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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念起源于东方佛教禅修ꎬ佛教语境内的正念强

调安心当下ꎬ止住因思虑过去和未来而纷乱的心念ꎬ
发展定力ꎮ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美国心理学家卡巴

金教授将正念引入心理治疗领域ꎬ并去除了正念中的

宗教成分ꎬ提炼出其中的练习技术ꎬ并在麻省医学院

压力治疗中心运用正念训练帮助患者进行疼痛和压

力管理ꎬ成效卓著ꎮ 随后ꎬ西方心理学界持续关注正

念ꎬ众多研究者在此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探

索ꎬ发现正念干预不仅能够减轻甚至消除身心症状ꎬ
还能提高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１] ꎬ并发展出诸如正念

减压疗法、正念认知疗法、辩证行为疗法等基于正念

的心理疗法ꎬ被誉为 “认知与行为疗法的第三次浪

潮”ꎮ 如今ꎬ正念在西方国家的医疗、心理干预、教育、
体育等领域都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２] ꎮ

国内的正念研究在近些年才开始兴起ꎬ主要集中

在对成人的正念干预效果研究上[３－６] ꎮ 最近ꎬ国内陆

续有研究者[７－８]提出可将正念纳入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体系ꎬ并介绍了相关的干预形式ꎮ 本文搜集并分析了

此领域的国内外研究文献ꎬ较全面、清晰地呈现出正

念干预儿童青少年发展与健康的研究现状ꎬ以期为国

内儿童青少年正念相关教育、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实

证基础与参考ꎮ

１　 正念的涵义

目前ꎬ在心理学界所使用的“正念”一词主要来源

于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佛教教义ꎮ “正念”对应的英

文“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指的是觉察、专注和忆念[９] ꎮ 在这个

定义中ꎬ“觉察” (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和“专注” (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２ 个

词的使用类似于其通常在英语中的用法:个体了解某

件事情正在发生并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它ꎮ 但“忆念”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一词的用法有所区别ꎬ并不是指要记住过

去所发生过的各种事件ꎬ主要指要能持续用心觉察和

关注某个对象ꎮ 在此定义的基础上ꎬ卡巴金教授增加

了“不评判”的成分ꎬ认为正念是一种精神训练方法ꎬ
在这种精神训练中ꎬ强调的是有意识地觉察、将注意

力集中于当下、对当下的一切都不作评判ꎮ 因此ꎬ正
念是“一种有目的、不评判的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

刻的方法” [１０] ꎬ目前卡巴金教授对正念的定义已经较

为广泛地被人们接受[１１] ꎮ

２　 正念的练习方式

正念练习的核心包括 ２ 点:一是将注意力集中于

现在ꎬ强调生活在当下ꎻ二是对此时此刻脑海中呈现

的观念和想法不作任何的评价ꎬ强调非评判性和接纳

性[１２] ꎮ 正念练习可以分为正式练习、非正式练习以及

闭关等方式ꎮ 正式练习是指练习者需要抽取固定的

时间加以练习ꎬ如行禅、坐禅、食禅等ꎮ 非正式练习则

不需要抽取固定的时间进行练习ꎬ在平常的生活中随

时随地都可以进行ꎬ重要的是保持对当下一种不加评

判的觉知ꎮ 闭关是指练习者在禅修院或者房间中进

行一整天的正念练习ꎬ通常是将坐禅、行禅、食禅以及

其他活动交替进行ꎮ
近年来ꎬ正念练习更多的被分为正念冥想练习和

正念呼吸练习[１３] ꎮ 正念冥想练习是以友善和接受的

态度对内在心智和外在体验进行感知和保持觉醒的

冥想[１４] ꎮ 注意接纳、包容周边的一切事物ꎬ但不进行

评判ꎮ 正念呼吸练习是指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

吸上ꎬ全身心的感受呼吸ꎬ注意吸入的气体进入鼻腔、
肺部ꎬ进而到身体的各个部分ꎬ注意呼出的气体经过

鼻腔ꎬ离开自己身体的过程[１５] 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不需

要刻意调整呼吸或者一定要进行深呼吸ꎬ只是对自己

的呼吸进行感受ꎬ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呼气、吸气ꎮ 通

过正念呼吸练习ꎬ有助于更好地感受此时此刻ꎮ

３　 正念在儿童青少年卫生领域的应用研究现状

３.１　 正念对儿童青少年认知发展的影响

３.１.１　 正念提升注意力 　 早在 １９７３ 年ꎬＬｉｎｄｅｎ[１６] 研

究发现ꎬ１８ 周的正念训练可以提高儿童维持有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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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抗分心刺激的能力ꎬ提高镶嵌图形测验的成绩ꎮ
２０１０ 年ꎬＳｅｍｐｌｅ 等[１７]在研究中ꎬ让实验组儿童接受正

