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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取向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困扰的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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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皖南医学院心理学教研室ꎬ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２ꎻ２.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

　 　 【摘要】 　 目的　 探讨叙事取向团体心理辅导对人际交往困扰大学生的干预效果ꎬ为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水平提供参

考ꎮ 方法　 使用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表(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ｃａｌｅꎬＩＲＩＤＳ)进行测评和现场访谈ꎬ
从某高校大学生中选取 ３２ 名存在人际交往困扰的大学生ꎬ随机分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ꎮ 实验组接受每周 １ 次连续 ６ 周的

叙事取向团体心理辅导ꎬ控制组在实验期不给予任何实验处理ꎮ 在团体心理辅导前、团体心理辅导结束及团体心理辅导结

束 ４ 周后对 ２ 组进行 ＩＲＩＤＳ、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Ｓｏｃｉａｌ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ＡＤＳ)测评ꎮ 结果　 干预前ꎬ实验组

和对照组人际关系状况及各因子、社交回避及苦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结束后ꎬ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交

谈、交际与交友、异性交往、人际总分、社交回避、社会苦恼及社交总分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结束

４ 周后ꎬ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交谈、交际与交友、人际总分、社交回避、社会苦恼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

论　 叙事取向团体心理辅导可以提升大学生人际交往水平、改善大学生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ꎬ且具有持续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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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ＳＪＤ２０１４０２)ꎮ
【作者简介】 　 王欣(１９８２－　 )ꎬ女ꎬ安徽肥东县人ꎬ硕士ꎬ讲师ꎬ主要从

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学、科研及心理咨询工作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１１.０１２

　 　 当今社会是一个由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组

成的网络系统ꎮ 对正处于学习、成长阶段的大学生而

言ꎬ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不仅是大学生活的需要ꎬ也
是将来走向社会的需要ꎮ 在大学生心理咨询的实践

中ꎬ人际关系困扰问题一直居高不下ꎬ人际交往障碍

已成为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１－３] ꎮ 目

前ꎬ针对大学生人际交往困扰的干预方式主要有个别

咨询和团体辅导 ２ 种形式ꎬ团体辅导较个别咨询有涉

及面广、感染力强、高效等特点ꎬ在短期能够产生较好

的干预效果[４－７] ꎮ
叙事心理治疗主要是咨询者运用适当的语言形

式ꎬ帮助来访者找出遗漏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生活故

事ꎬ并以此为契机重新建构生活意义、唤起来访者内

在力量的过程[８－９] ꎮ 通过咨询ꎬ来访者对自己充满自

信ꎬ相信自己有能力并且更清楚解决自己困难的方

法[１０－１２] ꎮ 不少学者提出应将叙事治疗技术运用到大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１３－１４] ꎬ并有了一些初步的尝

试[１５－１７] ꎮ 本研究将叙事治疗的基本技术运用到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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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不良的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中ꎬ旨在探讨其提升

大学生人际交往水平的可行性和有效性ꎬ为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借鉴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２ 月ꎬ以某高校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采用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等方式ꎬ对
大学生进行由郑日昌[１８]主编的“人际关系综合诊断量

表”测定ꎬ对所测得分在 ９ ~ ２０ 分之间存在人际困扰的

学生 ６７ 名进行访谈ꎮ 访谈后ꎬ选取 ３２ 名成员ꎬ随机分

配到实验组和对照组ꎬ每组各 １６ 名ꎮ 其中实验组男生

６ 名ꎬ女生 １０ 名ꎻ大一至大四年级分别为 ５ꎬ４ꎬ４ꎬ３ 名ꎻ
文科生 ６ 名ꎬ理科生 １０ 名ꎮ 对照组男生 ７ 名ꎬ女生 ９
名ꎻ大一至大四年级分别为 ６ꎬ５ꎬ３ꎬ２ 名ꎻ文科生 ５ 名ꎬ
理科生 １１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实验组控制组前后测

