6.48

32.29±7.75

20

8.139

0.000**

幸福感指数

32.05±7.05

40.10±10.13

20

-2.832

0.010*

情感

5.24±1.58

5.10±1.58

20

0.304

0.764

生活满意度

16.19±5.23

22.76±4.98

20

-5.577

0.000**

注：P*代表<0.05；P**代表<0.01

通过配对样本 T 检验的结果可以看出，经过 24 周的 DBT 干预以后社交焦虑患者在五因素的观
察、觉知的行动、不行动三个维度有了显著地提高（P=0.045*,P=0.014*,P=0.001**），交往焦虑值在
干 预 前 后 有 了 显 著 的 降 低 (P=0.000**) ， 幸 福 感 指 数 和 生 活 满 意 度 有 了 显 著 地 提 高
(P=0.010*,P=0.000**)。
3.2 回归法探索影响交往焦虑的主要因素
以交往焦虑作为因变量，以性别、学历、收入、婚姻、子女、生理健康状况、幸福感指数、情
感、生活满意度以及五因素中的观察、描述、觉知的行动、不判断、不行动作为自变量进入线性回
归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影响社交焦虑的逐步回归分析
项目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t值

p值

不行动

-1.891

0.221

-0.703

-8.591

0.000**

描述

-1.002

0.173

-0.481

-5.914

0.000**

学历

5.124

1.581

0.272

3.241

0.003**

收入

1.844

0.867

0.177

2.126

0.040*

由表 2 可以看出，不行动、描述、学历、收入显著地进入了回归方程（P<0.05）
，而性别、婚姻、
子女、生理健康状况、观察、觉知的行动、不判断则没有进入回归方程（p>0.05）。说明不行动、描
述、学历、收入是社交焦虑的有效预测变量。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不行动和描述对于社
交焦虑具有显著地负向预测作用（β=-0.703，β=-0.481），不行动、描述的得分越高，社交焦虑的得
分就越低。学历和收入对于社交焦虑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β=0.272，β=0.177）
，学历和收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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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社交焦虑的得分越高。
3.3 回归法探索影响幸福感指数的主要因素
以幸福感指数作为因变量，以被试性别、学历、收入、婚姻、子女、生理健康状况、交往焦虑
以及五因素中的观察、描述、觉知的行动、不判断、不行动作为自变量进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 3。
表 3：影响幸福感指数的逐步回归分析
项目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t值

p值

不行动

0.985

0.256

0.464

3.846

0.000**

生理健康状况

4.651

1.394

0.403

3.337

0.002**

由表 3 可以看出，不行动和生理健康状况显著地进入了回归方程（P<0.05），而试性别、学历、
收入、婚姻、子女、交往焦虑、观察、描述、觉知的行动、不判断则没有进入回归方程（p>0.05）。
说明不行动和生理健康状况是幸福感指数的有效预测变量。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看出，不行动
和生理健康状况对于幸福感指数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β=0.464，β=0.403），不行动和生理健康
状况的得分越高，幸福感指数的得分越高。
3.4 回归法探索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以生活满意度作为因变量，以被试性别、学历、收入、婚姻、子女、生理健康状况、交往焦虑
以及五因素中的观察、描述、觉知的行动、不判断、不行动作为自变量进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
表 4。
表 4：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逐步回归分析
项目

未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t值

p值

不行动

0.617

0.127

0.483

4.852

0.000**

观察

-0.651

0.066

-0.711

-9.819

0.000**

生理健康状况

4.570

0.494

0.657

9.244

0.000**

交往焦虑

-0.237

0.056

-0.502

-4.267

0.000**

描述

-0.298

0.086

-0.290

-3.341

0.002**

由表 4 可以看出，
不行动、
观察、
描述、
交往焦虑、生理健康状况显著地进入了回归方程
（P<0.05）
，
而性别、学历、收入、婚姻、子女、觉知的行动、不判断则没有进入回归方程（p>0.05）
。说明不行
动、观察、描述、交往焦虑、生理健康状况是生活满意度的有效预测变量。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可
以看出，观察、交往焦虑、描述对于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地负向预测作用（β=-0.711，β=-0.502，
β=-0.290）
，观察、交往焦虑、描述的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的得分就越低。不行动、生理健康状况
对于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β=0.483，β=0.657），不行动、生理健康状况的得分越高，
生活满意度的得分越高。

4
4.1

讨论
DBT 辩证行为疗法对于社交焦虑具有显著地干预效果

本研究通过 DBT 辩证行为疗法对于社交焦虑的干预效果分析后发现，五因素中的观察、觉知的
行动、不行动三个维度有了显著地提高，交往焦虑值在干预前后有了显著的降低，幸福感指数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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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满意度有了显著地提高。DBT 辩证行为疗法通过提高社交焦虑人群的觉察能力以及觉知的行动和
不行动的能力，从而有效地降低社交焦虑水平。通过 DBT 的干预，社交焦虑者的对自己情绪和行为
的控制能力得到提高，维系良好人际关系以及终止不良人际关系的能力得到提升，增加人际效能感，
更加自主的生活，幸福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自然也会得到提升。由此可见，TDB 辩证行为疗法对于
社交焦虑人群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
4.2 高收入高学历人群的交往焦虑水更高
本研究发现收入和学历对于交往焦虑具有显著地负向预测作用，收入水平越高、学历越高的被
试，交往焦虑的水平反而越高。在一对一的咨询中，发现收入和学历越高的被试承受的来自外界和
自身的压力越大，这一部分人群有着更高的自我要求，同时被外界赋予更高的期待。来自自身和外
界的高期待，使得这类人群在人际交往中趋向于表现完美，注重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更加容易因为
一些过失而不安自责，从而社交焦虑水平更高。
4.3 不行动和描述对于交往焦虑具有显著地负向预测力
本研究表明不行动和描述对于交往焦虑具有显著地负向预测力，不行动和描述能力越高，交往
焦虑的水平越低。DBT 辩证行为疗法干预，通过提高不行动和描述的能力，有效的降低交往焦虑水
平。描述能力是指客观中立的描述当下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周围的一切，这种客观和中立性的训练可
以降低被试对自己和周围事物的批判性，从而提高对自己和外界的接纳程度。不行动的能力是指对
于过去不良的人机互动模式能够觉察并不做无效的回应，从而能够有效的终止不良的人际互动模式。
4.4 不行动和生理健康对于主观幸福感有着正向的预测力
本研究发现不行动和生理健康状况对于幸福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均有正向的预测力。良好的生
理健康状况属于重要的优势资源，DBT 辩证行为疗法可以帮助被试发掘自身的优势资源，其中包括
PLEASE 技巧和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等内容。不行动能力可以帮助被试从不良的人际关系互动模式
和不健康的习惯中走出来，提高自尊水平和自爱能力。DBT 辩证行为疗法可以帮助被试建立有效的
和有目标的生活状态，从而有效的提高幸福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
4.5 观察、描述和交往焦虑对于生活满意度有着负向的预测力
本研究发现在社交焦虑人群中，观察、交往焦虑、描述的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的得分就越低。
对于没有经过正念训练的人群来说，密切的关注自身的内在情绪体验和周围发生的一切，是适应不
良的表现。在 DBT 辩证行为疗法的正念冥想训练的初级阶段，被试往往对于觉察和描述内在情绪体
验的过程中出现困难，过去被压抑的感受逐渐涌现，在尝试接纳的过程中被试常表示痛苦指数增加。
DBT 强调接纳与改变的辩证关系，在学习新技能的初级阶段被试很难找到平衡，因为新的应对模式
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 DBT 辩证行为疗法的初级阶段，被试会面临旧模式逐渐被拆除，而新模式
还没有建立稳固的困境，这种情况可能会随着 DBT 干预周期的循环进展而有所改善。
综上所述，DBT 辩证行为疗法对于社交焦虑者的干预具有明显的效果，可以在临床应用中进一
步推广。本研究仍有不足之处，比如缺乏对照组作为参照对象、未达到标准化 DBT 辩证行为疗法的
干预时间长度（24 个月）
。除此之外，DBT 辩证行为疗法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实际操作的过
程中还需要考虑文化特征、经济水平、医保制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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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DBT 对社交焦虑者的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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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 102 医院危机干预中心，江苏 213003
通信作者：马斐，E-mail：18661136606@163.com ）
【摘要】本研究主要探讨了标准化DBT辩证行为疗法对于社交焦虑者的干预效果。研究对象从常州解放军第102
医院心理咨询门诊中筛选出18名具有社交焦虑表现的来访者。研究工具：交往焦虑量表、主观幸福感量表以及五因
素正念量表。研究结果1.经过标准化DBT干预，后交往焦虑者的交往焦虑值显著地低于常模(P<0.05)；2.观察、描述、
觉知的行动、不判断、不行动以及交往焦虑值、幸福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有了显著地变化（P<0.05）
。结论标准化DBT
辩证行为疗法对于社交焦虑者的干预效果显著，可以在精神卫生健康服务中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标准化DBT辩证行为疗法；社交焦虑；主观幸福感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Standard 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 on Social Anxiety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standard 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 on outpati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Subjects18 outpati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were recruited fromChangzhou PLA 102 Hospital.
Research tools: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 and Five factors mindfulness scale. Results
1.The

IAS

of

social

anxiety had lower

score on

the norm

after

the

standard

DBT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P<0.05); 2.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esults of observation,
description, awareness, non-judgment, non-action, social anxiety, happiness index and life satisfaction, which were
tes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pectively(P<0.05).Conclusion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efficacy of
standard 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 in treating outpatients with social anxiety, so we suggest that DBT can be
promoted withi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Keywords】Standard 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 ；Social anxiety；Subjective well-being

1

前言

社交焦虑者往往表现为对多种人际处境有着较强的紧张、不安和忧虑，甚至出现恐惧和回避等
负面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有可能发展成为社交焦虑障碍[1]。社交焦虑障(SAD)碍是一种比较常
见的可导致患者社会功能残疾的慢性精神疾病，不经过良好治疗一般难以自愈[2]。当前对 SAD 常见
治疗方式有心理辅导、音乐疗法、药物治疗等，均收到不同程度的干预效果[3-5]。研究表明团体心理
辅导和认知行为团体咨询对于社交焦虑有着良好的干预效果，可以有效降低社交焦虑水平，提高个
体自尊水平，减少社交回避行为，提高社会父往能力[6]。
DBT 辩证行为疗法是一个结合了认知行为疗法、来访者中心疗法、格式塔疗法、当代精神动力
学、佛教禅宗精髓的综合性心理治疗方法[7]，它是最具实证支持的治疗边缘性人格障碍的有效方法[8]，
并且在精神卫生服务中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9]。在国外，DBT 辩证行为疗法对于治疗一系列的行为
健康问题是一个颇受欢迎的选择[10]，比如进食障碍、对立违抗性障碍、冲动控制障碍、物质成瘾、
自残、自杀、认知失调、愤怒爆发、人际问题、慢性空虚感等[11-12]。DBT 辩证行为疗法在国内仍然
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以社交焦虑者为研究对象，进行 24 个月的标准化 DBT 辩证行为治疗干预，
并评价其临床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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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常州解放军第 102 医院心理咨询门诊病人中筛选出 18 名具有社交焦虑表现的来访者，运用交
往焦虑量表（IAS）进行测量，参照 IAS 得分的常模 M=38.9，SD=9.7，以平均数以上 1.96 个标准差
为临界点，筛选出 DBT 干预被试。
对于每一位被试进行 4 次一对一的心理访谈，访谈任务包括：建立咨访关系，评估被试社会功
能，收集被试人口统计学资料、个人成长史、病史等情况，确认被试能否遵守 DBT 治疗的规则并坚
持完成治疗，最后与被试鉴定知情同意书。
2.2 干预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干预方法是 DBT 辩证行为疗法，DBT 有五个基本的功能，即增强来访者的社会
功能和治疗动机、确保 DBT 技能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重构来访者社会资源以及不断增强治疗师的
能力，这五个功能通过五个模块来实现，即 DBT 个体咨询、团体技能训练、电话咨询、个案督导以
及治疗师团体督导[13]。
2.2.1 个体咨询
被试入组以后每周一次一对一的个体咨询，个体咨询的任务包括：探讨 DBT 技能在实际生活中
遇到的操作困难，增强治疗动机，协商并处理治疗中的阻抗，帮助被试逐步重构社会资源等。
2.2.2 团体技能训练
团体技能训练包括四个模块：正念、挫折忍受、情绪管理和人际效能。团体技能训练共有 3 个
周期，每个周期需要 8 周，每个周期的前 2 周教授正念技能，然后教授挫折忍受、情绪管理和人际
效能，3 个治疗周期总共需要 24 周，然后循环下去[14]。标准化的 DBT 团体治疗需要 24 个月。
每次团体的操作流程是：签到、问候、正念训练并分享感受、作业讨论、教授新技能、角色扮
演（role play）
、成员讨论、介绍下一周的作业、正念结束。每次团体技能训练需要 2 名 DBT 治疗师，
一名主讲，一名助教。每次团体技能训练的人数在 6--10 人，每周一次，每次 1 个小时。本研究中将
18 名被试随机分配为 2 组，由同样的两名 DBT 治疗师授课 24 个月。
2.2.3 电话咨询
用于处理紧急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内（治疗师工作时间）
，被试可以针对自己即将面临的社交困
难情境打电话求助，DBT 治疗师根据被试具体情况给予技能操作指导。
2.2.4 个案督导
对于一对一个体咨询和团体技能训练中出现的治疗阻抗或者脱落，治疗师进行每周一次的个案
督导，治疗师团队给出有效的建议或者解决方案。
2.2.5 咨询师团体督导
DBT 的理念是一个个案的成功是整个团队的成功，一个个案的失败是整个团队的失败，它是作
为一个团体在工作。每周一次的咨询师团体督导提升治疗师的动力和胜任力、处理咨询师的情感耗
竭等问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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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工具
2.3.1 交往焦虑量表
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Leary 1983 年编制,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
观社交焦虑体验的倾向。IAS 含有 15 条自陈条目，这些条目按 5 级分制予以回答（1:—点儿也不符
合我;5:非常符合我)。条目是根据下述两个标准选出的：1 涉及主观焦虑(紧张和神经症)或其反面(放
松、安静)，但并不涉及具体的外在行为；2 条目大量涉及意外的社交场合，在这些场合中个体的反
应取决于在场其它人的反应。其总评分从 15 (社交焦虑程度最低）到 75 (社交焦虑程度最高）。量表
信度：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7,八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0.80。量表效度：IAS 的评分与 Marbowe-Crowne
社交愿望量表相关系数为-0.26。IAS 与其它测量社交焦虑及羞怯量表高度相关(r>0.60)。
2.3.1 主观幸福感量表
主观幸福感量表（Subjective well-being scale）由三部分组成，即幸福感指数量表、情感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①Campell（1976）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
问卷，前者由 8 个情感项目组成，后者则由一个满意度项目组成，两者的得分进行加权相加即为总
体幸福感指数。该量表情感指数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重测信度为 0.43，与生活满意度单一测
题的效标相关系数为 0.55。②Bradburn（1969）编制的情感量表，共有 10 个项目，积极情感和消极
情感项目各半，积极情感项目间的相关为 0.19-0.75，消极情感项目之间的相关为 0.38-0.72，积极情
感项目和消极情感项目之间的相关小于 0.10，重测信度在 0.76-0.83 之间，与单个整体幸福感测题的
相关为 0.45-0.51。③Diener(1985)的总体生活满意度量表包含 5 个项目，采用七级评分,其信度效度
指标较好，应用十分的广泛。
2.3.1 五因素正念量表
五因素正念量表（Five factors mindfulness scale）由 Bare 等人编制，包括 39 道题。该量表使用
五级评分（1=一点也不符合，2=较少符合，3=有些符合，4=非常符合，5=完全符合）。FFMQ 包括
观察、描述、觉知的行动、不判断、不行动五个因素。在使用时，被试在五个分量表的得分越高，
正念水平就越高。五个因素的重测信度均介于 0.435 至 0.742 之间，呈显著相关,P 小于 0.01。FFMQ
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中，IFI、TLI、CFI 等指标均大于 0.90，NFI 也接近 0.90，RESMA 小于 0.08，拟
合指数满足测量学要求。在效度分析中，除了观察因子，FFMQ 的其他四个因子都与抑郁存在显著
负相关，观察因子与总症状指数显著正相关。Bare 等人认为，密切关注内在体验（即观察），对于普
通人群（无冥想经历的人群）来说是适应不良的表现；这里的观察说明个体具有适应能力。正念水
平的提高与心理症状的降低相关；正念五因素量表的区分效度良好，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个体的正
念水平与其他心理变量（如情绪）的状况。
2.4 统计分析数据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统计方法采用单个样本 T 检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通过单样本 T 检验分析在不同的时期 DBT 对社交焦虑的干预效果
以交往焦虑量表（IAS）得分的常模 M=38.9 为检验值，5 个不同时间点的 IAS 测量值为检验变
量，进行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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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Mean

SD

df

T

P

IAS1

52.78

6.629

17

8.882

0.000**

IAS2

41.11

8.450

17

1.110

0.282

IAS3

37.11

8.649

17

-0.877

0.392

IAS4

35.56

7.350

17

-1.930

0.070

IAS5

34.56

6.629

17

-2.609

0.018*

注：*P<0.05; **P<0.01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干预前的交往焦虑值显著地高于常模，干预 3 个月、6 个月和 9 个月后的
交往焦虑值与常模没有显著地差异，干预 12 个月后交往焦虑值显著地低于常模。
3.2 通过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不同干预时期的差异
通过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交往焦虑、主观幸福感和五因素正念各子维度在 5 个不同时间点
上的差异，结果见表 2.
表 2：SAD 交往焦虑在 5 个不同时间点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由度

F

P

事后比较

交往焦虑 IAS

17

34.096

0.000**

2<1;3<1;4<1;5<1

观察 OBS

17

14.74

0.000**

1<3;1<4;1<5;2<3;2<5

描述 DES

17

13.43

0.000**

1<3;1<4;1<5;2<4;2<5

觉知的行动 AWE

17

20.27

0.000**

1<3;1<4;2<3;1<5;2<5;3<5;4<5

不判断 NONJ

17

10.89

0.000**

1<4;1<5;2<5

不行动 NONA

17

18.15

0.000**

1<2;1<3;1<4;1<5;2<4;2<5

生活满意度 LIFE

17

43.33

0.000**

1<2;1<3;1<4;1<5;2<3;2<4;2<5;

幸福感指数 HAP

17

10.16

0.000**

1<2;1<3;1<4;1<5

注：1 指干预 0 个月；2 指干预 3 个月；3 指干预 6 个月；4 指干预 9 个月；5 指干预 12 个月

通过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看出，交往焦虑、观察、描述、觉知的行动、不判断、不行动、
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指数在不同的时间点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情感在不同时间点上
的差异不显著（P>0.05）
。事后比较发现，在社交焦虑维度，时间点 1 与时间点 2、3、4、5 有显著
地差异；在五因素中的观察子维度，时间点 1 与时间点 3、4、5 有显著地差异，时间点 2 与时间点
3、5 有显著地差异；在描述子维度，时间点 1 与时间点 3、4、5 有显著地差异，时间点 2 与时间点
4、5 有显著地差异；在觉知的行动维度，时间点 5 与时间点 1、2、3、4 有显著地差异，时间点 1
与时间点 3、4 有显著地差异，时间点 2 与时间点 3 有显著的差异；在不判断维度，时间点 1 与时间
点 4、5 有显著地差异，时间点 2 与时间点 5 有显著地差异；在不行动维度，时间点 1 与时间点 2、
3、4、5 有显著地差异，时间点 2 与时间点 4、5 有显著地差异；在生活满意度维度，时间点 1 与时
间点 2、3、4、5 有显著地差异，时间点 2 与时间点 3、4、5 有显著地差异；在幸福感指数维度，时
间点 1 与时间点 2、3、4、5 有显著的差异。
-365-

-366-

3

讨论

本研究表明，干预之前社交焦虑者的交往焦虑值显著高于常模，经过 12 个月标准化 DBT 干预
以后，交往焦虑值显著地低于常模，由此说明，标准化 DBT 干预对于社交焦虑的干预效果明显。通
过单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社交焦虑者在经过 DBT 干预三个月以后，交往焦
虑值 IAS 有了显著地降低，但是干预三个月、六个月、九个月和十二个月以后的交往焦虑值之间没
有显著地差异，干预三个月、六个月和九个月以后的交往焦虑值与常模之间的差异不显著，直到干
预十二个月以后交往焦虑值与常模之间有了显著的差异。说明 DBT 对于交往焦虑者的干预在前三个
月变化最快，之后的的变化趋于缓慢，干预的十二个月以后交往焦虑值发生质的变化，中间的缓慢
变化过程起到重要的巩固效果。
观察、描述、觉知的行动、不判断、不行动、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指数经过 12 个月 DBT 干预以
后有了显著地变化，其中干预的前三个月变化显著，而后的变化缓慢或者出现波动。在经过最初的
显著进步以后，被试会报告出现瓶颈期，感觉自己的进步不明显，容易出现灰心、失望甚至放弃的
想法。因为在此阶段被试新的行为模式和信念还没有建立稳固，而原有的旧行为模式和信念已经动
摇或拆毁。在此阶段电话咨询、个体咨询和个案督导对于帮助被试渡过瓶颈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比如修复和巩固治疗关系、提高治疗动机、处理紧急情况等。与此同时，需要通过咨询师团体督导
来帮助治疗师缓解压力和提高治疗技能等。
综上所述，DBT 辩证行为疗法对于社交焦虑者在交往焦虑、五因素正念和主观幸福感等维度的
效果显著，在临床应用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 DBT 辩证行为疗法在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在
实际操作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文化特征、经济水平、医保制度等因素。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以处于
康复期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增加对照组作为参照对象，利用事件相关定位和眼动
脱敏等技术设备，探讨 DBT 辩证行为疗法对于康复期的精神分裂症病人社会功能和认知功能的干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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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网络心理危机干预案例分析及启示
于爱英,吴

涛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823 部队)
【摘要】 目的

为如何有效实施网络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提供技术参考。方法：通过介绍一例有自杀意图的网络

心理咨询案例，详述心理咨询师对求助者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过程，分析总结了危机干预中应用的各种技术手段。
结果

心理咨询师以网络回复、电话咨询等方式对求助者进行有效干预和及时巩固，取得较好干预效果。结论

网

络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难度较大，在信息量有限、问题表现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心理咨询师的分析和判断要尽可能细
致全面，善于综合运用各种咨询技术开展灵活有效的干预工作。
【关键词】 自杀；网络心理危机干预

1

案例介绍

注：根据心理咨询保密原则，为保护求助者，对案例中凡涉及个人隐私及相关事实内容进行了
脱密处置和改编，求助者以“F”代表。
1.1 求助者的首次网络留言
“老师你好，我是F。我感觉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来这里工作前，我的人生一直很不顺利。有几次痛苦的经历：小学时最疼我的外婆病重去世，
那天我还在学校，急急忙忙赶回家也没见上她最后一面。初中的时候，我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形
影不离。没想到他却意外死于一场车祸。高中毕业后，我上了大学，有一个学姐对我很好，她人很
善良，我很尊敬她，喜欢她。没想到她得了白血病，我工作前一年她离世了。我真想避开这一切伤
心事，就到远离家乡的另一个城市找了一份工作。工作后我想，也许一切会好起来的，可是糟糕的
事还是一个接一个。刚开始到新的环境，人生地不熟，工作也不熟悉，感到很孤独，但我还是挺住
了。然而，一年后，我奶奶因高血压半身不遂瘫痪在床。我父亲因为劳累过度，不久前也病倒了，
家中就只剩下母亲挑大梁。我又一次感到死亡的威胁，觉得自己快崩溃了。我想，这是老天要折磨
我么，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身边的人，为什么不让我死，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每天都在痛苦中挣扎，
心感觉快要被撕碎了一样。为什么死亡总是跟着我？我不敢谈女朋友，我怕给自己喜欢的人带来灾
难。我觉得我自己是个灾星，永远保护不了自己最亲近的人。也许只有我死了，这一切才会结束，
我的家人们才会安全。我真想逃离这个世界，永远的离开，我该怎么办，老师救救我吧，我快不行
了，我觉得我在走一条充满迷雾的路，看不见目的地，我迷路了……”
1.2 咨询师的第一次网络回复
F你好！首先要真诚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能在内心如此艰难挣扎的时候，选择给我留言，这让
我既感到欣慰，也感到沉重。欣慰的是，你能向一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伸出求助之手，这一举动让
我看到了你内心顽强的求生欲望；沉重的是，你遇到的生活难题看起来是如此之大，它一次次打击
你生活的信心，威胁伤害着你活下去的希望。读着你的留言，我忍不住想象你一个小小的孩子，是
如何在外婆突然离世、亲近的朋友遭遇车祸离你而去、关心你照顾你的善良的师姐因病去世、目前
奶奶瘫痪在床、父亲病倒……等等一系列痛苦的事件中坚持下来的。你可真不容易啊！能走到今天，
你的内心该有怎样的勇气和意志力！你让我由衷心疼，又感佩！孩子，你受苦了。
-369-

F，我能够体会，当你每一次经历亲近、敬爱的人离世，内心所感受到的沉重和悲伤。这种打击
和悲痛放在一个已经成年的人身上，尚且难以承受，何况年纪轻轻的你！而你，在这一次次的境遇
下还一直在努力挣扎着，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追求着想要的未来，这是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我
多么喜爱这种生命力！还有，你对失去的亲人和朋友的深切感情，你对年迈的奶奶、生病的父亲，
以及负担沉重的母亲的关切疼惜之情，都令我动容，这让我看到了你的善良，你对亲人的爱和责任，
这些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
你屡次经历生活中的痛苦和悲伤，从小小年纪便开始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
体验到了害怕，以及对死亡的无可奈何。我明白这样的经历和痛彻心扉的体验，对你造成了怎样的
影响。年幼的你因为对死亡的害怕和痛恨，想要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失去了一个又一个至亲
和你在乎的人。可是死亡似乎强大到令人不可抗拒，你无能为力阻止一切的发生，只能被动无奈承
受着结果。无可奈何之下，你产生了一个猜测或者说错觉：是不是自己的原因，导致了这一切？
F，对于死亡这个庞然大物来说，我和你，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它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我们
迟早都要面对它。因为亲人的离去，你一个孩子，过早地接触到它，这的确会对年幼的你造成伤害，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来，它也是在通过这一次次的离别，告诉你生命的可贵，提醒你好好生活，活
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孩子（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你），亲人好友的离世，不意味着彻底的离开。她们都在你的生命里出
现过，你和她们有过亲密友好的相处，彼此关心和在意。她们在世的时候，感受过你带给她们的快
乐和安慰，感受过你对她们的信任和喜爱，都使得她们的生命丰盈而幸福。我想，她们地下有知，
一定会非常感谢能够遇见你，和你做亲人、做朋友。她们也一定非常希望你能够生活得更好、更幸
福——因为你的心灵会一直保存着对她们记忆，她们活在你的心里，她们也会伴随你、和你一起感
受生活的美好和乐趣。F，只要你愿意，即便亲人离世，她们照样会永久活在你的心中。你得为她们
而活，她们来不及或者没有机会享受到的生活，你得替她们实现！
从这一件件事，你能一步一步坚持到今天，没有倒下，也没有完全放弃努力，足见你的内心力
量和意志力有多么强！孩子，我不但由衷感佩你的这种顽强不屈的精神，更信任你能越活越好，你
具备这种内心力量。
F，我深深理解你的痛苦，也明白你的迷惑不解。换作任何一个人，经历这些接二连三的事件，
都会产生和你一样的感受。尤其是还很年轻的你。在陡然遭遇并不得不面对这一件件亲近的人离去
的痛苦事实时，善良的人会不由自主在悲痛无助中寻找原因，会觉得内疚，认为是自己的过错和责
任，是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他们，会为此感到深深自责，也会因为害怕再次失去所爱的人而时时恐
惧担忧和不安，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换取所爱之人的生命……F，从你的描述中，我能感受到所有
这一切，而由此，也让我感受到了你灵魂的可贵之处：你是一个多么重情重义、热爱生命的人！
F，我想再次告诉你的是，这一切不是你的错，真的不是你的错。我们每一个人终究都要离开这
个世界，你的已经离世的几位亲人朋友，他们只是早一步离开人世而已。这意味着，活着的每一天
都弥足珍贵。在衰老、疾病、灾祸等等夺去我们的生命之前，努力活着，认真活着，善待生命，善
待身边的人，善待自己，努力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这才是最最要紧的事，也是对逝去的亲人的告
慰——不仅要活好我们自己，也要把已经离世的亲人们在世时未实现的心愿和遗憾，也尽可能替他
们实现和弥补——这才是告慰他们在天之灵的最好的方式。
F，我相信，那些已经离世亲友们的在天之灵，一定在为曾经拥有你这样的好外孙、好兄弟、好
师弟而欣慰不已——他们在世的时候，正因为有了你的陪伴和亲近，而得以感受到艰难生活的慰籍、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情意。他们若地下有知，也一定会由衷希望你能健康平安、好好替他们活下
去。而且，对你来说，他们在世时曾经给予你的照顾和爱护，让你感受到的温暖和亲情，已经给你
留下了最宝贵的记忆，这些记忆会一直陪伴你，祝福你。
F，你正在慢慢成长。困难磨砺人的意志，痛苦促进人的成熟。生活给予人的一切打击和磨难，
都会转变为促使人成长强大的财富，但是关键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打击和磨难。我多么希望你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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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这种低迷绝望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赶快振作起来，一如既往坚持你的努力。要知道，你如果想
要保护自己的家人，保护身边的人，保护自己所爱的每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不断强大，
再强大。你需要忍耐痛苦，而不是屈从于痛苦，被痛苦所困或者击倒，从而放弃自己。你已经明明
白白看到了，生命的失去是多么容易。努力活着，才是对一切灾祸的最有力的反抗和宣战，我希望
你是一个不屈的斗士，而不是沦为痛苦折磨之下的懦夫。我相信，所有你的亲人们、所有爱你关心
你的人，都会怀有和我一样的希望！
F，你能让我看到你的振作和勇气么？我希望，终有一天，你神采奕奕、朝气蓬勃地出现在人们
的面前！
F，你在留言中提到自己刚刚参加工作。从学校到工作环境，也要经历一个适应过程，你现在感
受到的孤独和艰难，是每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都会经历和感受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妨尝试去主
动和周围的人打交道，比如，多向自己的同事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生活中遇到困难试着向周围的
人寻求帮助，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愿意为你提供帮助。只要坚持这样去做，相信人的善意，相信一切都
会改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你会认识很多人，会交上新朋友，对工作也会越来越熟悉。
F，另外要想要提醒你的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你的父母奶奶等家人正遭受疾病困扰，面对各种
困难，我想他们需要你传达给他们安心的感觉和被支持的力量。所以，你的稳定的心情、关心的态
度以及成熟的处事方式对亲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需要从你这里得到安慰，感到放心，才会
更有动力克服困难，缓解病痛，恢复健康。你的安康与否，他们肯定时时牵记在心。而这些信息和
亲情的传递，需要你主动去做。有空的时候，要多给家人打打电话，询问情况，提供意见、建议以
及力所能及的帮助，告诉父母家人你的情况，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和安心。
你还很年轻，路还很长远。至于恋爱问题，我想告诉你：你完全有权力享受爱情这一美好的生
命体验的。F，为什么不试着去谈一次用心用意的恋爱？相爱的力量会帮助你更加坚强地面对任何困
境，也会激发你保护爱情、保护爱人的强大力量。我信任你，F。爱就是对死亡最好的抗争，你一定
会遇到能和你相濡以沫的真心爱人，我衷心为你祝福。
相信你以后还会遇到许多考验和挑战，也会遇到许许多多喜欢你、愿意亲近你、支持你、为你
提供帮助的人，我也相信，经历过艰难生活磨砺的你，一定会更加坚强，会越来越有能力和力量，
会更珍惜生命，更多感受生活中的善意和美好。我也相信，你会不断成熟，获得更多知识，掌握更
多本领，有能力让自己和身边的亲人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不知道我以上回复能否对你有所帮助？希望你能继续留言诉说烦恼。遇到要紧事情时，可以电
话联系我，我留给你电话号码。如果一时之间联系不到我（有时候工作忙没时间上网，或者网络故
障上不了网）
，也可以留言给其他咨询师，咨询师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你。
最后，诚挚祝好！愿你平静心情，振作精神，继续努力，好好生活！
于老师
X年X月X日
1.3 求助者的第二次网络留言
注：该留言于心理咨询师首次回复后第二天收到，并且求助者选择了公开留言的方式。
“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真心实意的回复！我真的很感动，感觉自己心里受到了很大冲击。老
师的话都说到我心上了，我觉得自己获得了新生一样。这么多年，从没有人对我说这样的话。我把
您的回复复制保存了下来。您拨开了我心里的迷雾，我要开始全新的生活。我会像您说的那样，振
奋精神，好好生活。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做到！深深祝福老师安康幸福！”
1.4 咨询师的第二次网络回复
F你好！
收到你的留言回复，我也感到由衷高兴和欣慰。自上次回复之后，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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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回复你是否能够理解，是否真的能够帮助到你。今天看到你的回复，我才感到踏实安心一点。
F，真高兴你能走出心灵的困境，重新拥有希望。人一生总会遇到各种难题，天灾人祸不知道什
么时候会降临，你的经历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无疑是在告诉我们：生命是多么脆弱，为此，每个
人都该认真生活，用心保护自己拥有的珍贵生命，并努力创造美好的生活。你还这么年轻，未来有
各种可能性，只要你有信心，能够坚持努力，我相信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不论任何情况下，不放弃希望和努力，就是一个人拥有的最可贵的精神品质。你正在用自己的
生活实践，历练并证明你拥有的这些美好品质。艰难困苦会造就人，我相信你所经历的一切，终究
会造就你。
很欣慰你能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走出迷雾，心向光明。我衷心为你祝福。如果你愿意，可以电
话联系我，有些细节问题我心里还有疑惑，想向你了解详情。我的电话是XXXXXX。
最后，再次祝好！
于老师
X年X月X日
1.5 求助者的第三次电话咨询
第二次网络咨询后的第三天，求助者给咨询师打来电话进行咨询。在电话中，咨询师详细询问
求助者各方面情况，进行了更全面的信息摄取，确认了求助者当前的心理状况和各项心理功能，同
时，针对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澄清，比如，触动求助者、促使他有所转变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求助者的人格特征，思维模式，情绪特点究竟是怎样的，内心未完全消除的障碍还有哪些，等等。
在分析判断求助者的人格特征、认知观念、情绪状态、行为方式等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再次运用
认知重建、脱敏、隐含式暗示等技术，开展更加有针对性的工作，进一步增强求助者信心，改善认
知，稳定情绪，指导求助者建立新的、更为有效的行为模式的可行方法，巩固危机干预的效果。
1.6 求助者的后续网络咨询
求助者在网络求助咨询的第二年，再一次通过网络留言进行咨询。这时候他已经成为一名管理
人员，咨询的内容是管理工作中的人际矛盾处理。通过综合分析，这次的咨询与一年前的咨询问题
之间有一定的关联（感受到危机时的害怕和焦虑反应，属于人格方面的惯性表现），但反应程度在正
常范围内，属于一般性心理问题。通过运用认知调整、情绪纾解和脱敏技术，求助者很快恢复了正常。
这次咨询，再次验证了这样的事实：求助者在第一次咨询中表现出的创伤感受和危机反应，在
当时得到了及时且有效的干预，后续的巩固和保持良好。从总体上来判断，这例网络咨询中的心理
危机干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求助者正在逐步恢复正常的心理功能，目前已经能够有效应对
日常工作和生活，表现出较好的适应环境的能力。

2

危机干预技术分析
这是一例网络心理危机干预案例较为完整的呈现。

2.1 对求助者的第一次网络留言分析和危机干预思路
首先，从求助者首次留言的信息中，能够感受出求助者当前的心理状况和情绪状态，一些比较
典型的语言表达比如“我感觉快要坚持不下去了”“觉得自己快崩溃了”
“我真想逃离这个世界，永
远的离开，我该怎么办”
“也许只有我死了，才能逃离这一切”
“老师救救我吧，我快不行了”等等，
呈现出求助者比较激烈而且趋向极端的情绪反应，以及临近崩溃的精神状态。为此，平复并稳定求
助者的情绪，提供及时有力的心理支持，引导求助者逐步恢复理性思考的心理能力，是咨询师的首
要任务和咨询切入点。
其次，要注意的问题方面是：网络咨询的缺点在于信息量有限，资料摄取有限，求助者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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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和心理动态、与咨询师交流过程中的心理感受、情绪变化等等各种相关信息和资料，都不能进
行直接观察、获取和分析。仅就一次留言来分析，即便求助者写得再详细，他对自己状况的表述，
也很可能存在许多误差，比如，求助者情绪激烈的程度究竟如何，是比文字表述的更强烈，还是为
了引起咨询师注意而有意夸大了自己的感受？这种危机表现和反应的触发因素还有哪些？文字表述
中有没有有意突出或有意弱化的地方？与求助者心理反应相关的、当前利害关系最大的原因或事件
究竟是什么，等等——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咨询师在处理危机情况时应该综合考虑的因素。
第三，要全面分析、准确判断和把握求助者留言描述中提供和透露的各种信息。
在看到这个咨询留言时，我（咨询师）先对留言进行反复阅读，从中体会和感受求助者各种可
能的情绪和心态，析别每一个相关事件对求助者产生的影响、影响的重要性程度和心理意义——从
小学外婆离世，第一次触及死亡而产生的恐惧感和亲人离世的丧失感；从初中好朋友突然去世以及
大学学姐病逝中，反复经历并不断强化着求助者的创伤感受；从工作后的经历求助者感受到成长中
的艰难不易；由奶奶、父亲相继病倒，再次唤起求助者对死亡、对可能失去亲人的创伤感受和恐惧
心理；由一些细节表现，分析判断恐惧及焦虑的程度，如“我不敢谈女朋友，我怕给自己喜欢的人
带来灾难”，属于恐惧情绪的泛化表现；由当前现实情况，分析其对求助者的影响，比如刚参加工作，
心理上正面临不适应，感到孤独无助；综合现有信息，分析判断求助者现有的认知模式和可能的人
格特征，等等。同时，分析求助者应激反应的程度和相关影响因素的各自作用。
第四，在回复求助者时，要仔细斟酌语言技术的运用，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及如何向
求助者传达可理解、能接受、有感染力的语气、情感等。为此，我（咨询师）对留言信息逐句进行
了仔细分析，综合考虑了求助者的年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与人交往的状态、接受能力、能够
认可的态度和情感倾向等各方面的可能情况。
第五，在咨询技术方面：1运用共情技术与求助者产生情感共鸣，逐步建立信任关系以及有利于
形成咨询正性效应的心理基础；2应用情绪纾解技术，重点进行经历丧失性事件后的哀伤处置、情绪
调理和心理创伤康复治疗，逐步分散并弱化负性情绪，减弱恐惧情绪的泛化作用，增加积极情绪体
验；3运用识别歪曲认知和认知重建技术，引导求助者走出“糟糕至极”
“祸事总是跟随着我”
“根本
无能为力”等等极端化认知导致的无力感，增强求助者的自信心，帮助求助者学习从积极角度看待
并思考遭遇的各种事件；4运用隐含式暗示技术，拓展求助者视野和思路，调动求助者的心理功能进
行自主选择和思考，引导求助者一步一步走出伤痛，淡化对死亡的恐惧害怕，强化其心理耐受性，
提高承受挫折的能力；5充分挖掘求助者自身的优势和可用资源，通过明确优点，直接肯定，表达尊
重，隐含暗示，移情理解，换位思考，反复强化等多种技术手段，在语言表述中一遍又一遍强化对
求助者的肯定、支持、理解、尊重、信任等积极正向的情感，引导求助者建立自信，逐步缓解并平
复激烈的情绪，启发理性思考，重建心理功能；6针对求助者留言中提到的具体问题，进行客观分析，
提供中肯建议，引导求助者通过积极思考、主动分析和判断，对问题进行重新梳理，从而转变认知
观念，形成合理认知，促进心理成长；7针对求助者现有的应对模式和行为反应方式进行调整和重建，
引导求助者重新思考并勇敢面对已经发生过创伤性事件，增强信心，以新的认知观念和可行的行为
方式（比如察觉并相信自己的优势和能力，信任他人，相信一切都会改变；主动关心家人，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主动与人打交道，遇到困难尝试寻求他人帮助，主动熟悉适应工作环境；放心谈恋
爱，享受生命美好等）代替原有的消极偏颇的认知，改变并逐渐替代习惯性的回避反应和退行性行
为（如选择远离家乡是“为了避开这一切”；
“不敢谈女朋友”以及“逃离这个世界”等），引导求助
者逐步建立并强化积极的应对模式和行为反应方式。
2.2 对求助者的第二次网络留言分析和危机干预思路
求助者在第二次的网络留言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改善和积极的心理状态，这说明第一次危机干预
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咨询师内心仍然有一些“疑点”有待搞清楚。比如，求助者在第一次网络留
言咨询时，究竟是怎样的情形？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想要咨询？看到咨询师回复后，是什么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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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他内心起了变化？这种变化是求助者真实的心理感受，还是存在着某些夸大的成分？因为求助
者这次的留言选择了公开，这意味着会被更多人看到，而且还会有人发表评论。求助者在留言时的
措辞是否也考虑到了这些因素并被无形中影响？求助者的人格特征究竟如何，内心还未完全消解的
障碍都有哪些？等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了解，鉴别确认。
但是，针对这次回复中求助者表现出来的积极情绪和正向的心理行为倾向，是应该及时予以充
分理解、肯定、支持和尊重，以强化巩固求助者内心的积极信念，增强信心，提升自尊，扩大努力
生活的希望。所以，咨询师在第一次危机干预的基础上，继续着力于求助者的心理建设，持续巩固
求助者的积极情绪和正向观念，帮助求助者挖掘自身资源，稳固新的认知观念，助长良性情绪体验，
助推求助者去做可能的积极行动。为了进一步了解更为详细的情况，以准确判断求助者的心理状况，
评估危机干预效果，考虑并制定、实施下一步更具针对性的危机干预措施，同时，考虑到网络咨询
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危机干预工作可能因此受到的各种限制和约束，咨询师在逐步与求助者建立信
任关系的过程中，以征询的方式，适时提出电话咨询的要求，既表达出对求助者的尊重，也提醒求
助者其他可以咨询的方式，既保护同时也促进求助者继续咨询的主动意愿和积极意识，为后续巩固
性干预和咨询打下良好基础。
2.3 后续咨询和处置以及危机干预效果分析与评估
求助者第三次是以电话咨询方式来访。这验证了咨询师的危机干预工作的确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求助者对咨询师建立了良好信任关系。咨询师充分利用电话咨询在摄取信息和危机干预时的即时性
特点，综合各种咨询和危机干预技术，对求助者的问题和各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对求助者的
人格特征、情绪情感、认知观念、行为变化等各方面特点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了解和综合分析，确认
了积极心态的强度和稳定程度，对危机干预过程中的关键性的、起作用的因素进行了梳理和澄清，
对求助者还未消除的内心障碍进行了鉴别和归类，并运用相关技术进行了适度干预。这些工作既是
危机干预工作的后期巩固，也是帮助并促进求助者产生心理成长、促进进一步的心理成熟、在以后
生活中逐步建立并巩固独立性、稳固自信心、强化心理能力的助推性工作。
求助者一年之后进行的咨询，是其正常工作生活中出现的一般性心理问题。这验证了求助者在
第一次有自杀意图的网络咨询中，咨询师实施的心理危机干预措施的成效：求助者恢复了正常人的
心理功能，能够独立承担和应对正常的工作、生活，工作效率提升，进步明显。
至此，本案例针对自杀意图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基本结束。后续的跟踪观察仍在持续中。

3

案例启示

本案例是一例网络咨询。网络咨询困难度大，能够持续下来往往很不容易。而且，网络咨询局
限性很大，信息量常常偏少，真实性程度难以准确识别和判断，隐藏的信息和细节非常多，比如：
求助者留言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发生过什么，有什么顾虑，这些顾虑对留言的叙述有怎样的影响，
在问题方面，是什么因素发挥着主导作用，什么因素是产生问题或症状的内在主因，求助者的人格
特征究竟如何，生活经历对其影响究竟怎样，解决当下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怎样的咨询技术和
干预方法最适合求助者……所有这些问题都很难在一两次的咨询留言中做到充分而全面的展示。
为此，需要咨询师对网络留言进行细致入微的条分缕析，要充分留意每一处细节信息，周全考
虑并分析判断各种可能性。在回复留言时，更要穷思竭虑，对每一个可能起作用的关键点，都能有
所顾及，并能选择合适的语言表述方式，尽最大可能传递给求助者迫切需要的情感、态度、认知指
导和及时有效的心理支持，取得求助者的初步信任，强化求助继续咨询的主动意愿，并对其心理产
生初步的良好影响。
危机干预重在及时有效。咨询中，咨询师善于充分共情，能够尽可能站在求助者的角度感受和
思考，这样才能找到更为恰当的、能够被求助者迅速感受到、并且能够最大程度接受的语言表述方
式。只要能够对求助者产生深刻的情感影响，建立起求助者对咨询师的初步信任，那么，在进行认
知调整和重建信念的时候，才能最大可能调动求助者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心理危机干预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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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网络心理危机干预要充分考虑各种局限因素可能带来的对干预效果的消极影响。因此，概括来
说，在网络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首要的关键要素是取得求助者信任。危机干预工作初始阶段，留
言回复要围绕此首要关键开展。本案例的成功之处正是实现了这一点。尽可能取得求助者信任，是
为了及时化解危机状况，稳定情绪，便于后续干预工作的深入开展。其次，要尽可能全面了解相关
信息。信息摄取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对咨询师分析判断问题性质、严重程度和发展变化情况，以及制
定干预措施、实施干预技术、评估干预效果等至关重要。本案例中，在危机干预过程中，咨询师适
时引导促使求助者进行电话咨询（求助者和咨询师不在同一地区，或者求助者不愿意面询，面谈咨
询没有条件实现的情况下，电话咨询是最好的方式），这对摄取更为详实全面的信息提供了便利，也
为咨询师实施更加直接的、针对性的、有效的干预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巩固干预效果起到了重
要作用。最后，还要注意观察干预过程中求助者的各种变化和表现，及时做出准确分析和评估，随
时调整技术方法和干预措施，不断巩固干预效果，促进求助者心理逐步成长成熟。
每一次受理危机干预和心理咨询案例，在结束工作后，都会感觉到各种各样的不足和遗憾。本
案例也如此。迄今，我对该案例中的求助者，仍存在一些人格特征方面的困惑，而且也保留着一些
的疑问，这有待求助者在其以后的人生成长的某个阶段，或者遭遇某些不可预知的重大事件的时候，
他的心理行为表现来加以证明。到那时候，这些疑惑可能会以问题的形式再现，也或许求助者不断
成长的自愈能力能够帮助他顺利度过难关，消除我目前的疑惑。我更希望是后者，当然，也不担心
前者的出现。
最后，向对本文作出贡献，在案例撰写、内容保密审核中予以指导、把关并提供建议的63823
部队吴涛主任、在案例撰写以及干预技术分析过程中予以指导、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的西安交通
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姚斌副教授，致以衷心感谢！
（注：本文指导专家为西安交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副教授姚斌。
）
附注作者信息：
1.于爱英，中国人民解放军63823部队高级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13890127937。
2.吴涛，中国人民解放军63823部队政治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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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式心理干预小组模式在综合医院 8.8 九寨沟
地震救援中的作用
岳涛 唐毅 王小平 王君 陈利凌 陈红光 赵晓燕
（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医院， 四川 621000；E-mail：taoyue19730519@163.com）

【摘要】 目的 探讨由整合式心理干预小组，在我院收治8.8九寨沟地震伤员的救治中作用。方法 由四川省精神
卫生中心与绵阳市中心医院心身疾病组医生及各专科护理的各科高年资护士兼职心理咨询师组成整合式心理危机干
预小组，对48例地震伤员，通过观察、访谈，结合汉密尔顿焦虑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生活事件影响量表评估
工具对伤员地震后的心理状态进行评估，按照其创伤经历的重现、回避与麻木、过度警觉三组症状群的严重程度以
及自杀自伤风险危险程度分为高危、中危、低危伤员，进行分级管理和使用不同心理干预技术进行心理干预；结果 1.
通过整合式心理干预小组模式运用，入院1周筛查出的高危患者10例(20.83%)，中危患者8例（16.67%）
，HAMD评分
＞20分9例（18.75%）HAMA≧21分16例（33.33%）
，IES-R评分44-88分11例（重度22.97%）2.多学科协作诊疗组按照
心理干预小组制定的自杀自伤危险分层进行分级管理，通过有力的心理干预技术，使在院期间地震伤员无一例自伤
自杀，每位伤员出院时再次评估的结果是高危伤员2例（4.17%），中危伤员5例(10.42%)；HAMD＞20分＜35分3例
(6.25%)；HAMA≥21＜29分4例(8.33%)，IES-R评分26-43分4例(中度8.33%)。结论 整合式心理干预小组在综合医院地
震救援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种工作模式值得在灾害救援中推广。
【关键词】 地震；整合式；心理干预；心理治疗师；多学科协作组
【Keywords】Earthquake; Integrated; Mental intervention; Psychotherapist; Multi-disciplinary treatment

地震是当今世界最易引起大规模毁灭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地震发生往往危及人类生命[1-3]灾后
最早出现的心理问题为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 ASD）,是个体在突然遭受强烈的精神应
激后立即出现的、持续短暂的应激障碍，一般发生于创伤性事件后数分钟至数小时，主要包括创伤
经历的重现、回避与麻木、过度警觉三组症状群，且持续最少2天，一般1周内可以恢复正常，最长
不超过1月，超过1月考虑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disorder，PTSD）[ 4]，严重者
甚至会影响伤员的生活功能。早期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可以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在8.8九寨沟地震
救治中，由绵阳市卫计委统一部署，组建了整合式心理干预小组，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现介绍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7年8月9日-2017年9.10日共收治来自九寨沟灾区伤员48名，2018年1月1日全部离院。地震伤
员中年龄最小5岁，最大的87岁，平均年龄35.83岁，其中男24例，女24例，9例是当地居民，39例是
游客，其中国际游客1例；以上肢骨折损伤为主的有9例，以下肢骨折损伤为主的13例，脊柱损伤3
例，骨盆骨折：6例，多处损伤：7例，头部外伤：7例，其他2例，手术28例，≥2次手术的有7例;住
院时间最短1天，最长144天，平均28.88天。
1.2 方法
1.2.1 组建整合式心理干预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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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家医院，6个科室成立了整合式心理干预小组。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医生2名、绵阳市
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心身疾病组医生2名，8名分别来自神经内科心身疾病组、妇产科、肾病科、消化
科、儿科和耳鼻喉科具有护士及心理咨询师双重身份的人员组成，8名心理咨询师均参加过四川512
地震救援，5名具有心理治疗师资质并承担了医院心理咨询门诊，其中4名护士长，年龄39岁~47岁；
技术职称：主管护师2人，副主任护师4人，主任护师1人，分别具有重症护理、外科护理、急救护理、
手术室护理、儿外科护理、心身疾病护理经验的护理人员。心理救援护理组长由具有10年心理咨询
工作经验且参加过汶川地震、庐山地震心理救援的护士长担任。
1.2.2 职责与分工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6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负责一线人员心理干预技术和管理支持。绵阳市中
心医院负责行政事务、组织协调、后勤保障、信息发布等工作。由一名医生和2名心理咨询师组成一
个评估干预小组，每名咨询师分管6名伤员，对伤员实施全程连续的心理评估及干预。震后2周，随
着病员相继返乡，心理干预组实行弹性排班，每天派一名医师和一名咨询师查房，震后1月，查房及
心理干预频次为每周两次，震后2月，每周一次，震后3月，2周一次，并对当日情况在微信群发布信
息，对需要继续干预的立即联系管床的医师和咨询师进行干预，直至伤员出院为止。
1.2.3 心理干预采用分层管理模式
根据伤员创伤经历的重现、回避与麻木、过度警觉三组症状群的严重程度；结合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D）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事件影响量表（IES-R）评估，对其心理状况进行综
合的临床评估，按其轻重分成高危、中危、低危3个等级；对于中、低危伤员，给予倾听与理解、共
情与肯定、支持与接纳、讨论与建议等一般心理治疗技术，动态评估。对筛查出属于高危的伤员，
每日评估，使用稳定化技术、哀伤辅导、放松训练、创伤叙事等技术重点干预，并由四川省精神卫
生专家组提供技术指导，尤其是对丧亲和儿童伤员，专家组亲自给予干预，将高危人群作为交班重
点，对主管医生、护士、康复师、陪护人员、志愿者等进行沟通以及专业知识培训。
1.2.4 工作流程
1.2.4.1

整合式心理干预小组介入

在伤员到达医院的第一时间，医院的心理工作小组到达地震专用病房，通过前方人员了解伤员
的基本情况，依据亲情护理模式的理论，按照亲情同室、邻里同事同室、异年龄结构组合、积极性
格影响力原则为伤员分配病室[6]。
1.2.3.1

多学科协作诊疗组(MDT)团队互通信息

整合式心理干预小组加入了医院的MDT，早上参加由院长牵头的MDT团队的晨交班会，了解伤
员的伤情变化，医生的诊疗计划，同时也了解到社会、政府等社会支持系统的相关保障措施，对灾
区救援情况的通报。
1.2.3.2

MDT 团队参加床旁的交接班

了解患者夜间睡眠情况，食欲、疼痛、情绪状态，病情变化。
1.2.3.3

与 MDT 团队医生一道查房

了解伤员的诊疗计划，从知、情、意三方面评估伤员，通过访谈、观察结合评估量表筛选出高
危重点人群，进行预见性心理干预，必要时给予药物干预。
1.2.3.4

心理咨询师与伤员建立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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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咨询师护士通过巡视病房，观察输液情况，协助生活护理，手术前准备，帮助伤员解决生
活上的问题，建立与巩固了治疗联盟，获得更多的信息。
1.2.3.5

每日通过微信群发布各小组的情况

每日在微信工作群通报所负责伤员的情绪，睡眠，诊疗计划等并随时得到专家组的指导。
1.2.3.6

协助救援指挥部安全转运伤员返乡

每位伤员出院均要进行心理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书面报告救援指挥部。

2

结果

纳入统计人群中重点人群：丧亲5例，截肢、指、趾3例，家庭房屋损坏严重2例，亲人伤情严重
2例，儿童5例，入院后1周评估情况高危以上伤员10人（20.83%）
，中危伤员8例（16.67%）
，HAMD
评分＞35分3例(6.25%)（可能重度抑郁）
，＞20分6例（可能是轻或中度抑郁）；HAMA评分≧29分4
例（严重有焦虑(8.33%）
，≧21分12例（明显有焦虑）
，IES-R评分44-88分11例（重度22.97%）
。出院
时评估结果：高危患者2例（4.17%）
，中危5(10.42%)例，HAMD＞20分＜35分3例(6.25%)；HAMA≥21
＜29分4例(8.33%)，IES-R均降至44分以下，26-43分4例(中度8.33%)，住院期间无自杀、自伤。协助
救援指挥部完成所有伤员的返乡。

3

讨论

3.1 整合式心理干预组弥补了专科医院与综合医院在地震救援中的不足

地震主要导致骨折和挤压伤，通常对这些器质性损伤很重视，积极给予处理。地震是无法
预警、发生突然、所在地区的破坏程度大、人员伤亡多、个体损失大，给人的心理冲击的反应
大、持续时间也久。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6个月安县11个乡镇女性随机抽样调查，显示PTSD）阳性
率26．9％[7]。由此可见，早期的心理干预至关重要，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需要大量的心理救援
工作人员,有研究报道芦山地震心理服务工作者自身的业务能力与专业水平，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
个方面[8]，在精神科医师缺乏的情况下，采取以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作为技术指导，综合医院心
理咨询师具体实施心理干预模式，在心理干预上分工明确，工作流程清晰，每周2次督导、1次培
训，微信工作群交流，对心理评估、危机干预技术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也让心理咨询师得到了
成长。
3.2 伤员的救治真正实现了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医院组建了由医疗组、康复组、心理干预组、营养支持组、药学组组成MDT，另外还有志愿者
服务队，通过MDT平台，各组之间有沟通，了解到伤员不同的需求，为患者制定更加个体化的治疗
方案，使得心理干预组的心理治疗和内、外科医生的生物学治疗不再是平行线的关系，彼此间有了
交叉点，减少了医患纠纷的发生。心理干预组通过了解到伤员及家属的诉求，积极与救援指挥部协
调。就伤员返乡、丧亲伤员及家属参加葬礼等事务，进行了约20余次的心理疏导与协调。如有一个
广州伤员，有骨盆骨折，提出乘飞机需要飞机改座位结构，通过诊治医生反复评估病情，心理干预
组积极与救援指挥部、病员及家属进行沟通，最终伤员在家属陪同下由我院救护车护送伤员到成都
乘高铁到广州，保证了伤员的安全。
3.3 双重身份护士在地震救援中发挥重要作用
李金学等认为在抗震救援中护士承担多种角色[9]，作为心理咨询师的护士对伤员的救治流程清
晰，她们从伤员入地震专用病房开始之前就及时了解伤员情况，尽可能地以满足伤员需求为目的安
置伤员，对伤员救治流程中涉及到的人员进行了如何应对伤员心理问题的培训。对医院工作流程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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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协调各部门，包括伤员所用物资、营养供给等进行协调提供，是伤员和救援指挥部之间的桥梁，
救援指挥部需要处理繁重事务，和伤员及家属接触的时间短，对他们的需求了解不是很周到，而护
士是和伤员及家属接触时间最多的人，了解他们的需求，同时通过MDT平台获得相关信息也及时告
知伤员，减少伤员的担心。由于救灾期间，外援专家多，治疗方案意见不统一，是医患纠纷的隐患，
心理干预小组在心理干预过程中发现了，立即报告医疗组，避免了纠纷的发生。
3.4 具有心理咨询师背景的护士更符合危机干预的专业素质要求
危机干预的心理咨询师应具备的专业素质是：丰富的生活经验、镇静的心态、勇于挑战、精力
充沛、为人真诚、热情、反应速度较快且具有换位思考能力[10]。在灾害救援前线的护理人员，不但
要有精湛的医疗救援技术，还要具有一定的心理干预知识，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11]。我院这次参与
救灾的心理咨询师护士不仅符合专业素质要求，且接受过医学和心理学的双重训练，与非医学背景
的心理治疗师相比，更能充分理解地震可能对人造成的身心伤害，并能有效地促进伤员与其躯体治
疗医生之间的沟通[12]。震后伤员以外伤为主,换药、手术等操作均可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痛苦,加上灾后
的负性心理情绪, 伤员对疼痛更加敏感[13], 因此从关注患者疼痛、睡眠以及其他身体不适症状入手，
准确的评估是危机干预的前提，只有和伤员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她们感到安全，才能毫无顾虑
地表达自己的担忧、想法、感知等信息，例如：32岁男性伤员，客栈老板（兰州人），入院前三天，
言语少，接触被动，表达自己不需要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第4天，心理咨询师借助晨间护理，从伤员
的睡眠、饮食习惯、家乡特色进行攀谈，结果发现其有闪回、易醒、噩梦，焦虑明显，再对其妻子
进行访谈，进一步了解到伤员的成长经历中有创伤，报告救援小组后制定方案，立即进行危机干预，
伤后2周伤员顺利出院。
由于我国还缺乏心理治疗师与社会工作者，在5.12地震救援中，由精神科医生充当前两者角色，
这既是一种专业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让病人得到最专业的服务。此次救援中，心理评估及干预贯
穿了整个住院期间，无一例自杀自伤实践发生，高危患者明显减少，HAMD、HAMA、IES-R评分也
显著下降，因此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护士参与心理干预，既节约了人力成本，又让伤员获得最专
业的服务。

4

结论

灾后心理危机干预越早介入越好, 由于心理治疗专业人员的严重不足，是很多伤员错过了干预
的最佳时机。此次心理干预模式整合了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优势资源，利用有医学背景的护士咨
询师具体实施心理干预技术，充分发挥护士的职业功能，让患者毫无察觉地被评估，得到及时
有效的干预，在灾后心理干预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在MDT中起到了桥梁作用，值得在灾害
救援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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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护士哀伤辅导培训中的应用 1
罗俊娥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E-mail：luojune@163.com，Tel：15182471964）
【摘要】 目的

研究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护士哀伤辅导培训中的运用效果。方法 选取某基层医院 146 名护士为

研究对象，以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 70 名护士作为实验组，76 名护士作为对照组，分别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和传统教
学法进行授课。授课前，对两组护士进行基线资料问卷调查，包括用一般情况调查、哀伤辅导认知水平、评判性思
维能力调查；授课后，再用评判性思维能力量表对两组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并对两组护士进行哀伤辅导相关理论考
试和技能考试，对实验组护士进行授课效果问卷调查。利用统计学软件对问卷调查结果及考试成绩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实验组护士理论考试成绩及技能考试成绩、评判性思维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大部分实验组护士对任务驱动教学法的教学效果满意。结论 任务驱动教学法提高了护士的哀伤辅导理论
成绩、技能成绩及评判性思维能力，教学效果满意度高。
【关键词】 任务驱动教学法；哀伤辅导；Fink 课程设计模式；护士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in the nurse’ grief counseling
Luo June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in nurses' grief counseling. Methods
146 nurses in a primary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70 nurses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76 nurse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by random,the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were used respectively.Before the class, the baseline data of two groups of nurses were investigated, including general
situation survey, grief counseling theory and skill level,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questionnaire survey. After teaching, two
groups of nurse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questionnaire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questionnaire, and two groups of nurses
were tested for theoretical and skill tests. The nurse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effect of teaching.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s and examination results. Results The score of knowledge test and
skill test, the score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the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were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mos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Conclusion Task driven teaching method improved nurses' knowledge,
skills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grief counseling;Nurses had high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effect.
【Key Words】 Fink curriculum design model; grief counselling;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nurse

哀伤是指人在失去所爱或所依恋的对象时所经历的一种状态和过程，包括了悲伤与哀悼的反应
[1]。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每年约有 1 亿人要经历丧亲事件[2]，大部分人最终能够相对顺
利地度过哀伤期，但少部分人会逐步发展成以分离痛苦为主要情感体验的延长哀伤障碍[3]，这就需
要进行哀伤辅导协助疏导哀伤情绪[4]。护士是接触患者及家属时间最多的人，哀伤辅导的重任落在
护士身上。但是护士普遍缺乏哀伤辅导知识与技巧，哀伤辅导的需求与护士哀伤辅导能力的欠缺形
成巨大的矛盾。哀伤辅导在护士中开展，尤其是在震后地区基层医院开展是十分必要的。本研究利
用任务驱动教学法进行护士哀伤辅导培训，通过同期对照实验验证教学效果的有效性。现报告如下。

1

研究对象
基层医院地处川西北羌族地区，在 2008 年汶川地震中遭遇重创，护理人员损失严重，仅 6 人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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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现护士 95%以上是震后新进护士，多有哀伤体验经历。全院共 146 名护士参与，采取随机分组
法，实验组 70 名护士，对照组 76 名护士。经基线资料调查，两组护士均为女性，在年龄、民族、
学历、职称、宗教信仰、哀伤辅导认知水平、评判性思维能力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
可比性。

2

研究方法

2.1 课程设计
我们在对课程设计有三种常见模式-经典的 Dick & Carry 模式、针对网络教学的 Kuan 模式以及
Fink 的课程整合性设计模式进行对比后，选择 Fink 的课程整合性设计模式进行课程设计。Fink 模式课
程设计包括五个重要因素，如图 1-Fink 整合课程设计模式图所示[5]。我们以此为护士哀伤辅导课程设
计的理论依据，在重要情景因素基础上，确立学习目标，构建了主动学习的教学活动，通过反馈和评
价完善教学活动，各要素之间紧密关联，互相支持，整合为一体，达到“意义深远的学习”[6]。

图1

Fink 整合课程设计模式图

2.2 教学实施-同期随机对照实验研究
哀伤辅导课程为期 5 周，共 20 学时，每学时 40min，其中理论教学 10 学时，实践教学 10 学时。
教师分组进行教学，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法，实验组采取任务驱动教学法，教学前经过任务驱动哀
伤辅导师资培训，具体教学步骤如下：
2.2.1 创设情境、设计任务
教师根据哀伤辅导核心知识体系选择合适的案例，设计教学情境，依托情境或案例提出教学任
务。提前一周，教师将情景或案例及任务交给实验组护士，指导护士以任务作为出发点，结合情境
或案例进行小组讨论。任务要求启发性、挑战性与实用性并重，给予护士动手、动脑、主动参与的
机会，护士通过观察、分析、综合、归纳、在实践中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7]。
2.2.2 分析任务、讨论任务
教师下达了任务后，实验组护士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对任务进行分析、讨论，围绕任务主题，可
以通过各多种途径进行查阅文献，搜集资料，讨论如何解决问题，确定小组任务解决方案。然后将
小组总任务分解成若干个子任务，每个小组成员分配一个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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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任务实施、完成任务
课前，实验组护士为完成子任务，有目的性地进行相关知识点的自主学习，在原有知识和技能
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知识点来完成子任务。小组长对小组成员完成进度进行监督，最后汇总成小组任
务成果。课堂上，护士演示任务，教师纠正。理论课，护士利用 PPT 分组汇报小组任务完成情况。
技能课，分组进行情景模拟，演示教学任务。教师认真观看后小组任务演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予
纠正。
2.2.4 师生互评，共同进步
教学设计环节离不开教学评价，教学评价能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现状，更
好地让学生能够往更加优秀的方向发展[7]。小组完成情境模拟任务演示后，分别采用护士自评、小
组互评、教师评价多种方法组合方式进行科学评价，通过评价来发现任务中存在的问题，师生共同
寻找科学的解决方法，达到认知过程从现象到本质、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有利于师生共同进步。
2.3 评价工具
2.3.1 基线资料调查问卷
基线情况资料调查问卷包括护士性别、民族、年龄、职称、工作年限、宗教信仰、哀伤辅导认
知水平、评判性思维能力调查等。
2.3.2 护士哀伤辅导理论及技能考核成绩
理论考核采用统一命题、统一考试、闭卷考试的方法对两组护士进行理论考试，试卷评阅由固
定的教师根据试卷评分标准统一进行打分。技能考核由护士抽签决定操作项目，两组护士的考试内
容、考试方式均相同，监考教师以《哀伤辅导技能考核评分标准》为参考标准，对两组护士哀伤辅
导技能进行综合考评。
2.3.3 评判性思维能力量表
本研究选择彭美慈等的中文版本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Chines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TDI-CV)评估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量表属于自我评定量表，由 70 个条目，7 个维度组
成，采用 6 分制 Likert-scale 格式，总分为 70-420 分，280 分或以上表示正性评判性思维能力，210
分以下表示负性评判性思维能力。经检测，该量表内容效度为 0.89，同质性信度系数 α=0.90，各维
度同质性信度系数 α 为 0.54-0.72[8]，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
2.3.4 哀伤辅导教学效果调查问卷
培训后，利用哀伤辅导教学效果调查问卷对实验组护士进行教学效果调查，包括 10 个闭合性问
题和 3 个开放性问题。3 个开放性问题包括：1.你更喜欢任务驱动教学法还是传统教学法？为什么？
2.你觉得任务驱动教学法最大的优势是什么？3.请你自身任务完成情况，给我们提一些建议[9]。填写
前统一指导说明填写要求，按照个人实际情况填写，填写后当场收回问卷，问卷回收率和有效率均
为 100%。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0.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表示，采用
卡方检验，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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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基线资料调查结果
实验前，对两组护士分别进行了基线资料调查，两组护士无显著性差异 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护士基线资料调查结果比较
实验组（n=70）

对照组（n=76）

t/χ2

P值

28.90±3.56

29.53±4.77

1.147

0.251

汉族

52

57

1.404

0.500

羌族

16

14

其他

2

5

中专

26

28

0.559

0.756

大专

38

41

本科及以上

6

7

1-3 年

18

21

0.071

0.965

4-8 年

30

32

＞8 年

22

23

护士

22

27

0.873

0.646

护师

35

39

主管护师及以上

13

10

有

6

9

0.888

0.346

无

64

67

59

61

0.403

0.526

1.353

0.176

年龄
民族

学历

工作年限

职称

宗教信仰

哀伤体验
有
无

11

15

哀伤辅导认知水平

76.45±8.75

74.98±9.41

评判性思维能力

273.56±22.87

275.23±21.78

0.663

0.507

3.2 教学后两组护士哀伤辅导理论考核及技能考核结果比较
见表 2。
表 2 两组护士理论考核成绩比较（`x±s ，分）
理论考核成绩比较

技能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

人数

病例分析题型成绩

其他题型成绩

总成绩

总成绩

实验组

70

26.16±4.56

55.62±5.26

81.78±9.17

76.54±7.56

对照组

76

24.78±4.98

54.39±5.78

79.17±8.46

72.45±6.89

t值

2.401

1.844

2.667

5.131

P值

0.016

0.065

0.00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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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学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比较
实施前后分别对两组护士在评判性思维能力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见表 3。
表 3 实验前后两组护士评判性思维能力各维度评分比较
对照组

实验组

t1 值

P1 值

t2 值

P2 值

t3 值

P3 值

项目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寻求真相

36.34±4.54

38.12±5.12

35.84±5.67

36.76±5.88

-2.176

0.030

-0.982

0.326

2.006

0.045

开放思想

40.03±4.01

42.58±4.62

39.54±4.67

41.02±5.54

-3.487

0.000

-1.781

0.075

2.443

0.015

分析能力

41.53±5.54

43.89±4.71

41.33±5.89

42.36±4.82

-2.715

0.007

-1.180

0.238

2.749

0.006

系统化能力

37.53±4.51

41.89±6.71

38.27±3.92

39.32±4.82

-4.512

0.000

-1.473

0.141

4.585

0.000

自信心

39.02±4.33

40.96±5.68

38.45±5.12

39.92±4.43

-2.273

0.023

-1.893

0.058

2.023

0.043

求知欲

40.85±5.17

42.68±5.14

41.84±4.62

41.09±5.12

-1.982

0.047

0.939

0.348

2.638

0.008

认知成熟度

38.26±4.97

41.68±5.34

37.96±4.52

39.34±4.83

-3.922

0.000

-1.819

0.069

4.187

0.000

总分

273.56±22.87

291.80±29.61

275.23±21.78

279.81±24.08

-4.079

0.000

-1.230

0.219

4.295

0.000

注：t1 P1 值实验组干预前后比较；t2 P2 值对照组干预前后比较；t3 P3 值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

3.4 哀伤辅导课程教学效果调查问卷
哀伤辅导课程教学效果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护士对哀伤辅导培训教学效果持肯定态
度，见表 4。
表 4 护士《哀伤辅导课程教学效果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名，百分比（%）]
条

目

能

一般

不能

能激发对哀伤辅导的学习兴趣

57（81.4）

8（11.4）

5（7.1）

能更深入地学习和理解所学内容

55（78.5）

9（12.9）

7（8.6）

能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49（70.0）

11（15.7）

10（14.3）

能有助于学习效率提高

41（58.6）

12（17.1）

17（24.3）

能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

60（85.7）

7（10.0）

3（4.3）

能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3（75.7）

12（17.1）

5（7.1）

能提高了我的哀伤辅导能力

43（61.4）

10（14.3）

17（24.3）

能提高了个人语言表达能力

51（72.9）

11（15.7）

8（11.4）

能提高了人际交流和沟通能力

56（80.0）

6（8.6）

8（11.4）

能培养团队合作精神

45（64.3）

9（12.9）

16（22.9）

开放式调查问卷中有 42 名护士填写了的本次学习体会和建议，占总人数的 60%。护士学习体会
和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大部分护士对任务驱动教学法满意度较高，护士认为“任务驱动教学
法提高了学习积极性、主动性”
。(2)任务驱动教学法最大的优势是主动学习。有护士写到：
“我们很
高兴自己能解决难题，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任务让我们很有成就感”。(3)护士也提到出一些建议，
“希
望能接触到更多哀伤辅导课程，更深入地了解哀伤辅导相关内容”；“建议编写哀伤辅导教材，更好
地提高培训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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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任务驱动教学法能促进理论考核及技能考核成绩
传统教学法注重学生知识的积累、继承，但不利于学生提高自身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10]。
任务驱动教学一改传统，以学生为主体地位，教师为主导，充分重视师生互动，双向沟通；以任务
驱动教学，护士学习目标明确，激发了护士的学习兴趣，提高了护士学习的积极性，有助于护士对
知识的理解和记忆[11]。任务驱动教学打破了学科的界限，注重“综合性”原则[12]，护士为了完成
任务，需要多渠道获取信息，综合不同学科知识，将新知识不断添加到已有的知识网络中，创造性
地完成自身知识体系的构建，有利于加深护士对理论知识的理解。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护士的理论
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任务驱动教学法有利于提高护士哀伤辅导理论
知识水平。
操作技能的学习既是一个身体的过程，又是一个心理的过程[13]。传统技能教学模式一般关注技
术操作本身，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任务驱动教学法要求护士在情景下完成任务，在“学中
做、做中学”
，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护士参与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了教学效果。结果显示，实
验组护士的技能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验证了任务驱动教学法有利于护士技能水平
提高。
4.2 任务驱动教学法有利于评判性思维的发展
评判性思维是护士面临复杂的临床护理问题的时候进行的有目的、有意义的自我调控性的判断、
反思、推理及决策过程，是创造性地提出护理诊断和干预措施，使护理计划个体化、护理决策正确
化的逻辑思维过程［14］。1998 年，美国高等护理教育学会将评判性思维能力定义为护理专业教育
中的核心,评判性思维能力已经被公认为是护理教育课程质量优劣的评判标准[15]。传统教学法倾向
于知识的传输，不利于知识的分析、整合、联结和迁移[16],也不利于评判性思维能力培养。我院地
处羌族地区，护士受特殊的尊师文化影响，学习缺乏主动性，且不敢质疑教师，限制了护士评判性
思维的发展。培训前评判性思维能力状况调査结果显示实验组、对照组护士评判性思维得分分别为
273.56±22.87 和 275.23±21.78，护士评判性思维低于正性切点 280 分的底线，显示护士评判性思维
倾向较弱，与肖桂华[17]、朱修文[18]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在羌族地区医院进行护理教育必须
改变传统授课方式，促进护士评判性思维的发展。任务驱动教学法正是这样教学方式，以任务为驱
动，护士目标明确，课前通过主动学习、小组讨论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课中小组展示、师生互评、
护士批判地接受新知识。以任务为驱动的课程流程，也就是评判性思维建立过程，培养了护士的评
判性思维能力。培训后实验组护士评判性思维总分 291.80±29.61，属于正性倾向，高于培训前 273.56
±22.87，统计学差异显著（P=0.000)；实验组批判性思维总分 291.80±29.61，高于对照组 279.81±
24.08，统计学差异显著（P=0.000）
。说明在哀伤辅导教学中运用任务驱动教学法有利于发展护士评
判性思维能力，能促进护士在遇到具体哀伤问题时“做出更好的决策，正确、有效地解决问题”[17]。
4.3 任务驱动教学法提高教学效果
孔子在《论语》中说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兴趣是一
个人最好的老师。在传统教学法中，教师主宰整个教学过程，教学枯燥乏味。在任务驱动教学过程
中，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从课前开始就自主学习，小组讨论，情景模拟，课堂展示，师生双向互动，
这些教学的多元化手段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活跃了课堂氛围，学生在“乐学、好学”的学习氛
围中积极思考、判断、交流和操作，在完成任务过程中学到了知识，从而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主
动性。护士《哀伤辅导课程教学效果调查问卷》结果表明，70.0%-81.4%的护士认为任务驱动教学法
能激发学习兴趣、调动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61.4%-85.7%的护士认为任务驱动教学法有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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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主学习能力、信息处理能力、人际交流和沟通能力、团队合作等综合能力。教师不再以灌输知
识这种单向模式进行知识传授，而是转变为师生合作完成教学任务这种双向互动模式，将“授之以
鱼”转变成“授之以渔”
，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5

结论

综上所述，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护士哀伤辅导中的应用有利于护士辅导相关的理论、技能水平及
评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护士对教学效果满意，为哀伤辅导在进一步推广与发展提供借鉴经验和参
考。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条件、时间的限制，研究主要选取了北川县人民医院的护士
作为实验对象，使得本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受到一定的限制，后续研究将实验对象扩展到各级别医院
护士，以及普通哀伤者，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需要后续研究加以丰富和发展，拓展哀伤辅导的应用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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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产后抑郁的回顾性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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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产后抑郁作为一种消极情绪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产后抑郁症作为一种心理疾病，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目的：探讨产后抑郁（症）的表现与自我调控。方法：对笔者身边一名长期保持亲近关系的产后抑郁者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通过家人朋友的支持与其自身的努力结合，虽然她未能接受系统性的心理治疗，但依然“带
病生存”——患者并未出现崩溃，而是带着抑郁情绪较为稳定地生活。结论：与因产后抑郁而导致危机事件甚至自
杀相比，对产后抑郁未进一步恶化为危机事件的关注与研究同样具有价值。
【关键词】 抑郁；产后抑郁；回顾性研究

引言
1994 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在《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一书中制定的产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内容如下：在产后 2 周内出现下列症状的 5 条或 5 条以上。
1.情绪抑郁
2.对全部或大多数活动明显地缺乏兴趣或愉悦
3.体重显著下降或增加。
4.失眠或睡眠过度。
5.精神运动性兴奋或阻滞。
6.疲劳或乏力。
7.遇事皆感毫无意义或自罪感。
8.思维力减退或注意力涣散。
9.反复出现死亡的想法。
近几年，在我国各大媒体上经常看到这样令人悲痛的新闻：“妈妈先将年仅 1 岁半的双胞胎弟
弟掐死装入袋子，后绑着双胞胎哥哥投河自尽”、“女子产后抑郁症突发怀抱 5 月大女儿跳楼”。
虽未经完全科学的论证，但这些极有可能是典型的因产后抑郁症而导致的扩大性自杀。这些令人痛
惜的事实却远未引起应用的重视，面对因产后抑郁而自杀的情况，普通群众是“一声叹息”，甚至
语带责备：“她怎么不想想孩子，她怎么做母亲的？”专家学者则是“早就知道”的“后见之明”，
普通群众的态度是因对“产后抑郁”的不解或误解，专家学者是因为“见怪不怪”的漠视。
下面笔者给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产后抑郁的案例。这个案例因为是发生在我亲近的
人身上，我比较了解，直到现在，我也不能肯定这是抑郁还是抑郁症？是一般的抑郁还是产后抑郁？
我如实报告这个案例，望得到专家的指点和同行的讨论。
我这个案例分享带有回顾性研究的性质。众所周知，回顾性研究是以现在为结果，回溯到过去
的研究，是目前医学心理学最常用的研究方式之一。
我文中的回顾性研究的对象目前是一名近 50 多岁的女性（姑且称她为“患者”，以方便叙述）。
长期从事教师职业，育有一女，其女儿现在已经 24 岁，大学毕业后顺利找到一份工作。这名女性也
接近退休，正在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我以上介绍的这些情况，读者也许会觉得，这是一位正常的
女性，她的生活按部就班，结婚生子，工作胜任，一切都很正常。但事实上，这位女性能走到今天，
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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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前述提到的产后抑郁的九个表现在患者身上大部分都有体现，有些很典型。
1 情绪抑郁
“几乎每天都哭，不管孩子哭闹、还是开心都会哭，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委屈的人。会有想
伤害自己和孩子的冲动，因为非常疲惫崩溃。每天都在想自己存在的意义，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不
重要。”
我节选她的一段自述，因为她认为我是学心理学的，所以与我交流较多。
每天她也坚持上班，上课，还担任班主任工作。外表看不出她的内心的痛苦挣扎。她如果不说，
大家最多就是认为她是一个有点内向的、不喜欢说话的教师。但她完全能胜任自己的工作，无论是
教学还是班主任工作。
2 对全部或大多数活动明显地缺乏兴趣或愉悦。
这一条极为典型。她的教学得到了学生的认可，学生很喜欢她的授课。有一次学校因工作需要，
由另一位老师来接替她上的班级，结果班上同学很不适应另一位教师，找到学校领导，希望还是换
回她来上课。按说这样的认可对一名教师来讲还是应该感到自己的价值，但是，她不但不感到安慰
和欣喜，反倒感到愧疚和悲伤。“我不能接受，学生这是胡闹，这是同情我，知道我不行，还这样
变着法子让我明白。”
也就是说在工作中她没有价值感，总是曲解来自学生、同事和领导的认可。而且是别人越是认
可，她的曲解越深。
这个表现还须联系她的性格来看。她自述在家里排行老大，父母养育她时，已经是超过三十岁。
但这样成熟的年龄下养育孩子并未自然产生“成熟”而又“情商高”的父母。且父母因性格方面差
异太大，关系长期不睦。这种冷漠的夫妻关系另患者感到“窒息、无助、恐惧甚至绝望”。她举了
一个令她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例子。那是在她十岁左右的样子，父母又一次超长时间的冷战，家里的
气氛非常沉闷压抑，吃饭时大家也是这样，患者以她十岁的心智完全不知该如何来缓和这种情况，
也许她试过，但终究是失败。但有一次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她偷偷掉眼泪的时候，被她父亲撞见
了，她给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她特别强调是“撞见了”，因为她早就养成了“哭只是掉眼泪而不
出声的习惯，或者说是一项技能。”这时候，她掉眼泪的事情被父亲发现了，她感到很丢脸，她很
想说自己没有哭，但她辩解的话根本无法说出口，泪如雨下。她感到父亲被惊呆了，好像第一次看
到她这样伤心难过，但父亲说出来的话让她惊讶万分：“女儿，我跟你妈之间没什么，你不要难过。”
说明她父亲很清楚她难过的原因，但至那以后，父女俩再没就此时讨论过。她无法释怀，这是一直
留在她心里，父亲说话时蹲下来看着她的样子，历历在目，但她无法确定对她的影响。
3 体重显著下降或增加。
这个生理表现不明显。患者在孕前体重 50 公斤左右，孕后体重正常增加至 70 公斤，产后一年
体重自然回到 50 公斤，患者身高 162 厘米，一直保持 50 公斤左右。
4 失眠或睡眠过度。
患者自述产后睡眠情况不太理想，每天的睡眠时间不会超过 5 小时。但患者认为自己从童年开
始，睡眠就不好，在她的记忆中，小学时期因为整夜难以入睡，她的母亲还给她少量用过安眠药（她
的父母都是医生）。所以睡眠不好不是产后的特殊表现，是她从小一贯的表现。
5 精神运动性兴奋或阻滞。
这方面表现不明显。无论是兴奋还是阻滞都不明显。
-389-

