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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成长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侯文俊 1 、 范新刚 2 、 赵富才 1

【摘要】基于创伤后成长在临床应用研究的历史，对创伤后成长在临床中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以

建构主义观点、心理认知理论、资源保护模型和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解释创伤后成长临床应用进展。

分析临床研究现状发现，关于创伤后成长与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心理健康的关系目前尚没有统一解

释，研究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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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这种

现象和概念最早是由 Tedeschi 和 Calhoun［1］发现并提

出，他们将 PTG 定义为个体与创伤事件斗争而经历

的积极变化集合，分为与他人相关、新的可能性、

个体力量增强、生活的欣赏和精神改变五个维度。

并不是创伤事件本身有成长，而是创伤性事件对个

体的创伤前图式，他们的关系和世界，通过打破他

们对世界的假设并迫使个人的目标、信仰以及更广

泛的世界观的重新配置。PTG 既是与创伤抗争的积

极结果，也是个体在处理和接受创伤中确定自身积

极变化的过程。

PTG 临床干预最早追溯到杰拉尔德·卡普兰

（Gerald Caplan）制定了针对社区精神健康的预防性

或早期危机干预方法［2］，认为危机需要明确干预，危

机变化可能是适应性的，在此期间个体有机会进行

重要的学习和心理成长。其后，Victor Frankl 提出人

都有找到意义的基本目标，人们能够被一些意义所

激发，这是人看到希望和找到意义的基础，心理治

疗建立在虽然个体生命有明显缺陷，但仍能够找到

生命的意义［3］。Tedeschi 和 Calhoun［1］经过临床调查

和前人对生命意义和成长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PTG

的概念和 PTG 在临床应用的可能性。之后研究人员

结合临床实践和心理治疗，从 PTG 临床视角分析创

伤危机干预，帮助个体获得更好发展。Neimeyer［4］

认为叙事疗法是为促进患者 PTG 而设计的创造性治

疗程序，帮助人们从他们生活中最痛苦事件的中找

到意义甚至是积极的情绪，从而让个体中获得明显

的心理健康益处。我国对 PTG 临床应用最早提及是

在汶川地震后，张倩等［5］认为 PTG 作为与创伤应对

的可能结果拓宽了临床视角，为震后心理重建工作

提供新的思路。为进一步明晰 PTG 在临床中的应用，

本文从 PTG 临床应用理论基础和临床应用现状进行

梳理。

一　PTG临床应用理论基础

1　建构主义观点

人们创造理解经验的基本认知，以及关于自我、

未来和世界的核心信念，个人建构理论，图式理论

和假设世界模型提供了理解 PTG 过程的方法。从建

构主义的角度来看，悲痛是一个中心过程，它试图

重申或重建一个被损失所挑战的意义世界。人类功

能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我们生活中的事件中寻求秩

序、模式和意义，并在这个过程中构建一个自我叙

述，一个我们可以理解的生活框架。图式理论和假

设世界模型都强调了我们对于世界有一个最基本的

框架和认知，比如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可控的，这

种基本信念让我们在创伤来临时会会陷入内疚和无

法确信的痛苦之中，但也正是因为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改变了这些基本信念，才会对事件有新的看法，

创造新的人生关系，经过努力挣扎从而产生 PTG。

2　心理认知理论

在 PTG 临床中，对认知的利用成为不可忽视的

一个问题。认知适应理论认为，主体经历威胁到他

的创伤事件时，心理调整过程的关注三个主要问题：

在不利事件中寻求意义、试图保持对自己生活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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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感知控制、努力增加价值感和自尊［6］。而成功的