设计ꎬ 并辅以追踪测量ꎮ 实验组接受每周 １ 次连续 ６
周的叙事取向团体心理辅导ꎬ控制组在实验期不给予

任何实验处理ꎮ 实验组成员要求自愿参与实验、愿意

真诚地分享自己、有强烈改善人际交往不良愿望、承
诺全程参与、没有严重心理问题者ꎮ 实验组和控制组

分别在团体心理辅导前(即实验前 １ 周末)、团体心理

辅导结束(即第 ６ 周末)及团体心理辅导结束 ４ 周后

(即第 １０ 周末)进行人际关系诊断量表(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ｃａｌｅ ꎬＩＲＩＤＳ) [１８] 、社
交回避及苦恼量表 (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ＡＤＳ) [１９]测评ꎮ
１.２.２　 研究工具 　 ＩＲＩＤＳ 共 ２８ 个条目ꎬ由交谈行为、
交际与交友行为、待人接物及异性交往 ４ 个维度组成ꎮ
每个条目选“是”计 １ 分ꎬ选“否”计 ０ 分ꎬ总分为各条

目得分之和ꎮ 根据总分及各维度因子分评定被试的

人际关系状况ꎮ 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１８] ꎮ
ＳＡＤＳ 共 ２８ 个条目ꎬ分为社交回避和社交苦恼 ２ 个分

量表ꎮ 每个条目选“是”计 １ 分ꎬ选“否”计 ０ 分ꎬ总分

为各个条目得分之和ꎮ 根据总分评定人际交往状况ꎬ
得分越高ꎬ说明社交回避与苦恼程度越高ꎮ 该量表具

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１９] ꎮ
１.２.３　 干预方案 　 根据叙事治疗和团体辅导的理论

与技术ꎬ设计本研究干预方案ꎮ 通过团体内人际交互

作用ꎬ在团体成员之间建立安全、信任、真诚、开放的

氛围下ꎬ运用“外化问题” “寻找特殊意义事件” “重写

故事”“局外见证团”及“向问题写信”等技术ꎬ发掘成

员的积极资源ꎬ成员能够欣赏自己曾经的生命经验ꎮ
通过不断丰厚成员生活的积极力量与意义ꎬ从而促进

成员改写生命故事ꎬ更加接纳自己与生活ꎬ抱着积极

的心态面对人际交往中可能存在的挑战ꎮ 本方案每

周 １ 次ꎬ每次 ３ ｈꎬ共 ６ 周ꎮ 采用游戏、讨论、纸笔练习

等形式进行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叙事取向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序号 团体名称 团体目标 活动内容 叙事治疗技术

１ 相逢是缘 相互认识ꎬ了解问题的普遍性ꎬ澄清目标ꎬ建立

信任ꎬ拟定团体规范ꎮ
１.团体及带领者简介ꎻ２.胸卡设计ꎻ３.玩偶介绍主

人ꎻ４.信任圈ꎻ５.讨论签署团体契约

外化技术

２ 我的故事 让成员分享自己的故事ꎬ正视问题故事ꎬ并外

化问题ꎮ
１.暖身活动ꎻ２.我的故事ꎻ３.问题玩偶对话ꎻ４.小结 外化解构

３ 最美的例外 让成员寻找到生命故事中的特殊意义事件ꎬ发
现生命故事背后的渴望与价值ꎬ并将特殊意义

事件串连ꎮ

１.暖身活动ꎻ２.最美的例外ꎻ３.画出我的故事ꎻ４.小结 寻找特殊意义事

件ꎻ意义蓝图ꎻ 行

动蓝图ꎻ串连

４ 友情见证团 通过成员间形成见证团队ꎬ彼此分享成员故事

中的感动与受到启发的部分ꎬ丰厚成员的积极

资源与力量ꎮ

１.暖身活动ꎻ２.友情见证团ꎻ３.小结 见证ꎻ丰厚

５ 新的故事 成员对于生活赋予新的意义ꎬ分享新的生命故

事ꎮ
１.暖身活动ꎻ２.给问题写信ꎻ３.开启新的故事ꎻ４.小结 丰厚ꎻ改写故事

６ 向未来出发 回顾收获ꎬ探索人际交往困惑解决途径和资

源ꎬ丰厚人际交往信心ꎬ处理分离ꎮ
１.暖身活动ꎻ２.个人见证对话ꎻ３.通向未来美好交往

的五把金钥匙ꎻ４.心意卡ꎻ５.小结

见证ꎻ丰厚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ꎬ组内干预前后得分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ꎬ实验组