6 疲劳或乏力。
这个方面的偶有发生。但并非病态。我认为她与其说是“疲乏”，不如说是“厌倦”或“倦怠”。
疲劳或乏力是以生理层面居多，而厌倦是心理或精神层面居多。
7 遇事皆感毫无意义或自罪感。
这方面的表现与前述第二方面的表现非常一致。她的自罪感非常典型，可以界定为病态。她自
述了一个例子：在她约 7 岁左右的样子，放学回家，母亲还在忙着上班，父亲也在外地，没人做饭，
她就带着比她小两岁的妹妹来到母亲的诊断室，诊断室的门紧闭，她又带着妹妹绕到诊断室的窗外，
她和妹妹都又饿又渴，家里也没吃的，她于是就在窗口叫着“妈，妈……”她母亲打开诊断室的窗
子，取下手术手套，递给她一点钱和粮票，含糊地说去买包子吃。说完关上窗子。这是她一度生活
的常态。她认为自己是父母的累赘，影响他们的工作，对于缓解他们关系的紧张却毫无意义。她有
一天去好朋友家串门，发现她的朋友家，父母非常亲密，母亲甚至还在父亲面前撒娇，一副被宠溺
的样子，她大吃一惊，从此以后，她再也没去过那个朋友的家。这个特点恰好也是她以后出现遇到
矛盾通常运用逃避或回避的方式的端倪。她幼小的心灵本能是羡慕那种温暖和睦亲密的家庭关系的，
但她又是无力改善自家的家庭关系的，这又增加了她的无价值感。
8 思维力减退或注意力涣散。
这个方面的表现偶有。并未影响到她的生活工作，甚至她认为自己思维有点奔逸。
9 反复出现死亡的想法。
“每天从桥上经过，我内心都非常害怕自己会失控，因为我有一个冲动，甚至我怀疑是一种幻
觉，在不间断地重复几个字：‘跳下去！跳啊！你怎么还不跳？’我抱着女儿时这种感觉会更明显。”
这是她的自述。从她的这一段自述，我大致推断她出现过一次典型的抑郁发作。是在她产后一年左
右，前因她已经忘了，或许是动机性遗忘。实际上这一次发作的诱因（不是真正的原因）笔者略有
耳闻。当时的情况是 1 岁的女儿坐在她身边，而她一直掉眼泪，没完没了，心目中只有唯一的念头：
死。应该说只有“死”这个字萦绕在心，她的原话好像一团浓雾无法散开。她当时非常肯定，她马上
就要失控，带着女儿一起去死。大约持续了 1 个小时。“死”这个字一直挥之不去，其实她想的还不
是“自杀”，就是“死”。我与她讨论过这二者的区别。她的解读是“自杀”只是“死”的一种死法，而“死”
就是无论怎样，不想或无力再面对生命。所以她认为“死”的意味比“自杀”更重。

二、讨论
（一）抑郁还是产后抑郁
上面的叙述看得出来，患者从小的生活环境似乎能部分解释她性格内向、自闭的原因。无价值
感、自责、自罪等心理也是幼年期业已存在。所以，这里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并非单纯的产后
抑郁，而是抑郁在产后的延续、加重。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新的问题特别值得思考：为什么产后没
有缓解患者的抑郁？更加乐观的猜测，孕期和哺乳期通常是女性母性动机最强的时期，为什么强烈
的母性未能转化为缓解抑郁情绪的有利条件？
我对此的思考是：产后有两种力量在相互牵制：一种是来自生理方面的激素水平的变化。有研
究认为妊娠后期，准母亲体内雌激素黄体酮、皮质激素、甲状腺素也不同程度增高，准妈妈会产生
幸福愉悦的感觉，但完成生产后，体内内分泌发生变化，这些激素迅速下降，从而产生抑郁症。这
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母性动机，比如哺乳、怀抱自己婴儿都会促使激素分泌，所以不能简单界定
为产后激素分泌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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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患者的抑郁没有出现更坏的后果？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因为只是个案，所以我很清楚不应该妄下结论。但从中引发的思考以及
她带着抑郁情绪较为平稳地度过孕期、哺乳期，与因为抑郁（症）引发的危机事件相比，其启发性
一点也不逊色。
1 社会支持系统较为立体
回顾该患者的支持系统，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家庭方面。
患者的原生家庭方面。李松蔚博士就关于原生家庭的流行理论抛出三个不一样的解读。对分析
此案例很有启发。
第一个观点是：发现自己被原生家庭“伤害”的人，其实已经好了。第二个观点是：被原生家
庭“烙印”的感觉，可能是大脑在欺骗你！第三个观点是：一个个体随时都可以摆脱原生家庭的影
响，只要做好了准备。
李松蔚博士的三个观点与武志红老师讲到了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的观点有某些关联。两位老师
的互动很有启发性。武老师说，通过他的文章，很多人意识到原生家庭对自己的伤害。他还举了很
多例子，说明这种伤害影响深远，可以延续到成年，甚至终身。李博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到：
“武老师的说法，我同意一半，原生家庭的确会给人带来长远的影响。但也有不同意的地方。尤其
当我看到别人一提到原生家庭，就充满悔恨和怨恨，仿佛大错铸成，再也难以改变的时候，我就很
想讲一些不同的看法。”我更赞同李博士的观点，或者说李博士的观点与我提到的这位患者的行为
是可以解释的。
患者的原生家庭有几种力量对她起作用。父母关系的不睦给她性格的形成带了的消极影响，但
又不尽然。患者后来意识到她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她的恋爱与婚姻，她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
理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她无法从恋爱中得到安全感，她无法给对方承诺，她不相信有完美的爱情，
更不相信婚姻能给她带来幸福和快乐，而这就是一个《思考，快与慢》的作者卡尼曼所提到的“实
现的预言”——她有一次“极为失败”的婚姻，失败到“离婚已经是婚姻的最好结局”。
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婚姻的失败没有加深她的抑郁。”不能单纯地说是好还是
不好。
她认为她永远不可能有幸福的婚姻，她不值得爱也不需要一个男人的爱才能生存，恋爱和婚姻
都不是她生活的必需品。她认为这是来自于她家庭的另一股力量，也就是她的外婆。当她 8 岁的时
候，外婆像天使一样来到她身边，给家人做饭，父母，特别是母亲感到轻松很多，家里也经常有了
笑声。外婆变着花样用心做饭，外婆每天都温存得嘘寒问暖，这是她人生中最温馨的时刻，对她性
格的一些好的方面，比如责任心、为人处世言而有信都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外婆也是在很年轻的时
候就守寡，说起她的丈夫，她并不留恋，她并未觉得从婚姻中得到快乐，只是一次接着一次不断的
怀孕生子，然后是丧子之痛，她的外婆一生共生育 10 次，但长大成人的只有两个。
所以，患者的原生家庭看似简单，实则复杂，实际上没有简单的原生家庭。在她的原生家庭里，
她发现自己被原生家庭“伤害”过，减轻了原生家庭的伤害程度；被原生家庭“烙印”的感觉很深，
但她逐渐“合理化”了，她这符合弗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机制”；至于李博士提出的“随时都可以
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只要你做好了准备”的观点，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因为“做好了准备”
是一个过于宽泛简单的说法，怎么做好准备也是一个问题。因此，认为原生家庭与心理之间是一种
线性的确定的“因果关系”是极为有害的观点。
2.2 朋友方面
确切地说，患者的朋友很少，人际圈子很窄。我是她唯一的朋友，这是事实。也许我这样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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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夸之嫌。但我必须冒着风险如实说出来。
在与患者交往的过程中，我于她，是集多种角色于一体：朋友，心理咨询师，姐妹，倾听者等。
多种角色中，每一次的交谈，每一种角色占多少比例，大部分时候我都把握得比较有分寸，或许站
在患者的立场看，刚好能满足她的需要。在她产后抑郁发作那一次，在抑郁发作期她自己挺过来了，
但她后来几乎毫无保留地向我倾诉。回顾在我们相识的近五十年的时间里，我以倾听者的角色，几
乎参与了她的人生。我于她的作用主要有：与她保持了适当的有分寸的关系，在这段关系中，她感
到自在、安全。这是在她的原生家庭中无法得到的，所以这是一个积极有益的弥补。
2 社会工作方面
患者有一份稳定而胜任的工作，她从工作中得到的安全感以及价值感是对“抑郁”的无价值感
的有力的对抗，尽管她不承认。但她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精益求精的业务能力就是最好的证明。
3 母性
尽管我在前述有个疑问：
“母性为何未能缓解她的抑郁”或者说“母性为何未能治愈她的抑郁”，
但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母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她的抑郁情绪的程度。她自己总结的是“有时候
孩子使我忘记我是一个抑郁症。”
4 本人的实际和努力
她喜欢有氧运动。前述提到她能保持体重也与此有关。这可以释放不良的情绪。她也通过日记
宣泄。日记仿佛是她的岁月的保险柜，很多不想对别人说的话可以在日记中随意宣泄。
综上所述，这个产后抑郁的个案给我的启发是：一个个体患了抑郁症或在她人生的特殊时期患
了产后抑郁，这是不幸的，但大部分抑郁症患者能带病生活下去，不应该低估这种在抑郁状态继续
生活的价值。有些抑郁症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抑郁情绪逐渐缓解的现象也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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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就在我完成这篇文章之时，看到绵阳涪城公安 5 月 6 日发布的消息：六旬老人自缢身亡，
遗书称无法承受妻子离世之痛。
又：绵阳某高校一职工于近日在家中烧炭自杀。
以上危机事件令人扼腕。可以肯定：都是可以避免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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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例在校女大学生抑郁症的干预与思考
龙兰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
【摘要】抑郁症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但是在现代社会下，远未被人们所重视。本文目的探讨抑郁症的
表现和特征，并加以解释，使更多的人知道抑郁症的辨析方法和治疗方法。方法是通过对笔者所任课班级的一例在校
大学生的求助过程进行回顾分析。结果，对其症状进行分析，随未对其进行治疗，但是能直接的对其进行有效干预。
【关键词】 在校女大学生；抑郁；干预

近年来，抑郁症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熟悉，很多人谈此病色变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对
抑郁症的误解不少，比如有人认为抑郁症一爆发就是自杀死亡，一旦被确诊为抑郁症就是死路一条，
但是却并不知道，抑郁症从其发病、诊断、治疗都有其严格的标准。

1

简介抑郁症

1.1 概念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是心境障碍的主要类型。
可见心境低落与其处境不相称，情绪的消沉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自卑抑郁，甚至悲观厌世，
可有自杀企图或行为；甚至发生木僵；部分病例有明显的焦虑和运动性激越；严重者可出现幻觉、
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每次发作持续至少2周以上、长者甚或数年，多数病例有反复发作的倾向，每
次发作大多数可以缓解，部分可有残留症状或转为慢性。
有研究表明，世界患有抑郁症人数为3.22亿，患病率高达4.4%，大多数报道将我国抑郁症患病
率确定在3%~5%的区间，也有报道称达到了6.1%。
1.2 根据 DSM-5，抑郁症临床诊断须符合以下几点：
心境低落。
.思维迟缓。
意志活动减退。
认知功能损害。
躯体症状：主要有睡眠障碍、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便秘、身体任何部位的疼痛、性欲
减退、阳痿、闭经等。躯体不适的体诉可涉及各脏器，如恶心、呕吐、心慌、胸闷、出汗等。自主
神经功能失调的症状也较常见。病前躯体疾病的主诉通常加重。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早醒，一般比
平时早醒2～3小时，醒后不能再入睡，这对抑郁发作具有特征性意义。

2

案例分析

下面介绍一例关于在校女大学生的抑郁案例，来看看在现实社会的大学校园中，抑郁是如何悄
悄影响和改变着现在的大学生的。
2.1 患者基本情况
王某，女，19岁，在校大学生，护理学专业。在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肢体不受控制，
主动来到校心理咨询室寻求帮助。自诉：从中学开始就有头痛、肢体不受控制表现，第一次产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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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表现是在初中时期，父母很早离家打工，留下其与爷爷一起居住，周围的亲戚和邻居帮扶过日
子，当读到初中的时候，受到家中一男性亲戚的猥亵，从而产生对亲戚的恐惧感，失去了家庭能带
来的安全感，无法入睡，睡眠质量不佳。随后，王某将其经历告诉父母，母亲情绪反应强烈，痛哭
失声，因此还住进了打工当地的医院，王某更加觉得对母亲产生了内疚，觉得不该告诉父母，从而
在父母面前的言语也越来越少。此后，王某母亲将其接往外地与其同住，但由于学习的原因，王某
后又不得不返回四川本地读书。王某自述，在读书期间还出现过一次似梦非梦的经历，觉得自己睡
觉了，但是有人恶意的从背后捂住其嘴，并对其进行性侵，在描述中王某反复强调她的感受非常真
实，但是又不能确定是真的。从几次发生的被侵事件，让王某对异性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并再次出现
睡眠不佳，无法入睡，睡眠时间短等症状。在校期间，一群同学一起出游，王某对接近其的男生会
产生反感，但对自己喜欢的男生，王某则会同意其走在身旁，反之，王某则会出现全身紧张、肢体
难以自控、头痛等症状。这次来到咨询室的原因是，王某在校已无法正常的学习和生活，睡眠质量
极差，并多次出现头痛无法自控的现象，甚至出现用头撞墙的现象，食欲减退，全身肌肉紧张，手
会不自觉握拳并发抖，害怕睡觉，自述一闭眼就会出现恐怖画面，无法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上课
精力不能集中，体重下降，常伴有痛哭难以入睡的现象，在寝室同学的劝导下，王某主动来到咨询
室寻求帮助。
笔者是作为王某的心理学老师。从笔者对王某的的了解和观察来看，她的病情确实具有抑郁症
的很多特征。抑郁是一种特殊的心境，是一种无力应付外界压力而产生的由情绪低落、冷漠，出现
失望等构成的复合负性情绪。抑郁可以是许多心理疾病的症状之一，也可以是一种相对轻微的心境
状态，在受到创伤性伤害的时候也会表现出突发性。大学生的抑郁绝大多数只是偶尔出现，具有弥
散性和情景性，但很快便会消失。但也有少数人长期处于抑郁状态，最终导致抑郁症。一般说来，
性格内向、敏感猜疑、不爱交际、依赖性强、遭遇意外挫折、有不良童年经历、长期努力得不到报
偿的大学生更容易陷入抑郁状态。
2.2 心理评估
通过对抑郁症表现的分析来看看王某的症状：
心情低落，兴趣减退甚至消失。王某原来有很多爱好活动，对各种事情都充满兴趣和求知欲，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初中受到猥亵后开始对一些兴趣爱好渐渐减退，甚至变得没有什么爱好了。她
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意义，对什么事情都感到无味。精神状态慢慢变差，对什么事情都觉得没有安
全感，越来越不喜欢接触外界，总是爱沉静在自己的世界里回忆那些恐怖的场景。
意志活动减退，对前途悲观失望。王某觉得生活、学习都前景黯淡，学习无法集中注意力，前
途一片茫然，事情都变得无法收拾。自己对自己都特别的嫌弃，很多的话又不愿意向父母倾述，害
怕父母也和自己一样痛苦，很多的问题选择自己承担，压力极大。
认知功能损害，无助感，精神疲惫。王某感到对自己的不幸和痛苦无能为力，感到对处境毫无
办法。同时，她也不会轻易相信别人，感到别人对她是爱莫能助，但她总感到帮助不大。时常感到
缺乏动力，似乎没有别人催促或推她一把，她就什么也不想做，需要有人不断的督促和监督她，才
会去做一些事情，否则什么都不想做。
自我评价下降，感到生活或生命本身没有意义。王某感到自己毫无用处，几乎只看到自己的缺
点和错误，似乎什么长处和优点都没有。抑郁的自我评价下降，伴有自责，甚至有罪恶感。抑郁症
患者感到活着还不如死了的好。当初中发生的猥亵事件后，王某感觉像天塌下来了一样，从此开始
天天做噩梦，无法入眠，头痛剧烈，甚至为了控制头痛产生了用头撞墙的举动。在其描述中也自述
曾经有想要自杀的想法，在一时冲动下，也有过自杀行为。
纵观以上的分析，笔者初步认为王某患上了中度的抑郁症，在后期的治疗中，及时联系到学生
家长，有学生家长带往医院进行全面的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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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病因简析
下面对案例中王某患上抑郁症的原因进行简单的分析：
首先王某的问题是从小父母离开身边去外地打工，在王某的心理就留下了小小的不满，失去父
母的关爱总会让孩子的安全感有所丧失，在本就对社会和外界充满不安全时，在可信赖和依赖的亲
戚中，出现一只黑手对王某进行伤害，无疑又对其心理上的伤害是一次巨大打击，让王某本就脆弱
的心理受到了巨大伤害，以致对王某来说唯一可以给予安全感的别无他人，只有自己的父母，所以
其强烈的要求去到父母身边，而在解决学习的问题下不得不又一次离开父母，原本以为缓解的心理
恐惧又再次出现，从而使其无法正常的生活学习，为了不给父母增加压力，王某选择独自承担，也
是导致其精神压力巨大的精神压力，在这些原因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家庭教
育的影响，父母对孩子心理发展的影响都是引起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生长环境、家庭环境、
父母教育、人格的培养，都是在人的生长发育中不可或缺的。一般人都认为只要能挣到足够的钱，
给与孩子物质上最好的一切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孩子在生长发育中最不可或缺的东西，那就关怀和
爱，导致在校学生出现很多抑郁症表现的表因往往是受到了外界的巨大打击，但是来自内心的生长
完整性和稳定性、成熟性才是健康心理素质的根本，也是健康心理的根本。
2.4 干预
针对王某的具体情况，我给她及她母亲介绍了可进行的心理调节方法有：
情感宣泄法
通过这种方法将内心不良的情绪体验表达出来，往往可以减轻情绪反应的强度，缩短情绪体验
的时间，从而使得情绪可以较好地得以恢复。王某在笔者的指导下试用此法，大哭过以后，原来悲
伤的情绪体验会很快减轻，内心会感觉好受了许多，笔者还建议她将内心不良的情绪体验倾诉于别
人，或者写在日记中。
注意转移法
建议王某改变消极观点，把很过不愉快的情绪转移到愉快的活动。建议她改变对生活的消极观
点并进行调整，帮助她分析不合理的思维，多和同学们经常出去逛街、看电影等是多么有趣的事情，
在无法接受与异性接触的时候，尽量先选择和喜欢的、信赖的同性同学一起活动，放松与人接触的
紧张感和不安全感。重新建立初步的人际交往关系，并构建自己的安全意识。
充实日常生活，建立生活规律
建议王某要有选择地参加有趣的体育活动，从活动中获得乐趣并从中得到愉快的感觉，这也是治
疗抑郁的前提。此外，还采用有氧运动方式，如慢跑、游泳等加强体育锻炼。但锻炼的持续时间不应
过短，每次锻炼的持续时间不应该少于20分钟，但也不能超过一个小时，这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在本案例中我们深深真实的感受到了抑郁这种心理病症对青年人的影响，它不仅仅来自了自身
心理最深的一面，更会受到社会、环境、家庭的影响，在家庭教育方面也是导致会出现不同心理病
症的一大原因，所以学校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父母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但是现
在受社会经济和生活压力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这已经是出现各种心理
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了，所以在青少年心理建立的同时，更需要家庭和父母的付出，给孩子
一个安全稳定温馨的家庭环境。
这个案例还让我产生了一个思考：王某作为一名大学生患了抑郁症固然是不幸的，但其家长能
配合学校和老师及时送子女尽早接受治疗，而不是缺乏理智、讳疾忌医，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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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个案咨询引发的对高职教育的思考
窦温暖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目的通过对一例个案咨询引发对高职教育的现状进行思考。 方法 文献法。结果高职院校对心理健康
教育的重视力度不够；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人员力量薄弱；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教师素质亟待提高；危机干预中心
理教师可能面临“危机”
；建立健全危机干预系统；教师必须重建前提性反思。结论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尤为重要。
【关键词】高职教育；个案咨询

随着我国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高职教育的办学规模、人数、发展速度、资金与物资投入
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高职教育的整体素质也有明显提高，师资水平、教学力量等都有长
远的改善。但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如办学质量与大学生需求、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用人标准、大
学生就业期望与社会需求等，加上高职教育生源构成的特点，及社会、学校与家庭大环境的影响，
直接或间接促成了高职学生不同于普通高校大学生的心理、思想与道德行为上的特点[1]。大部分高
职学生的学习能力相对较低，在理想与现实、自尊与自卑、独立与依附、交往与闭锁、个人意愿与
职业要求等诸多矛盾与冲突面前，表现出种种心理问题，
加强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使他们能够健康积极的面对学习问题，让他们认识到高职教育
培养的是社会和经济发展最急需的人才，自己的前景无限宽广，大有作为，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学
习、面对生活，这是高职学生个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也是高职院校教育工作顺利运行的重要保
障。因此，高职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一名在高职院校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一线教师，我深感责任重大。因此，我时刻保持警惕，
保有一颗谦虚和好学之心，利用课余时间研读大量政治、哲学、心理和经济等各类专业书籍，进一
步夯实理论基础，努力避免知识老化、思想僵化、能力退化，不断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
我自以为应该可以处理各类学生问题，且满怀信心。不过，三月份的一个咨询让我对此产生了怀疑，
并引发了深深的思考。

1

案例介绍

小丽，女，19岁，大学一年级学生，家里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且两个姐姐比较瘦，比较漂
亮，她自小体型魁梧，体态偏胖，皮肤黝黑，用她自己的话说，从小到大都是在父母的指责和批评
中度过（父母认为女孩只有瘦才会更美，才能嫁一个好老公）
，因此，从小就比较自卑，不喜欢与周
围的人交往。上大学后，努力节食减肥，已坚持了20多天，效果不明显，有点沮丧。因对自己的体
像非常烦恼，前来咨询。
接待咨询的第二个星期的某天中午12点过，我正在吃饭，接到她寝室同学打来电话，说她上完
某门课回到寝室后，情绪非常激动，用头撞墙，后又爬到寝室楼顶上，声称活着没意思，没希望，
要跳楼。我一路小跑，跑向小丽所在的寝室，路上，又接到其同学电话，说她已经下楼，坐在楼道
里大哭。我悬着的心稍稍平稳了些。
2

咨询片段及咨询技术介绍

2.1 支持性疗法，安抚学生情绪
支持性疗法是心理医生应用心理学知识和方法，采取劝导、启发、鼓励、支持、同情、说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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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疑虑、保证等方式，来帮肋和指导病人分析认识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使其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在
能力和自身的优势，正确面对各种困难或心理压力，以度过心理危机，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心
理治疗方法。
师两手环抱着小丽
……
丽：我很难受，今天某老师在课堂上说，胖的女生很难找到工作……
师紧紧抱着她，同时右手轻轻拍着小丽的肩头，任由她哭
……
通过肢体语言，让学生的情绪得到疏放，使学生感到自己得到了别人的关爱和理解，从而与学
生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同时，教给学生一些放松的方法，如深呼吸法，吹气球等。
2.2 理情治疗法，帮助学生改变不合理的想法
理情治疗法基于一个前提：每当我们心乱意乱的时候，并非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本身困扰导致的，
这是由我们持有的一些导致抑郁，焦虑，暴怒等不良情绪的信念导致的，这个观点最初是由哲学家
埃皮克提图在2000年前阐述的：困扰人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它们的看法。
丽：我对未来没有希望……哎，太胖了，我简直活着没意思
师：女孩只要胖了，就一切都完了？
丽：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父母、老师都是这样认为的
……
小丽沉默了许久，师在沉默中看着她，似乎她有所动。
师：父母、老师是真的觉得因为你胖，所以你没希望吗？
丽：好像也不是这样，只有一个老师说过这样的话，而且，我父母对我的期望也很高……
通过理情治疗法，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不合理思维，意识到自己的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
重，减少了情绪困扰。同时，咨询还运用了行为疗法，帮助学生树立切实可行的目标，从而巩固咨
询效果。

3

引发的思考

3.1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力度不够
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尽管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高等心理健康教育的文件，但到目前为止尚未
制定出单独针对高职心理健康教育的指导性政策[2]。有些高职院校仍保持传统的观念，认为高职心
理健康教育可有可无。许多学校关于学生心理健康的活动都不是主动展开的，而是被动实行的，心
理健康教育在课程设置和内容教授上都没有足够的重视和认识。
3.2 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人员力量薄弱
在目前的高职院校中，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工作，多是由辅导员担任，政工干部的数量
较少。辅导员很多是刚走出校门的辅导员，他们没有太多的社会经验，很多问题自己都未经历，因
此在面对学生的问题时，无从下手，这些辅导员只能以学校的规章制度来管理学生，并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学生心理上的问题。并且在现在的许多高职院校中，辅导员这一角色也没有发挥其真正的作
用，因为现有的辅导员对于其工作的主动性较低，更不要提学生的心理健康素质教育的问题了。
3.3 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教师素质亟待提高
现阶段，我国高职高专院校心理健康教育人员大部分由后期培训或者再教育人员担当，部分由
相关学科教师兼任，甚至还有些由优秀学生干部兼职。没有系统和专业的知识，严重影响到课程的
专业化讲授，难以真正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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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良好的指导、培养和应有的干预。在数量上，也明显不足。在笔者所在的高职学校中，从事
心理健康教育的专职人员仅有一个，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了对少数学生的辅导工作中，面对全体学
生的普及性及发展性咨询非常缺乏。心理健康教师除了兼职心理健康教育，还从事其他繁重的行政
工作、教学工作。心理健康教师数量的严重短缺，使高职院校难以有效地对高职生心理健康教育展
开针对性的指导工作。另一方面，高职院校的专职教师很难有再进修或者学习、培训的机会，更没
有接受心理督导的机会，这些很容易导致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倦怠。
3.4 危机干预中心理教师可能面临“危机”
尽管心理教师大都是心理学相关专业毕业，具备较厚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相应的咨询辅导技能，
有的还具备国家心理咨询师的资格，但关于危机干预的理论、模式以及具体操作技能的学习少之又
少，缺乏系统的危机干预知识和技能。而危机干预属于临床心理服务的一个重要分支，相对于咨询
服务而言对从业人员要求更高，这对未接受过相应培训的学校心理教师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心理教师不是专业的危机干预者，只是较之一般教师或志愿者，他们能更为有效地给受害者提供心
理支持和服务，更容易掌握和学习一些危机应对的策略和资源等，如果心理教师对这一点没有清楚
的认识，在危机干预中就极容易出现自责、内疚、低自我价值感等负性情绪。心理教师在危机干预
过程中或结束后若得不到及时的专业督导，也可能会面临“危机”。笔者在总结小丽同学的咨询时，
感到深深的恐惧，假如她那时在楼顶上，该如何进行干预，真真实实体验到了自身知识的缺乏。且
这件事现在想来，也心有惊悸。
3.5 建立健全危机干预系统
所谓的心理危机是当人们认识到某一困难超过自己支持资源和应付能力，且使用常规的办法不
能解决问题时而表现出来的一些反常行为[3]。危机干预系统就是帮助处于危机中的学生认识并矫正
被扭曲的情绪、行为。学校必须建立健全危机干预系统，制定校园危机干预工作的指导思想、理念、
原则等，引导学校在面对危机事件时能够各部门协同作战，使心理老师能够以团队的形式对处在危
机事件中的校园师生进行支援和心理干预工作，最大潜能开展危机干预工作，经历危机事件后出现
不同程度情绪、行为反应的人员也将得到更全面的辅导和帮助，从而更好的体现“以人为本”
。
3.6 教师必须重建前提性反思
教师必须具备能够使教育教学行为顺利进行的知识、技能、方法和品性，这是对教师行为熟知
的、普遍的要求。但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必须对其行为本身进行反思，即反思其行为是否正当、是
否合理性，其所立足的前提和根源是否正当，其所服务的教育理想是否值得反思等。在卢梭看来，
教育首先是预防性的、保护性的，因此，对于一个教师而言，重要的是要思考教育，教育对象，以
提防无意识地伤害学生，使学生的生活沮丧，使学生的心灵滞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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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校 LGBT 群体的音乐治疗个案实践
段青青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摘要】近年来，在全世界LGBT人群（即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等）平权运动的影响下，高校
性少数群体（下文简称为LGBT群体）相关问题也逐渐进入公众视野，引发了越来越多大众的探讨和兴趣。一些研究
表明高校LGBT群体罹患心理疾病的可能性高于一般的大学生；相当比例的LGBT群体曾因为性倾向困扰带来的压力以
及不公正对待而产生焦虑、抑郁、甚至轻生行为。然而，在高校学生工作队伍甚至是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中，对LGBT
群体的了解还是比较少的，咨询师对性倾向及性别认同的态度会影响其咨询导向，进而会对来访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而无法对此类来访者更好地工作。
有些咨询师会给LGBT群体贴上性变态的标签，甚至自己都是异性恋霸权主义，恐同、恐跨，来访者只需要几句
话就可以试探出咨询师对LGBT的态度，如果你的态度是不友善的，来访者便不再袒露内心真实想法，这对于咨询师
而言是相当失败的；有些咨询师会尝试帮助LGBT群体进行性倾向转变；有些将LGBT群体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有些
友善的咨询师尝试在高校做一些工作，然而却不知道如何入手；也有些教育工作者满怀热情想去帮助LGBT，然而结
果却适得其反。如何做LGBT人群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工作就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音乐是全世界通用语言，是最容易被人接纳的方式，可以迅速有效的减少来访者的阻抗。音乐在临床的治疗作
用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生理物理作用、人际社会作用、心理情绪作用。音乐的这三种作用都会或多或少地在任何音
乐治疗的实践中发挥一定功能。尤其对心理工作者而言，第二、第三种功能是最应该重视的，恰恰LGBT人群在人际
交往社会适应和情绪方面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问题，这与音乐治疗的作用方向不谋而合。在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领域，音乐治疗的方法可以通过听、唱、奏、创作等一系列与音乐体验有关的活动，帮助LGBT人群达到调节情绪、
认识自我、接纳自我，达到提升心理健康水平、促进个体健康成长有效适应社会的目的。
【关键词】高校; LGBT;音乐治疗;个案

1 音乐治疗的理论
1.1 音乐治疗的形式
音乐心理治疗的形式分为个体音乐治疗和集体音乐治疗两种。治疗师根据治疗的目的、患者的
生理心理条件和治疗环境选择不同的治疗形式。个体音乐治疗个体治疗是指一个治疗师与一个患者
的一对一的治疗形式。在个体治疗中，治疗师与患者的关系至关重要，它往往决定治疗的成败。这
里的医患关系应该是建立在共情、理解、信任和支持的基础上。治疗师与患者应该是平等合作的关
系，共同积极参与治疗过程，帮助患者达到治疗目的。同时，移情与反移情的现象也是个体治疗中
至关重要的。恰当处理移情关系可以增加“医患”之间的理解和共情，使关系更和谐，从而建立起
巩固的治疗联盟。处理不当则会导致治疗的失败，造成患者更大的精神创伤。
就个体音乐心理治疗的目的而言，它适用较深层的心理分析与治疗，为患者提供一个开放和暴
露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情结甚至隐私的安全环境。治疗师与患者共同探讨、分析、挖掘和理解患
者的内心深层世界，乃至潜意识矛盾。
1.2 音乐治疗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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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支持性的层次
在支持性层次的治疗中，治疗的目标一般来说是通过各种治疗性的音乐活动，而不是通过心理
的内省或心理的分析来达到的。支持性音乐治疗活动是通过提供患者参与和体验治疗过程的机会，
以强化患者健康的行为。内省、思考和语言的心理分析等方法的使用在治疗过程中仅占很小的部分，
治疗的重点集中在对“此时此地”的体验和“可观察的”行为上。
1.2.2 认知和行为的层次
在音乐活动的同时伴随着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语言交流，而且语言的交流越来越重要。音乐活
动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情感和思想观念来安排的，并成为语言讨论过程的主题。治疗强调暴露个人的
思想、情感和人际关系中的问题。治疗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此时此地”的体验以及治疗师与患
者之间的人际反应过程。在这一层次的治疗中，患者的心理防御机制和不正常的人际行为都可能受
到挑战，而治疗的目的是建立和促进正确的社会行为模式。
1.2.3 心理分析和体验的层次
音乐与潜意识活动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但它们都对人的
情绪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一层次，音乐治疗活动被用来发现、释放和解决那些对个体的人格
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潜意识矛盾，引发联想和与现在或过去经历有关的情感，来访者的潜意识内容
被用来重建新的心理防御机制，深化自我理解，促进自我的冲动控制能力和更加成熟的本能动机，
从而达到重建人格的目的。

2

音乐治疗的主要方法

2.1 音乐讨论
音乐讨论是最常用的音乐心理治疗方法之一。从形式上来说，音乐讨论是由治疗师播放一段音
乐或者一首歌曲，然后引导来访者对这段音乐或这首歌曲的体验和感受进行讨论。在实际操作的过
程中需要用到很多相关的心理学理论、心理治疗思想与心理咨询技巧方面的基础知识。当一个人喜
欢一段音乐或者一首歌曲的时候，这段音乐或者歌曲一定与这个人的人格结构的某一部分、潜意活
动或者深层次的情感发生了共鸣。这段音乐是自己内心世界表达的一个主体。
2.2 音乐想象治疗
音乐想象治疗又有指导性、半指导和非指导性音乐治疗。其中，半指导性音乐想象的技术是借
由对催眠状态下来访者的意象进行半指导性的操作，从而达到投射测量、意象操作指令的目的。其
操作方法是意象对话技术、精神分析、人本主义综合。它的基本目标是寻找内部积极资源与体验，
进而引导积极资源与体验，最后操作和改变内心积极资源与体验。在这种方法中，治疗师使用积极
美好的音乐以及语言干预的技巧，引发和推动来访者产生积极美好的体验，以达到改善情绪、增强
自我力量和自己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

3

应用实践

3.1 实践案例基本情况
病案:李明(化名)，19岁，大二某学院男生。相貌端正，即将面临实习，在班级的成绩较为优异。
意识清晰正常，但近段时间自述易失眠，焦虑，有抑郁倾向，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偶尔有自杀念
头，有时无法控制情绪，有时感到压力较大无法呼吸伴头晕现象。自诉感觉非常孤独、不被人理解。
经了解他是家中独子，没有兄弟姐妹。家庭教养良好，父亲是军人，母亲是护士，父亲自小对其要
求比较严格。按常理，终于要走出校园走向工作岗位的学生是焦虑中带着兴奋，并且充满希望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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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倾向的，但该生的焦虑水平和抑郁水平经过测试后均较高。仅仅是学业、就业的压力似乎并不该
对其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加上该生有几次细微的欲言又止，并且在咨询中多次提及对母亲的欣赏
对父亲的反感，还有自己没有兄弟姐妹的遗憾，觉得自己就是感觉孤独、不被人理解。再想进一步
挖掘实质性的问题，该生不再愿意袒露。咨询看起来无法继续了，此时，我想到了音乐疗法。让他
自己选一首此刻最想跟我一起分享的一首歌或者最喜欢的一首歌，他稍微想了想就说出歌名——《我
们不一样》。通过后面的音乐讨论环节，我很委婉的试探出他可能是性倾向的问题并且表达了我的
接纳的态度，我看到该生低垂的头猛地抬起表情略带惊讶。我知道成功了，咨询有了继续的可能。
就这样该生打开了心扉，承认自己爱慕同性的性倾向，并愿意跟我一起制定一个短期的参与式音乐
治疗计划。
3.2 程序
接诊访谈;音乐引导渐进式放松;第一次治疗采用指导性音乐想象进行音乐减压和催眠、第二次采
用半指导性音乐想象治疗的安全岛技术、第三次延伸“安全岛”技术，进行全面完整的音乐引导想
象、第四次利用非针对性积极资源强化、第五次采用针对性积极资源强化技术、第六次应用神灯技
术；聆听后的访谈。每周1次，每次治疗时间40～ 80分钟。定时检查比照。在前面两次治疗中音乐
选择以舒缓优美的旋律为主，想象的引导也以美好大自然场景和良好的自然体验为重点，让来访者
有效缓解焦虑情绪，建立并强化安全感；后面四次采用放松音乐与古典交响音乐结合为主大自然的
声响为辅的形式，能有效的探索深层次自我意识状态，有利于自我认知，引发推动来访者产生美好
积极体验，增强自我力量。
起初李明在安全岛的想象中，难以构建一个场景，很难进入视觉画面推动联觉体验的过程，说
明他内心的抗拒和逃避，治疗中花了大量的时间进入。而在最初的自由联想中也是以旋涡的无底洞
的意向居多，想象较凌乱、复杂，第4次治疗后，李明内心的安全感有了稳固形成和加强。在积极资
源强化阶段中，李明的想到的情景与我的主观判断出现巨大差异，他在音乐想象中想到的最开心愉
悦的是小时候有一次与在现实中很反感的父亲，一同去早餐店吃了油条豆浆，新鲜的空气，父亲和
蔼的脸庞，彼此愉快的聊天......所以，咨询师是不能凭借自己的主观价值标准来衡量一件事是不是积
极的生活经历。
实践证明音乐治疗的过程就是来访者重新面对和体验自己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重新认识自己，
并走向成熟的过程。结束治疗两周后李明说他放假回家跟父亲有了一次比较深入的聊天，跟父亲的
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最突破的事是他已经向母亲“出柜”并获得了理解和支持。看得出他是发自
内心的喜悦，是重新充满了生活的力量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的积极状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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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渔民舰艇应激和抑郁症状的关系：情绪调
节的调节作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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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情绪调节在远洋渔民舰艇应激和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作用，为提高远洋渔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提
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取样，在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登记在册的渔民中随机选取 905 名渔民，在渔民出海前一周内，
用《舰艇人员心理应激源调查问卷》
、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和《情绪调节问卷》进行集体测试。结果 远洋渔民情
绪调节、舰艇应激和抑郁症状均两两显著相关，调节作用结果显示：舰艇环境应激可以预测抑郁症状，在舰艇环境
应激和抑郁症状的关系中：情绪调节起调节作用(β = 0.203, P = 0.000) 。结论舰艇环境应激可以促进抑郁症状，训练
情绪调节可以有效地改善舰艇环境应激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关键词】远洋渔民；情绪调节；舰艇应激；抑郁症状

远洋捕捞具有远离陆地人际交流匮乏、生活环境枯燥闭塞、工作条件艰苦、远离亲友缺乏社会
支持和得不到社会认同等特点，并且较易发生致命事故，是高风险的工作之一。以上种种因素让渔
民长时间处于心理应激状态，引发多种应激反应，如极易引起皮质醇含量的变化，产生抑郁、焦虑
和倦怠等消极情绪，吸烟和饮酒不良行为等。远洋捕捞较易发生致命事故，是典型的高危行业。国
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每 10 万名渔民中有 80 人死于各种事故[1]。张祝利[2]通过对《中
国渔船安全分析报告( 1999－2008)》[3]中的 10 年间渔民事故统计资料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渔船船
员平均每年每 10 万人死亡 160 人，是我国最高危的职业之一，死亡率比煤矿工高 2 倍以上。远洋
渔民在从事远洋捕捞的工作时不得不长时间忍受艰苦的船舶生活，包括噪声大、颠簸、舱内高温高
湿等的船舶环境特点；以及工作、生活单调枯燥乏味，私人空间少，同事关系难以处理等工作关系
的特点。这让远洋渔民长时间处于心理应激状态，容易引发多种应激反应，从而产生抑郁、焦虑等
消极情绪，继而引发抑郁症等精神障碍[4]。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远洋航行人员都会出现抑郁问题，研究发现个人的生物、人际和心理素质
也会影响抑郁的发生发展。目前研究的趋势是希望以一种整合的模型整合去解释抑郁的发生发展，
这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抑郁的认知易感性—应激模型（vulnerability-stress model）[5-7]。抑郁
的易感性-应激模型假设所有的人都存在有发展为抑郁障碍的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触发点，是否触
发依赖于个体遭遇的应激事件与其素质之间的交互作用[6]。其中，情绪调节作为认知因素受到研究
者的关注，情绪调节被认为是抑郁触发和维持的关键因素。已有的研究发现，工作应激可以预测抑
郁，但具有认知易感素质的个体才会使抑郁症状存在并加重。因此，情绪调节可能在舰艇应激与抑
郁症状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以远洋渔民为研究对象，探讨情绪调节在船舶有关的应激
因素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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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登记在册的远洋渔民中随机选取 905 位参加远洋航海的渔民。在他们出海
前一周内进行集体测试，施测问卷为用《舰艇人员心理应激源调查问卷》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和《情绪调节问卷》进行集体测试。对于看不清问卷或者文化程度低的被试，采用一对一的形式测
试，主试均为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本科大学生。在回答问卷前，所有被试均仔细阅读并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
1.2 工具
1.2.1 舰艇人员心理应激源调查问卷 (Mental Stressor Investigation Questionnaire among the
Crew of Naval Ships)
该量表由海军医学研究所余浩编制[8]。用于评估舰艇人员的心理应激。该量表分为分为船舶环
境维度、家庭维度、工作关系维度和领导风格维度，本次测试选用其中的船舶环境维度和工作关系
维度，共 36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1~ 5 分分别表示事件带来的心理影响的程度，1=从不、2=很
少、3=有时、4=经常、5=总是。
1.2.2 情绪调节问卷（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ERQ）
中国版本的情绪调节问卷由 10 个条目[9]，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 2 个维度构成。采用 1-7 级评分，
1 表示完全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3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
用于测量被试最近一周抑郁症状的程度，
共有 20 个条目，
该量表由 Radloff 于 1977 年编制[10]，
1~ 4 级评分，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该量表的信效度。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0.0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情绪调节、舰艇应激和抑郁症状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对情绪调节、舰艇应激和抑郁症状的相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抑郁症状
与情绪调节呈显著的正相关(r=0.18,P<0. 05) ；抑郁症状与舰艇应激呈显著的正相关(r=0.53,P<0.01) ；
情绪调节与舰艇应激呈显著的正相关(r=0.19,P<0.01) 。
表 1 情绪调节、舰艇应激与抑郁症状的相关分析
情绪调节

舰艇应激

情绪调节

1. 00

舰艇应激

0.19**

1. 00

抑郁症状

0.18*

0.53**

注：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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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状

1. 00

2.2 舰艇应激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情绪调节的调节作用
情绪调节

抑郁症状

舰艇应激

图 1 情绪调节的调节作用模型示意图

采用温忠麟等人关于调节效应的检验程序[11]，用分层回归进行调节效应验证情绪调节在舰艇应
激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调节作用。首先对自变量（舰艇应激）和调节变量（情绪调节）做中心化处理，
随后生成二者的交互项。其次，以抑郁症状为因变量，然后将中心化后的舰艇应激、情绪调节纳入
回归方程第一层。接着，将前面两个变量以及二者的交互项纳入到方程的第二层。结果显示，舰艇
应激与情绪调节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β=0.203，p= 0.000)，这提示情绪调节对舰艇应激与抑郁症状
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见表 2）
。
表 2 情绪调节在舰艇应激与抑郁症状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检验
B

β

t值

P值

ΔR2

ΔF

舰艇应激

3.623

0.566

18.739

0.000

0.276

173.580***

情绪调节

-0.148

-0.065

-2.138

0.033

情绪调节×舰艇应激

-0.724

0.203

-3.576

0.000

0.286

124.493**

注： **P<0.01，***P<0.00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远洋渔民舰艇应激程度更高会导致抑郁症状水平的增加，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
结果相似[12]，本研究中中舰艇应激包括了舰艇环境和人际关系两个维度，在远洋航行的过程中，他
们的确容易遭受长时间的工作时间、机械故障、海上波浪或者突然出现的危险的影响，这需要他们
在工作的时候加强沟通和协作，改善人际关系以提高合作的能力。
本研究调节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情绪调节对于心理应激与抑郁症状关系的调节效用显著，表
明在经历应激水平等级相同时，情绪调节较好的个体会表现出更低的抑郁症状水平,这与先前的研究
相一致[13]，那些努力调节情绪的人对应激产生的负面作用更少，所以积极采用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
症状较低有关。本研究提示情绪调节对工作应激和抑郁症状的关系有正向影响。本研究中的情绪调
节包含了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两个因子，已有的一些研究已经提出了对认知评价进行干预，例如，
认知行为疗法（增强认知再评价）可以通过改变认知再评价相关的前额叶皮层神经信号量来减少负
性情绪问题[14]。身体放松放松冥想可以帮助抑郁症患者构建再评价策略[15]；简短的有意识的情感意
识和认知评价干预可以导致自我否定的消极情绪问题[16]。因此，注重情绪调节是是提高工作压力的
有效途径。
总之，本研究分开探讨了情绪调节在舰艇应激和抑郁症状关系中的作用，也再次证实了抑郁的
易感性-应激模型。
研究结果提示远洋渔民舰艇应激会促进抑郁症状，
且情绪调节在其中起调节作用。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首先，本次取样是选取了渔民出海前做的一次测评，未来的研
究可以采取追踪的模式，以便更好地观察出海的过程对于远洋渔民情绪调节对舰艇人员心理应激与
抑郁关系的作用机制。其次，对远洋渔民的船舶应激的评估仅仅采用自评式问卷方式，未来研究可
以结合结构式访谈等更严谨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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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治疗对抑郁发作患者躯体症状的改善作用
王丽莹 罗海东 周俊
海南省安宁医院
【摘要】目的 评估正念治疗对抑郁发作患者躯体症状的疗效。方法 纳入抑郁发作伴有躯体症状患者100例，按
照随机数字法分为研究给与观察组，最终97例患者最终完成试验，其中研究组48例，观察组49例。两组患者均给予
文拉法辛缓释片治疗，研究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予正念治疗。所有患者治疗前、治疗4周后、治疗8周后均予SCL-90、
17项HAMD表以评估其心理状况。结果 SCL-90表比较：治疗4周后，抑郁、焦虑因子两组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因子比较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治疗8周后躯体化因子比较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因子比
较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17项HAMD表比较：治疗前、治疗4周后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8周后比较存在统
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正念治疗联用文拉法辛缓释片可以更好地改善抑郁发作伴发的躯体症状以及抑郁情绪。

抑郁发作患者中有相当比例的人群伴有躯体症状，经药物治疗后仍有很多患者伴有残留症状，
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影响治疗的依从性，并且成为病情复燃的高危因素[1-2]。因此越来越多的患
者求诸于心理治疗，正念治疗[3]是近年来比较热门的心理治疗方法之一，在欧美国家已广泛用于抑
郁发作、焦虑症的治疗，国内也有诸多文献[4-5]见于报端。相对于精神分析、森田治疗，正念治疗来
源于禅修，更为接近东方文化，更能被文化层次较低的人群接受，在实际操作中更方便。因此，我
们尝试在抗抑郁药物治疗的同时联合正念治疗，取得了预期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抑郁发作伴有躯体症状患者100例，均为我院医学心理科及心理咨询中心2015年1月-2016年
12月住院及门诊就诊的患者。
1.2 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下列标准：1.符合《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中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2.
年龄》18岁；3.小学以上文化；4.17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17分且SCL-90表躯体化因子分》
２分；5.近2周未经抗抑郁药物及心理治疗者；6.患者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1.年龄》70岁；2.有严重的心肝肾等疾病；3.文化水平低而不能理解正念治疗的相关
知识；4.患有严重的视力、听力障碍而不能配合心理治疗患者；5.有严重自杀意念患者，或伴有明显
的精神病性症状；6.哺乳期或妊娠患者。
1.3 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入组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与观察组。两组患者均给予文拉法辛缓释片
75mg Qd作为起始剂量治疗，在可耐受的情况下逐步加量至225mg Qd，如有睡眠障碍酌情联用镇静
催眠药物。研究组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予正念治疗，具体方法：第一周，建立治疗联盟，讲解正念
治疗的基本知识；第二周-第七周，在心理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正念呼吸、正念放松，身体扫描、冥
想等；第八周，对正念治疗进行回顾性评价，将正念治疗引入日常生活，以上治疗每周进行团体治
疗一次，并布置家庭作业，让患者自行练习。97例患者最终完成试验，其中研究组48例，观察组4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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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治疗前、治疗4周后、治疗8周后均予SCL-90、17项HAMD表以评估其心理状况，
SCL-90为自评量表，包括10个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
偏执、精神病性、其他，由患者自行完成；17项HAMD表由我院心理测量室专业人员评估。
1.5 统计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分析，以所有数据进行正态性与方差齐性分析，若数据同时满足正态性与方
差齐性，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查，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查；若数据不满足正态性与方差齐性，
采用非参数检验。检验水准a=0.05，P<0.05为检验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４周后，抑郁、焦虑因子两组比较存在统
计学意义（P<0.05）
，其余因子比较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治疗８周后躯体化因子比较存在统计学意
义（P<0.05）
，其余因子比较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治疗前后自身比较：偏执因子经治疗前后不存在
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其余因子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具体见表1。
表1：治疗前后SCL-90表比较
治疗前

`

治疗4周后

治疗8周后

研究组

观察组

研究组

观察组

研究组

观察组

躯体化

3.23±0.57

3.15±0.50

2.45±0.55

2.56±0.43

1.88±0.49

2.23±0.41①

强迫

2.57±0.53

2.57±0.46

2.06±0.55

1.96±0.49

1.85±0.41

1.73±0.45

人际关系

2.86±0.41

2.89±0.45

2.06±0.50

2.12±0.36

1.80±0.51

1.75±0.55

抑郁

3.28±0.56

3.32±0.46

2.31±0.35

2.49±0.42①

1.76±0.38

1.91±0.34

焦虑

3.20±0.33

3.10±0.36

2.11±0.43

2.28±0.43①

1.73±0.50

1.76±0.46

敌对

2.11±0.45

2.11±0.56

1.81±0.53

1.92±0.52②

1.68±0.51

1.64±0.52

恐怖

2.05±0.36

2.04±0.40

1.84±0.52

1.72±0.51

1.62±0.46

1.72±0.48

偏执

1.98±0.72

1.96±0.58

1.75±0.48②

1.84±0.57②

1.84±0.68②

1.83±0.65②

精神病性

1.50±0.35

1.52±0.28

1.26±0.44

1.37±0.35

1.11±0.41

1.22±0.33

其他

2.34±0.48

2.36±0.44

1.56±0.46

1.64±0.53

1.67±0.47

1.54±0.51

注：①与同时期观察组相比，P<0.05；②与治疗前比较，P>0.05

17项HAMD表比较，治疗前、治疗４周后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８周后比较存在统计
学意义（P<0.05）
，具体见表2。
表2：治疗前后17项HAMD表比较

3

研究组

观察组

t值

P

治疗前

24.27±4.55

24.51±4.42

-0.263

0.793

治疗４周后

12.55±5.20

14.44±4.64

1.885

0.062

治疗８周后

6.77±2.59

8.35±2.82

-2.868

0.005

讨论

抑郁发作以“情绪低落”为核心症状，但很多患者就诊以躯体症状为主诉，造成相当多的误诊、
漏诊。抑郁发作伴发躯体症状的病因多样，目前一般认为它与下列因素相关：①社会文化因素，尤
其以隐忍含蓄著称，对精神痛苦以很高的忍耐力，导致很多抑郁发作患者以躯体症状来诠释抑郁症
状；②认知作用，患者选择性地注意躯体症状，而较少归因于情绪障碍；③述情障碍[6]，患者缺乏

-409-

描述情绪的能力，而以躯体症状表达出来；④神经生物学基础，可能与部分神经递质5-羟色胺（5-HT）
、
[7]
去甲肾上腺素（NE）相关 。
对抑郁发作伴发躯体症状的治疗措施相对有限，目前的药物治疗多以文拉法辛、度洛西汀等5-HT
和NE双摄取抑制剂为主，也有些研究[8]联用小剂量抗精神病药物取得不错疗效，但长期联用抗精神
病药物也带来了更多的副作用；中医药、心理治疗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多尝试。文拉法辛缓释片可
抑制5-HT和NE的再摄取，通过阻断疼痛的信号传导来缓解疼痛症状[9]，临床应用广泛，尤其对于伴
有躯体疼痛的抑郁发作疗效较好。正念治疗可以通过改变大脑对刺激的评估、执行控制以及情绪调
控来治疗疼痛[10]，因而可以改善抑郁发作患者伴发的躯体不适，提高生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提示研究组与观察组均有效改善了患者的病情，但研究组在第4周末时抑郁因子、焦
虑因子与观察组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组在第8周末时躯体化因子与观察组比较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5）
；治疗8周后17项HAMD表研究组与观察组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上
经结果提示文拉法辛缓释片联合正念治疗可以更好地改善患者的躯体化症状。
我们发现经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偏执因子较治疗前均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提示药物治疗以及联合
正念治疗均未能改善患者的偏执，考虑我们的疗程相对较短，具体疗效有待随访资料的进一步验证。
同时我们注意到在治疗4周时17项HAMD表两组比较不存在统计学差异，但治疗8周后两组比较
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治疗4周时躯体化因子两组比较不存在统计学差异，而8周末时两组比较
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上述结果均提示正念治疗的疗效与疗程相关，但本研究随访期局限于8
周，文拉法辛缓释片联用正念治疗对于患者的远期疗效尚不得知。
综上所述，正念治疗联用文拉法辛缓释片可以更好地改善抑郁发作伴发的躯体症状以及抑郁情
绪，疗效明确，值得推广，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其结论的可靠性尚需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试验
来验证；同时我们的观察期较短，其远期疗效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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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年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理咨询热线
咨询问题分析
1

1

1

祝绮莎 ，陈秋霞 ，骆名进 ，宋海东

1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杭州 310013）
【摘要】背景为了解2015-2017年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理咨询热线来电情况和心理咨询问题的状况，探讨近几
年心理咨询热线来电特点。方法收集2015-2017年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18685人次心理热线来电数据，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结果男性来电者较女性多，且咨询问题类型具有差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来电者咨询问题类型具有差异。
结论男性、无业/失业者、20-39年龄段、本科学历的这部分人心理健康问题最突出。在今后的心理咨询热线服务中，
提供更好的心理咨询服务的同时要加强健康工作者对社会的健康教育宣传。
【关键词】心理热线；心理咨询；热线电话；精神卫生
【Abstract】 Backgroun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and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otline in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Hangzhou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5 to 2017.Methods We collected
the 18685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otline data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Male counselors were more than female.

Different gender, occupations and age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counseling problems.
Conclusion Male, unemployed, 20-39 age group, and undergraduate have the most outstand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better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otline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health workers’
professional knowledges, and in turn to help this part of population and the whole society.

1

背景
[1]

心理咨询热线具有快捷、易得、经济、隐蔽等优点，被广泛的应用到精神卫生预防干预当中 。
[2]
电话心理咨询是心理学以及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一种服务方式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心理咨询热
线在国内开展以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今社会竞争日渐激烈，人们的心理问题也日渐增多，
但是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愿意到医院进行治疗，心理咨询热线就为这部分人群提供了心理咨
询的渠道。另外，心理咨询热线作为危机干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陷入心理危机的市民提供及
[3]
时、有效并且专业的心理援助，可以挽回计划实施或者正在实施自杀计划的生命 。
本文旨在了解杭州市 2015 年到 2017 年三年间心理咨询热线来电的情况和心理咨询问题的状况，
对咨询内容进行分析，探讨近几年心理咨询热线来电特点，为今后改进和提高咨询服务质量提供一
些思路。

2

对象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2015-2017 年心理健康热线电话。该热线提供全年无休 24 小时的心理咨询
服务。三年共接热线电话 18685 人次，资料记录完整共有 18652 人次，来电者来自全国各地，杭州
地区为 6469（34.8%）人次，浙江省内 4846（26.0%）人次，外省 7267（39.0%）人次。
2.2 信息收集
由接受过规范化培训的心理咨询师和精神科医师为求助者提供 24 小时免费心理咨询热线咨询
-411-

与预防干预服务。记录采用专业的热线电话服务记录表，包括纸质和电子记录表，其内容包括来电
日期、时间、来电者号码、通话时长、地区、性别、年龄、婚姻、职业、文化程度咨询问题类型、
处理方法等内容。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9.0 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人口学特点
18652 人次来电主要咨询问题类型依次为精神心理问题 9757（52.3%），婚姻家庭问题 2182
（11.7%）
，恋爱问题 1307（7.0）和人际关系问题 1153（6.2%）
。性别分布上看，男性居多，为 10070
（54.0%）人次，女性 8582（46.0%）人次。婚姻状况：已婚者为 5298（28.4%）人次，未婚为 11248
（60.3%）人次，离异和丧偶为 2106（11.3%）人次。从年龄分布上来看，20-29 岁和 30-39 岁年龄
段咨询人次最多，分别为 6342（34.0%）和 6364（34.1%）人次，其次为 40-49 岁年龄段，为 3592
（19.3%）人次。学历分布上：本科学历的咨询次数为 6023（32.3%）人次，高中/中专学历为 5388
（28.9%）人次，大专为 2584（13.9%）人次，小学及以下为 773（4.1%）人次，硕士及博士为 668
（3.6%）人次。
3.2 不同性别咨询问题分布
不同性别来电者咨询问题类型具有差异（χ2=3429.4；p<0.01）。男性咨询最多前三位的问题分别
为精神心理问题 5559（55.2%）
，性问题 916（9.1%）
，婚姻家庭问题 816（8.1%）；女性咨询最多前
三位的问题分别是精神心理问题 4198（48.9%），婚姻家庭问题 1366（15.9%）
，恋爱问题 672（7.8%）
，
详见表 1。
表 1. 不同性别咨询问题类型分布

性别（n，%）
男

女

咨询问题

合计

躯体疾病

94（0.9）

36（0.4）

精神心理问题

5559（55.2）

4198（48.9）

恋爱问题

635（6.3）

672（7.8）

婚姻家庭问题

816（8.1）

1366（15.9）

性问题

916（9.1）

53（0.6）

子女教育问题

78（0.8）

239（2.8）

工作问题

389（3.9）

390（4.5）

人际关系问题

548（5.4）

605（7.0）

学习问题

74（0.7）

121（1.4）

其他

961（9.5）

902（10.5）

10070

8582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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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职业分布
无业/失业者最多，为 5232（28.1%）人次；职员为 3023（16.2%）人次；打工人员为 2592（13.9%）
；
经商/个体为 1365（7.3%）人次；学生为 1907（10.2%）人次；医务教师 1701（9.1%）人次；专业
技术人员 857（4.6%）人次；技工 808（4.3%）人次；公务员 449（2.4%）人次；管理人员 362（1.9%）
人次；离退休人员 356（1.9%）人次。
3.4 不同职业咨询问题类型分布
不同职业来电者咨询问题类型具有差异（χ2=3429.4；p<0.01）
。无业/失业者咨询的最多的问题
为精神心理问题 3415（65.3%）
、婚姻家庭问题 567（10.8%）和恋爱问题 208（4.0%）；学生询问最
多的问题为精神心理问题 796（41.7%）
、性问题 271（14.2%）和恋爱问题 28（7.7%）
；医务教师询
问最多的是精神心理问题 826（48.6%）
、人际关系问题 255（15.0%）和婚姻家庭问题 237（13.9%）
。
详见表 2.
表 2. 不同职业咨询问题类型分布
职业（n，%）
专业技术
职员
咨询问题

躯体疾病

18（0.6）

精神心理
恋爱问题

管理人员

医务教师

经商/个体

打工人员

无业/失业
42（0.8）

技工
5（0.6）

离退休人

人员
4（0.5）

公务员

员

8（0.4）

6（0.4）

13（1.0）

24（0.9）

1224（40.5） 139（38.4）

796（41.7）

826（48.6）

629（46.1）

1539（59.4） 3415（65.3） 413（51.1）

376（43.9） 221（49.2）

179（50.3）

391（12.9）

28（7.7）

182（9.5）

153（9.0）

75（5.5）

110（4.2）

208（4.0）

53（6.6）

79（9.2）

6（1.7）

婚姻家庭

430（14.2）

64（17.7）

137（7.2）

237（13.9）

249（18.2）

209（8.1）

567（10.8）

74（9.2）

109（12.7） 60（13.4）

46（12.9）

性问题

183（6.1）

11（3.0）

271（14.2）

13（0.8）

62（4.5）

164（6.3）

87（1.7）

97（12.0）

66（7.7）

15（3.3）

0（0）

子女教育

55（1.8）

19（5.2）

11（0.6）

44（2.6）

52（3.8）

25（1.0）

62（1.2）

5（0.6）

19（2.2）

17（3.8）

8（2.2）

工作问题

194（6.4）

21（5.8）

18（0.9）

72（4.2）

63（4.6）

118（4.6）

176（3.4）

36（4.5）

38（4.4）

41（9.1）

2（0.6）

人际关系

225（7.4）

22（6.1）

167（8.8）

255（15.0）

37（2.7）

146（5.6）

148（2.8）

50（6.2）

68（7.9）

24（5.3）

11（3.1）

学习问题

10（0.3）

2（0.6）

165（8.7）

2（0.1）

1（0.1）

0（0）

6（0.1）

1（0.1）

1（0.1）

4（0.9）

3（0.8）

其他

293（9.7）

53（14.6）

152（8.0）

93（5.5）

184（13.5）

257（9.9）

521（10.0）

74（9.2）

97（11.3）

40（8.9）

99（27.8）

3023

362

1907

1701

1365

2592

5232

808

857

449

356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合计

3（0.8）

学生

5（1.1）

22（4.9）

2（0.6）

3.5 不同年龄段咨询问题类型分布
不同年龄段来电者咨询问题类型具有差异（χ2=2728.4；p<0.01）
。10-19 年龄段询问最多的问题
是精神心理问题 476（42.8%）
、性问题 186（16.7%）和学习问题 107（9.6%）
；20-29 岁年龄段为精
、恋爱问题 714（11.3）和婚姻家庭问题 519（8.2%）
；30-39 岁年龄段为
神心理问题 3327（52.5%）
精神心理问题 3350（52.6%）
、婚姻家庭问题 855（13.4）和人际关系问题 498（7.8%）
。详见表 3.
表 3. 不同年龄段咨询问题类型分布

问题类型 躯体疾病
精神心理问题
恋爱问题
婚姻家庭问题
性问题
子女教育问题
工作问题
人际关系问题
学习问题
其他
合计

年龄（n，%）
10-19
20-29
30-39
40-49
50-59
3（0.3）
42（0.7）
62（1.0）
20（0.6）
2（0.2）
476（42.8） 3327（52.5） 3350（52.6） 1925（53.6） 578（55.8）
91（2.5）
54（5.2）
79（7.1） 714（11.3）
367（5.8）
75（6.8）
519（8.2） 855（13.4） 613（17.1）
95（9.2）
186（16.7）
496（7.8）
204（3.2）
79（2.2）
4（0.4）
9（0.8）
15（0.2）
75（1.2）
190（5.3）
25（2.4）
5（0.5）
257（4.1）
368（5.8）
122（3.4）
27（2.6）
85（7.7）
363（5.7）
498（7.8）
130（3.6）
77（7.4）
107（9.6）
71（1.1）
6（0.1）
7（0.2）
4（0.4）
86（7.7）
538（8.5）
579（9.1） 415（11.6） 170（16.4）
1111
6342
6364
3592
103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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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9
70-79
1（0.6）
0（0）
89（50.9） 8（36.4）
2（1）1
0（0）
20（11.4）
2（9.1）
0（0）
0（0）
3（1.7）
0（0）
0（0）
0（0）
0（0）
0（0）
0（0）
0（0）
60（34.3） 12（54.5）
175
22
100.00%
100.00%

80-89
0（0）
4（40.0）
0（0）
3（30.0）
0（0）
0（0）
0（0）
0（0）
0（0）
3（30.0）
10
100.00%

4

讨 论

杭州市的心理咨询热线自从 1995 年开设以来，目前每年将近接到上万的电话咨询，也为上万的
咨询者提供了优质的电话心理咨询服务。
本研究显示，18652 人次来电主要咨询问题类型依次为精神心理问题，婚姻家庭问题，恋爱问
题和人际关系问题。男性多于女性，未婚的达到了一半以上。20-39 年龄段内咨询人次最多，本科学
历咨询人次最多。由于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为精神科专科医院，总体咨询精神心理问题的人次居多。
有报道称男性心理健康问题多于女性，男性心理问题增加，说明近些年男性心理健康问题日渐凸显，
这和社会竞争力日渐增加、工作缺乏稳定性有密切关系。有研究报道青春期男性多体现在人际关系、
[4]
焦虑、学习压力、适应不良、情绪不稳定等方面 。
从男女咨询问题分布上来看，男性咨询最多前三位的问题分别为精神心理问题，性问题，婚姻
家庭问题。男性在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社会、家庭中的期望值很高。多数情况下，男
性不擅长倾诉，善于掩饰，难以察觉心理异常。并且男性对性的关注比女性要高，这与之前的研究
[5]
一致 。女性咨询最多前三位的问题分别是精神心理问题，婚姻家庭问题，恋爱问题。现代女性相
[6]
对于男性要承受更多的社会压力，不仅要承受来自工作中的压力，也要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
女性在感情中的关注度比男性更多。男性和女性咨询问题类型不同分布体现了当今社会男性和女性
外界压力的来源，也符合当今男性和女性各自的特点。
从职业分布上来看，无业/失业者最多，咨询的最多的问题为精神心理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和恋
爱问题。无业/失业人群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失业人员会出现消沉和焦虑的症状，
[7,8]
如绝望或无助、性兴趣下降、不安感增加、易冲动等等，并且会导致这部分人员的自尊感降低 。
[9]
有研究显示下岗和失业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这部分人群由于工作和收入不稳定，易引起情感
和家庭问题，与女朋友分手，与妻子离婚等家庭事件经常发生。职员咨询位居第二，询问最多的问
题类型为精神心理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和恋爱问题。这与无业/失业者所遇到的心理健康问题相似，过
大的工作压力会导致个体心理、生理和行为上的严重问题，包括抑郁、情绪枯竭、疲劳感、疏远感、
孤独以及人机关系不良等。同样的，打工人员的心理问题也较为突出，有研究报道，农村外出打工人
[10]
员背井离乡，文化程度低、劳动繁重、收入低，生活条件差等原因，容易出现一系列心理问题 。
从不同年龄段询问题类型分布上来看，30-39 年龄段咨询问题最多的是精神心理问题、婚姻家庭
问题、人际关系问题和工作问题。30-39 年龄段的人大多数已经结婚并且有工作，大部分人要面临婚
姻、工作、生育等问题，容易发生心理健康问题。20-29 年龄段咨询问题最多的是精神心理问题、恋
爱问题、婚姻家庭问题和性问题。这个年龄段的人相当大一部分处在恋爱时期，恋爱观开放，对性
的态度开放，因此咨询的问题具有针对性。20-39 年龄段的人是社会组成的重要部分，此结果说明了
学生学业压力大、工作负担重、生活压力大导致了心理问题，需要对这部分人群加强心理关怀。解
这部分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助于及时了解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助于我们心理工作者
针对现状提供最好的心理咨询服务和心理健康宣讲，从而可以让这部分人群更好的调整自己以适应
社会生活。
本文报道了 2015-2017 三年间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理咨询热线来电的情况，并且对来电人群
的特点有了一定的了解。大部分来电都对来电者进行了倾听、疏导，有部分人建议医院就诊。从中
可以看到，男性、无业/失业者、20-39 年龄段、本科学历的这部分人心理健康问题最突出，在今后
的心理咨询热线服务中，不仅要对服务人员进行进一步的培训，使服务人员更了解近几年来电者的
特点，提供更好的心理咨询服务，同时要加强健康工作者对这部分人群的健康宣教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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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干预对青少年学生正负性情绪与应对
方式的影响

1

曹日芳'*，雷娜'，雷兰英'，刘健'，严敏²
【摘要】目的评价积极心理干预对青少年学生正负性情绪和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选取某校高一高二学生 136
人，按照年级、性别匹配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68 人，研究组采用积极心理干预方法进行干预，对照组采用传
统心理干预方法进行干预，研究组和对照组干预均为每周集中活动一次，每次 2 个学时，总共 8 周，干预结束后，
跟踪观察 6 个月。分别于干预前、干预末、干预后 6 月进行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测评，比较干预前后以及两组之间 PANAS、SCSQ 各因子的差异。结果研究组和对照组干预末正性情绪得分较干预
前明显提高，
负性情绪得分明显下降，
干预后 6 月改善更明显，
干预前后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p<0.01）
；
干预末研究组正性情绪得分较对照组高，负性情绪得分较对照组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干预后 6 月研
究组正性情绪得分明显较对照组高，负性情绪得分明显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
。研究组
和对照组干预末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较干预前明显提高，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较干预前明显下降，干预后 6 月更明
显，除对照组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干预末与干预前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外，其他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p<0.01）
；干预末和干预后 6 月研究组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较对照组高，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较对照组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
。结论积极心理干预能改善青少年学生的情绪状况和应对方式，比传统心理干
预的效果更好、更持久。
【关键词】青少年学生；积极心理干预；正负性情绪；应对方式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Coping Styles of
Adolescent Students
Cao Rifang'* ，Reina'， Lei Lanying '，Liu Jian'，Yan Min²

（ The Sev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Hangzhou, Zhejiang, Hangzhou, 310013）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s
and coping styles of adolescent students.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hirty-six students from a high school and two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ir grade and gender. Each group
consisted of 68 people. The study group use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 to intervene, and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radition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 to intervene. The interven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conducted once a week, with 2 learning hours each time for a total of 8 week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follow-up
observation was conducted for 6 month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s (PANAS) and the 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were evaluated before intervention,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ention, and 6 month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ANAS and SCSQ factor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scores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negative emotion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 improvement was more
obvious in the six month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p <0.01);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ention, positive emotion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negative emotion scores were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tudy group score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motions in Jun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negative emotional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p<0.01). The mean response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ention perio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negative response
dimens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it was more obvious in June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an the control group.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other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p<0.01); at the end of the intervention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tudy group responded actively to the
dimension average sco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negative response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dimension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p<0.01). ConclusionPositiv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emotional status and coping style of adolescent students, which is better and more
lasting than traditional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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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青少年学生存在较多的心理问题，其发生率高达35%-50%不等[1]，尤其是青少年情
绪和行为问题的困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学习及社会交往，并有可能发展
为成年后患精神疾病[2]，严重者出现自杀。近年来，有关针对青少年心理干预的研究报道很多，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大多采用的是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问题干预指导等“以问题为导向”的传统
临床心理学方法。传统临床心理学干预针对“问题”
，具有一定的消极性指向，且忽略了人本身具备
的诸多积极因素。而积极心理干预能扩展个体即时的认知应对系统，促使个体突破限制和束缚，开
放经验，进而构建起持久的心理资源和积极的应对方式，帮助成长时期青少年的负性情绪的调节和
转换、积极因素的开发和利用，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参与感、意义感，幸福感，预防和缓解情绪问
题[3]。国外对积极干预的方法研究较多[4,5]，国内也有积极干预的临床效果研究[6-8]，但针对青少
年学生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构建了本土化的针对青少年学生的积极心理干预模式，并对其效果
进行了评价，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杭州市某高中为试点，考虑心理干预的时间跨度，选择高一、高二的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入组标准：（1）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测评，正性情绪分≤10分或负性情绪分＞20分；
（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测评，积极应对方式得分≤12分或消极应对方式得分＞24分者；
（3）知情同意，自愿参加研究。排除标准：有精神病史或患有严重器质性躯体疾病者。
对所有高一、高二学生510人进行PANAS、SCSQ测评，根据入组标准和测评结果进行汇总分析，
符合入组标准者共136人，考虑年级均衡，按照性别匹配分为两组，每组68人，一组采用积极心理学
的方法进行干预（研究组）
，另一组采用传统的心理学方法进行干预（对照组）
。
1.2 干预方法
研究组采用积极心理学干预，干预的内容以社会情绪学习课程为主，结合我市中学生学校心理
健康教育实际，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主要内容是基于情商发展的模型，从认识自我开始，逐渐建立
乐观思维、内在动力，管理自己的情绪，锻炼责任感。整个干预课程内容分八个单元完成：
（一）积
极心理学概述，破冰训练；
（二）理解自身的情绪；（三）积极思维的力量；（四）清晰思维；（五）
理解他人的感受，设立目标，改变行为；（六）解决人际问题；（七）情绪感觉；（八）总结与体会。
核心课程依据“参与-实践-反馈”的流程来设立，即在干预的过程中，除了老师讲解外，要求学生积
极互动参与、实践并反馈、课外布置体验作业等形式展开。
以理解自身的情绪这一单元为例，采用实验参与-实验自我实践-反馈的流程展开，首先让学生了
解这个课时目标和相关概念；其次，通过“多彩的世界”颜色调配实验来演示情绪研究的科学步骤，
假设-观察-解释-结论的整个过程；然后，通过分组实验的形式完成整个实验；最后，以小组为单位
讨论整个研究过程，
“哪一步最富有挑战性”，
“这样一个研究过程能够多少帮助你创造色彩”，
“整个
过程让你知道什么是自我科学”
，同时还明确以后课堂的约定。
对照组采用学校原有的心理干预策略，针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和不良的应对方式进行干预和指
导，主要内容和形式为：心理健康教育和团体认知行为辅导，主要分八个单元进行：（1）心理健康
基本知识；
（2）管理负性情绪；（3）调整自我认知；（4）应对心理压力；（5）改善生活方式；（6）
调整不良应对方式；（7）放松训练；（8）经验分享。期间对存在严重情绪问题的学生予个别心理咨
询。
研究组和对照组干预均为每周集中活动一次，每次2个学时，总共8周。干预结束后，跟踪观察6
个月。
1.3 评估工具
1.3.1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ANAS）[9,10]：
由Waton等编制，黄丽等人修订，该量表共有20个条目，全部以正向计分。以“几乎没有=0、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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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1、中等程度=2、比较多=3，极其多=4”5级评分，其中，第1、3、5、9、10、12、14、16、
17、19题为正性情绪；第2、4、6、7、8、11、13、15、18、20题为负性情绪。要求被试根据自己1--2
周的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正性情绪分高表示个体精力旺盛，能全神贯注和快乐的情绪状况，而分数
低则表明淡漠。负性情绪分高表示个体主观感觉困惑，痛苦的情绪状态，而分数低则表示镇定。
1.3.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11]：
由解亚宁等人编制，该问卷由积极应对（PC）和消极应对（NC）2个维度组成，共20个条目，
采用“不采用=0、偶尔采用=1、有时采用=2和经常采用=3”4极评分，由被试根据自己情况选择一
种作答。其中，1--12题为积极应对维度，重点反映了积极应对的特点，如“尽量看到事物好的一面”
和“找出几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等；13--20题为消极应对维度，重点反映了消极应对的特点，
如“通过吸烟喝酒来解除烦恼”和“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
分和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国内常模样本的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为1.78，标准差为0.52；消极应对维
度平均分为1.59，标准差为0.66。
1.4 调查评估方法
对研究对象在干预前、
干预末以及干预后6月采用PANAS和SCSQ评估，以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
在评估工作人员指导下自评。
1.5 统计分析
调查问卷收回后进行清理、核查、编号，所有资料通过Epidata3.1软件进行录入，使用SPSS16.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进行统计描述，两组数据的组间比较采
用t检验，同组干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检验水准α=0.05(双侧)。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首次调查评估高一、高二学生共510人，其中高一年级275人，占53.9%，高二年级235人，占46.1%；
男生245人，占48.04%，女生265人，占51.96%。
根据评估结果和设定的入组标准，符合入组标准者共136人，其中高一年级65人，占47.8%，高
二年级71人，占52.2%；男生64人，占47.1%，女生72人，占52.9%。考虑年级均衡，按照性别匹配
分为两组，每组68人，一组采用积极心理学的方法进行干预（研究组），另一组采用传统的心理干预
方法（对照组）
。
2.2 干预前后 PANAS 评分比较
研究组和对照组心理干预后正性情绪得分较干预前明显提高，负性情绪得分明显下降，干预后6
月改善更明显，干预前后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
。见表1。
干预前两组正性情绪得分和负性情绪得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
，干预末研究组正性情绪得分
较对照组高，负性情绪得分较对照组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6月研究组正性情
绪得分明显较对照组高，负性情绪得分明显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
。
表 1 干预前后研究组和对照组 PANAS 评分比较
组别

项目

干预前

干预末

干预后 6 月

t1

t2

研究组

正性情绪分

28.56±6.92

33.91±7.08

37.68±6.83

4.463**

7.735**

（n=68）

负性情绪分

20.78±6.30

15.12±6.87

13.71±6.67

5.018**

6.354**

对照组

正性情绪分

28.78±6.57

31.66±7.13

33.25±6.52

2.456*

3.982**

（n=68）

负性情绪分

20.65±5.88

17.35±6.54

16.47±6.38

3.092**

3.973**

正性情绪 t 值

0.190

1.853

3.869**

负性情绪 t 值

0.124

1.947

2.466*

两组比较

注：t1：干预末与干预前比较，t2：干预后 6 月与干预前比较，*：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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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干预前后 SCSQ 评分比较
研究组和对照组干预后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较干预前明显提高，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较干预前
明显下降，干预后6月更明显，经统计分析，除对照组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干预末与干预前比较无统
计学意义（p>0.05）外，其他差异比较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
。见表2。
干预前两组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均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末和干预
后6月研究组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较对照组高，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p<0.01）
。
表 2 干预前后研究组和对照组 SCSQ 评分比较
组别