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持和改变幻想的认知能

力，这不仅缓冲了目前的威胁，而且也影响到未来

可能出现的挫折。PTG 最重要的是关注在创伤过程

中与痛苦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明白用何种

认知去找到或改变这个过程。让·皮亚杰提出了“同

化”和“顺应”这两种认知过程，新的与创伤有关的

信息必须在世界现有模式中同化，或世界现有的模

式必须适应与创伤有关的新信息，在创伤后究竟如

何成长，需要我们能够在顺应与同化之间找到平衡。

3　资源保护模型

Hobfoll 等提出资源保护理论（Resource Protection 

Model，COR）认为人们寻求保护他们拥有的资源，

持续或严重的资源损失是威胁一个人幸福的核心。

根据 COR，创伤的影响是物质和心理资源丧失的直

接后果，在创伤性事件期间或之后发生［7］，除了评

估存在威胁生命事件的影响之外，有必要评估资源

损失的影响。该模型认为，人们可获得的物质，文

化和社区资源缓解压力或创伤的结果，个人，家庭

和社区不仅可以从创伤事件中恢复过来，还可以为

灾难发生后可能发生和发展的未来事件找到新的资

源。失去关键、有价值的客体，个人或资源会产生

心理困扰，并成为压力过程的核心，当个人需要这

些资源来帮助他们进行调整并对抗压力过程中固有

的环境和内部需求时，保护资源会提供支撑。找到

创伤幸存者的保护性因素，合理利用资源，是 PTG

干预的新的思路。

4　自我决定理论

R y a n 和 D e c i 的 自 我 决 定 理 论 （ S e l f -

Determination Theory，SDT）强调个人内在力量对人

格发展的重要作用，SDT 把人的需求分为自主需要、

能力需要和归属需要，把人视为一种有积极成长需

求的生物体，一旦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就能自

然维持成长的状态［8］。自我决定理论适用于创伤后

成长，要发生创伤后成长，人需要满足基本的心理

需求，在此基础上启动“顺应”的认知过程。由于创

伤可能会破坏这些需求，因此个人会有动力使自己

恢复到一种他们能够感觉到的状态，并且是自主的，

有能力的，归属于他人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最

重要的是通过行动满足需要，如果只通过意义创造

来实现，那么这些目标就很难实现。相反，意义制

定必须转化为行动，以恢复个人的自主控制感，并

验证他们有能力保护自己和家人，并过他们的生活。

自我决定理论强调人的自主性和基本动力需要的满

足，PTG 的五个维度，个人发展，新的生活优先事

项，深化的意义感，与他人联系、精神变化都与人

不同的需求息息相关，自我决定理论为个人在经历

创伤事件后的成长提供新的资源和努力。

建构主义为 PTG 的应用提供概念基础，心理认

知理论和资源保护模型提供在应用中的操作指导，

改变认知和寻找保护因素是积极成长的重要途径，

自我决定理论从自身出发，积极行动满足需求，发

掘个体成长因素。

二　PTG临床应用研究现状

1　早期 PTG 临床研究进展

面对创伤事件，最初发展阶段学者们更多的

关注创伤的消极方面，如抑郁、焦虑、恐慌、自杀

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等方面，同时在生活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人

面临着广泛的创伤，比如家庭分离、朋友丧失、人

际关系破裂、性侵犯、重大疾病、被打骂囚禁，少

年犯罪攻击行为等，给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心理压

力和危机。面对如此多的创伤事件，对创伤消极层

面的关注开始让人们思考如何为这些在创伤中的人

们走出创伤，创造新的可能性，随着积极心理学的

发展，PTG 提出并被人们关注，PTG 概念的形成为

临床干预的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启迪。引导创伤幸

存者发现自己有成长的机会，虽然对创伤事件重新

建构和成功应对是痛苦的，但这些困难给人提供了

一个新的机会去重新认识自己的能力和可能性。

2　PTG 与 PTSD 的关系，为临床应用提供新思路

为深入探讨研究创伤后成长在临床中的应用，

要理解 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

对人的作用，创伤事件后，人们可能会经历两种较

为极端的状态——PTG 和 PTSD。创伤相关的过度兴

奋或反应性也被视为 PTSD 的常见因素，包括易怒和

攻击行为，自我毁灭或鲁莽，过度警觉，夸大的惊

恐反应，注意力集中和睡眠障碍。PTSD 是指暴露在

一个或多个创伤事件之后，认知、情绪和行为发生

变化，PTSD 临床表现个不相同，但主要包括闯入性

症状、回避性症状和警觉增高症状三个评价标准［9］。

PTSD 和 PTG 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是在临床和实际生活

研究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两者之间关系至今没有

一个明确的研究，Liu 等［10］元分析也表明 PTG 可能

与 PTSD 症状正相关，并且这种相关性可能因年龄，

创伤类型和创伤后的时间而改变，PTG 水平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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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被忽视，而应该继续得到帮助以减轻他们的

