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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应激个体干预“简快重建法”

隋双戈

【摘要】新型冠状病毒疫情（COVID-19）爆发以来，心理应激干预需求激增。心理应激团体干预

“简快重建法”自 2008 年创立以来，多次在重大事件心理应激干预中得到认可，并在个体辅导中发

挥作用。为契合本次疫情的心理援助特点，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指导原则》［1］，在“简快重建”基本框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提炼出疫情应激

个体干预“简快重建法”。通过一次干预中的四个环节（问题呈现、信息传递、应对探讨、总结提升），

协助服务对象稳定状态，看到资源，获得支持，恢复适应性的心理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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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庚子新春，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在多因素

交织下，国民遭遇前所未有的心理应激。然而，应

激干预的巨大需求，凸显了相关专业人员、专业技

能的稀缺。

应激干预目的是减轻受影响人群的应激反应，

稳定身心状态，恢复适应性的心理社会功能，是

应急、短期的社会心理支持，不是心理治疗［2，3］。

Mitchell 提出的“紧急事件晤谈（CISD）”作为应激事

件团体心理干预模式的典型代表，曾发挥过重要作

用，但也存在不能改善急性期症状、提高创伤后应

激障碍风险等争议，其在心理疏泄环节存在负面评

价 ［3，4］。其它较好的模式也存在每次容纳人数较少

或需要多次才能完成等局限，未能解决大规模灾难

等应激事件中需求量大、成员流动性大等难题［3］。

2008 年，在 CISD 等前人模式的基础上改良、创新形

成了心理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法”，例如借鉴了 CISD

等危机干预团体模式中的有效部分，弃用其引发争

议的“事实期”、“感受期”；适时发挥 Hobfoll 等人提

出的心理急救中促进积极适应的安全感、平静感、

效能感、联结感和希望［5］这五要素的协同作用与团

体动力，最终实现干预目标。

心理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法”首次应用于 5·12 汶

川地震的心理援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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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到肯定［3］。

在临床实践中，多地使用者报告“简快重建法”也适

用于个体应激干预，可能与其中包含了从心理健康教

育到资源取向的心理创伤治疗稳定化技术有关。有研

究表明，心理创伤治疗中单独使用稳定化技术可显著

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6，7］。近年来，在现代心

理应激干预、创伤治疗等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

“简快重建法”不断总结提炼，并在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初期形成了疫情应激个体干预“简快重建法”操作

指引，应用于疫情期间的热线、网络等心理援助。

该模式可在心理应激的不同阶段使用，为应激干

预实践提供了安全的简便框架，助力专业人员更有效

地发挥所长，也适合准专业人员学习使用。为保证服

务对象福祉最大化，运用“简快重建”者的理想受训

背景应包括应激干预基础理论与干预技术，简快重建

理念、技术的学习、演练与督导。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认证培训项目《心理

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法”》已连续多年开展。

一　概要

简快，意指方法的简便快捷，语出《清异录·方

便囊》（宋·陶谷）；重建，示意重新建设心理、社会

功能的方向。

1　适用人群

受应激事件影响者，包括从人际事件、自杀事件

［基金项目］中科院深港脑科学创新研究院 2020 年度开放课题（编号：NYKFKT2020004）：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

情下心理复建团体心理服务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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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等各类应激源的影响。

