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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治疗应用于老年精神病人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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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怀旧治疗作为对老年精神病人所特有的一种非药物治疗方式，对于辅助老年精神病人的

药物治疗，维持社会功能和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对怀旧的分类、理论基础、怀旧治

疗应用于老年精神病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为进一步将怀旧治疗应用在老年精神病人的非药物

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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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快，老年性精神问题日

益突出。由于对老年精神病人的药物治疗作用有

限，而且副作用很常见，因此非药物干预近年来在

老年精神病人中逐渐应用起来［1］，而怀旧治疗则是

针对老年精神病人所特有的一种非药物治疗方式。

McCloskey 等［2］将其定义为“利用对过去事件、情感

和想法的回忆来促进愉快情绪、生活质量以及适应

现实生活环境。”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怀旧治疗应用

于老年痴呆［3］、老年抑郁症患者［4］的效果显著。因

此，怀旧治疗的应用，对于老年精神病人的药物辅

助治疗，社会功能的维持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对怀旧的种类，理论基础以及怀旧治

疗应用于老年精神病人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为

进一步将其应用于老年精神病人的非药物治疗提供

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一　怀旧治疗的分类

1　简单怀旧、生命回顾和生命回顾治疗［5］

简单怀旧（Simple Reminiscence）适用于精神相

对健康的老年人。它通过积极的自传体式的讲故事，

来分享老年人自己以前的生活经历，促进老年人的

积极情感，激活其社会功能。

生命回顾（Life Review）适合于正在努力寻找生

命意义或者对生活发生转变和不幸而应对困难的老

年人。老年人通过系统回忆整个生命历程，刺激他

的身份重建和解决问题的功能，从而改善其心理健

康方面的问题，例如自我接受、自我控制和生命的

意义。

生命回顾治疗（Life-review Therapy）适用于具

有严重精神疾病（例如焦虑和抑郁）的老年人。它的

目标是引导老年人的自我改变和缓解精神病性症状，

因此干预要将那些预示着唤醒痛苦或者对现在自己

和生活不满的生命故事引导到老年人更加积极的自

我认同上。

2　叙事型怀旧和工具型怀旧［�］

叙事型怀旧（Narrative Reminiscence），即重新讲

述老年人能唤起幸福感受的事件，激活与往事连在

一起的正面情绪。这种情绪状态能迁移到现在，帮

助他们缓解抑郁或平息焦虑。

工具型怀旧（Instrumental Reminiscence）是利用

回忆过去的经历或者过去如何努力应对困难情境的

事件来帮助解决现在的问题。

在应用怀旧治疗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象、治

疗深浅和目的选择适当的怀旧类型，但不管选择哪

一类怀旧，都是通过和他们一起缅怀往事，帮助他

们改善当前的情绪状态、应对方式和社交技巧。 

二　怀旧治疗的理论基础

1　Erikson 的毕生发展理论

Erikson 认为老年期发展主要是为获得自我整合

和完善感，避免绝望与厌倦，并体验智慧的实现。

老年人需要回顾自己的生活，得出成就感和人生意

义［7］。Butler［7，8］在 Erikson 的基础上提出了生命回顾

是老年人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和自然过程。他认为由

于意识到接近死亡，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回顾人

生，通过将老年人生命各个片断整合在一起，重新

赋予其意义，使他们感受到过去生活与现在生活的

差异与联系。生命回顾也包括唤醒老年人过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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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堪回首的部分，特别是未解决的冲突、悲伤等，