项目

干预前

干预末

干预后 6 月

t1

t2

研究组

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

1.05±0.55

1.69±0.57

1.78±0.56

6.662**

7.669**

（n=68）

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

1.68±0.54

1.32±0.51

1.19±0.59

4.008**

5.052**

对照组

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

1.04±0.58

1.31±0.62

1.42±0.60

2.621*

3.755**

（n=68）

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

1.71±0.48

1.58±0.62

1.43±0.57

1.379

3.098**

积极应对维度 t 值

0.103

3.725**

3.617**

消极应对维度 t 值

0.342

2.673**

2.412*

两组比较

注：t1：干预末与干预前比较，t2：干预后 6 月与干预前比较，*：p<0.05，**：p<0.01

3

讨论

青少年学生由于个体的遗传易感素质以及环境不良因素等影响，容易出现情绪问题，加之他们
正处于个性发展和成熟的关键阶段，个体趋于采用不成熟、消极的应对方式来解决自身的情绪问题，
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传统的临床心理干预主要关注个体有什么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
“以问题为导向”
的干预模式多集中在针对青少年问题进行干预和疏导，类似于“如何解决心理问题？”、“怎样改善
情绪？”等等。另一方面，人们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往往会误会地觉得“我患了心理疾病”
，给自己贴
上“病态”的标签，进而产生消极暗示，忽略人本身具备的积极因素，影响问题的解决。
针对青少年学生开展积极心理干预的目的主要是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改善情绪状况和提高心
理应对技能。本研究以社会情绪学习课程为核心，构建了一个为期两月、涉及八个单元干预课程的
短程积极干预模式，通过对照研究发现，对青少年学生的正负性情绪变化和应对方式的改变有着良
好的效果。
正性负性情绪评估能反应个体的情绪状态，正性情绪分高表示个体精力旺盛，能全神贯注和快
乐的情绪状况，而分数低表明淡漠。负性情绪分高表示个体主观感觉困惑，痛苦的情绪状态，而分
数低表示镇定。本研究经心理干预后，研究组和对照组青少年学生情绪均有改善，正性情绪得分较
干预前明显提高，负性情绪得分明显下降，干预后6月改善更明显。但干预末和干预后6月研究组正
性情绪得分较对照组高，负性情绪得分较对照组低，与姜桂芳[12]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说明积极心理
干预重视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关注和致力于积极品质培养，对青少年学生情绪状况的改善较传统
心理干预的“问题定位”模式效果更佳，且更持久的效果。
积极情绪的干预研究是基于Fredrickson提出的“拓展与构建理论”[3,13]，该理论认为各种积极
情感，比如愉快、兴趣、满足、自豪、爱等，虽然是不连续、有明显区分的，但是它们都有拓展个
体瞬间的思考、行为方式，从而构建起个体的资源，包括从身体的到智力的以及社会和心理的资源。
扩展与构建理论把积极情感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强调积极情感，虽然稍纵即逝，但是却有着
持续的效果。积极情感是个体发展与社会联结的媒介，通过建立个体的人格与社会资源，积极情感
把人变得更加完善，使得个体在未来生活的更好。Katsuyuki Yamasaki等人[14]的研究证实这一理论，
本文研究结果也得以印证。
应对方式作为一种中介变量影响个体心理、情绪已经得到证实，应对方式的改变是心理健康教
育、心理干预效果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本研究经心理干预后，研究组和对照组积极应对维度平均
分较干预前明显提高，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较干预前明显下降，干预后6月更明显；且干预后研究组
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较对照组高，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较对照组低。说明通过心理干预能明显改善
青少年学生的消极应对方式，增强其积极应对方式。且积极的心理干预对青少年学生的应对方式改
善程度较传统的心理干预明显要好。
虽然本研究设计的积极心理干预模式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但本研究在研究设计和实施阶段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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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的干预时间为8周，随访时间为6月，不能完全证实干预措施的远期
效果。其次，由于当前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干预模式各有不同，效果评估的指标也呈多样性，同
类研究之间的横向比较受到限制。今后将在这些方面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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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关于门诊抑郁症患者自杀危机干预的案例
报告
黄钰花
（海南省儋州市人民医院西部精神卫生防治中心 海南儋州 571700）

一、基本信息：女性，22 岁，大专，公司人力资源部职员，未婚，父亲在工地工作，母亲为个
体户，有一个哥哥，与家人同住。
二、现病史：2017 年 10 月 17 日患者于我中心门诊就诊，患者主诉从初三开始至今，头痛不间
断出现，近一个月胸闷喘不过气，常常要大口呼气，尤其是夜间，常常睡到半夜突然惊醒继而出现
呼吸困难，影响睡眠；情绪不稳定易激惹，曾因为和父亲争执砸过手机；心境低落易哭泣，常常因
为他人的一句话而哭泣，有时自己会无缘无故的哭泣，一哭就停不下来；食欲差，有时候一天只吃
一餐；人际关系尚可，但特别强调上司对自己不好，但还能坚持上班；曾被父亲打过，和父亲关系
差，和母亲较亲近，曾谈过几个男朋友，有些是因为家人不同意，有些是因为觉得不合适，均无疾
而终；体重无明显变化；偶有自杀念头但未实施。
三、既往史：无。
四、个人史：患者小学四年级时因家人到省外工作，遂转学到家人工作的当地读书，到初三因
户籍问题又转回老家读书并住校，住校期间出现剧烈的头痛，母亲曾带其四处求医，均未发现器质
性疾病，上完大学后回到父母工作的城市工作。患者父亲话较少，平时对其严肃且性格较强势，当
其顶嘴时便会被父亲打，母亲性格温和且软弱，常常是在一旁默默不说话。
五、家庭史无特殊。
六、心理测验ＳＣＬ－９０结果：躯体化 3.25；强迫状态 2.9；人际关系敏感 3.11；抑郁 3.77；
焦虑 3.70；敌对 3.83；恐怖 2.00；偏执 3.00；精神病性 3.30；其他项目 3.43；总分 294；总均分 3.27；
阳性项目平均分 3.68。
七、辅助检查：心电图显示心率 108，窦性心动过速；生化指标提示无异常，头颅 CT 提示无异
常。
八、初步诊断：患者以心境低落为主；兴趣丧失、无愉快感；疲乏感重；自我评价过低、自责；
存在睡眠障碍；食欲降低；符合症状标准且严重标准已持续两周以上，故初步诊断为抑郁症。
九、鉴别诊断：患者无器质性精神障碍，或精神活性物质和非成瘾物质所致抑郁。
十、治疗情况：和患者沟通进行抗抑郁治疗（转介给精神科医师）并定期进行心理咨询，患者
不同意，仅表示想要吃些降低心率的药物，遂回海口并在海口某医院开了硝苯地平片，据患者短信
反馈，吃了效果不好，再次劝其进行抗抑郁治疗，患者还是不同意，后一直通过短信保持联系。
十一、事件经过：
（１）2018 年 2 月 10 日 13 点 42 分，患者发一条长长的短信表示自己对家人的憎恨，并表示
这不是遗言，让我不用担心，我通过短信安抚了一下患者的情绪，患者无回音，20 点 16 分，患者
发短信让我劝其母亲让其母亲别找她，她不会再给家里任何人回电话，我只得同意。21 点 11 分，
患者母亲来电表示患者今天中午离家出走了，起因为一件小事导致患者与其父亲发生了口角，继而
情绪失控，患者摔门而出，本来以为患者晚点会回家，结果到了晚上九点多都不见人，还收到患者
的短信，患者表示自己想清静，让其母亲不要再给自己打电话，患者母亲问患者有没有联系过我，
我说有，并安抚其母亲的情绪，一旦有新的消息会立马通知她。
（２）2 月 11 日早上，我给患者打电话，患者已关机，连续打了几次，都是关机，我给患者母
亲打电话，嘱咐她要时常给患者发一些关心患者的信息，用词要注意，切忌刺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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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2 月 12 日，我给患者发信息，过了几个小时患者回话了，语气中透露着绝望，觉得自己
内心就像一片荒野，杂草丛生，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觉得家人没自己也很开心（看到其母亲在群
里聊天很开心）
，觉得自己懦弱，不想再撑下去了，觉得自己总是小心翼翼去讨所有人的欢心，不敢
做错一件事，太累了。当患者宣泄后，使用苏格拉底辩论术让患者去反思，以求能矫正患者的歪曲
认知。我打电话向患者母亲求证在群里聊天的事，其母亲表示小侄女拿了她手机在群里发了一个笑
脸，我让患者母亲注意这一块，因为患者对家人的态度很关注，患者母亲表示会注意。
（４）2 月 13 日患者发信息问是不是吃安眠药最不痛苦，自己不想活了，恨他们（重点提了父
亲）
，恨所有的一切，并说：
“对不起，请放弃我吧。
”我选择接纳她的情绪，并不断地挖掘患者的生
存意念，并坚持每一会儿就给她发关心她的信息，她没有回，但我相信她会看。考虑患者已出现自
杀的信号，遂打电话给其母亲让其母亲报警，其母亲和哥哥表示已报警并让亲戚朋友帮忙去找，但
其哥哥在话语中表示这个妹妹在拿死威胁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还说把她太当回事会纵容她，
她以后就会老拿这种方法来折磨他们，还说死了就算了，我提醒他注意用词，并表示这一次不是开
玩笑的，他就不说话了。
（５）2 月 14 日早上，继续给患者发信息，没有回音，我很担心，怕患者有什么不幸，晚上患
者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患者自己回来了，至此，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６）2 月 16 日凌晨 2 点 18 分，大年初一，患者和我发了一句：新年快乐。这意味着危机解
除。
十二、危机干预过程总结
（1）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尊重患者、对待患者真诚、能适度的共情、无条件积极关注。
（2）识别患者的不合理信念，与患者的不合理信念进行辩论。
（3）充分关注并利用患者的社会支持体系。
（4）价值中立原则，不批判、不评价。
（5）重视陪伴的作用，不离、不弃。
（6）挖掘患者的生存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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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西沙沉船海难”的心理救援及启示
乔胜宇
（广东省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科，E-mail：446077567@qq.com）
【摘要】 我国有着 1.8 万千米的海岸线，台风及沉船时有发生，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不仅考验着救援人员对困境
的应急处理能力，也对心理救援的组织与实施提出了挑战。探讨海难后有效的心理救援模式，总结和比较心理危机
干预对策的时效性和有效性，对于今后开展灾难救援和灾后心理重建有着广泛而积极的意义。

心理危机干预又简称为心理干预或危机干预,从狭义上讲是指为防止处于心理危机中的个体精
神崩溃,给他们提供有效的帮助和心理支持,通过调动他们自身的潜能来使他们重新建立或恢复到危
机前的心理平衡状态,获得新的技能,以预防心理危机的发生”[1]。简单的说,就是通过一定的心理学
的手段和技术对有心理危机的人进行干预,使他们恢复正常的心理平衡状态。从广义上讲,任何干预措
施都可以对受灾人群产生影响,比如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及时有效的救援,当地政府及社工的鼓舞支持
等等。
2013年9月29日18时37分，广东省台山籍两艘渔船于西沙沉没，发生了震惊全国的“9.29西沙沉
船事件”
。事发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并根据实际情况第一时间作出了工作部署。由广东省人民医
院专家负责带队的医学心理救援队也于10月7日-10月14日赴台山开展工作。在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
所精干心理救援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科的三位心理学工作者按照上级部门要
求，积极参与救援，成为此次救援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的时间，一般在灾难发生后的数个小时、数天、或是数周内[2]。而最佳的黄
金时间就是在危机发生后的24～72小时[3]。其实对于危机干预，哪些幸存者或家属应该接受早期干
预，什么时候接受干预目前仍存在争议。而我们这次的心理救援对遇难者家属及部分生还人员的干
预在一周后的时间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此次任务主要是对遇难船员的家属及有需求的被救助船员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心理援助前的准
备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4]:(1)心理危机干预预案:制定预案应考虑: ①与其他救灾应急预案的协调
和整合; ②灾难性质、影响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③受灾者群体特征(如居住地、
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 ④目标地区精神卫生资源(包括精神卫生的设施、组织和人力
资源状况等)及可动员的程度。(2)心理危机干预专业队伍的组织和培训:从当地相关专业人员中挑选
一批精通地方方言、专业技术水平高、年富力强、且愿意到灾区参与心理危机干预的骨干。(2)救灾
管理人员的培训:对救灾工作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进行培训,使他们理解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将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有机地整合到救灾系统中去,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组织支
持和后勤保障。(3)志愿者的培训:因为收救船只未回来，主要针对当地居委及志愿者进行培训。生直
接影响。通过培训使他们理解受灾者的心理需要和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可为受灾者提供简单、及时
和有效的心理支援,避免对他们形成第二次心理创伤。适当的培训也可使一线救灾人员理解自己的正
常和异常心理反应,并知道如何向心理危机干预专业人员寻求帮助。
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组织主要由当地政府部门救灾指挥中心统一领导下进行。组建多学科的心
理危机干预队伍包括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危机干预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等多学科的专业人员。
从海难开始到心理专业人员到达危机干预区前的一个星期时间，社区的工作人员做了大量的陪
伴支持工作，其中的一位渔民被援救安全返回，但其唯一的儿子和外甥却没有回来，他的老婆整日
哭诉骂他，为什么是他回来而不是儿子和外甥回来。这位渔民一段时间整日酗酒，一度有轻生念头，
是社区的社工日夜陪伴着，安慰着他。后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对其妻子及其分别进行了干预，帮助
他们重新认识、理解和调节其情感反应，让家庭其他成员注意其行为变化，最终化解了危机。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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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共识的会议（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 2002;Watson,2004;Watson et al. ,in preparation）
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有效的灾难公共卫生反应的基础是本地、州和联邦政府的各种应急反应机
构（应急管理协会、公共卫生办公室、医院及法律援助等）的密切配合，以及对社区精神卫生有影
响的各级领导者和计划者对灾难反应的重视。其中的法律援助人员到达遇难渔民家中，落实解释理
赔事宜。没有投保的死亡或失踪渔民也将给予总金额100万元的人道救援。很多时候我们到居丧者家
中，都会听到他们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等。
”
当灾害出现后,人的心理遭受巨大冲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AlanD.Wo1felt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震惊与逃避阶段。这个阶段中,当事者的焦虑水平上升,是麻木、迟钝、震惊、否定现实的。比
如有的渔民在被救出的时候表情麻木、呆滞,有的遇难者家属不相信自己的亲人己经离世,极力否定现
实。第二,面对与瓦解阶段。当事者经历过一定的心理过程后,从最初的冲击中反应过来,渐渐明白了
事实现状,但又不想放弃,努力维持心中的希望。这时,主要的表现有痛苦、愤怒、焦虑、讨价还价、
内疚、思念、抑郁等等。第三,接纳与重整阶段。发现这一切都无法改变后,人们开始转变,寻求突破,
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个阶段会决定今后一个人的自我认识和生活态度。如果这一阶
段缺乏社会支持、应用了不恰当的心理防御机制等,使得问题长期存在,当事者会长期处于痛苦之中,
引发创伤性应激障碍、人格障碍、精神疾病等等。
在实际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主要的心理干预技术有三类[5]:沟通技术、心理支持技术和干预
技术。沟通技术。干预者要与当事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多运用通俗易懂的言语交谈,在这个
技术中,干预者要对当事者表示出真诚、关切和理解,注意在态度上要亲切、和蔼和体贴,传递出温暖。
让当事者知道干预者在为他着想,拉近双方的距离。
心理支持技术。支持技术包括解释、鼓励、保证、指导、促进环境的改善这五种成分[6]。可以
降低求助者的情感张力,另外也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为以后进一步的干预工作做准备。
干预者应给当事者以适当的支持与鼓励,帮助他们振作精神、鼓起勇气、提高应付危机的信心。其中
要注意的是应该给予求助者以心理支持,而不是支持当事者的认知错误或行为。
干预技术,又称为解决问题的技术。主要内容有:通过会谈疏解被压抑的情感,让当事者认识和理
解危机发展的过程及与诱因的关系,并学会问题的解决技巧和应对方式,帮助当事者建立新的人际关系
网络,注意发挥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使求助者多与家人、亲友、同事接触和联系,减少孤独和隔离[7]。
痛失亲人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之一, 必须帮助居丧者认识、面对、接受丧失亲人这一事实, 这是干
预成功的第一步。在其自愿下允许居丧者哭泣、诉说、回忆, 以减轻内心的巨大悲痛。居丧者在经
受了难以承受的打击之后, 往往无力主动与人接触 ,因此必须动员亲友或社工们提供具体的帮助,可
暂时接替居丧者的日常事务, 如代为照看孩子, 料理家务。必要时还需提醒居丧者的饮食起居, 保证
他们得到充分的休息, 帮助他们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等, 使他们能正视痛苦, 找到新的生活目标。
应激的生理反应过程是通过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免疫系统相互间联系和调节作用实现的。
当机体当机体遭受突发生物事件损害时，如果应激反应过于强烈或持续时间太长，应激过程影响下
丘脑的正常功能发挥，使皮质激素分泌过多，导致胸腺和淋巴组织退化或萎缩，巨噬细胞活动能力
减弱等，机体的免疫功能下降。而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导致各种疾病发生，反过来影响神经系统和
内分泌系统功能调节的正常发挥［8］
。在我们进行危机干预中发现，大多数的居丧者通常伴有疲劳、
头晕、头痛，胸闷，腿脚无力，饮食差和失眠而求助内科医师。焦虑、易怒、冷漠和社会功能退缩
也经常出现。政府为了更好的帮助居丧者，免费为他们提供医疗服务。上川岛在海难发生的第八天
出现了七名遇难船员家属因躯体及心理不适而住院。第九天，当救援船只返回，得知搜救已经结束
后又有十余名家属住院。但到了第十二天，住院的海难渔民家属全部自动出院。
期间，危机干预小组在医院病房探望了一位遇险船员的妻子。该名患者由其姐姐、侄女及成年
的儿子陪伴住院，主诉头、腰、腹部等处身体不适，夜间不敢入睡、会不断想起丈夫生前的事情，
胃口差，晨起进食后想呕吐。干预过程中我们先从关注病人躯体健康，提供情感支持，倾听病人谈
及丧失的体验等方面着手，取得病人的信赖，并逐渐帮助病人意识到自己现有的情感支持系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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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结束后，再从精神医学及心理干预两方面，综合分析了该患者的病情，认为其出现了急性应激障
碍，并商讨制定出合理的药物治疗及心理干预措施。2日后回访，患者各种躯体不适感减轻，睡眠、
胃口改善，情绪尚平稳。
对于一个居丧者承受了一次这样的打击影响就很大了，那么在我们所干预的居丧者中其中的一
位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一次社区工作人员电话反映一位阿婆近日总是要到海边，常独自流泪，表现睡眠差，吃不进东
西等。经详细了解，其一共有三个儿子都是渔民，大儿子在一次海难中死亡。二儿子在一次渔船失
火中烧成重伤，至今还在某医院住院治疗，家中唯一的顶梁柱小儿子在这次海难中失踪。经走访到
其家中，阿婆表情悲伤，情绪低落，沉默少语。在干预过程中，我们先从关注其躯体不适入手，让
其慢慢接纳我们，建立起安全开放及信任的关系。后来了解到其做梦梦到小儿子没有死，平安回来
了。我们明白，这是阿婆不愿面对现实的表现。我们一步一步地让其逐步接受事实，让她把注意力
放在现有的支持系统上（一个正在读大学此刻正在陪伴她的孙女及其他亲人，社工及邻里的的关心，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等）
，会谈结束后，建议其亲人加强陪伴与关注。在征求其本人及其他家人的情
况下，由我们带领这名居丧者由亲人陪同前往当地医院进行各项身体检查，并输液营养支持治疗，
其情绪有了较明显好转。在随后的四天里，我们又进行了两次随访，最后一次，了解到其睡眠、胃
纳及情绪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我们离开时，这位阿婆露出了笑容，并感谢我们的心理援助人员对她
的关心。
我们了解丧失亲人后的各种心理反应，所以，对于居丧者的哭泣、否认、埋怨、不理睬、逃避
等各种行为我们都会给予极大的接受与包容。为了避免二次伤害，尽可能减少不合理的干预措施；
有专家曾说过“要做好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我们最好能忘记自己的专家身份，先把自己的技术放下”。
所以，面对着居丧者，根据现实情况，我们可以是他们的朋友或亲人，用我们的真诚给予他们陪伴、
倾听以及安全感。当居丧者从对我们的不理睬，到信任，到慢慢的跟我们讲述丧失的体验或露出笑
容时，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当他们彻底宣泄后，在亲人及我们的支持鼓励下，表现出重建生活习
惯和社会活动节奏的愿望时，哪怕还没有行动，我们也都为他们的表现感到骄傲。对于那些严重抑
郁、焦虑、失眠的居丧者，我们团队中的精神科医生会主要使用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抗
抑郁药物，以缓解抑郁、焦虑症状，改善睡眠质量，减少回避症状等[9]。
有研究表明,约70%的当事人可以在没有专业人员帮助的情况下自己愈合其心理创伤;另外30%
的当事人或多或少会由此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 及时对受灾人群及其亲属、救灾人群进行心理
危机干预，能减轻灾后的不良心理应激反应，避免心理创伤存在时间过长而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
碍”[10]。另有研究表明，灾害后得到心理帮助的人比没有得到帮助的人更少出现心理障碍[11]。因
此，灾后的心理救援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绝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而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是
非常久远的,有相当部分的相关人员需要事后持续的追踪服务。事实上，对“9.29海难”居丧者的心
理危机干预及随访研究还远没有结束。而对于政府而言,更要积极完善心理干预机制,注重其长期性，
将心理干预正规化,系统化，加强立法,大量培养专业人员完善我国的应急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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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医护联合评估的住院患者自杀风险 PDCA
管理模型构建
余会平 刘忆媚 李淑珍
（乐山市人民医院）
【摘要】目的：构建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自杀风险PDCA管理模型，以期最大程度减少住院患者自杀行为
的发生。方法：对某医院2016年1月-2018年1月15例住院患者自杀不良事件资料情况进行柏拉图分析，运用鱼骨图法
对患者自杀原因进行根因分析，在医护联合进行心理评估、自杀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采用PDCA戴明环管理模式，促成
住院患者自杀风险管理模型的成功构建。结果：成立医护联合安全小组，建立住院患者入院后自杀风险评估机制、
自杀风险预警机制、制定住院患者自杀风险防范措施，降低住院患者自杀风险，增加患者满意度。结论：医院患者
安全管理中构建自杀风险管理模型，对住院患者自杀风险实施全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是降低住院患者自杀风险的
有力保障。

我国住院患者自杀现象时有发生，造成的危害及后果极为严重，不仅给患者家属带来沉重的精
神打击，同时也是医疗纠纷发生的重要隐患之一［1-2］
，住院患者自杀属于纯风险，风险管理是应
对纯风险的科学方法，通过预测可能的损失，设计并实施一定的流程，以最小化代价使损失发生的
可能性最小化。风险管理的流程包括风险识别、评估、处理、监控等步骤。美国、英国等国家均建
立了医疗风险管理体系，在增强安全意识，保障患者安全，提高医疗质量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国内
学者在综合其他学科角度下研究患者自杀管理方面虽进行了一定的尝试，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较简
单地探讨患者自杀的原因分析及干预对策等，缺乏医护联合评估基础上的系统管理研究［3-5］
，因
此，本研究在医护联合、医护同盟的基础上，进行心理评估、自杀风险评估，并采用 PDCA 戴明环
管理模式，着眼于把多部门联合协作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模式引入到自杀风险管理中，以减少或
杜绝住院患者自杀事件的发生。

1

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自杀不良事件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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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医院非精神科住院患者自杀不良事件资料分析
鱼骨图分析法 鱼骨图是一种发现问题“根本原因”的方法，它也可以称之为“因果图”。通过小组
成员现场查看、收集资料、整理事件经过，运用头脑风暴法对各层类别找出所有可能原因，

3

应用PDCA模式进行住院患者自杀风险预防与管理

3.1 Plan 阶段
针对我院 2017 年自杀相关不良事件的调查与分析，结合目前我院实际情况，制定如下计划进行
自杀风险管理策略。
3.1.1 到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进行自杀风险管理相关工作的学习
3.1.2 医院召开自杀风险管理工作会
在医院质量安全委员会领导下，成立由医教部、护理部、医院不良事件管理团队牵头管理的临
床科室医护联合安全小组，并加入制定符合实际的医疗护理安全措施，及时测量患者的心情体温，
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情绪波动的原因，并根据心情温度及时为患者提供相应的心理支持。建立告
知制度，流程，及时沟通，汇报，记录等。
3.1.3 对自杀风险相关知识理论进行培训、建立自杀风险预警机制
对各科心理护士进行相关培训，理论内容包括自杀的概念、流行病学、自杀危险因素和保护因
素、抑郁症相关知识、国际上自杀预防相关政策法规、护士在预防患者自杀中的多重角色、如何识
别自杀高危人群、如何评估自杀危险性。培训护士正确使用预防患者自杀风险监控表。操作内容包
括自杀相关风险评估量表的使用。培训临床各科医生使用《住院患者自杀标准原则和做法》，并将《住
院患者自杀标准原则和做法》加入 HIS 信息系统，并设立危急值，在 HIS 系统上进行自杀风险预警，
指导临床医生在收集病史时常规进行心理评估及自杀风险评估。
3.1.4 制定住院患者自杀风险管理方法和流程
（1）评估自杀风险并分析其原因：使用情绪评估量表对所有入院患者进行心理评估，筛选阳性
者用自杀风险评估量表评估风险程度。
（2）制定并实施自杀风险防范措施：设计制作预防患者自杀风险监控表，在监控表反面增加家
属告知内容及预防自杀相关知识的填写栏，写上各种预防自杀的措施。
（3）对筛查结果开展针对性的护理管理，筛查自杀中高危患者以实施针对性的自杀预防护理。
（4）与患者建立治疗联盟，心身医学科与临床各科建立患者自杀预防同盟，及时进行联络会诊。
（5）主管医师下 24 小时留陪护防自杀医嘱，与患者家属进行自杀风险相关医患沟通，签署特
殊看护协议、请心身医学科会诊，同时上报不良事件。
3.1.5 建立医患、护患治疗联盟，积极关注，倾听，心理疏导，鼓励患者充分表达自己心声。
3.1.6 定期开展自杀风险管理质控会，各科室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3.1.7 对开展心理评估、自杀风险评估后患者满意度、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用等卫生经济学指
标进行研究，与既往资料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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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Check 阶段
按照工作任务进度，对各阶段任务进行检查，狠抓落实。对各科室进行调研，了解各科自杀风
险预防与管理执行情况。
3.3 Action 阶段
通过 PDCA 管理，建立一套适合我院的自杀风险评估预防管理系统，加强评估筛查、加强医患
沟通、加强心理护理及人文关怀，从而减少我院住院患者的自杀不良事件。对于在此次循环中新出
现的问题进入下一个 PDCA 循环继续改进。
本研究模型创新性加入医务管理、护理管理、医院不良事件管理团队，整合临床医疗和护理，
在各个临床科室组建医护联合患者安全小组，对所有入院患者进行情绪心理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
行分级分层处理，轻度患者进行心理护理，中度以上患者请心身医学科会诊联络管理，达到危急值
的患者重度预警，进行自杀风险评估，建立自杀风险管理流程和具体防范措施。同时，对开展情绪
心理评估后对患者满意度、平均住院日，平均住院费用等卫生经济学指标进行研究。按照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要求，正确识别和处理住院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对住院患者自杀风险进行管理，
有助于患者的身心全面康复，有助于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也有助于医疗质量和安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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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 6.4 沉船事件家属
—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
侯飞翔
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

【摘要】 本文通过回顾广元白龙湖 6.4 沉船事故后心理危机干预过程，总结和反思灾难后的心理危机干预要点
和需注意的事项。并进一步思考了危机干预的实质-对心理分离的处理。
【关键词】 心理危机干预

心理创伤

心理分离

灾难事件不仅带来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会引起心理危机。巨大痛苦超出个体应对资源，进
而导致易感个体出现应激障碍、创伤应激等精神卫生问题。因而灾难心理危机干预至关重要，它可
以减少或减轻相关精神卫生问题的产生。
广元白龙湖6.4沉船事件后我们立即成立了心理危机干预小组，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展开危机干
预工作。灾难总是很突然，虽然时间紧，但是准备工作却必不可少。我们准备相关物品并制定计划，
并尽可能多地了解沉船事件相关信息，也包括将要被救助者和遇难者家属个人情况；更重要的是心
理层面的准备，我们带着爱与尊重而来，同时也准备着被拒绝的可能。
第一时间见到遇难者家属，他们往往是麻木的，无力主动与人接触。我们动员他们的社会关系
为其提供具体实用的帮助，比如买菜、做饭等，并鼓励陪伴，目的是保持遇难者家属与现实世界联
系，而不是凝注于过去。这种帮助在不仅在开始阶段重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必要的，因为
失去亲人的现实影响和真正意义要到几个月之后才会显现出来，现实支持可以帮助来访者更好地应
对这些困难。
在开始制定干预目标时，我们强调“此时此地此人”
，从居丧者独特立场出发认识问题。确定对
个体而言最大问题是什么，他们想最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例如，我们发现个别居丧者非常关注被
打捞遗体的完整性，这是他们想最先解决的问题，心理干预就是从处理这个担心开始。在干预中，
遇难者家属常常存在针对我们的强烈的愤怒和敌意。这种情况可能存在两种原因，一种是悲哀过程
中敌意情绪的转移，另一种是居丧者发现我们无法满足他们与死者团聚的愿望。这也是居丧者拒绝
心理援助原因。感受到这些很容易让干预者感到一种无力感和挫败感。我们通过干预小组内部的朋
辈支持去处理这些负性情绪。小组讨论让干预者更清楚自己的局限性，所能帮助的只是宽慰，我们
在那里本身就是一种给予。
认识并接受丧失，是成功干预的第一步。居丧之初，居丧者往往会否认事实。我们不加评论的
倾听，允许居丧者不断诉说。居丧者常常表达出各种想法，包括很多他们认为不可接受或引起内疚
的想法和情感。我们帮助其发现接受这些复杂情绪，例如，我们告诉居丧者，哭泣不是软弱，而是
很自然的情感表现。内疚情绪在居丧者中比较普遍，也比较难处理，他们常常自我否定，觉得自己
是导致亲人离去的原因。沉船事故中更多的是失去孩子的父母，所以内疚情绪非常严重。在表达出
内疚感及其相关内容后，我们引导居丧者接纳自己是凡人，会犯错误，并原谅自己。
在干预过程中，我们让居丧者意识到回避是不现实的，且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我们通过个别咨
询和团体活动让他们意识到认识到居丧的一般表现，而不是担心自己发疯；悲伤会时尔加重，像忌
日等特殊时间来临。我还鼓励积极诉说、积极应对，而不是借酒浇愁。
逐渐地居丧者能够意识到，遇难者曾是我们中的一员，但现在已经离开，只是存在于我们的记
忆之中。重大的丧失常常使人产生怀疑人生之感，对于失去孩子的父母来说尤其明显。他们常常会
追问“为什么厄运要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们试着回应那些可以回答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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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无从了解的事实——既然不幸已经发生，我们能做点什么。
干预过程中我们也采取了“紧急事件晤谈”技术，主要是针对外围亲戚。我们采取的是一种非
正式的，接近现场的一种形式。治疗师的角色是观察员/顾问，观察遇难者家属的急性应激反应的发
生、发展过程 。治疗师花时间与他们呆在一起，允许其宣泄情绪、出现情绪反应 ，有时会介绍应
激反应综合征 ，强调这是对紧急事件的正常反应 ，告诉参与者更多资源信息，包括调动内部资源 。
对于拒绝帮助遇难者家属，我们留下联系方式，有时会提供一些支持技能，也鼓励其他亲友的陪伴
和宣泄。当发现病理性的拒绝时，干预小组中的精神科医生会安排药物治疗。经过干预后居丧者绝
大多数平稳度过了危机。一年后随访情况良好，只有个别案例出现了反复。
分析反复原因，以下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是被干预者自身过往创伤对干预效果有较大影响。遇
难者家属李某，女，65岁，育有一子一女，其子在沉船事故中丧生，一同丧生的还有妻子和6岁的女
儿。早期危机干预后情况恢复较好。一年后来访者逐渐出现头晕心慌、烦躁等躯体症状。后续心理
治疗中了解到来访者成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婚后婆婆亦对其态度恶劣，儿子的出生该情况好
转。儿子遇难后来访者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没有了依靠。显然她认同了自己深受其害的重男轻女思
想。该来访者早年创伤对其心理发展影响巨大，这提醒我们在危机干预中需要注意对心理发展的探
究和评估，以便更好地帮助来访者。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周年反应。人的潜意识会计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里，比如忌日，会出现
情绪波动。上述个案发病时间刚好是事故发生一周年之际。死亡不仅是物理上的消失，同时意味着
心理上要与死者分离，这种心理上的分开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中国人的自我其实是关系中的自我，
我们只有在与别人的关系中才能看到自己。当这个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离去的时候，我们仿佛就
失去了自己。上述来访者与儿子心理上的共生正是其陷入悲痛不能自拔的原因。为了帮助度过这个
难关，建立新的联系、新的自我，人类逐渐地形成了丧葬和祭祀等文化，以悼念亡者，告慰生者。
但是在遇难者家庭中，因为过于痛苦和突然，大家都避而不谈死者，不愿触碰那个悲伤。但它却形
成了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整个家庭上空。就像上述那个家庭中一样，所有人都避而不谈，但所有
人都没有放下离开的人，这种沉默压抑得人无法继续正常生活。李某女儿因此离婚，无法开始新的
感情。这提醒我们危机干预后，某些个体的心理干预仍需继续，不仅要针对个人，更要考虑整个家
庭。帮助个人和家庭表达自己的哀伤，承认并接纳那个事实，亲人已经离去。我们需要统合新的自
我，寻找新的生活意义。当然这个过程很痛苦，就像新生命的诞生。

参考文献
[1]李放, 邬俊芳, 麦晓浩, 宁凯, 陈坤钰, 巢琳, 郑雪. 同性恋者内化同性恋嫌恶与抑郁的关系:自我
概念清晰度的中介及调节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03):475-479.
[2]赵国秋, 汪永光, 王义强, 曹日芳, 傅素芬. 灾难中的心理危机干预——精神病学的视角[J]. 心理
科学进展, 2009, 17(03):489-494.
[3]姜荣环, 马弘, 吕秋云. 紧急事件应激晤谈在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应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7(07):496-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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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所致青少年期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成年
后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许媛美 陈光财
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
【摘要】 目的 研究汶川地震所致青少年期创伤后应激障碍对成年后心理弹性及焦虑、抑郁、人际关系等总体
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方法 自2017年1月至12月将1989年-1995年（2008年汶川地震时年龄为13-19岁）出生并居住于
于青川县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经历汶川地震并因此诊断PTSD者40例（PTSD组）
，经历地震未诊断PTSD者38例（非
PTSD组）
，采用SCL-90量表评估被试心理健康状况，自我弹性量表（ERS）评估被试心理弹性。结果 ①在一般情况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吸烟史、饮酒史等）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②在焦虑、抑郁、强迫
等因子方面，PTSD组得分高于非PTSD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8.616，p<0.001；t=5.763，p<0.001；t=5.174，p<0.01）
，
在其他因子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在心理弹性方面，PTSD组平均得分低于非PTSD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t=3.152，p<0.01）。结论 青少年时期慢性心理应激导致成年后心理弹性下降，心理健康水平降低，其中焦
虑、抑郁、强迫症状发生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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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盐城龙卷风”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案例报告
1

戴伟华 ，顾洋

2

（1.江苏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江苏 226000；
2.南通大学，江苏 226000）
【摘要】本案例是2016年6月23日盐城阜宁龙卷风灾后，笔者作为心理学会志愿者在陈良乡新涂村四组做的一例
心理咨询。来访者是一名中年男子陈某，42岁，目睹了龙卷风袭击村庄的过程，房屋损毁，汽车被卷到40米开外的
河里，身体多处被砸伤，目睹了邻居被砸死砸伤。灾后来访者整日担心、害怕、失眠、多梦、焦虑，注意力不能集
中，严重影响了生活质量。本案例是灾后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反应。来访者自知力完整，有主动求助动机，有焦
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不能自行化解，情绪反应不甚强烈，偶有尿急反应，诊断为自然灾难后的创伤性应激障碍的
一般心理问题。通过引导来访者倾诉，运用认知疗法等技术进行干预，使其负性情绪的骚缓解，改善身心状况，使
其能够投入到正常的生产自救中去。

1

背景资料

陈某，男，汉族，42岁，自由职业者。自述身体状况良好，无重大疾病、手术史，有轻度焦虑
症病史。家庭经济情况良好，夫妻关系和睦。龙卷风发生时陈某一人在家，天突然暗了下来，眼前
一片漆黑，犹如世界末日来临，陈某去关门时玻璃被风吹碎将其砸伤，身体多处外伤出血、软组织
挫伤，索性未造成骨折。龙卷风过后邻居喊他几声都没有听见，整个人处于木僵状态，后来回过神
来听见邻居呼救，从废墟中扒出邻居，伤势严重，也目睹了其他邻居尸体被扒出的过程，内心特别
害怕，看到损毁的房屋和被卷走的汽车，也很痛苦和无奈。灾难发生后紧张、害怕、焦虑、失眠、
多梦，担心龙卷风再次发生。灾难发生后，陈某一直处于担心、焦虑状态，害怕刮风下雨、害怕黑
夜，总感觉世界末日将要到来，失眠多梦，有时有尿急反应；因房屋损毁，房子变成危房，无法居
住，自己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说没就没了，内心很悲伤，对未来迷茫；目睹了邻居被砸死砸伤，内
心恐惧，灾后从废墟中救出一个邻居，也感到欣慰。觉得自己虽然受伤了，但是生命保住了，还是
幸运的，人在希望就在。希望得到专业的心理援助，解脱现在的困扰状态。

2

本案例的心理危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①恐惧：突然面对威力巨大的龙卷风时产极度的恐惧并有种死亡将至的感觉现在一遇到大风或
天气就紧张害怕。
②悲伤：村里除了家家户户都有重大财产损失外，还有7名好友在这次风灾中去世，想到这些内
心非常的悲伤和痛苦。
③无助：面对已成为废墟楼房和被风吹到河里汽车，不知如何处理，真感到无能为力。
④焦虑：灾后改变人们原有生活环境和习惯，对未来不确定性而产生紧张不安和担心。
⑤迷茫：灾后政府各项救灾补偿政策不明，不知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及重建工作如何安排，担
心和迷茫。
⑥退缩回避：一辈子的心血几分钟全被毁掉，面对倒塌房子什么也不想干，只想找个地方躲起
来，不要再看面的前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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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干预方法
①倾听、共情与陪伴
②整合社会支持系统
③提供积极的应对方式
④合理情绪疗法
⑤渐进式方式疗法

4

讨论与体会

心理危机是指由于突然遭受严重灾难、重大生活事件或精神压力，使生活状况发生明显的变化，
尤其是出现了用现有的生活条件和经验难以克服的困难，以致使当事人陷于痛苦、不安状态，常伴
有绝望、麻木不仁、焦虑，以及植物神经症状和行为障碍。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针对处于心理危机状
态的个人及时给予适当的心理援助，使之尽快摆脱困难。
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针对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人及时给予适当的心理援助。这不是一种程序化
的心理治疗，而是一种心理服务。危机心理咨询与传统心理咨询不同，危机心理发展有特殊的规律，
需要使用立即性、灵活性、方便性、短期性的咨询策略来协助人们适应与度过危机，尽快恢复正常
功能。心理危机干预必须和社会支持系统结合起来。尤其是在遭遇重大灾害的时候，心理危机干预
和社会工作服务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本案例的治疗着眼于来访者认知信念的改变。从治疗的过程陈某本人的反馈来看, 治疗取得了
明显的成效。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治疗取得的成效与会谈初期建立的良好双方关系分不开。其次, 治
疗取得的成效得益于认知治疗技术和其他干预技术的合理运用来协助陈某强化良性认知, 增强对咨
询师的认同感和信任感。再次,社会各界对阜宁龙卷风灾难的重视和帮助，让他树立对未来生活的希
望和憧憬,这也正是本案例的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总之，这是从生理-心理-社会综合角度治疗龙卷风灾害受灾群众心理危机干预的成功案例。心理
危机干预是一个综合的心理治疗, 主要运用合理情绪疗法配合渐进式放松、情感支持疗法, 让受灾群
众挖掘生命的潜能, 投身到灾后重建工作中去！

参考文献
[1] 施剑飞，路宏.心理危机干预实用指导手册[M].1 版.浙江：宁波出版社，2016: 0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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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龙卷风风灾后灾民心理行为特征的
分析研究与干预
戴伟华

1

（1.江苏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心理咨询中心，江苏

226001）

【摘要】目的了解灾后灾民心理行为特征的变化，有针对性的更好的做好灾民的心理援助与干预。方法

对200

多名风灾后灾民心理访谈后，所得资料进行总结归类分析研究得出8点灾民心理行为特征，并运用心理心理援助技术
进行干预。结果

灾民常见心理行为特征为：（1）不舍、念旧的心理与行为；
（2）忧愁心理与行为；（3）获益的心

理与行为；（4）悲伤心理与行为；（5）愤怒心理与行为；
（6）恐惧心理与行为；（7）合理化心理与行为；（8）积极
乐观心理与行为等。以上每点心理行为特征都配有相应案例。在对灾民的心理援助与干预中针对性使用心理心理援
助技术进行干预。结论 研究得出的8点灾民心理行为特征，与国内大部分《医学心理学》书籍中关于“应激性情绪
反应”的内容基本一致，在心理救援与干预实践中具有指导性作用。

心理援助对灾区灾民的心理和行为调整，保障灾民的心身健康起到重要的作用，是灾后救援和
重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6月23日14时30分左右，盐城市阜宁县城周边地区遭遇强龙
卷风，导致99人死亡，近千人受伤，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都造
成了严重的巨大的冲击与伤害。7月6日，受省心理学会的委托，南通市心理学会组建了由市第四人
民医院、南通大学等单位的心理学专家国家心理咨询师及心理学研究生组成的南通市灾区心理援助
小分队。笔者带领小分队为于7月8日进入阜宁灾区开展心理援助工作。心理救援小分队深入灾区，
在灾民倒塌的房子废墟旁、田头及灾民救助点，与经历风灾并失去亲人和财产的灾民近距离的接触，
并给予倾听安抚，支持及陪伴等心理干预。现将灾后灾民的心理与行为变化特征分析与心理干预报
告如下：

1

灾民常见心理与行为特征：

1.1 不舍，念旧的心理与行为：
我们深入的灾区后，看到重灾区的房子绝大多数倒了，成为废墟，或成为危房不能不适居住，
在我们到达灾区现场距风灾过后已半个月，但灾民每天都从不同安置住处返回到倒塌房子的废墟上，
或站在废墟上默默看着，或时而围绕自己的房子圈圈看看，或时而弯下身子整理一下没有用的东西。
灾民们含泪说：
“我们每天不知不觉就走过来了，虽然房子倒了，我们住在这几十年了，不舍得呀。
”
不少灾民不时反复在废墟中翻动被砸碎的家具“用了几十年，舍不得呀”
案例：男，44岁，在县城打工，陈良老家在一幢二层小楼，平时住在县城，很少回家住，龙卷
风发生时正好回家取东西，龙卷风顷刻将房子第二层全部吹倒，自己当时见风很大，人在底层进屋
后拼命抵住大门，家里所有窗户的玻璃被吹掉，在空中飞舞，全身多处被风中的杂物刮伤，幸好底
层未倒，保住一命。他说“几分钟内整个家全被毁，成为废墟。在风灾后到现在我每天都回到已成废
墟的房屋边，走走，看看，无目的地整理明知没用的东西。以前一年都回不了几次家，但房子吹没了，
反而开始想家了，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现在突然没了，不舍得……”说着眼含着泪花摇着头。
1.2 忧愁心理与行为：
灾民中有种普遍的担忧，担心将来政府统一安排居住的新房会影响自己以后的生活，灾民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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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劳作生活了几十年一辈子，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基本生活及经济来源均有保障，龙卷风
后到了新的地方会失去原有的一切，担心未来的生活，灾民们的忧愁心理与行为很明显。
案例：一双老年夫妻，女68岁，男70岁。风灾中房子虽未倒，但已是危房不能住人，夫妻俩在
家里面整理家当准备搬家，妻子来后见到我们后，流着泪跟我们说：
“我们夫妻俩没有经济来源，风
灾前我们平静生活在这里，田里长蔬菜，再养些鸡和鸭，吃不掉就拿城里卖些钱贴补家用，生活没
问题。原来想，我们老夫妻俩平平安安，在这里度过余生。没想到龙卷风改变了一切，到了新居民
点，没地方种菜养鸡鸭了，什么都要花钱…以后怎么过日子呀…”我们陪伴着也默默地听着她的叙
述，灾难破坏了人们原有的生活秩序和原来的生活习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破碎了人们的愿
望和梦想。
1.3 获益的心理与行为：
风灾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灾民中普遍期盼政府能给予经济补偿，行为中到处打听政
府补偿政策，相互谈论交流，打听的各种信息。那些房屋质量好，财产损失大的期望政府能多补偿，
减少损失；那些原房屋质量差的财产损失小的，也希望多得些政府的补偿，对房子进行重建。希望
多获得补偿的获益心理与行为在灾民中普遍存在。
案例。男，48岁，长期在外打工，住阜宁县城房子里，30年前建造4间平房，长期闲置不住人，
这次龙卷风把4间房子全吹倒，风灾后，天天打听政策补偿的消息，与我们交谈中大部分谈论政府关
于补偿政策方面的小道信息，且大部人分为负面的消及信息，明显影响到了他的情绪。此情绪处理
不好会严重影响人们心理行为反应，尤其是负性的心理和行为会迅速的漫延，会影响抗灾救灾及社
会的稳定。
1.4 悲伤心理与行为：
面对亲人的伤亡、财产损失等灾难性的环境，灾民中极易产生情绪低落，愉快感丧失悲伤哭泣，
消极与退缩等悲伤的心理与行为反应。
案例：男，51岁，妻子在风灾里房子倒塌被砸去世，夫妻感情非常好，家里的一切杂物及种地
都由妻子打理，自己在外打工，我们见到他时，低着头，沉默不语，我们也默默地陪伴着他，他不
知不觉流下眼泪，很低沉地跟我们说他的妻子，他却又慢慢地说起来，他的老婆对他非常的好，每
天晚上他在外面做工回来，她都会把他的皮鞋擦干净，让他第二天好穿着上班。平时里里外外一把
手，种田做饭都是她，家里的钱、存款也都是由她管着，她是家里的顶梁柱。自己主外，老婆主内，
感情非常好，两个人从来没吵过架，农忙季节自己回来帮妻子一起干活，妻子总怕他做不动，让他
少做些。
“我真的愿意死的是自己，让她活着。
”他泪眼模糊地看着我，我点头表示相信。
“现在家里一团糟，什么都没有了。我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家务，甚至连存款在哪里，有多少都不知
道。
”他有些茫然无措…
1.5 愤怒心理与行为：
人们对突发性灾难事件本来平静生活被打破了，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不确定的疑问，梦想破碎，
自尊心受到伤害而愤愤不平，情绪激动。
案例：男，65岁，退休老先进，儿女都有工作，家里条件好，本想退休后过过安逸的生活，突
然一切都改变了，要离开生他养他的地方去新的居住点，我见到他时，他正把过去得到的各奖励证
书很生气的往地上摔，地上到处是被摔的书籍全家人都默默地看着他，不时安抚几句，我走过去从
地上拿起几本奖励证书，有意轻轻地念出“XX先进，XX先进…”激发他的积极性和荣誉感，并竖起
大拇指有意无意地说老先生不简单，是一个老先进。他听了开始有点笑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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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恐惧心理与行为：
经历了灾难后并从威胁困境中逃生，一旦再遇到相似场景时，常常就会意识到危险的存在，而
紧张，恐惧，回避。
案例：女，45岁，见到我是心理救援的志愿者，她自然自然而然的和我们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当时是如何的昏天黑地，风刮得是怎样的厉害，她一个人怎么使劲地关门，独自在家的她脑子瞬间
想到这次肯定没命了，心理非常恐怖。她说：
“现在，我一见到刮风就害怕，晚上睡觉也不敢，……”
。
虽说龙卷风已过去半个月了，从她的脸上仍然能够看到明显的惊恐和害怕。
1.7 合理化心理与行为：
合理化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是指个体在受到挫折之后，常常用各种理由为之解释和辩护，以
减轻痛苦和烦恼，使心里能够平衡。面对亲友的伤亡，财产的损失，灾民在不知不觉中用合理化的
心理防御机制，来保护自己的过度悲伤的心理。
案例：陈某，男，58岁，一人默默地站在自家废墟的帐内，见到我们讲述他是如何躲过这次风
灾未有家人伤亡，他说：
“很幸运风灾前几个小时，我女儿一家5口人包括10个月的小外孙一起回到
了自己的家。原来我女儿一家在这里住了好几天，本来要在家吃好中饭后再回他们自己家的，因早
上我与女儿为了小孩的事闹了点不愉快，女儿生了气就上午离开我家回去了，可中午后就来了龙卷
风，否则肯定一家就毁了。尤其10个月的外孙会睡在家里，龙卷风来了……不敢想”
。他继续说：
“虽
然房子全倒了，财产没了，但是全家人没有受到伤害是不幸中的万幸，也许是老天爷在保佑我们吧”
。
接着就又讲村里因风灾去世人员的情况，如从前做了好多坏事的这次被砸了，XX怎么弄人家的把人
家害苦了，这次也没有逃过去…并反复念到：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
1.8 积极乐观心理与行为：
在这次心理救援工作中，也让我们感受到看到积极乐观，主动产生自救的心理与行为的个体。
面对突发灾难事件，能做到积极乐观地应对这件很不寻常的事，如果能把消极悲观变成积极乐观，
对抗灾救灾，产生自救的以及对自己心向在健康，都能起到积极作用。
案例：我们在去灾民家中的路上，遇到一位82岁的老人，他微笑着看着我们，主动跟我们打招
呼，我们很好奇，在路边与老年人聊了起来。他有3个女儿都出嫁了，有一40岁智力残疾的儿子，妻
子前年去世了，他就一人带着弱智的儿子过日子，这次风灾房子已成危房不能住人，已租房住，他
到家里割了点韭菜，拿了几个鸡蛋，作中午的菜用，说着主动带我们去他家看看，他平静，温和，
善良，积极乐观的心态深深感染着我们。他跟我们说：“这次风灾的事，我们保住了性命。”他还很
开心地说：
“我很相信政府会帮我们的，现在政府干部救灾都很忙，我们先管好自己，不要给干部添
麻烦。今年来我最高兴的是，我儿子学会了烧饭，等我不能动了，儿子也能自己做饭吃了，我也放
心了…还有政府给了我儿子低保”看着老人那微笑的脸上有种满足感，他还不断说“相信政府”，还
嘱咐我们千万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2

心理救援技术的应用：

①建立良好的关系技术：尝试沟通，不加评判地倾听与理解，评估需要，保证生命必需品的供
给，增强安全感，取得人们的信任。
②支持技术：通过疏泄，暗示，保证等，鼓励当事人把自己的内心情感表达出来，支持主要给
予情感的支持，调动社会支持系统作用。
③稳定情绪技术：鼓励家人陪伴，放松训练。
④心理健康知识宣教：开展心理健康知识宣教，发放宣传资料等。
⑤团体心理辅导：相互支持、自我成长。
⑥衰伤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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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体会：

突发性自然灾害，属于急性应激的来源，有些个人体会一出现急性的严重心理反应，重复为急
性应激产生等，一般在1-2周内会恢复正常，大部分情况都会出现应激性心理（情绪）反应，本文作
者在阜宁灾区心理救援急救工作中，从接触到的众多案例中，总结出了以上8点较常见的心理行为特
征，与国内大部分医学心理学书籍中用于应激性情绪反应的内容基本一致，在本次心理救援实践中
具有指导性作用。
我国是自然灾害的多发国家，人们在面对突发自然灾害中而产生心理的应激反应，及心理与行
为的改变，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行为健康等，面对这些人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十分重要，
本次心理救援使用的主要技术，建立关系，非指导倾听，理解，支持，提供信息，安全确认，释放
情感，对于具有明显抑郁，焦虑，失眠等症状的灾民，我们提出相应的建议，去专科医院进一步就
诊。
心理救援中要尊重当地习俗，文化，在征求对方的同意后方可实施帮助，或用一些自然的行为
（例如：提供饮水和食品，吸烟的发一支烟）拉近与对方的距离，使对方感到舒心，安全。心理助
援人员可近距离接触对方，但不要催促对方讲话，如果对方想要谈谈发生的事情，心理救援人员只
要做好倾听就可以了。心理助援工作中，灾民的获益的心理与行为，即灾民关注的自身利益如何得
到保障，笔者感到是灾民在灾后重建中最关心和敏感的话题，这方面的小道消息及负面的消息较多，
担心政府进行补偿的政策不公平，还互传政策处理方面的负面新闻，易导致灾民的心理情绪和行为
的不稳定，在心理援助工作中面对这种心态和行为也要及时主动向灾民提供政府的信息，消除灾民
的疑虑稳定灾民的情绪。政府应该掌握的主动权，要及时透明的定期或不定期的向灾民宣传政府的
各项救灾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对消除灾民疑虑，积极抗灾求灾，安心生产自救起到重要的作用。
心理救援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如果只凭满腔热情和平时所了解的心理咨询技能，而缺乏
灾难心理救援的经验和培训，则其干预方法是难以保证的，因此，心理救援工作开展前进行培训，
了解掌握心理救援干预的技术，在心理救援过程，心理救援人员除了具有助人的动机外，也应接受
专家督导或同辈督导。只有这样，心理救援工作才既有人文的表现，又符合伦理的要求。使心理救
援工作真正达到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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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减压治疗在预防酒精依赖患者
复饮中的应用与研究
1

1

2

1

1

赵志强 ，马瑞晨 ，杨旭丽 ，穆梅赞 ，热依汗古丽∙阿不来提 ，吕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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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乌鲁木齐市，830002；
2 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乌鲁木齐市，830000；
通讯作者：吕淑云*，E-mail：1455839460@qq.com）
【摘要】目的探讨正念减压治疗在预防酒精依赖患者复饮的疗效，为降低酒精依赖患者复饮提供有利的依据。
方法使用一般情况自制量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对2016年01月-2016年03月在新疆精神卫生中心物质依赖病房住院的61名符合《国际疾病与
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10版)》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ICD-10）关于“使用酒精所致精神和行为障碍”诊断标准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研究组31人
（给予正念减压治疗联合药物治疗）与对照组30人（单纯给予药物治疗）
，并对两组测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治
疗后8周，研究组与对照组的焦虑、抑郁水平均有所下降，研究组的减分率显著大于对照组（P<0.05）
；出院12周后，
研究组的复饮人数9人，复饮率为29.03%，对照组的复饮人数17人，复饮率56.67%。结论正念减压治疗联合药物治疗
酒精依赖的疗效显著优于单纯药物治疗。通过正念减压治疗不但可以降低酒依赖患者的抑郁、焦虑的程度，还可有
效的降低酒精依赖患者的复饮率。为今后在预防酒依赖患者复饮的工作中，提供了新的治疗理念及治疗方法。
【关键词】正念减压治疗；酒精依赖；复饮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of Mindfulness-based Therapy of Prevention of Rehydration in Patients
with Alcohol Dependence
ZhaoZhiQiang1，MaRuiChen1，YangXuLi2，MuMeiZan1，Rayhan·Abulaiti1，LvShuYun1*

（1Xinjiang Mental Health Center and Urumqi Fourth People’s Hospital，Urumqi，830002；2Urumqi Friendship Hospital
Urumqi，830000）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of righteousness treatment in preventing alcohol dependence in patients
with rehydration and to provide a favorable basis for reducing the rate of rehydration in alcohol dependent patients. Methods
A typical self-made scal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and 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 were used in the
Material Dependency Ward of Xinjiang Mental Health Center from January 2016 to March 2016. Among the 61 patients who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 (ICD-10)
“Spiritu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caused by alcohol use”, A random number table was used to randomly divide the study
group into 31 patients (shall be treated with the righteous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drugs) and 3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drugs alone). The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able and analyzed. Results At 8 weeks after treatment,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evels i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reduction rate in
基金项目：乌鲁木齐市科学技术基金项目项目编号：Y1613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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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12 weeks of discharge, the study group
re introduced 9 people. The re-drinking rate was 29.03%, the number of re-drink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17, and the
re-drinking rate was 56.67%. Conclusion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the righteousness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the drug
treatment of alcohol dependence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simple drug treatment. Treatment through mindfulness
cannot only reduce the degre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alcohol dependent patients, but also provide a new treatment
concept for the prevention of alcohol dependence in the future.
【Keywords】Mindfulness-based therapy，Alcohol dependence，Relapse

酒精依赖近年来已经成为全球性关注的医学和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患者长期大量饮酒所造成
的中枢神经系统中毒的慢性脑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和就业压力的增加，酒精依赖患者的
比例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已经成为了继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后的第三位高发的精神疾病[1]。
酒精依赖作为一种慢性中毒性脑病，治疗难度大，复饮率高，影响复饮的因素也比较复杂[2]。
近年来，基于正念的干预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和发展[3]。正念减压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主
要培养的是患者的自我察觉力、对外在环境持开放的心态、接纳的态度[4]。但是大多数的正念减压
治疗技术目前主要用于吸毒人员的治疗和预防患者复吸的方面，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5]。在我国，
由于目前酒精依赖患者人数的不断攀升，酒精依赖患者同样也面临着治疗效果不理想、复饮比率高
的问题。因此本次研究希望通过探讨正念减压治疗对预防酒精依赖患者复饮的治疗效果评价，为降
低酒精依赖患者的复饮率找到一套新的治疗理念及治疗方案。

1

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自2016年01月至2016年03月在新疆精神卫生中心物质依赖病房住院的61例酒精依赖患者为研
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为成年男性，符合《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10版)》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ICD-10）中关于“使用酒精所致精神
和行为障碍”的诊断标准；年龄在28-55岁；能理解问卷内容及独立完成测评；排除标准：在研究及
随访过程中，出现脱落或中途退出治疗的；合并严重其他脏器功能损害的患者；器质性精神障碍的
患者；合并其他精神障碍的患者；对测试内容无法独立完成的患者。
本次研究通过新疆精神卫生中心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批准，研究对
象和（或）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研究者采用自制的一般资料问卷了解研究对象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每日饮酒量、
每日饮酒次数、饮酒年限等相关情况。
1.2.2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由Hamilton于1960年编制，是临床上评定抑郁状态时应用得最为普遍的量表。量表由经过培训
的两名评定者对患者进行HAMD联合检查，一般采用交谈与观察的方式，检查结束后，两名评定者
分别独立评分；在治疗前后进行评分，可以评价病情的严重程度及治疗效果。总分<7分：没有抑郁
症状；总分7～17分:肯定存在抑郁症；总分17～24分:肯定存在明显的抑郁症状；总分>24分:可能存
在严重抑郁症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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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由Hamilton于1959年编制，主要用于评定神经症及其他病人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是精神科临
床中常用的量表之一。包括14个项目，按0～4分5级评分：
（0）无症状，
（1）轻，
（2）中等，
（3）重，
（4）极重。在治疗前后进行评分，可以评价病情的严重程度及治疗效果。总分<7分：没有焦虑症状；
总分7～14分：肯定有焦虑症状；总分14～21分：肯定有明显的焦虑症状；总分>29分：可能存在严
重焦虑障碍[6]。
1.3 研究方法
将所有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采用酒精依赖常规方案进行治疗。常规治疗方案包括使用苯二氮(艹
卓)类药物替代治疗、小剂量的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营养支持治疗、戒断症状的缓解治疗、改善肝肾
功能、营养脑细胞等。治疗2周后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一般药物治疗
+正念减压治疗）31人，
对照组（一般药物治疗）30人。干预前、后分别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对患者进行测评，8周后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HAMD、HAMA和出院
后12周后复饮率的评分情况。
正念减压治疗方法：研究组进行2周常规治疗后，从第3周开始加入正念减压治疗。正念减压治
疗的8次课程主要内容集中在感受当下对酒精的渴求与情感反应（例如：压抑、焦虑、悲伤、抑郁等
负性情绪），不加批判的接受这种的情绪变化。这一部分的内容会贯穿整个8次治疗过程。正念减压
治疗8次课程总共分为8周进行，每次90分钟，中间休息10分钟。从第二次课程开始会回顾前一次课
程内容及课下练习的情况。主要训练的内容包括：1）、让患者充分且全面的了解什么是“正念减压
治疗”
，学习简单的正念呼吸，进行步行冥想及坐禅练习；2）
、了解自己情绪的产生过程，介绍饮酒
如何成为一种习惯，介绍负性情绪会使自己的饮酒行为加重；3）、教会患者如何应对自己负性情绪
的产生，告知患者应坦然接受自己的负性情绪，从而阻止饮酒行为的蔓延；4）、进行正念呼吸及身
体扫描的练习、指导患者加强步行冥想练习，让患者留意脚掌从地面慢慢的抬起，向前移动及放下
的每个动作，感受脚掌与地面接触时的感受；5）、指导患者如何将正念练习融入自己的平时生活当
中，了解掌握“感知呼吸”冥想和正念行走的意义；6）、让患者平躺，观察随着呼吸而产生的腹部
起伏运动的过程，介绍“我们的饮酒，只是想法，不是事实，也不会代表着我们是怎么样的人”的
治疗理念；7）、在练习正念呼吸及身体扫描的情况下，强化“接受”的概念，以及它在饮酒和其他
行为中的作用，探讨我们的身、心反应，如何为接下来改变的行为和习惯播下希望的种子；8）
、总
结整个课程学习的内容，探讨如何继续使用这些正念的技术，维持长期戒酒的目标，努力使自己长
时间的保持清醒。
1.4 质量控制
所有参与此次研究的人员均为精神科临床医师和有资质的心理治疗师，并至少有3年以上的工作
经历。调查开始前对参加此次调查的所有人员统一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统一的指导语、调查
方案、问卷填写方法和注意事项等。问卷由固定人员统一保管，再由专人进行数据核查并及时反馈。
对于一次不能完成全部调查的患者，将采取分批多次进行，并配有专人进行负责。
1.5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x ± s ）表示，计量资料采
用t检验。连续变量的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P<0.01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社会人口学及临床特征结果分析
此次研究共入组70人，最终完成整个调查研究61人（研究组31人，对照组30人）
；中途退出、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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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失访9人（其中研究组6人，对照组3人）；完成率87.14%。研究组与对照组在年龄、受教育年限、
经济收入、每日饮酒次数、每日饮酒量及饮酒年限等各方面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
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社会人口学及临床特征
研究组

对照组

n=31

n=30

年龄（X±S 岁）

39.6±10.4

受教育年限（X±S 年）

人口学及临床特征

t

P

40.2±10.2

3.24

0.26

7.0±1.2

7.7±1.5

5.23

0.42

经济收入（X±S 元）

1790±442

1769±435

6.33

0.51

饮酒次数（每日）

1.7±0.9

1.6±0.6

5.38

0.12

饮酒量（ml，50 度，白酒）

470±186

472±179

3.93

0.06

饮酒年限（X±S 年）

17.5±8.2

17.2±8.3

2.45

0.12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HAMD、HAMA 的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HAMD、HAMA的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8周后两组患
者的焦虑、抑郁水平均有所下降；8周后研究组的HAMD、HAMA的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焦虑、抑郁程度组内的比较
组别

n

研究组

31

对照组

30

HAMA 评分

t

P

干预前

治疗 8 周后

27.32±1.63

14.02±1.78

20.20

<0.05

17.98

<0.05

HAMD 评分

t

P

13.21±1.45

20.09

<0.05

17.98

<0.05

干预前

治疗 8 周后

24.73±1.63

26.94±1.09

17.82±1.92

23.84±1.99

16.11±1.27

t

0.78

8.54

0.63

13.28

P

0.54

<0.01

0.41

<0.01

2.3 两组患者出院 12 周后复饮人数及复饮率
两组患者出院12周后，研究组复饮人数9人，复饮率为29.03%，对照组复饮人数17人，复饮率
56.67%；
。研究组复饮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出院12周后复饮人数及复饮率的比较

3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n

31

30

1

9

17

复饮率

29.03%

56.67%

t

P

4.76

0.029

讨论

正念（Mindfulness）起源于佛教，是指对此时此刻体验的一种非批判性的觉察和接纳 [7]。自
Kabat-Zinn教授于1979年创建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以来，以正
念为基础的干预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8]。正念减压治疗预防复吸是由Witkiewitz等人[9]于2005年
在正念冥想和认知行为的防复吸技术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两者最有效的作用成分组成针对成瘾行为
的康复期治疗方法。
酒精依赖患者和其他物质成瘾者一样，都会在治疗中和治疗后出现的负性情绪，这种情绪的产
生均可增加复饮的风险。这种负性情绪启动了患者对于酒精的渴求，而渴求则驱使酒精依赖患者冲
动型觅酒行为以减轻负性情绪[10]，从而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研究表明，正念减压疗法能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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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及睡眠障碍等诸多不良身心反应[11]，进而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
努力提高病人的情绪调节能力并维持其情绪的稳定性,因而对促进病人康复及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
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正念减压治疗方法主要是遵循着循序渐进的治疗原则。通过对正念的理论学
习、步行冥想练习、坐禅练习、身体扫描、正念瑜伽练习，通过调心、调息、调身来达到身、心自
然放松的状态，以达到稳定自主神经，缓解压力，消除酒精依赖患者的精神紧张，以改善患者的焦
虑、抑郁情绪的目的。正念减压治疗对酒精依赖防止复饮的有效的原因在于使戒酒的患者非批判性
的接受自己在戒酒期间可能出现的各种负性情绪和想法，从而切断负性情绪带来的渴求与复饮之间
的相互关联的死循环[12-13]。虽然正念减压治疗不可以避免渴求和负面情绪的产生[14]，但在训练过程
中可以通过逐步增强正念减压的能力和长时间持续正念的状态来调控患者的认知行为能力，缓解急
性应激对患者生理、心理的所产生不良效应[15]；影响个体对应激的自我反应，从而改变认知偏差和
增加积极的认知重评，降低焦虑和抑郁程度，使身心愉悦，在本次研究中也得到了研究与证实。
通过正念减压治疗，可以让酒精依赖患者在戒酒过程中，每当出现负性情绪时，了解目前自己
对此时此刻想法、情绪和躯体等的察觉，使其更好的识别渴求及自身在高危情境中的应激反应，从
而可以有意识的选择更合理的方式来解决自身所面对的困境；通过正念减压治疗，可以帮助酒精依
赖患者恢复注意控制能力，将酒精依赖患者的注意力维持在注意当下的感受和体验，提高酒依赖患
者的执行控制力，减少主动觅酒行为的产生和加剧；通过正念减压治疗还可以教会酒精依赖患者非
批判性地看待现实世界，开放地接纳当下所有体验，其中也包括负性体验；也可以减少酒精依赖患
者的负性情绪，鼓励接纳不舒服的状况，更好地进行管理自我，减少对成瘾线索的反应，从而进一
步的达到降低复饮的作用。
在临床工作中，如何降低慢性酒精依赖患者的复饮是精神科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课题。本次研
究通过前后两次测评分析得出，正念减压治疗的研究组相比对照组在降低复饮率上来说更具有显著
的治疗效果。正念减压治疗一方面可以明显改善酒精依赖患者的焦虑、抑郁的程度，还可以降低患
者对于酒精的渴求，从而更好的接纳自己的想法和情绪，饮酒的冲动性显著减退，提高患者的接纳
度和自我察觉能力；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治疗来说，正念减压治疗可操作性强，简单易学，在酒
精依赖患者接受度高。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正念减压治疗可以为降低酒精依赖患者复饮，提供强
而有力且稳定的治疗效果。

4

研究不足

首先本次研究中，样本量较小，未能全面有效的控制其他混杂因素；其次此次研究只针对男性
酒精依赖患者，未把女性患者列为其中，可能造成数据的缺失与偏颇；最后采用的研究工具相对较
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采用更加科学和严谨的研究干预模式，通过更多的研究数据和研究实证证明
正念减压治疗在酒精依赖预防复饮治疗中的有效性，对于上述存在不足之处，在日后的研究中会加
入其他相关因素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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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集体治疗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
焦虑抑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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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调查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状况，探讨认知行为集体治疗（CBGT）对其焦虑、抑
将 100 例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依照数字随机表法分为研究组（50 例）和对照组（50 例）
。

两组均应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工娱治疗、护理常规。研究组在此基础上进行 CBGT，每周 2 次，每次 45 分
钟，为期 12 周。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结束时对治疗效果进行评
定。结果

①治疗前，研究组和对照组 SAS、SD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433，0.201；P＞0.05）
；②治疗后，

研究组 SAS、SDS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降低（t=12.936，12.872；P＜0.05）
，对照组 SAS、SDS 评分较治疗前无明显差
异（t=1.819，1.763；P＞0.05）
；③治疗后，研究组 SAS、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t=-12.495，-12.039；P＜0.05）
。
结论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存在程度较为严重的焦虑、抑郁情绪。CBGT 主要通过改变不合理信念促进心理障

碍的好转，对改善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作用显著，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焦虑 ；抑郁；认知行为集体治疗；康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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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during

rehabilitation period,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Group Therapy (CBGT) on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during rehabilitation perio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study group (50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50 cases) according to digital random method. All these patients in two groups
received systematic treatment with atypical antipsychotic drugs , entertainment therapy and usual care. In addition, thes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received by CBGT for 12 weeks, twice a week, it was 45 minutes each time. The treatment
effects was assessed with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t base line and at the
end of the treatment. Results

①Before the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0.433, 0.201; P＞0.05); ②After the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 in the study group (t=12.936, 12.872;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ere found in the control group (t=1.819, 1.763; P＞0.05); ③At the end of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12.495, -12.039; 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still relatively seriou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during rehabilitation period. CBGT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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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s to improve mental disorders by changing irrational beliefs, it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or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during rehabilitation period,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in clinical.
【Keywords】 Schizophrenia; Anxiety; Depression; Cognitive behavioral group therapy; Rehabilitation period

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经过系统的治疗，主要精神症状消失，自知力逐渐恢复，处于稳固治疗阶
段，也即处于康复期。当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康复期阶段，患者正常的思考能力得以恢复，容易
出现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不良情绪的存在一方面增加了患者的痛苦，影响治疗和预后效果；另
一方面也加重了患者的心理社会功能的缺乏，严重者甚至会产生自杀观念和冲动伤人行为，如不能
有效防范，可能发生意外事故[1-2]。因此，采取积极有效的干预措施改善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焦
虑、抑郁情绪是非常有必要的。认知行为集体治疗（Cognitive Behavioral Group Therapy，CBGT）是
根据认知科学原理，通过认知和行为技术改变病人不良认知的一类心理治疗方法，以纠正和改变患
者适应不良性认知为重点的一类心理治疗的总称，它以改变不良认知为主要目标，继而也产生患者
情感和行为上的变化，以促进心理障碍的好转[3]。CBGT 是当前应用最广泛的心理治疗技术之一，
国内外已有大量 CBGT 联合药物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症状和社会功能的相关报道[4-5]。国内已
有应用英语语言训练、心理护理、放松训练等方法改善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研
究[6-8]。本文旨在调查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状况，探讨 CBGT 对其焦虑、抑郁情绪的影
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来源于 2016 年 1 月-2016 年 6 月在开滦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100 例，全部
为男性。入组标准：①符合中国精神疾病防治指南（实用版）[9] 中 ICD-10 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
②病情处于康复期，即自知力恢复，主要精神症状消失，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PANSS）[10]中阳性量表评分（粗分）≤14 分，阴性量表评分（粗分）≤14 分；③意识
清晰，智能正常，无明显药物副作用及不良反应。将 100 例入组患者依照数字随机表法分为研究组
（50 例）和对照组（50 例）
。研究组 50 例患者中，平均年龄 39.21±7.82 岁；平均病程 10.82±3.23
年；受教育程度：小学 8 人，中学 32 人，高中 8 人，大学 2 人，平均受教育年限 9.73±1.94 年；对
照组 50 例患者中，平均年龄 38.85±8.27 岁；平均病程 11.12±4.47 年；受教育程度：小学 7 人，中
学 33 人，高中 7 人，大学 3 人，平均受教育年限 9.87±3.12 年。两组上述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研究组和对照组均维持原有药物治疗、工娱治疗和护理常规，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由康复科
工作人员实施 CBGT，每周 2 次，每次 45 分钟，为期 12 周。具体步骤：①建立治疗关系：以尊重
理解、真诚热情的态度积极关注患者存在的问题，对患者生活上给予关心体贴，赢得患者的信任，
建立友好的治疗关系；②疾病的认知及健康宣教：向参加治疗的患者详细讲解精神分裂症的病因、
发病机制、精神症状、临床表现、治疗、康复以及预后等基本知识，不断提高患者自知力，使其能
够科学正确看待自身疾病；③发现不良认知：和患者一起交流探讨，利用提问把患者的注意力导向
与他们的情绪和行为密切相关的方面，积极主动与患者交流沟通，鼓励患者表达内心感受，以发现
患者错误、歪曲的认知观念；④认知功能训练：联合应用工疗、娱疗、技能训练等精神康复措施改
善患者的注意力、记忆力、语言能力以及社会功能，逐步提高患者整体认知功能；⑤认知重建：通
过对患者的想法和观念进行逻辑分析，使患者认识到是他们对不良后果的可能性估计过高，甚至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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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良后果。帮助患者树立正确合理的思想认知和人生观，纠正核心错误观念，鼓励患者通过自我
审查对其观念进行细致的体验和反省，使患者能够依据较为客观的标准看待自己的问题而进行认知
的重建；⑥改变认知，行为矫正：告诉患者错误的认知观念和行为是导致不良情绪的根源，通过改
变不良的观念，矫正不适应的行为便可改变自己的不良情绪。康复治疗师通过特殊设计的愉悦行为
模式和生活情境，帮助患者忽略其消极情绪体验，而患者只要有积极表现，便马上予以强化，并督
促患者反省获得强化后的情绪体验。通过这种行为矫正技术，患者就能获得愉快的情绪，作出更多
的积极行为。并引导患者学会运用合理情绪疗法，减轻病态体验，控制调节自己的负性情绪；⑦心
理支持：认真对待患者主诉，并及时给予恰当的引导和帮助，以增强患者继续治疗的信心。鼓励患
者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并充分利用家人朋友等社会资源给予患者持续的感情支持，减少患者与社
会家庭的冲突，帮助患者度过心理危机。
1.2.2 评定方法
对入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前、治疗结束时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11]对患者进行分组评定。①SAS 一共有 20 个项
目，主要的评定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频度，总共分 4 个级：没有或很少时间、少部分时间、
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正向评分题依次评为 1，2，3，4。反向评分题（有※号者）则
评分 4，3，2，1。SAS 的主要统计指标为总分。在自评者评定结束以后，再将 20 个项目的各项得
分相加，就可得到总粗分，用粗分乘以 1.25 以后，取其整数部分，就得到标准总分。标准总分≥50
为焦虑状态。②SDS 共含有 20 个项目，SDS 按症状出现的频度评定，一总共分 4 个等级：没有或很
少时间，少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若为正向评分题，依次评为粗分 1，2，
3，4。若为反向评分题（前文中有※号者），则评为 4，3，2，1。SDS 的主要统计指标是也是总分，
但要经过一次转换。待自评结束后，把 20 个项目中的各项分数相加，即可得到总粗分，用粗分乘以
1.25，然后取其整数部分，就得到标准总分。标准分的分界值为 53 分，标准总分≥53 为抑郁状态。
1.3 统计方法
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治疗前，研究组和对照组 SAS、SD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研究组 SAS、
SDS 评分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
，对照组 SAS、SDS 评分较治疗前无明显差异（P＞0.05）；
治疗后，研究组 SAS、SD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 x ±s，分）
SAS 评分
组

别

SDS 评分
t

P

t

P

43.58±5.16

12.872

0.000

52.04±3.48

51.66±3.11

1.763

0.084

-12.495

0.201

-12.039

0.000

0.841

0.000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n=50）

50.70±3.82

40.52±6.39

12.936

对照组（n=50）

50.62±3.65

50.34±3.22

1.819

t

0.433

P

0.667

3

讨

治疗前

治疗后

0.000

52.12±3.53

0.075

论

临床上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类疾病，精神分裂症的终身患病率高达 1%，一般来说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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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青壮年患者，病程大多出现迁延、反复的情况[12]。精神分裂症的康复亦是一个复杂缓慢的过程，
理想状态是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全面恢复。患者的心理社会康复在住院条件下应予以重视，因其对减
少精神分裂症社会生活中的应激、减少复发、促进患者心理和社会全面康复起到积极作用[13]。康复
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经过药物治疗及物理治疗之后，临床症状会显著缓解，自身的自知力得到恢复。
但是患者心理活动复杂，经常出现矛盾心理，对自身的前途感到顾虑重重，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焦虑和抑郁情绪[14]。国内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康复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状态的发生率
为 47.7%和 43.2 % [15]。精神分裂症中抑郁情绪作为常见的症状普遍存在，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应当重
视抑郁症状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影响[16]。另外，焦虑亦是影响精神分裂症预后不良的重要危险因
素之一[17]。焦虑及抑郁情绪不仅影响病人前期的治疗效果，而且加重病情及降低生活质量，使病程
迁延，不利于患者的早日康复，近年来上述情况作为一种特定的心理现象已经受到了心理学和精神
医学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18-19]。因此，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治疗的重点不应只放在药物治疗、症状控
制上,还应采用各种精神康复措施改善和消除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促进患者心理、社会功能的全
面恢复，为患者顺利回归社会做好准备。
认知理论认为，认知过程决定着行为的产生。与此同时，行为的改变也可以引起认知的改变。
认知和行为的这种相互作用关系在患者身上常常表现为一种恶性循环，即错误的认知观念导致不适
应的情绪和行为。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组通过改变思维和行为的方法来改变不良认知，达到消除不良
情绪和行为的短程心理治疗方法[20]。该疗法理论依据是患者的错误观念或不正确的认知过程常导致
不良行为和情绪，治疗的重点在于帮助患者解决问题背后的认知根源——不合理信念，重塑患者的
思维方式和人生观，以达到改善临床症状的目的 。
在干预过程中我们应用 CBGT 的方法，通过健康宣教，使患者对自身疾病有了科学、客观、全
面的认识，减轻了疾病所带来的病耻感，提高了患者自知力及治疗的依从性。综合应用多种康复措
施进行认知行为训练，提高了患者整体认知功能。鼓励患者说出内心想法，并予以共情和心理支持，
能使患者的负性情绪得到有效释放。实践过程中要重点关注患者错误的认知观念，通过与患者充分
沟通交流，找出其不合理的、错误的认知观念。通过认知重建，改变其对己、对人或对事情的看法
与态度，重塑积极正确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观，进而显著改变患者不良认知导致的负性情绪。本研究
结果显示，CBGT 前，两组 SAS、SDS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
；CBGT 后，研究组 SAS、SDS
评分较前显著降低（P＜0.05）
，对照组 SAS、SDS 评分较前无明显差异（P＞0.05）
；CBGT 后，研
究组 SAS、SDS 评分较对照组显著降低（P＜0.05）
。两组患者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且均维持原有药物治疗、工娱治疗和护理常规不变，只是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对患者
实施了 CBGT，因此其结果应归因于 CBGT。证实 CBGT 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焦虑、抑郁情
绪有显著改善作用，与既往研究结论一致[21-22]。
综上所述，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仍存在程度较为严重的焦虑、抑郁情绪，CBGT 主要通过改
变不合理信念和不正确的认知，继而也产生患者情感和行为上的变化，以促进患者心理障碍的好转，
对改善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作用显著。由于本研究观察时间较短，故 CBGT 对
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焦虑、抑郁影响的评价不甚全面，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CBGT 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
焦虑、抑郁影响的中远期效果及临床评价。

参考文献
[1]易著英，王怀英.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护理干预效果观察[J].中外医学研究，2013，
11(20)：88-89.
[2]何晓燕，许可，杨梅.心理护理干预对精神分裂症康复期的影响[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
22(3)：353-355.
[3]Bush NE,Haberman M,Donalddson G.Quality of life of 125 adults surviving 6-18 years after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J].Soc Sci Med,1995,40(4):479-490.
-448-

[4]Wykes T,Steel C,Everitt B,et al.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for Schizophrenia : effect sizes,clinical
models,and methodological rigor[J].Schizophr Bull,2008,34,(3):523-537.
[5]Burns AM,Erickson DH,Brenner CA.Cn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medication-resistantt psychosis: a
meta-analytic review[J].Psychiattr Serv,2014,65(7):874-880.
[6]代嘉庚，马文有，王丽萍，等.英语语言训练队恢复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20(12)：1834-1835.
[7]李平，祁正斌.心理护理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不良情绪的影响分析[J].现代护理，2017，15(6)：64-66.
[8]何玉华，罗廷芳.放松训练对恢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效果观察[J].临床合理用药，
2010，3(19)：88-89.
[9]江开达，马弘.中国精神疾病防治指南(实用版)[M].北京：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2010：27-29.
[10]李华芳.精神药物临床研究常用量表[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1：1-31.
[11]张作记.行为医学量表手册[M].北京：中华医学电子音像出版社，2005：212-243.
[12]王晓玲.护理干预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影响[J].当代护士(专科版)，2013，15(23)：162-163.
[13]沈渔邨.精神病学(第五版) [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527-532.
[14]刘雪英，陆莉莉，何凤英.希望护理干预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J].内科，
2016，11(4)：648-649.
[15]王莉.戒烟对康复期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J].齐鲁护理杂志，2015，21（3）：
81-82.
[16]郑爽，谢雯.精神分裂症患者快感缺失与动机缺乏[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6)：812-814.
[17]崔鹏，潘天伟，伍光辉. 精神分裂症恢复期焦虑症状的中医辨证治疗[J].华夏医学，2013，26（5）：
972-973.
[18]张雪丽.认知行为干预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抑郁症状的影响[J].亚太传统医药，2011，7(1)：
114-116.
[19]王蜜桃，许蔚倩，鲍文卿.希望理论模型在缓解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J].浙江医学，
2012，34(3)：229-231.
[20]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二级，修订版)[M].北京：民族出版
社，2015：79-96.
[21]杨彦林.认知行为疗法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焦虑情绪的影响[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2，
18(1)：75-76.
[22]于文斗，陈云辉.认知行为治疗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抑郁情绪的疗效[J].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2013，
34(24)：3620-3621.