2　目标

稳定状态，看到资源，获得支持，促进重建。

3　流程

呈现问题，信息传递，应对探讨，总结提升；

见图 1。

4　时长

个体版用时 50 分钟左右，时长与服务对象的情

况和使用者对“简快重建法”的理解和熟练程度有关。

图1　个体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流程

二　主要步骤

以下步骤适用于应激事件发生后受影响人员的

个体社会心理支持，地面或远程（电话、网络等）服

务均可。

1　问题呈现

目的是呈现服务对象当前最困扰的问题（或症

状）。

1.1　了解是什么　了解求助原因，拟沟通的困

扰与期待。不聚焦于应激事件（例如疫情）本身，而

是探索与应激体验相关的问题、应激事件带来的困

扰，并具体化。例：对于“最近睡觉不好”，需要了

解对方表述的具体含义，是指入睡困难、早醒、多

梦还是别的什么？有多久了，严重程度、波动情况

及关联因素等。

1.2　了解为什么　为什么此时求助，为什么拟

处理这个、而不是别的困扰。以强化动机，看到意义。

1.3　聚焦核心问题　如服务对象拟处理多个问

题，应聚焦在当前情境下最困扰他的问题，调整合

理期待，达成本次目标。

1.4　评分　服务对象为这个问题带给他当下的

困扰程度评分，分数从 0（中性或没有困扰）到 10
（最严重的困扰或痛苦感受）［8］。

2　信息传递

目的是使服务对象了解所呈现的问题（症状）是

人类经历此类应激事件的正常反应，并提供有助消

除误解的信息，以及所需的实用信息。

2.1　正常化　人类面临此类应激事件会出现哪

些身心反应，服务对象的情况是人类遇到这类事件

的正常反应，以及这些反应发展变化的规律。

2.2　提供相关科普信息　近期综述显示，信息

的清晰提供有助于减轻新冠疫情期间检疫隔离的心

理冲击［9］。有针对性地科普“新冠病毒”疫情等相关

知识，消除误区、谣言的信息不对称；提示因过度关

注负面信息而被忽视的部分（例如确诊人数降低的

趋势，增长的治愈人数，传染病传播的三要素及可

控部分）；提醒哪些身心状况可能需要寻求专业诊治。

3　应对探讨

目的是通过自助、互助、他助相结合的方式，

与服务对象共同寻求解决思路或办法。

3.1　内部资源　增加服务对象的自我效能感是

应激干预要素之一［5］。协助服务对象寻找当前或过

去应对相关问题的成功经验，了解其内在资源与力

量，哪些是积极的应对方式，进行提取、强化。

3.2　外部资源　高质量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复原

力与创伤后成长［10，11］。协助服务对象梳理、连接高

质量帮助、支持的外部资源（例如亲友等社会支持网

络），看到处理问题的更多路径。如有需要，助人者

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多支持资源、处理方法，以及有

关疫情、救助、安置、保障等对方需要的实用信息。

3.3　再次评分　再次评估核心议题的困扰程

度，范围 0-10 分。

3.4　改善计划　在上述基础上，面向未来探讨

改善计划。助人者可根据对方提出的想法，辅助改

进内容，促进其接纳、掌握对他最适合的可行规划。

4　总结提升

目的是总结提炼收获感悟，增强信心，启动行动。

4.1 回顾历程 回顾本次辅导的过程或对方改善

的历程。

4.2 总结收获　总结收获、感悟。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424 -

◎

专
栏
文
章◎

 Special colum
n

4.3 启动行动 帮助服务对象看到资源，看到更

多途径、方法，看到改善的希望，强化动机，促进

行动。

4.4 达成承诺 达成朝向改善的行动承诺。

三　注意事项

1. 助人者需了解自己的角色定位与工作限制，并

知道哪些问题应在急性期处理（例如急性反应），哪些

可以后续处理（例如当前反应背后的早年创伤）。以

尊重、平等、开放、包容的态度感同身受对方的处境

与问题，适当共情，是一个好的开始。同时也注意心

理急救时的共情，并不是日常咨询的深度共情。

2. 应在辅导前对相关人群和普遍议题有一定的

了解（常包括对疫情的了解，疫情发生后认知、情绪、

