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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减压疗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心理干预的应用

毛茂琳 1 、 罗庆华 1 、 廖艳辉 2

【摘要】正念减压疗法（MBSR）是目前最为成熟且系统的正念疗法，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表明其

在情感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应激水平、免疫力的提高等方面有良好的干预效果，并且

MBSR 简单易操作，随时随地都可进行练习且对大多数人群均可受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

性、群体性等特点，易使公众出现各种心身问题。本文从公众心理干预、正念冥想模型角度探讨正

念减压疗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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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中国发生了多起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如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

2004 年禽流感、2008 年汶川地震、2019 年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NCP）等，除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外，公

众的心理问题也十分严峻。近年来，我国也逐渐重

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本文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个体的影响、正念减压疗法

（MBSR）在国内外的使用、正念减压操作内容等方

面进行综述，以期促进正念在公众心理干预中的使

用和提供理论基础。

一　正念的概念和理论基础

 正念（Mindfulness）在当代临床健康心理学领域

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但以正念为基础的正念认知

疗法（MBCT）、接纳与承诺疗法（ACT）、正念减压

疗法（MBSR）等对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创伤后应

激障碍（PTSD）、进食障碍、癌症等个体有较好的心

理干预效果。

1　正念概念界定

 正念（Mindfulness）一种有目的、不评判的

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刻的方法。正念减压疗法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是目前

最为成熟且系统的正念疗法，是基于正念发展而来，

主要通过提供正念冥想训练来缓解主体的压力和加

强个体情绪管理，在国外广泛应用于临床与非临床

领域［1］。

2　正念的理论基础

2.1　正念冥想的模型　国内陈语，赵鑫等［2］整

合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正念冥想的再感知模型、正念

应对模型、推动性上升螺旋模型以及正念情绪调节

模型，强调正念冥想对情绪的作用，为正念的临床

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再感知模型：Shapiro 等 ［3］提出的正念冥想再

感知模型认为，假设正念的三个组成部分：意图

（intention）、注意（attention）、态度（attitude）（IAA），

三个部分并不是独立的阶段，而是一个循环过程的

交织体，同时发生。正念冥想训练通过有目的地（意

图）、开放地和不评判的态度（态度）进行注意加工

（注意），这种注意加工会产生“再感知”，即思维方

式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对心理内容如思想、情绪和

感觉进行去自动化、分离的加工。这种转变可能促

进多种机制，包括自我调节、价值观澄清、认知行

为灵活性和暴露。通过重新接收，我们不再受焦虑

或恐惧等状态的控制，而是能够将它们用作信息。

通过有意识地（意图）在当前时刻引起意识（注意）

和接受（态度）的体验，我们将能够更好地使用更广

泛、适应性更强的应对技能。

正念应对模型：Garland，Gaylord 和 Park ［4］的实

验论证正念在认知评价过程中居中心作用并提出正念

应对模型。根据这个模型，当一个给定的事件被评估

为一个超出自己能力的威胁、伤害或损失时，以正念

模式来启动一个适应性反应，关注意识本身的动态过

程，而不是它的内容。这种模式增加了注意力的灵活

性，扩大了意识。从这种扩展的元认知意识的角度来

看，人们可以通过赋予事件新的意义，以积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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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评价给定的事件。然后，对事件的重新评估会产