-449-

某煤炭企业工人认知功能障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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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法

探讨煤炭工人生理因素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及认知功能障碍和生理因素对安全管理的影响。方

对某煤炭企业部分工人进行健康检查，检查内容包括身高、体重、血压；血、尿常规及生化检查，并运用简易

精神状况检查表(MMSE)评价其认知功能。纳入检查的工人共计 3205 例，研究组为认知功能障碍者 84 例，对照组为
认知功能正常者 3121 例。结果

研究组年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文化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研究

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 PH 上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认知功能障碍与超敏 C 反应蛋白存在负相关，与血小
板计数存在正相关。结论

认知功能受到年龄、文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 PH 的影响；超敏 C 反应蛋白越高，

血小板计数越低，认知功能越差，对企业安全管理不利。
【关键词】 煤炭员工；安全管理；认知功能障碍；生理因素；简易精神状况检查表

The influence of cognitive dysfunction effects on safety management
in a coal min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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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al workers' physiological factors influence on cognitive function, 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physiological factors effect on safety management. Methods

There was a physical examination

on 3205 workers in the Coal Mine Enterprise.The examination included height, weight, blood pressure,routine urine and
blood biochemical examination,and used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 to evaluate the cognitive function.84
cognitive impairment workers were divided into case group,3121 healthy workers were served as control group. Results
The age in the cas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ultural level,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urine PH in the ca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dysfunction and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and cognitive dysfunction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latelet count. Conclusion

The cognitive function is influenced by age, culture,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and

urine PH;The higher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is, the lower platelet count is, the worse cognitive function.It’s adverse
to the enterprise safety management.
【Keywords】 Coal mine workers; Safety management; Cognitive dysfunction; Physiological factors; Mini 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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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来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也是资源型产业，对于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至关重要，实
现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影响深远。而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人是生
产要素中最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性质风险高，同时承担着生产劳动、家庭生活、社会活动等
多方面的压力和负担，从而使其容易产生心理与生理双方面的问题。
认知功能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意识，并与自
然和社会环境和谐相处。我们生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可以认知到自身的优劣势、愿望及梦想，并做
出与自己能力相适应的行为[1]。许多研究表明[2]，即使是一些细微的、非病理性的认知功能下降也会
损害人的日常运作（如购物、做饭、理财）
，并降低生活质量。然而，认知健康常常被忽视，从而导
致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如中风,阿尔茨海默病和创伤性脑损伤等，甚至其他非神经系统的疾病，如
高血压、糖尿病和艾滋病病毒等也可负面影响成年人的认知功能。根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
（DSM）[3]，认知功能障碍的主要特征有谵妄[4]、痴呆[5]、健忘症[6]和轻度认知障碍[7]。轻度认知障
碍的患者会有记忆和文字识别方面的问题，并有很高的风险发展成为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即痴呆
[8]
。就目前形势来看，煤炭企业事故的发生率及死亡虽有所下降，但面临的安全生产状况仍十分严
峻，影响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企业的安全管理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在重视外部条件
的同时，更要关注工人的认知发展水平，患有认知功能障碍的工人会对企业的安全生产带来危害。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对企业工人进行健康检查的同时进行认知功能测量。排除标准如下：①干部、管理人员、女
性及退休人员；②有明显视觉和听觉障碍、语言障碍或失语者、痴呆、意识障碍、拒绝查体等原因无
法配合测验者；③由职业病、炎性疾病史、脑外伤及脑部疾病及其他疾病引起的认知功能异常者。纳
入标准的共计3205例，其中研究组为认知功能障碍者，共84例，对照组为认知功能正常组，共3121例。
1.2 方法
1.2.1 健康检查
组织企业工人进行健康检查，并填调查一般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工作情况（在职/退休）
、劳动强度（轻/中/重体力）
、工作环境（井上作业/井下无粉尘接触作业/井下
粉尘接触作业）等。健康检查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血压；血、尿常规；生化检查等。
1.2.2 认知功能检查
采用简易精神状况检查表(MMSE)进行认知功能测查，由专门进行过培训的人员逐一对查体者进
行测查，并记录分数。MMSE由张明园修订改编而成，包括时间及地点定向力、注意力及计算力、
即刻记忆、延迟记忆、语言、视空间等7个方面的内容，能够快速、准确、全面地反映受试者的认知
受损功能及智力状态，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科学依据。该量表共包括30道题，满分为30分，答对1
题得1分，答错或不答1题得0分，总分范围为0~30分，总分>24分为认知功能正常者，总分≤24分为认
知功能障碍者。
1.2.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用（ x ±s）表示。计量资料用独立样本t检验处理，
分类资料用χ2检验处理，相关分析采用皮尔逊相关。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工人的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
研究组与对照组在受教育程度、年龄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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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组与对照组一般人口学资料比较
项

病例组（n=84） 对照组（n=3121） χ2/t

P

47.24±8.24

41.39±8.47

6.161

0.000

未婚

3

198

4.757

0.313

已婚

79

2851

离异

0

37

丧偶

0

10

再婚

2

25

文盲

1

10

46.625

0.000

小学

10

75

初中

64

1933

高中

7

883

大专及以上

2

220

极轻体力

0

49

1.501

0.682

轻体力

10

330

中体力

25

959

重体力

49

1783

井上作业

25

685

5.964

0.051

井下无粉尘接触作业

17

468

井下粉尘接触作业

42

1968

目

年龄
婚姻状况

受教育程度

劳动强度

工作环境

2.2 两组工人生理因素比较
研究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尿PH值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其他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果见表2。
表 2 研究组与对照组生理因素比较（ x ±s）
项

目

病例组（n=84） 对照组（n=3121） t

P

收缩压

130.58±13.51

128.19±14.04

1.540

0.124

舒张压

81.19±9.40

79.27±10.31

1.689

0.091

BMI 指数

24.01±2.74

24.67±3.16

-1.888

0.059

心率

76.64±11.88

78.06±11.08

-1.156

0.248

空腹血糖

5.32±1.10

5.36±2.28

-0.136

0.89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41±0.35

1.40±0.76

0.145

0.885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2.72±0.65

2.89±0.73

-2.172

0.030*

甘油三酯

1.59±1.16

1.72±2.41

-0.498

0.619

总胆固醇

4.95±0.97

5.03±0.95

-0.774

0.339

尿酸

345.93±99.47

359.45±96.11

-1.271

0.204

超敏 C 反应蛋白

1.62±1.58

1.63±3.02

-0.032

0.975

谷丙转氨酶

27.09±25.55

26.56±20.68

0.232

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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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红素

15.03±6.73

13.80±7.02

1.586

0.113

肌酐

83.78±39.65

80.95±43.68

0.587

0.557

尿素

5.71±1.15

5.79±2.57

-0.291

0.771

尿 PH

5.54±1.51

5.92±1.28

-2.259

0.026*

红细胞计数

4.88±0.39

4.95±0.80

-0.788

0.431

白细胞计数

6.66±1.87

6.46±1.80

1.003

0.316

血小板计数

205.44±60.98

213.84±58.13

-1.306

0.192

血红蛋白

152.03±11.69

154.41±41.49

-0.526

0.599

中性粒细胞计数

4.15±1.59

4.07±2.50

0.298

0.766

2.3 研究组与生理因素的相关
认知功能障碍与超敏C反应蛋白存在负相关，与血小板计数存在正相关。结果见表3。
表 3 认知功能障碍与生理因素的相关分析
项

目

MMSE 分数

收缩压

-0.195

舒张压

-0.196

BMI 指数

-0.183

心率

-0.166

空腹血糖

-0.10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014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076

甘油三酯

-0.180

总胆固醇

-0.178

尿酸

-0.188

超敏 C 反应蛋白

-0.363b

谷丙转氨酶

-0.206

总胆红素

0.150

肌酐

-0.146

尿素

0.128

尿 PH

-0.104

红细胞计数

-0.152

白细胞计数

-0.142

血小板计数

0.279a

血红蛋白

0.031

中性粒细胞计数

-0.163

注：aP<0.05，b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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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认知功能障碍的人是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这会影响他们的学习、记忆、感知和问题解决的能
力 ，最主要损害的是与记忆相关的脑区，包括工作记忆障碍、注意障碍和反应抑制[4-5]。曾有研究
对年龄在 18 岁以上、做过心脏手术的人群中调查显示，其认知障碍的患病率在 17%~45%之间[10-11]，
本次研究中认知功能障碍的患病率为 2.6%，这可能与选取的人群差异有关，本次研究中受试者的平
均年龄在 40~50 岁之间，年龄间跨度小，相比年龄较大的人其认知功能更好，且无疾病史。年龄越
大，认知功能越差，认知障碍的发病率越高，这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在文化程度分布上，大部分
工人为初中文化，认知功能障碍者中初中及以下文化人员所占比例高于认知功能正常者，而高中及
以上文化人员所占比例低于认知功能正常者，因此出现认知功能障碍的人员中文化程度较低。对于
员工的管理，应着重关注那些年龄较大及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体，加强其认知功能的训练，以降低认
知障碍发生的风险，从而提高企业的安全管理。
本研究结果显示，认知功能障碍者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于认知功能正常者，这与 van den
Kommer[12]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认为较低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较低的认知功能是相关的，但这与
Marianne Chanti-Ketterl[13]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该研究发现，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才是影响认知功
能的主要脂蛋白，原因可能与该受试群体年龄较高、女性较多有关，性别因素是影响脂质水平与认
知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有一些研究表明[14]未发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认知功能之间存在关系。对
于二者间的关系，尚无明确的定论，需进行进一步研究。认知功能障碍者尿 PH 值低于认知功能正
常者，有研究发现，血清中尿酸会刺激大脑皮层，高浓度的尿酸与老年痴呆症的风险降低、与更好
的认知功能存在相关，尿酸的抗氧化作用在降低痴呆的风险上发挥重要作用[15]。血清中尿酸与轻度
认知障碍间存在负相关关系[16]，即尿酸值越高，认知功能越差。但对于研究尿液中的 PH 值与认知
功能关系的内容则较少，有待于进一步探究。
由此可见，生理因素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与尿 PH 值对认知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应认
真做好员工的健康检查，应加强宣传，让员工认识到健康检查的重要性。对于有问题的员工及时治
疗，并集中指导，从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保证安全生产。
认知功能与超敏 C 反应蛋白存在负相关，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是系统性轻度炎症敏感因子
之一，研究表明，超敏 C 反应蛋白浓度升高与认知功能障碍存在关联[17]，并会增加患痴呆和阿尔茨
海默病的风险。因此，超敏 C 反应蛋白浓度升高可作为一个有用的生物标志物来识别认知功能下降
和痴呆的发生。
认知功能与血小板计数存在正相关。本研究结果可能说明在正常范围内，血小板数量越多，认
知功能可能越好。关于血小板与认知关系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某一类疾病中的研究，如患有认知
障碍和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比认知功能正常的患者外周血小板浓度更高[18]，在冠状动脉疾病患者
的研究中表明，一些血小板激活因子可能与总体的认知功能有关[19]。对于单一研究认知与血小板之
间关系的内容较少，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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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鼓圈治疗对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阴性症状和社会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住院精神分裂

症康复期患者 72 例（按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 ICD-10 诊断标准）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病史在 3 年及以上的住
院患者，随机分为两组，36 例作为研究组，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鼓圈治疗（每周两
次，每次 40~50 分钟，共 12 周）
，36 例作为对照组，给予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常规护理。采用阳性与阴性症
状量表（PANSS）和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FPI）于疗前、疗后 6 周、12 周分别进行评定。结果

①治

疗后 6 周两组患者的阴性量表分（t=2.439, P=0.017）
、PANSS 总分（t=2.331，P=0.0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疗后 12
周两组阳性量表分（t=2.616，P=0.011）、阴性量表分（t=8.386，P=0.000）、一般精神病理评分（t=5.685, P=0.000）、
PANSS 总分（t=7.431，P=0.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②治疗后 6 周两组患者 SSFPI 总分（t=4.298，P=0.000）
、因
子Ⅱ评分（t=2.083，P=0.041）
、因子Ⅲ评分（t=3.966，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 12 周两组患者 SSFPI
总分（t=5.889，P=0.000）
、因子Ⅱ评分（t=4.523，P=0.000）
、因子Ⅲ评分（t=2.427，P=0.01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相比单纯使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护理的患者，给予鼓圈治疗能更为有效的改善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的阴

性症状和社会功能。
【关键词】 鼓圈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社会功能

The drum circle therapy effect on negative symptoms and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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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rum circle therapy on negative symptoms and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sidual schizophrenia. Method

72 inpatients with residual schizophrenia were selected. All patients had a

history of more than 3 years and were treated with regular antipsychotic drug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study
group (36 patients) and a control group (36 patients). The patients in study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rum circle therapy.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 (PANSS) and The Scale of Social function of Psychosis Inpatients (SSFPI)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

①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negative scale and the PANSS total score.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two groups of patients' positive scale,
negative scale, general mental pathology score, PANSS total score differenc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②The sco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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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FPI, factor II and factor III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6 weeks of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SSFPI,
factor I, factor II and factor III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12 weeks of treatment. Conclusion
Using of Drum circle therapy is more effective in improving negative symptoms and social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residual
schizophrenia than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antipsychotic drugs alone.
【Keywords】 Drum circle therapy; Schizophrenia; Negative symptoms; 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国内统计精神分裂症终生患病率为6.55‰。精神分裂症阴
性症状包括情感迟钝、情绪退缩、情感交流障碍、被动淡漠、抽象思维困难、交谈缺乏自发性和流
畅性以及刻板思维等症状[1]。病人的具体表现是安静、合作，不打也不闹，但是生活懒散、行为退
缩等，尤其是患者社会功能往往明显受损，不能参与正常的社会劳动，甚至不能与他人正常交流，
这种情况给患者心理和生理以及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所以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
状，提高其社会功能是目前治疗上的一个重点。而传统的药物治疗在这些方面的疗效有限。音乐治
疗是指具有相应资格的音乐治疗师使用音乐或音乐元素-声音、节奏、旋律、和弦等，通过一个有计
划的过程，推动和促进交流、联系、学习、迁移、表达、组织和其他相关的治疗目标，从而满足来
访者或群体在躯体、情绪、心理、社会和认知方面的需要。音乐治疗的目的是发展个体潜能或复原
功能，从而达到更好的自我整合与人际关系的整合，并由预防、康复、治疗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2]。
鼓圈治疗是音乐治疗的一种器乐演奏形式，其打鼓目的并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一种非药物的特殊行
为治疗方式。它是在音乐治疗师的引导下让每个小组成员人手一个打击乐器，围成一个圆圈，根据音
乐治疗师设定的节奏及主题进行模仿、练习及即兴演奏的特殊音乐治疗技术。患者在音乐活动中获得
了表现自我和感受成功的机会，从而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评价，促进了心理健康[3]。目前关于鼓圈治疗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和社会功能改善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对此进行探讨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住院精神分裂症康复期患者72例，入组标准：①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中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4]，患者以阴性症状为主要
临床表现；②病史在三年及以上；③年龄：20岁~60岁；④无严重躯体疾病。将入组患者随机分为研
究组和对照组，两组入组时在性别（t=0.254，P=0.800）
、年龄（t=0.959，P=0.341）、住院天数（t=1.103，
P=0.275）
、阴性症状量表评分（t=0.595，P=0.554）等一般资料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常规护理；研究组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常规护
理的基础上，给予鼓圈治疗。鼓圈治疗由经过培训的专业音乐治疗师安排进行，一般分为四个部分:
热身节奏模仿、个体和集体节奏互动、情绪标题即兴演奏、配乐声部练习[5]；每周两次，每次60分
钟，连续进行12周。选用PANSS量表和住院精神病人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FPI）[6]于入组时和入组
6周、12周后分别进行评定。PANSS量表的每个项目都有定义和具体的7级操作性评分标准，SSFPI
采用0~4分的五级评分。量表由两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师分别独立评定。评定前进行一致性培训，
kappa值大于0.8。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进行两个独立样本的t检验以及治疗前后的配对样本t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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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治疗前及治疗后6、12周两组PANSS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后6周，两组患者的阴性量表分、PANSS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12周两组阳性量表
分、阴性量表分、一般精神病理评分、PANSS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治疗前及治疗后 6、12 周两组 PANSS 量表评分比较（ x ±s，分）
时

间

治疗前

治疗后 6 周

治疗后 12 周

PANSS 评分

对照组（n=36）

研究组（n=36）

t

P

阳性量表分

21.44±5.47

20.28±6.37

0.833

0.408

阴性量表分

35.11±4.10

35.64±3.40

-0.595

0.554

一般精神病理

40.25±4.69

39.39±5.94

0.683

0.497

总

分

96.81±10.12

95.31±10.93

0.604

0.548

阳性量表分

20.36±5.33

18.31±5.75

1.574

0.120

阴性量表分

32.22±3.79

30.31±2.81

2.439

0.017

一般精神病理

36.61±4.27

35.44±5.43

1.014

0.314

总

分

89.31±9.39

84.03±9.81

2.331

0.023

阳性量表分

19.33±4.90

16.25±5.10

2.616

0.011

阴性量表分

31.14±3.66

24.97±2.47

8.386

0.000

一般精神病理

35.39±4.08

29.67±4.45

5.685

0.000

总

85.97±9.01

70.72±8.39

7.431

0.000

分

2.2 治疗前及治疗后6、12周两组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FPI）评分比较
治疗后6、12周，两组患者SSFPI总分、因子Ⅱ评分、因子Ⅲ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治疗前及治疗后 6、12 周两组社会功能评定量表（SSFPI）评分比较（ x ±s，分）
时

间

SSFPI 评分

对照组（n=36）

研究组（n=36）

t

P

因子Ⅰ

4.58±1.16

4.50±0.94

-0.335

0.738

因子Ⅱ

6.61±1.23

6.69±1.24

0.287

0.775

因子Ⅲ

4.86±0.99

4.92±0.97

0.241

0.810

总

16.06±2.24

16.11±1.92

0.113

0.910

因子Ⅰ

5.15±0.82

5.47±0.94

1.562

0.123

因子Ⅱ

7.47±1.48

8.25±1.68

2.083

0.041

因子Ⅲ

4.92±1.16

5.94±1.04

3.966

0.000

总

17.17±2.46

19.61±2.37

4.298

0.000

因子Ⅰ

5.39±1.46

5.97±1.40

1.728

0.088

因子Ⅱ

7.56±1.36

9.22±1.74

4.523

0.000

因子Ⅲ

5.86±0.99

6.56±1.40

2.427

0.018

总

18.03±2.43

21.50±2.57

5.889

0.000

治疗前
分

治疗后 6 周
分

治疗后 12 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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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作为打击乐治疗的一种形式，鼓圈治疗为患者提供了一个通过音乐和语言交流来表达、宣泄内
心情感的机会。患者在情感交流中相互支持、理解和同情，使各种心理和情感的困扰和痛苦得到缓
解。其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击鼓的演奏方式，让团体的每一个成员学会恰当地表达、宣泄情绪，从而
降低小组成员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提高其自身情绪的自我意识，加强其情绪的控制力[5]。该
技术在欧美国家已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很多经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后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残留有回避、退缩、社会功能明显缺
陷的问题，且加上药物对患者认知等方面不良反应的影响，甚至可能使患者的社会功能受到更大的
影响。有研究发现阴性症状突出的患者，其病情更易复发，会功能受损更严重，长期的社会功能和
职业功能表现更差[7]。国外一些学者也认为阴性症状及社会功能的损害，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患者回
归社会、恢复社会角色和人际交往[8]。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治疗及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应用鼓圈治疗，能够明确
的改善患者的阴性症状及社会功能。在治疗6周后，研究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的阴性量表分、PANSS
总分以及SSFPI总分、因子Ⅱ评分、因子Ⅲ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疗后12周，两组阳性量表分、
阴性量表分、一般精神病理评分、PANSS总分以及SSFPI总分、因子Ⅱ评分、因子Ⅲ评分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并且这些差异更为显著。而对于患者的阳性症状，研究组在给以鼓圈治疗6周后，与对照
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治疗12周后两组患者阳性症状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据此结
果考虑鼓圈治疗对于患者阳性症状也有一定的改善，且治疗时间越长，效果越显著。但根据以往文
献，未发现相关研究结果报道，此结果需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证实。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鼓圈治疗对于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以及其社会功能方面有着明
确的疗效，且治疗时间越长，疗效越显著，而鼓圈治疗在对于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并未出现任何的不
良反应及负面影响，但这仍需进一步的观察与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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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医疗人员针对自杀干预的标准化
培训研究进展
王智慧
山西省荣军康宁医院
【摘要】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关于预防自杀的标准化训练方案，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医疗急救人员对于自杀干预的
标准化训练方案的思考与探索，而我们的目标是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自杀干预训练模型，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后续
评估。目前，已经确定了可以改进自杀预防的五个关键领域，而EMS（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医生、护士、护理人员）
针对自杀干预进行适当化的培训训练便是改善自杀预防的一个关键因素。文章通过国外关于EMS人员的自杀干预标准
化培训研究，为国内EMS人员结合国情进行针对自杀预防的标准化培训方案提供新的思路及研究方向。
【关键词】中国；急救医疗人员；自杀干预预防；标准化培训

本文主要针对紧急医疗服务(EMS)提供者(医生、护士、护理人员)的自杀干预技能的标准化训练
及方案进行探讨。
目前，已经确定了可以改进自杀预防的五个关键领域 1:
（1） 预防自杀的训练方案;
（2） 高危病例的鉴定方法;
（3） 治疗精神障碍;
（4） 限制使用某种潜在的自杀方式;
（5） 提高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通过媒体、公共卫生运动等传播信息。
因此，改善自杀预防的一个关键因素便是对 EMS 人员进行适当的培训。由于此类人员缺乏评估
自杀风险的知识和适当的技能，从而导致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采取疏忽的做法。人们普遍认为，公开
宣称自己想要自杀的人只是在情感上控制欲强，不会看到他们的威胁。在急诊室里，通常的做法是
治疗自杀未遂所造成的创伤，并将病人释放到他/她承诺不再做的事情上;而且也没有提供心理健康专
家或心理援助。因此，至关重要的是，EMS 应该准备在自杀预防干预领域开展工作。而 EMS 人员的
心理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即识别潜在的痛苦情况并识别自身内部压力症状的能力。重要的是，作
为一种预防措施，EMS 获得的培训和技术被证明是有效的压力管理 2。
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关于预防自杀的标准化训练方案。外国机构、高等教育学校和其他参与培训
卫生保健专业人员的教育机构也不提供一致的、标准化的预防自杀干预的培训[3,4]。因此，通过现有
的教育项目提供的培训和在自杀干预领域应该采用何种专业知识和培训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 5。
但是，这不影响我们医疗急救人员对于自杀干预的标准化训练方案的思考与探索。除外其他因
素外，我们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对待自杀是比其他办法更能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医务人员
存在对适当的技能、专业自杀干预知识、和处理潜在的自杀患者等方面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
方面：
（1）对于那些真正想自杀的风险迹象几乎有一半的专业错误解释，而三分之二的想自杀的人不
相信他们的能力和技能能够提供适当的帮助；
（2）过时的观念和普遍的错误观念在医学专业人士和高级专家中尤其普遍，他们对心理支持系
统的有用性感到强烈怀疑；
（3）对那些有自杀风险的人来说，医疗保健的改善受到专业的狭隘和缺乏知识和动机的阻碍；
（4）几乎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感到没有动力参加新的培训，而另一些人则同意只参加他们规定
的责任范围内的专业要求或者是合同需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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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研究表明，特殊培训可能会改变消极态度。接受培训的人对自杀预防的态度更为有
利 。大多数研究表明，为了实现自杀率的稳定和长期的降低，不间断的训练是不够的，还需要持续、
重复和标准化的自杀预防训练，并且应该更多的努力去评价现有的培训方案，包括进一步提出实际
的建议和改进，允许合理分配资源，并建立长期和系统的医疗专业人员培训[7,8]。
训练阶段一：首先的目标是评估 EMS 人员对自杀预防、心理健康、应对压力策略和倦怠综合症
的态度。根据不同水平的 EMS 人员进行差别化的训练与培训。我们发现，在训练前的自杀干预技巧
与自杀预防的态度有显著的相关。
训练阶段二：EMS 人员情绪管理训练，团体心理辅导，尽可能地减少情绪导向的工作。
训练阶段三：培训自杀干预知识、各类方法、注意事项。建议定期进行自杀干预训练与督导练
习。可以利用可视化技术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自杀干预训练，如 VR 技术等。
有一个事实不可置否:相当一部分自杀者符合各种精神障碍的标准。来自其他国家的大量类似研
究表明，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我国独有的。另外，医务人员的心理状况也是不容乐观。如立陶宛国家
对 54 项涉及 17560 名医生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 meta 分析，估计医生的抑郁或抑郁症状的患
病率为 28.8%，
从 20.9%到 43.2%不等。
在土耳其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
47%的护理人员患有焦虑症[9]，
[10]
而在 Albaha 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中，58.3%的护士患有轻度焦虑症 。医学生和住院医师的焦虑症患
病率为 72.26%[11]、
57%[12]、
41.9%[13]。
医学生和青年医师的自杀意念比率为 7.5%[14]，
11.2%[15,16]，
14%[17]。
欧洲的另一项研究发现，78.3%的医院医生处于困境中时从未寻求过专业帮助来治疗抑郁/精疲力竭
[18]
。研究进一步表明，当面对医疗疾病和心理压力时，大多数医生会给自己开具处方和其他形式的
，
，
自我治疗[18 ,19]。似乎医生通过否认和回避来例行公事地处理压力或心理问题，尽管这是有问题的[20
21]
。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公开承认自己需要帮助，这是被认为的耻辱。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
污名化的恐惧可能早在他们在医学院的时候就开始了[22,23]。
由于 EMS 人员职业工作的特点，对工作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以及工作中的压力，会感到
精疲力竭，而情绪导向的应对则会增加工作倦怠的风险。在其他国家进行的研究表明，EMS 人员缺
、
乏相关知识、缺乏训练、对自杀的消极态度以及自杀领域的医疗保健不足(24 25)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
性，消极态度影响患者，导致他们的无价值感、绝望感和排斥感[26]。至此，我们可以假设一个结论:
自杀干预技能与自杀预防的态度有积极的联系:对自杀预防的态度越消极，自杀干预技能越低。大多
数在急诊室工作的护士和医生都对预防自杀持怀疑态度[27]，而救护人员则表示他们没有接受过与自
杀病人一起工作的训练[28]。现实中，许多医疗专业人员不能识别那些有自杀风险的人，也不能正确
处理那些有自杀倾向的人。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因素：
（1）缺乏有关自杀的相关专业知识;
（2）对自杀持有消极态度;
（3）缺乏评估自杀风险的技能;
（4）缺乏人力资源和时间;
（5）缺乏支持和监督;
（6）没有明确的自杀干预指导方针或蓝本，以指导认识自杀的风险以及对其威胁如何作出适当
的反应。
由于专业的无能和文化上根深蒂固的对待自杀的态度。使得我国老年人和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
态度有很大的不同。年长的医疗保健提供者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接受了不同的培训，尤其是在自
杀领域，擅长于对自己心理的保护。年轻的医疗人员对创新更开放，更容易接受新思想，更宽容。
因此，年轻的 EMS 人员更倾向于拥有更好的自杀干预技能，但他们也更容易精疲力竭。
借鉴一下其他国家自杀干预训练的效率数据。在日本，制定了两小时的自杀干预训练课程，包
括如何准确评估风险因素和迹象，为所有专业的第一年住院医师。训练后，参与者的信心和态度显
著改善，但 6 个月后效果有限[34]。在英国，
“风暴计划”(STORM Project)是对一线医护人员进行的一
项简短的教育干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杀患者的评估和管理水平，提高自杀干预的安全性[31]。然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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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项目可能不足以降低人口自杀率[32]。更确切地说，对自杀预防的一致性、重复和标准化的训练，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并且涵盖自杀行为的各个方面[33,34]。因此我们认为，由于目前没有一致的、
重复的和标准化的预防自杀的培训，我们将无法取得有意义的预防性效率。
迄今为止，基本上所有国家只是偶尔采取主动行动，没有一项措施得到适当的评价，以检验它
们对预防自杀的影响。国外研究也评估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对自杀干预技能的改变，并表明
在训练后，自杀干预技能会立即提高。然而，他们也显示，如果不重复训练，在 6 个月后自杀干预
技能的质量没有明显的变化[30]。
我们的另一个目标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自杀干预训练模型，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后续评估。我
们不能肯定地说，在训练后对自杀的态度是否改变。目前还不清楚现有的、先入为主的态度是否会
对自杀干预训练的质量产生重大影响。但这个问题应受到更详细的研究，包括提供持续培训会议和
监测对自杀预防态度的任何后续改变。为了进行更有效的评估，训练阶段一的内容应在培训前、培
训结束后、培训结束后的一、三、六个月进行调查。为了证明重复的和长期的训练提高了自杀干预
的技能，这种训练和评估应该定期和重复地进行。
总之，为了提高 EMS 人员的自杀干预技能，应特别注意自杀预防的态度、应对压力的技巧，以
及持续的自杀干预训练。一般在教育程度较高、工作量更大的 EMS 人员对自杀预防的态度更积极、
应对压力的方法较好，而年龄较轻的 EMS 人员中，其拥有更好的自杀干预技能更为普遍。因此，急
救医疗人员针对自杀干预培训应需要进行差别化的自杀干预训练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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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辅导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
孤独感的效果
武克文 刘俊 邢开阳
山西省荣军康宁医院
【摘要】 目的 探究团体辅导对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孤独感状况的作用。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山西
省某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的封闭和开放病房中挑选30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孤独量表、自尊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的测查。从基线调查中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8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实验，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将80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分为实验组40名和对照组40名，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对实验组的患者
进行9次团体辅导，对照组的患者不采取任何措施。团体辅导结束后，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孤独感
状况、自尊水平、领悟社会支持能力以及满意度进行测查。结果 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孤独感水平无显著性差异
（t=-0.03，p=0.98）
，实验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孤独感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t=3.50，p=0.001）
，实验组和对照组精神
分裂症患者干预后的孤独感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t=-3.76，p=0.001）。结论 团体辅导可能通过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自我认识、人际沟通等方面促进孤独感的改善。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团体辅导；孤独感

The effect of group counseling on the lonelines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u Kewen

Xing Kaiyang

【 Abstract】 Objective The effect of group counseling on the lonelines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Investigation:300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closed and open ward of a mental health specialist hospital in
Shanxi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using random sampling method, and they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 scale, loneliness scale, self esteem scal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80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ho met the criteria were selected from the baseline survey,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40 and control
group 40 by using random sampling method. On the basis of drug treatment, nine group counselings were take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take any measures. After group counseling,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were measured with loneliness, self-esteem,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satisfaction.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loneliness in the control group(t=-0.03,p=0.98),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lonelines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t=3.50,p=0.001),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loneliness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in schizophrenia patients
(t=-3.76,p=0.001).Conclusion Group counseling may improve the loneliness of th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by improving the
self-knowledg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 Keywords】 schizophrenia; group counseling; loneliness

很多人都体会过孤独的感受，孤独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越来越多的人体会着孤独的
感觉以及孤独带来的痛苦[1]。但目前，孤独的大部分研究人群分散在农村留守儿童、青春期的青少
年、大学生以及老年人身上，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孤独感研究的人群较少。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具有高
复发率、相对来说比较慢性的迁延性的重性疾病[2]。患者随着治疗进入康复期之后，阳性阴性症状
不断消失，自知力不断恢复，但心理方面所承受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出现精神和生活方面的孤独。
然而几乎有很少的证据显示药物治疗是能改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的，不少研究表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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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功能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现有功能和长期结果的预测呈高度相关[3-4]，25%-50%的患者即便是药物治
疗取得了最佳疗效，仍有残留的阳性症状[5-7]，有45%-60%的患者常因药物的副作用而不能坚持治疗
[8]
。国内研究结果[9-11]表明团体辅导可以有效提高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治愈率。在心理咨询和治疗中，
团体辅导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团体中，可以帮助患者发展信任的气氛来促进彼此态度以及情感等的
分享,并能将这种信任运用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增进自我接纳和自我尊重、容忍、接受和尊重不同
的个体存在等[12]。因此，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配合心理方面的治疗能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康复。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入住山西省某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标准：(1)符合ICD-10中关于精神分裂
症诊断的标准；(2)UCLA≥33分且PANSS≤60分；(3)病程在5年之内；(4)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5)年
龄在18-50岁之间；(6)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伴有严重的躯体疾病者；(2)酒精
物质依赖、滥用者；(3)精神发育迟滞、存在智力障碍者；(4)严重衰退或冲动兴奋不合作；(5)孕期或
哺乳期的妇女；(6)视听障碍者。从基线调查中选取符合入组标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80名进行实验，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将精神分裂症患者80名分为实验组40名和对照组40名，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年龄、
病程、各量表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备可比性。
1.2 方法
团体辅导，包括预实验和正式实验。预实验，征得患者允许后，从基线调查中采用随机的方法
选取7名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团体辅导，实验结束后根据患者的反应和回馈对团体辅导方案进行部分
修改并完善。正式实验，征得患者允许后，将从基线调查中采用随机方法选取的精神分裂症患者80
名分为实验组40名和对照组40名，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对实验组的患者进行团体辅导，对照组的
患者不采取任何措施。团体辅导共进行6轮，每轮6-10人，每轮进行3周，一周进行3次，共9次，一
次50分钟左右。团体辅导主要从自我认识、接纳自我、情绪调节、积极应对、人际沟通和社会支持
六个方面来进行干预，加上初期的相识和后期的总结，一共9个节次，每个节次50分钟左右，采用封
闭式、结构式的团体形式。团体辅导结束后当天，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用量表进行测量。
一般情况调查表：包含一般的人口学资料，有姓名、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民族、婚姻状
况、身体状况、住院次数和病程。
《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13]：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该量表由7
项阳性症状量表，7项阴性症状量表，16项一般精神病理学量表及3个补充项目(评定攻击危险性)组成，
为7级评分制。
《UCLA孤独量表》[14]：该量表共有20个条目，为4级评分制，通过对大学生、护士、教师等不
同群体的测验表明，α系数均在0.62以上，6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73,7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62，有较好
的信度和效度；UCLA的总分为20个项目的得分总和，28分以下为低度孤独，28-33分之间为一般偏
下孤独，33-39分为中间水平孤独，39-44分为一般偏上孤独，44分以上为高度孤独。
《自尊量表》[15]：
（Self-Esteem Scale，SES）Dobson等和Fleming等报告的该量表的α系数分别为
0.77和0.88，两周后再评定重测相关系数为0.85。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16]：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该量表适用于18岁以上成年
人，用于测试社会支持程度，α系数为0.88，重测信度为0.85，该量表为7级评分，总得分大于12小于
36的为低支持状态，总得分大于37小于60的为中支持状态，总得分大于61小于84的为高支持状态，
总分越高，说明领悟社会支持能力越高。
1.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据录入后，采用SPSS22.0进行统计分析。运用方差分析的统计方法对基线调查中各量表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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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行分析；运用t检验的统计方法对实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的差异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后差异比较
表 1 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后差异（x±s）
前测

后测

t

p

UCLA

46.90±8.17

46.93±8.28

-0.03

0.98

SES

26.30±4.08

28.08±4.55

-2.61

0.01

PSSS

51.43±15.22

54.80±17.97

-1.22

0.23

由表1可知，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孤独感水平（t=-0.03，p=0.98）无显著性差异，孤独水平
为高度孤独；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尊水平（t=-2.61，p=0.01）存在显著性差异，自尊水平有
所提高；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水平（t=-1.22，p=0.23）无显著性差异。
2.2 实验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后差异比较
表 2 实验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前后差异（x±s）
前测

UCLA

后测

44.03±8.15

39.65±9.75

t

p

3.50

0.001

SES

27.78±3.98

28.75±5.21

-1.64

0.11

PSSS

57.30±13.33

61.18±16.57

-1.54

0.13

注释：p＜0.001 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2可知，实验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孤独感水平（t=3.50，p=0.001）存在显著性差异，孤独感
的平均得分由干预前的44.03下降到干预后的39.65，孤独感水平由高度孤独转变为一般偏上孤独，效
果显著；实验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尊水平（t=-1.64，p=0.11）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自尊感的平
均得分由27.78提高到28.75；实验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水平（t=-1.54，p=0.13）无
显著性差异，但领悟社会支持能力的平均得分由57.30提高到61.18，说明干预改善了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
2.3 实验组和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干预后的差异比较
表 3 实验组和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干预后的差异（x±s）
实验组（n＝40）

对照组（n＝40）

t

p

UCLA

39.65±9.75

46.93±8.28

-3.76

0.001

UCLA 前后测差值

-4.38±7.90

0.03±6.04

2.80

0.006

SES

28.75±5.21

28.08±4.55

0.73

0.47

SES 前后测差值

0.98±3.75

1.78±4.30

0.89

0.38

PSSS

61.18±16.57

54.80±17.97

1.75

0.09

PSSS 前后测差值

3.88±15.88

3.38±17.57

-0.13

0.89

注释：p＜0.001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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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可知，实验组和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干预后的孤独感水平（t=-3.76，p=0.001）存在显
著性差异，没有接受团体辅导的对照组的孤独感平均得分为46.93，为高度孤独，接受团体辅导的实
验组的孤独感平均得分为39.65，为一般偏上孤独；实验组和对照组孤独感的前后测差值（t=2.80，
p=0.006）存在显著性差异；实验组和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干预后的自尊水平（t=0.73，p=0.47）
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实验组和对照组自尊水平的前后测差值（t=0.89，p=0.38）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实验组和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水平（t=1.75，p=0.09）无显著性差异，没有接
受团体辅导的对照组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平均得分为54.80，接受团体辅导的实验组的领悟社会支持
能力平均得分为61.18，说明实验组比对照组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平均得分有所提高；实验组和对照
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的前后测差值（t=-0.13，p=0.89）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孤独感前后测没有显著性差异，孤独水平仍为高度
孤独，实验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孤独感前后测存在显著性差异，孤独感水平由高度孤独转变为一般
偏上孤独，效果显著。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尊前后测存在显著性差异，自尊水平有所提高，
实验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自尊前后测没有显著性差异，但也有所提高，实验组和对照组精神分裂症
患者干预后在自尊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这一结果与沈峰[17]等人的研究结果不符，我们认为可能与
团体辅导方案的内容或者团体辅导时间不一致有关；对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前
后测没有显著性差异，实验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前后测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领
悟社会支持能力有所提高，说明干预改善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实验组和对照组
精神分裂症患者干预后在领悟社会支持能力方面没有显著性差异，没有接受团体辅导的对照组领悟
社会支持能力属于中支持状态，接受团体辅导的实验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属于高支持状态，说明团
体辅导改善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领悟社会支持能力。
此次参加团体辅导的患者大多数患者来自封闭病房，本次的研究成果是否适用于其他区域同样
的患者，仍需进一步验证；无关变量的控制不足，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实验结果会受到来自被试身
心状态及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在团体辅导中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会对实验结果产生一定的影
响；由于时间和患者出院等因素，没有对患者进行回访与后期的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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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奎屯市内初班与普通班抑郁现状研究
瞿铭'，钱文胜，叶正红
(1.中国.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奎屯医院精神卫生科 833200
E-mail：xjktqm@163.com Tel：13899548191)
【摘要】目的
法

了解奎屯市内初班及普通班抑郁症状的流行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预防干预研究提供依据。方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奎屯市三所中学共 1335 名学生。采用自编调查问卷、抑郁自评量表(SDS)、青少

年生活事件量表(ASCLE)作为测量工具进行问卷调查，筛查抑郁症状，分析影响抑郁情绪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奎

屯市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总发生率为 34.8%，其中女生、内初班学生、维吾尔族、学习成绩差、家庭关系差、父亲已故
等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P 值均<0.01)。多元回归分析提示：内初班学生、女生、年龄、学习成绩差、人际关系、
学习压力是患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结论

奎屯市青少年抑郁现状较为普遍，尤其内初班学生为甚，应加强对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力开展心理咨询活动，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三个环节相互配合，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关键词】

抑郁；患病率；危险因素；青少年

A Study of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in Kuitun city of XinJiang Province
Qu Ming,Qian wen-sheng,Ye zheng-hong
(Dept. of Psychiatry，Kuitun Hospital of Ili Kazakh Autonomous Prefecture，
Xingjing Kuitun 833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depress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Kuitun city of XinJiang Province. Methods By using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1335 participants
from three middle schools in Kuitun city were selected and surveyed by Self-rating Depressive Scale(SDS). Distribution
features and related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depression was 34.8% among the adolescents,
female and rural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male and urban students, middle school classes in Xinjiang and senior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normal middle school classes and lower grade students(P<0.01). Multiple factors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tudents of middle school classes in Xinjiang, female, older age, students in pool school performance, poor1interpersonal
skills, academic pressure and poor family rearing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depression. Conclusion

Relatively high

incidence of depression exist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Especislly the students of middle school classes in Xinjiang.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d. Adolescents' mental health status should be improved
by interaction among family, school and society.
【Key words】 Depression；Prevalence；Risk factors；Adolescents

抑郁是青少年常见的心理卫生问题，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少等。国外研究发现青少年
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8%［1］
，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青少年抑郁与自残、自杀和物质滥用、伤害
等危险行为有密切关系［2－3］
，初中生1年内自杀意念检出率为13.47%［4］。研究以奎屯市疆内初
中班（简称内初班）及普通班学生为调查对象，对青少年抑郁症状及相关危险因素进行了调查，为我
市青少年心理干预预防研究提供依据，有效提高学生心理健康素质，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的人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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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本科，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精神科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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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16年3～5月在奎屯市三所中学选取初中部三个年级共1338名学
生为调查对象，最终收回有效问卷1335份，有效率达99.8%。其中内初班662人（49.6%）
，普通班673
人（50.4%）
；七年级612人（45.8%）
，八年级423人（31.7%）
，九年级300人（22.5%）
；男生582人（43.6%），
女生753人（56.4%）
；平均年龄（14.03±1.07）岁；汉族640人（47.9%），哈萨克族257人（19.3%），
维吾尔族268人（20.1%）
，蒙古族25人（1.9%）
，回族107人（8.0%），其他民族38人（2.8%）
。
1. 2 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本研究得到伊犁州奎屯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参与调查者均知情同意，
秉承平等、自愿、合作的原则，仅对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对象进行调查。
1.2.1 自编调查问卷
包括：班级类型（内初班、普通班）
、性别、年龄、民族、年级、户口、学习状况、家庭经济状
况、家庭关系、居住条件、抚养情况、父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是否独生子女、父母健康状况等。
采用等级量化评分方式。
1.2.2 抑郁自评量表(SDS)[5]
系William W.K.Zung于1965年编制，用于衡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由20
个条目组成，按1-4级评分，将各项得分相加得总粗分，总粗分乘以1.25后取其整数部分为标准分，
得分53分以上即可能有抑郁症状，分值越高，抑郁程度越重，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
度抑郁，>72分为重度抑郁。
1.2.3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6]
系刘贤臣于1987年编制，适用于青少年生活事件发生频度和应激强度的评定。由27项可能给青
少年带来心理反应的负性生活事件构成，每个事件的回答限定时间为1年内事件是否发生，分为5级
评定。主成分因子用6个因子概括：I人际关系因子，II学习压力因子，III受惩罚因子，IV丧失因子，
V健康适应因子，VI其他。
1.3 心理测试步骤
测试前对测试小组成员统一培训，培训后先对内初班七年级少数民族新生进行预测试。预测试
过程中，同学们对量表中个别词句理解困难的，给予现场解释。在集中群体测试时，采取以班级为
单位，统一发卷，统一测试，统一收卷等形式管理，测试小组成员统一讲解调查目的和意义以及填
写注意事项，要求独立完成并当场收回。调查完毕后，对资料进行整理，采用双输入和核查，确保
资料输入无误。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与处理，对数据采用t检验、χ2检验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等。
所有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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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抑郁症状检出率
结果显示，奎屯市中学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34.8%（465/1335）
，内初班抑郁症状检出率（42.1%）
明显高于普通班（27.6%）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女生抑郁症状检出率为42.0%，明显高于
男生（25.6%）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维吾尔族抑郁症状检出率（50.7%）明显高于汉族（28.3%）、
哈萨克族（37.7%）和回族（29.9%）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九年级抑郁症状检出率（41.3%）
高于七年级（3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农村户口的抑郁症状检出率（39.3%）明显高
于城市户口（27.6%），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学习成绩差的抑郁症状检出率（54.4%）明显
高于学习成绩在在班级前几名（25.6%），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家庭关系差的（63.6%）明
显高于家庭关系和睦（31.3%），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父亲已故的（52.8%）高于父亲健在
（34.1%）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
；不同抚养情况及父母是否离异的抑郁症状检出率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1。
表 1 青少年抑郁症状检出率的比较
调查

抑郁

人数

人数

内初班

662

279

42.1

普通班

673

186

27.6

男

582

149

25.6

女

753

316

42.0

汉族

640

181

28.3

哈萨克族

257

97

37.7

维吾尔族

268

136

50.7

蒙古族

25

7

28.0

回族

107

32

29.9

其他

38

12

31.6

七年级

612

192

31.4

八年级

423

149

35.2

九年级

300

124

41.3

农村

830

326

39.3

城市

500

138

27.6

班级前几名

242

62

25.6

班级中等以上

569

180

31.6

班级中等以下

427

172

40.3

差

90

49

54.4

关系和睦

1039

325

31.3

关系一般

160

78

48.8

关系差

11

7

63.6

父母分居

7

4

57.1

父母离异

72

25

34.7

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

37

19

66.7

是

1282

437

34.1

否

53

28

52.8

一般情况

班级类型
性别

族别

年级

户口

学习状况

家庭关系

父亲健在
注：* 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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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

X2 值

P值

30.944

0.000**

38.727

0.000**

44.795

0.000**

8.842

0.012*

18.730

0.000**

32.432

0.000**

32.163

0.000**

7.877

0.005**

2.2 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是否抑郁为因变量，班级类型、年级、民族、性别、年龄、户口、学习状况、家庭关系、父
亲是否健在、青少年生活事件各因子为自变量，采用进入法（Enter），做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班级类型、年龄、性别、学习状况，青少年生活事件中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
因子均可列入回归方程。详见表3。
表 2 青少年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EXP(B) 的 95% C.I.
自变量

B

S.E,

Wals

P值

Exp (B)
下限

上限

班级类型

-0.769

0.176

19.035

0.000**

0.463

0.328

0.655

性别

0.781

0.127

38.064

0.000**

2.184

1.704

2.800

年龄

-4.227

1.014

17.381

0.000**

0.015

0.825

1.061

学习成绩

0.498

0.075

43.633

0.000**

1.646

1.420

1.908

人际关系因子

-2.118

0.157

182.250

0.000**

0.120

1.077

1.156

学习压力因子

0.060

0.015

16.748

0.000**

1.062

1.032

1.092

注：*P<0.05，注：**P<0.01

3

结论

研究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有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34.8%，与国内研究结果20~40%一致[7，8]，
说明奎屯市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发生较为普遍。研究以内初班和普通班为主体，结果显示内初班抑郁
症状检出率（42.1%）明显高于普通班（27.6%）
。原因：一、内初班学生采取封闭式管理模式，长期
与家人分离，来自家庭支持及温暖关怀的减少；二、正值青春期，面临周围学习和生活环境的巨大
改变；三、90%以上为少数民族学生，大多来自边远农牧地区，经济及生活条件相对落后；四、内
初班学生升学欲望强烈，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比普通孩子更容易产生心理和行为问题，与国内
有关报道一致［9］
。结果足以警示学校管理人员，加强这一特殊群体的引导和教育，加强对学生心
理问题及适应环境的排查。
影响抑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状的检出率维吾尔族（50.7%）高于汉族（28.3%）、
哈萨克族（37.7%）及回族（29.9%）
，可能与民族间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及遗传因素等有关。女
生（42.0%）明显高于男生（25.6%）
，可能与女性青少年青春期普遍较男性提早到来，在相同应激条
件下，女性的情绪体验更为深刻[10]，与国内研究结果一致[7，11-13]。九年级抑郁症状检出率（41.3%）
高于七年级（31.4%）
，说明随着年龄增长，高年级学生面临来自各方面压力更大，自己尚未具备足
够能力来应对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同龄人之间缺乏交往能力。农村户口的（39.3%）明显高于城市
户口的（27.6%），与国内有关研究结果一致[14]。学习成绩差的（54.4%）明显高于学习成绩好的
（25.6%）
，提示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承受来自同学之间、家人及老师的压力，更易产生抑郁症状。家
庭关系是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家庭不和睦，与父母分离，缺乏父母关爱的孩子易产
生心理疾患，研究中家庭关系差的（63.6%）明显高于家庭关系和睦的（31.3%），与国内其他研究结
果一致[15]。
结果显示抑郁症状发生率有人群分布特征,提示学校应注重对特定人群心理问题的关注，特别关
注：内初班、维吾尔族、高年级、学习成绩差的女生。在配备心理咨询室和心理辅导老师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必要时请精神科专科医
生帮助开展心理干预和心理疾病治疗。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内初班、高龄、女性、学习成绩差、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压力大是惟患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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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症状的危险因素，这与国内相关研究结果一致[16]。进一步提示内初班、髙年级、学习成绩差的女
生更易出现抑郁症状。人际关系不良是目前青少年普遍存在的问题，家长及老师要培养孩子的交往
技巧，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虽然目前奎屯市初中学校都成立了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和专门的心理辅导室，但学生心理健康问
题严重。学校应该有针对性的对中学生及早开展对抑郁症状的预防，建立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开展
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帮助学生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缓解学生学习压力，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多方重视，相互配合，有
效改善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培养出适应社会竞争的人才。
研究的局限及不足：研究人群均为初中学生，未涉及完整的青少年时期；研究对象为我市部分
中学生，必要时在全疆范围开展相关调查，为我区中学生制定抑郁症状的预防、早期识别，建立心
理危机干预机制提供依据。影响抑郁症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我们考虑的只是个别因素，较为片面，
未对出现抑郁症状的学生做深入精神访谈，可进一步介入诊断及其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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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家庭心理健康及心理援助研究进展
朱智佩 方黎 周国权 1 鲁威
（1.上海市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0065
通讯作者：周国权，E-mail: 13918764227@139.com）
【摘要】目前我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的社会心理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亟待建立
完善的全方位社会支持体系，尤其需要进一步重视失独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干预的研究，加强失独家庭心理援助
的主要途径和内容，成立心理服务专业团队。对失独家庭开展持续的心理援助及干预，为政府完善相关政策提供参
考依据，促进心理服务和干预的长效机制的建立。因此，研究失独家庭心理健康问题具有极为迫切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意义。
【关键词】失独家庭、心理健康、心理援助、干预策略

【Abstract】Currently, there are more than a million families wholost of one-child in China, and 76,000 new families
have been added each year.Lost of one-child family social psychological proble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establish perfect all-round social support system, especially need to be further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lost of one-child group and intervention study, the main way to strengthen the loss of one-child family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and intervention, set up psychological service professional team.To carry out continuous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and intervention for the family who lost one-chil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improve relevant policies, and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psychological service and intervention.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urgency to study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the family.
【Key Words】Lost of one-child family;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intervention strategy

1

前言

自 1982 年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并定为基本国策，实施三十多年来我国产生数以亿计的
独生子女家庭。2001 年国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规定：独
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父母 50 周岁以上，只生育过一个子女、现无存活子女且难以再生育的
家庭（称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即失独家庭），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据统计，2012
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 7.6 万个[1]，上海失独家庭近 4 万户，亟待建立完善的全方位
社会支持体系。
国内目前日渐重视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上对失独家庭的研究，从政府、社会、宗教等不同主
体的救助作用[2]，到申领扶助金、健康体检、上门探访和定期活动等内容[3]，加强对老年失独父母养
老体系的保障[4]，完善失独家庭援助模式向“全覆盖、保基础、多层次、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然而失
独群体年龄大、孤寡偏多，且独生子女死亡的创伤经历及因失独带来的家庭经济功能、家庭结构及
社会关系的损害，使其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5]。近几年失独家庭的心理问题及心理援助的研究也
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重视。

项目名称：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2016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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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失独群体心理健康现状

2.1 心理问题的理论基础
根据美国儿童精神病学家约翰鲍比博士最早在 1950 年代提出的依恋理论[6]，在丧亲事件发生以
后，原有的情感依恋关系都将被迫剩离。父母在失去孩子之后会感到震惊、木然、怀念、绝望，心
理上会出现不真实、隐藏自己及麻醉自己的感受。然后随着时间发展，通过情感依恋关系的重建，
失独父母消化所失去的东西并重新审视定义生命的意义进入一个较为平缓的恢复期[7,8]。
失去子女是显著性的精神病理性症状的预警因素[9]，亲属普遍存在创伤反应[5]，易引发创伤后应
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等精神疾病。失独父母难以应对失去独生子女这种
异乎寻常的灾难造成的伤害，陷入急性应激障碍阶段，此时对家庭成员进行心理疏导，提供全面的
压力管理方法，他们可能会逐步痊愈，而若发展成 PTSD，主要以依恋关系重建为导向进行心理治
疗[8]。
2.2 失独后的心理状态
失独哀伤过程的复杂性及其特征具有多样性，目前综合研究认为失独父母的心路历程大致经历
3 个阶段包括回避/否定阶段、哀伤/防御阶段、新生/解决阶段[10]。前两个阶段中，失独父母会备受
痛苦的煎熬，甚至会产生“独生子女还没有去世”之类的幻觉，并且伴随自暴自弃的倾向，破坏家庭
功能，使家庭、社会关系陷入失衡状态[11]。汶川地震后一年失去一级亲属的幸存者的创伤后应激障
碍和抑郁发病率分别为 65.6%和 64.8%[12,13]。
到了第三个阶段，时间并不足以治疗他们的伤痛，自然自愈非常困难，不少失独父母相信子女
虽然去世，依然保持与孩子的持续性联结，而这种持续性联结主要有 5 个方面：看见逝者、整理与
保留遗物、祭奠与纪念、梦的联结和内在化联结[14]，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觉得孩子陪伴左右，可以
使他们更好地重新生活，所以在进行心理援助或哀伤辅导时，心理工作者需要考虑到文化的特殊性
和现象的普遍性，帮助重构生命意义感对于失独父母的身心发展以及未来社会适应能力的形成将有
非常重要的影响[15,16]。
2.2.1 情绪反应
失独创伤哀伤过程情绪反应强烈，常见的情绪反应包括悲伤、焦虑、抑郁、恐惧、愤怒、自卑、
情感体验缺失、体验不到喜乐/正性的情绪、自我效能感差等[17]，常因为他人不经意的举动哭泣会渐
渐变得极度敏感和脆弱[18]。
2.2.2 行为反应
由于失独，又没有及时心理舒缓，内心冲突挫败感无法排解，部分失独群体内心的这份冲突会
转化为外显的行为。具体的行为问题常表现为：逃避与回避，退化与依赖，敌对与攻击，物质滥用
等行为。他们缩小了自我的生活空间，减少了与外界的接触与交流，过起了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
梁明辉等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评测 50 名失独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其中有 44%的人有过自杀
经历，有 54%的人失独后迁居异地，有 48%的人几乎从来不进行社交活动，有 6%的人几乎从不进
行娱乐活动[19]。失独父亲与失独母亲在悲伤情绪的应对和处理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父亲多数选择
沉默，而母亲则是哭泣、叙说或其他宣泄的方式比较多，她们会把自我内心的痛苦倾诉出来。
2.2.3 认知反应
失独者受损明显的是认知功能，他们普遍存在严重的负性认知思维，那么构建关于丧失的理解
和意义重建，能够帮助其从失去亲人的打击中慢慢恢复[20,21]。Murphy 等对 175 个因意外、他杀和
自杀而失去小孩的父母进行了五年的随访，结果显示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在小孩去世早期（4 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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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22]。
2.2.4 生理反应
失去独生子女使得父母承受巨大的情绪痛苦，显著的行为改变和生理不适，而往往对他们的生
理健康有很大的直接影响[23]。研究显示失独父母的身体健康令人堪忧，常见生理反应有：睡眠异常、
多梦、胃口差、乏力等[24]，他们罹患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更高，而女性总体
健康状况弱于男性[20,25]。
2.3 影响因素
、

、

心理服务工作人员在与失独家庭接触时，了解造成他们心理创伤的各方面影响因素[24 26 27]，有
助于进行知情意等全面准确的心理评估，有利于后续采取合适的干预方式。客观因素方面主要包括
人口学相关资料和独生子死亡的事件过程[25]：失独家庭所在地区及经济水平、独生子死亡的时间是
否有缓冲期、死亡的原因和方式及对他人是否造成影响、独生子目前婚姻家庭阶段是否成家有后等
[28]
；而主观因素方面主要包括：死亡过程受社会文化影响及父母卷入的程度、家庭关系是否紧张、
社会支持情况、失独父母的人格特征等。

3

心理援助服务情况及干预基本策略

不同地区均已开展对失独家庭的心理健康水平调查和心理服务，结果显示失独父母精神状态差，
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低于正常人水平[7]，而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对维
持良好的情绪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支持越多，失独者的生命意义感越强[15]，他们参与同命人团体活
动意愿高[29]，加入失独自组织的失独家庭与没有加入失独自组织的失独家庭相比，得到的正式社会
支持更多[30]。
我国人口政策的特异性及失独被试获取存在一定困难，失独群体的心理干预还比较少，但干预
效果显示对失独家庭的焦虑、抑郁情绪有明显改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活质量。目前主要干预方
式有团体心理辅导、小组工作介入、哀伤辅导等[31,32]，而心理干预的模式主要有心理动力模式、家
庭系统模式、认知行为模式[33]。
3.1 基本策略及干预伦理
学者总结出心理援助时应遵循的基本策略[34,35]，简要归纳如下：心理工作者首次接触失独家庭，
不要基于介入悲痛期，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寻求被接纳；做好被拒绝的准备，陪伴失独家庭度过
哀伤；帮助失独者促进自我疗愈，倡导加入积极性的自助团体，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增强抗逆力；
可从帮助处理丧事、寻找可利用信息、提供相关政策咨询等方面做起，而不是一味语言安抚，解决
他们的实际需要；要做长期伴随式服务的准备，通过多种方式保持联系，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
在进行心理援助/干预时需要考虑相关伦理问题[36]。心理工作者应避免歧视，不强加价值观，不
因服务对象的文化、出生、性别、年龄、语言、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等而区别对待；不
贬低其他专业人员，参与媒体工作要依据专业进行劝导和评论，尊重事实，尊重隐私，为服务对象/
失独父母谋取最大的福祉；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尊重当地政府的管理安排及决策，帮忙不添乱；
不夸大能力和效果，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专业性质和责任。更值得强调的一点是，面对失独家庭承受
沉重的痛苦时，心理工作者学会自我保护、自我保健，明确自己的胜任力，提供合理的措施，给予
适当的选择，避免二次伤害。
3.2 服务方式
3.2.1 社会小组工作
社区提供的以归属感为表现形式的心理支持是其他单位所不可超越的[37]，失独家庭根据个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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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需求，加入社区有目的的成熟的小组，提高社会生活功能，在小组活动互动中建立关系，获得
成长经验。目前常见的是失独父母群体进行自发的组织活动，形成自助小组，建立相互的社会支持
网络，有相同经历的家庭相互安抚、帮助，稳定情绪，重建生活秩序。
通过自助小组的方式，自身获得帮助的同时，还可以帮助遭遇同样困境的其他父母，使得这个
群体内部可以共同扶持，分享资源，以此也可以在另一个层面实现自己的价值[38]。
3.2.2 心理咨询与治疗
首先在心理教育层面，各专业机构定期开展有组织有计划有专题的心理健康讲座，设立社区专
门的心理健康服务点，能随时为失独者提供心理疏导的服务[39]。
常用的心理治疗技术主要采用认知行为疗法，个体和团体皆可，通过改变失独父母负性思维：
过分概括化、个人化、极端化思考等认知歪曲，帮助他们在认知的层面上架构出正确的观念，引导
他们以合理的认知、健康的心态来面对失去独生子女的事实和现状[40]。专业性的团体心理干预小组
能够明显改善失独家庭成员焦虑、抑郁情绪，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生活质量[32]。
同时，叙事理论和叙事疗法的相关技术结合贯穿整个失独者心理重建叙事过程，失独父母将创
伤事件变成一个讲述的故事，并内化为自己生命中的宝贵资源的疗愈方法是适合失独者的心理需求，
促进人格的自我整合[41]。

4

思考

研究均表明当前对失独家庭的心理援助存在许多不足：服务提供者组织形式多元，服务内容与
失独家庭需求不匹配，缺乏制度性连接机制和统一性，尤其是心理援助服务人员缺乏专业训练，国
内仅见一篇关于失独者心理干预人员规范化培训研究的报道，且精神心理健康类具体干预情况的内
容甚少涉及。
综上，我国文化背景下，失独家庭成员的余生面临养老、收养、心理、医疗、社会关系等各方
面的现实问题，而心理健康是最基础的保障，失独家庭的哀伤心理反应有其特殊性，心理援助工作
任重道远，亟待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基层社区为载体，全社会联合，形成有效的社会支持网络，
构建完善失独人群整体到个人全面的心理干预方案，提升心理服务的意识和能力。从全面评估到干
预，根据不同个体选择合适的介入方法，达到改善失独者心理健康状况的目的，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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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干预对城市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
戴新萍
甘肃省武威市精神卫生专科医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心理干预对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使用老年抑郁量表(GDS)、孤独量表(UCLA)
和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MUNSH)，筛选出30例有抑郁症状、孤独、主观幸福感较低的空巢老人,进行为期3个月
的心理干预,于干预前和干预后用GDS、UCLA和MUNSH量表进行测试,比较干预前后的测试结果。结果 ①心理干预
前的GDS、UCLA和MUNSH各被干预成员间无显著差异；②干预组心理干预后的GDS总分、UCLA总分低于干预前
(P<0.05),MUNSH总分高于干预前(P>0.05)。结论 有效的心理干预能减轻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和孤独感,增强其幸福感,
提高生活质量。但远期治疗依从性和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评估。
【关键词】 心理干预；空巢老人；生活质量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中可以了解到，自2001年起，我国已正式进入到
快速老龄化阶段；目前我国空巢老人家庭约占老年人家庭的25%，预计到2030年空巢老人家庭将占
到90%[1]。空巢老人[2]”，一般是指子女离家后的中老年夫妇。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速空巢老人
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当子女由于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而离家后，独守“空巢”的
中老年夫妇因此而产生的心理失调症状[3]，主要的症状是心情郁闷、沮丧、孤寂，食欲减低，睡眠
失调，幸福感降低。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又被称为生存质量或生命质量。生活质量是生
活得"好不好"。生活质量须以生活水平为基础，但其内涵具有更大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它更侧重于
对人的精神文化等高级需求满足程度和环境状况的评价,主要是指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功能三方面
的状态评估[4]。空巢老人常常感到孤独、抑郁、幸福感降低，尤其独居空巢老人在这些方面表现的
更加严重。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本地区老年人较集中的3个社区，在所在区居委会的协助下选取45户共60位空巢老人作为工
作对象，由有心理咨询师资质人员使用老年抑郁量表(GDS)孤独量表(UCLA)和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
量表(MUNSH)筛选出30名GDS评分<20分；UCLA评分在35-45分之间，MUNSH评分在0-10分之间，
年龄55-80岁，平均年龄62±3岁；其中男性8人，女性22人；独居13人，其中男性5人，女性8人。入
选干预对象均为本地区铁路退休职工，在经济状况、文化水平方面无明显差异。排除标准：严重躯
体疾病，有听力障碍、智力障碍者，文盲，经济困难者。
1.2 方法
设定干预期为3个月。筛选前对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对被试者说明调查目的、意义及解读答
卷方法，由被试者自行填写问卷，干预组人员对问卷进行计分，选取符合干预要求的对象，并签署
知情同意及服务协议。与社会区活动“党员进社区一对一帮扶活动”协同工作，帮扶党员对空巢老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给予帮助，心理干预组成员针对空巢老人们的精神问题给予干预，主要方
法采取团体心理辅导和个体心理干预。具体方案如下，团体心理辅导的内容为：1）讲座，普及老年
人常见心理问题及应对措施；2）运动疗法，短距离徒步，健身操、太极、书画等；3）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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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干预租的老人组织到一起，在心理干预小组的引导下进行设定主题讨论和人际交往训练，让他们
学会正确宣泄自己的情绪；开放自我，寻找认同感，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消除孤独感，相互
支持和沟通，保持心理平衡，增强幸福感；4）工娱疗法：主要以组织空巢老人发挥特长，才艺表演
为主，跳舞、唱歌、乐器、相声等，调动积极主动性，重建兴趣爱好，提升自信。以上活动每周一
次，活动时间2-3小时。地点为社区老年俱乐部。个体心理干预的内容为：1）支持性心理治疗主要
是陪聊，心理咨询师利用倾听、共情、解释、指导和建议等支持下心理治疗方法帮助老人宣泄不良
情绪，加强人际沟通、排解孤独寂寞感；认知行为治疗是帮助老人改变不良生活习惯，培养兴趣爱
好，积极参与集体活动，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和规划余生。个体心理干预地点多为老人家里或户
外散步方式，每周一次，每次约1小时。3个月后评定干预效果。干预组成员均为国家级三级及以上
心理咨询师。
统计学方法：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P<0.05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在SPSS 11.5
统计软件包上完成。

2

结果
通过对30位空巢老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社区综合性心理干预后，对治疗的30位空巢老人再次使

用老年抑郁量表(GDS)孤独量表(UCLA)和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MUNSH)由参与组人员指导测
评，并统计比较。通过对心理干预前后入选组空巢老人抑郁情绪、孤独感和主观幸福感的比较，心
理干预前，干预组成员之间老年抑郁量表(GDS)、孤独量表(UCLA)、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
(MUNSH)无显著差异(p>0.05),3个月后老年抑郁量表(GDS)分值、孤独量表(UCLA)较干预前比较显著
降低，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量表(MUNSH)分值明显提高。均有显著性差异(p <0.05)
心理干预前后干空巢老人 GDS、UCLA、MUNSH 比较（x±S）
干预前

干预后

p

GDS

19.31±2.64

6.33±1.86

<0.05

UCLA

52.21±9..61

28.66±8.29

<0.05

30.12±5.34

<0.05

MUNSH 10.23±3.25

注：与干预前比较 GDS、UCLA、MUNSH 均 p <0.05，差异有显著性

3

结论

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和幸福感降低与其长期孤独寂寞程正相关[5]。空巢老人孤独感及生活质量
的归因探索多，心理健康维护与疏导的实践性研究少。我们从空巢老人心理失衡的几个方面孤独感、
幸福感降低及抑郁情绪几个方面进行干预，借助党员进社区一对一帮扶活动解决空巢老人生活中的
实际性困难，为我们的心理干预治疗提供了有力保障。孤独寂寞感是空巢老人最普遍的心理状态，
这种情绪会导致老人情绪低落、行为能力下降，记忆力和判断力衰退，社会功能减退，生活自理能
力下降、躯体化症状增加，严重影响老人们的生活质量。社区心理干预治疗作为一种简便易行、经
济适用的心理干预手段，能有效干预减轻空巢老人们的心理问题，减轻和改善空巢老人们的孤独感
及抑郁情绪，增强其幸福感。在普及常见心理问题的过程中，灌输健康生活理念，帮助老人培养和
重拾各种兴趣爱好，集体活动使空巢老人们积极参与社交，交流沟通，建立良好的人际交往关系，
消除孤独感，相互支持和沟通，保持良好的社会功能，增强幸福感，能有效改善空巢老人的抑郁情
绪，摆脱对子女的依赖。个体的支持性心理干预原则是提供空巢老人所需要的心理上的支持，陪聊、
认知治疗，达到消除孤独感、消除抑郁情绪和改变不良行为的目的。同时，帮助老人与子女、亲友
沟通，鼓励他们关系老人，加强情感联系，增强社会支持系统对空巢老人生活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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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综合性心理干预能显著改善空巢老人的孤独感、抑郁情绪，提高其幸福感。团体
辅导和集体讨论、运动疗法使得老人在互动中愿意表露自己，分享经验、宣泄不良情绪，缓解压力，
在互动中减轻孤独感、满足空巢老人爱与归属的需要。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还与经济状况
和社会支持系统有关[6][11]
良好的经济基础是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的基本保障。空巢老人群体的特殊性，决定了生活照料也
是他们面临的一大问题，良好的社会支持的个体拥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干预可以甘肃空巢老
人的社会支持系统，进而提升他妈的主观幸福感，提高生活质量。社区“党员进社区一对一帮扶活动”
从生活照料上确实解决了空巢老人一部分生活实际困难，排除经济困难者，以便减少影响生活质量
的基础因素，使我们的心理干预更侧重于对空巢老人心理需求的满足，也是心理干预顺利实施的必
要保证。我国已全面进入老年社会，由于个人、家庭、社会等综合因素，空巢老人不断攀升，提升
社区综合性支持服务、进行心理健康维护与疏导，有利于提高空巢老人的生活质量，心身健康，安
享晚年[7]。研究结果表明心理干预对减轻城市空巢老人的抑郁情绪和孤独感,增强其幸福感有显著的
效果，但远期治疗依从性和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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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毒自杀病人精神心理因素探析
吴亚峰

1

（1.甘肃省陇南市礼县第一人民医院心身科，甘肃 742200）

1

原理

从生理学的角度分析，患者由于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其大脑皮层兴奋扩散，认识的活动范围缩
小，分析能力受到抑制，自制力减弱，造成人的精神负荷过重，修养及个人心理素质差着便采取自
杀行为以求解脱。探讨服毒自杀患者的不同心理状态，探讨服毒自杀患者的原因及心理问题，服毒
自杀患者救治后的心理特点主要表现为四种类型，分别为紧张恐惧、悲伤失望、烦躁易怒、情绪稳
定自如。

2

临床意义

随着社会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市场竞争加剧与生活节奏加速，人们生活方式的变迁，所引起
的心理应激反应增加。使人们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服毒自杀呈上升趋势，服毒自杀直接威
，
胁着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给家庭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 如何对服毒患者进行正确的心理治疗
是在抢救工作中取得患者配合治疗和康复的关健。因为以往我们只注重抢救患者生命，病人生命抢
救过来，但他们心理的消极状态仍未改变，可导致再次自杀行为。因此做好服毒自杀患者心理因素
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对不同的服毒自杀患者，根据不同的心理特点，采取不同的心理治疗对策，可以起到良好的效
果，是挽救患者生命的重要措施。对服毒自杀患者进行及时的抢救及正确有效的治疗以改变患者不
良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增强病人活下去的信心。对服毒患者进行正确的心理分析和治疗干预，是治
愈患者的关键。对患者的全面康复起积极作用。

3

实施过程

3.2 临床资料
选择我院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4 月收治的 99 例服毒自杀患者，其中男 39 人，女 60 人，年龄
12 岁-87 岁，平均年龄 35.34，选择有机磷类药物 78 例，镇定剂 10 例，百草枯 11 例，本组病例通
过住院期间心理分析后实施心理治疗，起到良好效果，出院后适应生活能力增强、自信心增强，未
出现再次自杀现象，对生活充满信心。
3.2 服毒患者原因分析
3.2.1 个人因素
由于每个人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心理素质不同，从而使每个人在遇到挫折困难时，所持的态
度不同，服毒患者多数性格内向、孤僻。不愿表达自己的想法，遇到实际问题和困难情绪不稳，多
有焦虑，缺乏与他人沟通，易产生轻生厌世心理。农村患者居多，另外农药在农村使用广泛，但缺
乏规范管理，农药乱放，剩余药瓶随处可见，青壮年大部分外出打工，剩余人多为老人，妇女，儿
童，遇到不顺心的事易产生轻生念头，农药一喝一了百了。
3.2.2 婚姻家庭因素
家庭矛盾和婚恋问题是最主要的，自杀原因在我国特别是农村，女性生活的重心在家庭，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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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承担生育。抚养子女，分担家庭经济收入等生活压力，还常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大多数女
性又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利益，往往选择沉默。不能及时地宣泄情绪，故女性在遇到夫妻感情不和，
第三者插足，分居或离婚等更容易选择自杀。另外青年男女由于失恋。热恋中受到别人干扰。往往
以自杀摆脱痛苦。女性感情脆弱，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另外，婆媳关系不和、父母及子女之间的
矛盾、兄弟姐妹之间的矛盾、当得不到家人的理解，患者会感到生活一片茫然，失去重心。是引发
服毒自杀的心理问题。
3.2.3 社会因素
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加大，使人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环境，从而是人际关系紧张，
如同事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作负担过重，学习负担过重，升学就业不理想，社会竞争带来的一系列
问题。心理调节失衡。容易厌世，产生轻生念头。
3.2.3.1 从年龄分析
患者以 20-30 岁多见，这与年青时期性格尚未成熟，急躁，易冲动有关。这一年龄组一般多面
临升学、就业、恋爱、经济、人际关系等问题，社会应激因素较多、当遇到挫折时，不能妥善处理
而采取过激行为 2。
3.2.3.2 从性别分析
女性的明显高于男性 2，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与男女生理及性格特点不同有关。从生理上讲，女
性随着月经周期性变化，体内激素水平有一定波动，导致女性在月经前、中出现不愉快的心情。从
性格特点来讲，女性较男性脆弱，易感情冲动造成服毒行为。
3.2.3.3 从文化程度分析
自尊、压抑与自杀意向同文化水平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一般来讲，所受教育水平越高，心理心
态越积极，反之心理素质差，易出现压抑最后导致自杀，多见于农村妇女。
3.2.3.4 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是自杀的高度因素，其中抑郁症的自杀危险最高，据报道，抑郁症自杀率为 31.9%，
高出一般人群的 50 倍，据 WHO 统计，老年人中有 7%—10%患抑郁症，抑郁症是老年人最常见的
精神障碍，此类自杀患者多见于老年男性，因为独立生活能力差，丧偶或离异造成心理障碍，导致
抑郁，严重者最后导致自杀。
3.2.3.5 心理因素
生活、家庭、工作压力大，加之贫富差距导致对社会不满，造成心理扭曲，自杀来寻找解脱，
多见于中年男性。
3.2.3.6 疾病因素
慢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慢性疾病需要承受长期的疾病折磨，经历漫长的病理，所以往往产生
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传染性疾病具有病程长，难根治的特点，更痛苦的是自己成了对周围人及家
人造成威胁的传梁源。所以病人在治疗期间易产生急躁情绪，悲观情绪，失去信心，导致自杀。
3.3 患者救治后的心理状态
3.3.1 精神紧张
患者主要表现为目光呆滞、恐惧、害怕孤独。这类病人愿与医护人员接近，愿意交谈，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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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足，对今后生活丧失信心。
3.3.2 悲观失望
患者均受过一定的教育。主要表现为表情冷漠，问话不答，不愿与人交谈，被动接受治疗，情
绪失落。
3.3.3 烦躁易怒
患者主要表现为吵闹，不听劝告，有的表现为丧失理智。
3.3.4 情绪正常
这类患者以吓唬人为目的并不真正想自杀。
3.4 心理治疗
3.4.1 积极主动，热情接诊
服毒的病人年龄不同，轻生的因素各不同，被送到医院后神志清楚者大都产生悲观、忧郁、羞
辱心理。我们护理人员要根据其特点，掌握好沟通技巧，热情接待病人，不能流露出丝毫鄙视态度，
以真诚的心去温暖他们受伤的心灵，使抢救工作顺利进行。
3.4.2 详细询问，找出服毒原因
患者入院后，应耐心寻问服毒种类及原因，以便针对不同原因，给予调解劝慰，使患者有个良
好的心境接受治疗和护理。
3.4.3 针对患者不同的心理状态进行心理护理
3.4.3.1 对精神紧张的病人
应多与患者交流，并做好陪伴与患者间的沟通工作。尤其对患者父母或丈夫（妻子）讲明，良
好的家庭环境，和睦的关系对缓解患者心理压力极其主要。防止外界环境给患者带来厌世感，而诱
发再度自杀。这样，通过一系列手段，使病人能正确对待人生。
3.4.3.2 对悲观失望的患者
这类病人多性格内向、自尊心强，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护理时应采取关心或同情的态度，并维
护患者的自尊心，通过精心的临床护理，耐心的思想工作，使患者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权力，帮助
他们克服性格上缺点，解除心理负担。
3.4.3.3 对情绪不稳定的病人
因为这类病人喜怒无常、性格暴躁，开始交谈时比较困难，因此，护理上关键一点就是不厌其
烦，尽力做到用忍让态度去感化病人，并注意语言的表达方式，不指责病人，以稳定病人情绪，使
其恢复正常的心理状态，积极配合治疗。
3.4.3.4 对自杀后没有任何心理反应，把自杀看成无所谓的病人
这种人往往是吓唬人的，我们的态度应严肃，讲明他们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后果，使他们内心感
到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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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5 精神因素
努力帮助病人解决抑郁情绪，要准确地分析病人的性格，心理特点，注意他们不多的言语，主
动关心和体贴他们。
3.5 注意环境
良好的环境是服毒病人的心理护理内容之一。患者未脱险时，应安排在抢救室安静的环境中进
行抢救，尽量避免与他人的接触，减少探视，减少不良的刺激，待病情稳定后转至观察室。护士要
做好探访者的思想工作，使其不要在语言或行为上给患者带来不良刺激。同时，开导患者正视人生
道路上的挫折，使其正确理解。
3.6 细心观察患者细微的思想活动
3.7 治疗对策
3.7.1 安慰和鼓励患者
针对患者恐惧、孤独无助、绝望的心理。我们主动接触患者，了解其基本需求，进行心理疏导。
抢救脱险后患者思想压力仍很大，产生内疚不安，加重自卑绝望心理。医护人员要注意保护患者隐
私。经常与患者谈心。精神上给予安慰，鼓励其宣泄内心的郁闷［1］。告知患者要珍惜生命，启发
患者树立信心和勇气。引导其正确对待人生的困难和矛盾。并在患者的病历、护理记录、床头卡等
记录中尽量不用自杀或自杀未遂等字样避免给患者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2］通过医
护人员对患者心理的安慰和鼓励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让病人重新找到自我价值，以积极乐观的
态度，面对自己的疾病和社会状态。
3.7.2 加强护患沟通，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高度的信任感，良好的护患关系是一切心理治疗成功的保证。是达到心
理护理预期目标的关键［3］因此在护理过程中，护士要主动热情，理解和亲近他们，使用安抚性语
言，想方设法取得患者的信任，建立起良好的护患关系。解除不利于患者治疗，康复和预后的心理
反应。使其转变为积极的乐意合作的最佳心理状态。
3.7.3 实施个性护理
护士在病人入院后应全面收集资料，评估病人情况包括症状、职业、文化，对患者的态度，对
疾病的认识程度，家庭经济条件，社会支持系统，在准确评估的基础上制定系统的、有效的护理计
划，对不同个体实施个性护理［4］
。
3.7.3.1 对于一时冲动的患者
这类患者救助心强，大多数对自己的行为后悔。展现恐惧、害怕的心理，担心自己的生命会有
危险或中毒后留下什么后遗症，思想负担较重，不能静心修养。此类患者要多与其交流，尽力排除
其顾虑，给予诚恳的帮助，开导并鼓励其勇敢面对现实，确保身心健康。
3.7.3.2 有孤独感的患者
这类患者性格中有自杀的倾向，以为谁也不理解、不了解自己谁也帮不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唯有自己是最不幸、最痛苦，因此想以死来解脱困境。对于此类患者一定要注意观察他们的言行，
防止再次自杀的发生。要多与其交流，掌握其心理动态，以便及时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让患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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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的朋友，用温暖的语言去劝慰鼓励。使患者感到家庭和社会的温暖，以解除烦恼和孤独，唤起
对生活的热爱，激发生活的勇气。
3.7.3.3 悲观失望的患者
这类病人大多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自尊心较强。在护理操作中要努力做到动作轻柔，不要粗暴。
要注意维护病人的自尊心。千万不可在病人面前窃窃私语或者高声谈笑。应耐心细致的做好病人的
思想工作，从各方面帮助病人解除心理负担使病人懂得要珍惜生命，引导他们正确对待困难和矛盾，
让其倾听真情解除思想上的忧虑，树立信心。
3.7.4 做好家属工作，取得家属配合
鼓励和支持病人，让病人感觉到家人对他的关心和牵挂，帮助家属稳定情绪对于病人监护、抢
救、治疗工作是有利的做好家属工作，使患者家属对其心理问题的特点有所了解，理解患者不抱怨、
不刺激、不苛求，给予支持关怀、督促。要以良好的情绪和积极的态度对待患者。

