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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纳承诺疗法对 1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情绪调节

袁　滨 1 、 胡茂荣 2

【摘要】报道 1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使用接纳承诺疗法进行心理治疗的过程，

患者经 6 次 ACT 治疗后，能够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生活，对未来生活充满动力和希望，疗效显著且短

期内未出现反复。

【关键词】接纳承诺疗法；新冠状病毒肺炎；双相情感障碍；个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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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背景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主要引起呼吸道感

染，严重时出现全身各系统并发症，甚至死亡，严

重威胁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自 2019 年 12 月在湖北

省武汉市爆发以来，在短时间内蔓延至国内多个省

份及日本、泰国、美国等部分海外国家，传染性极

强。截止 2020 年 2 月 20 日，世界卫生组 织发布的

公告显示，全球累计确诊病例 76 769 例，中国累计

75 569 例，死亡 2 239 例［1］。双相情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是指既有躁狂发作又有抑郁发作的

一种重性精神疾病情感症状是 BD 患者的典型特征，

即使在缓解期，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存在诸多问题，

且都与情绪息息相关［2］，患者情绪的不稳定性所伴

随的认知、行为以及社会心理问题使得双相情感障

碍成为人类高负担的疾病［3］。认知行为治疗是当前

对双相情感障碍具有较高临床疗效的心理治疗方法

之一，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4］由美国心理学教授海斯博士和其

同事创立，是认知行为疗法“第三次浪潮”中最具

有代表性的治疗方法之一，是融合东方哲学的一种

经验性行为心理治疗。ACT 是以人类语言、认知

关系框架理论和功能性语境主义哲学为基础，促使

个体接纳自己的心理体验，来减少患者的经验性回

避，提升心理灵活性，帮助患者过有意义的人生［5］。

接纳承诺疗法已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双相

情感障碍、焦虑症等患者，通过关注当下、以己为

景、明确价值观、承诺行动等过程来帮助患儿父母

认识和接纳自己的情绪，明确自己的价值观，鼓励

接纳和察觉。目前我国处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期，很多康复期精神患者也受疫情报道影响自身心

理状态，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治疗时间长，费用较

高，并且对心理分析师和心理治疗师的要求比较

高，而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 ment 

Therapy，ACT）的诞生为强迫症、双相情感障碍、

癌症、焦虑症、抑郁症、疼痛、拔毛癖、精神病性

障碍、药物滥用等［6-10］干预提供了一种新取向。

二　患者基本信息

1　人口学信息

 男，独子，16 岁，高中一年级。

2　主诉

闷闷不乐，易怒反复交替发作 4 年余。

3　现病史

2015 年患者因乱堆放杂物被妈妈批评教育，从

此不再称呼“爸爸、妈妈”至今，2017 年患者感觉自

己下巴及鼻孔形状不对，上网查找相关内容，怀疑

自己有重大问题，家属带其到医院做检查，结果无

异常。医生对其检查结果进行解释，患者听不进去，

坚持自己的想法。曾因玩电脑游戏被父亲打了两巴

掌后离家出走，在地下车库杂物间居住一晚，第二

日外出时碰见家人便回家，此后多次因家庭环境不

和睦，与家人发生争执而离家出走。2019 年 5 月因

小事再次与家人发生矛盾，称活着没意思，不想活

了，不想上学，认为同学会在背后议论自己，家人

见其异常便送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治疗，诊断：

“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

［作者工作单位］1. 抚州市第三医院（抚州，344400）；2.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袁滨（1988.01-），男，江西抚州人，硕士在读，主治医师，研究方向：精神分裂症，情感障碍，神经症，

多动症，自闭症的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

［通讯作者］胡茂荣（Email：maron13@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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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发作”期间给予舍曲林（左洛复）50mg qd、奥