念认知疗法ꎬ结果发现被试的注意力和自控能力得到

提高ꎮ Ｅｎｏｃｈ[１８]在研究中让实验组与控制组儿童均完

成 ４ 个注意任务:简单 ＣＰＴ 任务(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Ｇｏ / Ｎｏ － Ｇｏ 任务、 视觉取消任务 ( Ｖｉｓｕａｌ
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 Ｔａｓｋ)、字谜游戏任务 ( Ｃｒｏｓｓｗｏｒｄ Ｐｕｚｚｌｅ
Ｔａｓｋ)ꎬ然后让实验组儿童接受 ６ 次、每次 ２０ ｍｉｎ 的正

念训练ꎬ控制组儿童则继续进行其他暑期课程ꎬ研究

结果发现ꎬ在正念训练结束后ꎬ实验组儿童在多个注

意任务上成绩提高高于控制组儿童ꎬ表明为儿童提供

基于正念的干预有助于增加儿童持续的注意力ꎮ
在国内ꎬ马超[１９] 以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为被试ꎬ进

行注意力的正念训练和执行功能训练ꎬ研究结果发

现ꎬ执行功能训练组的执行网络功能显著提高ꎬ正念

训练组的执行网络功能和定向网络功能均提高ꎮ 研

究者认为正念训练对于注意更具有综合效果ꎮ
３.１.２　 正念增强记忆力　 对于学生而言ꎬ记忆能力的

高低直接影响学业成绩ꎮ 已有研究发现正念训练对

于个体的记忆力具有良好的提升效果ꎮ Ｎａｔｅｓｈ 等[２０]

以 １２ ~ １６ 岁的青少年为被试ꎬ研究了正念状态与工作

记忆的关系ꎬ以 Ｃｏｒｓｉ 积木测验( Ｃｏｒｓｉ ｂｌｏｃｋ ｔａｓｋ)测量

视觉空间工作记忆ꎬ并使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和状态

焦虑量表对被试进行测量ꎬ结果显示ꎬ正念注意觉知

水平越高ꎬ被试的焦虑水平就越低ꎬ且工作记忆广度

越大ꎮ 在另一项研究[２１] 中ꎬ研究者对美国南部城市 １
所小学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正念减压训练影响记忆力

