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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团体沙盘游戏与团体认知行为疗法对医学专科生学业效能感的干预效果ꎬ为寻找更有效的医学

生精神卫生干预途径提供参考ꎮ 方法　 使用“学业自我效能感量表”从湖南省某医学专科学校中筛选出总分低于 ６９ 分或

分量表低于 ３６ 分的 ４８ 名学生ꎬ随机均分成团体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组和对照组ꎬ进行为期 ７ 周的心理干预ꎬ分别于干预

１ 周、１ 个月后ꎬ再次使用该量表评估心理干预的效果ꎮ 结果　 干预前ꎬ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组及对照组在学习能力自我

效能、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１.２３８ꎬ０.２３３ꎬ０.３２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 １ 周、１ 个月

后ꎬ沙盘游戏组与认知行为组除干预 １ 个月后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得分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Ｐ 值均>０.０５)ꎬ学
业自我效能感其余各维度得分较干预前均明显升高ꎬ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团体沙盘游戏疗法对

医学专科生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的干预持久性优于认知行为疗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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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社会心理与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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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业自我效能感(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是指个体

对自身成功完成学业任务所具有能力的判断与自

信[１] ꎬ该概念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 Ｂａｎｄｕｒａ) 提出

的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概念———自我效能感衍生而

来ꎮ 沙盘游戏疗法(ｓａｎｄｐｌａｙ ｔｈｅｒａｐｙ)是从欧洲发展起

来的一种心理疗法ꎬ在国内也叫箱庭疗法或沙箱疗法

(以下统称为“沙盘游戏”) [２] ꎬ是在一种自由与受保护

的空间中ꎬ主要使用沙、沙盘、水以及有关人或物的缩

微模型来进行心理治疗与心理辅导的一种方法[３] ꎮ
认知行为疗法是通过改变思维和行为的方法来改变

不良认知ꎬ从而消除不良情绪和行为的一种心理疗

法[４] ꎮ 有研究报道指出ꎬ认知行为疗法与学困生的转

化有着密切的联系[５] ꎬ但效果大小与持久性有待考

证ꎮ 本研究旨在通过比较沙盘游戏疗法与认知行为

疗法 ２ 种干预方式的效果ꎬ探索医学专科生提升学业

效能感的新途径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通过张贴招募广告ꎬ在湖南某医学专科学

校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学生已离校实习)自愿报名

的 ６０ 名被试者中ꎬ经过面谈并使用“学业自我效能感

量表”ꎬ以总分低于 ６９ 分或分量表低于 ３６ 分作为入

组标准ꎬ筛选出 ４８ 名被试者ꎮ
将 ４８ 名被试随机分为团体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

组和对照组ꎬ每组 １６ 人ꎮ 鉴于团体沙盘游戏一个团队

人数一般在 ４ ~ ８ 人(人数太多会使团体混乱ꎬ人数太

少则会造成团体动力不足)ꎬ故将团体沙盘游戏组随

机分为 ２ 组ꎬ每组 ８ 人ꎮ 对团体沙盘游戏组及认知行

为治疗组进行每周 １ 次ꎬ共 ７ 次ꎬ每次 ２ ｈ 左右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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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ꎻ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干预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测量工具　 采用梁宇颂等[１] 编制的学业自我

效能感量表ꎬ该量表由 ２２ 个条目组成ꎬ包括学习能力

自我效能感(简称“学能”)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简
称“学行”)２ 个维度ꎬ每个维度各有 １１ 个条目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法ꎬ得分越高者学业自我效能感越好ꎮ
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９１ꎬ２ 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９０３ 和 ０.８１９ꎮ
１.２.２　 干预工具　 (１)整套沙盘游戏技术ꎮ ２ 个规格

为 ７５ ｃｍ×７２ ｃｍ×７ ｃｍ 的长方形沙箱ꎬ每箱约 ２０ ｋｇ 沙

子ꎬ２ ０００ 个左右沙具(包括人物、动物、植物、建筑物、
交通工具、食物等十几个类别)ꎬ２ 台照相机ꎮ (２) 整

套认知行为治疗技术ꎮ 固定的、有足够空间的咨询

室ꎬ１９ 把相同的、可以移动的座椅以及活动需要的

道具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ｘ±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使用

多个样本的非参数检验ꎬ两两比较使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ꎬ各组干预前后比较使用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ꎬ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各组学业效能感得分比较　 干预前沙盘

游戏组、认知行为组及对照组在学习能力自我效能、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１.２３８ꎬ０.２３３ꎬ０.３２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各组间学业效能感得分干预前后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学习能力 学习行为 总分
沙盘游戏组 前测 １６ ３１.３１±３.３０ ３１.３８±２.８７ ６２.３７±５.６４

后测 １６ ３５.６９±２.７０ ３４.６３±２.９２ ７０.３１±３.２８
追踪后测 １６ ３９.９４±３.０４ ３９.２５±３.８７ ７９.１９±３.３３

认知行为组 前测 １６ ３１.８８±３.１０ ３６.８８±４.１３ ７２.６９±６.５４
后测 １６ ３５.７５±５.３４ ３６.８８±４.１３ ７２.６９±６.５４
追踪后测 １６ ３４.５６±３.５８ ３２.６３±１.９３ ６７.１９±３.５８

对照组 前测 １６ ３１.９４±２.９０ ３１.５０±２.１０ ６３.６３±４.２１
后测 １６ ３１.７５±４.１２ ３１.１９±２.１４ ６２.９４±４.８４
追踪后测 １６ ３２.８８±３.４６ ３２.４４±２.４８ ６４.６９±３.９８

