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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式家庭治疗对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众心理支持

陈发展 1 、 赵旭东 1，2

【摘要】通过系统式家庭治疗的理论来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的家庭心理压力，利用系统

式家庭治疗技术对大众的疫情心理压力提供干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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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自 2019
年 12 月份在湖北省武汉市爆发以来，迅速蔓延，成

为影响整个社会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大众

的生命安全、心身健康和社会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影

响［1］。在 2003 年抗击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成功经验的

基础上，此次疫情防控工作伊始即注重各级人群的

心理危机干预。国务院应对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于 2020 年 1 月 27 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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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心理危机干

预纳入疫情防控整体部署，将新冠疫情影响人群划

分为四个等级，针对不同人群实施分类心理干预，

要求各地各部门设立疫情心理援助热线，提供不同

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务。其中，第一、二级人群受到

疫情的影响最大，发生心理危机的可能最高。第三、

四级人群的危机发生率可能较低，但是影响人群最

广。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有部分研究报道开始关注

防控工作中的心理健康服务［2，3］，关于疫情之下的心

理健康自助书籍也陆续上线和出版，对疫情防控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研究、报道和书籍

主要关注和指导的是疫情之下的宏观服务政策或个

体的心理健康促进，很少有从家庭系统角度对疫情

防控提出理解和建议。家庭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单元，

是个体最为密切的心理支持系统，家庭支持可以缓

冲社会事件对个体产生的压力。本文将结合系统式

家庭治疗的理论和技术，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广

的第三、四级别人群的心理健康促进提供理解和建

议，以期为接下来的疫情防控工作提供借鉴。

一　新冠疫情对家庭的影响

我国家庭治理已经从传统的“只由社会力量对

家庭本身施加影响的单向阶段”，逐渐过渡到“社会

力量施加影响同时家庭成员本身积极回应的双向阶

段”，最终形成多维互动治理的新格局［4］。郭文斌和

胡乐的研究显示［5］，儿童社会认知是建立在家庭事

件基础之上，通过学校事件与社会环境事件的不断

结合完善发展起来的。因此，重大的社会事件对社

会成员的影响，将会通过家庭结构作用于家庭系统

内部的其他成员，家庭系统又会对社会事件的影响

产生反馈。支持性的家庭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会对社

会事件的压力发挥缓冲作用，反之则会放大社会压

力的破坏性。

新冠疫情传播速度快、危险性高、涉及人群广，

我国 31 个省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这对大众产生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2］。个体通

过与家庭成员的互动，将疫情的压力信息在家庭系

统内部传递，可能产生以下两种效应：（1）压力放

大效应：个体的社会应激在家庭内部被放大。这样的

家庭结构往往呈现僵化、疏离的特点，个体的压力

在家庭内部得不到其他成员的理解和支持，反而形

成新的人际压力，进而爆发冲突。或者家庭成员间

的关系过于紧密和纠缠，个体的压力传递给其他家

庭成员，让家庭处于一种压抑、忧愁的氛围中。（2）
压力递减效应：个体的社会应激在家庭内部被缩小。

这样的家庭结构呈现的是既能允许家庭成员独立，

［基金项目］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课题（编号：81771464）；2.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委员会课题（编号：201640391）；3. 上

海市浦东新区卫生系统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编号：PWRd2019-08）；4. 上海市浦东新区医学临床高原学科建设项目（编号：

PWYgy2018-10）。 

［作者工作单位］1. 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暨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上海，200124）；2. 同济大学医学院人文

医学与行为科学教研室。

［第一作者简介］陈发展（1979.09-），男，安徽五河县人，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心身医学与心理治疗。

［通讯作者］赵旭东（Email：zhaoxd@tongji. edu. cn）。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3 期- 440 -