氮平片（欧兰宁）10mg qn、丙戊酸镁缓释片 0.25 bid

治疗，住院治疗 33 天后精神症状消失出院。出院

后从 8 月份开始用精神分析疗法做心理治疗，期间

能正常上学，社会功能恢复完好，情绪偶有起伏波

动。2019 年 11 月 7 日患者放学回家后与父亲说“觉

得同学在背后议论我”，在接受心理治疗时与治疗师

说“觉得胸闷，总有想跳楼的冲动”。11 月 9 日父亲

发现患者日记记录了一些不存在的事情，如“我想

杀了他”、“你为什么要和她约会”等，患者并未谈恋

爱，11 月 17 日起患者便不再去学校上课，每日在家

中玩游戏，懒散，不愿出门，容易发脾气，家人担

心其病情复发，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再次送入上海

市精神卫生中心，诊断同前，期间服用盐酸氟西汀

胶囊（百忧解）40mg 早、富马酸喹硫平片（启维）0.4 

bid、丙戊酸镁缓释片 0.25 bid 治疗，行 MECT8 次，

住院 54 天后获显著疗效出院。

患者于 2020 年 1 月 15 日出院后在家中服药，自

行调养，1 月 23 日武汉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封城。1
月 26 日患者开始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脑子胡思乱想，

一会担心会被肺炎感染而死，觉得死了倒也就解脱

了，一会又觉得因为疫情到处封村关店限制人身自

由，会影响自己本身疾病的康复。

4　家族史和既往史

家族两系三代无精神病史。个人平素健康，无

重大疾病史、传染病史、外伤史、手术史、中毒史、

过敏史、输血史。

5　鉴别诊断

脑器质性精神病：患者存在关系妄想、情绪易

激，冲动行为等精神病性症状，但患者无颅脑外伤

史，脑部 CT 未见异常，且神经系统查体未见阳性体

征，故可鉴别。

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关系妄想、思维异常，情

感反应欠协调等，但患者关系妄想内容与其当时心境

有关，且患者以思维迟缓，情绪低落，自卑，不想活

等为首发症状，后期才出现关系妄想，故可鉴别。

6　入院时精神科检查与量表评估

精神科检查：意识清，定向力全，仪态整洁，接

触交谈尚合作，对答切题，注意力欠集中；否认错觉、

幻觉及感知综合障碍；思维迟缓，存在关系妄想，强

迫性思维，消极观念，冲动观念，未见思维逻辑异

常；情绪低落伴焦虑，自我评价低，自我感觉差，兴

趣减退，情绪不稳定，情感反应尚协调，意志要求

减退，精力减退，有自伤行为和冲动行为；智力正常，

自知力部分存在。

SCL-90：焦虑因子分 2.10、恐怖因子分 2.00、

敌对因子分 2.17；

EPQ：经测试，被试者属于典型的外向型性格，

情绪稳定性处于典型不稳定；

ADL：总分 15 分；SAS：总粗分 45 分；SDS：总粗

分 42 分。

7　主要表现

认知方面，患者认为与人交谈时他人唾液中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毒会进入身体，致使其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从而感到呼吸困难、焦虑、恐惧，

觉得自己死了倒也就解脱了，一会又觉得因为新冠

肺炎疫情到处封村关店限制人身自由，会影响自己

本身疾病的康复。觉得强迫思维导致自己以后的人

生失去意义。情绪方面，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让自己情绪不稳，觉得自己还小，很多东西都

没尝试和经历过，这样死了不甘心，经常无故发脾

气，打东西，反强迫思维给来访者带来了严重的焦

虑，同时因各种想法较多，但是执行力很差而郁郁

寡欢。行为方面，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患

者在生活中处处小心翼翼，患者会反复消毒，戴口

罩呼吸难受仍戴着，不能适当解开缓解下。上述症

状导致其社会功能部分受损，人际关系变差，学习

效率下降。

三　方法

1　药物治疗

患者自 2020 年 1 月 15 日出院后一直在家中按

医嘱服用盐酸氟西汀胶囊 40mg 早、富马酸喹硫平片

0.4 bid、丙戊酸镁缓释片 0.25 bid 治疗。

2　ACT 治疗

治疗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6 日起，每周二晚上 1
次，每次 50 分钟左右，共 6 次治疗，中间有三次为

视频咨询。

1 月 26 日精神科检查：意识清，定向力全，仪

态整洁，接触交谈尚合作，对答切题，注意力不集

中；否认错觉、幻觉、妄想及感知综合障碍；思维稍

显迟缓，存在强迫性思维，消极观念，未见思维逻

辑异常；情绪低落伴焦虑，情感反应协调，智力正常，

自知力存在。

此前患者一直在我处使用精神分析疗法做心理

治疗，故无需再次收集资料，建立关系。

第 1 次确定目标和认知解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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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ACT，共同制定的短期治疗目标为：纠正

