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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希望特质的干预效果ꎬ为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索新途径ꎮ 方法　
采用大学生希望特质测评问卷ꎬ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对上海市某高校 ６００ 名大学生的希望特质发展状况进行调查ꎬ并
以希望特质水平现状调查得分由低到高选择 ６０ 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随机选择 ３０ 名学生为试验组ꎬ其余 ３０ 名学生为对

照组ꎬ对试验组实施团体心理辅导干预ꎬ为期 ８ 周ꎬ每周 ２ ｈꎻ对照组只进行观察ꎮ 试验组在每次实施团体心理辅导前后均

采用状态性希望感测评问卷测量被试的状态性希望感水平ꎬ采用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活动参与意愿表进行团体心理

辅导参与意愿测评ꎬ并对试验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前后获取的数据分别进行比较ꎮ 结果　 在为期 ８ 周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

后ꎬ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希望特质水平在干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３.９５±０.５７) (２.９６±０.３６)ꎬＰ＝ ０.０３]ꎻ试验组希望特质水

平在干预前得分为(２.９７±０.３５)ꎬ与干预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０)ꎮ 干预活动完成后ꎬ愿意参与组的希望特质水平

(４.２１±０.４１)与不愿参与组被试的希望特质水平(３.６９±０.３７)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２.６３ꎬＰ＝ ０.０３)ꎮ 结论　 希望团体心理

辅导对大学生希望特质具有积极的干预效果ꎬ是深入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可推广方式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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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是对人类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的积极

心理品质之一ꎮ Ｓｎｙｄｅｒ 等[１] 研究证明ꎬ希望思维可以

有效改善个体的生理状况和心理满意度ꎮ Ｌａｚａｒｕｓ[２]

研究发现ꎬ个体希望特质水平的高低与心理健康状况

存在正相关ꎮ Ｓｃｈｒａｎｋ 等[３] 研究发现ꎬ具有高希望特

质水平的患者能够积极寻求治疗的途径ꎬ并能用更加

乐观的态度去应对ꎮ Ｍｏｇｈｉｍｉａｎ 等[４] 研究发现ꎬ当面

对压力源时ꎬ高希望特质个体能够表现得更灵活ꎬ并
且能产生更多的路径来应对问题ꎮ Ｆｅｌｄｍａｎ 等[５] 研究

发现ꎬ希望能积极预测生活意义ꎮ 临床心理学家指

出ꎬ希望可以缓解个体在创伤和压力中可能受到的伤

害[６] ꎬ通过希望干预增强个体希望特质可有效减少个

体的适应不良ꎬ促进个体的认知能力、积极关系及心

理弹性[７] ꎬ增强个体对压力的耐受力ꎮ 本研究以低希

望特质水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运用希望特质团体心

理辅导方式进行干预ꎬ探索对大学生希望特质的影响

作用ꎬ为深入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探索新途径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ꎬ从上海某 ２１１ 高

校按年级分类为大一、大二、大三 ３ 个类别ꎬ然后在每

个年级类别里再分男、女类别ꎬ在年级、男女类别中再

分专业类别ꎬ分别为文科、理科、工科ꎻ共抽取 ６００ 名学

生ꎬ年龄 １８ ~ ２４ 岁ꎮ 经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共发放大

学生希望特质问卷 ６００ 份ꎬ回收问卷 ５３２ 份ꎬ回收率为

８８.７％ꎮ 剔除部分无效问卷ꎬ有效问卷 ５２５ 份ꎮ 其中

大一学生 １５５ 名ꎬ大二学生 １８８ 名ꎬ大三学生 １８２ 名ꎻ
男生 ２６５ 名ꎬ女生 ２６０ 名ꎻ文科生 １３８ 名ꎬ理科生 ９９
名ꎬ工科生 ２８８ 名ꎻ来自省会学生 １３３ 名ꎬ地市学生

２０３ 名ꎬ乡镇 ９３ 名ꎬ农村 ９６ 名ꎻ当过学生干部 ２９９ 名ꎬ
没当过学生干部 ２２６ 名ꎮ 依照大学生希望特质得分由

低到高选取 ８０ 名左右低希望特质大学生为干预对象ꎬ
通过面谈排除不适合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干预者ꎬ排除

条件为满足下述任意 １ 项:(１) 具有精神病性问题ꎻ
(２)正在服用精神科药物ꎻ( ３) 具有严重人格障碍ꎻ
(４)不愿意参加本研究者或者不能保证 ８ 周连续参加