ｔ１ / Ｚ１ 值 ７.８９９ １７.４５８ ２０.２４１
ｔ２ / Ｚ２ 值 １９.４３２ ２０.８５８ ３１.５７７

　 注:ｔ１ / Ｚ１ 值为前测与后测的比较ꎬｔ２ / Ｚ２ 值为前测与追踪后测的比较ꎻ
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干预 １ 周后各组学业效能感得分比较 　 由表 １
可知ꎬ干预 １ 周后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组及对照组在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两两比较显示ꎬ沙盘游

戏组、认知行为组与对照组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学习

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ꎬ但沙盘游戏与认知行为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各组前测与后测比较结果显示ꎬ

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组在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学习

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上均有提高ꎬ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但对照组的学业效能感 ３ 个维度

均没有得到明显改善(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干预 １ 月后各组学业效能感得分比较 　 由表 １
可知ꎬ干预 １ 月后沙盘游戏组、认知行为组及对照组在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上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两两比较显示ꎬ沙盘

游戏组与认知行为组、沙盘游戏组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但认知行为组与对照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各组前测与追

踪后测比较结果显示ꎬ沙盘游戏组在学习能力自我效

能、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及总分上均有提高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认知行为组在学习能力

自我效能、总分上有所提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但学习行为自我效能得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ꎻ对照组的学业效能感 ３ 个维度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次结果显示ꎬ与对照组相比ꎬ团体沙盘游戏疗

法和团体行为认知疗法都能够有效改善医学专科生

学业自我效能感ꎻ干预结束短期内ꎬ团体行为认知干

预效果优于团体沙盘游戏干预ꎻ在效果保持性方面ꎬ
团体沙盘游戏组干预效果优于团体行为认知组ꎬ特别

是对学习能力自我效能及总分的干预效果ꎮ
团体沙盘游戏有利于医学专科生学业效能感的

提升ꎬ并且在干预结束 １ 个月后该作用得以保持ꎮ 考

虑可能由于团体沙盘游戏要求咨询师遵守积极关注

和非批判性原则ꎬ保持“母子一体性”ꎬ同时为每一位

来访者营造一个自由和受保护的空间ꎮ 在这种环境

里ꎬ可以放弃心中的芥蒂、担忧ꎬ剔除伪装与修饰ꎬ展
现最真实的自己ꎬ有利于发现自己在学习上的消极、
被动、焦虑、悲观、自卑、挫败感等负能量(问题呈现阶

段)ꎮ 同时ꎬ来访者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和摆放沙具无

意识表达自己ꎬ与真实的自己对话ꎬ在悦纳与包容的

氛围里宣泄负能量(抗争阶段)ꎬ促进积极、主动、向
上、乐观、自信、成就感等正能量的形成ꎬ从而重新认

识自我ꎬ有利于学业效能感的提升ꎮ 团体沙盘游戏允

许来访者移动自己和他人的沙具ꎬ通过这种方式让来

访者逐渐学会理解他人ꎬ更好地探索内心ꎬ看清自己

问题的症结ꎬ强化、丰富正能量ꎻ整个过程在非语言交

流中进行ꎬ让意识与无意识有效整合ꎬ对自我的认识

变得越来越清晰(积极重构阶段)ꎮ 沙具摆放结束后ꎬ
在交流分享过程中ꎬ来访者会发现自己并不“特别”ꎬ
其实很多人同自己有一样的感觉ꎬ这样会使得来访者

降低对自己的消极评价ꎬ增强自信心 (统合转化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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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ꎮ 而自信心的缺乏、自我认识的偏差都是造成学

业效能感低的重要原因ꎮ
团体认知行为干预对医学专科生学业效能感的

提升亦有显著效果ꎬ但 １ 个月后对学习行为自我效能

感的干预效果不明显ꎮ 原因可能在于沙盘游戏是无

意识能量的释放过程[６] ꎬ而认知行为干预是在意识层

面的一种交流ꎬ通过创造一种信任、安全的氛围来促

进各成员之间的体验、观察、学习ꎬ从而达到改变不良

认知行为的目的ꎮ 而这种氛围与现实生活存在差异ꎬ
使得来访者也难以有效地将转变的认知迁移到现实

生活的行为中去ꎬ故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的干预效果

也难以保持[７] ꎬ与一些学者[８－９]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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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

云南省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纳西族儿童青少年生长长期趋势

黄鑫ꎬ常利涛ꎬ黄达峰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ꎬ昆明 ６５００２２

　 　 【摘要】 　 目的　 分析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云南省纳西族儿童青少年的生长长期变化ꎬ为促进其体质与健康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收集 １９８５ꎬ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１４ 年 ４ 次云南省 ７~ １８ 岁纳西族学生的身高、体重、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和身高最大增长

年龄(ＭＩＡ)等资料进行动态分析ꎮ 结果　 近 ３０ 年来ꎬ７ ~ １８ 岁纳西族男、女生身高平均增加 ５.７ ｃｍ 和 ４.７ ｃｍꎬ体重平均增

加 ６.４ ｋｇ 和 ５.８ ｋｇꎬＭＩＡ 提前 ２.５６ 岁和 ０.０６ 岁ꎬ１８ 岁男、女生成年身高平均增加 ３.４ ｃｍ 和 ２.６ ｃｍ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纳西族

男、女生 ＢＭＩ 平均增加 ０.６ ｋｇ / ｍ２ 和 ０.４ ｋｇ / ｍ２ ꎮ 纳西族成年身高性差从 １９８５ 年的 １２.８ ｃｍ 增大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３.６ ｃｍꎮ 结

论　 云南省纳西族儿童青少年出现生长长期趋势ꎬ应加强重视ꎬ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其健康成长ꎮ
【关键词】 　 身高ꎻ体重ꎻ生长ꎻ青春期发育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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