生积极的情绪，如同情、信任、信心和平静，这会减

少压力，进而影响后续的评估过程。

推动性螺旋上升模型：Garland 等 ［5］结合积极情

绪的拓展和建立理论，以及关于情绪可塑性神经回

路的情绪神经科学进展，提出正念冥想可能在上升

螺旋加工过程中产生积极情绪。并说明正念和慈心

禅冥想，作为产生积极情绪的手段，可以对抗抑郁

症、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中的消极情感过程。

正念情绪调节模型：Chambers 等 ［6］整合概念提

出正念情绪调节模型，正念认为所有的精神（认知

和情感）现象仅仅是心理事件，因此不需要采取行

动。正念情绪调节是指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正念意

识的能力，不对情感体验进行压抑、重评或改变，

强调正念冥想训练是关注觉察本身，而不是觉察心

理目标。个体有意识地选择并识别思维、情绪和感

觉，但不产生习惯性的反应，从而逐渐消除自动化

评价过程中产生的消极情绪。

2.2　正念心理机制［7］　正念可提升个体感知

觉、注意、记忆等基本认知能力，从而提升个体对

内外部刺激的认知加工。

感知觉：经过正念训练，不同通道感知觉灵敏度

发生变化且变化有差异，如对疼痛的敏感度降低、视

觉刺激敏感度增高等可能与个体所处环境、个体主观

意识的差异有关。个体在面对压力、疼痛、负面情绪

时，需要通过“不评价的接纳”起作用，来接纳和忍

受。个体在面对需要快速做出反应的刺激时，需要快

速识别危险信号、探测目标信号等，就通过“关注当

下”起作用。从而改善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

注意：在正念训练时，需要个体持续保持对当

下的注意，在意识到思绪飘远时，常通过关注呼吸

将注意集中在当下。正念不仅可以改善个体的总体

注意能力，还可以作用于更具体的注意子系统。

记忆：一定程度正念训练后，个体在面临高压

情境时，会形成广泛且适应力强的应对技能，从而

保护个体的工作记忆，减轻个体在高压情境下记忆

的受损程度。

情绪：正念训练后，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得到

提高，增加了正性情绪的体验，减少负性情绪感受。

2.3　正念的神经生理机制［7-8］　正念与脑电研

究：长期正念训练后，额区α波出现不对称性、θ波

和γ波波幅增大。说明正念可能是促进个体身心健

康、提高主观幸福感的神经机制之一，同时调节大

脑神经电活动以促进个体的注意、记忆和学习。

正念与注意相关脑区：长期的正念冥想训练后

可高度激活注意相关的脑区，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

视觉皮质等。对注意的分配能力、集中能力等都有

较好的效果。

正念与情绪相关脑区：大脑前额叶皮层有特定的

积极情感功能区，正念减压冥想练习可能通过激活

大脑积极情绪相关脑区，降低消极情绪脑区的活动，

来减少个体消极自我信念的自动化情绪反应，使个

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得到提高。

正念与大脑结构变化：长期正念练习，可使局

部脑区灰质密度和皮层厚度发生变化，这些大脑结

构的变化，是改善个体感知觉、注意、记忆、情绪

等的神经基础。

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起的公众心理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突发性、群体性等特

征，往往是在公众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发生，因

此公众易产生多种心身问题。无论是 2003 的非典

（SARS）还是 2019 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

对公众来说都是一种突发的、高强度的、难以控制

的紧张性生活事件，公众易出现各种心身反应，对

疫情易感到紧张、恐惧、焦虑、无助或多种躯体不

适等。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含义

国务院指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腱康严重损害的重大染

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

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公众心理问题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

心身反应。但对公众而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性

质与特点、公众对事件的认识、所处的心理社会环

境都影响着公众对事件的反应。2019 年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NCP）起病于武汉，但快速蔓延至全国甚至

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速度之快感染人数之多，关

于疫情的信息多而广且不确定，使公众一时难以接

受，且国家采取的武汉封城和各地的交通限制、隔

离措施等，使公众易产生各种心身反应。

2.1　公众的心理反应［9-10］ 　在事件发生初期，

公众对事件不够重视，信息来源不完整，易产生盲

目乐观心理。觉得事情没那么严重，也不会发生到

自己身上。随着事态逐渐严重，新闻报道增多，国

家管理措施增强，公众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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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恐慌、紧张、焦虑，出现高度警觉状态，担心

自己和家人朋友的身体，过度关注自身身体状况，

出现疑病心理，一旦身体出现一些躯体化反应如咳

嗽、发热等时，内心就会充斥着对患病的怀疑和恐

惧。伴随出现回避表现，难以自控，表现为回避他

人、不愿到正规医院就医，担心自身万一确诊病情

后，对未来工作、家庭、生活的影响。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发生时，公众还可能通过应激机制增加抑

郁症发生的风险，表现为过度关注事件的报告发展，

对事件的发展持消极观念，持久地沉浸在悲观、失

望、痛苦的状态中，且常伴随着食欲减退、睡眠障

碍等。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灾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病率可高达