◎

专
栏
文
章◎

 Special colum
n

又能支持和理解彼此，家庭的边界清晰。家庭成员

在遇到困难时，家庭可以共同合作应对，形成较强

的凝聚力，即家庭具有较高的复原力和弹性。因此，

探索可以让家庭压力递减的资源，是帮助大众在疫

情之下获得家庭支持的重要方法。

二　系统式家庭治疗的作用机制

系统式家庭治疗是上世纪 50 年代在西方出现的

心理治疗流派，1988 年由德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和心

理治疗家 Stierlin 教授及 Simon 博士，通过“中德心

理治疗讲习班”第一次将家庭治疗正式传入中国［6］，

并逐渐完成了在我国临床实践中的跨文化移植［7］。

系统式家庭治疗认为个体身上呈现的问题或症状是

家庭成员相互作用的结果，家庭才是“问题”。因此，

改变“病态的现象”不能单从治疗个别成员入手，而

应以整个家庭为对象，通过访谈和行为作业传达信

息，以影响家庭结构、交流和认知特点，改善人际

关系。最近，Thimo 等 ［8］通过对过去 40 年间发表的

家庭治疗文献的系统分析，总结了系统式家庭治疗

的作用机制。

1　加入（Engagement）

首先要激发家庭系统中的关键者参与到变化的

进程中，让家庭成员意识到当下问题的形成和解决

与家庭有关，即从症状拓展至关系。这一机制在治

疗的开始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否则家庭治疗将很难

起效，家庭系统发挥不了支持作用。

2　联盟（Alliance）

在治疗师和来访者 / 家庭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结，

为达到共识性目标建立和谐有效的情感纽带，为将

来的积极变化奠定基础。

3　聚焦互动（Interactional Focus）

这是系统式家庭治疗的核心机制，家庭互动模

式的变化才能达成症状和问题的改变，例如家庭权

利的转移、沟通改善等。更为重要的是，家庭成员

自身才是改变的资源和根源。

4　成长进程（Developmental Process）

要针对不同的个体制定干预计划，培养个体和家

庭的成长。家庭和个体变化要考虑到治疗进程的阶段

性（动机阶段、改变阶段、总结概括阶段）和连续性。

当家庭成员不认为问题的解决和形成与家庭关系有

关，就很难进入到家庭心理支持的下一个阶段。

5　聚焦此时此刻（Here and Now Focus）

家庭当下的沟通和针对问题 / 危机的解决，可能

是维持问题最具动力性的互动模式，也是动机激活

和改变的最有效资源。因此，家庭和治疗师不用花

费大量时间对过往经历和问题进行探索，重点是现

在和未来。

系统式家庭治疗和系统思维越来越多地被用于

临床实践，尤其是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心理问题的干

预［9，10］，因治疗关注的是整个人际互动系统，也被

称为系统式治疗［8］。在上述理论的框架之下，新冠

肺炎疫情之下的大众心理支持的重点是关注整个家

庭围绕疫情展开的一系列应对压力的互动模式。在

这个过程中家庭成员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相互影响

和发展，将疫情对个体应产生的压力拓展至家庭系

统互动层面，建构可以缓解疫情压力的家庭支持系

统。系统式家庭治疗强调家庭系统中的资源和引入

新信息的差异，和家庭共同建构有利于解决问题的

互动。

三　系统式家庭治疗技术对新冠疫情之下的大

众心理支持

系统式家庭治疗技术遵循的基本理论框架是

“假设 - 循环 - 中立”，即以中立和资源取向的态度

将问题置入循环因果的系统互动情境中去理解和干

预。以下一些系统式家庭治疗常用技术，可以帮助

我们理解系统情境下的疫情压力，建立支持性的人

际系统。

1　循环提问

循环提问是系统式家庭治疗最核心的技术，它

是对描述和模式提问，而不是对事件本身提问。循

环提问的理论假设是：一个症状或问题不是事件本

身，而是一个过程，是通过不同人的行为和交流被

塑造的［11］。因此，在针对大众进行疫情心理支持时，

除了关注个体的压力之外，还要关注家庭成员对该

压力的描述，旨在建构家庭人际系统与压力的关系，

拓展系统中解决问题的新信息，促进家庭成员间的

相互理解。

以下循环提问可以尝试：

您的家人应对疫情的方法和您有什么不同吗？

（对行为的差异提问）

您们家里谁最紧张，谁最不紧张？（对情绪的

差异提问）

您的家里谁最理解您，谁最不理解您？（对关

系的差异提问）

您是如何理解您太太的紧张和恐慌的？（对问

题的解释进行提问）

您们家现在和疫情之前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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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差异的提问）