希望特质团体心理辅导活动者ꎮ 最终有 ６０ 名成员符

合入组条件ꎬ他们被随机分配到试验组和对照组ꎮ 本

研究已获得华东理工大学试验伦理委员会的批准ꎮ
试验组 ３０ 人:其中男生 １５ 名ꎬ女生 １５ 名ꎻ大一学生 ７
名ꎬ大二学生 １０ 名ꎬ大三学生 １３ 名ꎻ文科生 １３ 名ꎬ理
科生 １１ 名ꎬ工科生 ６ 名ꎬ平均年龄(２０.０±２.３)岁ꎻ大学

生希望特质问卷前测得分(２.９７±０.３５)分ꎮ 对照组 ３０
人ꎬ其中男生 １５ 名ꎬ女生 １５ 名ꎻ大一学生 ６ 名ꎬ大二学

生 １２ 名ꎬ大三学生 １２ 名ꎻ文科生 １２ 名ꎬ理科生 １０ 名ꎬ
工科生 ８ 名ꎬ年龄(２０.０±２.４)岁ꎻ大学生希望特质问卷

前测得分(３.０２±０.３１)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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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状态性希望感测评问卷　 问卷包含 ４ 个情绪

维度分问卷(满足感、憧憬、愉悦感、充满能量)ꎬ每个

问卷有 ４ 个问题ꎬ依据希望心理认知结构(目标认知、
路径思维、动力意识)ꎬ分别针对产生情绪的路径思维

(８ 个问题)和动力意识(８ 个问题)ꎮ 问卷同时包含 ４
个针对目标认知的问题ꎬ共有 ２０ 个问题ꎬ采用 ５ 级评

分ꎬ针对目标认知的问题不计分ꎬ问卷得分范围从 １６
(低希望感体验)至 ８０ 分(高希望感体验)ꎬ状态性希

望感水平＝状态性希望感测评问卷总得分÷计分问题

项ꎮ 采用变量控制效果试验以检验问卷的有效性ꎬ结
果表明该问卷信度值为 ０. ７１３ꎬ ２ 周后重测信度为

０.６２６~ ０.７４３ꎬ表明对个体状态性希望感具有良好的测

评效果[８] ꎮ
１.２.２　 大学生希望特质测评问卷 　 问卷基于大学生

关注的与自身发展紧密相关的 ６ 个生活领域为结构维

度ꎬ结合希望的心理认知结构(目标认知、路径思维、
动力意识)ꎬ形成 ７２ 个题项的问卷ꎬ其中 ２４ 个针对目

标认知ꎬ２４ 个针对路径思维ꎬ２４ 个针对动力意识ꎬ采用

５ 级评分ꎬ针对目标认知的问题不计分ꎬ分数范围为 ４８
(低希望特质)至 ２４０(高希望特质)ꎬ大学生希望特质

水平＝大学生希望特质问卷总得分÷计分问题项ꎮ 此

问卷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信效度检验与验证性因素

分析ꎬ问卷信度值为 ０.８３ꎬ重测信度为 ０.７２ ~ ０.８４ꎮ 检

验结果表明ꎬ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８] ꎮ
１.２.３　 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活动参与意愿检查