4

临床效果

服毒自杀是个体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生命的行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数据表明，
自杀在我国已成为位列第五的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意外死
亡。服毒自杀是常见的自杀方式约占 92.8%总死亡率 3.3%。积极了解患者的自杀原因及心理特点，
根据不同的服毒自杀病人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不仅可以提高抢救成功率，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
回来，回复病人生理上的健康。同时针对自杀者的不同情况因势利导，因人而异的做好心理疏导工
作，使其摆脱悲观厌世的消极情绪，消除其心理障碍。同时也可促进病人心理上的康复。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从而勇敢地面对生活。
服毒自杀的患者由于服毒原因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及社会环境不同，有的虽已脱险，但仍未排
除轻生念头，这就要护理人员细心观察患者的思想动态，了解患者的思想活动，防止再度自杀。
总之，通过对服毒自杀病人的心理观察分析及护理，不仅能提高抢救的成功率，而且通过心理
护理，使患者心理得到安慰，行为得到正确引导，成为一名有良好心理素质和具有较强社会适应能
力的健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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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北川心理重建模式研究 1
任奕瑾
（绵阳市委党校，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 “5•12”地震后，为关爱干部群众，整合、优化心理援助资源，成立全国唯一心理服务政府机构--北
川心理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以学校、医院为核心，家庭为依托，社区为背景，政府为后盾，辐射全县服务网络的北
川心理重建模式向国内外推广。
【关键词】 灾区；重建模式；心理援助

Beichuan ‘5・ 12’ post-disaster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model
Ren Yijin

（The party school of Mianyang municipal party committee，Mianyang 621000，Sichuan，China ）
【Abstract】 After the May, 12 Earthquake, a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amed Beichuan psychological health service
center (sole organization in the country)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purpose of sharing care and concern to the public, integration,
and to optimize psychological support resources. The Beichuan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model consists of a network
which has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with schools and hospitals acting as the core, family as support, community a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government as a backup.
【Keywords】 disaster area;rehabilitation model; psychological support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我国发生了里氏 8.0 级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这次地震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胡锦涛，2008）。地震造成了
极大的人员伤亡。截至 2008 年 9 月 11 日 12 时，已确认 69226 人遇难，374643 人受伤，失踪 17923
人（新华网，2008）
。5·12 汶川地震是我国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援救难度最大的
一次地震。5·12 地震之后，政府立即“组织开展了我国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
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胡锦涛，2008）。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及时投
入极大地人力、物力开展各项救援活动。
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前言中提到“通过精心规划、精心组织、精心实施,重建
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
，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中明确要求“做好受灾群众的心理援助工作”
在《防震减灾法》修订草案中，心理援助首次写入国家法律，被纳入国家立法体系。灾后心理重建、
精神重建与物质重建同样重要，都为灾后重建的应有之义。5.12 地震后,心理援助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在灾后不到 3 周的时间里，全国有 50 多支心理救援队伍到达灾区；在北京、西安等地迅速成立
了灾后心理热线援助中心；在各大心理学相关网站上也迅速开通了在线心理咨询。心理危机干预一
瞬间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但在灾区，心理援助工作受到了不少质疑。当时灾区流行着两句话：
一是“防火防盗防心理医生”；二是“一怕余震，二怕堰塞湖，三怕心理医生”。很多受灾群众居住
的帐篷门口还贴着一张字条“心理工作者勿进!”由此看来,在部分受灾群众眼里,心理医生的威胁程
度已经仅次于余震带来的恐慌和堰塞湖的汛情了。灾后重建是一个复杂工程，灾后心理重建更是一
个漫长过程。

1

本文是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2017-2018 年度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川新广函【2017】3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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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川心理服务机构设置的紧迫性

5.12 汶川大地震给北川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给北川干部群众造
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灾后重建干部群众身心压力巨大。其中干部群体遭受重创，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第一，干部伤亡惨重。地震中干部遇难 466 人，其中县处级 5 人，科级 80 人。民政局、财政局、
教体局、法院等单位，在职人员死亡人数超过一半。第二，直系亲属遇难。地震中，直系亲属（含
子女、配偶、父母）一人遇难的干部共 990 人，多人遇难的干部 204 人。丧亲之痛、繁重的重建任
务以及沉重的生活压力使干部群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灾区的官员，一方面是由于救援资
源的不足，官员特殊的身份使得他们比老百姓更容易被援助忽视，另一方面，官员们对于心理压力
等问题也缺乏认识和正确的宣泄手段，或许还有工作繁忙等原因使得他们在参加一些组织的心理辅
导活动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对干部的心理援助拉开帷幕。根据川委厅〔2010〕12 号《中共四
川省委办公厅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四川省地震灾区心理服务工作实施方案〉的通
知》
，为深入贯彻四川省委、省政府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针对北川干部群众存在长期的、多元
的心理问题为进一步贯彻对干部群众的关爱工作，为了更好地整合、优化各种心理援助资源，根据
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发【2009】11 号文件精神于 2009 年 4 月 25 日成立北川心理卫生服务中心，
该中心属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机构，归口县卫生局，负责整合全县心理援助资源，组织实施、分类
指导全县干部、群众、特殊群体的心理援助工作。是我国首个从事心理卫生服务的专门行政机构，
通过公开选拔招考，笔者被选为中心主任，主持的灾后心理卫生服务工作。心理工作的隐蔽性、长
期性、多元性及灾后心理重建经验匮乏使心理卫生服务工作进展缓慢，心理卫生服务中心经过不断
借鉴、尝试与改进，北川心理重建工作已初见成效，心理卫生工作进入常态化、科学化、普及化阶
段，由此北川心理重建模式逐步形成。
2

全面摸查干群心理需求是心理重建的针对性前提

为更有针对性地为全县干部群众提供心理援助，中心先后下发了《关于开展心理卫生服务工作
的通知》
（北卫发[2009]83 号）
、
《关于开展震后一年心理卫生工作情况调查的通知》
（北卫发[2009]107
号）
、
《关于统筹、协调、规范心理援助工作的规定》
（北卫发[2009]109 号）等文件，以县政府办公
室的名义发放了《关于填报〈北川羌族自治县机关事业单位震后工作人员基本情况摸底调查表〉的
通知》
（北府办函[2009]41 号）文件，对北川干部群众心理健康需求、各部门震后心理卫生工作情况
及外来援助情况、外来心理援助团队情况、震后各单位工作人员基本情况及所接受过的心理援助等
进行全面调查。摸清干部群众心理需求。
3

培养本土心理援助人员是心理重建的中坚力量

为克服本土心理援助资源匮乏的困难，心理卫生服务中心提出的本土心理卫生服务人员培养目
标、基本模式和具体流程，积极牵头，充分整合现有心理援助资源，利用专业培训、现场观摩、专
业督导等形式培养以教师、医生、社工人员为主体的本土心理服务人员。并分层次、分级别培训教
师、医生和社区干部，建立以教师为核心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以医生为骨干心理医疗队伍，以社区
干部为基础心理服务队伍，培训内容主要为心理健康常识、心理咨询基础知识及如何进行病例建档、
识别、转诊精神病例等常见的、基础型知识。中心先后组织多场次培训全县教师，社区干部，医务
工作者骨干人员，这些人员已成为北川心理长效干预援助的后备力量，一支心理建设长驻工作队。
4

建立心理卫生服务网络是心理重建的广覆盖棚

中心通过几年努力，逐步建立以学校、医院为核心，家庭为依托，社区为背景，政府为后盾，
辐射所有人员的心理卫生服务网络，构建三级纵向（心理卫生服务中心、县级、乡镇）
，四类横向（机
关、医疗机构、学校、社区）相互交错的心理卫生服务网络。涵盖全县的机关单位、学校、社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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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等，在全县共设置心理卫生服务点 60 个，其中包括学校心理卫生服务点 32 个，医疗机构心理
卫生服务点 22 个，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点 6 个。并建立三级预防机制：面向全县所有师生、干部、群
众开展心理健康普及、心理疾病预防工作；对有一般心理障碍的师生、干部、群众开展心理辅导工
作；对有严重心理障碍的师生、干部、群众开展心理治疗工作等三个层次。各医疗机构、学校心理
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由医务人员、教师兼任，社区心理卫生服务点由社会工作者兼任。中心还建立
网站，开通个体咨询、团体辅导、心理测评等业务，建立心理咨询档案，制定咨询预约登记表、来
访者登记表、咨询值班人员表等。
此外，心理中心加强与教育、民政、警察、妇联、残联、团委政府相关单位及精神病专科医院
保持密切联系，有利于更全面、更有效地保障心理卫生工作的开展。
5

优化配置心理援助资源是心理重建的人财物基础

利用好外地与本土的心理援助支援是心理重建模式中的重要环节。中心长期与教育部、卫生部
等保持长期的联系和沟通，学习心理卫生工作动向及指导方针政策，并加强中心人员的专业培养，
同时，吸收华西医院、四川等高校专家作为资源库，为北川心理重建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吸纳本地
精神病院、单位工会、学校德育副校长、兼职心理教师、医院业务院长社区基层干部、外来援助团
队中的中坚力量，为北川心理重建提供人力支持。并积极寻求外来心理援助项目，如申请到由中国
扶贫基金会发起的《加油，在运动中成长》项目卫生部灾中央补助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项目。并
和青岛啤酒、青岛红十字会、青岛大学合作复旦大学心灵花园合作，由华西医院举办的“863 计划”
——震后灾区医务人员心理危机干预技术及相关知识培训，由卫生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组织的震
后心理支持项目的培训，由中国医药事业基金会组织的“健康中国工程”心理咨询知识培训等培训
多批医务工作者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既解决了本土心理援助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心理
建设经费不足的困难。
6

宣传普及身心健康知识是心理重建的触角延伸

宣传普及身心健康知识在心理重建中是极为重要干部群众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活动，为普及身心
健康知识，提高干部群众的健康意识，引导树立积极的生活目标，中心先后开展了“健康进万家”
、
“5.25 我爱我”干部关爱活动、
“我运动，我快乐”关爱干部职工心理健康月、每一年度干部关爱团
体活动等，面向社区群众、乡镇农民、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及个体商户发放自己编写资料、教材、
招贴画等心健康宣传资料四十余种，几十余万张，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活动。面向全县开通个体咨询、
团体辅导、免费热线电话、在线 QQ、心理测评等业务。这些活动的开展，极大夯实了心理建设的
基础，使心理重建根深叶茂。
7

建立机关、学校、社区立体服务是心理重建的组织保障

通过努力，在地震后第三年基本建成北川心理健康三级服务网络，共在全县范围了内建立了 60
个心理服务站，包括学校 32 个、医院 22 个、社区 6 个等，在关爱干部方面，和组织部一起开展关
爱干部团体心理辅导，如 2010 年 8 月的关爱县直机关干部心理健康月，2011 年的干部减压活动。
并自己编写心理健康手册在全县范围内普及宣传。在学校培训教师学生方面，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并编写心理健康教材（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和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用书），已在北川县全县学校推广
使用该套教材。学校是由分管的领导加上班主任和活动课开展活动，教育部门有专门负责分管的领
导。学校主要以心理健康课和活动课等展开。在社区心理服务方面，培训社区基层干部和社工，如
针对入住新县城进行摸底调查，并积极引导，结合社工开展活动利用社区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团体
活动。在医疗系统方面，分层次、分级别对乡村医师、专科医生等进行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卫生培
训，培养了一批本土的心理治疗方面的人才。
心理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的心理重建工作被中宣部、省委宣传部和省卫生厅誉为“512 地震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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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援助”榜样单位，向全国其他灾区推广中心的经验，地震三周年并被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记录
片《奇迹》录制成灾后精神家园重建的绵阳唯一单位。在央视一套、四套黄金时段播出。笔者被选
为人民网“地震 3 年 30 人”
，被中央电视台 、江苏卫视、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周刊、四川日
报、绵阳日报、齐鲁晚报，绵阳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多家媒体报道。甘肃、青海卫生
厅以及周边县市多次来北川学习北川心理重建的经验，被誉为“北川心理重建模式” 目前北川建立
以学校、医院为核心，家庭为依托，社区为背景，政府为后盾，辐射全县所有人口的服务网络心理
重建模式正有序开展着心理重建工作。笔者 2015 年被选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绵阳市高层
次人才，2016 年初并引进到市委党校工作，2017 年被绵阳市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目前，
灾后十年，北川干部群众心理状况基本稳定，中心制定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心理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十年规划基本落实，“5·12”汶川特大地震已经过去整整十年，十年间，灾区人民感恩奋进、苦干
实干，曾经满目疮痍的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回首十年，山河已无恙。如今十年过去，在党
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灾区人民的努力下，经过一场场气壮山河、艰苦卓绝的特殊战斗，
灾区取得了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伟大胜利，书写了从悲壮走向豪迈的恢弘篇章，北川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民生不断得到改善、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干部群众心理健康，奋发有为，为向全国人
民汇报灾后恢复重建十年来的新面貌、新发展，新北川，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正以崭新的面貌续
写历史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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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阳未成年人心理成长指导研究中心课题:
小学辅导实践基本技能
周昌荣
东宣小学心理辅导室
【摘要】教育、环境、遗传对小学生心理品质形成起着重要的、关键的作用；抓住小学生的一些心理“共性”
特征，对这些“共性”特征做出相应的策略，是有实践意义的。小学生心理辅导实践技能有着原则、步骤和形式，
也有小学生心理诊断的基本方法。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技能和方法，是适合每个个体的，因此，掌握很多方法是心
理咨询师辅导小学生心理实践的重要的、必要的素养。因此，本篇这种勾出辅导小学生实践一些轮廓，其实践有着
广袤的空间，也要小学心理咨询师不断总结、提高。
【关键词】小学生心理辅导、实践技能、三大因素、心理特征、沟通策略、原则、步骤和形式、基本方法、心
理诊断流程、心理辅导要点

1

“三大”因素对小学生的影响

小学是人心理品质、人格特征形成的重要阶段，若在小学阶段抓好学生心理健康辅导，这将产
生重要、长远的积极因素，从而推动学生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形成。但是，学生心理品质的形成，
不仅跟家庭、童年期的成长有关，还与其他因素相关。遗传、环境、教育作为影响小学生身心健康
和发展的三大要素。
1.1 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发展产生主导性的作用
环境因素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影响深远。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着小学生的发展程度和范围，比如贫富差距的拉大，炫富现象，
攀比现象，社会腐败现象等物质层面存在的问题均会对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其次，社会关系影响着青少年的发展的方向和性质，虽然青少年还未离开校园真正融入社会，
但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的原则等，还是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最后，社会的精神文化影响着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内容。许多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的案例说明，相
当一部分的青少年就是受到网络上暴力和色情等不良信息的影响，并效仿之从而犯下了抢劫罪、强
奸罪、故意伤害罪等恶性犯罪行为；反之，积极向上的正面文化则会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例如媒体对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等好人好事的传播，榜样的力量有助于青少年努力完善自身，积极
追求真善美。
1.2 遗传的差异性对小学生的心理发展有一定影响。
“三大”因素是在交替映射、互相作用的前提下而产生影响的。
首先，遗传素质为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环境和教育则保证了身心发展的现实性。
良好的环境可以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作用，甚而
会弥补其遗传上的缺失和不足；教育的作用就是改变人性，引导学生挖掘和追求
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而摈弃丑恶的趋向。
其次，小学生的心理特征具有普遍性，也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小学生之间存在的心理差异，
有遗传的天性使然，但更多的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先天的情境与反应之间存在着联结，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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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就成为一切教育的基础和起点。因此：了解小学生个体，要从这三个因素入手。当然：对学生
个体三个因素的综合了解、全面分析就能够了解学生个体。了解学生要坚持做到以下六个方面： 1、
要充满爱心和信任；2、要熟悉学生个体；3、要善于观察学生；4、要重视学生目前的行为、语言、
书面材料；5、要争取家长、学校、社会的配合；6、坚持保密原则。

2

小学阶段的心理特征与沟通、教育策略

小学生因个体差异很大，很难有一个完全一样心理特征，也很难有一套不变固定模式去辅导每
个个体学生。但是收集一些各年级共同的、普遍的特征，还是有些指导作用和实践意义的。
年

心理特征

沟通、教育策略

对小学生活既感到新鲜，又不习惯，因而一时难

此阶段以适应和培养习惯、培养学习兴趣为主，引

一

以适应，好奇、好动、喜欢模仿，但很难做到专

导学生怎样愉快地学习。可以从如何安排时间，如

年

心听讲，注意力时间短。特别信任老师，并且有

何使用高效引导语入手，培养学生养成独立自主热

级

直观、具体、形象等思维特点。

爱学习的好习惯。

此阶段是小学生形成自信心的关键期，情绪不稳

此阶段孩子学习习惯、学习态度从可塑性强转向逐

定容易冲动，自控力不强。

渐定型的重要过渡阶段，逐步适应了小学生活，也

级

二

形成了一定的行为习惯，我们要对其不良行为进行

年

及时纠正，培养学习兴趣。要多鼓励肯定学生，随

级

时注意学生心态的变化，学习上还是要注重习惯的
培养和基础知识的把握。

三
年
级

此阶段是孩子情感发生变化的转折时期，从情感

由于交往范围扩大，认识能力不断提高，学生遇到

外露、浅显、不自觉向内控、深刻、自觉发展。

的各种困扰也随之而来，开始产生不安情绪，需要

但在学习和人际交往中，情绪控制能力有限。普

悉心陪伴和耐心引导，及时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遍出现马虎大意，做作业磨蹭等不良习惯，需高
度重视及耐心纠正。

9-11岁是儿童成长的一个关键期，处于儿童期的

此阶段学生的学习知识点已经增多加深，孩子开始

后期阶段，大脑发育正好处在内部结构和功能完

出现小学阶段第一分化，需及时帮助学生发现问

善的关键期，在小学教育中正好处于从低向高的

题，解决问题，树立信心。注意学生上课时注意力

过渡期，生理和心理变化明显，是培养学习能力、 的问题，书写习惯，培养学生演算、检查的习惯。
情绪能力、意志能力和学习习惯的最佳时期。孩
子已经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有了自己的
四

想法，但辨别是非的能力还有限，社会交往经验

年

缺乏，经常会遇到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是不安

级

的开始，如果不注重引导，孩子可能会因为一些
小的困挠干扰了学习，逐渐对学习失去兴趣，但
通过正确的教育，这种不安可以转化成对自然和
社会的探索激情和求知欲望，综合能力得到快速
的提高，在学习的旅途中将会实现一次具有人生
意义的深刻转折，从此踏上成功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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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意识增强，不甘落后。更关注学习成绩，对

鼓励做事情的坚持性，帮助孩子建立进取的人生态

于学习优秀的同学开始产生敬佩之情。独立能力

度，促进自我意识发展。孩子已经开始进入小升初

五

增强，喜欢自发组成小团体。不轻信吹捧，自控

的储备期，家长要开始关注小升初信息。为孩子提

年

能力逐步增强。

供一些接触自然、社会的机会。学习中遇到的自然
和社会的观察问题，没有实践操作能力，很难准确

级

理解其中内涵，接触社会对培养学习兴趣，保持主
动学习的态度，迎接更复杂的挑战有积极作用。
孩子开始进入青春早期，青春期是少年向成年过

此阶段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关注学习的

渡的阶段，相当于小学后期和整个中学阶段。学

同时，还需有健康的心理发展。逐步为升初做准备，

生的自主意识逐渐强烈，喜欢用批判的眼光看待

对心仪学校的考试范围和特点多做了解。

其他事物，有时还对师长的正当干涉感到反抗抵
六

制。情绪不稳定。注意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

年

人的记忆力增强，注意力容易集中，敏锐，特别

级

是由于抽象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加强了，自我意识、
评价和教育的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初步形成
了个人的性格和人生观。但意志力仍不够坚定，
分析问题的能力还在发展中，所以遇到困难和挫
折容易灰心。

3

小学生心理咨询的原则、步骤和形式

3.1 心理咨询的一般原则
1、理解支持原则；2、保密性原则；3、耐心倾听和细致询问原则；4、促进成长的非指导性原
则；5、咨询、治疗和预防相结合原则；6、普及健康心理知识、积极影响原则。
3.2 心理咨询的基本步骤
建立咨访关系——收集资料——澄清问题——确立目标——制定方案——实施行动——检查反
馈——结束巩固
3.3 心理咨询的常见形式
按照来访者数量分类：个别咨询、团体咨询
按照咨询内容分类：障碍咨询、发展咨询；按照咨询方式分类：门诊咨询通信咨询、电话咨询、
网络咨询、现场咨询等等
3.4 心理咨询的方法
精神分析疗法、行为疗法、来访者中心疗法、森田疗法、合理情绪疗法、支持性疗法、催眠暗
示疗法、气功疗法、娱乐疗法、家庭疗法及其它方法。
这些方法和形式，都可以融入到小学生心理辅导实践中去。

4

小学生心理诊断的基本方法

心理诊断的基本方法主要是各门学科都常用的方法，主要包括：观察法、测量法、产品分析法、
摄入谈话法和综合分析法。
4.1 观察法
观察法是有计划地用自己的器官或借助科学的观察仪器与装置，对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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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和考察，以取得研究所需资料的方法。
观察法分为：自然观察法和控制观察法两种类型。
观察内容包括：外表、行为、语言特点、思维内容、认知功能、情绪、灵感与判断等。
观察法的实施包括：观察步骤和注意事项。
4.2 测量法
心理诊断的测量法是依据一定的法则，用数量化手段对心理现象或行为加以确定和测定的方法。
心理测量的分类：
根据功用划分为：智力测验、人格测验、神经心理学测验等。
根据测验方法为：问卷法、作业法、投射法等。
测验过程包括：实施步骤、测验分数的解释、注意事项。
4.3 产品分析法
产品分析法是通过采集求诊者的作品（包括绘画、手稿、雕刻、雕塑等），结合临床症状和其他
资料对产品进行分析，从而有效地评估其心理水平和心理状况的分析方法。产品分析法分为：自然
产品分析法和控制产品分析法。其过程分为：产品分析、分析结果得到求诊者认可及注意事项。
4.4 摄入谈话法
摄入谈话法是通过以问题为中心的会谈，从而获得求诊者的背景资料、求诊目的和对求诊的期
望的谈话方法。其操作步骤分为：确定谈话主题、确定提问形式、认真仔细倾听、控制谈话方向、
谈话内容分类、规范结束谈话及注意事项。
4.5 综合分析法
综合分析法是综合求诊者各个方面的信息对其进行诊断的方法。
4.6 个体心理问题诊断流程
分析求助者问题是否有器质性病变为心理问题基础以及遗传、家族病史、生理疾病；
根据区分正常与异常的心理学原则：分析求助者的自知力是否完整，有无精神病性与精神症状
问题相区别；
分析求助者的内心冲突类型（属于常形或变形），与神经症问题相鉴别；
分析求助者情绪等问题是否出现泛化与严重心理问题区别；
排除以上为一般心理问题：求助者心理问题的持续时间、生活及社会功能影响程度。
4.7 心理健康工作要点
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A、个体小时成长经历、现实环境适应、人际互动模式；B、个人认知方式、个体行为模式、个
性人格特质；C、个体的创伤应激体验、高压应对事件、负性事件叠加。
心理问题产生的反应（某个现象、情景、画面、语言、行为反复出现、时间较长、影响生活、
威胁生存）
A、生理：紧张出汗、心跳加快、头痛失眠、功能紊乱；B、情绪：痛苦体验、认知歪曲、行为
怪异、人格变异；C、行为：行为退缩、交际减少、攻击自残、功能损害;
心理问题的应对方式A、情绪宣泄、增强运动、自我暗示、需求帮助；B、学会陪伴、注意倾听、
跟踪评估、适时转介；C、认知调整、行为调试、创伤处理、价值重构。
心理问题的工作的力量A、个人力量：自我觉察、主动学习、悟性成长；B、环境力量：规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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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界限清晰、良性互动；C、专业力量：价值重构、人格完善、社会适应。
总之，小学生心理辅导取决于对学生“三大”因素的了解，也依赖心理咨询师的专业知识技能，
正确使用的各种心理技术手段，科学的发挥心理辅导技能，还取决于的“三大”对个体相互支持、
帮助。掌握小学生一般心理特征，也不能忽略个体的差异的千差万别，因此，
“助人自助”、
“因人而
异”的心理辅导实践方法，提醒我们小学心理辅导实践是不可一切照搬书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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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 燕《影响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家庭环境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4]张玲玲《小学生心理卫生调查分析》
[5]王利群《如何进行中学团体心理辅导》
[6]美、贝克《人治疗法基础与应用》第二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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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报告：受原生家庭影响的恐婚女孩
刘冬梅
四川省绵阳市御营小学
【摘要】原生家庭对每个人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而成人自己内心往往忽略或者压抑这些尘封已久的潜意
识。本案例中，沙盘游戏咨询师通过借助沙盘将潜意识的内容呈现在女孩的面前，运用沙盘治疗的理论和技术，帮
助来访者认识自我的情结，包容原生家庭的父母，从而面对自己的恋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恐婚到和男朋友积
极商量筹备婚礼的突破。

1

一般资料

1.1 人口学资料
陈某，女，23 岁，职业护士，工作年限五年。目前有一个条件很好的男朋友，恋爱两年。母亲
车祸去世，父亲和继母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亲姐姐，已经结婚，有一个可爱的侄儿。
1.2 个人成长史：
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妈妈对家庭的付出特别多。在她中学时，妈妈出车祸意外离去，
她很受打击，决定长大以后当护士。父亲在母亲去世后，谈了两个女朋友，最后和第三个阿姨结婚，
没有再生孩子。她和父亲、继母的关系不好。姐姐一直照顾她，可以说保护她的成长。她曾经谈过
一次恋爱，在谈婚论嫁时，她提出分手。
1.3 首次咨询时的状态：
1.3.1 精神状态
情绪低落、胆小、害怕。
1.3.2 身体状况
头痛、入睡困难、多梦。
1.3.3 社会功能
工作上烦躁，和同事相处小心翼翼，缺乏自信心。

2

主述与个人陈述

主述：最近半个月经常做噩梦，和男朋友有争吵不断，主要原因是男朋友家里催婚。我很害怕
结婚，感觉是有受到自己父母的影响。
个人陈述：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正在上课，我爸打电话让我放学后去医院，也没有说什么
事情。我很担心，觉得不对劲，给我姐打电话，她也没有说什么。我放学后到了医院，才知道我妈
遇到了车祸。我都没有看到我妈的最后一面。我当时哭的差点晕倒。都没有一个人管我，还是一个
医生说，小姑娘别伤心了，妈妈离开，更要自己照顾自己。后来，我妈去世还没有一个月，我爸就
带了一个女的回来，我很生气，和他吵架。后面家里的亲戚就说让他等到七七四十九天后，再带回
来。时间刚过，我爸就带了那个阿姨回来。我和他的关系就不太好。后面我本来想不读书了，我姐
说要是妈妈在，会想你好好读书。我就读书，考了护士专业，后面当护士，在急诊科工作。我爸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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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又重新找了一个阿姨，结婚。我一直和他、阿姨的关系不太好，很少回去。我姐姐对我特别好，
我基本上和我姐在一起。我的男朋友是科研单位，对我也很好。我也见过他的父母了，他父母很喜
欢我。最近半个月，父母催婚，我很害怕结婚，和男朋友吵架。

3

咨询师观察了解到的情况

第一次见到她，身材很好，长相甜美，打扮很时尚。但是在交流的过程中，眼神有躲闪，眉头
一直皱着，语速很快，感觉特别焦虑。游戏咨询师了解到因为自己父母的婚姻，母亲的意外，导致
对结婚很恐惧。

4

评估与诊断

4.1 心理状态评估
一般心理问题
4.2 评估依据：
4.2.1 主要症状：焦虑不安，头疼，害怕，时常做噩梦。
4.2.2 心理测量：
SAS 焦虑自评量表：标准分 47.5，不足焦虑限值 50 分。
SDS 抑郁自评量表：标准分 51.25，介于 50-60 之间，一点轻度抑郁。这个原因是由现实原因造
成，没有影响其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
4.2.3 诊断及依据：
诊断：对该来访者的诊断为一般心理问题。
诊断依据：①严重程度标准：来访者心理问题是由明显的现实原因引起的（男朋友的父母催婚，
与男朋友的争吵不断）
，表现出焦虑烦躁、睡眠障碍等症状。该来访者的反应强度不强烈，不良情绪
仍在一定的理智控制下，能保持行为不失常态，没有影响逻辑思维。基本维持正常的工作、生活和
社会交往，没有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但工作效率降低，个人情绪不高。②病程标准：病程半
个月。③没有出现泛化。
综上所述，可以诊断为一般心理问题。
4.3 鉴别诊断：
4.3.1 与精神病相鉴别
依据病与非病的三原则，该来访者的知情意是统一的，个性稳定，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有自知力，
有主动就医的行为，无逻辑思维的混乱，无感知觉异常，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因此可以排
除精神病。
4.3.2 与焦虑性神经症相鉴别
焦虑症是“以广泛性焦虑或发作性恐怖状态为主要临床相的神经症”，是一种内心紧张不安，
预感到似乎将要发生不利情况而难于应付的不愉快情绪，常伴有头晕、胸闷、心悸、呼吸困难、出
汗和运动性不安等，有持久的痛苦不能解决，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出现泛化和回避，反应也
与初始事件本身不相关，持续时间长，大于三个月或半年。该来访者虽然以焦虑为主要症状，但未
严重影响社会功能和逻辑思维，没有泛化和回避，而且持续时间只有两个月左右，因此可以排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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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性神经症。
4.3.3 与严重心理问题相鉴别
严重心理问题的反应强度强烈，已经泛化，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而该来访者的心理问题
并不严重，仅是就事论事，没有出现泛化，没有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持续时间较短，因此可
以排除严重心理问题。

5

咨询目标的制定
根据以上评估与诊断，经与李某协商，确定以下咨询目标。

5.1 具体目标和近期目标：
帮助李某认识到，引起心理冲突的根源不在于男朋友及其父母催婚，而是李某深层次存在的不
合理观念，以及其自身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调整认知方式，转变观念和思维方式。
长远目标和最终目标：
帮助李某建立新的、合理的观念和思维模式，减少她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现因不合理观念引起的
情绪困扰和不良行为，不断完善人格。

6

咨询方案的制定
经与李某充分协商，共同制定以下咨询方案：

6.1 咨询方法与原理
整个咨询主要采取沙盘游戏治疗法。
沙盘游戏（sandplay therapy）是由瑞士分析心理学家卡尔夫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分析心理
学基础上，融合了世界技法（World Technic）和东方道家、佛学思想创建的心理治疗技术。在这个
技术中，由来访者运用沙子、水和沙具来创建意象，从而实现对心理疾病的治疗。而沙盘中所表现
的系列沙盘意象使得沙盘游戏者心灵深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持续性对话，由此而激发治愈过程和人
格的完善和发展。
“沙盘游戏治疗”目前是最具综合性的心理治疗系统，同时也是一套完整的心理行为系统。它
是无意识水平上的工作。沙盘之于来访者，是源自其内心深处的表白，倾注了心力和感情，是他心
目中的世界，他赋予了这个游戏模型特殊的意义，所以，我们会很尊重他所呈现出来的沙盘。
6.2 咨询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
6.2.1 求助者的权利和义务：
6.2.1.1 权利：
求助者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咨询师；
对咨询进程不满意可要求更换咨询师；
对咨询方案、咨询受费、咨询时间的知情权、协商权和选择权。
6.2.1.2 义务：
遵守咨询机构的有关规定；
遵守和执行商定好的咨询方案、咨询收费、咨询时间等方面的规则；
尊重咨询师，遵守预约时间，如有特殊情况提前告知咨询师。
6.2.2 咨询过程中，咨询师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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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1 权利：
有权利了解与求助者心理问题有关的个人资料；
有权利选择合适的求助者；
本着对求助者负责的态度，有权利提出转介或终止咨询。
6.2.2.2 义务：
遵守咨询机构的有关规定；
遵守和执行商定好的咨询方案、咨询收费、咨询时间等方面的规则；
尊重求助者，遵守预约时间，如有特殊情况提前告知咨询师。
咨询的次数与时间安排：
时间：每周 1 次，每次 60 分钟，共 4 次。
咨询费用：200 一次。

7

咨询过程

第一次：2016 年 11 月 12 日
目的：
了解基本情况，收集一般临床资料。
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
对李某的状态进行评估和诊断。
方法：摄入式会谈，心理测验。
过程：
填写咨询登记表。
进行摄入性会谈，收集资料。
告知李某心理咨询的性质和李某的权利与义务。
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和心理测验的结果进行评估和诊断。
制定咨询目标和咨询方案，约定下次会谈时间。
第一次会谈效果评估：建立了较融洽的咨询关系，掌握了李某心理冲突的性质并做出诊断，制
定了咨询方案。
第二次：使用沙盘治疗
初始沙盘：
（2016 年 11 月 18 日 12:30—13:30 分）
沙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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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角度拍摄的照片

沙盘游戏咨询师角度拍摄的照片

重点沙具
向李某介绍了沙盘的方式方法，请她感受沙，然后等待她开始沙盘游戏。来访者首先画了波浪
的图案，然后拿了一座多层房子，学校。一位孕妇，一个男士，一家三口，其他的两个人物。接着
摆了植物、动物，小车和装饰的小球。
请李某描述沙盘故事：在海边，有一个小区，人们在那里度假、生活。海里生活着一些小动物，
海面不是平静的那种，而是有些此起彼伏的波浪。她给这幅画取名：海边度假的一家人。
我问这里面有她吗？她说，她和她老公一起在度假，她正怀着小宝贝。旁边的一家三口，是她
的姐姐一家。整个状态是面带微笑。
刚听完她的描述，感受到那种家庭的开心。然后我请她描述她看到的海景时。她说，海滩上有
很多人，太吵了，她要让他们都离开。海面上已经有很高的风浪。我问她现在感觉怎么样，她说不
舒服，很难受。此时此刻，整个面容很愤怒，很焦躁。我接着问：“什么让你很难受呢。”她就开始
讲述原生家庭，母亲离开后的故事。她说：
“我不能理解，我妈妈才离开一个月，他怎么就能带着一
个女人回来呢？我很生气，我让他走。后面我读中专，我基本不回家，他就说我不懂事。我姐就护
着我，挨骂都是我姐去承担。我和我的阿姨打过架，她和我爸打过我。我工作以后，最怕的就是回
家。我在他过生日的时候，专门请了他，还有其他人，在酒店订了一桌。我想我请了他，让他给阿
姨说一下，一起过来就好了。他非要我给阿姨打电话，我姐打电话，阿姨都不来。最后他说阿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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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他也不来。我很伤心，我就对我姐说，没关系，他不来我们还是吃饭哈。
”她边哭边讲，很伤心
的哭。然后又屏住呼吸，强迫自己不哭。
我问她，如果妈妈在，希望爸爸过什么样的生活？她说：
“希望有人可以照顾爸爸，希望爸爸开
心。
”那你如果妈妈看到你和爸爸的关系这样，妈妈会开心吗？她说：
“妈妈一定不开心。
”我问“妈
妈和爸爸是什么关系，你和爸爸是什么关系呢？”她说：
“妈妈和爸爸是夫妻关系，我和爸爸是父子
关系。”我接着问：“谁可以时常陪伴在爸爸身边呢？”她说：“妈妈”。那现在妈妈离开了，谁在陪
伴爸爸呢？她说是阿姨。我又说，那你现在觉得有阿姨陪伴爸爸，妈妈感觉怎么样。她说“妈妈会
很开心，很放心。
”我问现在对爸爸和阿姨感觉怎么样？她说“舒服多了，爸爸和阿姨单独过日子，
过的好就好。
”
后面又聊到陪伴着的老公，我问她觉得老公是什么样的，她回答，老公就是现在的男朋友，很
细心、成熟。请她具体描述了，成熟的表现。她举例在遇见事情的时候，他会给一些特别好的建议。
但是自己依然不会听他的。
我问到，
“那现实中，这样的情况是不是经常发生呢？”她说好像是的。我接着问，那老公是怎
么对你的呢？她说老公特别包容我，还是谦让着我。
我问她，最喜欢哪个沙具。她指了一下怀孕的女人，说“最喜欢自己怀孕的样子。
”我又问：
“那
你想给孩子以后什么样的生活呢？”她开始说开心的日子。我接着问，
“你准备好了吗？”她摇头。
后面我又问，开心的日子，具体是什么呢？她说：
“有一个明亮的房子，一个健康的孩子，在房子里
跑来跑去。
”我接着问，你觉得这样的生活困难吗？她说，不困难，容易达到。眉头一下子平展了。
我再次问她现在感觉怎么样？她说舒服多了。时间差不多到了，我问她需要我再陪伴一会儿，
还是暂时到此结束。她说结束。
咨询师感悟：
沙盘架起了一座无意识与意识之间的桥梁，可以帮助来访者通过沙具，沙盘呈现的画面，了解
自己的内心世界。帮助来访者发泄自己的情绪，理清自己的关系，面对自己的情结，从而达到疗愈
的作用。作为咨询师，默默陪伴她，认真倾听她的故事，细细观察她的非言语的行为变化，用心感
受她情绪的变化，对于来访者来说极其重要。来访者一来呈现的状态，是不可能通过一次沙盘，立
即彻底的帮助她，而是有耐心，一次又一次的陪伴，每次能帮助她看清自己内心的一点点，或者理
清自己的某点关系，就是好样的。
第三次：使用沙盘治疗
第二次沙盘：
（2016 年 12 月 1 日 12:30—13:30 分）
沙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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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角度的图片

咨询师角度的照片

重点沙具图片
李某首先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无主题。我先引导，让她随意玩沙。我也征求她的意见，需要我
站着陪伴她，还是坐着。她告诉我，坐着陪伴她，站着她会有压力。
大约过了 2 分钟，她用手在沙盘中央画了一个心形图案，边线漏出了蓝色的底，用手按压沙堆。
开始选取很多的植物，花、草，接着选取大型的动物，犀牛放在岛（来访者自己设定中心为小岛）
，
后面找了一堆小动物，放在岛中央，将大型动物移到河的外围。
我询问最喜欢的沙具：她回答是斑马和乌龟。我请她分别描述了喜欢这两种动物的原因，这两
种动物有什么优势。她说“斑马跑得快，乌龟有壳，遇到什么可以躲到龟壳里。”
她给这个沙盘取名：森林动物园
我问这个岛边上的是河还是海？她说是小河，浅浅的小河，功能是提供给周边的动物饮水。两
边的动物可以自由穿梭。
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访者开始都是很轻松的状态，感觉享受这个游戏。后面问到她在哪里的时
候，她说就在站在做沙盘游戏的位置，看着这些动物。这个时候感受到她情绪的变化，那种害怕，
想逃避的感觉。
当我问她这些动物在看哪里，是什么吸引他们的时候。她回答第一感觉是食肉动物看到了一团
血淋淋的肉。我请她换个位置在看，她站在了原来做沙盘游戏位置的对面（即咨询师），她告诉我动
物们都在看着她，她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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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害怕什么，怕这些动物吃了她。问她可以用什么办法来应对。她说，可以跑，可以离开。
然后呢，问还有其他办法吗？让她看看身边还有什么其他动物，他们有什么优点，缺点。她说可以
联合起来，一起抵抗狮子。后面感受到自己可以通过智慧来保护他们，有一种喜悦的感觉。
咨询师感悟：来访者呈现出来的画面，一开始她的描述会很美好。也许只是意识层面的表现，
咨询师需要保持一颗好奇心，去探索来访者的沙盘，倾听她内心的奇异故事。这样的陪伴，才会让
来访者感受到安全、信任、高质量。来访者同时也会害怕你把她看透，所以咨询师需要揣着明白装
糊涂，学会等待，静待花开，让来访者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关注沙具的原型意义，比如李某讲到
的斑马和乌龟的特点，她自己感受到自己为什么喜欢，原来是因为自己想逃避。这样她自己感受到
自己能够察觉自我，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虽然没有直接的帮助到来访者理清恐婚的原因，但是她自
己在认识自己，强大自己，对她面对未来的婚姻生活还是有很大帮助。只要内心信念坚定，沙盘游
戏的疗愈作用就是如此神奇。
第四次：使用沙盘治疗
第三次沙盘：
（2016 年 12 月 21 日 12:30—13:30 分）
沙盘过程：

来访者角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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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师角度照片

重点沙具图片
这一次李某摆放沙具特别快，十五分钟左右全部完成。
首先她用手滑沙，形成了波浪形。然后在不同的位置摆放了很多不同的动物。在她的右手边，
堆起了一个山，上面放了企鹅。山的旁边是冰洋，放了一个大大的贝壳。接着放了摄影师，小丸子
等人物，最后放了很多彩色的宝石。
我请她描述这幅画面，她说：“就是一群人和动物和平相处，在南极上快乐的生活。”她的表情
很轻松，但是在游戏对话的过程中，一直用手挤压面前的沙，使劲儿压紧。
她给这幅画取名：南极玩雪
我观察到她的动作，就问她，有什么事让她不舒服？她压沙什么感觉？她说：
“男朋友的父母说
要见她父母，直接沟通婚礼的事情。我很生气，烦躁。结婚是我和他的事情，为什么要和我爸商量
呢。太不尊重我了。
”
我又问她：“你爱你的男朋友吗？会因为这个事情，而选择分手吗？”她说：“我还是爱他，不
想和他分手。可是我害怕结婚，害怕结婚以后感情不好，离婚。或者他发生什么意外，最后剩下我
一个人。
”
我接着问她，那你觉得结婚以后的感情，是谁来把控的呢？她回答是自己和男朋友？我问“两
个人占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呢？”她说“我占百分之六十，他占百分之四十。
”我问她“那么我可以这
样理解吗？婚姻生活，你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或者关键作用”
。她嘴角笑了一下，说是的。
我又问，为什么担心男朋友会出意外。她说妈妈出交通意外，我担心他也会，然后我就孤零零
的一个人了。我说，那么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保护好男朋友呢？或者说做哪些事情预防发生意外呢？
她说：“可以让他不开车，可以让他保持健康，可以让他开车慢点，可以坐车。”我说很好，还有其
他的办法吗？她又想了一下，微笑着回答，
“还有可以我和他在一起，哪怕发生什么，也可以一起面
对。
”这时候她自己开始偷笑了。
因为时间快到了，我问她现在感觉怎么样？她说“感觉好极了”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说“打
算再找男朋友，好好聊一下。婚姻大事，希望是和男朋友自己做主，自己策划。告诉他，还是很想
嫁给他。
”
咨询师感悟：有时候画面很简单，来访者的非言语行为会告诉你更多的故事。抓住一个点，深
入的开展下去，必然会有收获。由内而外的寻找到力量，可以帮助来访者积极面对自己的情结。从
一开始的恐婚，对父亲的恨意，到后面可以积极面对，主动与男朋友沟通，并且表达自己的意愿，
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再次让来访者感受到了沙盘的神奇疗愈作用。对咨询师也是一种莫
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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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咨询结束

8.1 来访者自我评估：
李某经过四次咨询后，表示自己最近睡得很香，胃口不错，都长胖了。和男朋友也积极沟通了，
虽然还没有达到一致，不过，会继续努力。工作上也觉得很开心，每天都乐呵呵的。
8.2 咨询师的评估：
来访者通过沙盘游戏的体验，了解了自己内心与父母的情结，理清自己的惯用的处理方式，积
极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从恐婚，逃避的状态，改变成积极面对，主动沟通的状态，可以说达到了预
期的效果。
8.3 心理测量：
SAS 焦虑自评量表：标准分 38.5，比咨询前有明显焦虑值明显下降。
SDS 抑郁自评量表：标准分 43，已经恢复到正常值以内。
综合各方面情况，从总体上来看，来访者咨询效果是明显的，来访者的焦虑情绪得到了明显的
改善，改变了不合理的认知，身体的状态也有所改善，基本达到咨询目标。

9

咨询总结

本案例中，咨询师与求助者建立了良好的咨询关系，比较全面地了解求助者的情况，得到求助
者的配合，适当给求助者减压。使用沙盘游戏的心理咨询技术，能使来访者放下意识的防御，直接
进入到求助者的无意识，呈现无意识的冲突，从而打破、重构求助者的内在结构，能够让求助者清
楚明白自身问题的症结，促进其人格的改变。在咨询的过程中，求助者一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求助欲
望，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很强的防御心理。通过沙具的无意识呈现，既能呈现求助者的内心冲突，
又能适当的保护求助者，这样的方式使得咨访关系建立的相当好，而良好的咨访关系也是促成来访
者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10

其他说明
个案报告已征得当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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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高三学生厌学案例报告
刘冬梅

1

（四川省绵阳市御营小学，四川

621000）

【摘要】本案例中本文主要介绍了一个高三的男生厌学的心理咨询案例。该来访者因与班主任发生冲突，心理
受到伤害，进而产生甚至不想上学念头。通过对求助者问题的分析、评估与诊断, 确定为一般心理问题。与求助者沟
通协商后, 确定了咨询方案。通过采用认知疗法进行四次心理咨询治疗，帮助求助者解出心理问题，建立正确认知方
式，取得了良好的咨询效果。
【关键词】一般心理问题；认知疗法

1

一般资料

1.1 人口学资料
周某，男，18 岁，高三学生，出生地乐山市，独子，目前有一个经济条件很好的家庭。母亲和父亲
生活在另外一个城市。
1.2 个人成长史：
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妈妈对家庭的付出特别多。足月顺产，性格内向，做事按规则
办事，弹性差，追求完美。从小父母带大，无不良创伤史，家族中无精神病史。来访者与父亲关系
比母亲关系好，愿意和父亲交流，与母亲交流就是吵架，因母亲对孩子要求严格，希望他出人头地，
比如成绩不好就说他不务正业，所以很少和母亲交流。父母亲均是商人做生意。该来访者现为高三
学生，高二在普通班，普通班上成绩 10 名左右，去年 9 月进入火箭班后，火箭班成绩 20 多名左右。
1 个月前与班主任发生冲突后情绪低落，自此变得不想上学。
1.3 首次咨询时的状态：
①精神状态：情绪低落、无精打采、沉默少语，一直用卫衣的帽子挡住自己，整个人往里缩。
②身体状况：头痛、入睡困难、困乏。
③社会功能：不想读书，和同学关系差相处小心翼翼，缺乏自信心。和班主任发生冲突吵架不
愿意到校上学，两个家长陪同前来做咨询。

2

主述与个人陈述

2.1 主述
最近什么都不想干，主要原因是不想上学。我很害怕班主任唠叨不停，和班主任争吵后感觉自
己没有面子。
2.2 个人陈述
我在高二一直在普通班学习，班上成绩排名前 10 名内。去年九月进入火箭班的时候，火箭班成
绩 20 多名左右。有一天上课上厕所迟到几分钟，班主任老师就批评了我一节课，这让我的自尊心很
受打击，感觉没有面子心里特别烦躁就和班主任吵起来。最后老师让请家长，我父母亲专门从外地
赶到学校，来给班主任老师道歉认错才善罢甘休。最近是因为我打耳洞，班主任老师又批评我说我

-507-

是“胎神”
，心理越加烦闷。她说如果不是看在我父母给她赔礼道歉求情份上，绝对早就不能在火箭
班学习了。我转身就走了，直到现在也非常不爽。我也不想读书。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没兴趣，爱和
我妈吵架，心理感觉到特别的压抑，已经一个月了这种状态。

3

咨询师观察了解到的情况

第一次见到他，身材瘦长，长相俊美，打扮潮流，浅灰色时尚卫衣。父母陪同来到咨询室的，
进入咨询室的时候步态稳健。但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一直用卫衣的帽子挡住自己，整个人往里缩状
态。神情焦虑，脸色有点苍白。感知能力正常，能意识到自己问题的存在并配合主动前来寻求帮助；
在咨询的过程中，思维清晰，语言表达很流畅，言行一致；人格完整、相对稳定。自知力存在，有
求治欲望，未见有明显的精神病性症状。
既往史：既往身体健康，无重大器质性疾病史，无手术史，无传染病史、无输液过敏史、无高
热抽出及外伤昏迷史，无恋爱史。
个人史：他的家庭经济水平中等偏上，父亲很民主，很尊重他的个人选择。从小到现在，无论
是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是一帆风顺，没有遇到过什么挫折。人际关系一般，周围的朋友现在少。
性格内向，追求完美。

4

评估与诊断

4.1 心理状态评估：一般心理问题
4.2 评估依据：
①主要症状：
A 学习兴趣低落
B 觉得没有面子
C 不想上学读书
D 压抑
E 近段时间家中常与母亲发生争吵
②心理测量：
本案例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 SDS 为来访者测试，测试结果如下：
A.焦虑自评量表测试结果：标准分 54 分，轻度焦虑。
B 抑郁自评量表测试结果：标准分 64 分，中度抑郁
③诊断及依据：
诊断：一般心理问题。
诊断依据：
A 严重程度：求助者心理问题是由明显的现实原因引起的，班主任批评教育方式，与班主任的
争吵后表现出焦虑烦躁不想上学等症状。虽然有社会功能下降和影响，不良情绪仍在一定的理智控
制下，没有影响逻辑思维。
B 病程：病程一个月。
C 没有出现泛化。只是针对班主任老师发生冲突，引发的一系列情绪症状，是在客观存在的事
件刺激下而导致的主观上的情绪紊乱。因为情绪是一切心理活动的背景，所以所表现的学习兴趣下
降乃至不想上学是可以理解的，表现了心理活动协调一致。其表现也符合内向、追求完美、好胜心
强的人格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诊断为一般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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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鉴别诊断：
①与精神病相鉴别：
依据病与非病的三原则，该来访者的知情意是统一的，个性稳定，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有自知力，
有主动就医的行为，无逻辑思维的混乱，无感知觉异常，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状，因此可以排
除精神病。
②与焦虑性神经症相鉴别：
焦虑症是“以广泛性焦虑或发作性恐怖状态为主要临床相的神经症”，是一种内心紧张不安，预
感到似乎将要发生不利情况而难于应付的不愉快情绪，常伴有头晕、胸闷、心悸、呼吸困难、出汗
和运动性不安等，有持久的痛苦不能解决，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出现泛化和回避，反应也与
初始事件本身不相关，持续时间长，大于三个月或半年。
该求助者的症状主要是与班主任发生吵架这一现实原因引起的常形冲突，但未严重影响社会功
能和逻辑思维，持续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因此可以排除焦虑性神经症。
③与严重心理问题相鉴别：
严重心理问题的反应强度强烈，已经泛化，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而该来访者的生理功能
和社会功能虽然受到了轻微的影响，但是不良情绪并没有泛化，仍然在相当程度的理智控制之下。
没有出现泛化，没有对社会功能造成严重影响，持续时间较短只有一个月，因此可以排除严重心理
问题。
4.4 对该求助者的资料进行整理，得出了该求助者产生问题的原因
①生理原因：
周某，18 岁，正处于青春期男孩，自尊心特强，情绪波动特别大。医院检查没有器质性病变
②社会原因：
A.存在负性生活事件—近段时间连续两次被班主任老师批评
B.父亲一般尊重他自己的决定，母亲常常与他又发生矛盾，使得其得到不母亲的支持
C.觉得和同学、朋友说与班主任老师吵架这件事情很没有面子，选择沉默。因此没有足够的社
会支持系统的帮助
③心理原因：
A.存在不合理的认知：要求班主任老师像父亲一样对他，连续两次批评教育心理落差太大，让
他很没有面子觉得老师故意针对他，使其失去自尊心而产生不良情绪。
B．从小生活一帆风顺，没有经历挫折与打击，突然的打击让他无法接受。
C.缺乏有效解决问题的行为模式，不知道如何调整心情。
D.人格特质：内向型，同时青春期不稳定，情绪波动大。

5

咨询目标的制定

根据以上评估与诊断，经与周某协商，确定以下咨询目标。
①具体目标和近期目标：
帮助周某认识到，引起心理冲突的根源不在于班主任批评指责教育，而是周某深层次存在的不
合理观念，调整其错误认知方式，改变到正确认知观念上来，缓解上学焦虑情绪。
②长远目标和最终目标：
帮助周某充分调动和发挥自身的内部潜在能力，对自己的认知过程进行反省，发现自己的问题
并主动加以改变。减少他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出现因不合理观念引起的情绪困扰和不良行为，不断
完善人际关系获得社会性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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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咨询方案的制定
经与周某充分协商，共同制定以下咨询方案：

6.1 咨询方法与原理
咨询方法:
认知行为疗法
咨询原理：
该疗法是一组通过改变思维和行为的方法来改变不良认知，达到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是一
种针对具体的结构性的目标问题的短期和教育性的心理治疗方法。该疗法认为错误的认知和观念是
导致情绪和行为问题的短期和根源。因此通过发现并纠正错误观念及其赖以形成的认知过程使求助
者改变到正确的认知方式上来，从而使症状得以减轻或消除。
6.2 咨询双方的责任、权利、义务。
求助者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
（1）求助者可以根据个人意愿选择咨询师；
（2）对咨询进程不满意可要求更换咨询师；
（3）对咨询方案、咨询受费、咨询时间的知情权、协商权和选择权。
义务：
（1）遵守咨询机构的有关规定；
（2）遵守和执行商定好的咨询方案、咨询收费、咨询时间等方面的规则；
（3）尊重咨询师，遵守预约时间，如有特殊情况提前告知咨询师。
咨询过程中，咨询师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
（1）有权利了解与求助者心理问题有关的个人资料；
（2）有权利选择合适的求助者；
（3）本着对求助者负责的态度，有权利提出转介或终止咨询。
义务：
（1）遵守咨询机构的有关规定；
（2）遵守和执行商定好的咨询方案、咨询收费、咨询时间等方面的规则；
（3）尊重求助者，遵守预约时间，如有特殊情况提前告知咨询师。
6.3 咨询的次数与时间安排：
（1）时间：每周 1 次，每次 60 分钟，共 4 次。
（2）咨询费用：免费咨询。

7

咨询过程

7.1 第一次：2018 年 1 月 25 日
目的：
①了解基本情况，收集一般临床资料。
②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
③对周某的状态进行评估和诊断。
方法：摄入式会谈，心理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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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①填写咨询登记表。
②进行摄入性会谈，收集资料。
③告知周某心理咨询的性质和周某的权利与义务。
④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和心理测验的结果进行评估和诊断。
⑤制定咨询目标和咨询方案，约定下次会谈时间。
第一次会谈效果评估：
建立了较融洽的咨询关系，掌握了周某心理冲突的性质并做出诊断，制定了咨询方案。
7.2 第二次：2018 年 2 月 1 号
目标：
A．进一步加深咨询关系。
B．与来访者一起探讨其问题产生的原因，让他认识到自己对待与班主任发生冲突，进而不上学
这事存在的不正确的认知方式。
方法：自我审查
过程：
求助者：我现在心情都很烦躁，什么事情都不想干。
咨询者：每一个在你这个年龄阶段的人，都会有类似像你现在这样的阶段和感受。我很能理解
你的，我现在这么大岁数偶尔也有这样的状况。你所说的“什么事情都不想干”，是指你不吃不
喝不睡所有事情呢？还是仅仅指在某一件事情上不想干？
求助者：所有事情
咨询者：如果是所有事情的话，那么现在你坐在我的面前不算事呢？{我笑着轻声问他}
求助者：
、
、
、
、
、
、{沉默}不想读书。
咨询者：是什么原因呢？
求助者：与班主任争吵。
求助者：因为上厕所迟到几分钟。班主任就批评我整整一节课。
咨询者: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造成你这样的现状的呢？
求助者：本来我以为自己很努力学习，能够进到火箭班学习是对我努力的最好证明。原班的同
学们都羡慕我，时时处处以我为骄傲，我一直都在为我的学习默默的全力以赴付出，而且老师
们都是看到也见证了我的成绩突飞猛进的奇迹。但是居然因为上厕所迟到几分钟，她就批评我
一接课。批评就批评吧，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
、
、
咨询者：什么？
求助者：她还让我请家长，感觉自己的自尊心被她践踏了。
咨询者：嗯
求助者：我觉得是班主任看我不顺眼，就抓着我上厕所迟到几分钟批评我整整一节课。她觉得
时间宝贵，为什么现在不宝贵?你觉得她不是事事故意针对我吗？还让我爸妈到校并且赔礼道歉
—仅仅因为我迟到几分钟。
咨询者：现在我们先不谈请家长赔礼道歉的事情，在下次咨询时间里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关
心的是老师批评一节课的事实，以及你当时切身感受。
求助者：其实当时是在厕所多呆几分钟，因为是最后一个进教室。班主任每节课都会在教室里
查人，我是第一次以为侥幸会逃脱。上厕所都是小跑步前进，但是还是迟到了。我本来心理很
歉意，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就想着进去上课。谁知道她当着全班的面让我站到办公室去不上
课、
、
、
、
、、她说什么高三学习时间紧，任务重啊、、、
、、、
、别的学生努力想来火箭班都来不了、
、
、、、、
拥有好的学习资源不珍惜等等。在家里打一会游戏放松一下，我妈也唠叨不停，现在连上个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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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老师也叨叨我烦死了。所以什么也没有听，态度也不好，憋不住就和老师在办公室吵起来。
咨询者：你很一直努力学习是吗？
求助者：是的，尤其是高三进了火箭班。
咨询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觉得老师让你很委屈？
求助者：是的。当着全班同学面让我站到办公室去，办公室里全是老师、、、、
、
、
咨询者：那么以前呢？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求助者：第一次。
、
、
、
、
、
、我当时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咨询者：读书的时候当学生这样的经历很正常，老师办公室常常有等到挨训，我也被罚站过。
但是，你好像比别人更敏感。
求助者：挨训时候我抬头，无意看见以前的班主任老师也在办公室。
咨询者：哦，明白了、
、
、
、
、
、听说好像你之后还打了耳洞？
求助者：是的。
我故意的打耳洞
咨询者：因为这件事情，又挨批评？
求助者：说我是胎神{很沮丧}
咨询者：如果说第一次批评是老师“故意针对你”
，那么第二次呢？
求助者：
、
、
、
、
、
、
、{沉默}我是故意针对班主任老师。
咨询者：然后，到今天现在这样。这就是你努力冲进火箭班的目标吗？
求助者：
、
、
、
、
、
、{思考：我看见他眼角的泪花在滚动}
【等待很长时间】不是。
咨询者：这件事情还有挽回余地吗？或者说你想挽回吗？
求助者：想，但是现在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咨询者：那是因为你还没有从第一次事件中走出来，一旦你看清楚了问题所在。也许你就不会
像现在这样了。有时候，如果一直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永远难以理解明白对方的所作所
为。有句话你一定听过“横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你肯定理解，并相信你能明白好。
求助者：
、
、
、
、
、
、{沉默}
咨询者：火箭班学生压力大，说不定老师压力更大，班主任压力最大。真正的理解和信任不是
凭空而来就行，是需要双方共同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我不赞同你的班主任部分做法，当然也
不认同你情绪化应对行为和方式。
求助者：当时觉得班主任跟我妈一样唠叨没完没了，烦透了、、
、、、
、
咨询者：是啊。下次咨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付出都是为了回报，只有老
师的爱是为了分离---助你飞翔。
作业：
A 要求求助者将原来列出的不合理认知列表一一对比；
B 试一试情绪稳定再谈，温柔的坚持替换以前无效方式解决问题
咨询师感悟：
本着接纳与理解的原则，在第一次咨询了解信息并和来访者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基础上。本次
咨询的过程中采用提问、自我审查等技术探询求助者的心理矛盾，可以帮助来访者通过了解自己的
内心世界，发泄自己的情绪，理清自己的关系，面对自己的情结，从而达到疗愈的作用。作为咨询
师，认真倾听她的故事，细细观察他的非言语的行为变化，用心感受他情绪的变化，对于来访者来
说极其重要。来访者一来呈现的状态，是不可能通过一次咨询立即彻底的解决，而是有耐心每次能
帮助他看清自己内心的一点点，或者理清自己的某点关系，就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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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第三次：2018 年 2 月 8 号
目标：
①帮助求助者把“我”行为和观念投射到所扮演的“角色”上，通过观察体验“角色”，使他能
够更为客观地看待自己的问题。
②母亲和儿子扮演心理剧：
“互换角色”
方法：角色扮演法
咨询过程：
①反馈咨询作业：压抑情绪有较大的缓解，精神状态有一定的好转。这次比第一次表现，整个
人挺直坐在椅子上，帽子放下。
②对求助者以上的积极变化马上给予强化，并督促其获得强化后的情绪体验，使他获得压抑焦
虑的情绪进一步缓解。
③角色扮演法。让求助者识别、观察、和监督自己的想法与假设，尤其是那些消极的自动想法
咨询师感悟：
有时候抓住一个点，深入的开展下去，必然会有收获。由内而外的寻找到力量，可以帮助求助
积极面对自己的问题。从一开始的厌学，对班主任的恨意，到后面可以积极面主动与母亲沟通并且
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再次让来访者感受到了认知疗法疗愈作用，对咨
询师也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明白每个人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的，不
同的看法可能就会导致不同的情绪。如果你能认识到是你头脑中的一些不合理的想法导致了你现在
的情绪状态，也许你就能改变你的心情。
作业：思考自己还有那些错误认知并进行记录，试着做相应调整
【备注：因为下次咨询时间正好是是春节，所以我们协商推迟到两周以后】
7.4 第四次：2018 年 2 月 22【结束并巩固关系】目标：
目标
①巩固咨询效果
②结束咨询
方法：会谈法
过程：
来访者主动分享其在接受咨询之后对待这件事情的心得与体会。咨询师主要倾听来访者的分析。
肯定他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改变情绪的能力，提出今后发展目标

8

咨询结束

来访者自我评估：
周某经过四次咨询后，表示自己最近心情好多了，春节和母亲关系融洽多了。和父母亲一起去
给班主任老师拜年沟通了想法，现在已经在努力准备新学期的功课，打算继续努力。精神状态阳光
多了，头发剪成板寸。
咨询师的评估：
求助者情绪已基本稳定，改变了错误的认知，建立了合理的信念，以正常的心态投入到学习生
活中去，基本上达到咨询预期目标。
心理测量：
SAS 测试，标准分为 47 分，SDS 测试分数为 49，分值均恢复到了正常，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表明求助者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有明显改善，问题基本解决，能够以较为轻松愉悦的心情投入学习中。

9

咨询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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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中，咨询师与求助者建立了良好的咨询关系，比较全面地了解求助者的情况，得到求助
者的配合，适当给求助者减压。使用认知疗法心理咨询技术，能使来访者放下意识的防御，直接进
入到求助者的无意识，呈现无意识的冲突，从而打破、重构求助者的内在结构，能够让求助者清楚
明白自身问题的症结，促进其认知的改变。既能呈现求助者的内心冲突，又能适当的保护求助者，
这样的方式使得咨访关系建立的相当好，而良好的咨访关系也是促成来访者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

10

其他说明
个案报告已征得当事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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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震后团体心理危机干预应用及评估
李玫
(成都女子监狱，四川，610109)

【摘要】 本文阐述了团体心理辅导在罪犯震后教育疏导和心理危机干预中的应用、评估、分析，论证了作为一
种灾后救援形式，团体心理危机干预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关键词】 罪犯

心理危机干预

评估

5.12震后，心理咨询师针对罪犯的心理危机状况，量身订做了一套团体心理危机干预的创伤与
修复模式多次应用，并进行了抽样评估。

1

团体方案

1.1 团体名称
生命之火
1.2 团体性质
封闭式、结构式、同质
1.3 团体对象
1.3.1 范围
受灾较重监狱的部分服刑人员，范围如下：
（1）自身及亲属平安，地震后出现明显的恐惧、担忧、无助，害怕地震会再次发生，出现失眠、
食欲下降等躯体症状，对服刑生活、人际交往造成一定影响的。
（2）尚未与家人取得联系，不清楚家里人是否受灾等具体情况，出现明显焦虑情绪的。
（3）家庭成员或生活中的重要他人死亡、财产损失巨大、家庭经济负担重、深感自责自罪而疏
导心理严重失衡、行为异常的罪犯。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丧失亲人的罪犯在1个月以内不适用团体
咨询。
）
（4）人数
每次10－30人，或根据需要更多。
分阶段、多批次参加团体心理危机干预的罪犯共计2580人，其中绵阳监狱90人，广元监狱30人，
川北监狱80人，川中监狱60人，崇州监狱60人，新源监狱60人，雅安监狱30人，金堂监狱150人，四
川省女子监狱30人（女）
，邛崃监狱60人，成都监狱30人，成都未成年管教所70人（18岁以下）
，成
都病犯监狱30人，成都女子监狱1800人（女）
。
1.4 时间地点
1.4.1 时间
2008年5月15日至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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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地点
各监狱露天操场、抗震棚、临时安置点、教室等
1.5 基础理论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罗杰斯人本主义理论
（1）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心理方面的需要肯定在满足生理需要后才会产生。因此，我
们选择生命安全得到保证，生存需要得到基本满足的罪犯人群作为震后团体心理危机干预的对象。
（2）根据罗杰斯人本主义理论，人与人之间可以无条件地、真诚地尊重、关怀，因此，成员之
间完全可以做到相互了解，提高心理相容度，体验团体的魅力。同时，每个人都能够体验到积极的
人性观，相信人是理性的，是能够自立，对自己负责的，相信人是具有建设性、社会性的，值得信
任，也可以合作，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发现自己心理上的适应不良。帮助成员调节自己的经验，
顺利渡过危机，朝向自我实现，使自我更完善，更成熟。
1.6 协助方法与策略(活动设计理论)
1.6.1 罪犯震后团体心理危机干预概念
罪犯震后团体心理危机干预是相对一对一的个体心理危机干预而言的。顾名思义，它是心理矫
治工作人员在团体情境下对震后罪犯群体提供心理帮助与指导的一种形式。由心理咨询师根据罪犯
震后心理危机的相似性组成小组，通常情况下，团体心理危机干预由1－2位咨询师主持，求助罪犯
10－30人不等，甚至更多，通过共同商讨、训练、引导，解决罪犯团体共同的心理危机。这更能促
进罪犯团体之间相互沟通，了解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能通过了解别人存在的类似问题而获得安慰，
同时也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增强信心。在监狱罪犯震后教育疏导过程中，团体心理危机干预既是一种
有效的心理治疗，也是一种有效的教育活动。
团体心理咨询应用于心理危机干预最早可追溯到1905年，美国医生普拉特在波士顿首次采用集
体教育和鼓励、讨论的方法，帮助久治不愈而又心情沮丧的结核病人克服抑郁情绪，树立战胜疾病
的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由于战争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骤增，面对一大批饱受战争创
伤的士兵，数量有限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无法满足社会需要，而普通士兵也无能力支付昂贵的
诊费，团体心理咨询作为一种经济、简捷、高效的手段，用于治疗战后士兵中的精神病病人和心理
障碍者，对团体心理咨询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1.6.2 罪犯震后团体心理危机干预特点
团体心理干预与个体心理干预最大的区别在于参与者对自己问题的认识、解决是在团体中通过
成员间的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来实现的。具体而言，有以下特点：
1.6.2.1 感染力强，影响广泛

这是因为群体的互动作用促进了信息的传递和自主性的激发。在团体心理危机干预中，任何事
情都可能成为治疗成功的因素，很多有价值的作用是组员自己创造的，或是大家互动的结果，不能
确定谁是提供帮助的人，因为每名罪犯都会在这个团体中获得帮助。每名罪犯依靠自我成长的力量
帮助自己痊愈，同时也给予他人力量和希望。
1.6.2.2 效率高，省时省力

团体模式的心理危机干预除了能为更多罪犯提供帮助外，其特有的团体动力系统以及能够提供
的问题普遍性更为适合监狱罪犯震后的特殊心态。针对因共同因素导致的心理问题，团体模式心理
援助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其他形式的心理援助。笔者在对罪犯进行震后心理危机干预时发现，如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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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个罪犯一起交谈，最开始不肯说出内心恐惧的人，通过交谈发现所有人都害怕，他的恐惧就会
减轻一些。这就是所谓“借力打力”
。
1.6.2.3 效果容易巩固

在前往受灾监狱的心理救援队伍中，有不少的救援模式基本都是以个体辅导为主，辅以一些讲
座或团体游戏。几乎每一个接受救援训练的心理咨询师，都会被反复灌输一些理念，那就是心理创
伤究竟是怎样的？有哪些话是不能说的，有哪些话是可以说的，基本上都是以对个体的倾听，关爱，
支持为主。例如一名求助罪犯特别抑郁，沮丧，对其家人在灾后不知下落感到非常恐惧担忧，心理
咨询师对其进行心理辅导。建立起咨询关系以后，他开始依赖这位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时，却因为时
间已到，这位咨询师又不得不离开，赶赴下一个救援点，这一点让他非常受挫与痛苦。类似这样的
个案并不罕见，也会造成一个奇怪的悖论现象，那就是咨询关系越好，救援人员离开之时有可能受
助的罪犯就会越痛苦，越沮丧，甚至可以说是造成了二次心理创伤。对于身在监狱的罪犯来说，身
处监禁的环境中，很容易依赖外来的支持。但同一批心理援助人员不可能长期呆在受灾监狱。而凝
聚狱内罪犯群体的力量，来组成一个个相互支持的团体，依靠大家彼此的力量，来共同面对灾难与
痛苦，其实才是最佳辅导方式。
笔者通过一个多月在全省11个受灾监狱的心理援助实践，认为除了个别心理创伤较严重的个案
外，通过团体辅导与治疗的形式，让罪犯群体结成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同情的团
体，依靠该监狱现有的力量，而不是单纯靠外来的力量，才能发挥出持久与稳定的效果。这样的话，
当救援人员离开之后，这种相互间心理援助的力量，依然存在。
1.6.3 罪犯震后团体心理危机干预功能
与个体干预相比，团体干预在其应用上也有它特有的功能
1.6.3.1 情绪的支持

支持团体为每一名罪犯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允许并鼓励他们表达“此时此地”的感受与悲伤情
绪。
1.6.3.2 认同与示范

团体中有的罪犯因处于悲伤痛苦的巨大压力下，而觉得自己似乎要发疯了。在支持团体的分享
过程中，其他罪犯便能帮助他认识到自己的悲伤反应与行为是正常的。此外，团体成员的多元性也
能提供个别罪犯观察到其他罪犯面对悲伤的方法，甚至有“他可以走出来，我也可以”的示范作用。
1.6.3.3 教育与学习

支持团体提供相关的信息与讨论机会，让每个罪犯都能够学习到悲伤的过程，压力管理的技巧，
使他们对自己目前及未来的状况有更多的自我掌握能力。
1.6.3.4 对生命更深的体认

这是本方案设计的最高目标，希望提供求助者对自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有新的省思及更深的体
认。
支持团体以成员共有经验的分享为基础，期望能透过团体过程的支持、关怀与回馈，协助成员
缓解心理压力与困扰，重新建立人际之间的互倚及信任感，并增进个人重新面对生活与适应的能力。
团体的目标是彼此分享，领导者的主要角色则是鼓励成员作分享性的互动，于团体中催化与引导成
员相互分享、支持与关怀，并带领讨论与提供讯息。就整个团体历程而言，团体初期，领导者需要
较为主动地引导与催化成员的互动与分享，及早打破陌生及不安全感，让成员在倾听与分享中增进

-517-

情感的释放与表达，也由共同经验的共鸣体认中，增进团体认同感。随着团体的进展，当成员能自
由地展开分享与支持时，领导者便可退居观察者的角色，让成员们自由形成开放、弹性的支持与分
享气氛，甚至可以鼓励成员有团体外的互动与联系，以促进团体支持系统能渐渐进入个人的生活中，
形成新的关系与力量。
1.7 团体流程
次
数

单元名称

单元目标

预定活动内容（含备用方案）

一

心灵之约

营造氛围
学习信任

1.逆境顺境
2.大风吹
3.松鼠搬家

体验分享

宣泄情绪
自我觉察

1.情绪气球
2.信任之旅
3.心有千千结

信念种入

自我探索
获得坚强

1.身心合一
2.人生五样
3.放飞希望

生命之火

感悟生命
接纳自我

1.蝴蝶拍
2.真情的告白
3.感恩与珍惜

二

三

四

2

所需材料

时间

10分种
眼罩
气球
水彩笔

30分钟

水彩笔
白纸
视频及音响

30分钟

30分钟

方案实施

2.1 心灵之约
本阶段为热身阶段，主要是通过游戏进行躯体放松，从而缓解团体成员的震后紧张情绪，提高
成员对团体活动的参与程度。在成都未成年管教所、成都女子监狱、省女子监狱开展本阶段活动时，
未成年犯、女犯均能够较快融入团体，而在其他成年男性押犯监狱，往往需要第二个甚至第三年热
身游戏，才能让成年男犯达到躯体放松。
2.2 体验分享
本阶段心理咨询师运用同理心和积极关注，共情充分。各监狱罪犯均发言踊跃。有的详细描述
了自己在强震波及之时的躯体反应及认知情感体验，普遍认为自己当时存在震灾惊恐；有的表达出
对死亡的恐惧和担忧；来自灾区籍的服刑人员泣不成声，言语中饱含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无尽的担忧；
有的则分享了监狱民警与服刑人员共存亡的安全感体验。此阶段，服刑人员普遍感到积压许久的各
种情绪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2.3 信念种入
心理咨询师和心理辅导员带领服刑人员进行“身心合一”练习，用坚定的语言和眼神诵读句子
“我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我有资格照顾好自己，我爸爸允许我照顾好自己，我妈妈允许我照顾好自
己”
，将“你好、我好、世界好”的“三赢”信念牢牢种入每个人的内心。服刑人员做完练习后争先
恐后地分享自己的体验，她们说“从未如此感受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自己，每个人都需要有能力
先照顾好自己，但不只是照顾好自己”
。服刑人员普遍认为自己的心理能量在这一阶段得到了很大的
提升。

-518-

2.4 生命之火
随着音乐唱完《阳光总在风雨后》
，心理咨询师开始指导服刑人员双臂相抱至肩部，轻轻闭上双
眼，一边轻拍双手，一边用指导语带领大家一起体会“我的生命，我的顽强勇敢的生命，我要感谢
你，感谢你多年的陪伴与照顾，感谢你让我在这样大的灾难中得以留存在这个世界，感谢你让我还
可享受蓝天和白云，感谢你让我还可以看到每天太阳的升起，感谢你让我还可以闻到花香，感谢你
让我还能够呼吸每天新鲜的空气。我的生命，我知道你还很不完美，但是你已经很努力了。我的生
命，我要感谢你。从今以后，我要好好地珍惜你，我要加倍地爱惜你，我要加倍地善待你，我爱你，
我爱你，我爱我自己。
”此阶段运用浅催眠的技巧和躯体语言，使现场许多服刑人员感受到生命的顽
强与可贵，他(她)们饱含泪水，相互握手、拥抱，纷纷前来与心理咨询师及心理辅导员握手拥抱，泣
不成声地表示感激，感激老师带领他(她)们体验这劫后余生之际对生命之火更加顽强的百般感悟。

3

效果评估

3.1 评估对象
从接受团体心理危机干预的罪犯中抽取120人进行评估。
其中男80人，女40人；成年犯80人，未成年犯40人。
3.2 评估工具
自行设计问卷，帮助成员思考和回顾整个训练团体的过程。
各位亲爱的成员：
我们一起走过今天，我们还将一起走过明天，这样的方式，不知道您是否有一些了解与不
了解，以下是一份不记名的问卷，请您尽量写下您心里的感觉，非常感谢您的回馈与分享。

项

非常
符合

目

符合

一般

不符合

非常不
符合

1通过活动我对其他其他开始建立起基本信任

5

4

3

2

1

2通过活动我对自己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5

4

3

2

1

3通过活动，我很喜欢团体游戏。

5

4

3

2

1

4通过活动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

5

4

3

2

1

5今天的活动设置符合我的需要。

5

4

3

2

1

6希望今后能够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5

4

3

2

1

1.今天的几个活动您最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2.您最想对辅导员说的一句话？
3.关于今天的团体活动您还有更好的建议是？

3.3 抽样结果
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120份。其中有效问卷107份，占发放问卷比例的89%。
3.4 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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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成员对活动的总体评价

一般

不
符
合

非常
不符
合

34人占
32%

21人占
20%

1人占
1%

0人占
0%

53人占
50%

35人占
33%

19人占
17%

0人占
0%

0人占

3通过活动，我很喜欢团体游戏。

35人占
33%

35人占
33%

35人占
33%

2人占
1%

0人占
0%

4通过活动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

81人占
76%

18人占
17%

8人占
7%

0人占
0%

0人占
0%

5今天的活动设置符合我的需要。

43人占
40%

43人
占40%

21人占
20%

0人占
0%

0人占
0%

6希望今后能够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70人占
65%

32人占
30%

5人占
5%

0人占
0%

0人占
0%

非常
符合

符合

1通过活动我对其他其他开始建立起基本信任。

51人占
47%

2通过活动我对自己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项

目

①95%以上对生命之火认同度较高，80%以上对信任之旅、心有千千结、顺境逆境，以及
现场组织大家演唱的歌曲《生死不离》、《阳光总在风雨后》认同度较高。认为从中学习到了
如何面对挫折、更加珍惜生命、学会去爱自己以及爱他人、父母的养育之恩、勇气和自信、
学会相互支撑，等等。
②希望能够与心理咨询师面对面单独交流。
③建议多开展类似的团体活动，让更多需要的人参加。

3.4.2 咨询师的体验与感悟
3.4.2.1 最重要的是聆听

在情绪宣泄阶段，干预者主动倾听罪犯心中积郁的苦闷或思想矛盾，可以鼓励他们将自己的内
心情感表达出来，以此减轻或消除其心理压力，避免引起更严重的后果。经历地震灾难后，罪犯群
体需要专业的危机干预者提供一个通道宣泄他们的不良情绪，从而获得极大的精神解脱。在进行宣
泄时，干预者对经历地震灾难的个体采取关怀、耐心的态度，就可以让他们畅所欲言而无所顾忌，
使得他们由于不良情绪得到宣泄而感到由衷的愉快，进而强化他们战胜地震灾难的信心和勇气。
需要指出的是，经历地震灾难的罪犯，他们的心理宣泄内容不一定与地震有关，只要能够达到
心理宣泄的目的，内容不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遭受意外创伤后，幸存者会有各种各样包括身体
伤痛、恐惧、无助、后怕、悲伤、后悔、责怪等各种体验的和情感宣泄的需要，包括以前的创伤经
历。而无论是何种内容，干预者的聆听都是最为重要的支持性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帮助罪犯把这
些负性的感觉与情绪宣泄出去。
3.4.2.2 哭泣是最直接的创伤康复办法