2　资源取向

资源取向是系统式家庭治疗重大的理论变化，强

调“问题”的功能意义，以及问题携带者的健康资源，

促进个体自立，开发主动影响“问题”的责任能力［12］。

资源取向是一种与缺陷取向完全不同的理解问题的态

度，从系统的角度看待问题的发生发展过程。在资源

取向的态度之下，新冠疫情对于个体和家庭的功能和

意义是什么呢？这样的理解有助于压力之下的个体解

除自我责备和无助，让系统的互动获得重新建构的可

能，有利于获取解决问题的新信息。

以下提问可以尝试：

此次疫情中，您们家让您感到温暖的是什么？

您们家，谁能理解您的感受？谁对您的支持最

大？

您们家是如何团结一致来应对疫情的？

这次疫情结束后，您最想回忆的一段经历是什

么？

这次疫情结束后，您和家人在这段经历中的收

获会有哪些？

疫情过后，您估计你们家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什

么？

3　改释

改释是对一个被定义为有问题的行为、体验或

互动模式在系统层面做出新的评价的过程。改释包

括意义改释、背景改释和内容改释，旨在用另一种

实践方式打破当前的互动模式，拓展理解问题的新

视角，获得新信息。

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许可以进行以下

改释：

假期延长和居家办公，让我们有了更多和家人

相处的机会；（意义改释）

抗击疫情的防护措施，大大降低了我们的患病

机率；（内容改释）

疫情之下的我们获得了更多的卫生健康常识；

（背景改释）

我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背景改释）

妈妈的紧张和恐慌，让我看到她对家人的在意；

（意义改释）

看到伴侣在家办公那么辛苦，突然很心疼他；

（背景改释、意义改释）

4　外化

外化是一种特殊的提问技术，尝试把问题和人

区分开来，并以此扰动问题维持和稳定了下来的模

式。有问题的是“问题”，你不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社会事件引发的集体焦虑本身就是具有外化功能，

个体的恐慌被定义为“疫情”所引发，一些原本有焦

虑症、强迫症的患者此刻就拥有了外化视角来看待

自己问题的机会。由于新冠疫情带来新压力的个体，

不妨可以尝试将自己的情绪外化出来，与自己分离，

做一个旁观者。

以下提问和方法可以尝试：

请给您的压力取一个名字吧？

它（疫情压力）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如何影响到您的？

它是如何影响到您的家人的？

您和家人是如何判断它的到来和离开的？

您估计它会陪伴您多久？

当它离您而去时，您的家人会发现您有什么变

化吗？

如果它有一天要走了，您想和它说什么道别的

话吗？

5　隐喻

隐喻是指治疗师运用暗示性的比较和类推，将

原先用于指代某一事物或含义的语句、故事或概念

转移到另一事物上，目的是将家庭的互动模式和人

际关系以形象可理解地方式呈现给家庭。常用的隐

喻有实物、空间、成语、典故或影视作品等。

以下隐喻式提问和描述可以尝试用于疫情压力

下的家庭：

面对疫情时，他像撞见猫的老鼠，你却像闲庭

信步的长颈鹿，我很好奇，是什么让你们家对待同

一个事物的态度差别如此之大？

病毒把那个经常加班，不顾惜自己身体的老公

留在了家里。

病毒让你们家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陡然增多，这

会让你们之间更亲近，还是更容易有冲突？

你就像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哪吒，肯定连病毒

也不怕的。你知道哪吒最后的结局吗？

6　症状处方

如果人们把症状或问题作为互动仪式有计划地

来呈现，甚至将症状放大到比较荒唐的程度，那么

这些问题的破坏性可能就不会那么尖锐了。比如，

家人对疫情感到特别恐慌，可以设计一个小的仪式，

每天晚上全家专门留一个小时用来恐慌，设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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