表　 为了明确试验组 ３０ 名成员参与团体心理辅导的

意愿ꎬ设计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参与意愿检查表

对大学生被试的参与意愿进行测量评估ꎮ 问题项为:
(１)你愿意参加团体心理辅导活动以改善并提升积极

心理品质和心理健康水平吗? (２)你喜欢参加这样的

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吗? (３)你是否认真参与了这次团

体心理辅导活动? 该参与意愿程度检查表采用 ５ 级评

分方式ꎬ从 １“完全不愿意”到 ５“非常愿意”ꎬ数值越大

表示参与意愿程度越强[８] ꎮ
１.３　 干预方法

１.３.１　 干预程序 　 希望特质团体心理辅导设计主要

基于表现大学生希望特质水平的家庭关系、课程学

习、社交友谊、情感生活、职业发展、休闲娱乐 ６ 个横向

维度展开实施ꎮ 对试验组实施为期 ８ 周、每周 ２ ｈ 的

希望团体活动ꎮ 其中第 １ 次“相识相知”活动和最后 １
次“回顾展望”活动不实施团体心理辅导干预ꎬ活动前

后不做状态性希望感的测量ꎻ其他 ６ 次团体心理干预

辅导前后都进行状态性希望感的测量ꎮ 对照组 ３０ 名

参与者只参加第 １ 次和最后 １ 次活动ꎬ不参与团体心

理辅导干预ꎬ只对他们实施音乐放松活动并观察ꎮ 团

体心理辅导干预结束后ꎬ对 ２ 组参加者同时进行希望

特质后测ꎬ前后测均使用大学生希望特质测评问卷ꎮ
对试验组 ３０ 名参加者的参与意愿在每次活动结

束后进行问卷调查ꎬ并把每位被试参与 ８ 次主题活动

的参与意愿得分均值进行排序ꎬ前 １０ 名为愿意参与

组ꎬ后 １０ 名为不愿意参与组ꎬ以检验被试参与意愿对

干预效果的影响ꎮ
１.３.２　 团体辅导活动设计　 本团体名称为“大学生成

长小组”ꎬ从团体成员社会身份层面划分属于同质群

体ꎬ其性质属于成长发展与咨询结合的团体ꎬ结构化

程度较高ꎮ 每次活动共 １２０ ｍｉｎꎬ在团体辅导活动中ꎬ
热身活动目的是增加成员的熟悉程度和小组的凝聚

力ꎮ 主体部分是团体心理辅导活动的主要干预部分ꎮ
整个团体活动分别为相识相知、家庭关系、课程学业、
人际交往、情感生活、职业规划、休闲娱乐、回顾展望ꎮ
每次活动的内容设置都与活动目标有明确对应关系ꎬ
结束部分让小组成员彼此分享感受以巩固活动内容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大纲和内容

主题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相识相知 １.成员相互认识ꎬ建立团体凝聚力ꎮ １.成员相互认识ꎬ建立团体ꎮ

２.阐明团体契约并愿意遵守ꎮ ２.制定团体公约ꎮ
３.讲解希望理论ꎮ ３.“希望故事”分享ꎬ了解目标思维、路径思维以及动力思维ꎮ

家庭关系 １.帮助个体觉察家人眼中的自己ꎬ呈现家庭 １.暖身:轻松体操ꎮ
关系ꎮ ２.主题绘画“当我小时候”ꎬ分享家庭重要事件ꎬ了解与家人关系ꎮ
２.协助个体寻找家庭中希望特质线索ꎮ ３.爱的表达:最想对家人说的话ꎬ为家人做的几件事情ꎮ
３.训练和提升个体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的 ４.脑力激荡:怎样提升处理家庭关系的能力ꎬ家庭关系的目标、路径、动力的团
状态性希望感ꎮ 体讨论和提升ꎮ

课程学业 １.挖掘个体在学习方面的希望线索ꎮ １.暖身:同舟共济ꎮ
２.明确个体学业目标ꎮ ２.练习:“那些年记忆深刻的事”ꎬ分享学习经历中最困难和最憧憬的事ꎮ
３.深入分析、讨论个体在学业方面的希望 ３.练习:“我的动力来源”ꎬ挖掘曾经的学习动力源ꎬ感受积极的内在力量ꎮ
结构模型ꎮ ４.分组讨论:个体的学业目标和理想、分析困难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ꎮ
４.提升个体在学业方面的状态性希望感ꎮ ５.总结实现学习目标的方法、策略以及自身的资源优势ꎮ

人际交往 １.了解个体人际交往的问题ꎮ １.暖身:心有千千结ꎮ
２.从个体的交往关系中寻找希望线索ꎮ ２.主题练习:“突破困境”ꎬ分享个体在人际关系中遇到的困扰ꎮ
３.训练和改善个体在社交方面的状态性希 ３.情景剧:“我不”ꎬ改变个体不良的交往模式ꎬ建立新的希望模式ꎬ如“我
望感ꎮ 希望”“我能够”等ꎮ

４.主题练习:“热座”ꎬ探索应对人际困境的方法ꎮ
５.总结人际交往的方法策略以及自身的资源优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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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主题 活动目标 活动内容
情感生活 １.了解个体与异性交往的特点ꎮ １.暖身:大风吹ꎮ

２.从个体与异性交往的关系和经历中寻找 ２.“讲故事”ꎬ分享个体在与异性交往过程中的成功与疑惑ꎮ
希望线索ꎮ 确认个体的发展目标、路径策 ３.分组讨论:两性对比ꎬ分享各自的爱情生活理想ꎬ强化路径策略、动力意识ꎮ
略、动力意识特点ꎮ ４.爱情拍卖:通过有限的金额拍卖ꎬ审视自己以及他人的爱情需求ꎮ
３.训练和提升个体与异性交往方面的状态 ５.结合个体的故事ꎬ团体讨论和个体总结ꎮ
性希望感ꎮ