的效果研究ꎮ 其中 ４ 名教师接受了 １１ 周的正念减压

训练ꎬ然后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讲授ꎬ并同样让学生

进行 １１ 周的正念减压训练ꎻ同时ꎬ另 ４ 名教师及其学

生为控制组ꎮ 在学生进行正念减压训练前、中、后 ３ 个

时间点收集工作记忆广度测试数据ꎬ结果表明ꎬ正念

减压训练可改善工作记忆的加工ꎬ扩大工作记忆的

广度ꎮ
Ｈａｎｃｅｒｏｇｌｕ[２２]在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ꎬ对

小学低年级儿童(二至四年级)进行 ８ 周“正念我”项

目的训练ꎬ结果发现ꎬ研究对象工作记忆分数和认知

灵活性分数均提高ꎬ并认为正念可以提高儿童工作记

忆能力和认知灵活性ꎮ
３.１.３　 正念锻炼思维能力　 有研究者认为ꎬ正念为学

习和创造性思维提供了良好的起点ꎬ应作为所有年龄

和所有能力水平学生日常经验的一部分[２３] ꎮ 在实证

研究方面ꎬＧｏｕｄａ 等[２４] 发现ꎬ正念减压训练可以提高

中学生的创造力水平ꎮ Ｋｌｃｏ[２５] 也在研究中发现ꎬ小学

二和四年级的儿童在经过 １０ 周正念冥想的训练后ꎬ创
造力有显著的提升ꎮ

Ｌｅｂｕｄａ 等[２６]对 １９７７—２０１５ 年间有关正念与创造

力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元分析ꎬ发现两者相关有统计学

意义ꎻ进一步分析发现ꎬ正念所蕴含的开放检测维度

与创造力的相关程度大于正念的觉知维度与创造力

的相关ꎮ
３.１.４　 正念加强执行功能 　 执行功能是指在完成复

杂的认知任务时ꎬ个体对各种认知过程进行协调ꎬ以
保证认知系统以灵活、优化的方式实现特定目标的一

般性控制机制[２７] ꎬ对于儿童青少年未来的学习生活有

着重要的意义ꎮ
Ｆｌｏｏｋ 等[２８]以随机控制实验评估“正念觉察练习

计划”(Ｍｉｎｄｆｕ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ＭＡＰｓ)对

儿童执行功能的干预效果ꎬ使用此计划对 ６４ 名二、三
年级的 ７ ~ ９ 岁儿童施以训练ꎬ共 ８ 周ꎬ每周 ２ 次ꎬ每次

３０ ｍｉｎꎬ结果显示ꎬ原本低执行功能的学生在训练后有

显著的提升ꎮ Ｓｍａｌｌｅｙ 等在大学早教中心选取了 ４４ 名

４ ~ ５ 岁的孩子进行 ８ 周正念训练ꎬ结果显示ꎬ正念练

习提高了学生的执行功能ꎬ表明年幼的孩子适合进行

正念练习[２９] ꎮ 在另一项包含学前儿童、初中学生、高
中学生及大学生的研究中ꎬ随机对照试验表明ꎬ正念

干预后被试的执行功能得到改善ꎻ并且通过对大学生

的脑成像和脑电测量提示ꎬ前扣带皮层和自主神经系

统是正念干预效果的神经生理基础[３０] ꎮ
３.２　 正念有助儿童青少年改善情绪　 Ｗａｌｌ[３１] 对 １１ ~
１３ 岁的少年进行了正念减压训练ꎬ结束后学生报告他

们变得更加平静ꎮ Ｂ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等[３２] 依据正念减压疗法

创建了“学习呼吸”课程ꎬ在美国独立女子学校 １７ ~ １９
岁的学生中进行研究ꎬ结果显示ꎬ与对照组相比ꎬ实验

组学生报告消极情绪降低ꎬ平静、放松和自我接纳感

增强ꎮ 耿岩[３３]基于正念编制了正念健心操ꎬ并对中学

生进行训练ꎬ结果发现ꎬ为正念水平与正性情绪呈正

相关ꎬ与负性情绪呈负相关ꎮ
特别在考试焦虑方面ꎬ正念可以有效减缓考试焦

虑ꎮ 考试焦虑是一种在考试情景下引发的ꎬ对考试充

满担忧的负性情绪ꎮ 这种情绪会导致各种防御行为ꎬ
并会延伸影响到个体的认知、情绪及人格健康ꎮ Ｇｏｌ￣
ｐｏｕｒ 等[３４]研究表明ꎬ通过正念呼吸练习ꎬ孩子报告在

面对考试时的紧张程度有所下降ꎬ更为放松ꎻ老师也

认为学生能更好地处理压力性生活事件ꎮ 孟祥寒[３５]

通过对高一、高二学生进行考试焦虑干预研究ꎬ结果

发现ꎬ放松训练与正念训练都对考试焦虑有显著缓解

作用ꎬ但正念训练效果好于放松训练ꎬ且在改善学生

的特质焦虑上更有效ꎮ
也有研究者考察了正念提高个体情绪管理能力

的神经生物学机制ꎮ Ｋｌｃｏ[２５] 对小学二、四年级的学生

进行了其 １０ 周正念冥想训练ꎬ在训练前后测量脑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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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抑郁、焦虑、冲动 / 攻击行为等ꎬ结果表明ꎬ在实验

条件下发现了显著的正念冥想后抑郁的改善ꎬ并发现

正念能产生左额叶 α 激活ꎬ这是一种与积极情绪增加

有关的大脑模式ꎬ能对厌恶事件产生更适应的应对

反应ꎮ
３.３　 正念促进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性发展　 研究者认

为正念练习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社交行

为ꎬ有助于孩子的社会性发展[３６] ꎬ特别在口头辱骂、行
为攻击、破坏类等冲动行为方面ꎬ正念可以帮助孩子

暂停情绪的即时行为反应ꎬ增加冲动情绪和行为之间

的反应时间ꎬ帮助孩子认清自己的冲动欲望和重新评

估行为的恰当性ꎬ从而对惯常的自动反应系统进行重

塑ꎬ习得新的、更健康的反应ꎮ 因而ꎬ研究者认为正念

可以改善愤怒管理ꎬ抑制暴力倾向ꎬ对青少年品行障

碍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３６] ꎮ
目前ꎬ正念已被证明是减少校园欺凌发生的有效