在聆听的过程中咨询师发现，有些罪犯遭受的打击特别大，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急性应激反应，
如茫然、麻木、注意范围狭窄、定向力障碍、讲话言辞凌乱、有的还会出现木僵。如广元监狱罪犯
XXX，在活动中一段时间表现得十分冷静和镇定，甚至麻木般的镇定，好像可以勇敢地应对灾难事
件，表现很冷静。但其实是是压抑了其女儿下落不明的焦虑及抑郁情绪。咨询师通过各种途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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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表达亲历的感受这种情况，并激发其宣泄情感与体验。否则，如果难以将情绪释放与宣泄，往往
容易导致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等。
告诉团体成员，对于在这沉痛的打击下，能流泪甚至是大哭是件好事，试着表达、发泄出自己
的感受，就有机会从伤痛中恢复过来。如果强迫自己去压抑真实的情绪或想法，反而会造成紧张与
身体上的不舒服，这样会延长恢复的时间。因此，大声地说出来，甚至是喊出来或哭出来，是重要
的自然宣泄方式，在阿坝监狱转监犯的团体辅导过程中，藏族罪犯请求在现场大声“哭喊父母”，对
于情绪宣泄就非常有效。
3.4.2.2 小组讨论与交流

小组讨论与交流是一种重要有效的宣泄方式。在小组讨论中，要把同一伤害程度的个体放在一
起。通过情感激发、共鸣以后，其同伴的相互安慰和支持，效果是最好的，
3.4.2.3 音乐疗法的运用

音乐是一种最适合用于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工具之一。由于它是非语言的属形象思维的形式
又与人的深层意识距离最近的特征，使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优于其他的心理治疗方法。音乐也可以
跨越年龄和语言限制，无论男女老幼、智力高低、或懂得音乐与否，都可从音乐疗程中获益。因为
音乐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不同旋律的音乐让人产生不同的感受，交替播放一些忧郁和振奋的歌曲有
利于其情感释放，如《生死不离》
、
《阳光总在风雨后》、
《从头再来》、
《爱的奉献》、
《同一首歌》
、
《让
世界充满爱》等，都有助于激发起罪犯的心理能量，促进他们的生存欲望和战胜困难的意志力。
3.4.2.4 催眠技巧的运用

咨询师用蝴蝶拍游戏，并设计了“生命之火”的指导语，运用浅催眠的技巧，使罪犯在劫后余
生之际对生命之火更加顽强的百般感悟被自然而然地带出来。但此环节对咨询师的操作技能要求较
高，未研习过催眠技术的心理咨询师无法使用，只能用诵读法代替。
3.4.2.5 肢体语言带来相互支持

活动最后环节，咨询师鼓励团体成员互相拥抱，用肢体语言为对方提供支持。在此环节的指导
语是“看看你身边的人，去拥抱他”
，对于女子监狱的罪犯，非常容易将她们导入拥抱环节。而在男
犯监狱，则相对较难，咨询师及时将指导语调整为“看看你身边的人，去拍拍他的肩膀，去握握他
的手，告诉他‘我们现在是安全的’
，去拥抱他”，改直接拥抱为循序渐进，最终成功将所有团体成
员引入肢体语言的相互支持。
3.4.2.6 应对团体成员不当行为

如团体成员突然发难(采取面质技术);团体成员顾左右而言他(采取聚焦技术)；在团体情境中有的
成员可能会因个人隐私不经意流露而受伤害(通过团体契约约束成员行为,减少和消除当事人伤害)。

4

结论

4.1 有效性
实践证明，针对罪犯进行震后团体心理危机干预，能够有效防止或减轻灾害后的不良心理反应，
缓解痛苦、调节情绪、塑造社会认知、调整社会关系、整合人际系统，引导其顺利渡过危机，避免
心理痛苦的长期化和复杂化，促进震后的适应和康复。针对四川省监狱罪犯人数多而心理矫治工作
人员人数较少的具体情况，对震后监狱的罪犯实施团体心理危机干预，无疑是一个经济、简捷、高
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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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局限性
地震带给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团体心理危机干预的方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大面积覆盖罪犯
群体，给予罪犯震后心理疏导的初步感受，但这只是完成了一个浅层的、面上的教育疏导与心理危
机干预，还没有能够很好地照顾到个体。
4.3 对策
团体心理危机干预务必与其他干预方式结合运用。本文主要论述和介绍罪犯震后团体心理危机
干预的方法，这并不意味着个体心理危机干预不重要。从国际经验看来，成功的心理危机干预无不
是团体和个体方法结合的结果。因此团体疏导结束后，对呈现出较为复杂心理问题的服刑人员，要
通过个体咨询等方式继续干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支持对心理危机的处理至关重要，无论使
用何种方法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社会支持始终是一个“强化物”。团体干预方法更应强调团体内人们
的互相互动与鼓励，同时外源性的社会支持资源的利用颇为重要。如帮助罪犯与亲友取得联系，从
而获得他们的支持，等等。

5

结束语

作为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特殊人群，罪犯因地震灾害而受到的心理冲击和精神创伤可能较社会
上的人群更为严重，特别是在因被监禁而带来的获取灾难讯息不畅通、面对灾害不能有所作为等更
易产生罪责感、挫折感和紧张焦虑等心理困惑甚至心理疾病，这无疑会对监狱场所的安全构成威胁。
因此，罪犯震后团体教育疏导与心理危机干预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本身的
需要，还是保持监狱场所安全稳定的需要，更是维护罪犯心理健康、培养健全人格、最终实现“治
本安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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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技术的新进展
隋晓爽

1*

(1.北京心海导航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北京 100085
*通信地址：隋晓爽，E-mail:rosesui@163.com）
【摘要】目的研发心海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和信息管理系统，用于评估在校大学生当前的自杀潜在风险和当前
的自杀倾向。方法采用自评心理量表和与咨询师面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三级筛查。一级筛查：从学生个人成长经
历、人格特质、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抑郁情绪等方面入手，确定个体当前的自杀潜在风险；二级筛查：针对
自杀潜在风险较高的个体，从绝望感、自杀认同和自杀准备等角度评估其当前自杀倾向的高低；三级评估：针对当
前自杀倾向较高的个体，采用面对面会谈的方式，由有经验的心理老师进行评估，进一步确定那些真正具有较高自
杀风险的个体。结果采用上述方法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施测，并对测试数据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一级筛查和二级
筛查所用心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的基本要求。结论心海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和信息管理系统可以作
为高校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辅助工具。
【关键词】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

大学生刚刚成年，由于心理还不成熟，在面对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容易产生自杀意念，甚至做
出自杀行为。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事件时有发生，大学生自杀比例也一直呈上升趋势，自杀已占大
学生非正常死亡的首位[1]。研究显示，大学生自杀率明显高于同龄人，是其 2～4 倍，并且有逐年上
升的趋势[2]。调查显示，我国 15-26 岁的学生中有自杀意念者约占 18%，16～24 岁的自杀成功人数
比率远高于 15 岁以下[3]。大学生自杀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必须得到全社会和各高校的关
注。高校应该重视对在校学生自杀的预防工作，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
自杀并非突发，大多数大学生的自杀行为是可以预防的[4]。早期发现有自杀倾向者，从而有针
对性地给予及时援助，是预防自杀行为发生的重要措施。由于目前国内高校的人力是有限的，一般
的高校只配备几位心理老师，没有足够的时间与每一位学生进行详细地访谈，不可能深入了解每一
位学生，仅靠有限的人力无法对每一位学生的心理危机水平做出准确的评估。所以，学校迫切需要
一套可以准确评估学生自杀风险水平的自动化系统，帮助心理老师提高工作效率，以保证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的成功开展。
心海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和管理系统就是这样一种有效的工具，它是一套软件系统，于 2015 年
初步研发完成，通过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一系列心理量表和问卷的测评，综合评估大学生的自杀风险
水平，帮助学校较为准确地筛选出那些自杀风险比较高的学生，以便进行重点干预和辅导，预防悲
剧的发生。如果高校能够应用该系统，那么将大大提高学生心理危机事件预防和干预工作的有效性
和便捷性。

1

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和管理系统的研发原理

心海技术人员对国内近期关于大学生自杀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总结出一系列
与青少年自杀有关的风险因素，具体如下：
（1）生物学方面：患有某种躯体疾病的[5]、药物滥用[6]的个体自杀风险更高。
（2）家庭方面：家庭不健全[7]、父母教养方式不良[8]、家庭经济状况低下[9]、家族有精神疾病
史和自杀史[7]的个体自杀风险更高。
（3）个体心理方面：有童年创伤经历[10]、情绪不稳定、抑郁[11]、曾经患有某种精神疾病、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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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过自杀经历[12]的个体自杀风险更高。
（4）应激生活事件方面：在学习、人际关系、家庭、社会生活等方面遭遇严重负性生活事件[13]
而社会支持又不足[14]的个体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自杀的风险也会增大。
以这些研究结果为依据，采用了一些心理量表对上述与大学生自杀风险有关的因素一一进行了
测查。具体的测查项目如下：
1.1 第一级筛查：测查自杀潜在风险水平。
包括 88 个题目，分为 5 个分量表：
（1）成长经历测查；包括一些与个人成长史和既往史有关的问题，主要用来测查家庭功能、家
庭经济情况、父母教养方式、童年经历、药物滥用、家族精神疾病史和自杀史、个人精神疾病史和
自杀未遂经历等。
（2）人格特质神经质测查；主要测查的是个体的神经质水平，神经质是指敏感、情绪不稳定、
容易忧虑等人格特征。
（3）生活事件测查：测查大学生近三个月以来所遇到的负性应激生活事件的情况。
（4）社会支持测查：测查大学生当前所拥有的来自父母、亲朋好友、师长、同学等的社会支持
的水平。
（5）抑郁测查：测查大学生当前的抑郁水平。
1.2 第二级筛查：测查当前自杀倾向。
包括 20 个题目，从绝望感、自杀认同和自杀准备等角度测查大学生当前想自杀的主观动机水平。
在第一级筛查中，如果大学生的个人成长经历中存在较多与自杀高风险有关的因素，人格特质
神经质倾向明显，近期所遇到的负性应激生活事件比较多而社会支持又不足，同时抑郁情绪比较显
著，那么这样的个体就属于自杀潜在风险比较高的个体，需要重点关注。对于自杀潜在风险比较高
的大学生，应该进行第二级筛查，进一步评估其当前自杀倾向的高低，即个体现在是否存在想自杀
的动机和意向。对于筛查出来的当前具有较高自杀倾向的大学生，需要心理老师立即进行面对面的
评估，以便能更可靠地确定自杀风险高的个体，防止虚报现象的发生。
综上，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和管理系统采用了三级筛查的方式：
第一级筛查，针对所有在校大学生，从个人成长经历、人格特质、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
抑郁情绪等方面入手，确定自杀潜在风险较高的个体；
第二级筛查，针对自杀潜在风险较高的个体，从绝望感、自杀认同和自杀准备等角度评估其当
前自杀倾向的高低；
第三级筛查，针对当前自杀倾向较高的个体，采用面对面会谈的方式，由有经验的心理老师进
行评估，进一步确定那些真正具有较高自杀风险的个体。
三级筛查方式保证了对自杀高风险个体筛选的全面性和深入性，大大提高了筛查的准确性和有
效性，保证校方能够较为准确地发现那些真正具有高自杀风险的大学生，并提供及时有效的危机干
预，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落到实处，从而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努力将大学生自杀的发生率控制在
最低水平。

2

心海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的信效度

2.1 测试群体：
16673 名大一学生，来自湖北、江苏、浙江、四川省的大学。其中男生 6957 人，女生 9716 人，
平均年龄 19.01 岁（标准差为 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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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杀潜在风险评估（第一级筛查）
：
信度：五个分量表的信度指标如下：成长经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4184；人格特质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8211，分半信度为 0.7877；生活事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004，分半信度为 0.8615；
社会支持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516，分半信度为 0.6808；抑郁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190，分半
信度为 0.7684。
效度：
（1）内容效度：本评估了涵盖了几乎所有与大学生自杀风险有关的因素，包括家庭功能、童年
创伤经历、物质滥用情况、自杀的家族史、情绪不稳定人格特质、生活应激事件、社会支持状况、
抑郁情绪等，评估内容比较全面，因此本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2）结构效度：各个分量表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0.288～0.721 之间，各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
数在 0.173～0.502 之间，分量表与总分的相关系数普遍高于各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因此本量
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聚合效度：量表的总分与学生的自杀意念得分呈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420（P<.01）
，
这说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
（4）区分效度：两组大学生，一组以前曾经有过自杀未遂的经历，另一组是正常的，这两组大
学生在本量表的总分上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自杀未遂组的总分显著高于正常组的（t=7.267，P<.01）。
根据本量表的测试结果，将分数等级为正常的划分为无自杀潜在风险组，分数等级为较高和极高的
划分为高自杀潜在风险组，两组学生的自杀意念得分差异显著，高自杀潜在风险组的自杀意念得分
显著高于无自杀潜在风险组的（t=17.164，P<.01）。这些结果说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2.3 当前自杀倾向评估（第二级筛查）
：
信度：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52，分半信度为 0.814，间隔两周的重测信度为 0.801。
效度：
（1）结构效度：三个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在 0.511～0.897 之间，呈中、高度相关，各分
量表彼此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215～0.466 之间，且多数在 0.4 以下，呈低、中度相关，这表明本量
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聚合效度：量表总分与 BDI 总分、SCL90 总分和 SCL90 的抑郁因子分均呈显著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0.488、0.402、0.437（P<.01）。这说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3）区分效度：正常组和抑郁组学生在本量表的总分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抑郁组的得分均显著
高于正常组的（t=10.41，P<.01）。这说明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以上这些信、效度数据说明，心海大学生自杀潜在风险评估和自杀倾向评估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和有效性，满足心理测量的基本要求，可以在高校的大学生群体中进行测试应用。

3

心海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和管理系统的工作模式

心海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和管理系统属于 B/S 架构，安装完毕后，学生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或
手机客户端完成一系列心理量表和调查问卷，作答完毕后，系统会自动评分，并综合各方面的结果
依据科学的规则对每一位学生的自杀潜在风险做出正常、较低、中等、较高、极高的五级评价,初步
筛选出具有较高自杀潜在风险的学生群体。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对这个群体进行深入评估，具体测查
他们当前的自杀倾向水平，对测试结果仍然进行正常、较低、中等、较高、极高的五级评价，确定
自杀倾向较高的学生名单，以便进行重点评估和干预。应用本系统，可以帮助心理老师逐步缩小关
注范围，这样就可以节约时间和人力，大大提高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效率。除了自杀风险评估
之外，系统还提供了数十套常用心理量表，可以满足高校绝大部分的心理测量需求，为心理老师的
日常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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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的功能完备，除了评估的功能，还提供了测评结果检索和统计、预约高危个体访谈、网
上在线预约心理咨询、心理访谈和咨询信息记录管理、院系评估结果报表制作等功能，帮助主管老
师更有效、快捷地管理相关的信息，大大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应用心海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和管理系统系统还可以帮助学校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的教育工作。
对自杀倾向为中等的学生主要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团体心理辅导，帮助其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学会
积极地应对和解决问题；对于自杀倾向较高的学生则要进行重点的心理干预，让心理老师对其进行
一对一的面谈、咨询和治疗，必要时可向上级医疗机构转介，并让其家长和所在院系的师生进行配
合，帮助其顺利地度过心理危机，珍惜自己的生命，防止其做出极端的行为。
心海大学生自杀风险评估和管理系统自上市以来，已经有全国各地多所高校的十多万名大学生
进行了自杀风险方面的测试。系统帮助高校的心理老师逐步缩小了关注范围，及时发现了自杀高风
险人群，大大提高了高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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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评估工具新进展
王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

1

前言

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灾难始终和人类的生存和进步息息相关。天灾人祸对于人类的
身体健康和生存环境的损害可能能够得到较快改善,但由此引发的心理危机可能会给个体和社会带
来严重而持久的影响。因此, 心理危机干预的理论及实践研究,已成为全世界所关注和重视的重要课
题。欧美等发达国家起步较早且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已在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
的体系。如美国建立的公共心理健康反应联合体 (the Mental Health Community Response Coalition ,
MHRC ) 对“9·11”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1]。相比而言，中国的心理危机干预理论研究、体系建设、
实践操作均起步较晚且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较大，经过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更进一步明确了国
内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性，加强了对于心理危机干预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
目前国内对于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在理论方法相对较多，但在实践应用方面落后于其理论研究，
如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意欲提高心理危机干预的“实战”经验，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
心理危机的精准有效评估基础上，纵观国内的相关研究，发现无论在心理危机评估工具的选择和使
用方面都较欠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本研究旨在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对创伤后应激障碍评
估工具进行简要概述，以期为评估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提高创伤后应激障碍评估的实操性和有效性。

2

创伤后应激障碍评估工具

心理危机指的是危机事件（如：地震、水灾、空难、疾病爆发、恐怖袭击、战争等）带来的威
胁和挑战超出了人们有效应对的能力范围，使人们内心的平衡被打破，从而引起混乱和不安[2]。心
理危机可能导致人们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出现功能失调及社会功能混乱, 引发焦虑抑郁情绪及睡
眠问题，严重者可能会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 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是指对严重应激事件强烈的、迁延的，有时是延迟性的反应[3]。本文针对新修订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的相关评估工具进行简要介绍：
2.1 临床医生用 PTSD 量表（DSM-5 修订版）
Clinician-Administered PTSD Scale for DSM-5 (CAPS-5)
CAPS-5 是由 Weathers，Blake 等人于 1995 年编制的结构式访谈问卷，经过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该量表已成为评估 PTSD 的黄金标准。目前该量表在 DSM-5 发布后于 2013 年进行了新版修订，依
照 DSM-5 对 PTSD 的诊断标准，共有 30 个条目[4]。测试时由主试提问，要求被试对自身的每一个
症状进行 5 点式严重程度评分。量表不仅可以由受过相关专业培训的医生或研究者来施测，也可以
由接受过培训的非专业人员来实施，完成全部访谈需要 45-60 分钟。它能够用于当前、过去 1 周或 1
个月的 PTSD 症状评估。除了评估 PTSD 的核心症状外，该量表还能对患者的社会功能、职业功能
的受损情况的评估；也可用于 PTSD 患者的疗效评估及症状的严重程度、频率以及一些伴随症状强
度（对行为感到内疚、幸存者的内疚感、意识方面的缺陷、人格解体和现实感丧失）的评估。
目前该量表已有中文版的信效度研究，量表的总体同质性信度为 0.9，效度为 0.75[5]
2.2

PTSD 检测表（DSM-5 修订版）
（PTSD Checklist for DSM-5, PCL-5）

PCL 由 Weathers,Litz,Keane 等人于 1993 年编制，并在 DSM-5 发布后于 2013 年进行了修订[6]。
PCL-5 属于自评问卷包括针对于 DSM-5 的 PTSD 症状的 20 个问题，要求被试对前 1 个月干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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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症状进行 5 点式严重程度进行评分，完成整个量表大约需要 5-10 分钟。PCL-5 的内容简明
扼要，可提供关于被试的 PTSD 具体症状强度和频度的详细信息，但不能提供 PTSD 的综合诊断。
该量表不仅可用于个人 PTSD 症状筛查也可用于治疗前后 PTSD 症状的变化。
2.3 生活事件测查表（DSM-5 修订版）
（Life Events Checklist for DSM-5, LEC-5）
LEC 由美国 PTSD 国家中心的 Blake 等人于 1995 年开发设计，并在 DSM-5 发布后于 2013 年进
行了修订[7]。LEC-5 是自评量表，包括 17 个条目，5 级评分，最初是设计用于配合 CAPS 使用，旨
在筛选被试一生中所可能潜在的创伤性事件，所以建议最好是可以在做 CAPS 之前完成 LEC-5。
LEC-5 用于评估可能导致 PTSD 的 16 种类型的创伤事件，如：自然灾害、火灾、车祸等，该量表新
增了一个条目用于评估可能前 16 项没有涉及的，但被试自认为是令其感觉压力非常大的事件的评估。

3

讨论

目前，国外有关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评估量表相对较多，但国内引进本土化后使用的量表较少。
国内较为常用的 CAPS 和 PCL-C 的在 DSM-5 发布后的新版本研究较少，且相关研究样本量较小，
量表的题目内容是否切合中国人的文化背景，结果尚未可知，有待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在临床使用
方面，国内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第三方评估工具的了解率和使用率较低，也需要更多有效的评估
工具的研究来支持临床使用进一步的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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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应急情境下的心理危机干预策略
吴正言，陆培芳，罗林，刘玉龙
（苏州市广济医院）
【摘要】核辐射突发事件较一般事故，有其特殊的危害结果及心理影响。本文结合国内外核应急情境中的心理
危机干预工作报道及研究，从人群心理危机表现及分类、早期心理危机干预处置要点、心理健康的评估和对策、儿
童及孕妇的特殊处理、团体心理干预工作的注意要点，总结梳理关于核应急情境下，得到广泛认可并经实际采用确
证有效的经验策略，对我国核应急工作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核应急；核事故；心理危机干预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Strategy in Nuclear Emergency Situations
Wu Zhengyan, Lu peifang, Li Min, Liu Yulong
【Abstract】There are special hazards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nuclear radiation accidents. This article combines
reports and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s in nuclear emergency situations, from the performance and
classification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in the crowd, the key points of early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evaluation and
coping strategy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of pregnant women and children, and core of group therapy. The aim is summarizing
the experience and strategies that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and validated through actual use in the context of nuclear
emergency, and have a high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nuclear emergency work.
【Key words】nuclear emergency；nuclear accident；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创建核工业。60 多年来，中国致力于和平利用核能事业，发展推动
核技术在工业、农业、医学、环境、能源等领域广泛应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核能事业得
到更大发展。
但核能发展伴随着核安全风险和挑战。要更好利用核能、实现更大发展，必须创新核技术、确
保核安全、做好核应急。核应急是为了控制核事故、缓解核事故、减轻核事故后果而采取的不同于正
常秩序和正常工作程序的紧急行为，是政府主导、企业配合、各方协同、统一开展的应急行动。核应
急事关重大、涉及全局，对于保护公众、保护环境、保障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1]。
核辐射在给机体造成损伤的同时，还会对人员造成心理和精神压力。核辐射突发事件和严重的
自然灾害或外伤性事故相比，其所致的心理社会效应更有其特征性：①核能泄露及辐射的危险波及
面广，而且是人们日常生活不熟悉的，难以通过感觉器官觉察，对精神健康会造成看不见的持续威
胁。②不熟悉辐射及危害的人们不能正确估计其危害，常常是基于来自传媒和口头传播的信息进行
判断，信息的不完整以及事实的歪曲，会加重人们的紧张心理，甚至引起恐慌，造成社会秩序紊乱。
③核辐射事故救援人员既是救援者，也是核辐射的受害者，事故除了造成当事者严重的心理问题，
同样也会给救援人员带来各种各样的生理和心理反应[1]。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后的 7 年中的 7000 余名死亡者中，1/3 是自杀；而参加医疗救援的工作
人员中，有 40％的人患了精神疾病或永久性记忆丧失[2]。因此，在核应急工作体系中，受灾者及救
援人员除了需要接受专业的核防护训练外，还需要接受心理方面的干预与训练来应对放射心理危机。
目前国内针对核应急情境中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相关的研究或综述，仅有工作框架、基本流程
的介绍，缺乏对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中具体实践经验和策略的总结讨论。本文结合国内外关于核辐射
事故等核应急情境中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报道及研究，总结梳理得到广泛认可和经多次实际采用确
证有效的经验策略，并对一些较受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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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辐射事故后的人群心理危机表现及分类
恐怖事件发生后，常见三组心理反应：心理感受痛苦；行为表现变化；罹患精神疾病。在遭遇
核辐射泄露后的内心痛苦，常表现为悲伤、愤怒、恐惧、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和惊慌失措。
在针对核事故进行治疗过程中，常发现某些病人出现与器质性病变不相称的多种躯体不适感，
被称为“多重特发性的躯体症候群”
（Multiple Idiopathic Physical Symptoms, MIPS）。很多受灾者的
行为会发生显著变化，比如减少旅行、呆在家里、拒绝送孩子上学、以及增加吸烟和饮酒。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与创伤事件相关的痛苦、心理和行为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然
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症状会持续并影响家庭和工作的功能，并可能导致精神疾病。大规模核事故
后，通常必然伴随着急性应激障碍(ASD)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多种精神障碍的高发。易罹患
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包括：
直接暴露的群体(例如，身处爆炸附近，以及参与救援和恢复工作的工作人员)[1]；
在事件发生之前由于精神心理疾病本身更为脆弱的个体；
遭受了财产的重大损失和社会支持中断的个体[2]。
早期心理危机干预：
早期的心理干预（心理急救）是在受灾后的头几个小时、几天和几周内提供的。心理急救最重
要的因素是良好的医疗护理。此外，心理急救包括：
减少生理唤醒-鼓励休息，睡眠，正常饮食/睡眠/工作周期。
在安全的环境中提供食物和住所。
使幸存者能够得到服务/支持。
促进与家人、朋友和社区的沟通。
协助寻找亲人，与家人团聚。
提供信息，指导及促进交流。
观察并倾听那些最受影响的人。
减少暴露在创伤事件的提醒。
建议减少看/听关于过度创伤的图像和声音的中间报道（例如对受害者的报道）
。
教育病人利用现有的信息资源澄清谣言。
使用建立的社区结构，鼓励社会行为和教育。
分发传单和建立官方网站。
鼓励与患者进行交谈，并与患者进行自然的社会支持，如家庭、朋友、邻居和同事；鼓励讨论
恐惧、人际支持和早期发现持续症状。
如果症状持续，则需重新评估。
早期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核心任务，通过提供关于如何满足基本需求的重复、简单和准确的信
息来让灾民重获安全感；通过冷静的言语、同情心和友好态度，让灾民重获内心平静；通过尽量保
持灾民家庭或社会支持的完整，来让他们重获联接感；通过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引导灾民到可有
效实施的服务中去，帮助灾民重获自我效能感[2]。此期间的处置要点和禁忌见表 1。
表 1 早期心理危机干预处置要点及禁忌
要点

禁忌

积极参与

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

耐心倾听

给简单的保证

开放的姿态

批评救援或赈济工作

柔和的语调
问简单的问题
必要时推荐相关资源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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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理健康的评估和对策

来自辐射泄露的心理和行为问题通常远远超过身体疾病带来的问题，除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外，抑郁、焦虑、家庭冲突和躯体化也是常见的精神症状，具体心理表现及针对性心理干预措施包
括：
睡眠障碍、高度警惕、注意力不集中、缺乏安全感是常见的早期心理应激症状；此类问题应该
由教育指导、心理咨询和镇静安眠药物综合处理。
对健康后续影响的担心与不确定感（在受辐射污染地区高达 50%）
；有些人则担心自己的基因受
损，并可能对后代造成伤害。心理干预工作者需要告诉受灾者可能会经历一些常见的反应，如睡眠
障碍、食欲不振、注意力下降，这些都应该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逐渐缓解。如果这些症状持续或开始
显著影响他们在工作或家庭生活，则应该及时复诊。
自我效能的显著降低，如感到难以保护自己的家庭。短期内，受灾者的吸烟和饮酒行为会增加。
因此，反复的关于风险和保护措施的教育将有助于减少恐惧、担忧和痛苦，消除问题行为。
由于恐惧感的影响，灾民常常难以处理或记住信息。心理干预工作中应使用关于辐射的讲义，
总结要点并指导如何采取后续行动。
针对核辐射事故后最常见的“多重特发性的躯体症候群”患者，医疗和管理原则 3包括：
①仔细评估和记录患者的关注细节。
②倾听病人的恐惧和担忧。
建立跟进/会面，而不是“如果有问题就回来”
。
酌情予以专业医疗咨询。
⑤及时分配碘化钾等保护性措施的心理价值是巨大的。

4

儿童及孕妇的特殊处理

对于不论是否受到核辐射暴露的儿童，父母都会予以极高程度的关心。而父母对孩子的痛苦、
恐惧和担忧的反馈，有些的确来自于父母准确的观察，也有一部分其实是来自于父母自身的恐惧。
因此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除了采自父母的信息外，进行直接评估异常重要。
孕妇和哺育婴儿的女性在核辐射事故后的担忧心理尤其强烈，包括反复咨询是否应该流产以避
免胎儿畸形[4]。这类人群应该予以特殊教育和咨询。

5

关于团体心理干预工作的注意要点

心理危机干预过程必然是一个频繁相互会面、交流沟通的过程，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
体相互之间的互动在此期间尤其值得注意。需要在严格和准确评估核辐射灾害对于某个个体造成的
客观损失及内心主观心理创伤的严重程度之后，筛选合适的交流沟通形式。
一般来说，对受灾程度较轻的个体和救援人员鼓励自然交流形式，如与同事、配偶和朋友交谈
等。这可以减少隔离，从而有助于识别持续性症状，增加早期转诊的机会，并可缓解疼痛，帮助社
会功能恢复。
团体辅导是一个教育的良好机会，包括对创伤的反应，如对灾难的情绪反应、躯体反应、暴力、
药物滥用和家庭压力。同时必须设置环节来有效甄别和分类哪些个体需要额外的援助/干预。
在同类人群中交谈（例如同为消防员）可能比异类（陌生人）组更有帮助。因为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故事和关注点。团体往往倾向于在单一的观点上达成一致。在异质群体中，这可能导致一些参
与者的孤立和耻辱。而对具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暴露程度的个体进行汇报，可能会“传播”暴露于低
创伤人群，从而导致低暴露个体的更多症状。
个人处理亲人的死亡常常有较大的困难，可能会使得同在一个交流团体的人一起被迫经历了死
亡的威胁。因此，通常要避免把那些经历了丧亲的个体和那些经历过危及生命暴露的个体混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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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团体心理治疗。
持续的团队会谈比一次性的会议能够带来显著更大的帮助，尤其是在会谈中反复谈及的创伤事
件或某些负面躯体和心理感受，能够引起心理干预工作者足够的关注及处置。

参考文献
[1]雷翠萍, 陈惠芳, 付熙明, 袁龙. 核电站事故情况下的心理援助, 中国辐射卫生[J], 2017 , 26
(4) :458-460
[2]Rubin G J, Chowdhury A K, Amlôt R.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public about chemical, biological,
radiological, or nuclear terrorism: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Biosecurity & Bioterrorism
Biodefense Strategy Practice & Science, 2012, 10(4):383-95.
[3] Arora R, Chawla R, Marwah R, et al. Medical radia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nuclear and radiological
emergencie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Pharmacy & Bioallied Sciences, 2010,
2(3):202.
[4] Pastel, R. H., Kahles, G. R., Chiang, J.The 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radiation
dispersal devices[M]. AFFRI White Paper on 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RDDs, Armed Forces
Radiobi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September, 1999, 85-96.
[5]Cavera R S. Cognitive Behavioral-based Group Therapy for 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s following
a natural disaster[J]. Dissertations & Theses - Gradworks, 2014.

-532-

紧急事件应激晤谈对飞行事故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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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紧急事件应激晤谈对飞行事故发生单位飞行员心理状况的影响。采用症状自评量表和社会支持评
定量表，对事故发生单位32名飞行员进行心理评估，开展紧急事件应激晤谈，事故后3个月再次测评。对照组为驾驶
相同机型、安全飞行的飞行员。飞行事故后，事故所在单位的飞行员出现急性心理应激反应，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
明显下降。紧急事件应激晤谈对事故发生单位的飞行员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关键词】 飞行事故；飞行员；紧急事件应激晤谈；心理

Study of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situation of
pilots exposed to aviation accident
Wang Zhenzhen1, Ji Yuanjie2, Zhang Hongmei1
(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he 458 Hospital of PLA, Guangzhou

510602, China;

2.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Most studies indicate that the aviation accident frequently produce traumatic stress reactions in pilots.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CISD) is the method of crisis intervention through talking. CISD can relieve both acute
stress disorder (ASD)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However, CISD was seldom applied on the mental health
state of pilots who exposed to an aviation accident when they service in the army. Our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o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situation of pilots who exposed to an aviation accident. 32
pilo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and social support revalued scale (SSRS) within 48 hours after
air accident.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was carried out immediately after assessment. SCL-90 and SSRS were tested
again 3 months later. 30 pilots who didn’t suffer the accident in the same time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otal SCL-90
score and scores of 10 factors in pilo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before CISD (P<0.01). After
CISD, total SCL-90 score and scores of 10 factor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an those before CISD except depression
(P<0.01). Depression, anxiety scores of SCL-90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1). After CISD,
the percentages of total SCL-90 score which had more than 178 points, positive item which had more than 43 items and
scores of 10 factors scores which had more than two point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an those before CISD. Total
SCL-90 score and scores of 10 factor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in control group. In SSRS
measurement, score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tendency scal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before
CISD (P<0.01). After CISD, scores of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upport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 and support total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before CISD (P＜0.05, P<0.01)．Scores of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upport and support total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fter 3 months (P＞0.05).
Scores of SSRS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3 months before and after in control group. Pilots who have suffered accident
项目基金：2012 年军队心理卫生应用性科研课题计划（12XLZ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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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lower mental health level, poorer coping style, smaller social support utilization. Through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psychological health situation and social support show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Meanwhile, some items were
abnormal after CISD, including depression, anxiety scores in SCL-90. The results clearly show CIS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situation of pilots who exposed to an aviation accident, and the intervention should be
continuous.
【Keywords】 Aaviation accident; Pilots;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Mental health

国内外对突发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模型有阶段划分性模型、认知模式、平衡模式、心理转变模
式和特殊针对性模型等，其中，紧急事件应激晤谈（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CISD）作为
应激后心理危机干预技术，由Mitchell（1983）提出，经Everly、Flannery和Mitchell（2000）修改完
善后应用于遭受心理创伤的个人或团体，目前已发展为一种全程性、系统化的危机干预模型，其应
用广泛、收效显著，有效缓解突发事件后个体可能面临的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ASD）
和/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国外有学者（Everly，Flannery &Mitchell，
2000；Eid，Johnsen & Weisaeth，2001；Camp field，Hills，2001；Harris，Baloglu&Stacks，2002）
证实CISD对沉船营救人员、维和士兵、交通事故救援人员的有效性。也有报道（Wagner，2005；Stallard
et al.，2005；Stallard et al.，2006；Adler，Litz，Castro，2008；Roberts et al.，2009）显示CISD没有
效果，甚至有负面影响。我国学者（陈文军等，2009；段玉琴，李嘉颖，赵雪梅，2011；胡月、戴
艳军，2014；徐睿，2016）运用CISD对汶川地震受创人员、救援官兵、高校跳楼受到影响的学生等
群体进行研究，取得较好的干预效果。但由于创伤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导致合理设计CISD较为困难，
以上研究存在未能进行随机分配、缺少控制组、样本数量不当、低反馈率和样本偏差等限制因素。
飞行事故对事故发生单位的飞行员造成心理创伤，使其出现强烈而持久的心理反应，甚至ASD，
处理不当，20–50%转为PTSD，长期痛苦且难以矫治。国内外学者（Daniels，Lamke，Gaebler，Walter
& Scheel，2013； Chao，Weiner & Neylan，2013；Weber et al.，2013；袁博丽，赵辉，2014；兰玮
等，2016）对飞行事故后事故发生单位的飞行员进行了心理危机干预，有的对干预效果评估研究较
少，有的没有按照CISD的模式和步骤进行。本研究对某部飞行事故发生单位的32名飞行员开展CISD，
研究其对事故后飞行员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旨在为构建飞行事故后飞行员的心理危机
干预方案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组：发生飞行事故单位的飞行员32名，男，年龄24-41岁，平均31.1±5.7岁，飞行时间1104±263
小时。对照组：驾驶相同机型、安全飞行的飞行员30名，男，年龄24-44岁，平均31.5±5.3岁，飞行
时间1083±267小时。研究组和对照组飞行员的年龄和飞行时间，无显著性差异（P>0.05）
。
1.2 研究方法
1.2.1 测评工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评定心理状况。共 90 项问题清单，包括
躯体化、强迫性、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抑郁、恐惧、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 10 个因子。异
常标准，以总分大于 160 分、或阳性项目数大于 43 项、或因子分大于 2 分为筛查阳性，心理异常划
界标准为因子分大于 3 分（季建林，夏镇夷，徐俊冕，1990）
，军人心理异常划界标准为总分大于
178 分（王征宇，1984）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定对社会支持的感受程度。共 10 个条目，包括
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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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测评方法
专业人员在飞行事故后 48 小时内进驻现场，在危机干预前和干预后 3 个月进行测评。对照组在
无飞行事故、正常训练生活条件下进行，与研究组同一天进行心理测评。测评以团为单位，按照固
定测试程序，在统一指导用语下完成，当场收回量表。共调查 62 人，完成有效问卷 248 份，有效率
100%。
1.2.3 CISD
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医师在飞行事故发生后 48 小时内开始晤谈，10–12 人为一个小组，晤谈
时间 3h，中间休息 10min，围成圈坐。严格遵循 CISD 的 7 个步骤（导入、陈述事实、澄清想法、
表达感受、进一步确认症状、辅导、恢复阶段）进行操作（李功迎等，2009）
。
1.2.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3.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差（M±SD）表示，对数据进行共
２
同方法偏差检验，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 检验，以 p<.05
为具有统计学差异。

2

结

果

2.1 危机干预前后飞行员 SCL-90 评分比较
事故后飞行员SCL-90总分和10个因子分值较对照组明显增高（P＜0.01）
，对照组飞行员3个月前
后SCL-90总分和10个因子分值无显著性差异（P＞0.05）
。CISD后，飞行员与干预前相比，除焦虑外，
SCL-90总分和其它因子分值明显下降（P＜0.01）
；和同期对照组相比，除焦虑和抑郁外，SCL-90总
分和其它因子分值无显著性差异（P＞0.05）
，结果见表1。飞行事故后，飞行员总分大于178分、阳
性项目数大于43项和因子分大于2分的人数和比率分别为16(50.0%)、26(81.3%)、27(84.4%)，干预后
分别为4(46.2%)、6(18.8%)、9(28.1%)，均明显下降，χ2值分别为10.47、25.00、20.57，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01）
。
表 1 危机干预前后飞行员 SCL-90 结果比较（M±SD）
项目
总分
总均分

事故组干预前

事故组干预

对照组前

对照组后

（n=32）

后（n=32）

（n=30）

（n=30）

186.25±42.72

149.09±29.66

139.60±33.44

142.73±37.65

2.06±0.47

1.64±0.33

1.55±0.37

1.58±0.42

t1

t2

46.65**
0.51

**
**

37.16**
0.41

**
**

t3

t4

6.36

3.13

0.06

0.03

阳性项目数

57.09±17.27

41.09±17.29

35.23±21.56

36.67±22.75

4.43

1.43

阳性均分

2.64±0.49

2.34±0.25

2.30±0.27

2.29±0.26

0.34**

0.30**

0.06

0.02

1.59±0.44

0.56

**

0.52

**

0.01

0.04

0.68

**

0.44

**

0.19

0.03

0.58

**

0.48

**

0.16

0.07

0.53

**

0.29

**

0.23

*

0.01

0.45

**

0.29

*

0.06

0.48

**

0.42

**

0.01

0.05

0.26

**

0.20

**

0.07

0.00

0.60

**

0.51

**

0.02

0.10

**

0.36

**

0.05

0.00

0.42**

0.00

0.14

躯体化
强迫性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2.11±0.47
2.51±0.52
2.21±0.56
2.07±0.54
2.10±0.67
2.09±0.67
1.61±0.45
1.98±0.49

1.59±0.46
2.06±0.56
1.72±0.58
1.79±0.26
1.88±0.39
1.67±0.49
1.41±0.36
1.48±0.30

1.55±0.45
1.83±0.60
1.63±0.58
1.54±0.43
1.65±0.51
1.61±0.51
1.34±0.39
1.39±0.32

1.86±0.59
1.56±0.56
1.55±0.44
1.59±0.55
1.65±0.48
1.34±0.31
1.50±0.39

21.86

精神病性

1.83±0.44

1.47±0.28

1.42±0.30

1.42±0.40

0.41

因子 10

2.10±0.57

1.67±0.32

1.53±0.37

1.66±0.48

0.57**

16.00

0.22

注：t1干预前与对照组前比较，*P＜0.05，**P＜0.01；t2干预前后比较，#P＜0.05，##P＜0.01；t3干预后与对照组后比
△

△△

较， P＜0.05， P＜0.01，t4对照组3个月前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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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危机干预前后飞行员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分比较
飞行事故后飞行员社会支持利用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对照组飞行员 3 个月前后主观
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无显著性差异（P＞0.05）
。CISD3 个月后，飞行员
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均明显改善（P＜0.05，P＜0.01）
，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优于同期对照组（P＞0.05）
，结果见表 2。
表 2 危机干预前后飞行员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评分比较（M±SD）
事故组干预

事故组干预后

对照组前

对照组后

前（n=32）

（n=32）

（n=30）

（n=30）

社会支持总分

36.13±6.20

41.00±4.24

38.87±5.89

37.73±5.77

2.74

主观支持

21.56±3.79

24.28±2.82

22.83±3.77

22.20±3.38

客观支持

7.72±2.05

8.84±1.46

8.10±1.60

对支持利用度

6.84±0.95

7.88±0.98

7.93±1.14

项目

t1

t2

t3

t4

4.88**

3.27*

1.13

1.27

2.72**

2.08*

0.63

7.93±1.93

0.38

1.25*

0.91*

0.16

7.76±0.97

1.09**

1.03*

0.28

0.33

注：t1干预前与对照组前比较，*P＜0.05，**P＜0.01；t2干预前后比较，#P＜0.05，##P＜0.01；t3干预后与对照组后比
△

△△

较， P＜0.05， P＜0.01，t4对照组3个月前后比较

3

讨

论

飞行事故是急性高强度的心理应激源，是飞行员的重大负性生活事件。事故后飞行员产生的焦
虑、抑郁、失眠和关注自我等身心变化在事故发生后 5 个月仍持续存在（李惠荣等，2002）
。SCL-90
量表能较好反映被试者的自觉症状和严重程度，国内外常用于评价军人、学生等不同职业人群的心
理状况。本研究显示，飞行事故后，事故发生单位的飞行员 SCL-90 总分和 10 个因子分值均较对照
组明显增高（P＜0.01）
，说明飞行事故作为重大应激事件对飞行员心理健康产生强烈的负性影响，
易产生抑郁、焦虑、强迫、躯体化和偏执等诸多心理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对照组飞行员在同样
时间条件下前后施测两次，SCL-90 总分和 10 个因子分值无显著性差异（P＞0.05）
，可排除时间因
素对本研究的影响。
对飞行事故发生单位的飞行员进行 CISD，通过科学的干预手段减轻飞行员的心理应激程度。经
过 CISD，飞行员与干预前相比，除焦虑外，SCL-90 总分和其它因子分值明显下降（P＜0.01）；和
同期对照组相比，除焦虑和抑郁外，SCL-90 总分和其它因子分值无显著性差异（P＞0.05）
；说明本
干预模式能够显著改善事故后飞行员的心理状况、减轻心理创伤。焦虑指紧张、担心、害怕、神经
过敏；抑郁指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疲乏。干预 3 个月后，焦虑和抑郁因子分值仍高于正常对
照组（P＜0.05）
，分析原因可能是飞行事故后，飞行员出于对飞行意外的不可知性，对飞行职业的
恐惧，对家庭的牵挂，对“复飞”的恐惧等，导致焦虑、抑郁分值增高，经过 CISD，3 个月仍未得到
有效的改善，表明事故后飞行员需要接受长期心理干预。
社会支持可以通过保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提高个体对应激源的顺应性和应对能力，对个体
的心理健康产生保护作用。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可分为实际的客观支持和对支持的主观体验。研究显
示，事故后飞行员对支持利用度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表明飞行员对社会支持的切实利用程
度明显下降。在干预中我们发现，部分飞行员在事故后出现较明显的人际关系问题，表现为喜欢独
处、害怕社交、拒绝沟通等。CISD 有助于尽早建立和强化社会支持网络，提高适应性的应变能力及
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等，对于恢复其身心和人际的平衡有较好的效果。CISD 后，飞行员主观支持、
客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均明显改善（P＜0.05，P＜0.01），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
社会支持总分优于同期对照组（P＞0.05），说明 CISD 显著改善了事故后飞行员被支持、被理解的主
管情感体验，获得客观、实际的支持，以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对照组飞行员在同样条件下前后
施测两次，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分值无显著性差异（P＞0.05）
，可排除时间因素对本研究的影响。
综上所述，飞行事故对事故发生单位飞行员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明显影响，SCL-90 总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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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个因子分值均明显升高，对社会支持的利用程度明显下降。经过 CISD，飞行员的心理健康和社
会支持均明显好转，但抑郁、焦虑持续异常，表明事故后 3 月，飞行员仍需接受针对性心理干预。
飞行事故后的危机干预应该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综合性工作，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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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尸检探讨自杀危机干预 1
李梦婕，卫博，杨世昌*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 新乡 453002
*通信作者：杨世昌，Email:yangshch2000@163.com）
【摘要】 目的

从心理学尸检的角度对自杀危机干预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产生自杀行为原因、自杀风

险测量工具、心理学尸检的步骤、结果、自杀相关的谬误、自杀危机干预的方法进行系统归纳。方法

运用 Noteexpress

软件系统检索 CNKI 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PubMed 数据库，纳入心理学尸检、自杀、危机干预的相关中英文文献，
进行定性分析。结果

共纳入 25 条文献（期刊 23 篇，专著 2 本），其中中文文献 2 条，英文文献 23 条，研究发现

国内对心理学尸检的研究还存在着缺失，相关研究主要以国外为主，且心理学尸检的结果在性别、地域等人口学特
征及与精神疾病的相关程度上也存在着争议。结论

我国对心理学尸检的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除专业的危机干预

人员外，自杀事件的接触者也需进行危机干预的培训。利用网络、媒体平台多途径开展心理学尸检，更适应新的时
代需求。
【关键词】心理学尸检；自杀；传染性自杀；危机干预；社交手机验尸模型

Suicide crisis intervention from psychological autopsy
Li Mengjie ,Wei Bo ,Yang shicha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xiang medical college, Xinxiang 453002,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 Yang shichang , Email :yangshch2000@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From the angle of psychological autopsy ,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rvention of suicide crisis

are discussed in order t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methods of generating suicidal behaviors, suicide risk measurement
tools, the steps of psychological autopsy, results, suicide-related errors, and suicide crisis intervention methods. Methods
Systematically retrieved (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Wanfang Data Knowledge Service and PubMed
database , then incorprated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about psychological autopsy , suicide,crisis intervention,and did qual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25 literatures were incorprated （23 journals，2monographs）, including 2 Chinese studies and

23 English paper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wa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autopsy in China, and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d on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results of psychological autopsy were also controversial in terms of gender,
region and other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gree of

mental illness. Conclusion

The research on psychological

autopsy in our country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strengthened.In addi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crisis intervention personnel, the
contact person of the suicide event also needs the training of crisis intervention.The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media platforms
to carry out autopsy of psychology in various approaches is more adaptable to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autopsy;suicide ; contagion suicide; crisis intervention ;Social-mobile autop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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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尸检(Psychological autopsy,PA)是Shneidman设计的一种自杀后干预技术，目的是在自杀后
详细地剖析心理史。作为一种可以提供自杀预防最有价值数据及信息的后干预方法，心理学尸检不
仅能帮助自杀接触者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自杀，也能帮助其减少对死者死亡的内疚感和责任感[1]。自
杀不仅对个体生命及所在家庭造成了不可逆的打击，也是一种触目惊心的社会事件，尤为注意的是
给自杀接触者（家人、朋友、同事）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和对
自杀事件的潜在影响者造成的传染性自杀(contagion suicide)。PTSD通常针对危机事件的直接经历者，
而非自杀者本人，现有研究也较为系统详尽。传染性自杀，有时也被称为模仿自杀(copycat suicide)，
既往研究多集中在影视媒体的宣传及名人自杀后的影响，也有维特效应(Werther Effect)、冈田有希子
综合症的说法。然而，虽然心理学尸检在国外自杀干预的研究中已经涌现了不少资料，国内相关的
研究还很匮乏，本文旨在从心理学尸检的角度对自杀危机干预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填补国内
心理学尸检研究的缺失。

1

产生自杀行为的原因

1.1 自杀意念[2]
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即自己采取行动结束自己生命的想法，是一切实际自杀行为的基
础。在人群中，想过要自杀的人大约占10%，实施过自杀行为的人大约有1%~3%，而死于自杀的，
只有0.01%。导致自杀意念的因素与导致实际自杀行动的因素既有重叠，又有区别。这就可以将自杀
原因的研究分为两个问题，一是一个人为什么会想自杀，二是一个想自杀的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实际
采取自杀行动。
肖水源综合学术界对自杀意念的研究，将其心理基础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自我否定，或者
负面的自我认知(aversiveself-awareness)[3]；二是逃避痛苦[4]，即当躯体的、心理的和精神的痛苦超
过患者所能承受的阈值时，可能会产生自杀想法，而每个人对痛苦的承受阈值，却都是不一样的；
三是将自杀当作解决问题甚至唯一的方式，如期望通过自杀逃避面临的各种法律、道德的惩罚，通
过自杀以影响、操纵和报复别人等。且仍将上述具体原因归纳为三点：一是生物医学的(biomedical)
因 素 ， 主 要 指 躯 体 疾 病 及 精 神 障 碍 ； 二 是 社 会 心 理 的 (psycho-social) 因 素 ； 三 是 社 会 文 化 的
(socio-culture)因素。
1.2 理论观点[1]
Freud的心理动力学观点认为，自杀是由一个人经历强大的心理刺激时激发的内部冲突所导致
的。有时，这种刺激不仅可使一个人倒退到更原始的自我状态，也可使这个人对他人或社会的敌意
进行抑制，致使这个人将对别人或社会的攻击内向投射。在一些极端的病例中，自毁或自惩意向可
转向攻击他人。
Durkheim的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压力与影响是自杀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且将自杀分为三种类
型，即利己性自杀、失范性自杀、利他性自杀。其中，利他性自杀与一种感知的或真正的社会凝聚
力有关，如日本传统的切腹自杀及中东极端分子的自杀行为。此外，Fujimura提出了第四种自杀类型，
安乐死，即一个人面临不治之症而选择死亡。
关于自杀的流行病学数据不在少数，然而，值得警醒的是，每一个自杀者都有其特殊性，不存
在绝对或普遍的特征。

2

测量工具

综合已发表的各种自杀危险性评估工具，总结如下：自杀未遂与自我伤害访谈(the suicide attempt
and self-injury interview,SASII)[ 5 ] ， 自 我 伤 害 的 想 法 和 行 为 问 卷 (the self-injurious thoughts and
behaviors interview,SITBI)[6]，Beck自杀意念量表(the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SSI)[7]，哥伦比亚自杀
严重性评估量表(colubia-suicide severity rating scale,CSSRS)[8]，韩国青少年心理解剖学检查表（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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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 Psychological Autopsy Checklist for Adolescent,K-PAC-A）[ 9]，死亡/自杀内隐联想测验
(death/suicide 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IAT)[10]等。由于自杀事件情况的特殊性、时限性和局限性，使
得这些工具在临床和实际中的应用价值十分有限。如就有研究表示[11]，经一系列测试表明通过完
成了自杀行为 - 认知量表（the Suicidal Affect-Behavior-Cognition Scale ,SABCS),发现暴露自杀行为
（Exposures to suicidal behaviors,ESB）与自杀或自杀危险因素（社会支持，抑郁，焦虑，压力，对
生活的满意度和情绪稳定性）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联系。临床工作者（包括医生、护士、心理学
家、社会工作者等）对自杀危险性的警惕、连续而全面的自杀危险性临床评估，仍然是发现高危自
杀个体的主要手段[2]。

3

心理学尸检的步骤[1]

心理学尸检的目的在于理解自杀，并为将来的预防工作获取数据。将因自杀而失去亲人、朋友、
同事的人组成一个小组，进行以下步骤。
3.1 构造为什么
危机工作者通过帮助自杀接触者回忆死者自杀的暗示、线索和迹象，从自杀者的角度，使其自
杀行为更容易被理解。
3.2 纪念积极的特点和成就
让接触者把自杀者具有的，他们特别想突出的和特别值得回忆的特征和成就列成一个表。
3.3 致告别词
每一个小组成员轮流向自杀者所坐的“空位子”致告别词，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都是一场非常
深刻的情感经历，不论他们表达的具体情感是什么，是否相同。
3.4 转向放松
危机工作者根据前三个步骤的材料，引导接触者采用集体研讨法制作另一张表，收集自杀者的
所有信息，为以后的自杀预防工作提供资料。
3.5 解除内疚感
危机工作者将编写好的心理学尸检表分发给每一位参与者，且做最后的声明：第一，对他们的
参与表示感谢；第二，让参与者相信他们对自杀者的死是没有责任的；第三，许诺参与者结束当前
的急性悲痛阶段，进入长期的悲痛期（虽然自杀者不在了，但不会忘记他，让其继续活在他们的工
作和生活中），以“自杀者的经历”为借鉴，珍视生活，帮助其他处在困境中需要帮助的人。

4

心理学尸检结果

4.1 性别及其他人口学特征
有研究表明[12]，自杀者之间存在性别差异：墨西哥塔巴斯科州卫生部长在2007~2014年期间记
录182个心理验尸报告显示78%样本为男性，酒精消费、工作退休、攻击性、孤立以及社会冷漠等因
素肯定会使男性更容易自杀（p＜0.05），与男性组相比，自杀女性大多是家庭主妇，且平均年龄偏
大、受教育年限较长（p＜0.05）。在中国，自杀率的性别比例与西方模式不匹配[13]，女性的自杀
率高于男性。然而，在辽宁省，农村男性自杀的风险相对较高。心理障碍、急性负面生活事件和功
能障碍性冲动都是自杀的风险因素，教育和功能性冲动是保护因素。同样作为亚洲国家，日本女性
是经合组织中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女性的自我伤害/自杀企图史明显较高（p＜0.001），且女性
进食障碍的患病率显着高于男性（p＜0.01）。种族及地域可能是影响自杀性别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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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精神疾病或躯体疾病
尽管既往关于心理学尸检的研究都集中在精神障碍与自杀之间的关系，但结果却呈现出一定的
差异性。西方国家普遍报告，90%以上的自杀死亡者有精神障碍的诊断[14]，但超过98%的精神障碍
患者并不会死于自杀[15]。但也有报道显示[16]，在儿童青少年样本中，自杀者中仅有20%符合精神
病诊断标准，30%在死亡时有抑郁症状。在老年人样本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17]，2006~2008年在
澳大利亚的两个网站上，通过采访亲属和医护专业人员，采用心理验尸法调查了35岁以上的人的自
杀行为，发现与中年自杀组相比(80%)，老年自杀组精神疾病诊断的患病率明显更低(62%)。无精神
病症状自杀患者病例比例的变化，可能反映了精神障碍概念化和诊断的文化特异性，以及研究之间
方法学和设计相关的差异。如与欧洲，北美或加拿大的研究相比，中国和印度的地区无精神病症状
诊断的自杀患者比例较高[18]。
4.3 特殊人群及人格障碍
尽管有关自杀的知识在不断完善，但自杀行为仍难以预测，许多自杀行为都是冲动行事。2009
至2013年，对以色列军队中69名自杀身亡的男性士兵（18~21岁）的死亡情况进行了心理验尸研究
[19]，其中三分之一的受试者具有冲动型性格特征，表现出更多的纪律问题、暴力和B型人格障碍的
历史。期间酒精的使用在冲动型和非冲动型对象中更为普遍。从6名完美主义者的心理学尸检报告分
析出四个主题[20]：一、努力追求成功；二、对失败的恐惧；三、保持正面形象；四、严格。这一
结果对于预防非临床自杀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如果死者在许多领域已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完美主
义似乎让这些人无法应付他们的高期望(自我感觉)。
4.4 社会因素
在新西兰的中学生中，朋友和家人的自杀倾向与自杀企图以及重复的非自杀式自伤有关[21]。
墨西哥的心理学尸检结果发现[22]，与自杀显著相关因素是：贫穷、财政压力、药物滥用、教育水
平低、无法恰当处理冲突关系和情绪。希腊的研究显示[23]，离婚、分居或单身的自杀者相对较多，
领取养老金或失业人员的比例更高。
4.5 自杀模式
同样是对希腊雅典大区355名自杀者的抽样调查，其中采访了248名受害者，针对256名受害者的
家属进行心理学尸检的调查显示[21]，26.0%的受害者曾尝试过自杀（一次为64.4%，两次为20.3%，
多次为15.3%）。其中42.6%的人服用过精神药物，且根据血液测试显示女性明显多于男性。死亡前
一年，14.2%的自杀者在精神病院住院。死亡场地方面，84.8%在自杀场所死亡，15.2%在医院死亡，
80.3%在室内死亡，19.7%在户外死亡。自杀方式上，男性主要是通过上吊或枪击，而女性则通过坠
楼（p <0.001）。多达48.8%的人表示他们想死在他们的亲属那里，26.6%的人留下遗书。中国山东
三个不同县及农村地区，199例自杀案例心理学尸检结果显示[24]:有78例(39.2%)采用暴力方法自杀，
121例(60.8%)采用非暴力方式自杀。摄入农药作为一种非暴力的方法，似乎是最常见的自杀方式。

5

自杀谬误

通过心理学尸检，对于自杀的谬误，更值得自杀事件的接触者及危机干预者的注意，事实是[1]：
一、与一个想自杀的人讨论自杀能使其产生信任的感觉，能使其更愿意花时间重新获得对事情的掌
控；二、大量自杀死亡者曾威胁过别人或对他人公开过自杀的想法；三、从自杀者的角度来看，几
乎所有采取行动的人都有充足的理由；四、仅有少数自杀未遂者或自杀成功者患有精神疾患，他们
当中大多数人具有严重的抑郁、孤独、被虐的正常人；五、自杀倾向没有遗传性，它是习得性或情
境性的；六、大部分人只是在一生的某个时刻产生自杀企图，其中大多数人能从短暂的威胁中恢复
过来；七、自杀最危险的时候可能是情绪高涨期，危险迹象是在抑郁或自杀行为后出现的“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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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八、个人财产的安排有时类似于最后愿望和遗嘱；九、有些自杀是冲动行为，有些是在仔细考
虑后才实行的；十、5~14岁儿童自杀死亡相当多。

6

危机干预过程

危机干预的六步包括：一、确定问题，从求助者的角度，在危机干预的开始就运用核心倾听技
术（core listening skill），即同情、理解、真诚、接纳、尊重；二、保证求助者的安全，始终将其作
为首要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对自我和他人的生理和心理危险性降到最低可能；三、给予支持，让求
助者相信这里有一个人确实很关心他，接纳和肯定那些无人愿意接纳的人，表扬那些无人表扬的人；
四、提出并验证可变通的应对方式，从环境支持、应付机制、积极建设性的思维方式帮助求助者改
变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并减轻应激与焦虑水平；五、制定计划，计划的制定应与求助者合作，让其感
到这是他自己的计划，帮助求助恢复自主性和控制性；六、得到承诺，让求助复述计划并保证给危
机干预者反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干预技术的应用应该是自然流畅的，而不是机械地生搬硬套，
要结合求助者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7

展望

自杀作为全球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自杀倾向分析通常是通过心理学验尸来进行，心理验
尸需要家人和朋友的参与，或是借助日记或遗书。然而，这种方式并非总是可行，随着社交网络的
普及，人民交流和记录方式的转变，使得现今的心理解剖也需要考虑社交网络的介入因素，社交手
机验尸模型[25]也随即应用而生。心理学尸检除了理解自杀者本人，提供自杀的流行病学数据，帮助
自杀接触者从负面的情绪中做出调整，当再次出现自杀事件或危机事件时，还应使接触者及其他相
关危机干预者学会如何进行危机干预。受现实条件限制，专业危机干预者能直接参与到自杀危机事
件的机会并不全面，尤其对既往自杀事件的接触者来说，提高危机处理的敏感性和干预性，不完全
依赖危机干预者，更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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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uicide is a major public health issue and prevalent in adolescents. Suicidality
exposure is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suicidalality. Specifics regarding type of exposure
(from family, friends, or both) were often not clearly distinguished for the current study. We
hypothesized that adolescents exposed to suicidality in family or friends will suffer a higher
risk of suicidality, and aime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risk degree of suicidality among
adolescents with different exposures. Give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oys and girls,
stratified analyses by gender were conducted in order to provide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preventing adolescent suicide.
Methods: A structured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a sample of 11831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Students completed to report their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uicidality during the last year, and suicidality
exposure. Based on the types of suicidality exposure, the sample was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non-suicidality exposure (NSE), only exposure to relatives’ suicide (RO), only exposure to
friends’ suicide (FO), and exposure to relatives’ and friends’ suicide (Both).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suicidality exposure and suicidality were explored with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Compared with NSE group, adolescents exposed to suicide suffered a higher risk of
suicidality. Both group had a higher possibility (adjusted OR= 2.23; 95%CI 1.57 to 3.16) of
suicide thought than FO group (adjusted OR= 1.93; 95%CI 1.63 to 2.27) and RO group
(adjusted OR= 1.62; 95%CI 1.14 to 2.31). Similar results were seen for suicide plan,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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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had a higher risk (adjusted OR= 2.72; 95%CI 1.65 to 4.47) of suicide plan than FO
group (adjusted OR= 2.04; 95%CI 1.56 to 2.67) and RO group (adjusted OR= 1.93; 95%CI
1.11 to 3.36). For suicide attempt, the risk was higher in Both group (adjusted OR= 3.76;
95%CI 1.98 to 7.14) than RO group (adjusted OR= 2.67; 95%CI 1.29 to 5.54) and FO group
(adjusted OR= 2.26; 95%CI 1.54 to 3.32). More girls reported being exposed to suicidality
than boys (14.4% vs 12.4% ), and the results of stratified analyses by gender were all similar
with total, especially in girls.
Conclusions: Suicidality exposure raises the risk of suicidality. Adolescents exposed to
suicidality of both relatives and friends we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suicidality than those
with one of the two types of suicidality exposure. The influence of friends’ suicidality
surpassed that of family for adolescent. Additional research to identify mechanisms and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is needed. It is imperative for school and family to identify early and
take appropriate interventions aimed at adolescents with suicidality exposure.
Keywords: Suicidalality; Suicidality exposure; Adolescents
INTRODUCTION
Suicide is a worldwide major public health concern. Suicide leads to roughly 800,000
deaths every year and is the second leading cause of death among people aged 15-29 (WHO,
2018). Previous suicide attempt is the strongest risk factor for future suicide (Bridge et al.,
2006; Gould et al., 2003; Ougrin et al., 2015; WHO, 2018) and the number of suicide
attempters is huge. As estimated, there are likely to have 8- 25 times as many suicide
attempters for each suicide (Vera et al., 2011; WHO, 2018), and the suicides and suicide
attempters ratio is almost 1:100-200 for young (Suicidology, 2016). In China, there are
200,000 suicide deaths every year (Hvistendahl, 2012), and the estimated amount of suicide
attempts will reach 2-4 million annually. Suicide thought and suicide plan are also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suicide death (Rogers and Joiner, 2018; Zhang and Zhou, 2011). Hence,
knowledge about suicide thought, plan, and attempt is essential for suicide prevention.
Shneidman (Whitt and Shneidman, 1971) derived an estimate of six survivors for every
suicide based on the common number of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Actually, suicide affects
not only his/her family but also his/her entire social networks (Cerel et al., 2013; Pitman et al.,
2014). Based on epidemiologic pilot test, Berman et al. estimated that average 60 relatives
and friends will be directly and intimately affected by suicide death (Berman, 2011). There
are also many studies focus on exploring the specific effects of exposure to suicide or suicide
attempt of others on own suicidality (Erlangsen et al., 2017; Hazell and Lewin, 1993; Ho et al.,
2010; Mercy et al., 2001; Pitman et al., 2014; Swanson and Colman, 2013). These results
have be expl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ssortative mating or relating (Agerbo, 2005; Joiner,
2003), imitation or contagiosity (Bohanna, 2013; Gould et al., 1989; Mercy et al., 2001),
shared environment (Haw et al., 2013; Tidemalm et al., 2011), effect of bereavement
(Erlangsen et al., 2017; Pitman et al., 2016) and so on.
Adolescents are particularly susceptible to exposure to suicide, because they are in the
key period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formation of philosophy and value, and
individual socialization, but related research is not sufficient especially in non-Western
country. Besides, many studies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either suicidality of
relatives (Burke et al., 2010; Campos et al., 2018; Erlangsen et al., 2017) or suicid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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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s (Cerel et al., 2005; Hazell and Lewin, 1993; Ho et al., 2010; Randall et al., 2015),
which leave us with limited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kinds of
exposu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susceptibility of suicidality (Gasquet and Choquet, 1993;
Rhodes et al., 2014; Wichstrøm and Rossow, 2002), emotional distress (Möllerleimkühler,
2003; Simons and Murphy, 1985),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brutyn and Mueller, 2014;
Lee et al., 2013) have been put forward, but a few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gender gap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sure to suicide and own suicidality among adolescents.
Specifics regarding type of exposure (from family, friends, or both) were often not
clearly distinguished in limited studies of this kind (McMahon et al., 2013). More research
only focused on the influence from either family (Campos et al., 2018; Erlangsen et al., 2017)
or peers (Cerel et al., 2005; Liu, 2006; Swanson and Colman, 2013), or only focused on
exposure to either suicide death (Liu, 2006; Mercy et al., 2001) or suicide attempt
(Nanayakkara et al., 2013). Henc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1)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e death or attempt of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adolescent suicidality, 2) compar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exposure to suicide on adolescent suicidality, and 3) explore the potenti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exposure to suicidality and adolescent suicidality.
METHODS
Participants and procedure
SRABH is an ongoing longitudinal study of rural adolescent behavior and health in
Shandong, China. In November 2015, the baseline survey of SRABH was conducted in 5
middle and 3 high school from 3 rural counties (Zoucheng, Yanggu, and Lijin) of Shandong
Province. Shandong is a representative province of China, located in the east coast of China
and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Shandong has a total population of 97.89 million,
with 54.62 million being rural residents in 2014 (Shandong Provinci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5). The 3 counties, 5 middle schools and 3 high schools wer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social demographics,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adolescent students in the
region, convenience for follow-up, prior study collaboration, and budget to conduct the study.
After getting the permission of the 8 target schools’ principals, all 7th-graders and 10th-graders
in the target schools were reques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half 8th-graders, 9th-graders
and 11th-graders were randomly sampled for the survey.
Self-administered Adolesc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AHQ) (Liu et al., 2015; Liu et al.,
2008) was used to collect data. With the permission of class teachers for the sampled classes,
trained master-level public health workers administered the AHQ to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during regular school hours. Before filling out the questionnaire, participants were
instructed to read the instructions carefully and were informed that their participation was
voluntary and the questionnaire was anonymous. Detailed procedure is available elsewhere
(Chen et al., 2017). A total of 12,301 students (7-11 graders) were sampled for the survey, and
11,836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96.2% response rate). The study was approved by the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Measures
Suicidality
Following Silverman et al (Silverman et al., 2007), ST, SP, and SA in the past year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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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ed by “Have you ever seriously thought about suicide in the last year?”, “Have you ever
made a specific plan to suicide in the last year?”, and “Have you ever try to suicide in the last
year?” respectively. All of the questions had a “yes/no” answer. If a respondent answered
“yes” on the question, he or she was considered to have the behavior. The Cronbach α was
0.66 with the current sample.
Suicidality exposure
Suicidality exposure in family was assessed by “Do you have any family members who
died by suicide or ever tried to suicide but did not succeed including parents, grandparents,
siblings and other relatives?” Suicidality exposure in friends was assessed by “Do you have
friends who died by suicide or ever tried to suicide but did not succeed?”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answer “yes” or “no” to the two questions. Based on the answers, the sample was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non-suicidality exposure (NSE), only exposure to relatives’ suicide
(RO), only exposure to friends’ suicide (FO), and exposure to relatives’ and friends’ suicide
(Both).
Psychological traits
Psychological traits assessed in the study included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nd
impulsiveness. The Beck Hopelessness Scale (BHS) (Beck et al., 1974) is a 20-item,
true-or-false, self-report scale widely used to assess hopelessness. It is scored by summing the
true or false response to agree with a pessimistic or an optimistic for each of the 20 items. The
BHS total score ranges from 0 to 20, with a higher score indicating more hopelessness. The
Cronbach α was 0.743 with the current sample.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Radloff, 1977)
consisted of 20 questions was used for screening depressive symptoms during the past week.
Participants chose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each item on a 4-point: 0= less than 1 day;
1=1-2 days; 2=3-4 days; 3=5-7 days. The higher the participant scored on this scale ranged
from 0 to 60, the higher level of being depressed. The Cronbach α was 0.88 with the current
sample.
The Eysenck Junior I7 impulsiveness scale (Eysenck et al., 1984) was used to assess
impulsivity regarding the ability to plan, postpone or think before acting. The scale is
composed of 19 items with a response format that “1= never or rarely”, “2= sometimes”, “3
=often”, to “4= always.” The Cronbach alpha was 0.921 with the current sample.
Adolescents and family demographical factors
Adolescent factors included sex, age, self-perceived physical health (good, fair, or poor).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were assessed by father’s education (prim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college or above), perceived family economic status (Good, fair, poor) as
compared with other families in the community and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married, divorced
or widowed).
Statistical analysis
Chi-square tests for qualitative variables and F-tests for quantitative variable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differences in adolescent and family demographical factors among four
groups.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by Levene’s test was examined to confirm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variables were satisfied for homogeneity of variance
assumptions. Differences in suicidality exposure among the 3 suicidalitys were examin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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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 square test and Fisher’s exact test was carried out when more than 20% of the cells
demonstrated the expected frequency of less than fiv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uicidality exposure and 3
suicidalitys by adjusting for covariates (sex, age, school, self-reported physical health,
father education level, family economic status,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hopelessness,
depression, and impulsiveness). All tests were two-tailed. The p<0.05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reshold. All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y IBM
SPSS20.0 (Armonk, NY: IBM Corp).

RESULTS
Sample characteristics
A total of 12,301 students were sampl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rvey and 11,836 (96.2%)
returned their questionnaires. Five questionnaires were blank and were excluded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11,831 participants for the analysis, the sex ratio was more or less balanced
with 50.9% boys (6018/11831) and 49.1% girls (5,813/11831), and mean age was 14.97±1.46
years. The last-year prevalence of ST, SP, SA, and suicidality exposure were 12.5%
(1479/11831), 3.3% (388/11831), 1.5% (176/11831), and 13.4% (1582/11831), respectively.
For subgroup of suicidality exposure, 2.0% (234/11831) participants reported ever being
exposed to suicide in family, 9.6% (1140/11831) being exposed to suicide in friends, and 1.76%
(208/11831) for both. Approximately 2.3% boys exposed to suicide of relatives in the past
year, which was higher than girls (2.3% vs 1.7%), but exposure to suicide of friends presented
the opposite case: more girls reported related exposure than boys (10.9% vs 8.4%). The
percentage of suicidality exposure from both relatives and friends in boys and girls were
similar (1.7% vs 1.8%)
Demographic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ity exposure
As shown in Table 1, gender, age, self-reported physical health, family economic status,
father’s education, and parents marital status were all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certain
types of suicidality exposure (all p<0.05). Those with poor self-rated physical health were
most likely to expose to suicide, with (19.4%) (χ2=28.84, p<0.0001). In terms of
father education level, the proportion of those exposed to suicide was greatest among those
father’s education is college or above (15.8%), then primary school (14.4%). Regarding
economic status, those with poor family economic status experienced greatest exposure to
suicide, with 17.1% (χ2=32.33, p<0.0001). For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e higher
the depression and impulsiveness are, the higher exposure to suicide.
Correlation between suicidality exposure and suicidality
As can be seen in Table 2, the prevalence of suicide thought, suicide plan and suicide
attempt during the past year were highest in Both group (29.8%, 12.0%, 7.7%, respectively),
then FO group (26.0%, 8.1%, 4.0%, respectively) and Raletives only group (22.2%, 7.3%,
3.8%, respectively), and lowest in None group (10.4%, 2.5%, 1.0%, respectively). Stratified
by gender, the similar trend also could be found. Small discrepancies were that: 29.9%
reported suicide thought in girls who exposed to suicide in family, but only 29.4% reported
suicide thought in girls who exposed to suicide in friends; meanwhile the preval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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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e attempt was higher in Raletives only group than FO group (3.6% vs 2.8%) for boys.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001).
In a serie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suicidality exposure all related to the last-year
suicidality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all studied demographic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s
seen in table 3, there were three models for suicidality and suicidality exposure (ST &
suicidality exposure, SP & suicidality exposure, and SA & suicidality exposure), and each
model included four stages. In brief, those exposed to relatives suicide were 1.63 (95%CI:
1.14 to 2.32), 1.93 (95%CI: 1.11 to 3.37), and 2.60 (95%CI: 1.25 to 5.41) times more likely to
think about suicide, make suicide plan and have suicide attempt than those without suicidality
exposure. For those experienced the suicide or suicide attempt of friends, the risk of ST, SP
and SA were 1.92 (95%CI: 1.63 to 2.27), 2.07 (95%CI: 1.58 to 2.70), and 2.26 (95%CI: 1.54
to 3.33) times than NSE group. The risk of ST, SP and SA increased when one was exposed
to suicide both in family and friends, the ORs were 2.22 (95%CI: 1.56 to 3.14), 2.73 (95%CI:
1.66 to 4.49), and 3.58 (95%CI: 1.88 to 6.81), respective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risk of ST,
SP and SA all were the highest in Both group. For ST and SP, the effect of experiencing
suicide of FO was in the second place and higher than exposure to suicide in family only
(1.93 vs. 1.62 and 2.04 vs. 1.93). But for SA, the risk of RO group was higher than FO group
(2.67 vs. 2.26).
Gender differ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sure to suicide and suicidality
Figure 3 and Figure 4 summarize the results of the differential of suicidality exposure on
suicidality in boy and girl based on model 3. For boys, exposure to suicide of RO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P (OR=2.53, 95%CI: 1.23 to 5.20) after controlling for all studied
covariates. Those who were exposed to suicide only in friends were 1.85 times more likely
(95%CI: 1.43 to 2.39) to suffer suicide thought, and 2.53 times more likely (95%CI: 1.69 to
3.79) to have suicide plan. Exposure to suicide of both relatives and friends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uicide attempt (OR=3.11, 95%CI: 1.12 to 8.66). For girls, exposure to suicide of
RO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ST (OR=2.14, 95%CI: 1.29 to 3.54). FO group suffered
significant higher risk of ST (OR=2.02, 95%CI: 1.63 to 2.52), SP (OR=1.82, 95%CI: 1.27 to
2.61)and SA(OR=2.87, 95%CI: 1.77 to 4.66). Both group had similar results on ST (OR=2.77,
95%CI: 1.73 to 4.41), SP (OR=3.33, 95%CI: 1.79 to 6.19) and SA (OR=3.99, 95%CI: 1.73 to
9.21).

