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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干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用

张　群 1 、 向　慧 2 、 罗　禹 1 、 李心怡 3

【摘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会引发个体焦虑、抑郁、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

反应。以正念为基础的心理干预（MBI，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作为一种新兴的心理治疗方

法，在治疗这些心理障碍中有着积极作用。本文对正念干预在焦虑、抑郁、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

应激障碍患者中的应用研究现状进行探讨，为进一步的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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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

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

传染病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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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

世界先后发生如“9.11”恐怖袭击、SARS 病毒、甲型

H1N1 流感、埃博拉病毒等突发事件。这些突发事件

对医务人员、亲身经历者和民众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心

理影响。资料表明，突发事件中一线医护人员和亲身

经历者的焦虑、抑郁、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

碍发生率较高，民众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

绪［1］。自 2019 年 12 月末开始，湖北省武汉市乃至全

国不断发现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截止 2
月 28 日确诊病例已达 7.8 万余人，死亡人数达两千多

人，并且这些数据每天都在增加，严重程度远超 2003
年的 SARS 疫情。如此严重的疫情不仅对奋斗在一线

的医护工作者、患者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同时还引起广大民众焦虑、不安及恐慌等负面情绪。

由于突发事件引起的焦虑、抑郁、急性应激障

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易反复，目前药物治疗

存在一系列问题，如停药易复发、药物不良反应、

残留症状的存在等，心理治疗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药

物治疗手段越来越受到关注。尤其是正念疗法近年

来受到广泛关注，为疫情所引发的不良心理反应干

预提供参考。

二　正念干预

“正念”这个概念起源于古老的南传佛教和瑜伽

实践。正念先驱 Jon Kabat-Zinn 将“正念”定义为：

“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关注、觉察当下发生的一

切，并且对当下的一切体验不作任何评判。”其中应

用最广泛的是正念减压疗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和正念认知疗法（Mindfulness-

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以及采用正念冥想

技术为基础的一些心理干预形式，统称为正念干预

（Mindfulness-based Interventions，MBIs）

MBSR 培养不加评判地关注当下的能力，还包

括关于压力的教育以及应对策略和自信的培养，进

而达到缓解压力、改善心理健康的效果。MBCT 基于

MBSR，结合认知心理学、认知行为学，教导人们如

何识别和认识不断恶化的情绪，从消极的思维模式

中解脱出来，从而减少抑郁复发。两种治疗方法均

由标准的 8 周团体课程组成，包括冥想、身体扫描、

正念瑜伽等正式冥想训练和正念饮食、正念刷牙、

正念打扫等非正式训练。

三　正念疗法的治疗机制

目前，对正念疗法的治疗机制的研究尚处于起

步阶段，我们将从心理机制、神经生物学机制和其

他生理机制三方面进行讨论。

1　心理机制

Shapiro 等［2］假设正念疗法的心理机制是转换视

角，他们称之为“反思（reperceiving）”。反思被定义

为视角的彻底转变，通过不加评判地关注意识到的

内容，减少对自己的思想和情感的认同，使由于情

感和认知导致的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失去力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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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反思也可以引发个体对自我概念的重新认知，

意识到自我概念只是由变化的记忆、信仰、感觉和

想法构成，从而减少自我中心化，促进对自我和他

人的同情和关注。当自我概念受到实际的或感知到

的威胁时，通过反思可以有效的减少精神上的痛苦。

其次，自我参照思维的程度和类型也与焦虑抑

郁等情绪有关。自我参照思维有两种类型，分别是

叙述性自我参照和经验性自我参照。叙述性自我参

照是一种在时间上对过去记忆和未来意图的延伸自

我概念，由跨时间的主观经验记忆构成，这种思维

通常与现实相矛盾。经验性自我参照是指在没有叙

述成分的情况下，在当下时刻的自我体验，这种思

维与现实相适应。正念练习旨在发展经验性自我参

照思维［3］，增加经验性自我参照思维和减少叙述性

自我参照思维，可以有效地减少抑郁、焦虑等情绪。

因此，Shapiro 等提出对自我的反思可能表现为对叙

事自我参照思维的程度和内容进行改变，这会使消

极情绪和焦虑症状得到改善。

Shapiro 等还提出了有助于正念治疗的四种额外

机制［2］：（1）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2）情感，认知

和行为灵活性；（3）价值观澄清；（4）自我暴露。自

我调节和暴露都可以减少抑郁和焦虑症状。反思可

以让人客观的观察不愉快的感觉，而不是被这种感

觉所控制，这种视角的转变可以提高自我调节的能

力。此外，通过增加对负性情绪或感觉的忍耐力使

其更多的暴露，从而最终脱敏。认知和行为的灵活

性可能会促进更多的适应性反应，而价值观的澄清

会使个体的行为与核心价值观更加一致，这些影响

都可能使行为产生变化，从而提高心理幸福感。

2　神经生物学机制

近年来，MBI 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神经科学证据。

研究显示正念训练后，前额叶皮质（PFC）的腹外侧

区、内侧区、背外侧区和眶额叶的的激活增加，扣

带回激活增强［4］，前额叶与突显网络、视觉皮质、

颞上回、海马、杏仁核和后扣带回的功能连接增

强［5］。正念练习可以使杏仁核活动减少［6］，减少负

性情绪。正念训练使海马体活动增强、体积增大［7］，

这些变化可能与正念练习的认知成分有关。

3. 　其他生理机制 

个体在面对急性压力、创伤或慢性逆境时，应

激激素（皮质醇和 ACTH）和炎症标志物（TNF-α和

IL-6）会升高。有证据表明正念练习可能会影响下丘

脑 - 垂体 - 肾上腺（HPA）轴和交感神经系统，降低

应激激素和炎症标志物水平，提高免疫力［8］。

四　正念疗法在焦虑、抑郁、急性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应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易引起的焦虑、抑郁、急性