躯体、行为等方面的反应等），并在“问题呈现”环节

中邀请对方呈现疫情给他带来的变化与困扰。如有

需要，可通过有节制的自我暴露（例如一位助人者这

样说过：“这段时间，每次看数据公布我都很担心，

不知你怎么样？”）增强连接、引发共鸣及问题呈现。

3.“问题呈现”阶段，应以积极倾听为主，给对

方足够的表达空间（以不增加痛苦、不产生危害为

限）。同时避免负性场景的详细描述，尤其是较强

冲击力的负性场景（如恐怖场面、闪回的具体内容

等）［3］。发现苗头应柔性阻断、回到主干，对双方都

是一种保护。

如果对方过度沉浸在负性情境中，表现出极度

的伤痛、惊恐等反应，可通过稳定化技术帮助其关

注当下、回到此时此地（例如 Grounding 技术），隔离

过度的负性冲击（例如容器等隔离技术），缓解紧张、

稳定情绪（允许紧张、害怕的表达和情感自然地流

露，给服务对象一些时间，然后可带领其回到此时

此地，并通过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平静之

所等自我安抚），增加平静感、安全感和耐受阈［6-8］。 

该部分是后面工作的基础，问题呈现是否充分，

共情与暴露是否适当，关系到双方关系的建立和努

力的成效。

4. 在“信息传递”环节，结合对方在“问题呈现”

环节提出的各种情况，使其确认并不只有他才会出现

这些情况，别人也会有这样的反应。并通过其自身体

验和他人经历，对这些反应的发展变化有所了解，增

加把控感和安全感。助人者事先了解科普及其它有用

信息，有助于精确传递与认知调整。表述要接地气，

以对方能听懂为标准；以不伤害对方的自尊为底线。

5. 在“应对探讨”环节，当服务对象难以找到自

己应对当前问题的办法或资源时，可以说：“的确很

不容易！那么这些天，你是怎么过来的？”引发对方

看到自己已在使用、但没意识到的应对方式和资源。

应 激 之 下 ， 以 焦 虑 抑 郁 、 睡 眠 障 碍 、 躯 体

化、疑病、否认、解离、强迫症状等形式出现的反

应十分常见，助人者如学习了眼动脱敏感再加工

（EMDR）稳定化的技术、创伤聚焦的认知行为治疗

（TF-CBT）、催眠治疗技术（除了有与前述部分稳定

化技术相似的内容以外，还可更多发挥服务对象自

身的能力、身体的智慧），在这个环节传授方法、调

整认知，会发挥更大作用。改善计划中，第一步的

难易程度决定了实施的可能性，因此第一步一定要

小、足够容易。

第二次评分时，困扰程度评分下降，是干预后的

常见现象，但不要期待着一次干预就把评分降到 0。

评分未降到 0，自有意义，可同对方探讨。如果评分

无变化或上升，可同对方讨论背后的原因。例如，是

对评分的理解有误还是因另外困扰影响等。如果是因

另外困扰的出现拉高了分数，可用容器技术等隔离技

术减轻影响，日后时机成熟时再处理另外的困扰。

6. 在“总结提升”阶段，倾听服务对象分享收获

或感悟的过程中，如有需要，可以适当方式给予补充

调整、提升意义，并让对方感到是他自己总结出来的，

以期更好地内化效果，增强内驱力，促进自动践行。

四　局限与展望

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法”相当于助人者的“脚手

架”、服务对象的“救生圈”，广泛应用于日常压力困

扰、事故、灾难、突发事件等不同应激情境，以及

受影响的各级人群，可在各阶段促进受影响人员心

理、社会功能重建。

在应激干预实践中，虽然“简快重建法”的应用

者给予了积极反馈，对照研究也显示使用“简快重

建法”的实验组与未使用该方法的对照组相比，在

主观困扰度及症状的评分方面有显著下降（另文报

告），但仍受样本数量、被试范围等局限，需要进一

步研究探索。此外，因“简快重建法”基于认知行为

的设计，服务对象应具有相应的认知功能，不适合

精神分裂发作期、惊恐发作、部分类型的人格障碍

等精神障碍患者及婴幼儿等认知功能尚不足以完成

相关内容的人群。同时，该模式不适合自杀危机干

预，自杀危机干预另有专门的理论与技术。

在举国同心战疫的当下，期待助人者能掌握“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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