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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的科学性研究

廖艳辉

【摘要】随着正念（mindfulness）练习的普及和正念治疗的发展，现在有越来越多关于正念练习

与治疗的科学性研究。针对开展正念练习时常问的一些问题，本文围绕正念练习在提高整体幸福感、

改善焦虑和抑郁情绪、疼痛管理、提高免疫力和注意力，以及正念练习对大脑和基因的影响方面的

科学性研究进行简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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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念的定义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将正念的概念和方法从佛教

中提炼出来，逐渐发展出了多种以正念为核心的

心理疗法，应用广泛。1979 年，乔恩·卡巴·金

（Jon Kabat-Zinn）博士开创了八周的正念减压疗

法（MBSR，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课程，并在美国麻省大学医学中心开创了正

念减压门诊，成为当代入世正念潮流的发端。除此

之外，还诞生了辩证行为疗法（DBT）、接受实现疗

法（ACT）、正念认知疗法（MBCT）等。

在开始任何关于正念（Mindfulness）的科学研究

之前，我们必须有一种方法来定义它，然后测量它。

在过去十年中，有大量研究论文旨在描述正念的定

义，并进行测量。正念是指：“有意识地去关注自己

每一个时刻的体验，并且是带着一颗开放而好奇的

心、不加批判地去关注。”目前学术界尚未对正念和正

念冥想所涉及的细节达成完全一致的结论，还没有形

成被公认的定义。当今应用和接受最广的一个定义是

MBRS 创始人乔恩·卡巴·金博士提出的：正念是一种

有意识的觉察，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集中注意力，有

意识地、不做评判地专注于当下。其定义的英文原意

是：Mindfulness is paying attention in a particular way：on 

purpose，in the present moment，and nonjudgmentally。 

不同的人，对正念的定义有所不同。本文作者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正念研究中心学习的

时候，观察到每一位老师都会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来下

定义。但不管是如何定义，都包括下面两个因素：关

注因素（关注当下的经历）、开放或好奇的因素（而不

是批评的立场）。根据这个定义，目前已研发出许多

测量正念的工具——所有这些工具目前都是自我报告

问卷的形式，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正念五因素问卷

（FFMQ，Five Facet Mindfulness Questionnaire）。虽然

目前也有一些针对儿童的问卷，但大多数问卷都是针

对成人（或青春期后期）的。这些调查问卷可以帮助

我们研究正念与身心健康的关系，以及相关因素。

二　正念同时具有状态和特质

为什么说正念同时具有特质（trai t）和状态

（state）呢？就像人类眼睛虹膜的色彩。不同的遗传

基因，决定了不同人种眼睛的颜色不一样（特质）；

同时，它也会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实

践改变眼睛的颜色，如将彩色隐形眼镜放入眼睛中

可以改变眼睛的颜色（状态）。对于具有特定特质（也

称为倾向性）的人来说，正念练习可以大大提高这部

分人的正念特质。但如果停止练习，可能会保持在

停止练习时的那种状态或者回到练习前的状态。对

于正念练习的持续时间和类型，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特质是否可以持续存在，目前也并不完全清楚。

确实知道的是，根据练习者对正念的自我报告，短

期练习也会带来变化。我们也知道，长期正念练习

者（例如僧侣或修女或长期冥想者）的大脑和身体状

态与没有练习者（非正念冥想者）不同。无论是短期

还是长期的正念练习者，其差异涉及基因表达、免

疫功能、大脑功能、大脑结构、注意力、情绪和幸

福感报告。下面，我们将回顾这些领域的科学研究。

三　正念的科学性研究

正 念 的 科 学 性 研 究 才 刚 刚 开 始 ， 但 稳 步 上

升。例如，搜索 PubMed（主要的医学数据库）中

“mindfulness”，有大约 5000 多篇关于正念的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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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论文，其中超过 3000 篇论文都是近五年的。相比

之下，仅关于运动和心脏病的论文就有 60000 多篇。

虽然我们都认同锻炼可以预防心脏病，但在大家形

成共识之前，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正如我们希望看

到的一样，科学研究支持正念练习是一件“好事”，

但围绕它的研究主体仍然相对较小。以下是研究已

经发现正念练习如何能够产生影响的一些关键领域。

1　正念与整体幸福感

正念和正念练习是长期以来被认为可以促进幸

福的意识属性。有许多研究表明，那些自我报告“非

常带有正念”的人常常会觉得自己更快乐些。这意

味着“幸福”和“正念”之间存在很强的正相关，表

明我们越是带着“正念”就会感觉越快乐。目前有不

少关于正念在心理健康中作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性格和正念状态都与自我调节的行为、