认知偏差，改变不合理的信念或想法，缓解焦虑和

抑郁情绪；缓解强迫性思维。终极目标为能够明确

自己的价值取向，按照健康的价值观去生活；促进

自我发现、潜能开发和人格完善，从而促进自我成

长。认知解离是指将自我意识从思想、 意象和记忆

中分离，客观地注视思想活动，将思想看作是语言

和文字本身，而不是它所代表的意义，摆脱语言对

行为和情绪的控制［6-8］。首先向患者很肯定的讲解新

冠肺炎有关的科普知识，充分说明即使不幸感染新

冠肺炎，患者生命安全也会有很大的保障，不必过

度紧张恐惧。告知患者正确的防治知识，防止歪曲

事实、过度紧张和麻痹大意等倾向。同时强调保持

良好的心态及情绪，有利于自身免疫力的增强，有

利于提高抗病能力，在抵御新冠肺炎的同时还能促

进双相情感障碍的康复。告诉患者一个词语“蝴蝶”，

让患者自己描述大脑中出现的蝴蝶的样子，白色的，

小小的，飞来飞去。然后请患者在一分钟之内用尽

可能快的速度口头重复 “蝴蝶”这个词语。刚才脑

海中那个蝴蝶的样子不见了，而且重复到后面就只

感觉到自己的嘴唇在动，同时伴随着一串奇怪的音

调，脑子是空的。通过对比两种情况下同一个词语

产生的不同效果，启发患者认识到脑海中的想法实

质是一串无意义的音符和字符而已。在进化的过程

中，人类将无意义的符号与过去的经验建立起联系，

赋予这些符号相应的情绪和意义，以简化认知的过

程；这种联结很容易建立起来，却难以打破。人类的

心理困扰就来源于痛苦经验和言语的联结。布置家

庭作业：1、要求父母及奶奶与其沟通信息时，一定

要乐观、鼓励、支持，尽量避免焦急、忧伤、生死

离别感等不良负性情绪影响，这期间尽量少看、少

谈新冠肺炎疫情相关信息，更不能随便信谣、传谣。

2、当觉察到头脑中出现 “我可能会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的想法时，建议患者快速口头重复 “我可能

