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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疗法对初三学生焦虑情绪的干预研究

马淑芬 1 、 李鹤展 1 、 邹晓波 2 、 林志雄 2

【摘要】目的　探究绘画艺术疗法对初三学生焦虑情绪的干预效果。方法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

（SAS 量表）对东莞市清溪中学 634 名初三学生进行焦虑情绪调查，随机选取 SAS 量表评分≥ 60 分

学生 68 名，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4 例，对照组学生给予一般心理辅导干预，

实验组学生给予绘画疗法干预。所有研究对象均给予每周 2 次，每次 45 分钟，连续五周的干预，比

较两组学生干预前后 SAS 量表评分差异。结果　634 名学生 SAS 量表评分 50～59 分（轻度焦虑）

共有 62 名（9.78％），60~69 分（中度焦虑）共有 118 名（18.61％），≥ 70 分（中度焦虑）共有 29 名

（4.57％）；干预后两组学生 SAS 量表评分均低于干预前（P< 0.05），而实验组学生干预后 SAS 量表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P< 0.05）；所有参与实验的女生干预前后均高于男生（P< 0.05）。结论　绘画

疗法可有效改善初三学生焦虑情绪症状，学校应针对不同焦虑程度、性别的学生给予相应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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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Intervention of Painting Therapy on the Anxiety of the Third Year Students 
　　MA Shufen，LI Hezhan，ZOU Xiaobo，et al.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Dongguan 52380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painting art therapy on anxiety in junior students. Methods　634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Dongguan City，Qingxi middle school were investigated by SAS scale. Sixty-six stu-

dents with SAS score ≥ 60 points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ll the subjec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group has 34 students. The subjec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general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tervention，the experimental group of students to give the treatment 

of painting intervention，all subjects were 2 times a week，each 45 minutes，five consecutive weeks of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of SAS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Results　Among 

the 634 students，there were 62（9.78％）of the SAS scale score of 50-59，118（18.61％）with 60~69，and 29
（4.57％）with ≥ 70；Af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the score of SAS in both groups was lower than that before 

treatment（P<0.05），but the score of SA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All girls' SA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boy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Painting therap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anxiety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school should give corresponding intervention for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anxiety and gender.

【Keywords】Painting therapy；anxiety；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treatment effect

初三学生面对升学压力等各方面的压力，多出

现不同程度的失眠、消化不良、心慌、出虚汗、记

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1］，导致学习效率

降低，学习成绩下降进一步加重心理压力，陷入一

个恶性循环中。绘画疗法（Drawing Therapy，DT）是

一种以大脑左右脑半球分工与心理投射理论为基础

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技术之一［2］，关于绘画疗法

的相关文献报道最早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对精神病

艺术家的研究观察［3］。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绘画疗

法广泛应用于儿童心理治疗当中，但国内对于绘画

疗法的报道较为少见，笔者采用绘画疗法对初三学

生焦虑情绪进行干预，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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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 量表）对东莞市清溪中

学 634 名初三学生进行焦虑情绪评估，随机选取 SAS

量表评分≥ 60 分学生 68 名，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34 例，入组标准：（1）全日制

在校中学生；（2）自愿参与并可坚持完成全部干预

治疗者；（3）焦虑情绪无法自我调节并持续时间≥ 3
个月；（4）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不愿

意进行心理治疗，或无法完整完成全部治疗周期者；

（2）伴随其他躯体残疾或重大疾病者；（3）有精神

疾病史者。其中对照组男 13 名，女 21 名，平均年

龄（15.89±2.06）岁；实验组男 11 名，女 23 名，平

均年龄（16.15±2.37）岁 .

1.2　方法

对照组学生给予一般心理辅导干预，包括安排

个别学生进行一对一心理辅导、以小组为团体开展

小组心理放松训练，如肌肉放松法、自信训练法、

想象放松法、注意转移法等、或小组成员之间相互

讨论考试心得等。

实验组学生给予绘画疗法干预，主要方法：所

有实验组学生第 1、2 次绘画为个体绘画，绘画内容

不限，让学生自由想象，任意涂鸦并抒发心中压抑

的创伤与负面情绪，心理治疗师根据不同个体的绘

画内容与风格进行分析与记录，分析学生所绘内容

中体现个体的自我表达与个性，治疗师积极解释当

事人的绘画作品以增加学生的自我了解程度，在学

生与治疗师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并通过交谈过程

提高学生的自由表达情感，增加学生表达自信心。

其后的第 3、4 次绘画为团体绘画，将 34 名学生随

机分为 6 组，每组 5 人，其中 1 组 4 人，每组规定绘

画内容为“人树房”或人像画，绘画前给予 15min 进

行组内讨论分工，要求画内的每个部分都必须相互

联系，并在绘画活动结束后，整组成员上台讲解自

己所画内容及其在整幅画中的作用或位置。

所有研究对象每周 2 次，每次 45 分钟，连续 5 周

的干预，比较两组学生干预前后 SAS 量表评分差异。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东莞市清溪中学初三学生焦虑情绪调查结果