与控制组之间得分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２ 组对象干预前各量表得分比较　 干预前ꎬ实验

组和控制组在人际关系状况及各因子、社交回避及苦

恼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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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干预前后测及 ４ 周后追踪测量不同组别学生人际关系及社交得分比较(ｘ±ｓ)

干预前后

及追踪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人际关系

交谈 交际与交友 待人接物 异性交往 人际总分

社交

社交回避 社交苦恼 社交总分
干预前 实验组 １６ ４.３７±１.４１ ４.４４±１.４１ １.７５±１.４８ ２.６３±１.５９ １３.３８±３.４２ ９.１９±１.７６ １０.５６±１.５０ １９.７５±３.０２

对照组 １６ ４.５０±１.３７ ４.６９±１.６２ １.００±１.１０ ２.３１±１.７０ １２.５０±２.４０ ８.９４±１.６５ １０.２５±１.２９ １９.１９±２.４０
ｔ 值 －０.１３ ０.４７ －１.６３ －０.５４ －０.８４ －０.４１ ０.６３ －０.５８
Ｐ 值 ０.９０ ０.６５ ０.１１ ０.６０ ０.４１ ０.６８ ０.５３ ０.５６

干预后 实验组 １６ ２.４４±０.７３ ２.５０±１.５１ １.１３±０.８９ １.５６±１.７９ ７.６３±３.０１ ４.４４±１.４１ ６.３１±１.３０ １０.７５±２.５７
对照组 １６ ４.１９±１.０５ ４.３１±１.１４ １.４４±１.６３ ２.８８±１.６７ １２.８１±２.７４ ９.３８±１.４５ １０.３８±１.２６ １９.７５±２.２４

ｔ 值 －５.４９ －３.８４ －０.６７ －２.１５ －５.１０ －９.７４ －８.９７ －１０.５７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１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 周后追踪 实验组 １６ ２.３８±１.０９ ２.９４±１.１２ １.１９±１.１１ １.１３±１.３１ ７.６３±３.０５ ４.３８±１.５４ ６.１３±１.２６ １０.５０±２.４２
对照组 １６ ３.８８±１.２６ ４.５０±１.４６ １.０６±０.８５ ２.００±１.５５ １１.４４±１.８２ ８.８８±２.０９ １０.４４±１.４１ １９.３１±２.６０

ｔ 值 －３.６１ －３.３９ ０.３６ １.７３ －４.２９ －６.９２ －９.１２ －９.９２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７２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　 ２ 组干预后各量表得分比较　 干预结束后ꎬ实验

组和控制组在交谈、交际与交友、异性交往、人际总

分、社交回避、社会苦恼及社交总分方面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２ 组前测、追踪测量各量表得分比较　 在干预结

束 ４ 周后ꎬ实验组和控制组在交谈、交际与交友、人际

总分、社交回避、社会苦恼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４　 实验组前后测及追踪测量各量表得分比较　 实

验组辅导结束后在交谈、交际与交友、异性交往、人际

总分、社交回避、社交苦恼及社交总分方面与前测相

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８.８８ꎬ４.４８ꎬ２.７１ꎬ
７.６７ꎬ１１.７８ꎬ１３.７３ꎬ１５.０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辅导结束 ４
周后追踪测量除人际总分外ꎬ其余各指标与辅导结束

后测量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

表 ２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叙事取向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

生人际交往水平的提升有立即性和持续性的效果ꎮ
以往的一些学者研究结果提示[５－７] ꎬ团体心理辅导对

大学生人际交往水平提高有一定的效果ꎮ 而本研究

中将叙事治疗的理念和技术渗透到团体辅导中ꎬ结合

团体过程记录和团体成员访谈记录分析ꎬ叙事取向团

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人际交往水平提升可能与以下

几个方面有关ꎮ
３.１　 包容、安全、尊重、好奇、珍惜、支持的良好团体氛

围　 叙事治疗尊重多元文化的差异ꎬ非常强调珍视来

访者ꎬ珍视问题ꎮ 带着对每位成员的尊重与好奇ꎬ珍
惜每位成员分享的经验与故事ꎬ团体成员彼此包容与

支持ꎬ逐步形成了包容、安全、温暖的团体氛围ꎬ成员

们在团体中更加开放地说出自己的故事ꎬ回应和见证

别人的故事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互相交流感受ꎬ成
员们更加接纳自己ꎬ看到自己的价值与力量ꎮ 成员间