职业规划 １.了解个体在职业生涯发展方面的规划ꎮ １.暖身:大树与松鼠ꎮ
２.从个体职业生涯规划中寻找希望线索ꎮ ２.主题绘画:“我的职业梦想”ꎮ
确认其职业目标、路径策略、动力意识的 ３.分组讨论:自己最感兴趣的与职业目标相关的话题ꎮ
特点ꎮ ４.“希望金子塔”练习:根据希望思维内容为自己设置职业目标、路径策略、动力
３.训练和提升个体在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方 意识以及评估标准ꎮ
面的状态性希望感ꎮ ５.结合个体的故事ꎬ团体讨论和个体总结ꎮ

休闲娱乐 １.了解个体的休闲娱乐生活特点ꎮ １.暖身:开火车ꎮ
２.从个体的休闲娱乐生活中寻找希望线 ２.主题活动:“快乐时光”ꎬ运用情景想象法回顾各自生活中让人难忘的休闲时
索ꎬ并加以巩固ꎮ 光ꎮ
３.训练和提高个体认为健康积极的休闲娱 ３.分组讨论:我的工作、学习、娱乐生活观ꎮ
乐活动ꎬ协助建立积极、健康、平衡的生 ４.头脑风暴:如何平衡并提升个体生活的发展目标、路径策略、动力意识训练ꎮ
活方式ꎮ ５.团体讨论和总结ꎮ

回顾展望 １.总结自己的收获ꎮ １.总结分享自己的收获ꎮ
２.组员互相回馈ꎮ ２.总结存在的不足和应对方法ꎮ
３.收获与展望ꎮ ３.从资源取向的视角ꎬ总结归纳自己的资源和优势ꎬ绘制个体希望资源图ꎮ
４.处理离别情绪ꎮ ５.祝福与告别ꎬ结束辅导ꎮ

１.３.３　 干预者及其训练背景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的

带领者是专职心理咨询师ꎬ具有 １０ 年以上心理咨询经

验及团体心理辅导经验ꎬ接受过团体心理辅导的专业

系统培训ꎮ 参加团体辅导干预活动的 １ 名助手为心理

咨询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ꎬ并接受过团体心理辅导的

专业培训ꎮ
１.４　 统计方法　 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处理

与统计ꎬ主要统计方法为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ｔ 检
验、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ꎮ 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希望特质水平现状　 大学生希望特质总

分均值为 ３.５４ꎬ其中希望特质路径思维因子得分均值

为 ３.２３ꎬ得分从高到低的生活领域依次为课程学习、
职业发展、休闲娱乐、社交友谊、情感生活、家庭氛围ꎬ
得分范围在 ２.７９ ~ ４.３７ꎮ 动力意识因子得分均值为

３.８５ꎬ得分从高到低的生活领域依次为社交友谊、课程

学习、职业发展、情感生活、家庭氛围、休闲娱乐ꎬ得分

范围在 ２.９１ ~ ４.７６ꎮ 希望特质路径思维因子得分均值

低于动力意识因子得分均值ꎮ
２.２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过程中状态性希望感得分比

较　 对 ３０ 名被试参与 ６ 次团体辅导活动前后测数据

进行配对样本 ｔ 检验发现ꎬ在每次团体心理辅导干预

活动后ꎬ被试体验到的状态性希望感显著高于干预

前ꎬ同时在多次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活动之后ꎬ状态性

希望感的前后测变化存在增长趋势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干预前后试验组、对照组组间希望特质水平比较

在干预开始之前ꎬ试验组成员希望特质水平为(２.９７±
０.３５)ꎬ对照组成员得分为(３.０２±０.３１)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ｔ＝ －０.５０ꎬＰ ＝ ０.５６)ꎬ２ 组的希望特质水平都相对

较低ꎮ 在团体辅导干预后ꎬ试验组成员希望特质水平

为(３.９５±０.５７)ꎬ对照组成员得分为(２.９６±０.３６)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２.７８ꎬＰ＝ ０.０３)ꎮ

表 ２　 干预前后测状态性希望感得分比较(ｎ＝ ３０)