33.3％，抑郁症的发病率可高达 25％，少数人甚至

会发生精神障碍。

2.2　公众的生理反应［11］　对公众来说，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时产生的各种生理反应多来自于心理应

激或精神压力，应激下的生理反应涉及全身各个身

体器官和系统。如 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

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乏力等，但部分公众因高

度关注疫情情况和自身躯体状态，时刻处在应激状

态，因此常感到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出汗增多等。

胃肠道不适、心跳加快、出汗增多、头晕头痛、胸闷、

心慌气促等都是常见的躯体反应，特别是对本身患

有躯体疾病的患者来说，表现更为明显。

三　正念减压疗法公众心理干预的应用

正念减压疗法（MBSR）作为常用的心理干预手

段，通常采用 8 周连续式、每周 2.5-3.5 小时的正念

冥想训练课程为主。MBSR 在经过规范训练后可以自

行练习，简单易操作，随时随地都可进行练习且对

大多数人群均可受用。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表明其在

情感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免疫力的提高

等方面有良好的干预效果。

1　心理干预模式

国内学者［12］认为应对危机事件，可建立“双途

径三阶段”危机干预模式。“双途径”是指危机干预

通过危机教育与危机支持相结合的双向途径进行，

将危机干预分解在“三个阶段”进行，即进行预防性

危机干预、介入式危机支持和恢复性危机干预。

2　操作内容［13］

正念减压课程为期 8 周，每周训练 2.5-3.5 小

时，并且有每日家庭作业练习，以团体治疗形式开

展，结合现今疫情情况，公众可参与线上正念减压

团体课程，掌握基本理念、技术后，结合录音、书籍、

视频自行深入学习。主要包括以下技术：①静坐冥

想：包括集中注意力于呼吸的感觉，关注当下自身的

感觉，同时保持对其他感觉事件和身体感觉、思想

和情感的开放；②身体扫描：包括一个从脚趾到头部

的注意力在身体中的渐进运动，同时观察每个区域

的物理感觉；③正念瑜伽：包括伸展和姿势，旨在提

高对身体的意识，平衡和加强肌肉骨骼系统；④慈悲

冥想：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的同情的经验实践；⑤非正

式的实践（如觉察呼吸、觉察愉悦事件等等）：强调

把正念带入日常生活。在日常的课程和训练中，可

根据实际情况做一些调整。

四　正念减压疗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发

展趋势

正念减压疗法（MBSR）是一种团体治疗手段，

团体成员之间的支持、理解等可能更利于缓解公众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无助感、孤独感。中文版

正念注意觉知量表经过修订并且信效度都较高，适

宜在中国大陆使用，可以测量个体在进行正念治疗

前后注意和觉知水平上的差异［14］，这也为正念疗法

的科学性评估奠定了基础。但正念在我国处于初步

发展阶段，需要更多地结合实际，使正念疗法本土

化，才能更好的应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公众心

理干预。如今科技和网络发达，基于各种网站和应

用程序（APP），正念减压疗法线上线下教学都积极

开展，也给因各种公共卫生事件而足不出户的公众

提供了新的学习手段。

根据“双途径途径三阶段”危机干预模式［12］，将

危机教育与危机支持相结合应用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在预防性危机干预中，对社会公众进行心理健

康促进，增加个体“不评价、关注当下”等观念，促

进个体更好的学会从身心照顾自己，从而全面提高

公众的身心健康水平。在介入式危机支持中，通过

正念减压团体间亲密关系的形成、支持和同情对方

等，有利于个体的社会交往，利于个体和团体的健

康恢复和发展。在恢复性危机干预中，协助公众从

公共卫生事件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学习自我减压方

法，更好地照顾自己，并将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五　结论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NCP）爆发，新型冠

状病毒（COVID-19）具有高度传染性，疾病潜伏期

长、大多为轻症表现，但也有发展为严重肺炎、急

性呼吸窘迫等，危害公众健康，使公众处于恐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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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正念减压疗法（MBSR）可缓解公众的焦虑、抑

郁、疑病等情绪，还可提高机体自身免疫力，使公

众能够更加积极的面对疫情，根据疫情实际，进行

线上正念减压学习，再应用到日常生活中，不失为

一种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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