DISCUSSION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xposure to suicidality and own
suicidality, and the sample was first divided into four exposure groups and then stratified by
gender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is concerned with exposure type and gender. To
our knowledge, this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eenage exposure to
suicidality especially in China. The major findings were 1) more than one-eighth of the
sample had been exposure to suicidality of family or friends; 2) those exposed to suicidality
we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suicide thought, suicide plan and suicide attempt; 3) exposure
to suicidality of both family and friends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own suicidality in
comparison with exposure either one; 4) relatives’ suicidality had a greater impact than
-550-

friends’ on the adolescent suicide attempt, by contrast, adolescent suicide thought and suicide
plan were more affected by friends’ suicidality; and 5) findings stratified by gender were
basically in line with the overall trend that friends’ effect appeared to be more important for
both boy and girl, although the results were restricted to small sample sizes.
To our best knowledge, there was only one study (Wong et al., 2005) referring to the
prevalence of exposure to suicidality of family and friends among adolescents, and the results
were similar with our result (13.06% vs 13.37%). It still can be seen that being exposed to
suicidality in family or friends is prevalent in adolescents. More research and concerns about
this issue are essential. In this study, those exposed were at 2-4 times risk to have suicidality
than the unexposed after adjusting for potential confounding factors. The results supported the
hypothesis that exposure to suicidality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suicidality for
adolescent. It is consistent previous research. In a national longitudinal adolescent survey of
Canada (Swanson and Colman, 2013), by prospective analysis, exposure to suicide predicted
suicide ideation and attempts 2 years later. Maple et al. conducted a literature (1990–2014)
review and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risk of suicidal behaviors among those exposed to
the suicide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unexposed(Maple et al., 2016).
Previous research had shown that the influence of friends surpassed that of family for
adolescent mental and behavior health (Crepeau-Hobson and Leech, 2014). In our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es on total sample, the effect of exposed to friends’ suicidality
was also stronger than familys’ suicidality on ST and SP. Teenagers are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values and behaviors of their peers. Due to the small sample size, the stratified analyses
were not as stable as that of total, but the trends by gender were all similar with total,
especially in girls. Besides, more girls reported that had been exposed to suicidality in friends
than boys (12.7% vs 10.1). Hence, girls may be more vulnerable than boys to be affected by
friends’ suicidality, and need attention and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preventing suicide.
The following limitations need to be considered. First, no causality can be made based
on a across-sectional study. Second, all the measures were self-report, which may affect the
result due to biased reporting own suicidality and exposure. Third, although this sample was
large, it is unknown whether these findings can be generalized to adolescents in other regions.
Suicidality is an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concern and has negative impact on family and
friends. Family and peer suicidality may have a greater impact on adolescent who are more
vulnerable than adult. This study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about teenage
exposure to suicidality and the results have theoretical importa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uicidality exposure should be included in suicide risk assessment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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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Total
Characteristic
Sex
Boy
Girl
Age
Mean , SD
Self-reported physical health
Poor
Fair
Good
Father education level
Prim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College or above
Family economic status
Excellent or good
Fair
Poor or very poor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Married
Divorced or widowed
Depression , Mean, SD
Impulsiveness, Mean, SD

n
%
11831
6018
50.9
5813
49.1
11831
14.97 1.46
11696
3.4
403
3541
30.3
7752
66.3
11642
1572
13.5
6246
53.7
2138
18.4
1686
14.5
11666
2305
19.8
7941
68.1
1420
12.2
11644
11409 98.0
235
2.0
11831
16.88 9.71
11831
29.59 7.75

Suicidality exposure
None
RO
(N=10249)
(N=234)
n
%
n
%

FO
(N=1140)
n
%

Both
(N=208)
n
%

Stat test
F/χ2
25.23

p
<0.0001

508
632

8.4
10.9

102
106

15.23

1.34

15.13

2.7
2.3
1.8

54
380
700

13.4
10.7
9.0

13
69
123

3.2
1.9
1.6

40
129
36
26

2.5
2.1
1.7
1.5

142
570
215
210

9.0
9.1
10.1
12.5

45
105
26
30

2.9
1.7
1.2
1.8

87.8
86.8
82.9

47
144
40

2.0
1.8
2.8

196
784
159

8.5
9.9
11.2

38
123
44

1.6
1.5
3.1

86.6
80.9

226
5

2.0
2.1

1103
31

9.7
13.2

196
9

1.7
3.8

16.19

9.28

21.58

11.38

21.12

11.13

22.09

11.08

132.26

<0.0001

29.11

7.54

32.28

8.27

32.56

8.16

34.06

9.46

103.82

<0.0001

5271
4978

87.6
85.6

137
97

1.48

14.94

325
3009
6791

80.6
85.0
87.6

11
83
138

1345
5442
1861
1420

85.6
87.1
87.0
84.2

2024
6890
1177
9884
190

1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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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7
1.47

1.7
1.8
1.33

14.54
28.84

<0.0001
<0.0001

37.61

<0.0001

32.33

<0.0001

9.68

0.021

Table 2 Suicidality exposure and suicidality among rural adolesc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ht (N=1479)
Boy
N (%)

Suicide plan (N=388)
Total
Boy
N (%)
N (%)

Girl
N (%)

482 (9.1)
23 (16.8)

587 (11.8)
29 (29.9)

110 (21.7)
22 (21.6)
95.88***

Girl
N (%)

Suicide attempt (N=176)
Total
Boy
N (%)
N (%)

141 (2.8)
7 (7.2)

105(1.0 )
9 (3.8)

48 (0.9)
5 (3.6)

57 (1.1)
4 (4.1)

46 (4.0)

14 (2.8)

32 (5.1)

7 (6.9)
32.60a***

9 (8.5)
58.84a***

254 (2.5 )
17 (7.3)

113 (2.1)
10 (7.3)

186 (29.4)

92 (8.1)

39 (7.7)

53(8.4)

40 (37.7)
207.98***

25 (12.0)
165.03***

8 (7.8)
55.61a***

17 (16.0)
70.91a***

16 (7.7)
129.01***

Girl
N (%)

a

Fisher's exact test
* p<0.01
**p<0.001
***p<0.0001

Table 3 Odds ratios of suicidality exposure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ity among rural adolesc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Suicidality exposure
None

RO

FO

Both

Suicide thought
COR (95% CI)

1.00

2.45 (1.79-3.36)

3.01 (2.60-3.49)

3.65 (2.69-4.94)

AOR1 (95% CI)

*

1.00

2.52 (1.83-3.46)

2.83 (2.44-3.28)

3.55 (2.61-4.83)

AOR2 (95% CI)

**

1.00

2.45 (1.77-3.39)

2.72 (2.33-3.16)

3.26 (2.38-4.48)

AOR3 (95% CI)

***

1.00

1.63 (1.14-2.32)

1.92 (1.63-2.27)

2.22 (1.56-3.14)

Suicide plan
COR (95% CI)

1.00

3.08 (1.85-5.13)

3.45 (2.70-4.42)

5.38 (3.48-8.31)

AOR1 (95% CI)

*

1.00

3.16 (1.89-5.27)

3.26 (2.54-4.18)

5.16 (3.32-8.00)

AOR2 (95% CI)

**

1.00

2.94 (1.73-5.00)

3.09 (2.40-3.98)

4.32 (2.72-6.87)

AOR3 (95% CI)

***

1.00

1.93 (1.11-3.37)

2.07 (1.58-2.70)

2.73 (1.66-4.49)

Suicide attempt
COR (95% CI)

1.00

3.86 (1.93-7.73)

4.06 (2.86-5.78)

8.05 (4.67-13.89)

AOR1 (95% CI)

*

1.00

3.86 (1.92-7.76)

3.83 (2.69-5.47)

7.57 (4.37-13.11)

AOR2 (95% CI)

**

1.00

4.09 (2.02-8.30)

3.66 (2.54-5.28)

6.24 (3.44-11.34)

AOR3 (95% CI)

***

1.00

2.60 (1.25-5.41)

2.26 (1.54-3.33)

3.58 (1.88-6.81)

*

adjusted for sex, age and school.
adjusted for sex, age, school, self-reported physical health, father education level,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
adjusted for sex, age, school, self-reported physical health, father education level, family economic
status,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depression, and impulsive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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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Odds ratios of suicidality exposure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ity in boys

Note: adjusted for age, school, self-reported physical health, father education level, family economic status,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depression, and impulsiveness
Figure 2 Odds ratios of suicidality exposure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ity in girls

Note: adjusted for age, school, self-reported physical health, father education level, family economic status,
parental marital status, depression, and impul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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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recruited 242 elderly suicides and 242 controls above 60 years to conduct face-toface interviews by Psycological Autopsy to examine the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uke Social Support Index (DSSI) in rural China. DSSI had high internal consistency, with
Cronbach’s alphas of 0.89, 0.90 in suicides and controls respectively. DSSI wa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loneliness in both samples.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basically
supported the original structure of DSSI but item 4 had low factor loading in controls. In
conclusion, DSSI has satisfactory reliability and acceptable validity in evaluating social
support in the elderly suicide study in China.
Key words: Duke Social Support Index; reliability; validity; suicide; the elderly
Introduction
Suicide, an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and social problem, has aroused extensive concern in
the world (Jenkins, 2002).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by WHO in 2014, over 800 000 people,
namely one person every 40 seconds, die by suicide (WHO, 2014). In China, suicide was
ranked as the fifth cause of death among the whole population and suicide rate in rural area
was three times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Phillips, Li, & Zhang, 2002).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of suicide rate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 is increasingly smaller, the rural rate of
suicide is still higher than the urban rate (J. Sun, Guo, Zhang, Jia, & Xu, 2013; Wang,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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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p, 2014; J. Zhang, Sun, Liu, & Zhang, 2014). The overall suicide rate has decreased
apparently in recent years, while the rate of the elderly suicide increased (Wang et al., 2014).
During 2013 and 2014, the elderly suicides accounted for 38.2% of overall suicides, while
only 8.9%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were older adults (Zhong, Chiu, & Conwell, 2016). The
average annual elderly suicide rate in China was 34.5 per 100 000 (Zhong et al., 2016). So it
is crucial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lderly suicides in rural China.
Suicide among older adults is associated with physical health (Conwell, Duberstein, &
Caine, 2002; Harwood, Hawton, Hope, Harriss, & Jacoby, 2006; Karbeyaz, Celikel, Emiral,
& Emiral, 2017), mental disorder (Chiu et al., 2004; Conwell et al., 2002; Karbeyaz et al.,
2017; Wærn et al., 2002; Yeh, Ng, & Wu, 2017)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for instance,
negative life events (Karbeyaz et al., 2017; Liu, Qin, & Jia, 2017), living alone (Karbeyaz et
al., 2017; Torresani, Toffol, Scocco, & Fanolla, 2014), and economic change (CrnekGeorgeson, Wilson, & Page, 2017). Social support, as an important protective factor of them,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influence on suicide (Kleiman & Liu, 2013; Kleiman, Riskind, &
Schaefer, 2014; Poudel-Tandukar et al., 2011; Zadravec Sedivy, Podlogar, Kerr, & De Leo,
2017). Zadravec Sedivy et al. (2017) conducted an ecological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uicide rates in 75 regions of 23 European countries and found
social support had a protective effect against suicide on a regional level for both genders,
especially for males. Poudel-Tandukar et al. (2011) also found social support acted as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suicide among Japanese men and women. In China, there were also
studies demonstrating that social support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suicide among the
elderly (Liu et al., 2017; J. Zhang, Conwell, Zhou, & Jiang, 2004).
Social support can be measured by various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Social Support
Inventory (SSI) with 27 items in two-part question (Sarason, Levine, Basham, & Sarason,
1983),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SPSS) with 12 items in 7point Likert format (Zimet, Dahlem, Zimet, & Farley, 1991), the Social Support Network
Inventory (SSNI) with 10 items in 6-point Likert response (Flaherty, Gaviria, & Pathak, 1983).
But the Duke Social Support Scale (DSSI) (Koenig et al., 1993) and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Xiao, 1994) were often used to evaluate social support in China. SSRS
is a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with 12 items in three dimensions: subjective support, objective
support and utility of support. It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uicide in many Chinese researches (Chen, Ma, & Fan, 2008; Lu, Jia, &
Ma, 2011; S. H. Sun & Jia, 2014). However, SSRS, only 12 items, is more apt to Chinese
environment, however, it’s inappropriate to make comparison with results from other
countries.
Duke Social Support Scale has been extensively us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uicide (Dong-Mei, Jiang, & Liu, 2005; J. Zhang et al., 2003; J. Zhang &
Zhou, 2009). It has been reported to have satisfactor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elderly (Mao
et al., 2015) and young (Jia & Zhang, 2012) rural Chinese. However, there are few related
studies on the examination of DSSI among rural elderly suicides in China. This study
recruited 242 completed suicides and 242 living controls both aged 60 years and older to
measure the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DSSI among elderly suicides and living controls
in rural China.
Method
Subjects
Based on 1:1 matched case-control design, 242 elderly cases and 242 living controls
were recruited. Cases were the elderly who were aged 60 years or above and conducted
completed suicide during October 8th, 2011 to September 5th, 2015. Controls were matched on
gender, age (±3 years), same or neighboring community and without suicide history.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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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cides and controls were chosen from 12 rural counties from disease surveillance points
(DSPs) of Shandong, Hunan and Guangxi province, which were located in Eastern China,
South Central China and Southern China,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death certification
system, the project cooperators from th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of each
county helped identify and contact cas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village doctors or leaders.
They were also responsible for finding suitable controls from the same or near village to
match suicides.
Procedures
We conducted face-to-face interview with control himself and two informants of each
control and suicide by Psychological Autopsy (PA), which was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method to reconstruct suicidal deaths through informants (Beskow, Runeson, & Asgård, 1991;
Isometsä, 2001). The first informant was usually one next of kin, for example, a spouse, a
parent, a son or a daughter. The second informant was always a friend, a neighbor, a
colleague, or a remote relative. PA, widely used in suicide studies in China, has been proved
to have good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Phillips, Yang, et al., 2002; Yang et al., 2005; J. Zhang
et al., 2003; J. Zhang et al., 2002; Li Zhou, Jiang, & Zhang, 2006).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between 2 and 6 months after suicide in order to try to avoid bereavement reaction and
minimize recall bias (Conner et al., 2012). After the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trained
interviewers began interview in a separated room of the village clinic or the interviewee’s
home. The average interview time was about 3 hours.
Instrumen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cluded gender, age, education (illiteracy, prim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above), marital status (stable vs unstable, stable marital status
refers to being married and living with a spouse, unstable marital status refers to being never
married, divorced, widowed or not living with a spouse), employment (employed,
unemployed, retired), family annual income (≤3600 RMB, 3600~10000 RMB, ≥10000 RMB,
according to the tertiles), living alone (yes vs no), religion belief (yes vs no), superstition (yes
vs no), family suicide history (yes vs no).
Duke Social Support Index (DSSI)
The DSSI (Koenig et al., 1993) is a self-report questionnaire to assess social support,
including 23 items in three dimensions. There are 4 items expressing social interaction (SIS),
7 items demonstrating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SSS) and 12 items stating instrumental social
support (ISS). SIS and SSS are designed on a 3-point Likert format, while ISS is dichotomous.
The total score varies from 11 to 45, with higher scores reflecting more social support.
Simplifi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neliness Scale
The initi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Loneliness Scale (UCLA-20) (Stephan
& Others, 1988) were deleted 12 items and became ULS-8 (Russell, Peplau, & Cutrona,
1980).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UCLA Loneliness Scale had been widely evaluated
(Neto, 2014; Russell et al., 1980; Swami, 2009; Wilson, Cutts, Lees, Mapungwana, &
Maunganidze, 1992; Wu & Yao, 2008). Zhou and his colleagues evaluated it among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and deleted 2 items further (L. Zhou et al., 2012). The six items are all
positive loneliness, on a 4-point Likert type, from 1 (never) to 4 (always). The range of total
score is from 6 to 24 and higher score means more serious loneliness. The ULS-6 has been
assessed to hav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Chinese culture (L. Zhou et al., 2012). In this
study, the corrected Cronbach’s alpha of the ULS-6 was 0.94 in completed suicides and 0.91
in living controls.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he responses from two informants were largely similar. However, there wer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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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vitable differences, so it wa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different information. For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suicide behavior, we relied on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first informant. For the diagnosis of mental disease, we tended to adopt the positive
response. For the DSSI and ULS-6, we were inclined to use lower score of DSSI and higher
score of ULS-6.
Data analysis
IBM SPSS Statistics 24.0 (online edition) and AMOS 24.0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es. T-tests or Kolmogorov-Smirnov Z-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continual variables.
Chi-square 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categorical variables. The Cronbach’s alpha was
conducted to test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DSSI. Spearman correlations between ULS-6 and
three dimensions of DSSI and the whole DSSI were examined for 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Conﬁ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as used to assess construct validity. Models were
evaluated by Chi-square, Goodness-of-Fit Index (GFI), 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
(AGFI),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Carleton et al., 2013).
Resul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mong 242 suicides and 242 controls, 135 (55.8%) of them were male for each group.
The mean age was 74.4 (SD=8.2) years in suicides and 74.1 (SD=8.2) years in controls.
As shown in Table 1, compared to living controls, suicide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unemployed, living alone, superstitious, and to have unstable marital status, less social
support, and more feeling of loneliness. However,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family annual income, religion, and family suicide history between
suicides and controls.
Reliability
Table 2 showed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and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s if item deleted of Duke Social Support Index (DSSI) in both
suicide and control samples. The corrected Cronbach’s alpha of the DSSI was 0.89 in
completed suicides and 0.90 in living controls. In the suicide sample, the Cronbach’s αlpha
was 0.54 for social interaction (SIS), 0.89 for subjective social support (SSS), 0.92 for
instrumental social support (ISS). In the control sample, the Cronbach’s αlpha was 0.54 for
SIS, 0.92 for SSS, 0.91 for ISS.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s if item deleted ranged from 0.
88 to 0.89 in suicides and varied from 0.88 to 0.90 in controls.
Validity
Table 3 presented that the total DSSI and three subscales were all negatively related to
loneliness in male, female, and total suicide and control samples, which verified satisfactory
criterion validity.
As shown in Table 4,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was conducted to confirm the
three-factor model. Goodness-of-Fit Index (GFI), Adjusted Goodness-of-Fit Index (AGFI)
and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were approximately or above 0.80 for both suicide and
control sample. The values of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were
about 0.09 among suicides and controls. Factor loadings in every foctor were 0.31-0.80, 0.480.86, 0.60-0.79 in suicides and 0.28- 0.73, 0.49-0.88, 0.55-0.79 in controls, respectively.
Apparently, item 4 had lower factor loadings in both suicides and controls. These results
basically fitted the original structure of DSSI.
Discusssion
This study aimed to asses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DSSI in the elderly suicides and
controls in rural China. The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DSSI had satisfactory reliabil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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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able validity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study (Jia & Zhang,
2012). In term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suicides and living
control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ich was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findings (Liu et al.,
2017; J. Zhang et al., 2004).
Many studies have proved that DSSI has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various Chinese
populations. For instance, the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 was 0.84 for suicide group and
0.79 for control group in young rural Chinese population (Jia & Zhang, 2012). Another study
showed high Cronbach’s alpha of 0.881 in a rural elderly population (Mao et al., 2015). In
this study, the Cronbach’s alpha coefficients were both above 0.89 in suicides and controls,
indicating good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satisfactory reliability of DSSI in the elderly suicide
research in rural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loneliness has been tested (O'Donovan &
Hughes, 2007; Shahini, Asayesh, Ghobadi, & Sadeghi, 2013; Wright, 2005; Yildirim &
Kocabiyik, 2010; B. Zhang, Gao, Fokkema, Alterman, & Liu, 2015). So, it is suitable to use
loneliness to assess the concurrent validity of DSSI. In this study, the ULS-6 was adopted,
which had high degree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validity in Chinese culture (L. Zhou et al.,
2012). In the total samples, both in suicide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loneliness were all
statistically correlated to SIS, SSS, ISS and DSSI, indicating DSSI had good concurrent
validity. Most of results in Table 3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Wherea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nelines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female suicide sample (P>0.05) and no stro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mong female control
sample (P<0.05). Maybe it is because majority of Chinese females pay most attention to
taking care of family and have few friends and few interactions with the world outside family
after their marriage. But they are pleased to do so and don’t feel lonely.
The three-factor model of DSSI had an acceptable goodness of fit in the suicide and
control samples in rural China. In addition, the factor loadings of most items were high,
except item 4 (0.31 in suicide sample, 0.28 in control sample). Item 4 was “About how often
did you go to meetings of clubs, religious meetings, or other groups that you belonged to in
the past week or in the past week before suicide”. It could be due to cultural diversit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countries, the rural Chinese might not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club
and group and seldom participated in collective activities.
Despit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DSSI had been reported in China, this was the first
study to assess DSSI in suicide research by psychological autopsy among the elderly in rural
China. It paved the way for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lderly suicide
and social support and of other risk factors in the elderly suicides in rural China. What’s more,
samples in this study were recruited from three provinces of China, making the reasearch
more representative.
There are also some limitations in this study. First, in the light of PA, some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informants. Although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PA has been proved in
previous studies (Phillips, Yang, et al., 2002; J. Zhang et al., 2003; J. Zhang et al., 2002; Li
Zhou et al., 2006), the information bias is inevitable. Second, in consideration of interview
time and expenditure, we didn’t ad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 in the questionaire
and didn’t conduct test-retest reliability. ULS-6 as a criterion for concurrent validity might not
be appreciate and it might be better to use SS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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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 suicide and control sample
Suicide sample Control sample
Variables
n(%)/M(SD)
n(%)/M(SD)
t/z/χ2

p

Education
Illiteracy

111 (45.9)

96 (39.7)

2.015

0.569

Primary school

105 (43.3)

116 (47.9)

Middle school

20 (8.3)

22 (9.1)

High school and above

6 (2.5)

8 (3.3)

Stable marital status

122 (50.4)

170 (70.2)

19.890

<0.001

Unstable marital status

120 (49.6)

72 (29.8)

Employed

41 (16.9)

61 (25.2)

8.274

0.016

Unemployed

194 (80.2)

167 (69.0)

Retired

7 (2.9)

14 (5.8)

≤3600

88 (36.4)

74 (30.6)

1.865

0.394

3600~10000

88 (36.4)

98 (40.5)

≥10000

66 (27.3)

70 (28.9)

Yes

64 (26.4)

35 (14.5)

10.679

0.001

No

178 (73.6)

207 (85.5)

Yes

12 (5.0)

10 (4.1)

0.190

0.663

No

230 (95.0)

232 (95.9)

Yes

36 (14.9)

15 (6.2)

9.666

0.002

no

206 (85.1)

227 (93.8)

Yes

37 (15.3)

21 (8.7)

5.015

0.025

No

205 (84.7)

221 (91.3)

Social support

22.9 (6.0)

27.5 (6.8)

3.500

<0.001

Loneliness

15.6 (5.0)

11.0 (4.0)

4.545

<0.001

Marital status

Employment

Family annual income*

Living alone

Religion

Superstition

Family suicide history

Note *Family annual income: 3600 was the 33.3 percentile; 10000 was the 66.67 percen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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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 and Cronbach’s
alpha if item deleted of DSSI in suicide and control sample
Suicide sample
Item

M(SD)

Control sample
α

r

M (SD)

r

α

Social interaction
Item1

1.62 (0.63)

0.225

0.892

1.88 (0.66)

0.277

0.897

Item2

1.48 (0.59)

0.195

0.892

1.84 (0.64)

0.376

0.894

Item3

1.17 (0.41)

0.224

0.888

1.47 (0.61)

0.405

0.893

Item4

1.12 (0.33)

-0.056

0.893

1.21 (0.49)

0.054

0.900

Subjected support
Item5

1.26 (0.53)

0.489

0.882

1.59 (0.68)

0.711

0.883

Item6

1.20 (0.48)

0.424

0.884

1.56 (0.68)

0.681

0.884

Item7

1.28 (0.54)

0.531

0.881

1.64 (0.71)

0.733

0.883

Item8

1.20 (0.50)

0.554

0.880

1.47 (0.68)

0.685

0.884

Item9

1.23 (0.51)

0.535

0.881

1.49 (0.69)

0.709

0.883

Item10

1.23 (0.48)

0.530

0.881

1.65 (0.70)

0.663

0.885

Item11

1.69 (0.65)

0.465

0.884

2.23 (0.69)

0.437

0.892

Instrumental support
Item12

0.83 (0.38)

0.547

0.881

0.93 (0.26)

0.409

0.893

Item13

0.81 (0.40)

0.623

0.880

0.87 (0.34)

0.462

0.891

Item14

0.69 (0.47)

0.579

0.880

0.76 (0.43)

0.431

0.892

Item15

0.80 (0.40)

0.579

0.880

0.86 (0.35)

0.507

0.891

Item16

0.68 (0.47)

0.567

0.880

0.74 (0.44)

0.429

0.892

Item17

0.69 (0.46)

0.579

0.880

0.69 (0.46)

0.447

0.891

Item18

0.54 (0.50)

0.553

0.880

0.60 (0.49)

0.489

0.890

Item19

0.68 (0.47)

0.578

0.880

0.83 (0.37)

0.466

0.891

Item20

0.56 (0.50)

0.601

0.879

0.76 (0.43)

0.557

0.889

Item21

0.60 (0.49)

0.642

0.878

0.77 (0.42)

0.578

0.889

Item22

0.75 (0.43)

0.576

0.880

0.80 (0.40)

0.526

0.890

Item23

0.79 (0.41)

0.550

0.881

0.85 (0.36)

0.397

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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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scores of loneliness and sub-scales of DSSI and total DSSI
among male and female in suicide and control sample
Suicide sample

Loneliness &
SIS
Loneliness &
SSS
Loneliness &
ISS
Loneliness &
DSSI
Note **p<0.01.

*

Control sample

Total

Male

Female

-0.214**

-0.283**

-0.110

-0.255** -0.285**

-0.217*

-0.372**

-0.491**

-0.209**

-0.421** -0.415**

-0.437**

-0.352**

-0.337**

-0.377**

-0.360** -0.326**

-0.409**

-0.443**

-0.495**

-0.367**

-0.466** -0.457**

-0.489**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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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Male

Female

Table 4 Factor loadings of each item in SIS, SSS, and ISS of DSSI from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suicide and control sample
Suicide sample
SSS

Control sample

Item

SIS

ISS

SIS

Item1

0.50

0.57

Item2

0.80

0.73

Item3

0.32

0.37

Item4

0.31

0.28

SSS

Item5

0.71

0.82

Item6

0.68

0.82

Item7

0.80

0.84

Item8

0.86

0.85

Item9

0.86

0.88

Item10

0.80

0.80

Item11

0.48

0.49

ISS

Item12

0.72

0.58

Item13

0.79

0.66

Item14

0.63

0.55

Item15

0.72

0.68

Item16

0.77

0.73

Item17

0.79

0.72

Item18

0.60

0.67

Item19

0.73

0.67

Item20

0.67

0.69

Item21

0.72

0.79

Item22

0.70

0.67

Item23

0.70

0.64

GFI

0.795

0.816

AGFI

0.751

0.776

CFI

0.835

0.854

Chi-square

708.459

655.302

df

227

227

P

<0.001

<0.001

RMSEA

0.094

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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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元地区 5.12 地震后创伤后
应激障碍的调查研究
邓欣彤
（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
【摘要】目的：探索5.12地震9年后，广元地区高二学生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和社会支持情况，了解震后
9年广元地区高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方法：采取整群抽样方法，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f-rating scale, PTSD－SS）、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对重灾区（青川）
和一般灾区（广元市）的高二学生进行调查，选取了青川县的青川中学、竹园中学和青川职业高中，广元市的广元
中学、广元外语学校、树人中学和万达中学，总共发放问卷1606份，回收1534份，回收率95.52%，剔除不符合问卷，
有效数据1492份，有效率92.9%，男生891人，女生611人，所有被试在地震发生时都生活在所属灾区，且亲眼目睹
或事后知晓山体、建筑物的倒塌，亲友或朋友被困、死亡等创伤性事件。以PTSD-SS中各条目、各因子、总均分≥2
记为阳性，了解5.12地震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用SPSS19进行数据分析。结果：经过分析整理后，发现PTSD
阳性30例，其中重灾区19人，男生7人，女生12人；一般灾区11人，其中男生6人，女生5人；阳性检出率2.01%，
PTSD-SS得分（12.76±8.23），其中重灾区阳性检出率3.01%，PTSD-SS得分（13.79±8.36），一般灾区阳性检出率
1.25%，PTSD得分（12.12±8.75），t=-5.21，p<0.01，得分之间具有显著差异，χ2=6.26，p<0.05，检出率之间具有明
显差异；男生检出率1.35%，PTSD-SS得分（12.71±9.01），女生检出率2.95%，PTSD-SS得分（14.02±8.52），t=6.43，p<0.01，得分之间具有显著差异，χ2=4.74，P<0.05，男女检出率之间具有明显差异。社会支持量表（PSSS）
得分（61.25±8.31），其中重灾区PSSS得分（60.72±8.64），一般灾区PSSS得分（60.32±8.23），t=0.42，p=0.82，
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男生PSSS得分（61.05±8.02），女生PSSS得分（60.38±7.85），t=0.95,p=0.21，差异不具有
统计学意义；PTSD阳性者（57.52±7.53），PTSD非阳性者（61.11±8.19），t=-5.36，p<0.05，两者存在明显差异。
PTSD-SS得分与PSSS得分之间r=-0.28，p<0.01，两者具有显著相关。结论：（1）5.12地震9年后，广元重灾区和一
般灾区的高二学生仍然存在PTSD发生情况，其中重灾区与一般灾区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2）男生和女生的检
出率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3）社会支持的总体水平都较高，PTSD-SS总分与PSSS总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社
会支持分越高，阳性发生率越低，反映着家庭、政府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对PTSD的发生具有显著效果；（4）PTSD
阳性和非阳性之间的社会支持存在明显的差异，表明阳性者比非阳性者得到的家庭之内或家庭之外的帮助和支持较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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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患者自杀意念与血清总胆固醇水平
及焦虑的关系研究
1

2

3

3

3

唐伟 陈兰 郑克 朱程 刘家洪 徐晓军

3

（温州康宁医院）
【摘要】 目的探讨精神疾病患者自杀意念与血清总胆固醇（TC）水平及焦虑的相关性。方法采用《自杀意念自
评量表》（SIOSS）对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住院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进行 2 次自杀意念筛查，采用《焦虑自评量
表》（SAS），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焦虑状况进行评分，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对有自杀意念的精神病患者的血清
TC 水平进行检测。结果 精神疾病患者出现自杀意念时血清 TC 水平为（4.359±0.752）mmol/L，低于自杀意念消失
后（5.048±0.733）mmol/L(P<0.05)血清 TC 水平；精神疾病患者出现自杀意念时 SAS 总分为（53.063±12.104）分，
高于自杀意念消失后（47.646±12.722）分（P<0.05）；精神疾病患者出现自杀意念时血清 TC 水平与 SAS 总分呈负
相关，（r=﹣0.307，P<0.05）。结论精神疾病患者自杀意念与血清 TC 水平、SAS 总分存在统计学相关性。
【关键词】精神疾病；自杀意念；血清总胆固醇；焦虑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icidal Ideation And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Level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Tang Wei[1],Chen Lan[2],Zheng Ke[3],Zhu Cheng[4],Liu Jia-hong[5],Xu Xiao-jun[6]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icidal ideation and serum total cholesterol (TC) level
and anxiety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Methods Use the self-assessment scale for suicidal ideation (SIOSS) to screen the
mentally ill patients hospitalized in Kang N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Wen 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or 2 times.Use the
self-evaluation of anxiety scale (SAS), rate of anxiety in the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condition, use enzyme-linked
immunoassay (ELISA) for psychiatric pati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of serum TC level for testing.Results The serum TC
level was (4.359 + + 0.752) mmol/L at the time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which was lower than the
serum TC level of mmol/L(P<0.05) after the death of suicidal ideation (5.048 + 0.733)mmol/L(P＜0.05);When suicidal
ideation occurred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SAS total score was (53.063 + + 12.104), higher than that of suicidal
ideation (47.646 + 12.722) (P<0.05).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TC level and SAS total score when
suicidal ideation occurred in patients with mental illness (r= 0.307, P<0.05).Conclusion There was a statistical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uicidal ideation of mental illness patients and serum TC level and SAS total score.
【key words】mental disease;suicidal ideation;serum total cholesterol;anxiety

自杀意念是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行为的早期心理活动[1],对存在自杀意念患者进行及时有效的干
预，用以预防、减少自杀行为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探究生化指标，用于自杀行为的评估，具有
重要的意义。精神疾病患者中存在自杀意念的所占比例较高。焦虑系障碍包括广泛焦虑障碍、惊恐
障碍、强迫症、恐惧症等多种疾病。因其发病率高，疾病负担重[2]，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焦虑是
精神疾病患者的常见情绪反应，与患者的自杀意念具有一定的关系[3]。现有研究表明，自杀意念、
自杀行为受到遗传学以及神经生物学等因素的影响[4-5]。本研究以伴焦虑症状的精神病患者为研究对
象，探究自杀意念存在与消失时血清 TC 水平与焦虑之间的关系，现将探讨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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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 2015 年 6 月 30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接受治疗
的存在自杀意念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入组标准：符合 ICD-10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年龄在 18-45 周
岁之间，经 SIOSS 筛选出存在自杀意念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排除标准：脑器质性与躯体疾病所致精
神障碍；酒精或药物滥用和依赖，颅脑严重外伤或精神发育迟滞；有严重攻击行为；近期有怀孕计
划或处于妊娠或哺乳期女性患者；其他严重躯体疾病，以及不愿意接受认知测验的患者。
本研究经温州康宁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对象或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采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elf-Rating Idea of Suicide Scale,SIOSS）对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的自杀意念筛查 2 次，2 次筛查均确定有自杀意念的患者进行人口学资料调查；在自杀意念存在时
以及消失后分别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对患者的焦虑状况进行评估，
并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对患者的血清 TC 水平进行检测。
1.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内容包括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精神疾病首发年龄、家族史等。
1.2.2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
SIOSS 含有 26 个条目，包括绝望因子、乐观因子、睡眠因子以及演示因子 4 个因子。自杀意念
标准分由绝望因子、乐观因子和睡眠因子 3 个因子分数相加。26 个条目均由“是”或“否”两项回答计
分，得分越高则自杀意念越强。将总分 12 分作为初步筛查有自杀意念者的量表划分界点。以掩饰因
子得分≥4 分作为测量不可靠的标准，为无效问卷。SIOSS 筛查的灵敏度、特异度、Kappa 系数分别
为 100%、97.09%、0.95[6]。
1.2.3 焦虑自评量表
SAS 是由华裔教授 Zung 于 1965 年编制，共 20 个项目，按症状出现的频度 4 级评分，“1”表示
没有或很少时间有，“2”表示有时有，“3”表示大部分时间有，“4”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有。正向
评分题，按上述 1~4 顺序计分，反向计分题按 4~1 顺序反向计分。20 个项目得分相加即得粗分（X），
经公式换算，用粗得分乘以 1.25 后取整数。得到标准分（Y）。按中国常模结果，SAS 标准分的分
界线 50 分，其中 50~59 为轻度焦虑，60~69 为中度焦虑，70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1.2.4 血清TC水平检测
对符合要求的患者，采取其 6：30~7：00 时的空腹静脉血 5ml 置于 4 ℃
的冰箱保存 4h，充分凝
固后离心（3000×g，10min）,分离血清，－80 ℃
冰箱保存待测。对每一样本进行双点测定，取平均
值，所有样本由同一人测定。试剂盒由美国 P＆D 公司提供，测定过程严格按要求完成。
1.3 统计分析
本次研究结果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描述，组
间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两变量指标间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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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一般情况分析
本次研究共有 438 例案例，其中有自杀意念有 32 例，占 7.31%。男性 7 例，女性 25 例，男女
性别比为 0.28：1；患者中初中学历最多，14 人，占 43.8%；无精神疾病家族史有 26 人，占 81.25%；
病程＜5 年者居多，有 9 人，占 28.12%，其次为病程 10~＜15 年的，有 8 人，占 25.00%。见表 1。
表一 32 例有自杀意念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般情况

变量
性别
文化水平

家族史

年龄

类型

人数

百分比

男
女
小学
初中
高中
本科及以上
阴性
阳性
5 年以下
5-10 年
10-15 年
15-20 年
20 年以上

7
25
7
14
6
5
26
6
9
5
8
5
5

21.9%
78.1%
21.9%
43.8%
18.8%
15.6%
81.2%
18.8%
28.1%
15.6%
25.0%
15.6%
15.6%

2.2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意念出现与消失时血清TC水平与SAS总分间关系分析
患者自杀意念出现时抽检其血清 TC 水平为（4.359±0.752）mmol/L，低于自杀意念消失后血清
TC 水平（5.048±0.733）mmol/L（P＜0.05）。自杀意念出现时 SAS 标准分均值为（53.063±12.1044）
分，高于自杀意念消退后 SAS 标准分均值（47.646±12.722）分（P＜0.05）。见表 2。
表二 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杀意念出现与消失后血清 TC 水平与 SDS 标准分（n=32）

2.3

项目

自杀意念出现时

自杀意念消失后

t值

P值

TC（mmol/L）

4.359±0.752

5.048±0.733

－5.922

＜0.001

SAS

53.063±12.104

47.646±12.722

2.411

0.022

TC水平与SAS标准分的相关性分析

我们对患者的 TC 与 SAS 标准分之间进行了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发现，无论患者出现自杀意念
时抑或自杀意念消失后，SAS 标准分与 TC 水平均无明显相关。

3

讨论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存在自杀意念时的血清 TC 含量要明显低于
自杀意念消退后，这与李志军以及王志博等大多数的研究结果一致 [7~8]，自杀意念出现时的高血清
TC 水平的现象在经过治疗后，精神疾病症状缓解后，血清 TC 会恢复至接近正常水平。对于自杀意
念与血清 TC 之间的关系，早前有研究指出低血小板 5-HT 及血清胆固醇浓度是抑郁症自杀的危险因
素,对抑郁症自杀行为可能具有一定的的预测作用[9]。对于自杀意念与 SAS 标准分之间的关系，患者
出现自杀意念时 SAS 标准分要明显高于自杀意念消退后，这与辛立敏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0]。本次
研究表明，血清总胆固醇水平与 SAS 标准分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这与 De Berardis,domenico 等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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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不一致[11]。这一结果可能由于此次样本量不够丰富，也可能是实验设计不完全科学。
众所周知，在精神病领域中，缺少诊断精神疾病的客观指标，对于一种精神疾病的诊断往往依靠的
是医生的自身经验以及量表的评定，存在极大的主观性，因此，对客观指标的探索显得尤为重要。
此次研究的出发点就是寻找可以用于对精神病患者自杀意念预测的客观指标，这对有效预防精神病
患者自杀事件的发生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次研究存在样本量小，操作不十分精细的弊端，希望今后
可以扩大样本以及更科学的设计试验，做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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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Strain Theory of Suicide has been tested and well supported regarding rural suicides and
suicide attempters. Studies on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strains on psychopathologies and suicidality in
urban environments in China have been l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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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further exa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rain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two separate urban samples of adults in China.
Methods: One sample consisted of randomly selected medical employees of a large hospital (n=1,012),
and a second sample included heterogeneous office employees (n=1,052). A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demographics, psychological strains, social support,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undertaken to estimate associations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rains,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with relevant covariates
controlled for.
Results: Relative to the female employees, the male non-medical employees reported higher levels of value,
aspiration, and deprivation strains, in addition to lower levels of life satisfaction. There were no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psychopathologies. The predictor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medical staff
were longer work hours, less social support, value strain, aspiration strain and coping strain; and among
non-medical staff were longer work hours, less social support, aspiration strain and coping strain. The
predictors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medical staff were longer work hours, coping strain, and depression;
and among non-medical staff were longer work hours, gender, religion, value strain and depression.
Conclusions: The study further supports the hypothesis that both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can be predicted by psychological strains, but in this instance among Chinese urban professionals.
The number of hours worked each week was linked to elevated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both samples. Both medical staff and non-medical employees need to be cared for in China. Reduction of
psychological strains is necessary to help them maintain mental health and to perform better at work.
Key words: medical staff; work stress; psychological strain; depression; suicidal ideation; occupational
health

According to the Strain Theory of Suicide, strain is hypothesized to precede psychopathologies,
suicide ideology, and suicide behavior. In contrast to traditional stress theories that focus on life events or
daily hassles, Strain Theory emphasize that psychological issues arise from two or more conflicting or
completing stressors or social experiences (Zhang, 2005). The greater the conflict, the greater the strain and
resulting problems. Strains are more serious, frustrating and threatening to an individual than cognitive
dissonance and the extreme consequences can include mental disorders such as depression, anxiety,
substance use and even suicide. Such strains may be moderated by social factors such a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such as personality traits, but can also be strengthened or exaggerated by
psychopathologies such as depression in the path from strains to mental disorder or suicide. The theory
posits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kinds of strain: (1) Value Strain occurs when an individual has two or
more internalized beliefs at the core of their value system, that are in conflict or competition with one
another at a given point in time. The two conflicting factors that create the strain in this context are the
values that are in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 (2) Aspiration Strain develops when there is a discrepancy
between an individual’s aspirations or life goals and the reality of their inability to meet such lofty goals.
The conflict escalates as one’s ideals deviates further from the limits of reality that prevent achievement of
these important goals. The greater this discrepancy, the greater the strain that is experienced. In this respect,
the two conflicting factors that create this strain are the idealized goal created by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bstacles in reality that prevent its fulfillment; (3) Relative Deprivation Strain stems from the perception
that others with a similar background or within a comparable social group have attained comparatively
greater resources or lead a better life. This feeling of being “deprived” compared to others is not necessarily
about being “impoverished”, but is about feeling there is an unjust inequality, so this type of strain can
happen among any socioeconomic group. The two conflicting factors here are the perception of unfairly
living a disadvantaged life while similar others are not; (4) Coping Strain occurs when an individual does
not deal effectively with challenges and crises in life. As a result, their life issues tend to persist longer and
compound one another, leading to greater difficulty dealing with future stressors. The two conflicting
factors in this context are the existence of greater problems in life and ineffective coping skills.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greater levels of strain overall can lead to serious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For example, a link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rains and suicide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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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ed among previous suicide attempters (Sun and Zhang, 2016), in rural Chinese suicides (Zhang et al.,
2009), among college students (Zhang and Zhao, 2017), and within ancient China (Yan et al., 2012).
Examination of suicide notes (Zhang and Lester, 2008) and biographies of celebrities’ suicide (Zhang et al.,
2013) in Western countries further supports the importance of strain theory on suicide behavior. More
specifically, various types of strain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psychopathology and suicide behavior across
various samples and situations. For example, aspiration strain and coping strain have been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Zhang et al., 2016), whereas value strain (Zhang and
Lv, 2014; Zhang and Zhao, 2013)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Zhang and Lv, 2014) have been positively
linked with depression in rural populations. Value strain (Zhang et al., 2016; Zhang and Zhao, 2017)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Zhang and Zhao, 2017)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young students,
whereas coping strain was found to be direct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of cancer patients through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hopelessness (Zhang et al., 2017). Psychological strains in the forms of
unrealized aspiration,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deficient coping have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e even after controlled for mental disorders (Zhang et al., 2011).
Work or job stress has been an important focal point in research within the field of occupational health.
Undoubtedly, many workers encounter sources of stress, both within their work environment and carried
over from their personal/family environments, that can impact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uch
stress can ultimately impact workplace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This phenomenon is well studied and
several models have been developed within the field of occupational health. These include, the Job
Demand-Control Model (JD-C) (Karasek, 1979), the Job Demand-Control-Support (JDCS) Model
(Johnson and Hall, 1988), the Effort-Reward Imbalance Model (ERI) (Siegrist, 1996), the Work-Family
Conflicts Model (WFC) (Greenhaus and Beutell, 1985), the Person-Environment Fit Model (P-E fit)
(French and Kahn, 1962), and the 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 (Lazarus, 1989). As such, several specific
factors have been found to impact the link between job stress and depression, including high job demands
(Rau et al., 2010), low job control (Dragano et al., 2008; Pikhart et al., 2004), effort-reward imbalance
(Dragano et al., 2008; Pikhart et al., 2004), work-family conflict (Chandola et al., 2004), and personenvironment fit (Merecz and Andysz, 2012). Further, low job control and high job demand (Milner et al.,
2017), non-supportive work environments (Wallace, 2017), work-family conflict (Yuan et al., 2012) have
all been shown to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suicide.
Clearly, job stress is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in employee well-being. However,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Most specifically, there are several deficiencies in the research to date
utilizing such models, which may limit their application. For example, the JD-C model (also known as the
Job Strain Model - JSM), which is defined as high job demands/low job control, may be somewhat limited
in its emphasis on only two elements of the stress process. This overlooks many other mediation variables
in the path from workplace demands to stress and well-being, such as cognition, socioeconomic status,
employee health, and social support. Further,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job demand and job control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supported in some research (Jiang and Ma, 2003; Jonge et al., 1999). In response,
the JDCS introduces work-related social support on the basis of the JD-C model, but the job decision
latitude and the 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 (JCQ) developed based on the model need further research (Shi
et al., 2010). Additionally, the ERI model posits that the imbalance between high effort and low rewards,
and overcommitment lead to work stress. But, studies utilizing ERI have not taken the causality between
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employ health into account, in that effort-reward imbalance does not necessarily
cause health problems. It is equally plausible in many instances that employees are more likely to report
greater imbalance because they are not healthy (Hu et al., 2010). Also, results regar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ffort-reward imbalance and overcommitment remained inconsisten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vercommitment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effort-reward imbalance and work stress outcomes has been
scarcely examined (Luo et al., 2011; van Vegchel et al., 2005).
In the Transactional Model, stress is a product of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demands placed on the individual and individual responses to the demands. However, in its application to
employee well-being, this theory is focused more on the individual than the organization. While the sources
of threat come from the environment, it is the individual perception/interpretation of those stimuli, and the
resulting efforts to deal with those challenges, that are important in determining workplace stress. As such,
the sources of stress could also come from non-work sources as well, but the process of stress development
is specific to the individual themselves. In a similar respect, the work- family conflict model refer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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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pressures from work and family, so that participation in one role makes the other role more difficult.
However, this might not be entirely applicable within Chinese society where a worker’s role is typically
more embedded within the family rather than the workplace. In this respect they may encounter more nonwork related sources of stress that carries over into the workplace. Workers’ mental health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work environment,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family in which they live and the
society within which they are embedded (Wang et al., 2012). In a related sense, the P-E fit model focuses
on similarity or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attributes of a person and those of their environment. Stress is
reduced when an individual’s characteristics match the demands of the environment. But this is inherently
a culturally embedded construct, thus the application of P-E fit to Chinese culture may be more about
Confucian relationalism rather tha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in other words, the “fit” here may be how
appropriate the individual acts rather than their congruence with the environment (Chuang et al., 2015).
This points to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with these models, in that they have been based on western
organization culture, and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practicality in other workplace cultures.
Given these limits of job stress models and the fact that, due to the inherent conflictual component of
strain theory, strains are potentially more taxing than common stress,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go
beyond stress models and focus on strain theory in understanding employee well-being. Further, given that
most research on employee well-being has been conducted using western samples, the intent was to focus
on a Chinese sample. Previous use of the Strain Theory of Suicide in China has also focused on rural
populations and, as such, there has been a dearth of published studies regarding psychological strain and
mental health outcomes in urban China. The present study is focused on one particular workplace that is of
growing concern; urban hospitals. In China today, there has been a considerable increase in public hospital
reform, which has led to an escalation in demands on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The combination of high
demands and high risks,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high workload, and hospital-patient conflicts, has
created a strenuous and arduous environment for both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non-medical employees.
As a result, strain may become more intense and problematic for many of these employees. For example,
value strain may emerge from conflicts due to changes in the modern practice of medicine and interactions
with patients compared to the “old ways”; aspiration strain may result from conflicts between wanting
greater levels of achievement and advancement in the new medical model versus the reality of the obstacles
placed by management or other employees; deprivation strain may occur as employees feel that they are
not given respect or salaries that their coworkers receive; and coping strain could emerge as the excessive
and mounting demands of the new medical model become too great for the individual. Therefore, it is
proposed that elevated strain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negative outcomes among medical and non-medical
staff from urban hospitals in China, specifically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Method
Sampling and Procedure
The current study consisted of two samples: medical staff and non-medical employees. The sam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from both groups.
The medical staff were selected using purposive random sampling from among the 7000 employees of
a large hospital in China. A member of the medical staff was used to help contact potential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departments in the hospital and to coordin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udy, including
reading potential participan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and their rights before the study began. Two well-trained
investigators distributed questionnaires to each responden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busy work schedules
and time demands on the medical staff, they were given one day to fill out the questionnaire. In total, 1012
medical staff aged 19-63 years old were recruited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between July 10 – 14 2017.
The collection of data for the non-medical staff was carried out by the Chinese online questionnaire
company Questionnaire Star, which is a professional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website. Both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and Questionnaire Star signed a contract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consultation, and the company administered the questionnaires for a fee. The non-medical staff were
limited to formal employees (i.e. office staff), not interns, between the ages of 18-65 years of age in the
same urban areas as the medical staff. The same questionnaire was directed at employees between
September and October 2017. The quality control methods of online survey were as follows: (1) The
questionnaire was sent to users that met the selection requirements; (2) Screening items were set to ver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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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participants met the sample qualifications; (3) The online system was used to monitor the process,
including the IP addresses, the same electronic device being used, trap items, time limits, sampling
procedures etc.; (4) The investigators performed a quality check for completeness, formatting,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data recording, one by one after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completed. Finally, a total of
1058 employee submitted suitable questionnaires for analyses.
This study protocol was approved by the Medical Ethical Committee of Qilu Hospital,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and the Ethics Committee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where the Principal Investigator is affiliated. All participants signed a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after they were selected. The studying data was anonymously collected by the research team and kept
confidenti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ethical standards.

Measurements
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Age was measured by the date of birth. Gender was coded as female [0] and male [1]. Marital status
was categorized to “0 = single” [including not married and cohabitation] and “1 = ever married” [including
married, remarried, separate but not divorced, divorced, and widowed]. Education was measured as “0 =
below university” [including no formal educatio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vocational school,
high school, special secondary school, technical school and junior college] and “1 = bachelor degree and
above” [including university, graduate and above]. Occupation was coded as “1 = management position”,
“2 = professional position” and “3 = service position”. Title was recoded into “1 = primary and no title”, “2
= intermediate title” and “3 = senior title”. Weekly working hours was measured by five choices: “1 = less
than or equal to 40 hours”, “2 = 41-50 hours”, “3 = 51-60 hours”, “4 = 61-70 hours” and “5 = more than 70
hours”. Religion was coded as “1 = yes” [including Catholicism, Christian, Judaism, Islamism, Taoism,
Buddhism and others], “2 = no” and “3 = not sure”.
Questionnaire Instruments
The 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SPSS) is a 12-item self-report inventory
designed to assess perceptions of social support adequacy from three specific sources: family, friends, and
significant others (Zimet et al., 1988). The MSPSS uses a 7-point scale ranging from “very strongly
disagree” (1) to “very strongly agree” (7). Higher scores indicate greater level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for that individual.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MSPSS is a good instrument across
different populations (Zimet et al., 1988; Zimet et al., 1990). The Chinese of MSPSS has been found to
have excellen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adolescents (Chou, 2000), patients (Zhou et al., 2015) and college
students (Zhang and Norvilitis, 2002). In this study, the Cronbach alpha coefficients for the scale were
0.956 in medical staff, 0.943 in non-medical employees, respectively.
The Psychological Strain Scale (PSS) is a 40-item scale designed to measure the psychological strains
that have been experienced by the respondents (Zhang et al., 2014; Zhang and Lyu, 2014). The PSS
consists of 4 subscales: value strain, aspiration strain, relative deprivation strain and coping strain. Each
subscale includes 10 items with response ratings for each item ranging from 1 = never, it’s not me, 2 =
rarely, it’s not me, 3 = maybe, I’m not sure, 4 = often, it’s like me to 5 = yes, it’s exactly me. The total
score of the PSS was the sum of each subscale, with higher scores indicating greater strain experienced.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 of the PSS have been found to have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China
(Zhang et al., 2014) and United States (Zhang and Lyu, 2014) respectively. For each of four subscales, the
Cronbach alpha coefficients for medical staff were 0.901, 0.935, 0.932, 0.929, and for non-medical
employees were 0.896, 0.926, 0.924, 0.923, respectively. The alpha coefficients for the total PSS were
0.969 in medical staff and 0.968 in non-medical employees.
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 is a 20-item self-report scale
designed to measure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adloff, 1977).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4-point Likert scale was extended to an 8-point Likert scale, with 0 as none of the seven days and 1-7
representing the number of the days the respondent experienced the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in the past week. After reverse keying four items, a sum was calculated with higher scores indicating
greater depressio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CES-D has been shown to have high internal 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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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and satisfactory validity (Rankin et al., 1993; Zhang and Norvilitis, 2002). In this study,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s were high with Cronbach’s alphas of 0.927 for medical staff and 0.937 for
non-medical employees.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NCS) was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urvey designed to study
DSM-III-R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Kessler et al., 1994). Suicidal behaviors were
assessed using questions from part of the life-event history section of the NCS interview. Respondents were
asked about the lifetime and past 12-month occurrence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suicidal
ideation: have you ever seriously thought about committing suicide, if so, have you ever seriously thought
about committing suicide in the past 12 months; (2) suicide plans: have you ever made a plan for
committing suicide, if so, have you ever made a plan for committing suicide in the past months; (3) suicide
attempts: have you ever attempted suicide, if so, have you ever attempted suicide in the past 12 months.
Each question had two responses from 0 = no to 1 = yes. Respondents who reported making a 12-month
attempt were asked to choose one statement that best describe the lethality of suicidal intent through the
following three statements: (1) I made a serious attempt to kill myself and it was only luck that I did not
succeed; (2) I tried to kill myself but I knew the method was not foolproof; (3) My attempt was a cry for
help, I did not want to die. Those who endorsed statement 1 and 2 were considered to have made a suicide
attempt [1], and those who endorsed statement 3 were considered to have made a suicide gesture [0] (Nock
and Kessler, 2006). The present study used the sum of the seven items to identify “suicidal ideation”.
The Index of Well-being (IWB) is used as a general measure of positive affect and well-being
(Campbell, 1976), and as such includes two subscales: Index of General Affect (items 1-8) and Index of
Life Satisfaction (item 9). General Affect items describe a person’s general affective experiences and
respondents are asked to judge their well-being, ranging from 1-7, in various domains of their life. Life
Satisfaction asks participants how satisfied they are with their overall life, using a Likert scale from 1(very
dissatisfied) to 7 (very satisfied). The total score of the IWB was the sum of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Index
of General Affect (weight = 1) and the score of the Index of Life Satisfaction (weight = 1.1). Higher scores
indicated higher subjective well-being. Previous studies in Chinese samples have shown that the coefficient
of internal consistency was 0.42-0.74 (p<0.01), and test-retest reliability was 0.76 in college students (Li
and Zhao, 2000). In this study, the Cronbach’s alphas were 0.968 for medical staff and 0.946 for nonmedical employees.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was developed as a 5-item instrument to measure overall
judgements of life satisfaction (Diener et al., 1985). Life satisfaction is defined as a cognitive compon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assessed by comparing one’s life circumstances to one’s internal standards rather
externally imposed objective standards (Diener et al., 1985; Pavot et al., 1991). Each item was rated from 1
(strongly disagree) to 7 (strongly agree). A higher score is indicative of greater life satisfaction. The SWLA
has been shown to be a well-constructed measure in Western (Pavot et al., 1991) and Chinese populations
(Bai et al., 2011; Wang et al., 2017). In current study, the SWLS had acceptable internal consistencies with
Cronbach’s alphas of 0.913 for medical staff and 0.913 for non-medical staff.
Statistical analysis
All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IBM SPSS Statistics, version 24.0. T-tests were performed for
continuous variables and Chi-Square tests were performed for categorical variable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were separately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predictors for depression in medical staff
and non-medical employees, and for suicidal ideation in medical staff and non-medical employees
separately. All p values were two-tailed and p values <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The respondents were comprised of 1012 medical staff and 1051 non-medical staff employees,
respectively, with a 96.4% (1012/1050) and 96.6% (1051/1088) response rate. Th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re presented in Table 1. Females outnumbered males in both samples, comprising 76.6% of
respondents in the medical staff and 56.3% in the non-medical staff. The ages ranged from 19-63 years in
medical staff and 18-65 in non-medical employees. Both groups showed similar demographic tendencies,
including college education or above, ever married, no religion, in professional positions, having
primary/no title, working 41-50 on average per week.
-579-

When comparing between genders, within the medical staff males were on average older, served in
mor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positions, held more senior titles, and worked more hours, while females
held more college and above education, served in more professional roles, and held more primary/no title.
In the non-medical sample, male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single, to work more hours, to report greater
overall strain, value strain, aspiration strain, and deprivation strain, but females reported greater satisfaction
with life. No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either sample across gender regarding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Depression, well-be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were all moderat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both samples.
Specifically, well-be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r = 0.491, p<0.001 in medical staff;
r=0.361, p<0.001 in employees) while depression was negatively related to both well-being (r = -0.568,
p<0.001 in medical staff; r = -0.495, p<0.001 in employees) and life satisfaction (r = -0.495, p<0.001 in
medical staff; r = -0.408, p<0.001 in employees). In order to eliminate potential multi-collinearity among
these, all other variables in Table 1 except for well-being and life satisfaction were included in regression
models. Stepwis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the two samples respectively. As presented in Table 2,
both Model 1 and Model 2 show that younger age (p<0.01), longer working hours (p<0.01), less social
support (p<0.001), professional position (p<0.01), aspiration strain (p<0.001) and coping strain (p<0.001)
were predictive of depression in both medical and non-medical samples. Higher title (p<0.01) and value
strain (p<0.05)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in medical staff (Model 1), while having
college or higher education (p<0.001) and holding religious beliefs (p<0.001)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in non-medical staff (Model 2). In Model 3 and Model 4, longer working hours (p<0.01)
and depression (p<0.001) were predictive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both samples. Coping strain (p<0.001)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in medical employees (Model 3), whereas value strain
(p<0.01), gender (p<0.01), and no religion (p<0.05)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in
non-medical employees (Mod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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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of the Two Samples on Major Variables for Study (medical
staff: n=1012, non-medical employees: n=1051)

Variable

Age
Education
Below college
College and above
Marital status
Single
Married
Occupation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Service
Title
Primary and no title
Intermediate
Senior
Working hours
≤40 hours
41-50 hours
51-60 hours
61-70 hours
>70 hours
Religion
Yes
No
Not sure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strain
Value strain
Aspiration strain
Deprivation strain
Coping strain
Depression
Well-being
Life satisfaction
Suicidal ideation

Medical Staff
Total(n=1012
M±SD/f (%)
33.89±8.42

Male (n=237)
M±SD/f (%)
35.90±9.70

Female (n=775)
M±SD/f (%)
33.28±7.90

133 (13.2)
876 (86.8)

47 (20.1)
187 (79.9)

86 (11.1)
689 (88.9)

249 (24.6)
762 (75.4)

52 (21.9)
185 (78.1)

197 (25.5)
577 (74.5)

82 (8.1)
854 (84.6)
74 (7.3)

32 (13.6)
168 (71.2)
36 (15.3)

50 (6.5)
686 (88.6)
38 (4.9)

t/χ2
3.793***
12.690***

Non-Medical Employees
Total (n=1051) Male (n=459)
M±SD/f (%)
M±SD/f (%)
36.48±8.06
36.14±8.53

Female (n=592)
M±SD/f (%)
36.75±7.67

351 (33.4)
700 (66.6)

162 (35.3)
297 (64.7)

189 (31.9)
403 (68.1)

270 (25.7)
781 (74.3)

138 (30.1)
321 (69.9)

132 (22.3)
460 (77.7)

409 (38.9)
479 (45.6)
163 (15.5)

172 (37.5)
217 (47.3)
70 (15.3)

237 (40.0)
262 (44.3)
93 (15.7)

520 (49.5)
168 (16.0)
363 (34.5)

225 (49.0)
64 (13.9)
170 (37.0)

295 (49.8)
104 (17.6)
193 (32.6)

356 (33.9)
474 (45.1)
148 (14.1)
37 (3.5)
36 (3.4)

116 (25.3)
211 (46.0)
81 (17.6)
28 (6.1)
23 (5.0)

240 (40.5)
263 (44.4)
67 (11.3)
9 (1.5)
13 (2.2)

198 (18.8)
781 (74.3)
72 (6.9)
60.81±11.87
93.60±28.21
23.94±8.02
24.47±8.66
23.28±7.90
21.90±7.36
25.22±23.39
10.55±2.72
21.58±6.63
0.52±1.03

78 (17.0)
354 (77.1)
27 (5.9)
60.40±12.25
96.75±29.11
24.89±8.34
25.15±8.85
24.49±8.16
22.23±7.62
26.52±24.32
10.66±2.65
20.85±6.65
0.47±0.98

120 (20.3)
427 (72.1)
45 (7.6)
61.12±11.56
91.15±27.26
23.21±7.69
23.95±8.48
22.35±7.57
21.64±7.16
24.22±22.62
10.46±2.77
22.14±6.57
0.55±1.06

8.172**

1.205

44.151***

0.988

30.551***
634 (63.2)
296 (29.5)
73 (7.3)

130 (55.8)
67 (28.8)
36 (15.5)

504 (65.5)
229 (29.7)
37 (4.8)

268 (26.6)
462 (45.9)
142 (14.1)
66 (6.6)
69 (6.9)

44 (18.8)
83 (35.5)
54 (23.1)
28 (12.0)
25 (10.7)

224 (29.0)
379 (49.0)
88 (11.4)
38 (4.9)
44 (5.7)

78 (7.8)
821 (81.9)
103 (10.3)
60.39±10.07
97.26±26.46
24.93±7.42
25.11±8.11
24.45±7.79
23.24±7.08
28.87±23.79
10.29±2.91
20.36±6.28
0.42±1.00

20 (8.6)
195 (84.1)
17 (7.3)
60.31±11.66
95.16±28.60
24.41±7.78
24.37±8.59
24.74±8.50
22.51±7.59
30.60±26.03
10.18±3.22
20.24±6.98
0.50±1.10

58 (7.5)
626 (81.3)
86 (11.2)
60.41±9.54
97.88±25.78
25.08±7.31
25.32±7.95
24.36±7.56
23.47±6.91
28.35±23.08
10.32±2.81
20.40±6.05
0.39±0.96

3.632

51.754***

46.671***

2.995

-0.120
-1.253
-1.182
-1.552
0.614
-1.820
1.152
-0.605
-0.301
1.352

t/χ2
-1.202
1.319

3.457

-0.979
3.210**
3.386**
2.232*
4.390***
1.287
1.580
1.145
-3.146**
-1.317

Note. * p<0.05, ** p<0.01, ***p<0.001.
Table 2 Predicting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with Observed Variables: Linear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medical staff: n=1012, non-medical employees: n=1051)
Variable

Age
Female gender
College and above
Professional position
Primary and no title
Long working hours
Religion (Yes)
Religion (No)
Social support
Value strain
Aspiration strain
Coping strain
Depression
Constant
R2

Depressive symptoms
Medical Staff (Model 1)
β
t
p
-3.472 0.001
-0.342

3.786
-4.295
3.610

2.087
-2.716
6.672

0.037
0.007
<0.001

-0.502
0.283
0.673
0.729

-7.637
2.296
6.021
5.738

<0.001
0.022
<0.001
<0.001

21.055
2.817
0.005
R2=0.438, Adjusted R2=0.433
F=87.504, p<0.001

Non-Medical Employees (Model 2)
β
t
p
-3.958
<0.00
-0.275
4.027
-3.173

3.372
-2.852

0.001
0.004

1.821
5.490

3.177
3.896

0.002
<0.00

-0.491

-9.734

<0.00

0.532
1.103

5.944
10.378

<0.00
<0.00

22.196
4.237
<0.00
R2=0.431, Adjusted R2=0.427
F=98.557, p<0.001

-581-

Suicidal ideation
Medical Staff (Model 3)
β
t
p

0.088

3.349

0.001

0.028
5.706
<0.001
0.011
7.182
<0.001
-0.740
-6.350 <0.001
R2=0.194, Adjusted R2=0.192
F=72.578, p<0.001

Non-Medical Employees (Model 4)
β
t
p
-0.166

-2.700

0.007

0.111

3.511

<0.001

-0.151

-2.200

0.028

0.012

2.927

0.004

0.012
8.705
<0.001
-0.113
-0.916 0.360
R2=0.138, Adjusted R2=0.133
F=33.316, p<0.001

Discussion
This study was intended to further test the Strain Theory of Suicide in two separate urban samples of
adults in China.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psychological strains acted as a good predictor of
psychopathologies in Chinese urban professionals.
When comparing gender within the two samples, only average weekly working hours showed gender
differences, where males worked longer hours among both medical and non-medical employees.
Consistent with other research, men in China typically work longer hours and put in greater number of
overtime hours than women. This is consistent across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although this gap declines
with level of education (Liu et al., 2017). This may be due to social pressure or cultural expectations, as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that men should work harder and longer to support their masculine role within the
family, society, and workplace. This may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male employees in the non-medical
sample we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strain and less likely to show life satisfaction
compared to females. Since these are generally lower paying jobs in a hospital setting, males (who are
considere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of the family in traditional China), would face greater challenges to
their masculine role due to financial pressure compared to women on average – particularly in larger and
more expensive cities like Beijing.
With respect to psychopathologies, longer working hours was again a major factor. In both medical
and non-medical samples, longer working hours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Within the new and reformed medical system in China, there is great job pressure on both
medical and non-medical staff due to increased time demands, escalating patient loads, as well as
competition among hospitals and among staff for remuneration and advancement. In general,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longer working hours has an adverse impact on personal happiness, job satisfaction,
depression, workplace accidents, emotional exhaustion, physical illness (Bannai and Tamakoshi, 2014;
Milner et al., 2015) and suicidal ideation (Yoon et al., 2015). Medical staff are exposed daily to suffering
and death from patients, time pressure, heavy workload, shift work, high level of job responsibility
(Rostami et al., 2013) and meanwhile still have responsibilities in caring for their own families. They
typically experience excessively long shifts, sometimes without sleep for extended periods, even though
research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a reduction in working hours to less than 80 a week for doctors does not
adversely affected clinical outcomes (Moonesinghe et al., 2011) and that the risks of harm to patient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when hospital staff work overtime or longer than twelve hours consecutively
(Rogers et al., 2004).
More specifically, research in Chinese hospitals has shown that doctors experience elevated
occupational stress from extreme workload, high patient demands, occupational risks, effort-reward
imbalance and extreme competition for job promotion (Chen et al., 2013). Nurses have also shown higher
level of stress in the domains of role strain,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s, coping difficulties, long night shift
working hours (Kirkcaldy and Martin, 2015; Wu et al., 2010), poor social support (AbuAlRub, 2004; Wu et
al., 2010), increased home-work conflict (Kirkcaldy and Martin, 2015), conflict with doctors (Xianyu and
Lambert, 2006), and especially extreme workload (Lambert et al., 2007). Many of these issues would also
impact non-medical staff who are typically the first line of contact for irate and exasperated patients, and
would also be subjected to, or even victimized by, the conflicts within the hospital environment. In fact, to
the extent that their job roles are seen as less important or even subordinate within the hospital hierarchy,
they may also experience greater levels of indirect aggression from frustrated and stressed medical staff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is respect, greater attention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all employees in the medical
field, with special consideration to the unique factors that creat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issues among
unique employee sectors. For example, on one hand, China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s in infrastructure
and health workforce to provide better health servic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vernments should
improve the hierarchical medial system, strengthen general practitioner training, allow medical staff to
work in more than one medical institution so as to alleviate the overcrowding of public hospitals, and
provide restrictions on shift length to reduce the sustained long working hours for medical staff.
While social support did not differ across gender,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reduced
social support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depression among medical and non-medical staff. Social support has
been long considered a buffer against the stress, pressure, and negative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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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In the workplace, greater perceptions of social support have been found to significantly predict
job satisfaction, well-being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llisey et al., 2011), whereas lower levels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have been linked with poor mental health (Wise and Stake, 2002). Similarly, the
experience of coworker social support can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ss and job dissatisfaction
(Wolfgang, 2011). In the present study, it is possible that both medical and non-medical employees who
feel that they cannot rely on their coworkers to help when they encounter job related struggles or problems,
or confide in anyone in their workplace when they experience adverse interactions with others, or openly
share any negative emotions with colleagues or coworkers may ultimately internalize these problems.
Therefore, it may be prudent for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to consider ways of encouraging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support programs to provide mutual, supportive and open outlets for all employees to help address
the potential deleterious consequences of working in such a demanding field.
In regards to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study, strain did emerge 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urban adults.
Gender differences emerged among the non-medical sample, where males showed higher levels of strain
overall, as well as greater value, aspiration, and deprivation strain compared to females. As mention
previously with longer working hours, this gender effect may be due to cultural pressure for males to exert
themselves more distinctly as the economic leader in the family, to be more dominant in their roles at work,
to advance in their careers faster, or to acquir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from their peers. More importantly,
as expected, strain was an important predictor of negative psychopathology in both samples, although some
interesting patterns emerged. Specifically, aspiration strain and coping strain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in both sample, while coping strain predicted suicidal ideation in the medical
staff and value strain predicted depression in the medical staff but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the non-medical
staff. These findings are consistent with other samples in China showing that value and aspiration strains
predict depression, while value and coping strains predict suicidal ideation (Zhang et al., 2016; Zhang and
Lv, 2014).
Aspiration strain may be linked to depression in this context because of the competitiv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medical system.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hat motivate individuals towards pursuing a career in
the healthcare field, including meaningfulness of work, job achievements, remuneration, respect, prestige,
job pride, meaningful interactions with co-workers, job control, opportunities for advance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Lambrou et al., 2010). However, there may be many 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factors that
prevent the achievement of these goals and aspirations. For example, there may be limited opportunities to
advance within a hospital, or the requirements may become so restrictive or unrealistic given the large
number of physicians, nurses, or office staff that many never realize these aspirations; hospital
administration may demand greater working hours to show job “achievement” which may debilitate many
who also have othe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financial pressure on
hospitals may force administration to keep salaries lower for all employees; or employees may be limited in
their ability to switch hospitals or departments or areas of specialty which may fit their goals more
specifically. The greater number of these hurdles that both medical and non-medical staff experience, the
greater the likelihood that they feel incapable of reaching their aspirations. The resulting strain may then,
in turn, be internalized and create depression and ultimately suicidal ideation.
The high levels of stress among medical employees would necessitate effective coping strategies.
Coping strain would then be a function of either the inability to personally form techniques to minimize
stress, or barriers from within the system that prevent employees from coping effectively. In many respects,
direct coping (dealing directly with a source of stress) is generally the most effective way of dealing with
stressors (Hennessy and Wiesenthal, 1997). For example, if an employee experiences conflict with a
colleague, direct coping could mean sitting down and working out differences or if an employee is working
too many hours, direct coping would manifest as reducing their work hours. Research confirmed that more
effective coping approaches (e.g. taking time away, discussions with colleagues, exercising) in the
healthcare field can reduce negative outcomes such as exhaustion (Lemaire and Wallace, 2010). However,
direct coping is often not possible due to personal preference or experience and situational constraints. For
example, an employee might prefer to change shifts to deal with exhaustion but is not allowed to actually
do so by supervisors, they may desire a transfer to another department to better suit their interests but are
denied, or their experiences with coping in the past may have reinforced evading rather than dealing with
problems. In turn, many then choose to deal with stressors through either avoidance coping or emotion
focused coping, which are typically not as effective in reducing short term or long-term stress. In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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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both avoidance and emotion focused coping strategies are
associated with poor mental heal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losaimi et al., 2016; Nelson and Smith,
2016). As ineffective coping attempts compound over time among both medical and non-medical staff, and
the resulting strain builds, individuals may become less purposive in trying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ir
stressors which may then become internalized as depression. This may be even more deleterious among
medical staff who showed a link between ineffective coping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In
light of the immense pressure that medical employees endure, and the multiple sources of stress
encountered on a daily basi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oubling given that the likelihood of successful resolution
of the bulk of their stressors seems highly unlikely. It is important, then, that hospital administrators work
with employees in efforts to help deal with coping strain to reduce the risk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e.

For value strain, there is a well-recognized conflict in Chinse culture between the push for modernity
and the desire to maintain traditional customs, norms, and values (Zhang et al. 2016). The greate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se two, the greater the level of strain. This value conflict is evident in the medical field
where many patients and practitioners still hold to the promise of traditional medical practices. In many
instances, the pursuit of more modern and technologically based practices may be seen as less personal and
intimate – less caring as the patient and practitioner simply enter a transaction rather than a relationship –
which might alter how patients perceive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practitioners view the success of their
efforts. Similarly, this transition may be viewed as an evolution towards western ideals which are at odds
with eastern values rooted in collective well-being rather than individual promotion and success.
Additionally, given that many working in this field are females, there is a potential that traditional family
roles are challenged or that the women in these roles still must maintain their tra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caring for their family. This work-family role conflict in two-career families has been found to increase
depression (Keith and Schafer, 1980). In fact, it is possible that many working in a more modern medical
facility will have families who cherish traditional approaches, which can create familial conflict and further
exaggerating the level of value strain. In the end, those with greater value strain may feel at odds with
others in their workplace and in their own families, decreas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self-worth. The
result of this strain in the present study was increased depression among medical staff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non-medical staff. Chinese hospitals should carefully consider how to effectively navigate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benefits of traditional values alongside the rapid progression towards modern practices,
and its impact on both patients and staff. Increasing a sense of belonging among those with traditional
beliefs in a modern hospital, has the potential to reduce suicidality and mental health disturbance (Boccio
and Macari, 2013). In this way, a human-oriented organizational culture should be promoted for the future
advancement of the medical system in China.
Finally, several demographic factors were predictive of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Age was
found to be a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depression in both medical and non-medical samples. Generally,
younger employees in the medical field have less experience, less seniority, lower pay, and less direct
control over their work roles which has been linked with depression (Griffin et al. 2002). Competition for
positions at this level may be greater as potential employees seek to find employment often for the first
time and many are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with similar degrees. This would also mean lower job
positions, which was also linked in the present study to increased depression. If these employees are
obligated to work greater hours and spend more time with patients, then there is a greater risk of
experiencing negative job encounters, such as patient conflicts, fatigue or burnout, and mistakes. Religious
beliefs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non-medical employees.
Contrary to the role of religion as a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suicide in Western countries (Gearing and
Lizardi, 2009), religious affili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China is largely discouraged, especially since
religion is confused with superstitions or cults. In this respect, those with religious beliefs may feel isolated,
shunned, or at odds with others in Chinese society, and decreasing feelings of worth and social value.
One limitation in the present study was that all medical staff were from one general hospital, so
caution should be practiced in generalizing the results to all hospitals in China. Similarly, the relatively
small sample size (n=1000) and the focus on the medical context may limit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results
to the work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s a whole. Another limitation was that, although an online approach
was adopted for the random sample of non-medical employees, it is difficult to conduct a qualitative survey.
Lastly, the cross-sectional design limits the ability to make causal attributions between psych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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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ins and psychopathologies. Future research is still needed to potentially include longitudinal tracking of
these factors with specific controls for other mitigating factors, and the inclusion of other negative
outcomes. There is still much to be studied in examining the partic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strai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onclusion
In sum, the current study found support for the Strain Theory of Suicide, in that psychological strains
were linked with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medical and non-medical staff. Male nonmedical employees showed higher value strain, aspiration strain and relative deprivation strain compared to
female non-medical employees. Aspiration strain and coping strain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in both samples. Coping strain was also linked to suicidal ideation in the medical staff sample.
Value strai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on in medical staff, an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in
employees. In addition, longer working hours we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de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across both s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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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精神分裂与首发精神分裂患者认知功能与
精神症状差异性及其相关性研究
孙宏博，陈兰，郑克，朱程，唐伟
（温州康宁医院）
【摘要】目的研究慢性1精神分裂与首发精神分裂患者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的差异性，以及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
与精神症状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不同病程的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提供指导。方法自2015 年6 月30 日至2017 年4 月30
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住院治疗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共收集了30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30例首发精神分
裂患者，分别通过重复性成套神经心理状态测验（RBANS）与Stroop 颜色干扰测验评估患者的认知功能，使用PANSS
对患者精神症状进行评估，并比较两组患者之间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的差异，以及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之间的相关
性。结果：①慢性精神分裂与首发精神分裂患者各收入30例，其年龄、首发及首次住院年龄、性别构成、诊断分型、
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②重复性神经心理状态测验结果的认知功能各因子两组均存在差异（(p
均<0.05）；首发组的得分均比慢性组高。stroop 颜色干扰实验的单字错误数、单色时间、双色时间在两组间存在差
异（(p均<0.01），首发组表现比慢性组更为优异。精神症状的量表总分与阳性症状分、一般精神病理学均存在差异
（(p均<0.01），慢性组均比首发组高，在阴性症状分两组无统计学差异。③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精神
症状不存在相关(p>0.05)。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注意功能与阴性症状(r=0.384，p<0.05)，量表总分(r=0.368，p<0.05)
存在显著正相关。结论①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程度更小，精神症状更轻。②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有关。
【关键词】慢性精神分裂症；首发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精神症状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ment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between the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nt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disfunction，for the promising guiding for the treatment when referring to different periods of
schizophrenia patients. Methods: We collected 30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30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t Wenzhou kangning hospital affiliated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une 30th ,2015 to April 30th ,2017,then using

positive and negative symptoms scale, repeatable neuropsychological test and Stroop interference color test

respective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emand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for the assessment of ment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disfunction level,to compare their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and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mental

symptom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damage. Results: ①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ronic
schizophrenia patients and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in age,onset age,age of first time hospitalization,gender
composition,diagnosis types,marriage status or education level.② As to the RBANS test,all factors in first-episode group
differed from these of chronic group, the former were slighter.The first-episode group also behaved better than chronic group
in start word error count, monochrome, two-color time factor of Stroop

Test. When referring to the PANSS Scale ,total

score, positive symptoms score and normal Psychopathology score of chroni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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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negative symptoms score.③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cognitive function

damage level and mental symptom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nia,but such relationship was positive in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Conclusion①Both of cognitive function damage and the mental symptoms of
were slighter than chronic group.② There w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st-episode group

cognitive function damage level and mental

symptoms in first-episode schizophrenia patients.
【Key word】 Chronic schizophrenia; First episode schizophrenia; Cognitive function;mental symptoms

国内外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对人群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患者生活质量低于正常人群，而精神
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与认知功能有关，并且认知功能障碍在精神分裂症发病前或发病时就已经存
在，9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至少有1个认知维度缺陷，有2 个认知维度缺陷的达75%，比精神病性症
状更影响其预后结局，它贯穿疾病始终，与疾病过程密切相关，患者的言语记忆、非言语记忆、运
动操作、视觉和听觉注意、视空间能力和执行功能等均明显受损[1-8]。但就目前而言，前精神分裂症
患者认知缺陷的程度、维度及其与临床特征、精神病理之间关系尚不明确。
经查阅资料发现，国内对首发及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的差异的研究不多，北京回龙观
医院使用可重复神经心理状态测验比较了首发及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人的认知功能测验结果，
发现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功能显著低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且在量表因子分上存在具体差[9]。
本研究旨在探究慢性精神分裂、首发精神分裂症在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的差异以及认知功能损
害与精神症状的关系。以期为不同病程的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提供指导和帮助

1

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来自 2015 年 6 月 30 日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康宁医院接受治疗
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定义为：既往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且病程超过 5 年。入组标准：符合
DSM-IV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入组时 PANSS 总分≧70 分；年龄在 18-45 周岁之间；半年内未
用过抗精神病药物。排除标准：脑器质性与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酒精或药物滥用和依赖，颅脑
严重外伤或精神发育迟滞；有严重攻击行为或自杀企图者；近期有怀孕计划或处于妊娠或哺乳期女
性患者；其他严重躯体疾病，以及不愿意接受认知测验的患者。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定义为：之前从未有过精神疾病，或者曾经有过短暂的精神疾病，但是连
续用药不超过 14 天，病情即好转。入组标准：符合 DSM-IV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入组时 PANSS
总分≧70 分；年龄在 18-45 周岁之间；半年内未用过抗精神病药物。排除标准与慢性精神分裂患者
组相同。
本研究经温州康宁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对象或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

研究方法

2.1 认知功能和精神症状评估
研究者使用 DSM-Ⅳ轴Ⅰ临床定式检查工具诊断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对所有被试者收集社会
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并由 2 名高年资精神科医生采用 RBANS
测验与 Stroop 颜色干扰测验评估被试者的认知功能，使用 PANSS 对患者精神症状进行评估。
2.2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22.0 录入分析数据，共录入有效数据 60 例，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独
立样本 t 检验、卡方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p<0.05 表明二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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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水准 α 为 0.05。

3

结果

3.1 一般资料对比
如表 1-3 所示，慢性精神分裂与首发精神分裂患者各收入 30 例，其年龄、首发及首次住院年龄、
性别构成、诊断分型、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3.2 重复性神经心理状态测验结果对比
由表 4 可知，经过成组 t 检验结果显示，测验总分、即刻记忆在两组间存在极其显著差异
(p<0.0001)。言语功能、注意、延时记忆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视觉广度在两组间存在差
异(p<0.05)。认知功能各因子在首发组的得分均比慢性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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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stroop 颜色干扰实验结果对比
由表 5 可知，经过两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单字错误数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
(p<0.01)。错误数在首发组上的个数比慢性组少。
单色时间、双色时间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测验用时在首发组上的耗时比慢性组短。

3.4 精神症状对比
由表 6 可知，
经过 t 检验结果显示，
阳性分量表、量表总分在两组间存在极其显著差异(p<0.0001)。
一般精神病理学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阴性分量表在两组间不存在差异(p>0.05)。阳性与
阴性症状量表除阴性分量表外在慢性组上的得分比首发组高。

3.5 慢性与首发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的关系
由表 7 可知，经过皮尔逊积差相关分析发现，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不存
在相关性(p>0.05)。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注意功能与阴性症状(r=0.384，p<0.05)，量表总分(r=0.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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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存在显著正相关。

4

讨论

由即刻记忆、言语功能、注意、延时记忆、视觉广度 5 个因子在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上的得
分均显著高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可知，认知功能随疾病发展而恶化，即病程越长认知功能受损程
度越大。与范洪峰的结论：慢性患者注意功能损害及损害程度与病程有关部分相符[10]。研究结果不
一致的原因可能是与范的研究对象不同，本研究与慢性患者进行对比的是首发患者，范采用病程小
于 2 年的患者进行对比。患者的认知功能可能随病程的发展而恶化，相对来说，范的研究对象的认
知功能受损程度更接近，差异更小。另一方面，范的研究采用的认知研究量表更多，得出的结论可
能更精确。
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单字错误数显著少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单色
时间、双色时间耗时显著少于慢性精神分裂症患。可以认为，病程越长执行功能受损程度越大。相
关研究对首发患者和正常对照者进行信息处理速度的比较，信息处理速度影响执行功能，可以认为
研究结论首发患者信息处理速度有明显损害能够说明首发患者较正常人执行功能受损[11]，但对执行
功能与病程的关系的证明力度较小。
慢性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阳性、一般精神病理学症状均显著重于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认
为，病程越长精神症状越严重。与早期研究相符[12]，没有新发现。
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独立于精神症状,这与国外 C Hughesd 等学者对慢性精神分裂患
者认知功能的纵向研究的结果没有出入[13]。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注意功能与阴性症状存在显著正
相关，阴性症状越轻，注意功能受损程度越轻。可以认为整体上首发患者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的关
系不大。这与国外早前 S Gold 及其团队研究结果一致[14]，也与国内何宗岭等人[15]的研究结果相似，
不完全一致的原因可能是何的对照组是完全健康人，并且采用的认知评估工具不同。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几点不足：①实验过程中，各个被试的施测环境不同，会对被试的回答准确
率产生影响。②实验时间以外，所有被试都处于同一空间，可能会互相交换信息，或者互相比较，
造成实验污染。由于疾病的原因，被试也会常常猜测测验是否会对他们造成不利影响，或者可以获
得好处，对被试参加测验的态度产生影响。③对认知功能的测量上采用问卷法的方式，给分与判定
都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在后续研究中应该采用更为客观的指标实现对认知水平的测量。④由于国内
只有重复性神经心理状态测验的 A 表，而没有 B 表，所以对所有患者使用的都是同一份量表，存
在着一定的学习效应。施测者也会感到疲劳。⑤样本量较小，对结果可信度造成影响。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用多种认知功能评估工具，有条件则可进一步进行纵向队列研究，
进一步探索社会人口学信息和认知因素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临床转归和预后的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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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①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受损程度更小，精神症状更轻。②首
发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精神症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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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行为治疗对重度烧伤患者康复的对照研究
曹磊明，宗昆仑，王国强*

1

（*通信作者：王国强，E-mail：wguoqiang@126.com）
【摘要】目的探究认知行为治疗对于重度烧伤患者康复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对照研究的方法，按照入组
标准，先后将 38 名重度烧伤患者纳入到研究中。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有 19 人，最终有 35 名患者完成了研究，
研究组 17 人，给予认知行为治疗，对照组 18 人，给予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两组在治疗上安排了 3 个月的时间。
在被试者入组时，进行首次心理评估，干预完成后进行第二次心理测量。将获取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结果。
结果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前 PCL-C、
GWB、
SAS、SDS、
SCL-90 量表的总分和因子分的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研究组在干预前后的 PCL-C、SAS、SDS、SCL-90 的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 GWB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对照组干预前后的 PCL-C、GWB、SAS、SDS、SCL-90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与对
照组干预后 PCL-C、
SAS、
SDS、
SCL-90 的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 GWB 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①认知行为治疗对于重度烧伤患者的焦虑、抑郁、PTSD 症状以及心理健康均有改善作用，对重度烧伤患者的心
理康复有促进作用。②而对于重度烧伤患者的幸福感没有发现认知行为治疗能在短期（3 个月）内有提升作用。
【关键词】重度烧伤；康复；认知行为治疗；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
中图分类号：R7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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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ntrolled study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severe Burn patients
CAO Lei-ming,ZONG Kun-lun, WANG Guo-qiang

（Corresponding author：WANG Guo-qiang，E-mail：wguoqiang@126.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in this process. Methods The

comparative study is used in this research, 38 severely burn patients are grouped as the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control group), with 19 patients each group. The pretest-posttest data
of 35 patients who finished the studies (17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18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3 months is used to
analysis. Results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CL-C,GWB,SAS,SDS,SCL-90,SF-36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

before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p>0.05);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CL-C,SAS,SDS,SCL-90,SF-36 tests before and af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p＜0.05)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no difference is found in GWB scores (p>0.05); There is no difference in PCL-C,SAS,SDS,SCL-90,SF-36 tests before and
af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for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CL-C,SAS,SDS,SCL-90,SF-36 af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p<0.05) between the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 while
no difference in GWB scores (p>0.05).Conclusion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an improve anxiety, depression, PTSD
symptoms and mental health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burn. It can promote psychological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burn. The well-being and physiological rehabilitation of the patients in short time (3 months) is not related to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Key words】severe burns, rehabilitation,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supportive psychotherapy.