积极的情绪状态相关。一项癌症患者临床干预研究

发现，正念的增加与情绪障碍的减少呈正相关，即

正念状态的增加可以减少情绪障碍的发生［1］。此外，

正念练习还可以缓解内分泌相关的化疗药物引起的

副作用［2］。即使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本身，也推荐

进行正念练习，特别是自我意识和自我关爱，因为

这两者作为中介效应，影响整体幸福感［3］。

2　正念与抑郁

目前研究较多的是正念与情绪（包括抑郁情

绪、焦虑情绪等）的关系，即观察人们进行正念练

习后，情绪如何变化。在阐述正念与抑郁情绪的关

系时，不得不提到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它是由 Zindel Segal，

Mark Williams 和 John Teasdale 根据 MBRS 创造而来

的。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是一种改进的认知疗法，

它结合了诸如静坐冥想、呼吸练习等正念练习。

MBCT 治疗师使用这些方法教导患者如何摆脱负性

的思维模式，以便能够在抑郁症发作前消除抑郁症

状。MBCT 主要是用于经常发生抑郁或不快乐的人，

防止抑郁症状复发。MBCT 对于至少有过三次抑郁发

作的重度抑郁障碍患者也有疗效［4］。对某些伴有抑

郁的躯体疾病（如血管疾病、创伤性脑损伤）患者，

MBCT 也可改善抑郁症状。英国一项大样本随机对照

试验，比较了 MBCT 和维持抗抑郁治疗对预防抑郁

复发的有效性和成本效益（PREVENT）。研究发现，

在预防抑郁复发方面，MBCT 没有优于、但等同于维

持抗抑郁药物治疗的效果［5］。 

3　正念与焦虑

由乔恩·卡巴·金博士创立的正念减压疗法

（MBSR）适用于需要缓解压力或焦虑（焦虑是一种

慢性压力反应）的人群。总体而言，有不少相关的

研究支持正念练习可以缓解焦虑和压力，甚至有可

能改变压力相关的生物标记，如皮质醇。MBSR 对

伴有正常范围内的压力和焦虑的人群效果非常明显，

但不适合符合焦虑症标准的严重焦虑症人群。当然，

MBSR 对焦虑症患者也有帮助，仅限于他们同时接受

更传统的社会心理干预，如认知疗法（CT）或认知

行为疗法（CBT）。

最近的研究开始揭示为什么正念练习与 CT 或

CBT 结合起来，帮助缓解心境障碍和焦虑症症状如

此有用。研究发现我们的大脑有两种自我参照（self-

referencing）模式。一种被称为‘叙事自我（narrative 

self）’，另一种被称为‘体验式自我（experiential 

self）’。叙事自我就是我们在讲述自己是谁的故事，

体验式自我是我们“在当下”所经历的体验。神经影

像学研究发现，正念会增加与体验自我相对应的大

脑区域的激活，减少与叙事自我相对于的大脑区域

的激活［6］。为什么正念练习可能有助于缓解症状呢？

可能是通过改变‘对自己的扭曲、消极的看法’相关

的焦虑或其他情绪障碍。CT 和 CBT 改变叙事自我’

的同时，正念致力于创造一个空间或距离，带来一

种‘自我和故事之间关系’的改变。通过正念练习，

更加意识到这个故事只是一个‘故事’，并且更容易

改变其内容。通过自我报告和脑影像学研究都发现，

正念可以改变我们与“自我”的关系。

4　正念与疼痛

慢性疼痛十分常见，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患有慢

性疼痛，如偏头痛，腰痛等。正念实际上首先由乔

恩·卡巴·金博士带入医院帮助慢性疼痛患者改善疼

痛，这些患者被告知与疼痛相处，带疼痛‘回家’。

研究发现，MBSR 课程可以帮助慢性疼痛患者减少痛

苦。虽然研究没有明确疼痛缓解的机制，一个假设

是正念会影响 ‘痛苦感’体验相关的脑区，即岛叶皮

层（Insula Cortex）。这个脑区被认为是一种‘恒温器’，

当我们的身体没有处于稳态（homeostasis，正常状态，

不是压力状态）时会通知我们。例如，当我们的手被

灼烧或碰伤时，这个信号会传到大脑的岛叶，使我

们感受到疼痛并采取行动减少疼痛。有研究比较长

期冥想者和非冥想者的大脑结构差异，发现这两类

人的这个部位大脑结构不同。推出可能是长期正念

练习后，对疼痛的体验（即‘体验式自我’）与我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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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对围绕着疼痛本身的故事阐述（即‘叙事自我’）不