会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直至大脑放空，自己与

这个想法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由这个想法所产生

的焦虑和害怕的情绪也越来越轻，直至消失。3、读

陆文夫的《被女性化的苏州人》。

第 2 次认知接纳

询问患者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现在感受如何，

患者诉经过上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科普知识

的讲解，虽然知道自己只要居家隔离，被感染的几

率非常小，但仍然会控制不住的想万一父亲出去的

时候感染了，自己又会被感染，仍不能完全放松下

来。通过探讨陆文夫的《被女性化的苏州人》，帮助

患者认识到苏州人被女性化主要是因为语言，是那

要命的吴侬软语。再次温习人类进化过程中将无意

义的符号与过去的经验建立起联系，赋予这些符号

相应的情绪和意义，以简化认知的过程；这种联结

很容易建立起来，却难以打破。同时告知患者一个

地区人们的习性，只能是一种大体的印象，并非是

绝对的。苏州人也有性情刚烈的，也有勇猛顽强的，

也有随着郑和的船队而走遍世界的，从另外一面帮

助患者明白凡事有长有短、有利有弊，不良体验和

痛苦记忆也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纳而不是抵

抗才是人生的最佳选择。布置家庭作业：1、继续学

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知识，并及时记录下当时

的情绪反应和内心想法。2、期间记录下来能引起情

绪反应的事件，去询问爸爸碰到同样的事情会怎么

处理，妈妈会怎么处理，并做相应记录。

第 3 次学习处理情绪的方法，减少不良情绪的

负面影响。

患者诉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自己的情绪影

响减弱了，但仍会关心疫情发展情况，告知治疗师

2 月 9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3062 例（湖北

2618 例），新增重症病例 296 例（湖北 258 例），新增

死亡病例 97 例（湖北 91 例，安徽 2 例，黑龙江、江

西、海南、甘肃各 1 例），新增疑似病例 4008 例（湖

北 2272 例），患者说新闻报道湖北以外全国新增确

诊病例总数已连降 13 天，担心焦点从自身开始转向

关心新增病例什么时候减少，拐点什么时候到来，

等有积极希望的内容。通过记录情绪反应事件，并

征询其他人对同样事件的一个情绪反应和处理措施，

患者认知多面性增加。给患者一盒彩色笔和四张白

纸，要求其在白纸上分别画出喜、怒、悲、恐、惊、

忧、思七种面部情绪表情，并在画的同时想象过去

曾经发生的引发相关情绪产生的事件以及自己当时 

采取的处理措施。 绘画完成后，请患者从七幅面部情

绪画中选出自己不想要的，患者选择了代表怒、悲、

恐、惊、忧、思的 六 幅 画，他认为这六种情绪是不

好的情绪，影响了他的生活，使得他的思维没办法

安静下来。心理治疗师结合患者陈述的情况，给患

者讲述了与坏情绪拔河比赛的故事，假设现在有一

个人正站在深渊的一边，而代表坏情绪的怪物站在

深渊的另一边，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关乎生命的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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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只要此人能将怪物拉进深渊，那么他就可以

永远的摆脱恐惧、 愤怒、 悲伤等坏情绪。 但假使他输

了，他将会被坏情绪怪物拉进深渊，永远活在黑暗

之中。这场比赛持续了很久，人越来越累，但与此

同时，怪物却变得越来越强大。 尽管赢得拔河比赛就

可以永远摆脱坏的情绪，但生命是有限的，想要赢

得这场拔河比赛非常困难，可能需要耗费几十年的

时间，也有很大的可能会失败。通过这个故事，让

患者认识到自己七种情绪中有六种是他的战斗对象，

这些不好的情绪永远不会被消除，你越想要摆脱怒、

忧、思、悲、恐、惊，就越是会被这些情绪所影响，

最终绝大部分的时间会被浪费在与坏情绪的抗争之

中。因此心理治疗师向患者讲述用正念呼吸技术来

应对和处理不良情绪，此方法不受场地和时间限制，

易操作且效果较好，可以促进患者接纳不良情绪和

再次进行认知解离。布置家庭作业：每天定时观看中

央新闻频道（13 台），并学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流行病学之外的新闻事件报道。

第 4 次关注当下

患者通过观看新闻记录很多复工复产、捐款捐

物、解除封锁等积极信息，自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并相信很快我们都会摘下

口罩，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情。认知解离技

巧可以有效缓解负面情绪所带来的影响，但无法根

除。加上经验性回避的惯性反应，来访者仍然会抱

怨：如果我不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我现

在的生活该多好！如果将来我还会反复思考一些无

意义的问题，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会累死的。

ACT 鼓励来访者有意识地关注当下的感受和外部环

境，主张采用正念觉察的方式，以完全接纳的态度，

不加判断地融入到当下生活，引导来访者关注当下、

体验生活，让他认识到过去已经成为历史，无法改

变；未来尚未发生，无法控制；只有现在才是最真实

的，是自己能够把握的，从而从负面情绪中解脱出

来。只有关注现在，才能促使来访者思考如何去解

决问题，而不是沉溺于无能为力的过去和遥远的未

来。另外，为了让来访者能够更好地关注当下，布

置家庭作业：每天观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闻联播时

练习正念呼吸。正念呼吸即让意识跟随着呼吸，注

意一呼一吸之间身体每一个感受强烈的角落，不管

自己的意识被外界拉走多少次，都不要责怪，而是

轻轻地回到呼吸上来。由此，让来访者能够将正念

迁移到自己的各种体验中，这有助于增加自我觉知

和自我接纳。

第 5 次关注当下，明确价值观

通过边观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闻边练习正念

呼吸，患者表示现在听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情绪上和

身体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了，就像听到人家说苹

果、橘子一样，并表示也不会因为听到和看到微信群

里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谣言而担心害怕了。心理

治疗师问患者想实现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患者说想好

好读书，考取名牌大学，然后参加工作赚很多很多的

钱，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孝顺父母亲，养育

孩子，有爱人陪在身边，经常可以出去旅行，开开心

心的生活。但是现在有病，感觉所有事情都离得很遥

远，不可能实现的。通过对患者未来遐想的讨论，帮

助来访者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并将价值观概括为 “我

想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当来访者知道了自己想要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应该怎么