烧伤一般指热力，包括物理和化学因素,如热液（油、水等）
、蒸汽、火焰、高温气体、炙热的
金属液体或固体等所引起的组织损伤，主要伤及皮肤和/或黏膜，严重者可达皮下和/或黏膜，如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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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肌肉或内脏等。其突发、严重、迁延的创伤特点会导致患者躯体残疾和形象改变 。烧伤是最
[2]
为常见的创伤之一，有研究表明我国每年有超过两千万人遭受不同程度烧伤 。
烧伤可导致受伤个体产生并遗留严重的生理性创伤。烧伤患者不仅要承受烧伤的痛苦，也要承
受治疗所带来的痛苦，其痛苦具有双重性。烧伤创面的愈合及治疗过程复杂，需长时间与外界隔离，
创面需要反复换药、切痂、植皮。另外，还要忍受瘙痒以及创面反复破裂的疼痛。剧烈的疼痛与焦
[3-5]
虑的发生关系密切 ，而且创面愈合后容易出现瘢痕挛缩和功能障碍等后遗症，这也会给烧伤患者
[6]
带来很大的痛苦。所以说，烧伤本身给人带来极大痛苦的同时，其治疗过程也是相当痛苦的 ，创
面的治疗、修复和肢体基本功能的康复就可能至少需要两年时间，而皮肤与疤痕修复可能会伴随患
[7]
者一生 。
烧伤往往突然发生，不仅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生理伤痛，同时容易出现强烈、持续的应激反应，
[8]
[9]
甚至引起严重的心理问题（或障碍） 。其心理过程一般会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①休克期，由于重
大打击引起震惊和恐慌、导致伤者惊恐麻木；②否认期，由于突然遭受创伤，不敢面对也没有勇气
去接受承认；③愤怒期，明白自己真的是遭遇了重大伤害，无法避免可能的残疾而愤怒，怨天尤人；
④悲痛期，由于烧伤造成了严重的生理心理打击，又无法面对逐渐出现消极厌世、索然无味的情绪，
严重者会自杀；⑤适应康复期，由于创伤已经形成，只好面对现实、重新适应生活。研究显示，烧
伤后各阶段，患者都可能出现心理紊乱症状，如恐惧、紧张、睡眠障碍、抑郁、焦虑、孤独、寂寞、
[10]
[10-14]
愤怒等 ，重者甚至可以发展成精神疾病
。
[13]
[15]
有文献报告，约 l／3 到 2／3 的伤者在烧伤后一年仍伴有心理后遗症 ；有研究结果提示 ，
烧伤患者在住院期间焦虑的发生率为 22%-56%，抑郁者占 11.5-44.8%,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为
[13]
7%-45% ，部分严重者在多年后依然存在精神心理障碍，这极大地影响患者的精神生活质量，限制
[16]
其开始新的生活 ，这不仅对烧伤者本人是巨大的打击，也使其家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17]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革新，烧伤的死亡率越来越低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经
成为了主流，医疗的目标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以往单纯追求身体恢复健康，逐渐改变为不但要
身体健康，而且要有良好的心态以及较好的社会适应。即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准，不但
[18]
是没有身体缺陷,还要有完整的生理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能力 。

1
1.1

对象与方法
对象

在 2014 年 8 月到 2015 年 10 月在无锡市第三人民医院烧伤科因烧伤入院并且符合以下条件者均
可以参加本项研究。入组标准：
(1) 诊断为重度或重度以上烧伤者；
1 TBSA（烧伤总面积）30%~49% ，或者 III 度 TBSA10%~19%，又或者
诊断标准为，重度烧伤：○
2
TBSA 达不到上述百分比，但是已经发生了烧伤休克等并发症、有严重的复合伤和呼吸道烧伤；○
极重度烧伤：TBSA≥50%。或者 III 度烧伤在 20%以上，或已有严重的并发症。
（说明，本研究中的
重度烧伤者包括重度烧伤和极重度烧伤者，该诊断标准出自《危重烧伤治疗与康复学》
，对于烧伤的
诊断由烧伤科专科医生做出）
(2) 年龄在 16 周岁以上；
(3) 智力正常；
(4) 无精神病史；
(5) 愿意参加本研究；
(6) 已度过危重期，病情平稳可以交流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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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本研究采取对照研究的实验设计，将入组被试分为两组，共收集到被试 38 名，所有被试均知情
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研究组为 19 人，对照组 19 人。实验过程中共有 3 名被试退出了研究，
最终有 35 人完成研究，其中研究组 17 人，对照组 18 人。研究组采用认知行为治疗进行心理干预，
对照组实施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干预的周期为三个月，频率为每周一次，共 12 次。在实验开始前
和完成后，分别进行问卷调查，以了解重度烧伤患者康复阶段的躯体康复情况、心理状况，了解心
理治疗对于重度烧伤患者康复的影响；并比较认知行为治疗与一般支持性心理治疗对重度烧伤患者
影响的异同。
1.3 心理学和临床评定工具
1.3.1 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平民版(PCL-C)
[19]

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平民版由美国 PTSD 国家中心的 Frank Weathers 和他的同事 于 1993 年
开发设计，其编制的理论依据是 DSM-IV，是常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表，采用五点计分法，严重
程度随着分数的增加而增加。共有 17 个条目，3 个因子，具体来说，前 5 题对应闪回症状，第 6~12
题对应回避症状，最后 5 题对应着过度警觉症状。研究证实 PCL-C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陈树林等人
[20]
的研究表明，该量表的信效度良好。分数范围为 17 到 85 分，多数学者认为 41 分为最佳界值，PCL-C
[21]
评分大于 41 分可以考虑 PTSD 。
1.3.2 总体幸福感量表(GWB)
总体幸福感量表（GWB）是用于评价幸福感的自陈量表，中国版共 18 个题目，包括 10 题正向
计分题，8 题反向计分题。所有项目评分相加之和即得总分。总分的高低可以用来衡量被试者幸福
感的高低。男、女性常模为分别为 75 分、71 分。该问卷测量的项目又可分为六个因子，不但涉及
主观感受也涉及客观情况。该量表的信效度很好，运用也比较广泛。
1.3.3 症状自评量表（SCL-90）
症状自评量表有 90 道题目，用来评价被试的总体心理症状，范围很广。能反应诸多症状。计
分按照按自觉无症状~严重的五级评分制记分。该量表分为 9 个症状因子和一个附加因子，用于反映
受测者的日常生活情况。
1.3.4 焦虑自评量表(SAS)
焦虑自评量表有 20 个题目，采用 1~4 的四级评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 5 题是反向计分题，
转换后所有题目评分相加所得为量表粗分，粗分乘以 1.25 取整得到标准分，焦虑的阳性界值标准分
为 50 分，标准分超过 50 分即可认为被试有焦虑症状，分数越高代表焦虑的程度越重，该量表主要
用于疗效的评估，信效度良好。
1.3.5 抑郁自评量表(SDS)
抑郁自评量表是运用最为广泛的抑郁自评量表。共 20 个题目，值得注意的是，该量表有十个
题目是反向计分题，转换后，所有题目分数相加便为量表粗分，粗分乘以 1.25 取整得到标准分，标
准分的阳性界值为 53 分。超过 53 分即可认为有抑郁症状。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1.4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数据运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以 a=0.05 作为检验标准。本研究采用的统
计方法主要有独立样本 t 检验，配对样本 t 检验，单因素 t 检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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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重度烧伤患者 PTSD 症状的检出率及心理干预的影响
2.1.1 重度烧伤患者 PTSD 症状的检出率
用 PCL-C 量表测量 PTSD 的症状发现，入组时 35 名重度烧伤患者中有，有 19 人（研究组 9 人，
对照组 10 人）的 PCL-C 评分超过了 PTSD 阳性界值 41 分，结果提示，烧伤早期 PTSD 症状的发生率
为 54.3%。
干预后，35 名烧伤患者中 17 人（研究组 6 人，对照组 11 人）的 PCL-C 评分超过了 PTSD 阳性
界值 41 分，结果显示，经过心理干预后仍有 48.5%的患者存在 PTSD 的症状。
2.1.2 不同心理干预方法对于重度烧伤患者 PTSD 症状的影响
2.1.2.1 研究组与对照组 PTSD 症状比较
将干预前研究组与对照组的 PCL-C 评分总分以及各因子分进行独立的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
研究组与对照组在 PCL-C 总分评分以及各个因子分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
将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的 PTSD 症状比较，对其 PCL-C 总分以及各因子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研究组的总分以及各因子分均低于对照组，但只有总分以及“回避”因子分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
，详见表 1。
表 1 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后 PCL-C 评分的比较
研究组（N=17）

对照组(N=18)

t值

p值

闪回

10.00±4.24

13.33±5.96

1.91

0.067

回避

13.00±4.39

17.78±7.19

2.39

0.024*

过度警觉

11.47±5.43

14.33±5.96

1.48

0.148

总分

34.47±12.56

45.44±18.07

2.07

0.046*

注：*p<0.05

2.1.2.2 研究组干预前后 PTSD 症状比较
对研究组在干预前后的 PCL-C 总分以及各因子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干预后 PCL-C
上的总分以及各因子分均低于干预前，但只有“回避”因子和总分上的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详见表 2。
表 2 研究组在干预前后 PCL-C 评分的比较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闪回

12.06±4.38

10 .00±4.24

1.97

0.066

回避

16.94±5.37

13.00±4.39

3.08

0.007*

过度警觉

14.12±6.22

11.47±5.43

1.57

0.137

总分

43.12±14.77

34.47±12.56

2.48

0.025*

注：*p<0.05

2.1.2.3 对照组干预前后的 PTSD 症状比较
将对照组干预前后 PCL-C 的总分以及各因子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其前后差异均没
有统计学意义（p>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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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心理干预对于重度烧伤患者总体幸福感的影响
2.2.1 重度烧伤患者总体幸福感量表 GWB 结果分析
用总体幸福感量表(GWB)对重度烧伤患者进行心理测量，用男女患者在干预前后所得的 GWB 量
表总分分别与男女常模分（分别为 71 分和 75 分）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干预前后男女性组的评分均
低于常模，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2.2.2 认知行为治疗对重度烧伤患者 GWB 评分的影响
2.2.2.1 研究组与对照组 GWB 评分的比较
将研究组和对照组干预前 GWB 评分比较，总分以及各因子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表明两
组 GWB 总分和各因子分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
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后总体幸福感量表总分以及各因子比较（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
GWB 总分和各因子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
2.2.2.2 研究组干预前后 GWB 评分的比较
将研究组的患者干预前后 GWB 评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详见表 3）干预后除了“对
感情和行为的控制”因子评分比干预前低以外，其余各因子以及总分评分均比干预前高，其中“对
健康的担心”因子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而总分及其他因子评分干预前后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
。
表 3 研究组总体幸福感量表评分在干预前后的比较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对生活的满足

1.65±0.61

2.00±0.87

1.38

0.190

对健康的担心

3.47±2.60

5.35±1.84

3.62

0.002*

精力

14.70±5.49

16.00±4.66

0.79

0.442

对感情行为的控制

13.12±3.48

12.41±2.98

0.77

0.455

松弛和紧张

15.76±2.11

16.76±3.09

1.24

0.234

愉快与忧郁

14.53±5.34

16.65±3.79

1.93

0.072

总分

59.94±20.21

67.29±15.64

1.59

0.131

注：*p<0.05

2.2.2.3 对照组干预前后总体幸福感量表 GWB 评分的比较
将对照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GWB 评分进行配对 t 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因子以及总分之间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
。
2.3 重度烧伤患者的焦虑检出率及心理干预的影响
2.3.1 重度烧伤患者焦虑症状的检出率
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 给本研究的 35 名的被试进行心理测量，结果发现，干预前有 21 人 SAS 标
准分超过焦虑症状的阳性界值（50 分）
，焦虑症状的发生率为 60%，其中研究组 11 人，对照组 10
人。干预后有 17 人的 SAS 标准分超过焦虑症状阳性界值，焦虑症状检出率为 48.6%，其中研究组 5
人，对照组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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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认知行为治疗对于重度烧伤患者在 SAS 评分上的影响
2.3.2.1 研究组与对照组 SAS 评分比较
将研究组和对照组干预前的 SAS 评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将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的 SAS 评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显示研究组评分
（44.59±14.03）
低于对照组评分（55.17±15.49）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2.2 干预前后 SAS 评分比较
将研究组干预前后的 SAS 评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干预后评分（44.59±14.03）低
于干预前评分（54.29±11.5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将对照组干预前后的 SAS 评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干预后 SAS 评分（55.17±15.49）
高于干预前评分（51.94±16.46）
，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
。
2.4 重度烧伤患者的抑郁症状检出率及心理干预的影响
2.4.1 重度烧伤患者抑郁症状的检出率
在干预前，使用抑郁自评量表对参加研究的 35 名重度烧伤患者进行心理测量，其中有 26 人的
SDS 标准分超过了抑郁症状的阳性界值（50 分），抑郁症状发生率为 74.3%，其中研究组 13 人，对
照组 13 人。干预后，仍有 21 人有抑郁症状，抑郁检出率达到了 60%，其中研究组 7 人，对照组 14
人。
2.4.2 不同心理干预对于重度烧伤患者在 SDS 评分上的影响
2.4.2.1 研究组与对照组 SDS 评分比较
将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前分数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干预前 SDS 评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
将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干预后分数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研究组 SDS 评分
（50.94±12.79）
低于对照组（60.61±14.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2.4.2.2 干预前后 SDS 评分比较
将研究组干预前后的 SDS 评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干预后的评分(50.94±12.79)低
于干预前(63.88±13.53)，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
将对照组干预前后的 SDS 评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干预后的评分(60.61±14.78)低
于干预前(61.50±11.96)，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2.5 重度烧伤患者心理症状阳性检出率及心理干预的影响
2.5.1

重度烧伤患者心理症状阳性检出率

干预前，烧伤患者 SCL-90 评分总分超过 SCL-90 量表阳性界值（160 分）者有 28 名，SCL-90 评
分阳性率为 80%，其中研究组为 14 人，对照组 14 人。
干预后 SCL-90 评分阳性者依然有 18 人，阳性率为 51.4%，其中研究组 7 人，对照组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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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不同心理干预对烧伤患者 SCL-90 评分的影响
2.5.2.1 研究组与对照组 SCL-90 评分比较
对干预前研究组和对照组在 SCL-90 量表上的评分总分以及各因子评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表明在干预前，两组 SCL-90 量表的评分以及因子分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
干预后，研究组与对照组比较，将 SCL-90 量表的评分总分以及各因子评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结果表明(详见表 4)两组之间 SCL-90 量表的评分在“人际敏感”、
“抑郁”
、
“偏执”、
“精神病性”、
“敌
对”因子以及总分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4 研究组与对照组干预后 SCL-90 评分比较（括号内为因子分）
研究组（N=17）

对照组(N=18)

t值

p值

躯体化

23.50±12.29

(1.96±1.11)

27.22±10.76

(2.27±0.90)

0.92

0.364

强迫

20.12±10.18

(2.01±1.02)

26.89±11.33

(2.69±1.13)

1.86

0.072

人际敏感

16.88±6.47

(1.87±0.72)

23.89±10.36

(2.65±1.15)

2.41

0.022 *

抑郁

25.47±12.23

(1.96±1.94)

35.44±14.67

(2.73±1.13)

2.18

0.037 *

偏执

8.89±3.24

(1.48±0.54)

13.00±6.54

(2.17±1.09)

2.38

0.025 *

精神病性

16.47±6.16

(1.65±0.62)

22.67±9.66

(2.27±0.97)

2.28

0.030 *

敌对

10.12±2.47

(1.01±0.25)

13.61±6.24

(1.36±0.62)

2.15

0.039 *

焦虑

19.94±8.47

(1.99±0.85)

25.39±10.96

(2.54±1.10)

1.64

0.111

恐怖

13.71±7.38

(1.96±1.05)

19.50±9.79

(2.79±1.50)

1.97

0.057

附加

13.53±5.16

(1.93±0.74)

16.83±6.46

(2.40±0.92)

1.67

0.105

总分

168.59±68.14

(1.90±0.80)

224.44±90.99

(2.49±1.01)

2.05

0.049*

注：*p<0.05

2.5.2.2 研究组在干预前后的 SCL-90 评分比较
将研究组干预前后的 SCL-90 所得总分和因子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详见表 5）
，干
预后 SCL-90 量表评分总分以及各因子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其中“强迫”、
“抑郁”、
“偏执”
、
“精神病
性”
、
“敌对”
、
“焦虑”
、
“附加”因子评分以及总分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
表 5 研究组在干预前后的 SCL-90 评分比较（括号内为因子分）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躯体化

25.12±9.40

(2.09±0.78)

23.50±12.29

(1.96±1.11)

0.65

0.524

强迫

27.35±7.91

(2.73±0.79）

20.12±10.18

(2.01±1.02)

3.54

0.003 *

人际敏感

21.59±7.27

(2.40±0.81）

16.88±6.47

(1.87±0.72)

2.70

0.160

抑郁

36.18±11.75

(2.78±0.90)

25.47±12.23

(1.96±1.94)

4.06

0.001 *

偏执

11.18±3.07

(1.86±0.51)

8.89±3.24

(1.48±0.54)

2.30

0.036 *

精神病性

20.24±5.78

(2.02±0.58)

16.47±6.16

(1.65±0.62)

3.40

0.004 *

敌对

13.24±5.44

(1.32±0.54)

10.12±2.47

(1.01±0.25)

2.63

0.018 *

焦虑

25.06±9.19

(2.51±0.92)

19.94±8.47

(1.99±0.85)

2.49

0.024 *

恐怖

15.47±7.79

(2.21±1.11)

13.71±7.38

(1.96±1.05)

1.15

0.268

附加

18.00±5.33

(2.57±0.76)

13.53±5.16

(1.93±0.74)

2.88

0.011 *

总分

213.41±62.45

(2.37±0.69)

168.59±68.14

(1.87±0.76)

3.40

0.004 *

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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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在干预前后的 SCL-90 评分比较
将对照组干预前后 SCL-90 所得的总分和因子分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对照组在干预后
SCL-90 量表评分的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

3

讨

论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大部分来源于一起工厂的爆炸烧伤的患者，伤者绝大多数是工人，是体力劳
动者，相对接受的文化教育较少，年纪大都是青中年人，生活负担较重。在工作中因为意外受伤，
重度烧伤对他们来说，是毁灭性的，这意味着他们很难重新返回自己的工作岗位，即使可以回到原
工作单位，也基本不可能胜任以前的工作了。在和平年代，这样的患者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应该
注重他们的康复情况，研究心理干预对重度烧伤患者的康复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13]
本研究中患者 PTSD 症状检出率为 54.3%，高于其他文献中报道的 7%~45% 。其原因可能是患
者经历了厂房的爆炸及烧伤的双重灾难，既有外力的创伤又有烧伤。本研究的结果说明认知行为治
疗可以改善烧伤患者的 PTSD 症状，特别是回避症状。本研究中心理干预对于认知烧伤患者的幸福感
的提高并无确切作用，重度烧伤患者对于自己的康复情况并不满意。本研究中认知行为治疗干预后，
患者的焦虑、抑郁水平显著下降。SCL-90 可以从总体上反应患者的心理健康情况，在认知行为治疗
干预之后，重度烧伤患者的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等症状都得到了改善,这说明认知行为治疗
[22-26]
对于心理健康的康复有作用。这也得到了有关文献的支持
。
本研究虽然立足于临床，但研究非常艰难，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然而缺陷在所
难免。首先由于样本量较小，而且患者的来源较为单一，在实验设计时对重度烧伤患者的稀少性及
合作程度考虑不够周全，收集的样本量不够理想，导致本研究结论的说服力有限。因此，还需要扩
大样本进一步研究。当然，本研究现在仍在继续，继续有新的患者入组，希望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
收集更多被试，使得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其次，认知行为治疗虽然是一种结构化的治疗，但是由
于实验的进行，操作上还是很难做到完全一致。其三，因出于伦理学的考虑，本研究并未设置空白
对照，所以不能排除随着时间的流逝，病情恢复等情况的变化而导致的心理与生活质量方面的康复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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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身心融合医学模式的三级甲等医院心理
护士岗位设立及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王玉秀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摘要】目的 探索基于身心融合医学模式的三级医院专职心理护士岗位设立及管理，以便更好的为住院患者提
供心理健康服务。方法 成立医院心理护士工作小组，设立专职心理护士岗位，经公开选拔和系列理论与实践培训，
考核合格者颁发资质证明并持证上岗。制定《心理护士工作指南》和《心理护士工作手册》
，明确心理护士组织架构、
岗位职责、培训考核及管理制度，心理护士使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PHQ-9)和广泛性焦虑自评量表（GAD-7)
对科室住院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及心理干预，对有严重心理问题的患者进行转介。结果 心理护士开展工作以来，对患
者的心理健康管理起到积极作用，所在科室医疗护理质量及住院患者满意度明显提升，心理护士的工作得到了患者
及家属以及医院同行的广泛好评，有利于深入推进医院身心融合医学模式的开展。结论 医院专职心理护士岗位设立
及管理模式值得推广。
【关键词】 身心融合医学模式；心理健康；心理护士；心理护理；心理干预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n establishing and managing psychological nurses
position in the hospital based on psychosomatic integration model
Wang Yu-xiu.
（Mental health center of Sichuan Province（The third hospital of Mianyang, Sichuan province）, Mianyang 62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Exploring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of psychological nurses in the hospital based on physical
and mental integration medical model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y service for inpatient patients. Method: Set up
psychological nurses team and special position through electing people who passing opening selection, series theory and
practice training assessment, as well as getting qualified certification. Developed psychological nurse job guidance and
psychological nurse manual to clarify organisation structure, job duty, training assessments and mangement rules of
psychological nurses. During daily work, psychological nurses adopted PHQ - 9 and GAD - 7 a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s
to evaluate patients and provid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when was necessary. They would refer patients with serious
mental problems to specialists. Results: Since psychological nurses work started, the satisfication of patients were improved
and received many good reputations from peers and patients' family members. This is as aim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medical psycho-somatic integration model. Conclusion: It is worthy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mode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ical nurses.
【Key words】Psychosomatic integration medical model; Psychological healthy;

Psychological nurse; Psychological

nursery;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开放床位 1845 张,借助精
神医学作为省级重点学科优势，以精神科医护团队技术资源为依托，于 2015 年创新性提出并开展身
心融合医学模式。身心融合医学模式是将心理服务整合到日常的临床医疗服务工作中，充分体现“生
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通过评估筛查住院患者心理问题，实施分级心理干预模式及机制，
化解患者的各类心理危机，提升临床心理服务质量和整体医疗水平，充分满足患者和家属的需求。
心理护理是指在护理全过程中，护士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主动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技能），
积极地影响患者的心理活动，帮助患者在自身条件下获得最适宜身心状态[1]。为推动身心融合医学
模式开展，充分体现优质服务理念，医院从 2015 年 8 月起，分别在消化内科、产科、心血管内科、
神经内科、呼吸内科、血液内科、肿瘤科、儿科、急诊科等 15 个科室设立专职心理护士（以下简称
心理护士）岗位，通过 2 年 5 个月的规范培训和督导实践，为住院患者开展心理评估、心理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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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管理、心理治疗等工作，提供生理、心理的全方位治疗与服务。报道如下。

1

心理护士岗位的设立、选拔

1.1 设立心理护士岗位的试点科室选择 除精神科 7 个住院科室常年有专职心理
护士开展心理治疗工作外，选择心理问题突出、需要重点关注的其他临床科室如产科、急诊科、
肿瘤科、心血管内科等15个科室设立心理护士岗位。
1.2 心理护士入选和排除条件心理护士选拔条件
具备护理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有3年及以上临床护理经验，热爱心理护士工作岗位，有心理咨
询师或心理治疗师资格优先。排除身心状况不适合承担心理工作的护士。
1.3 选拔程序
通过个人申请、科室推荐、心理测验、综合考评以及临床心理科心理专家面试、护理部终审等
程序进行选拔，最终确定15名护士作为心理护士。

2

心理护士的培训及资质认证

临床心理科负责心理护士为期3月的理论与实践培训。①理论培训包括心理学、精神病学、心理
检测、心理评估、现代心理治疗等相关知识；②实践培训即是到心身疾病科和脑功能中心心理检测
室临床培训，并跟随临床心理科专家进行心理治疗观摩学习；③长期督导培训是由心理专家每周四
下午进行1次3小时的集中督导；④外派学习，定期轮流安排心理护士参加国内外短期培训及学术活
动，取得认证及资质；⑤请国内、国外心理专家来院进行心理治疗专题讲座；⑥要求专职心理护士
参加医院与西南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合办的心理咨询师培训班
（周末班）的心理培训，考取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资格。每年由护理部和临床心理科举办1次心
理护士理论及实践考核评价，合格者颁发院内“心理专科护士”资格证。心理护士持证上岗，并佩戴“心
理护士”胸牌。

3

心理护士的组织管理、工作职责及考核机制

3.1 组织管理体系
由业务副院长牵头成立医院心理护士工作小组，护理部负责行政管理，制定心理护士工作职责，
心理护士由护士长排班。临床心理科负责心理护士技术督导、理论及实践培训及临床心理护理工作
考核。
3.2 工作职责及内容
3.2.1 心理评估和筛查
心理护士通过观察法、访谈法、量表法对住院患者进行定性评估和量化评估[2]，使用患者健康
问卷抑郁自评量表（PHQ-9)和广泛性焦虑自评量表（GAD-7)，对科室新入院患者进行心理状况的初
步评估和筛查，及时发现存在特殊心理问题的患者；对住院患者面临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突发生
活事件进行动态的心理状况评估；了解患者对住院治疗的预期、对所患疾病的认知及家庭社会支持
系统等综合情况等，为采取适当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临床依据。
3.2.2 心理干预、心理会诊及转介
心理护士对存在一般心理问题的患者建立个体心理档案，并及时进行心理干预。视患者情况，
可以安排个体心理治疗、心理访谈、个案管理，或者组织患者参加团体心理治疗。对通过筛查和初
步评估存在严重心理问题，甚至结果显示心理问题危急值的患者，必须立即请临床心理科专家会诊、
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及转介，必要时转入心理专科病房治疗，降低风险。对此类患者，心理护士及临
床心理科专家须持续跟进心理问题诊治进展，直至患者出院，保存完善资料并总结经验。
3.2.3 协助心理治疗师开展团体心理治疗
配合主管医生、责任护士开展个案管理，为患者提供心理援助及情感支持，帮助家属应对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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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3.2.4 为住院患者开展知信行模式（KAP）[3]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护士通过为患者开展个性化的健康教育和每周1次的集体健康教育讲座，提高患者对自身疾
病的认知，梳理在治疗过程中的负性情绪，逐步转变患者观念，从而达到有效的医患沟通，帮助患
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3.2.5 承担院内外心理危机干预
例如在2017年6.24茂县泥石流和8.8九寨沟地震，医院心理护士到地震灾区和当地救治医院承担
受灾群众的心理救援工作。
3.2.6 参加医院阳光心理热线电话值守
医院开通阳光心理热线电话，为来访者免费提供心理危机干预、心理健康教育及咨询服务等心
理支持。心理护士和心理医生轮流参加周一至周五18：00-21：00的心理热线值班。
3.2.7 已取得心理治疗师资质的心理护士经过临床心理科理论和实践评估，安排心理咨询门诊。
3.2.8 心理护士每日填写完善工作记录，每月向临床心理科上报心理护理工作量
见表1。
3.3 心理护士工作考核
3.3.1 护理部负责行政考核
定期考核各科心理护士排班情况，调查所在科室住院患者对心理护士工作满意度。临床心理科
负责理论和实践考核，定期督查并追踪心理护士工作质量、统计心理护士工作量，和护理部定期联
合举办心理护士实操训练及考核。
3.3.2 医院护理部、精神大科、临床心理科联合制作《心理护士工作指南》、
《心理护士工作手册》，
对心理护士的工作进行动态评价和考核，每年度作出工作总结及汇报。

4

效果

心理护士在2015年8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开展工作期间，对29017名住院患者进行了心理状况
的初步评估和筛查，其中综合科初筛了9734人次，患者健康问卷抑郁自评量表（PHQ-9)和广泛性焦
虑自评量表（GAD-7)大于5分的人数共计2707人，占住院患者总人数比率为27.81%。全院试点科室
健康教育人数共计26931人次；个体心理服务2874人次；团体治疗1384次，共16215人。心理危机干
预1129次。心理护士正式上岗，承担试点科室的心理卫生服务工作，在医院引起强烈反响，患者满
意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表1、临床心理工作记录本
心理评估筛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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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5.1
设立心理护士岗位的循证依据 随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人们面临的心理压力日益增加，精
神疾病和心理问题的患病率逐年升高，而对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的识别及处理滞后，加剧了医患矛
盾和纠纷风险。国家卫计委《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心理健康是影响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积极推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服务……主动发现心理疾病
患者，提供规范的心理疾病诊疗服务”“重视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工作。建立和完善心理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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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心理热线服务、心理评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精神科治疗等衔接递进、密切合作的心理危
机干预和心理援助服务模式”“当前……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不健全，政策法规不完善，社会心理疏导
工作机制尚未建立，服务和管理能力严重滞后。”[4]为医院设立心理护士岗位、明确心理护士的使命
和方向提供政策支持。该院作为省心理卫生培训基地、牵头全省精神卫生医、教、研、防工作，承
办多个国际灾后心理援助项目，创新性开展身心融合工作，设置心理护士岗位，实现多学科的交叉
融合、医护一体的“入院评估-分级处理-床旁干预”的临床心理服务新模式，真正为患者提供了生理、
心理的全方位治疗与服务。
5.2 心理护士工作职能
石瑞君报道在科室内成立科室心理疏导小组,专门负责患者的心理护理[ 5]，杨天珍等报道在肿瘤
医院成立心理纾缓护理专科小组，设立专职心理护士岗位，为患者和家属提供个体化心理咨询 [6]，
均取得明显效果。医院心理护士通过为期3月的心理问题识别、评估、医患沟通、心理支持和危机干
预等专业培训，将心理服务延伸到所在病房，把住院患者心理问题纳入常规入院评估项目，通过对
心理问题早发现、早干预、改善医患关系、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及早危机干预，既是预防护士职业
倦怠、创新优质服务模式，又能缩短患者平均住院日、节约医疗资源，达到了让患者及家属满意及
社会满意。
5.3 心理护士通过 PHQ-9 和 GAD-7 自评量表工具进行心理评估和筛查
，

陈然[7]等研究显示PHQ-9在综合医院住院患者中的Cronbach sa为0.839，重测信度系数为0.81，
，
王历[8]等研究显示GAD-7在双心门诊患者的Cronbach sa为0.867，重测信度系数为0.823，具有好的筛
查和诊断价值。2个研究显示PHQ-9和GAD-7量表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和时间稳定性良好即可重
复评定的特性，可作为进行患者心理评估的工具，同时住院患者使用量表自评，内容简洁、耗时较
短、便于操作，患者容易接受，有利于快速筛查抑郁、焦虑评分较高的患者并及时实施心理干预。
5.4 心理护士是护理质量持续改进的观察员和督导者
心理护士对住院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和筛查、了解患者心理问题和实施心理干预、开展知信行模
式（KAP）个体健康教育和集体健康讲座的同时，通过与患者及其家属深层次的接触，以心理护士
身份去床旁观察，能够发现护理工作中存在的环节质量、安全隐患，以及患者对医疗护理服务满意
度和心理需求，帮助科室护士长、一级护理质量控制组织反馈整改，及时解决患者合理需求，提升
科室护理质量和安全，促进优质护理服务工作开展。
综上所述，基于医院创新性开展身心融合医学模式的专职心理护士岗位的设立、培养及管理模式已
经取得显著成效，值得推广。因国内尚无更多成熟的心理护士管理经验可借鉴，专职心理护士的岗
位设置、职责内容、技能培训、资质管理、个人成长及绩效核算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探讨、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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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支持服药团体之精神病患服药历程分析
雷志洁，何丽萍，程瑛，赵东娟，周莉
（天水市第三人民医院）
【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探讨精神病患参加同伴支持服药团体后的服药历程。研究对象为市三院10名住院精神病
患。研究者担任团体督导员，团体活动方式，每周举行二次每次60分钟共进行10次。全程现场录音并详细记录，将
团体过程总结为文字稿，以质性研究内容分析法，进行内容分析。结果发现团体成员相互交流、相互帮助、激励共
勉的互动历程，成员能够分享主题经验，并通过比较他人与自己服药的经验，加深自己对服药的认识。团体中激发
的核心内涵，分别为解开心结及获得力量。长期服药的痛苦、副作用的影响、疾病附加的压力为主要的心结。接受
生病与服药的现实，规范服药、生活与希望是带给患者坚持服药的力量。研究结果可为临床提供改善病患服药依存
性的动力。期待本研究可作为未来开展精神病患服药团体操作模式及健康教育内涵建设的参考。
【关键词】同伴支持服药团体；精神病患服药历程；综述文献(主题)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of medications taken by psychiatric patients after
participating in peer support groups. The subjects of the study were 10 hospitalized mental patients in the Third Hospital. The
researchers served as group supervisors. Group activities were held 10 times, twice a week for 60 minutes. The whole process
was recorded and recorded in detail on the spot, grouped the process into texts, analyzed the contents of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onducted content analysis. As a result, it has been found that members of the group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help each other, and encourage interaction. Members can share thematic experiences and deepen their knowledge of
taking drugs by comparing the experience of others with their own medications. The core connotations that are motivated in
the group are solving knots and gaining strength. The pain of long-term medications, the effects of side effects, and additional
stress on the disease are the major knots. Receiving the reality of illness and medication, standardized medication, life, and
hope are the strengths that bring patients to adhere to medic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can provide clinically impetus for
improved patient dependence on medica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perational models of mental patients and the connotation of health education.

药物治疗对精神病患是一项重要的治疗。病患通常需要长期服药，以避免疾病复发与功能退
化。许多研究肯定药物除缓解急性症状外，亦能降低精神疾病复发率[1]。但患者症状缓解后，大多
认为病情好转，再无需服药或擅自减药，促使中断服药导致疾病控制不稳定，甚至疾病复发再住
院，极大地影响着患者的疾病康复和功能、降低其生活品质，也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影响精神病
患服药的因素除了社会背景、住院次数、不了解服药的原因及坚持服药的重要性、服药时间、药物
副作用[2]，患者的价值观及其与医务人员的关系，也是影响患者服药忠诚度的因素。以往医疗人员
总是注重加强患者了解药物知识与建立疾病的病识感，而忽略了同理和共情的心理支持。鉴于上
述，探讨影响精神病患服药的因素，即为临床研究的重要议题[3]。
我们于2017年以质性研究发现精神病患服药历程复杂多变，大多患者面临挣扎与选择，患者自
己与他人服药的经验对病患本身的服药，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唯有了解他们的想法与需求，才
能提供贴近病患需求的帮助。因此，本研究希望透过同伴支持团体让病患自我担负责任与控制感。
借此探讨精神病患参加同伴支持服药团体的历程及团体的治疗内涵。从中建立适合于本土的临床精
神科药物治疗方向，以促进患者精神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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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1.1 服药依存性
Haynes于1979年最早把依存这个名词运用于健康照护体系中，其包含的广度扩及服药、饮食、
日常生活作息、运动等，凡行为与健康有关决策的内容，都属于依存涵盖的范围。意指个人忠诚主
动的行为意愿。专业人员总是以健康促进为导向，期待患者能配合指示，然而患者的服药依存性却
一再地冲击医疗人员。以往对于患者不服药多以负面来评价，认定患者的不依存导致疾病恶化。近
年来，开始有学者评价医疗人员要患者依存的观念，认为是患者受到医疗专业者权威的控制，无形
中把患者定位于较低的位置，让患者失去他们应当担负的责任。因而衍生以忠诚来替代依存。希望
患者不单是顺从指令而已，也是个体促进健康的方式。倘若我们能了解他们服药心路历程，同理和
包容患者的想法，不做批判，才能唤起病患服药的自主意识。
因此，专业人员应该重新思考患者服药依从性，不能以专业人员的既定想法设定患者服药的意
愿。应该通过更好的方式进一步了解患者放弃、不配合服药的真因。
1.2 药物知识宣导方式
精神科临床药物知识宣教是患者健康宣教的重要内容，通常由责任护士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强
化病患对药物的认知，患者在短暂的住院期间，实难完全地澄清他们对疾病、药物的疑问，更别说
真正了解自己的疾病与药物。有文献指出[4]病患对药物的认识与态度会影响其服药行为。
关于提升精神病患的服药行为，国外文献[5]多强调实行团体卫教、辅助材料，其中透过小手册
等不同指导方式来增加患者服药的知识、态度，可改善其服药行为。但近年来又有文献[6]纷纷质疑
此措施之成效。学者认为强调卫教仅能增加患者服药知识而已，但临床更重视患者在教导中的学习
过程，使对患者的药物指导转变为实际影响和问题解决法来增强应对策略，让患者得到切实的服药
指导与帮助。

2

同伴支持服药团体介入

精神疾病同伴支持服务是一种低成本、具有明确疗效、能使多方受益的康复方法，符合精神疾
病服务模式发展的需要。该服务由同伴，即康复的精神疾病患者作为服务提供者。其服务内容多种
多样，形式也因接受服务患者个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服务时限可长可短，服务地点灵活，在
室内或室外均可，服务内容通常包括疾病健康教育、社交和日常生活技能训练、工作技能学习等。
以往依照患者不了解药物才拒药的理念下，实行护理指导方法会注重让患者知道自己所服药
名、剂量、时间，制定以患者了解知识为主的健康教育计划。这种服药指导方式，研究指出[7]仅能
增加病患的药物知识，对于提升患者服药行为没有明显的改善，因为，纵使患者获得再多知识，一
旦出现药物副作用必将影响他们的服药行为。研究指出[8]同质性团体可提供利他、相互支持、相互
影响的效果。
2.1 同伴支持服药团体之构架
团体构架有两名督导员即护士，同伴辅导员2—6名即疾病康复者，10名住院患者组成。本研究
设定团体成员共12名，女性5名，男性7名。教育程度：介于小学与高中毕业。年龄介于20—54岁，
诊断为精神分裂症7名、双向情感障碍4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1名。患者病史2—18年。住院次数介
于1—4次。
2.2 运行模式
医院提供同伴支持服务活动专用场所，每周开放5天，周一、周五下午3：00—4：00为同伴支
持服药团体活动时间。每次活动由同伴辅导员确定1-2个与服药相关的主题，并与督导员讨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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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内容主要涉及服药的挣扎与选择、坚持服药的经历与结果。活动中让团体成员分享服药的困
难，情绪抒发，感受被理解，引导成员调适疾病带给自己的压力，进而从同伴辅导员的经验中获得
自信与力量。设计辅助卫教工具，创作情景演练剧本，以增加团队互助合作与趣味。同时也可在合
作中学习调适、激励、共勉的互动历程，看到成员分享主题经验，在比较他人经验，感受辅导员的
成功经验，加深自己对服药的领会，降低对服药的抗拒感。患者从团体中获得克服疾病压力与服药
挣扎方式。虽然团体中成员包括不同精神疾病诊断，但因服药问题具有共同性，并不影响成员交流
的深度。
此次研究共设计同伴支持服药团体活动10次，历时5周。第一周主要为团体成员相互建立关系
阶段，第二、三周为团体成员相互经验交流阶段，第四、五周为回馈分享阶段。

3

讨论与结论

3.1 同伴支持服药团体历程分析
团体活动初期，即第一周为建立信任关系，此期成员发现自己被团体所接纳，因相似经验拉近
彼此关系，成员在一种安全、轻松的环境中相互信任。如：我也是间断性服药，每天时间都不固
定，想起来才吃，像他说的一样，害怕副作用……度日如年，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体会到。
团体活动中期，即第二、三周为寻求调适、学习方法，此期成员彼此熟悉，信任关系已建立，
感觉自己可以在团体中吐露平时不敢诉说的想法与感觉，借由彼此相似或不同的见解，在困境中寻
找服药对自己、对生活的意义。如：我由于担心同事发现我有病，所以不敢服药，经常错过服药时
间，同伴刚才说的方法，我觉得很好(把药装在维生素的瓶子里)。
团体活动末期，即第四、五周，此期成员为激励共勉，成员把成功的经历，升华为面对未来的
动力，团体中分享如何做自主管理服药，以建立自己的生活。在此期团体会勾勒共同的希望，寄托
未来的期盼，激励团体成员勇敢前行。如：我现在不会太在意自己的疾病了，我觉得它仅仅是一种
普通疾病而已，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只要坚持服药，也可以像同伴辅导员一样有能力！
3.2 团体中激发的核心内涵
3.2.1 解开心结
处境被了解被同理，包含长期服药的折磨、副作用的冲击、疾病附加的压力。
长期服药的折磨：成员对于长期服药感到难以理解，加上需要规则服药的困难。如：不晓得为
什么会这样子，别的疾病好了都可以不再服药，像我这种精神疾病需要终身服药，感觉自己没有希
望……都不知道别人怎么坚持下来的，真是觉得很不容易。
副作用的冲击：指服药伴随副作用对病患的影响。如：一找医生，就会开药给我吃，吃的我四
肢无力只想睡觉，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吃。同伴们都有类似的经历，有的比我吃的药还多，但人家早
睡早起，还参加各种体育锻炼，慢慢就会好起来的，我应该试试，毕竟疾病复发才是可怕的。
疾病附加的压力：继续服药代表自己仍然是个病人，充斥着病耻感的烙印。如：我们是不被社
会接受的人群，不仅自己还有家人都会让别人嘲笑，一直服药的话，没办法工作，将来也找不到对
象，可是，看到同伴辅导员的状态，明白了只有坚持服药，才可以活的像正常人样。
3.2.2 灌注希望
树立信心走出逆境，在榜样的经验中获得希望，激发病患自我照顾的责任感。包含接纳生病与
服药的事实、重建生活与希望。
接纳生病与服药的事实：不要与自己过意不去。如：过去总是纠结，全世界那么多人，为什么
只有我偏偏得了精神病，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现在想开了，和同伴在一起，能够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我再也不孤独了，也不会再为难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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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生活与希望：服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成员寄托生活能回归稳定，有希望的生活是带给患
者坚持服药的能量。如：我现在知道，这个疾病是不可能根除的，所以必须与药物共存在一起。但
我一直会有一个远方的期待，那就是，或许将来的某一天，精神病会有根治的方法，我们再也不用
长期服用药物了！
3.3 服药的自主管理
团体成员在活动中不断地调适自己，借鉴方法，在感受和获得中找寻服药对自己、对生活的意
义。进而可以自己掌控药物，舒缓服药背负疾病的压力，以重建自己的生活。成员在这种平等互助
的合作性团体中，自我管理药物使其获得控制感，患者感受能从疾病中得到自主的权益。以自己的
能力管理药物，专业督导员会持续的鼓励患者表达知道和不知道以及想知道的相关内容，使其参与
治疗决策，更有助于提升患者服药的自主性。如：现在我也能像同伴们一样，自己管理药物。出院
以后妈妈就不用那么辛苦，每天中午都要从上班很远的地方赶回来看我服药了。

4

研究限制与结果应用

4.1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质性探究服药团体历程，并未追踪患者实际服药情况，无法评价后续团体成员的服药
行为，不能具体呈现同伴支持团体介入对患者服药忠诚度的影响成效。
4.2 结果应用
重新定位忽视对患者服药的刻板理解，人性化照护患者的服药行为，不应以强制操控方式达到
目标，而是建立与患者相互配合的治疗同盟关系。
期待本研究可作为精神病患服药训练团体操作模式推广，并为药物宣教内涵的修正提供参考。
未来可采用学术设计，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追踪团体成员后续服药忠诚度的情况，为下一步
研究提供证据。

5

小结

在同伴支持服药团体活动中，和谐安全的氛围会激精神疾病患者自我成长的力量，由于同伴与
患者之间地位更加平等，且背景相似，会使患者感受到被接纳和被关注，更有利于调动自身的资源
来解决问题。在同伴支持服药团体活动中，同伴通过鼓励、倾听、共情等反应，使患者感受到被支
持、被关心和被接纳，有利于减轻患者的孤独感和病耻感，从而提高自信心；此外，同伴在此过程
中也会感受到被尊重，得到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在该服务中，同伴可为患者提供与问题解决有关的
技能和信息，如获得药物相关资料的办法、分析服药问题出现的原因、应采取应对方法以及对不同
应对方法有效性的评估和指导。
同伴支持服药团体能够为同伴和患者提供评价与反馈支持。这种支持主要是指同伴对患者的语
言行为或情绪认知等进行评价与反馈，比如对患者积极解决服药困难的行为给予鼓励与赞扬，或对
患者的某种服药消极情绪进行安慰和疏导等。这些评价与反馈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精神疾病患者重
塑服药认知，养成良好的服药行为习惯。同时同伴也能通过他人的分享和反馈积累服药经验，提高
药物管理技能并增加药物知识。这种交互作用能改善患者的社会功能，从而更好地面对未来的生活
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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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干预对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影响研究
李辉
（石河子绿洲医院，新疆石河子 832000
通讯作者：李辉，E-mail:56095709@qq.com）
【摘要】 目的 探讨心理危机干预对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的影响。方法 选取136例抑郁症患者随机两组：对照
组给予抗抑郁药物+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心理危机干预。结果 观察组自杀强度、自杀危险性低于对照
组，干预后低于干预前（p＜0.05）。结论 心理干预可影响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意念。
【关键词】心理危机干预；抑郁症；自杀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Impact on suicidal behavior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LI Hui
The oasis of Shihezi hospital，Xinjiang Shihezi 832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on suicidal behavior in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Methods 156 cases of depression were randomized into two groups: a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ntidepressants +
usual car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on this basis. Results The intens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suicide, suicide risk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lower than before the intervention(p＜0.05).
Conclusion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can affect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suicidal ideation.
【Keywords】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depression；suicidal

抑郁症是自杀的高危人群，目前临床对该种疾病的治疗多采用药物治疗方式，而忽视心理因素
的干预。而对抑郁症患者进行自杀意念的心理危机干预，可减少自杀危险性，提高患者的心理健康
水平。我院对收治的136例抑郁症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同时给予心理危机干预，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病例均为2010年3月～2014年2月我院收治抑郁症患者，共136例，均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
类与诊断标准》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ICD-10)，入院前两周内曾发生自杀未遂行为，且入院时仍
存在自杀意念。排除躯体及其他器质性疾病、妊娠期妇女，汉密顿抑郁量表(HMAD)17项版本总评
分≥17分。将以上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68例。观察组中，男26例，
女42例，年龄18～62岁，平均(45.7±12.5)岁，病程6个月～6年，平均（2.9±0.3）年；对照组中，男
28例，女40例，年龄20～60岁，平均(44.5±10.4)岁，病程6个月～5年，平均（3.1±0.5）年。两组患
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抗抑郁药物治疗（文拉法辛缓释胶囊75mg/日，一周内加至150mg/日）
，并
给予常规护理措施。观察组在以上治疗基础上，自入院起就进行系统的心理危机干预。心理干预方
案步骤具体如下：第一步，全面了解并提取患者过去生活事件的基本信息及对患者产生的心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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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心理咨询技术在取得患者信任的同时，促进患者负面情绪的宣泄，使病人接纳自己，同时获得
患者家属及朋友的支持和配合，鼓励患者重拾生活的信心。第二步，针对自杀者的具体情况，采取
不同的心理咨询技术，动摇患者的自杀意念。同时可利用启发式心理想象的方法，使患者展开自杀
者及其家属正、负性的想象，两组想象情境的对比，使患者充分体会到自杀导致的严重后果及家属
的痛苦，使患者由对自杀接受、肯定的态度变为排斥、否定的态度，不断强化患者的生存意念。第
三步，运用注意转移法，控制患者的冲动性，教会患者在面对心理问题时，及时采取暗示、转移注
意力、推迟愤怒法、环境转移法、描述感觉法等方法放松自我，克制冲动。第四步，采用问题解决
训练法，提出相应问题，让患者尝试寻求多种解决方法，并从旁加以指导，选择最优方法。鼓励患
者在面对问题时，多个角度的分析问题，及时矫正情绪的失衡状态，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第五步，
鼓励患者做放弃自杀的承诺，强化其生存意念、生存态度，并鼓励患者出院后保持心情愉悦，有效
采用上述的问题解决方法处理问题[1]。治疗周期约为8周，观察疗效。
1.3 观察指标
采用《贝克自杀意念量表》（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SSI）对患者进行评分，评估患者自杀
意念的强度和自杀危险的程度。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χ2 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两组干预前后自杀意念比较：干预后，观察组的自杀强度和自杀危险性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观察组干预后自杀强度和自杀危险性明显低于干预前。干预前
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 1 两组干预前后自杀意念比较
对照组

3

观察组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近一周自杀意念强度

8.76±2.68

8.86±1.84

8.84±2.76

7.67±2.75

近一周自杀危险程度

27.57±20.32

23.47±17.39

26.68±19.38

11.32±27.14

讨论

抑郁症的表现可分为核心症状（情绪低落、兴趣缺乏、乐趣丧失）、心理症状群与躯体症状群三
方面[5]。严重者可伴有自杀意念，近年来其发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2]。而抑郁症患者自杀问题，是近
年来医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的主要独立预测因素，对抑郁症患者进行自杀
意念的心理危机干预，对于自杀行为的预防和疾病的治疗、复发有重要的意义。心理危机干预，就
是对处于心理失衡状态的个体进行简短而有效的帮助，使他们渡过心理危机，恢复生理、心理和社
会功能水平[4]。减少其自伤、自杀的观念和行为，使患者渐次融入社会和群体[3]。有鉴于此，本次研
究对照组给予抗抑郁药物治疗+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心理危机干预。结果显示观察组的
最近一周自杀强度和自杀危险性低于对照组（p＜0.05）。且观察组干预后自杀强度和自杀危险性低
于干预前（p＜0.05）。观察组通过心理危机干预后，患者的自杀意念逐渐被动摇，消除了绝望感，
激发了其求生欲望，最终使其摆脱自杀的念头。但本研究缺乏对患者的随访观察，应延长干预时间，
对患者进行进一步访谈，鼓励其家属参与其中，建立个体治疗和家庭治疗相结合的干预模式，完善
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综上所述，心理危机干预对抑郁症患者放弃自杀意念有积极作用，大大降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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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自杀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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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年广州市社区管理精神分裂症患者死
亡现状及特征分析
1

1

1

1

1

杨宁 ，陈夕圆 ，钟玉环 ，苏敬华 ，黄远光 ，范乔阳
（1 广州市惠爱医院，广州

510000；

2 广州市卫生计生委，广州

510000）

2

【摘要】目的分析广州市社区管理精神分裂症患者死亡原因及特征分布，为今后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提高患者
生存质量提供依据。方法收集广州市2015-2017年期间死亡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人口学特征和死亡原因等资料进行统计
描述和统计分析。结果三年患者平均死亡率为20.5‰（标化死亡率为9.45‰），男性死亡率为21.7‰（标化死亡率为
8.61‰），女性死亡率为19.2‰（标化死亡率为9.73‰）
。精神分裂症患者平均死亡年龄为62.8岁，较一般人群期望寿
命平均减寿19.2年，其中，男性患者平均寿命损失18.2年，女性为19.6年，男性略低于女性。患者死亡原因顺位分别
为：第一位躯体疾病，第二位为其他原因、第三位为精神疾病相关并发症、第四位为意外和第五位为自杀。患者自
杀死亡率随年龄增长降低，不受性别、经济状况差、无业、婚姻状况不佳的影响；自杀患者发病和死亡年龄较小、
病程较短。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死亡率高于一般人群，主要死因以躯体疾病为主，社区管理中需加入躯体相关指标
监测；自杀死亡率较高，需有针对性搜集和利用自杀相关信息，加强社区综合管理服务。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死亡率；减寿年数；死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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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突发公共事件后群体心理危机干预
个案报告
谈梦沁，吴正言，杨忠
（苏州市广济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与援助中心, 苏州 215000）

心理危机是指由于突然遭受严重灾难、重大生活事件或精神压力，使生活状况发生明显的变化，
尤其是出现了用现有的生活条件和经验难以克服的困难，以致使当事人陷于痛苦、不安状态，常伴
有绝望、麻木不仁、焦虑，以及植物神经症状和行为障碍。心理危机干预是指针对处于心理危机状
态的个人及时给予适当的心理援助，使之尽快摆脱困难。心理危机干预是一种心理治疗方式，对处
于困境或遭受挫折的人予以心理关怀和短程帮助的一种方式。心理咨询师可以通过倾听、提问等直
接有效的方法，使患者释放被压抑的情感，并通过一定的干预措施来扭转错位的心理。危机干预分
为预防性、治疗性和补救性三种。
2017年7月16日江苏常熟发生群居房特大火灾，死亡人数达22人，死难者以年轻人居多，其中部
分是暑期工。2017年7月16日江苏常熟发生群居房特大火灾，死亡人数达22人，死难者以年轻人居多，
其中部分是暑期工。火灾发生后，江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与公安部领导赶赴现场指挥救援和处置，
苏州市、常熟市立即成立了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现场搜救、医疗救治、原因调查、善后处置、
舆情发布等工作小组，还成立了24个由司法、民政、社区、心理疏导专业人员等组成的善后处置工
作小组，“一对一”做好死者和伤者家属的接待安抚工作。同时启动心理危机干预程序，由当地心理
卫生协会、心理卫生中心领导，组织心理危机干预专业队伍，开展实施了为期一周的群体性心理危
机干预工作，共计团体督导7次，精神科会诊12人次，出动心理疏导专业工作者381人次。
每个人对严重事件都会有所反应，但不同的人对同一性质事件的反应强度及持续时间不同。危
机干预最佳介入时间为72小时以内，如亲人或朋友突然死亡的居丧反应一般在6个月内消失，否则应
视为病态。所以，我们介入后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了一份死难者家属关系图谱。确定干预重点人员。
采用了评估、干预、教育、宣传相结合，提供危机干预心理救援服务；尽量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社会
心理监测和预报，为政府工作组提供处理紧急群体心理事件的预警及解决方法，促进形成事件后社
区心理社会干预支持网络。
第一阶段即立即反应。接到通知时，死者家属表现麻木、恐慌，否认或不相信。
第二阶段即完全反应。到达政府安置的酒店后，死难者家属表现出激动、焦虑、痛苦和愤怒，
也有罪恶感、退缩或抑郁的症状出现。
第三阶段即消除尘阶段。开始接受事实并为将来作好计划。由于亲人是意外死亡，引起的悲伤
反应最重。与死者关系越密切的人，产生的悲伤反应也越严重。
下面以“716”青皮树宾馆安置点的事例来详细举例。在听到噩耗后死者的母亲晕厥，父亲高血
压发作。几位姑姑痛不欲生呼天抢地哭叫，处于极度的激动状态。干预方式为将昏厥者立即置于平
卧位，血压持续偏低时，进行静脉补液。处于严重激动不安无法正常休息者，给予苯二氮卓类（BZ）
镇静安眠药物使其进入睡眠。当居丧者醒后，采用陪伴、倾听、共情，表示同情，营造支持性气氛，
建立关系，让居丧者采取符合逻辑的步骤，逐步减轻悲伤。
死者母亲在居丧期出现焦虑、抑郁，自己认为对待死者生前关心不够而感到自责和有罪，脑子
里常浮现死者的形象，不哭不闹，拒绝进食三天，难以坚持日常活动。死者父亲血压居高不下，采
取住院观察治疗。亲属们情绪依然激动，并将痛苦情绪投射至政府工作人员身上，并产生攻击行为。
干预方式为让居丧者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给予支持性心理治疗。用BZ改善睡眠，减轻焦虑和抑郁
情绪。并与直接亲属沟通，对母亲进行陪伴。对情绪激动的家属，进行劝导，并采取符合逻辑的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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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逐步消除愤怒。
后期，与主要家庭成员沟通，如当事人悲伤或抑郁情绪持续6个月以上，明显的激动或迟钝性抑
郁，自杀企图持续存在，存在幻觉、妄想、情感淡漠、惊恐发作，或活动过多而无悲伤情感，行为
草率或不负责任等症状出现时。应及时接受治疗。干预方式为适当的心理治疗和抗精神病药、抗抑
郁药、抗焦虑药等治疗。
为期一周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总体进行较流畅，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干预效果，将不良事件造
成的二次身心伤害降低到最低，最大程度上缩减了事故负面影响的波及范围和持续时间，帮助维护
社会安定与良好秩序。以心理疏导工作人员为切入点，本次群体性心理危机干预的成功经验总结如
下：
1、首先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这是整个危机干预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必须一开始亮明自己心理
咨询师志愿者身份，告知家属我们从事的职责和范围，从而取得家属们的信任、接纳和理解，避免
家属对我们产生敌对情绪。我们要充分尊重危机事件中的每个个体，无条件地关注其情绪和行为反
应，热情、耐心、不厌其烦地倾听家属们的叙述，真诚地展现自我，而不是戴着专家的面具高高在
上。
2、第二步工作就是迅速和每个家属成员谈话，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以及和遇难者的关系。通过
谈话，我们要对每位家属进行心理状况的评估，对需要干预的对象进行筛查，确定重点人群。同时，
我们要迅速摸清所有家属与遇难者的关系，并了解哪些人在家属中具有“话语权”，然后根据掌握
的情况，画出了遇难者亲属家谱图，并提供给工作组，便于工作组开展工作。
3、时刻提醒自己角色定位要准确。作为心理疏导工作者，必须时刻提醒自己在谈话和干预中保
持中立态度，不管什么原因的过度卷入都是不允许的，这样才能避免自身受到伤害。我们的工作内
容是帮助遇难者家属稳定情绪，对家属在危机事件后出现的的异常心理、认知和行为进行校正和辅
导。同时，必须保守家属的隐私，严格遵循保密原则。
4、危机干预中要充分使用非指导性的倾听和积极正确的共情来为家属提供情感支持。首先干预
者得把对方当做自己来看待，时刻提醒自己“如果是我，我的所感所想所为是如何的”。只有真正
走进对方的内心，才能理解问题的实质，提供切实有效的情感支持；其次，需要非言语信号来流露
自身真实情感，像帮对方擦汗、擦泪或是与他握手、拥抱等都能给予很好的情感支持。这样，就会
增强对方的安全感，减少重点人群对当前和今后的不确定感，使其情绪稳定。第三，我们要充分调
动和发挥社会支持系统（如家庭、社区等）的作用，鼓励重点人物多与家人、亲友、同事接触和联
系，减少孤独和隔离。
5、此次危机干预最大的成功经验就是领导和专家每天对各干预小组的集体督导。可以说，绝大
多数的心理咨询师都是第一次参加此类重大负性事件的群体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缺乏既往经验可以
借鉴，很容易犯角色定位不清、情一开始就预见到了这些，从第一天起，我们每天在下午5点工作结
束，然后必须集中心理卫生中心会议室进行集中督导，对一天的危机干预工作进行汇报，谈感想、
收获和不足，让全体咨询师对自己一天工作有反思、有总结、有提炼，更对第二天工作有计划、有
思路、有信心。这样，既确保了咨询师自身受到伤害，又保证了整个危机干预在正确的道路上继续
前行。
同时，还存在以下几点有待提高和改进的方面：
1.参与每个工作组的咨询师最好能固定，这样便于关系的建立、信任感的提升和对家属更加的负责。
2.咨询师在这个事件处理中个角色定位应该更为清晰，不能因为善意而越俎代庖。
3.很多实施心理疏导的心理咨询师，面对失去重要亲人的家属，都有反映时常感到强烈的无力感，
提醒我们一方面需要在专业上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本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后应对工作人员实施2-3
次的团体心理辅导，通过心理干预人员团体的相互支持、沟通，减少在此类高强度、重压力、强损
耗的工作下的自我耗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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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导专业工作者佩戴标示

心理疏导现场工作

每日大组工作反馈与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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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针对在校大学生自杀未遂的心理危机
干预案例报告
吴正言，李稚琳
（苏州市广济医院心理危机干预与援助中心，江苏，215000；
Email: suzhouxinli@126.com）

1

危机相关情况：

1.1 个案基本信息
个案小A，性别女，年龄：21岁，社会身份：大二学生，出生地、成长地：江苏省某村镇。曾
在高三中时因学习压力有失眠、时常哭泣、反复出现消极意念等情绪不稳的现象。
1.2 事发经过
2017年5月某天下午6点左右，两位同学从学校湖边经过，听到有哭声，声音很响很悲伤，她们
快步走近，看到一女生（小A）坐在的湖边大哭，随时都可能掉进湖里，再走近，看见她鞋和裤子
均湿，以为她已不小心掉进去，想前去帮助。问那位女生怎么了，要不要一起回宿舍，小A没有任
何回应，保持原有姿势，哭声依旧，视若无睹，。两位同学前去拉她，非常意外的她却往湖里滑，两
位同学一边用力拉住她不让她掉下去，一边大呼“快来人啊！快来人啊！有同学要掉到湖里了！……”
情形十分危急。旁边又有同学经过，也恰好有老师经过湖边去教学楼上课，那位同学也来帮忙把小
A拉到安全的地方,老师打电话给保卫处，保卫处人员最快速赶到……此时的小A,满脸眼泪鼻涕，表
情悲壮，鞋裤尽湿，头发凌乱，衣衫不齐。在保卫处人员的护卫下，到值班室，坐在椅子上，她僵
化不动，不愿换用备用的衣裤，值班老师和几位帮忙的同学帮她脱下湿的鞋。值班老师询问小A什
么事情发生，是哪个系部的同学等情况，均没有得到回应，小A一言不发，一言不回，只是窝在沙
发垂头闭目状，没有哭泣和声音，只有压抑的沉寂。不回应不喝水不说话不动弹。值班老师最快时
间联系学工处，汇报小A的异常状态，说她目前无法交流，可能遇到什么重大问题过不去。学工处
会同心理中心人员一同前往。
两位老师赶到后，见到身体表情僵硬的小A,共同安抚，让她好好休息，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整整一个半小时，才得到只言片语，终于知道她是哪个班级的同学，立即与班主任联系，告之学生
的情况并请他与家长联系；同时心理咨询师告之小A要与班主任和家长联系，可能会送她到医院,她
没有任何反应，毫不动容。
班主任反映小A平时挺好的，成绩不错，活动积极，宿舍关系也还好，没有出现过状况，只是
与她父亲电话时，她父亲着急之余提到小A脾气犟，心眼小，请学校多担待。
小A父亲的电话也随后而来。他在接完班主任电话后，立即按班主任要求与在场老师取得联系。
心理中心老师告诉他，目前孩子不愿意开口，有自弃的行为，能否考虑到医院就诊，小A父亲希望
学校能给孩子一点时间，让她恢复，说到她高三时也曾有过紧张失措精神崩溃当时在家休息了一个
月，也能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参加高考。孩子总有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相信孩子能恢复，希望学校
帮助孩子。他想立即跟女儿说话，只是她手机是关机状态。老师手中的电话转到小A手里，小A听着
父亲说话，没有声音没有反馈。
老师接过电话，告诉小A父亲，这样的情况，从安全出发，也从相关管理要求出发，小A应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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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医院就治康复，希望作为监护人的父母到学校来，陪同小A前往。
小A父亲见女儿不言不语，不动不闹，在电话中也非常担心，同意老师的建议，只是他们要赶
到学校有困难，最快也要第三天了，希望学校照顾小A。并一再申明，小A从小就有脾气，个性强，
这次一定是遇到什么事一时想不开，她不会真正有事的，家里也曾教育过她，她不会那么傻跳湖的，
请老师要相信她，没有那么麻烦没有那样的危险。
心理老师强调，要尽早治疗尽早送医院。通过沟通，小A父亲委托学校送小A到当地精神专科医
院，他们第三天赶到。
学校立即联系苏州市心理卫生中心，描述小A状况，希望小A尽快来院评估，明确诊断后制定进
一步治疗干预方案。
1.3 心理专科医院
在老师和家长的劝说下，小A同意班主任和学校心理咨询师陪同至苏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就诊。
通过急诊绿色通道即刻予以精神科诊疗和风险评估，经过详细了解病史情况及精神科检查、心理测
评，诊断“抑郁症”，自杀风险为“高危”，建议住院治疗。联系家属，经医师详细介绍对孩子的评
估经过及诊断依据、预期风险后，家属同意住院治疗。
1.4 医院与学校
1.3.1 医院方面
考虑到该患者曾有抑郁发作病史，本次也有明确的自弃意念及自杀行为，属于自杀高危个案，
安排精神科封闭住院治疗，主要予艾司西酞普兰（最高剂量150mg qd）
。住院一周后，患者情绪已出
现显著改善，加之家属已来苏并要求陪护，遂转至临床心理科半封闭式住院。除药物外，同时予以
支持性心理治疗。
1.3.2 医院学校个案会谈
一月后，学生出院，学校心理咨询师与患者在院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就个案进行会谈，评估
个案是否适合大学生活，以及个案回到学校生活需进行的后续针对性管理及心理干预工作，风险控
制预案。
1.3.3 学校方面
心理中心、学工处、系部将心理卫生中心“患者目前抑郁症状已显著缓解，情绪较稳定，建议
复学”的医疗书面证明及学生家长复学申请扫描保存。学生按正常复学程序，回到班级和宿舍生活；
与学生约定每周一次至学校心理中心接受心理咨询；班主任主动定期与该生约谈（不低于2次/月），
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沟通。
1.4 学校心理咨询室
小A应约前来，主要谈及：
*在医院的两周，身边没有那些人，感觉轻松，以前那些不好的念头消失了
*详细回顾了当时发生的事件：
那天在宿舍，因一件小事，小Ａ的两位舍友（舍友2，舍友3）一同责怪她，并说到她对自己的
好朋友（舍友１）态度恶劣，
“摆脸色”
、
“很高贵”
。当时舍友1不在宿舍，但两位却对她们的关系进
行评价和指责，面对这样的言辞，小A觉得很受辱，十分愤怒，认为她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和自己
的感受，无端指责，与她们大吵一通。吵完后哭着离开宿舍，心里非常难过，不知怎么就到湖边了，
当时的心情，“绝望、不想活”
，只想报复她们所有的人。
前情：一周前，本案当事人小A下课后，想叫上舍友1一同外出，她正在和别人说话，只冷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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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一句“不去”
，背对自己脸都没回，小Ａ感到很受伤，平时那么好，一同进出、吃饭、逛街，今
天没有得到往常一样的回应，且近期，又总觉得她与宿舍其他同学的关系较为密切……对此小A很
不开心，逛着街想起被拒的事，就突然大哭起来。近一周，言语与行为上冷淡了舍友1。
在前情：不能受侮辱，会进入到一种无法控制的状态。约定，咨询中重点讨论了这种状态和触
发点（失控感、崩溃感、人际互动、被贬低、自卑感）
1.5 学校个案管理
1.5.1 心理中心/个案管理者
（1）联系院系分管领导，联系学工处等部门及领导，参与个案讨论会，对小A的情况进行汇总，
在个案管理会议上报告，整体协调；
（2）协同咨询师了解个案情况，完善相关记录和资料；
（3）与精神专科医院保持联系：在小A出院三个月后，咨询师反映小A各方面的变化，感觉可
以结束咨询，并询问小A定期就诊情况。据此，与心理专科医院通过电话进行了一次个案交流。反
映了小A在
（4）与法律顾问保持联系，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咨询。
（5）协助咨询
如约谈与个案相关的人员，了解相关情况。本案中，通过辅导员，约谈与她起冲突的同学舍友2，
舍友3，了解相关情况；也在需要的时候，对宿舍成员进行团体心理辅导，讨论宿舍关系。
1.5.2 个案咨询师
现场咨询，与个案直接接触
小A在服药同时，坚持在学校进行心理咨询，每周定时与咨询师见面，探讨自己的困惑和发展。
在咨询结束时，在多方面有改变。
1.5.3 学工处/上级部门及领导
组织召开个案管理会议，就特殊学生、危机学生情况进行交流、研讨、形成进一步处理的方案。
在会议中，相关人员知晓个案的整体情况，包括就医情况，与精神卫生法相关的情形的处理、个案
家人的联系与会谈。针对小A，学校召开过两次个案管理会议，在互通其情况的同时，通过系部给
予小A在学习和生活上的支持。
1.5.4 院系部分管领导/辅导员/班主任
跟踪个案，评估与建立个案的支持系统。
主要表现在：辅导员班主任直接与小A的学习生活相联，平时通过班级心理委员及常规交往，
观察个案情况，关注其异常点，及时介入并处理。此外，就小A的学习生活情况与其家人保持联系，
通过平常的对话对家人提供心理健康知识及教育，
让家人在千里之外也能关心孩子，
协助孩子的成长。
1.5.5 个案监护人（小 A 父母）
反馈相关情况；起到监护、保护、支持的作用。
本案中，小A家人的配合和支持是至关重要的，直接关系到小A的康复，特别是在小A最初危机
情况出现时。小A的父亲在接到学校电话后的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与学校老师的多方交流，明白利
弊，观念上发生变化，由不愿意小A入院到信任学校和医院，同意尽快让小A得到治疗，这对小A而
言，获得了巨大的家庭理解和支持的力量。
小A的爸爸妈妈也能在小A随后的陪护和正常学习生活中，发挥家人的陪伴作用，让小A感受了
到自己非常重视的亲情与温情，家人的良性关系，无疑是咨询与治疗中最重要的因素。小A也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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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行反思，无论在家庭关系还是宿舍关系方面都有显著变化。

2

对个案的后期观察评估

2.1 外表行为
神态正常，面部表情生动，活动能力强。每次准时来咨询，学习能力好；喜欢打羽毛球；发生
宿舍冲突后，与同班同学的交往减少，但与小伙伴及网友的交往正常；日常生活能力较强。在咨询
后期，紧张学习之余，每晚安排两个小时兼职，周末乘公交1个小时去做兼职，月薪在1800-2200元。
2.2 语言思维
语速正常，表达清晰，语言有力度；描述丰富，用词准确，逻辑强，擅长细节描述。
2.3 感知认知
感知觉敏锐。味觉（喝的水）嗅觉（对气味）听觉（对舍友的电脑声）都能感觉并描述。认知
功能方面，注意力集中；记忆力强，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事隔很久都能记起。对咨询师的话也记忆
清晰。意识状态清晰；智能良好。
2.4 情绪状态
情绪表现正常。咨询中说到人际关系中的痛苦说到自己成长中的不易，情绪激动，有时会感到
‘烦’
。

3

效果评估

这个个案历经一年，前期有危机情况出现，经过医院介入，团队合作，学校与家庭共同工作，
个案的情绪得到有效平复，认知上有改变，她对核心信念的相信程度有显著降低，中间信念也发生
了转变
来访者情绪有明显好转。她对自己情绪主观感受从咨询开始时的愤怒、焦虑、担心、怨气、委
屈、自怨自艾等负面情绪，到咨询后期以平静、平和为主。
在社会功能方面，有如下表现：
3.1 在人际关系上
家人：对家人正向评价的描述增多，如：家人是我最大的支持，特别是爸爸，很忙也能来看我
陪我；妈妈会把好些事告诉我，我能安慰到她。情感上，感觉家人很温暖、安慰，对家人感恩。行
为上，与家人交流更多，进而了解了他们各自的压力，关系比之前增进很多。
舍友：一方面，认知上放下对舍友过高要求，认为舍友也是独立的人，她们有她们的生活方式，
在情绪上感到也没咨询前那么难过。行为上，表现出和舍友自己想说的话越来越少，由此在情绪上
感到孤单，但在认知上自己对这种“孤僻”能接受。咨询后期来访者每天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也
没那么看重一定要有人陪，也发现其他宿舍的人也可以和自己聊天说笑。另一方面，认知上认识到
了自己与舍友相处时的“强势”模式及由此产生的激烈冲突行为，如咨询前会因自己上课多想睡觉
休息，而舍友聊天打牌打扰自己休息，来访者会以强硬的态度指责舍友自私；咨询中后期来访者认
识到当初自己的强势及舍友间的不同，对小Ｂ说了这一段，对原舍友的态度较为温和平静。
老师。来访者认为许多老师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自己，对他们有感激、感恩之情，相关
老师也反映来访者表现正常，见到老师有礼貌，学习也一直不错。
3.2 学习
认知上虽仍重视学习，但对学习成绩追求度降低，能接受成绩比自己预期差；情绪较平静；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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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去图书馆学习的习惯，时间减少但仍能在学习上保持相对较高水平，如获得奖学金、英语四级裸
考通过、六级也比较顺利通过）
。
3.3 业余生活
来访者会花一部分时间用在业余生活上。
①周末参加校外学习班，认为自己要拓展自己的知识面，而不仅限于专业知识。
②做兼职，通过兼职来访者认识到不同工作有不同要求及人的多样性，她对不同兼职工作的优
劣有较为客观的评价。
③个人消费上，咨询前期来访者认为自己不缺钱，在消费上行为表现出花钱大手大脚的特点，
只要自己喜欢大部分都会去购买；咨询中后期她表示透过兼职认知到自己需要通过自己的劳动赚钱，
甚至是服药的钱也要自己挣，消费观念更为现实理性。
3.4 个人形象
和第一印象不同，咨询到第三阶来访者个人形象有明显变化：衣着颜色明亮，款式较活泼、大
方。会主动从细节上修饰自己，注意个人形象，让自己显得很得体，如会在意口红的品牌、颜色；
靴子与衣服的搭配；眼镜的款式；发型等。化淡妆来咨询，当咨询师反馈给来访者这些变化时，显
得很高兴。
3.5 对治疗服药
依从性好，坚持服药和治疗，对治疗抱着客观的态度，描述正向，虽有担心，也是与经济方面
的，而非其他因素。经常与咨询师谈论自己的服药情况，感觉到药物帮助了自己；在自我感觉好转
之时，也考虑过停药，主动与咨询师、治疗师谈及。

4

咨询反思

4.1 危机时段
作为本案的个案管理者和咨询师，我感到，在几次有特殊情况出现时，团队的工作、个案保护
因素的挖掘和扩大，是危机干预中尤为关键的力量。
4.1.1 个案管理机制
在本案例中，学生危机干预和特殊案例的个案管理的机制，展现了团队合作的效能。只要涉及
与学生相关，都要共同工作，相互配合。个案管理展现了一种团队合作、资源整合的模式。心理健
康服务领域中引入个案管理这种团队服务的方式，在困难个案特别是危机个案的处理上具有独特的
优点。在个案管理中，不同专业方向的人员共同研讨的个案计划，比传统的心理服务更关注个体的
评估、资源的可用性及服务的整合性，实施时在效果和经济方面会更有利。在医院体系和学校体系
中，通过与学生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团队的合作协商与综合干预，对疑难案例危机安全的集中管理，
是为个体提供有效的健康服务计划的有效方式。
4.1.2 个案保护因素的扩展
保护因素是个体积极取向的资源和动力，对威胁行为有抑制作用。在评估过程中，要善于从言
语或提问中发现并扩大当事人的动力和资源，关注个体的资源和积极面，能改变个体看待事件原有
的方向，使事态向良性方向发展，让积极因素产生保护性，把危险系数降低。常见的保护因素有：
暂时缺乏风险性；非暴力方式；支持性的家庭；支持的关系；个体受到的教育等。如果暂时找不到
当事人外部和内部可利用的资源，此时重要的是陪伴，陪着她找到有助益的点点滴滴并适时推进。
在个体危险评估的观念中，当事人既是一个威胁源同时也要受到保护，让他/她感觉到有所获益后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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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改变。本案例中，学校在确保安全的条件下，给学生提供了最多的资源和保护，这是非常重要的
举措。
4.2 咨询时段
本案例除去危机情况，还进行了持续的咨询。如果这个咨询表现出一些效果，则在咨询关系和
多元视角上，可以进行探讨。
4.2.1 咨询关系与工作联盟
咨询师与小A所建立的关系是在咨询室这样相对封闭、稳定进而安全的环境下，当小A体验到了
这样的安全感后，她更加容易面对真实的自己，她可能在公开场合下不能表达的，或者没有被看见
的内心世界在这种隐蔽的咨询关系中更加容易的展现。在咨询室里，小A能毫无保留地描述自己在
人际冲突产生时内心的冷酷、残忍和决绝，这是她能在咨询室自由地充分地表达的表现。她看到自
己的另一面，看到人性中她不喜欢的那一面，她说自己有双重人格，并与咨询师一同讨论这种人格
特点对她的意义及影响。同时，小A越来越感受到咨访关系的安全与稳定，她开始直视自己对家庭
成员复杂的情感，述说过去成长经历中曾经无法言说的痛与感伤。不断地进行自我暴露、自我探索
和自我发现。因此咨询师的非评判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当小A感受到咨询师是非常接纳小A的，即使
小A表现出在常人看来不可思议或者难以理解的行为表现，咨询师的包容与等待，让小A感受到自己
被理解、被接纳，进而更加有力量面对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被一层层虚假的“外壳”所包裹。
本案例中，咨询师与小A建立了比较积极的咨询关系，而且这种咨询关系的建立是双向的、互
动的：一方面，咨询师展现出包容、平等、非评判的状态，这促进了小A的开放和真实；另一方面，
小A内心也有被理解和改变的需求，当她感受到自己被理解后，也会积极主动的与咨询师进行互动，
双方建立了工作联盟，基于这种工作联盟双方能够建立起情感联结，共同为咨询目标的实现朝着一
个方向努力。
4.2.2 多元的视角与整合
本案例将针对小A的信念进行工作的认知行为框架与家庭治疗相结合。
“故事一开始就已经包括开始和结束，因而给了我们框架，使我们得以诠释现在”
。小A在选择
和述说其生命故事的时候，会维持故事主要的信息，符合故事的主题，往往会遗漏一些片段，为了
找出这些遗漏的片段，咨询师会帮助小A发展出故事。在不断的叙说中，小A的中间信念和核心信念
从松动到被矫正。结构式家庭治疗正是将焦点放在家庭成员的互动与关系上，从家庭系统角度去解
释个人的行为与问题。小Ａ看到了家庭的结构、人际交往环境、互补性、循环的因果关系、三角关
系、症状的意义等家庭系统中的呈现，她更能理解和家人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也接受自己的责任。
通过案例回顾及思考，咨询师发现家庭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的关注点虽然不同，但是在切入时
各有功用，相互支撑。只要对来访者有益，以‘善’为出发点，在方法、手段、技术方面的多元考
虑，开发出多种资源，是咨询专业人员的自修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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