一样了。也就是说通过减少故事部分，可以减轻疼

痛。相反，有些人通过增加故事部分（例如：我遭受

的疼痛将长期存在，我可能因为这个疼痛影响工作，

最后失去工作等），可以会感受更多的痛苦。

5　正念与免疫反应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支持正念训练可以增强免

疫反应。即使是短期（8 周）的正念冥想练习课程也

会对大脑和免疫功能产生明显的、积极的影响［7］。

一些地区推荐正念练习，以增加对流感的抵抗，增

加癌症和 HIV 患者中的免疫反应信号，以及牛皮癣

患者的愈合率。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领域研究，

因为这些研究表明，通过正念练习，我们可以提高

身体对抗疾病或对细胞伤害的能力。 

6　正念练习对注意力的影响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关于正念对大脑和认知功能影

响的研究［8］。在认知方面，‘注意力’是相最容易受正

念练习影响的方面。目前至少有三种注意力方面的研

究：提醒（准备去注意）、定位（把你的注意放在哪里）

和冲突的注意力（忽略入侵的一些杂内容信息，并集

中注意力）。正念练习可能对这三个方面都有影响，

但研究证据表明，对冲突的注意力最有影响。

即使是在短短 5 天的培训期内，且每天不到 30 分

钟的正念练习，与对照组本科生相比，正念练习的本科

生表现出冲突的注意力得到改善。接受正念练习，这种

注意力很容易改善。即使是在有注意力障碍，如注意力

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情况下，通过练习也可以改

善这种注意力。冲突的注意力是一种对完成任务很有帮

助的注意力，因为它在设定目标和后续行动中非常关

键。这种注意力需要我们忽视那种杂的、与目标不相关

的、分散信息的关注，并且专注于手头的任务。

7　正念练习对大脑的影响

有很多关于正念练习（或冥想）的神经影像学研

究（包括脑电图、核磁共振等）发现：正念练习不仅

会影响注意力，还会改变大脑功能、甚至结构［9］。 脑

电图研究发现，冥想导致大脑某些脑区，特别是在

额部，出现更多的“同步性”（大脑不同区域的波状

态同步）脑电波发生。冥想可能会使大脑进入更放

松的状态。然而，同时有一些证据表明超高速脑电

波（伽马波）也可能在不同的大脑区域出现并同步，

这可能是“洞察力”或“创造力”的测量标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 David Creswell 

发现：采用磁共振成像（MRI）检查，带有和少带有

正念的人，对情绪的视觉图像（愤怒、快乐、悲伤）

的反应不同。具体来说，出现面部表情相关的词汇

（即愤怒、快乐、悲伤）时，大脑额叶（主要负责

推理和思考）表现得更活跃。有研究表明，将情绪

标记出来可以帮助我们平息情绪。当我们看到一个

面部表情如愤怒或恐惧，我们的杏仁核（大脑的情

感部位）会增加活动，并向其他大脑区域发送消息，

如“跑”或“打架”。同时，当我们标记情绪，额叶

皮层向杏仁核发送信号，使其活动安静下来。这些

研究支持，正念练习可以帮助我们识别情绪并应对

情绪。这可能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在正念评估得

分高的人往往不那么焦虑，不那么沮丧，总的来说

更快乐。他们甚至不太经常去看医生［10］。

8　正念练习对基因的影响

我们出生时，DNA 中编码了大约 25,000 个基因。 

我们有 46 条染色体，23 条来自父亲，23 条来自母亲。

染色体端粒是染色体的末端部分，这一特殊结构区域

对于线型染色体的结构和稳定起重要作用。细胞的寿

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端粒的长度和端粒酶的活性，

当端粒耗尽，细胞就会降解死亡。端粒的缩短与衰老、

压力有关。端粒是染色体，就像鞋带的两侧塑料尖端

一样。当它们是新的时，很容易穿过鞋子；当它们经

常磨损、已经老了，很难穿过鞋子。正念练习可能与

更健康的端粒有关（长度更长），并且它可能有助于阻

止随着年龄增长对细胞健康的危害。但正念练习尚没

有发现对端粒的显著影响［11］。虽然目前也还不完全清

楚正念练习对基因表达的影响机制，但研究表明正念

练习会以促进健康的方式影响基因表达［12］。 

四　正念的科学性研究进行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展望

如前所述，正念的科学性研究才刚刚开始。因

此，许多正念相关的科学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特别是很多研究都是初级阶段的探索研究，样本量

也相对较小，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未来，需要更

多严谨设计的、较大样本量的关于正念的科学性研

究。进一步对正念和正念练习进行科学探索，可以

帮助我们更加科学、客观的看待正念，使其既不被

过度炒作，也得以科学利用。

总之，从目前有限的科学研究数据来看，这些

科学研究支持正念练习是促进健康、幸福感的可行

方式。由于很容易学习和练习正念，它被推荐为每

日健康养生的辅助方法。但是，仍需要更多的科学

来确定其效果，以及它的作用机制，这样我们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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