做才能让自己向着目标迈进。布置家庭作业：怎样做

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第 6 次承诺行动

心理治疗师给患者讲踩钉子故事，你走路的时

候，鞋底踩到一颗钉子，但钉子还未完全刺破你足

底的皮肤，尽管每走一步都会让你感觉痛苦，但如

果不能换一双新的、合适的鞋子，那么你愿意就此

停止你前进的脚步吗？是这个钉子阻止你前行吗？

不，钉子并没有阻止你前进，阻止你前进的是你自

己，你可以选择停下来，也可以选择继续前进，虽

然这颗钉子的存在会让你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你依

然可以前进，可以离自己的目标更近。向患者阐述

钉子就是自己的强迫性思维，就是自己的各种不好

的情绪，要承认和接纳钉子的存在，通过引导将患

者注意力从钉子转移到自己想要去的远方，关注当

下行动，时刻盯着目标，增加对未来的兴趣，帮助

患者认识到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是自己可以控制的、

可以去实现的。

四　结果

1　患者自我评定

经过 ACT 的咨询，患者反映自己能够和负面的

想法和情绪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些情绪和想法对行

为的影响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减弱；在看待事物时能够

从主体和客体两个角度去看待问题，能够积极地面

对问题，解决问题。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逐步去尝

试之前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2　治疗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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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访者的自我评价更加客观；情绪状况也有了

明显好转，对未来的悲观和担忧减弱，能够更多地

关注当下的生活，对未来生活充满动力和希望。

3　心理测验结果

情绪方面：SDS 初始得分为 66 分，结束治疗时为

38 分；SAS 初始得分为 61 分，结束治疗时为 36 分。 

心理灵活性方面：CFQ-F 初始得分为 39 分，结

束治疗时为 26 分；AAQ-II 初始得分为 30 分，结束

治疗时为 17 分。

五　讨论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国爆发，疫情

的持续冲击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带来很多不

确定性，极易引发紧张、焦虑、失眠等心理问题，

对于一些本就有心理问题的患者则更加剧了紧张、

害怕、悲观等负面情绪。本例患者因受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感染死亡新闻影响，担心害怕自己会被

感染，由此引出一系列负面情绪，处于害怕感染致

死和疫情影响自己双相情感障碍疾病康复的矛盾之

中。患者从最开始出现应激反应，对新冠肺炎病毒

恐惧到极点，认为空气中充满了新冠肺炎病毒以致

无法呼吸，再到后期受强迫性思维影响难以正常生

活。针对患者出现的上述情况，采用接纳承诺疗法。

首先向患者讲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特征、预防措施

等，强调自身抵抗力对预防感染和疾病康复至关重

要。ACT 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运用 ACT 通过隐

喻故事启发患者以开放的态度接纳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和强迫思维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并运用

功能性语境来改变外显行为。其次利用 ACT 认知解

离，就患者对新冠肺炎的认知过程进行干预，拉开

认知内容与自我的距离，并运用正念呼吸技术进行

认知解离、应对不良情绪，此方法易练习、效果好

且不受场地和时间限制。通过上述干预措施，可以

大大降低负面认知的影响，但最难的问题是患者沉

溺于强迫性思维，价值观不清晰，无法实施符合其

价值观的行为，以致反复体验不良情绪的刺激。最

后通过 ACT 对认知过程进行重塑。对患者的强迫性

思维不直接进行言语评价，不植入外部观念，而是

让来访者客观地认识自己的症状，保持对现实生活

和内心世界的觉察，促使个体不断澄清自我价值，

坚定实践承诺的步伐。ACT 干预法可以减轻患者因

疫情影响产生的焦虑、恐惧、自卑等不良心理，提

高患者对双相情感障碍治疗的依从性。

该个案治疗过程中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治疗

节奏较快，对于问题的剖析和处理不够深入。二是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患者情绪不稳与患者本身家庭环

境有一定关系，增加父母干预环节有利于患者症状

改善，但由于患者本人不同意而未能实现。三是本

研究是针对 1 例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中的情绪调节情况进行 ACT 干预，其干预

结果的代表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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