PTSD 症状。Schubert 等［11］对文章进行系统的调查

统计表明，PTSD 创伤存活者比没有 PTSD 的表现出

更多的 PTG，并且 PTG 可以在治疗过程中加强，其

中 PTG 是否是 PTSD 治疗的理想结果尚不清楚。伍

新春和周宵等［12］从整合——比较的视角对两者的关

系、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发现在创伤后的短时间呢，

PTG 作为一种策略，可以缓解 PTSD；在创伤后的长

时间内，PTG 作为一种结果，可以由 PTSD 转化。综

上所述，无论 PTSD 和 PTG 的关系是正向负向或者

是辩证整合的，两者都存在密切关系，这为临床积

极干预提供了可能性。

3　PTG 与心理健康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PTG 在心理健康发展中有

重要作用，Shakespeare 对经历过海啸、父母殴打、

自杀未遂以及伴侣攻击等 14 名创伤幸存者的进行调

查和主题分析［13］，验证 PTG 的五个维度，发现当他

们理解 PTG 的概念时，PTG 的发生与他们是否理解

其概念有关，PTG 对某些人来说是可以表达和衡量

的结果，体验 PTG 是一个发展心理弹性和智慧并创

造意义的过程，应该在从业者、学者、学生和更广

泛的社区加大对 PTG 的关注。Kim 等认为创伤后成

长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找到了创伤后成长的某些健

康益处，例如幸福感，感恩，积极情绪和生活的意

义，他的研究建构了创伤后成长与幸福和生活满意

度之间相关联作为健康的结构［14］。Husson 纵向的研

究调查患有癌症的青少年和年轻人，PTG 是动态的，

可以预测心理健康的结果，心理社会干预应侧重于

促进 PTG，以促进对诊断癌症患者的调节［15］。

从关注创伤事件产生的消极情绪开始转向从创

伤中学习促进个体发展，临床应用中引入 PTG 研究

视角。在 PTG 临床应用中，明确 PTG 和 PTSD 之间

的关系可以更好的为临床干预和应用提供新的思路

和方向，辩证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能促进成长可能

性。创伤过后，带给人的不仅仅是痛苦，PTG 是人

们在自身努力和挣扎中的结果，我们能从创伤中走

出并心理健康发展。

三　研究展望

概述了 PTG 的理论基础和临床应用发展后，临

床上关于 PTG 的发展并不构成一种技术，也不是一

个新的治疗建议，只是给临床工作提供一个新的角

度，拓宽临床视野，通过改变创伤幸存者对创伤的

理解，帮助受创伤者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临床工

作者应该特别小心，不要建议患者必须从他们的经

历中成长，没有证据表明 PTG 的成功获得是创伤恢

复中所必需的［16］。临床干预的目标并不是完全缓解

所有的痛苦，因为痛苦与持续的认知处理有关，从

长期发展来看，痛苦可能产生更好、更有意义的结

果，这里可能就包括 PTG。PTG 的出现并不是在短

时间内才有的，根据不同的人和环境，在创伤事件

发生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在 PTG 出现的早期，部

分人可能会否认现象的存在，提高临床医生对成长

可能性的认识很重要。

未来 PTG 的因素研究干预应侧重纵向研究调

查，动态研究和发展轨迹才能为临床的干预提供重

要的线索和方式。在 PTG 的研究调查中，社会支持、

心理韧性、应对方式、人格特征、叙事方式、认知

风格等都是在研究过程中的主要因素，他们之间的

关系目前还没有确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影响 PTG 的

因素。从长远来看，建议临床医生以个体优势为基

础，利用并跨多个影响层面，调整相关的经验确保

资源的利用，有针对性和整合性地促进 PTG。这不

仅可以增强创伤幸存者在目前的担忧背景下的健康

和福祉，而且可能减少他们今后对正式心理健康服

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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