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药物治疗存在不足。

正念疗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替代手段，强调对一切体

验不加评判和以当下为中心，增强自我感知能力，

接纳一切感觉，缓解自身的压力，改善个体的认知

和情绪。这些特点，使其在治疗这些心理障碍中有

显著的效果。

Vollestad 等［9］对 76 名焦虑症患者进行为期 8 周

的 MBSR 随机对照干预，临床和统计学上显著改善

了焦虑的主观和客观症状。在 6 个月随访中焦虑、

抑郁的评分与治疗后持平。证明正念干预可以在治

疗焦虑症中产生长期的有益效果。此外，有研究发

现正念训练可以加强脑电中央区α波、额叶区α波、

顶叶脑区θ波活动，有助于改善焦虑障碍患者脑电

活动，促进积极情绪的产生［10］。

Eisendrath 等［11］对 55 名重度抑郁症患者进行了

MBCT 治疗，治疗前后患者的贝克焦虑量表评分、贝

克抑郁量表评分均得到显著降低，证明 MBCT 可用

于治疗抑郁症患者。

Hoge 等［8］进行了一项针对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

（GAD）的急性应激反应的随机对照实验，选取 70例

根据 DSM-IV 的结构化临床访谈确定的 18 岁及以上

的 GAD 患者随机接受正念减压疗法（MBSR）和压力

管理教育（SME）；在治疗前后进行特里尔社会应激

测试（TSST），并计算血液中的应激激素（皮质醇和

ACTH）和炎症标志物（TNF -α）和 IL-6）浓度。与对

照组相比，MBSR 组的应激激素和炎症标志物浓度显

著降低。该研究提供了激素和免疫系统改变的联合证

据，表明 MBSR 可增强个体的心理韧性和应激恢复力，

降低由应激和压力所引起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

Kim 等［12］进行了一项 MBI 来减轻 PTSD 症状的

随机对照研究，选取了 29 名年龄在 45-66 岁的护士，

其中 22 名具有 PTSD 症状，7 名没有 PTSD 症状，将

22 名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7 名没有症状

的参与者作为基础组。对实验组进行为期 8 周的 MBI

的伸展和深呼吸训练。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实验组在完成干预后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PCL-C）

分数和血液中皮质醇水平显著降低，并且在 16 周的

随访时，实验组的状态保持平稳不变。King 等［13］对

PTSD 退伍军人 MBI 研究发现，被试的后扣带回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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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前扣带回和左侧背外侧前额叶之间的连接性增强。

这表明正念训练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创伤后应激

障碍的非药物手段。

Reiche 等［14］对应激和抑郁在免疫系统中的作用

进行研究，临床结果表明，免疫和内分泌系统在慢

性应激和抑郁的影响下受到损害。Gill 等［15］对 PTSD

患者的免疫功能进行了研究，PTSD 患者免疫系统

存在过度的炎症反应。过度的炎症免疫活动会导致

PTSD 患者的健康状况下降。而正念疗法可以有效治

疗和缓解这些心理障碍，间接的提升个体免疫力。

因此，正念疗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对保障人们

的身心健康具有很大价值。

五　总结

综上所述，虽然正念干预的机制尚未完全清楚，

但从心理机制的角度来说，正念练习可以增强参与者

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时刻的能力，培养个体成为自己

情绪和认知活动的中立观察者，使思维模式从叙事自

我参照思维向经验自我参照思维转变，有助于脱离负

性的认知、感觉和情绪，降低个体的焦虑水平；在神

经生物学水平上，正念训练与前额皮质、脑岛、海马

体、杏仁核和扣带回的激活有关。正念训练对应激系

统、免疫系统也有相应的影响。虽然，目前正念疗法

的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周期长、样本量小、

多为横断研究，缺少对照组和追踪性研究。但在焦虑、

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障碍的临床治疗中普遍

取得理想效果。通过培养患者客观、开放、接纳的态

度，从而减少消极情绪，改善焦虑抑郁症状，提高幸

福感。正念疗法的形式灵活，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的

很多领域中，还可以降低医学治疗成本，是一种有效

且经济的心理治疗方法。

鉴于本次新冠肺炎发生突然，传染性强、传播

快，给一线医护人员、患者及疑似病例带来了巨大

的心理压力和精神创伤，并且引起广大民众焦虑和

恐慌的情绪，这会导致人的免疫力降低，增加个体

被感染的风险。正念疗法可以有效降低人们焦虑抑

郁等负面情绪，这可能是一种让医护人员、患者及

民众保持身心健康的经济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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