相互学习ꎬ遇到人际交往的问题更有信心去寻求解决

的方法ꎮ
３.２　 “问题外化”让成员从问题故事中解构出来　 叙

事治疗观认为[９] ꎬ人是与问题同在的ꎬ不批评与害怕

问题ꎬ对问题不焦虑ꎬ才能了解问题、尊重问题ꎬ更加

珍惜问题ꎬ从而得到突破与成长ꎮ 团体中用玩偶来替

代成员的问题ꎬ让成员与玩偶对话ꎬ如“玩偶什么时候

来到主人身边的” “主人对玩偶的感觉如何” “玩偶来

到主人身边想对主人说些什么” “玩偶的内在心意是

什么”等ꎮ 在团体中后期ꎬ当成员们对自己的问题故

事有了新看法时ꎬ通过成员对自己的“问题”写感谢信

的方式ꎬ进一步外化问题ꎬ解构问题故事的意义ꎬ重新

赋予生活的意义ꎬ发展出逐步丰厚的新故事ꎮ
３.３　 特殊意义事件让成员开启了新的生命故事　 叙

事治疗会看到人们的生活其实是透过人们的故事来

塑造他们的日子ꎬ也塑造了他们的人际关系ꎮ 传统文

化的禁锢ꎬ让人们只能看到糟糕的自己及不满意的生

命故事ꎬ而忽视了生命故事背后蕴藏的价值和渴望ꎮ
团体中不再关注成员的某一具体的问题故事ꎬ而是更

加重视成员内在的潜能和积极向上的动力ꎬ通过寻找

成员的一个个特殊意义事件ꎬ并将其串连起来ꎬ成员

新的生命故事被开启ꎮ 成员看到了自己在问题故事

里的渴望与力量ꎬ并寻找到新的生命故事的意义ꎮ
３.４　 自我见证与局外见证赋予成员更多的力量　 叙

事治疗中ꎬ团体成员之间的互相见证可以促使每个成

员获得更多的生命力量[２０] ꎮ 团体中ꎬ通过团体成员的

自我见证ꎬ即不同年龄的自己对现在自己的见证ꎬ让
成员在自己的身上发现更多的资源和力量ꎮ 如“那个

曾经与人交往总是害怕和回避的自己看到今天的自

己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那个年老的有智慧的自己会

对现在参加团体的自己最欣赏和感谢的是什么”通过

成员们组成的局外见证团队ꎬ见证每位成员生命故事

中最珍贵的部分ꎮ 每位成员不论是作为被见证者还

是见证者ꎬ都能获得更多积极的资源与力量ꎬ更加有

信心面对自己未来的人际与生活ꎮ
(下转第 １６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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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相比ꎬ手机微信是最具成本效果的干预方法[１３] ꎬ表
明应用微信进行健康教育干预不仅具有良好的干预

效果ꎬ还显示出较高的成本效果ꎬ说明基于微信公众

平台的健康教育是适应当前信息时代的健康教育模

式ꎬ应进一步完善和推广ꎮ 今后可将微信公众平台与

其他新媒体工具或健康教育途径结合ꎬ如将微信与

“模块化面向对象的动态学习环境”整合ꎬ设计健康素

养的移动学习平台ꎬ同时增设健康技能的实践环节ꎬ
并通过近期和远期效果的比较评价ꎬ探索更有效的健

康素养干预模式ꎬ为今后大学生健康素养干预提供

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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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６４３ 页)
　 　 综上所述ꎬ叙事治疗的基本理念及其指导下的良

好团体氛围的营造、叙事治疗的核心技术可能是叙事

取向团体心理辅导的起效因子ꎮ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主要是没有设立一般性团体心理辅导对照组ꎬ虽然研

究结果表明叙事取向团体心理辅导对提升大学生人

际交往水平有立即性和持续性的效果ꎬ但和一般性团

体辅导相比是否更优ꎬ有待于以后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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