期待通过再一次的审视，能以更宽广的角度来诠释

生命事件，为旧创赋予新的意义。

2　Atchley 持续性理论

Atchley［9］区分了保持持续感的两种方式：外在

持续性和内在持续性。前者是指记忆中的生理和社

会环境、角色关系和活动上的结构，个体对外在持

续性的感知来自于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应用熟悉

的技能以及与熟悉的人交流。后者是指记忆中涉及

到个体特有的内在结构，例如，内在观念、气质、

情感、经历、偏好、性情和能力。当重要的生活事

件破坏了个体的生活，这两种持续性都会受到威胁。

为了保持持续感，当人们尝试着保护和维持已经存

在的内在和外在的结构时，他们更愿意利用与他们

过去经历有关的策略去完成这个目标，这种持续感

的结果，在怀旧的帮助下，促进适应。

三　怀旧治疗的理论框架

根据怀旧治疗的理论，Lin 等［10］提出了一个标

准化可操作的理论框架。该框架认为，怀旧治疗分

为五个步骤。第一步是前驱的影响因素阶段，例如，

老化、环境和心理压力、不适应等。当察觉到这些

应激，第二步评估就开始了。评估的工具包括标准

化的心理测量、自评工具和观察性工具，这些工具

都要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第三步是为病人建立治

疗性的目标。第四步是选择怀旧治疗的形式。根据

老年人的情况，开展不同类型的怀旧活动，例如，

简单的、放松的社会性小组活动，或者更加具体和

详细的个体生命回顾。最后一步是效果评估，评估

短期和长期的效果同样重要。该框架无论是给理论

研究还是实践应用都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详见图 1。

四　国内外怀旧治疗应用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将怀旧治疗应用于痴呆老人中的

效果显著。痴呆对老年人生活的主要影响有记忆和

其他认知功能的损害，日常生活活动的损害以及精

神行为症状，另外家人和照料者的负担和压力也会

增加。怀旧治疗应用于老年痴呆病人的研究都表明

该治疗对痴呆病人的情绪、认知功能和生活质量都

有一定的改善［11-13］。例如，Haight 等［12］对老年痴呆

病人采用的生命回顾的怀旧治疗，结果显示痴呆病

人的抑郁情绪、社会交流和认知功能均有所改善。

李琳等［13］同样的将个体的怀旧治疗应用于老年痴呆

病人，结果该疗法能显著改善老年痴呆患者的认知、

情绪、社会活动功能以及生活质量。

怀旧治疗对老年抑郁病人也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王亚静等［4］应用团体怀旧治疗对老年抑郁患者干预

效果的 Meta 分析得出，该疗法对老年抑郁患者抑郁

症状的近期疗效显著，但远期疗效欠佳。另外在提

高老年抑郁患者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上显示出优越性。

怀旧治疗应用于社区的正常老人也同样得到了

积极的结果。例如，冯辉［14］在社区实施连续 6 周的

团体怀旧治疗，结果表明该治疗有助于改善老年人

的抑郁症状，提高老年人群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以

及晚年生活质量。

无论是对于有精神疾病还是正常的老年人，怀

旧治疗用于增加老年人的的社会性、减少孤独和抑

郁，促进适应上都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关于怀旧

治疗的研究中，对治疗过程的描述过于简单，治疗

效果评估的不一致等，是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注意

的问题。

五　怀旧治疗的研究对实际干预的启示

有研究者认为怀旧主题（Topics）的选择是影响

怀旧治疗有效性最主要的因素［15］。它需要根据个人

或者小组成员的认知能力、情感需求、个人偏好和

应对策略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11］。Burnside［15］认为

图1　怀旧治疗框架（Yen-Chun Lin et 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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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的选择上应该考虑到以下问题：（1）领导者

不应该根据老年人自己的兴趣选择特定的主题；（2）
老年人对主题的语言表达应该明确和易懂；（3）主

题选择应该有相关文献的理论支持；（4）主题的选

择应该考虑性别、地点、同组的成员和文化方面等

的影响；（5）小组的领导者应该考虑可能的替代性

的主题以防小组进行不下去；（6）领导者应该对小

组的需要敏感，并且能够快速察觉到在讨论特定主

题时存在的阻力。

在 应 用 怀 旧 治 疗 过 程 中 可 应 用 记 忆 触 发 器

（Triggers）［11］，它们包括老年人日常的和熟悉的项目

以及过去的物品，例如，照片、音乐、旧的玩具、

气味、地图和食物，或者一些与特定历史阶段联系

在一起的收藏品等，引导老年人怀旧。

此外，怀旧治疗也可结合其它的治疗性框架［5］，

例如心理治疗、作业治疗、艺术治疗等，可能会加

强治疗的效果。

六　小结与展望

就目前而言，怀旧治疗应用于正常老年人，改

善他们的情绪和社会功能上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应

用于老年精神病人的非药物治疗上仍处于尝试和发

展期。如何在今后的研究和实践中有效的开展怀旧

治疗，将怀旧治疗应用到老年精神病人的非药物治

疗上，使更多的老年精神病患者从中受益，并提高

他们的生活质量，仍是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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