手段ꎮ 美国纽约州史密斯敦市 Ａｃｃｏｍｐｓｅｔｔｅ 中学采用

正念对学生进行训练发现ꎬ学生提高了自我行为意识

和规则意识ꎬ减少了同龄人之间的争吵ꎬ欺凌行为减

少ꎬ并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积极的社会技能ꎬ包括耐

心、同情、慷慨等[３７] ꎮ Ｍｅｇａｎ[３８] 对 ８ 名青少年欺负者

进行正念干预的定性研究结果显示ꎬ７５％的参与者在

人际关系、自我关系、情绪、自我管理等方面有了明显

的改善ꎬ欺负者的多动、对立、反抗等行为问题有所

减少ꎮ
在被欺凌者及旁观者方面ꎬ由于害怕报复ꎬ他们

往往选择不向家长或老师报告ꎮ 而 Ａｃｃｏｍｐｓｅｔｔｅ 中学

通过对学生的正念训练发现ꎬ增加了受欺凌学生和旁

观者向学校教职员报告事件的可能性[３７] ꎮ 另有 Ｚｈｏｕ
等[３９]的研究表明ꎬ欺凌受害对抑郁症状的影响和恢复

作用均受正念的调节ꎬ对于低正念的儿童ꎬ更易出现

抑郁症状、恢复缓慢ꎬ而随着正念水平的增加ꎬ可以减

少欺凌受害的负面影响ꎮ
３.４　 正念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国内外

一些研究证明ꎬ正念可以有效提高儿童青少年的心理

健康水平[３３ꎬ４０－４２] ꎮ 特别在一些儿童青少年身心障碍

的治疗上ꎬ正念训练显示出良好的效果ꎮ 在这些身心

障碍中ꎬ自闭症与多动症是其中发病率较高ꎬ严重影

响患儿身心健康的 ２ 种疾病ꎮ Ｒｉｄｄｅｒｉｎｋｈｏｆ 等[４３] 考察

了一项对孩子和父母共同参与的正念项目是否有利

于自闭症儿童及其父母ꎬ４５ 名年龄在 ８ ~ １９ 岁的自闭

症患儿和其父母参加了研究ꎬ结果发现ꎬ训练后患儿

的社会交往问题有所减少ꎬ情绪和行为能力得到改

善ꎻ来自父母的访谈报告显示ꎬ这种改善在训练完成

后的 １ 年仍然存在ꎻ患儿父母也报告自己的情绪、对孩

子的养育方式在训练完成时、完成后的 ２ 个月ꎬ以及完

成后的 １ 年中均得到了改善ꎮ
另有研究者试图培训自闭症儿童的父母成为自

己孩子的正念教师来扩大正念干预的范围ꎬ以使正念

练习可以落实到自闭症儿童的日常生活中ꎮ 在 Ｈｗａｎｇ
等[４４]的研究中ꎬ共有 １２ 位母亲及其子女参加了 １ 个

两阶段正念干预项目:在第一阶段中ꎬ母亲参加了为

期 ８ 周的正念训练ꎬ训练后掌握了正念的理论ꎬ并能流

畅运用正念技能ꎮ 在第二阶段中ꎬ母亲对自己的孩子

进行正念训练ꎮ 最终结果报告了正念干预对自闭症

儿童及其母亲的有益影响ꎬ包括母亲感知的压力降

低、母亲家庭生活质量提高ꎬ以及儿童问题行为的

减少ꎮ
在多动症方面ꎬＺｙｌｏｗｓｋａ 等[４５] 在一项研究中评估

了正念训练治疗多动症的可行性ꎮ 被试中含有 ８ 名青

少年(其余为 ２４ 名成人)ꎬ他们参加了为期 ８ 周的正

念训练ꎮ 前后测的结果显示ꎬ被试自我报告的多动症

症状减少ꎬ注意任务和认知抑制任务的表现提高ꎬ同
时焦虑和抑郁症状也有所改善ꎮ

除对自闭症患儿进行直接的正念干预ꎬ有研究者

从患儿养育的角度探讨对患儿家长提供正念训练是

否会对患儿产生正面影响ꎮ 在一个研究中ꎬ研究者向

患儿母亲提供了正念训练ꎬ并设计了多重基线研究ꎬ
结果发现给予母亲正念训练提高了孩子的依从性ꎬ能
遵从母亲的指导ꎬ加强了孩子与母亲之间的积极互

动[４６] ꎮ 这种效果在随访中得以保持ꎮ
Ｂａｋｈｓｈａｙｅｓｈ 等[４７]的一项研究中ꎬ有 ３６ 名多动症

患儿及其母亲接受了正念训练ꎬ并且母亲完成了康纳

斯成人 ＡＤＨＤ 评定量表和父母权威问卷ꎮ 研究结果

显示ꎬ孩子的行为问题显著减少ꎬ低效的父母教养方

式明显改善ꎮ
除了自闭症与多动症外ꎬ研究也发现ꎬ正念训练

可以应用于青少年的外化行为障碍[４８] 、内化行为障

碍[４９] ꎬ对于有学习障碍的孩子ꎬ可降低其状态与特质

焦虑ꎬ提高社交技能与学习成绩[５０] ꎮ
３.５　 正念改善儿童青少年的睡眠与饮食习惯　 一些

研究显示ꎬ正念可以通过改善儿童青少年的睡眠质

量、饮食习惯ꎬ从而增进其身体健康ꎮ 在 Ｂｅｉ 等[５１] 的

研究中ꎬ６２ 名中学生(１３ ~ １５ 岁)接受了匹兹堡睡眠质

量指数测试ꎬ最后选取 １０ 名睡眠不佳的被试进行正念

干预ꎮ 结果发现正念干预可以改善睡眠质量ꎬ具体表

现为参与者的客观睡眠时间延迟、睡眠效率和总睡眠

时间均有显著改善ꎮ 另一项对多个正念干预睡眠研

究的元分析[５２]显示ꎬ正念练习可以改善睡眠障碍ꎬ在
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上都有好转ꎮ