东莞市清溪中学初三学生共有 634 名学生，其

中 SAS 量表评分 50~59 分（轻度焦虑）共有 62 名

（62/634，9.78％），60~69 分（中度焦虑）共有 118

名（118/634，18.61％），≥ 70 分（中度焦虑）共有

29 名（29/634，4.57％）；SAS 量表评分≥ 50 分的学

生中，男生 61 名（61/209，29.19％），女生 148 名

（148/209，70.81％）。

2.2　两组学生采用不同干预前后 SAS 量表评分

比较

干预后两组学生 SAS 量表评分均低于干预前

（P<0.05），而实验组学生干预后 SAS 量表评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的（P<0.05），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1　两组学生采用不同干预前后SAS量表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实验组 34 69.36±7.47 50.15±11.02 8.41 <0.001

对照组 34 68.98±8.52 56.69±10.49 5.30 <0.001

T值 0.20 2.51

P值 >0.05 <0.05

2.3　所有参与研究的男女生干预前后 SAS 量表

评分比较

男生干预前与干预后 SAS 量表评分均低于实验

组女生的（P<0.05），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2　实验组男女生干预前后SAS量表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男生 24 64.36±9.21 39.28±15.74 6.74 <0.001

女生 44 72.07±7.30 53.66±11.32 9.07 <0.001

T值 3.79 4.35

P值 <0.001 <0.001

3　讨论

初三学生随着升学、频繁考试等压力增大，再

加上家长对学生期望过高，学生的自我评价不完善

等原因导致学生心理压力较大，引起情绪抑郁或焦

虑 ［4］，主要表现为考试前或考试期间出现过分不安、

紧张、恐惧等情绪障碍［5］，这种状态往往影响学生

应试时的思维应用，降低学生记忆力与注意力，影

响考生成绩。研究显示，焦虑情绪在个性内向、情

绪不稳的学生身上表现更明显［6］。而田雪等认为初

三学生过重的心理压力不仅来自学业与成绩，刻板

强制或过于理想化的家庭关系亦是影响学生情绪的

重要因素之一［7］。除此之外，老师的关注度、可行

复习计划与应试技巧的缺少、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学习方法不当、不能有效调节情绪、缺乏坚韧的意

志等均可能导致学生发生焦虑情绪的因素［8］。

本研究对东莞市清溪中学初三学生共有 634 名

学生进行焦虑情绪调查，并按照 SAS 量表评分情况进

行分级：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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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分为中度焦虑。而调查显示 SAS 量表评分≥ 50
分的学生共有 209 名，占全部初三学生的 32.95％，

提示初三学生出现焦虑情绪的人数占总初三人数的

1/3，学生们的焦虑情绪亟待调整治疗，而 SAS 量表

评分≥ 50 分的学生中，男生 61 名占 29.19％，女生

148 名占 70.81％，说明女生出现焦虑情绪的比例明

显高于男生的。其中原因可能为初三学生正处于学

生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学生的自我意识逐

渐成型，在人际交往、自我情绪调节等方面处理能

力仍较弱［9］，而女生的生理发育与心理发展较同时

期男生相对成熟，体验到的心理矛盾较男生要多［10］，

且在人际交往中，女生较男生更为敏感，考虑问题时

也更加细腻与更多地在乎别人的看法［11］，故本实验

除观察不同干预方法对学生焦虑情绪的影响外，还

对不同性别的干预效果进行观察，结果显示所有参

与实验的女生干预前后均高于男生与上述结论吻合。

其中 SAS 量表评分 50~59 分共有 62 名，60~69 分

共有 118 名，≥ 70 分（中度焦虑）共有 29 名，中度

焦虑的学生占大部分，而轻度焦虑的学生可以通过

自我调整或老师的开导消除焦虑情绪，故本实验选择

SAS 量表评分≥ 60 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

干预后两组学生 SAS 量表评分均低于干预前，而实验

组学生干预后 SAS 量表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的，说明

绘画疗法可有效缓解学生的焦虑情绪。相对于传统心

理辅导干预，以绘画为中介，采用心理投射技术发掘

自我意识，呈现自我思维与心理活动［12］，通过绘画将

人类无法言语描述的情绪表达出来，治疗师可更为全

面地了解学生焦虑的主要来源［13］，学生也在绘画过程

中释放自己压抑的情绪［14］。而团体绘画课有助于改善

学生的社交能力，提升自身的表达能力，也在团队活

动了解如何交流的技巧，提升社交的自信心，促进其

自尊发展，达到自我康复的目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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