Ｂａｒｎｅｓ 等[５３]对 ２０ 名高中肥胖学生进行正念饮食

觉知训练ꎬ另 ２０ 名肥胖学生接受常规的健康教育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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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１２ 周的干预之后发现ꎬ正念饮食觉知训练比常规的

健康教育更能增加被试中度和剧烈的有氧运动时间ꎬ
改善其饮食习惯ꎬ使他们倾向于选择低能量和低脂肪

的食物ꎮ 研究者认为ꎬ此训练计划可以作为解决高危

青少年肥胖发病初期的一种有效手段ꎮ

４　 小结与展望

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新兴的、融合了东方禅修智慧

与西方科学心理学的心理训练方法ꎬ正念在儿童与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与发展促进方面正显现出它独特的

潜力ꎮ 本文回顾的研究表明ꎬ正念可以帮助学生(包

括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提高注意力、增强记忆力、更好

地进行创造性思考、更具有规划、更好的管理情绪及

应对考试ꎬ改善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性行为ꎬ减少欺

凌、暴力等消极行为ꎬ增强个体的同理心ꎬ并且提升个

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与身体素质ꎮ 综合来看ꎬ已有研究

的明显不足是ꎬ其中较多研究是小样本的实验研究和

被试数量更少的质性研究ꎬ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值得

商榷ꎮ 需要未来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年龄阶

段中对正念的疗效进行更多的研究ꎮ
此外ꎬ在未来的研究中ꎬ可以比较不同类型的正

念或正念不同成分的效用ꎮ 在已有研究中ꎬ忽略了对

不同类型的冥想可能带来的效用最大化的关注ꎮ 正

如 Ｌｅｂｕｄａ 等[２６]在元分析中发现的正念所蕴含的开放

检测维度与创造力的相关程度大于正念的觉知维度

与创造力的相关ꎬ很可能的确存在着某种类型的正念

或正念的某种成分对某些心理功能具有最大的效用ꎮ
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究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儿童和青

年正念练习的最佳方式ꎮ
在正念的测量工具方面ꎬ目前在西方关于儿童和

青少年的正念量表繁多[５４] ꎬ且测量正念的维度划分多

样ꎬ统一测量较为困难ꎻ在国内尚无针对儿童青少年

的正念量表ꎬ常使用的是我国学者引进的国外针对成

人开发的五因素正念量表和正念注意觉知量表ꎬ我国

儿童、青少年的正念测评工具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在目前已有的正念训练时间方面ꎬ正念训练创始

人卡巴金教授最初提出的是 ８ 周训练ꎬ每周 ６ ｄꎬ每天

２.５ ~ ３ ｈꎮ 而 Ｍｏｏｒｅ 等[５５] 发现ꎬ简短的正念冥想练习

也能改善注意力ꎬ但练习需要有规律ꎮ 研究中让被试

者每天做 １０ ｍｉｎ 的冥想ꎬ持续 １６ 周ꎮ 通过事件相关

电位(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ＥＲＰ)分析和可变分辨率

电磁 断 层 成 像 (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ＶＡＲＥＴＡ)分析ꎬ发现正念冥想能改善注

意力资源的集中度并减少目标认知过程对脑力资源

的调用ꎬ从而改善注意力的自我调控ꎮ 提示强化大脑

的关键不在于练习正念的时间长短ꎬ而在于练习的规

律性ꎮ 未来可对简短而规律性的正念练习效果作进

一步研究ꎮ
最后ꎬ对于正念发生效用的原因可进行深入研

究ꎬ以揭示其对个体产生广泛而良好的心理影响和生

理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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