干预前后 第 １ 次 第 ２ 次 第 ３ 次 第 ４ 次 第 ５ 次 第 ６ 次
干预前 ２.７５±０.３５ ２.７９±０.３３ ２.９１±０.２９ ２.８７±０.４１ ２.９６±０.３８ ３.０１±０.３１
干预后 ３.６４±０.４２ ３.６９±０.４０ ３.７５±０.３９ ３.８９±０.３７ ４.０７±０.３６ ４.２３±０.３９
ｔ 值 ３.９０ ４.１２ ４.７４ ３.８１ ３.７６ ３.７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２.４　 干预前后试验组、对照组组内希望特质水平比较

试验组成员干预后的希望特质水平为(３.９５±０.５７)ꎬ与
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５.５９ꎬＰ ＝ ０.００)ꎬ干预后

明显高于干预前ꎮ 对照组成员干预后的希望特质水

平为(２.９６±０.３６)ꎬ与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
０.４７ꎬＰ＝ ０.６６)ꎮ
２.５　 试验组成员在不同领域的希望特质干预前后得

分比较　 比较试验组成员不同生活领域希望特质水

平在干预前后的数据结果ꎬ发现在人际交往、课程学

业、职业发展、情感生活、家庭氛围和休闲娱乐方面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对团体心理辅导

干预前后试验组成员希望特质领域路径思维与动力

意识得分比较发现ꎬ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活动明显改善

了个人的路径思维和动力意识ꎬ且对动力意识的提升

相比路径思维更为明显ꎮ 见表 ３ꎮ
２.６　 自我改善意愿程度不同者后测希望特质的差异

在干预活动完成后对愿意参与组的希望特质得分

(４.２１±０.４１)与不愿参与组被试的希望特质水平(３.６９
±０.３７)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结果显示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ｔ＝ ２.６３ꎬＰ＝ ０.０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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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干预前后试验组成员不同领域希望特质得分比较(ｎ＝ ３０)

干预前后 希望特质领域 人际交往 课程学业 职业发展 情感生活 家庭氛围 休闲娱乐 希望特质总分
干预前 路径思维 ３.０３±０.５５ ２.９５±０.４６ ３.００±０.４２ ３.０２±０.４９ ２.８０±０.４１ ２.８９±０.４３ ２.９５±０.３７

动力意识 ３.０７±０.４７ ３.０２±０.４３ ３.０４±０.４５ ３.０４±０.５２ ２.８４±０.４７ ２.９３±０.５１ ２.９９±０.３９
均值 ３.０５±０.４２ ２.９９±０.３９ ３.０２±０.３７ ３.０３±０.４１ ２.８２±０.３６ ２.９１±０.４１ ２.９７±０.３５

干预后 路径思维 ３.９９±０.７１ ４.０９±０.７３ ４.０１±０.６７ ３.８１±０.６３ ３.８２±０.６６ ３.６９±０.６７ ３.９０±０.６０
动力意识 ４.０９±０.６８ ４.１７±０.７１ ４.０９±０.６９ ３.９５±０.６８ ３.９０±０.６２ ３.７９±０.７２ ４.００±０.５８
均值 ４.０４±０.６２ ４.１３±０.６７ ４.０５±０.６１ ３.８８±０.５９ ３.８６±０.５７ ３.７４±０.６４ ３.９５±０.５７

ｔ 值 ３.６４ ３.８５ ３.６２ ３.４１ ３.３５ ３.２７ ３.６７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试验组大学生干预后希望特质

水平显著提高ꎬ说明团体心理辅导干预对大学生希望

特质水平的提升有显著影响ꎬ尤其在人际交往、课程

学业、职业发展等方面更加明显ꎮ 表明希望的团体心

理辅导干预是提高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帮助大学生

发展社会性、完成大学阶段主要发展任务的有效途径

之一ꎮ 对照组希望特质水平在研究前后无显著变化ꎬ
表明大学生希望特质具有相对稳定性ꎮ 状态性希望

感的前后测变化存在增长趋势ꎬ证明个体的状态性希

望情绪是可以累积的ꎮ 究其原因:(１)高希望特质个

体总是在各种希望情境中更容易体验到状态性希望

感ꎬ而状态性希望感的日益积累会内化为个体相对稳

定的希望特质ꎮ 经常能够体验到状态性希望感的个

体会使原有的希望特质得到深化和巩固ꎬ从而形成更

高层次的希望特质ꎮ 因此ꎬ希望形成的整个过程是从

动态到静态ꎬ再从静态到动态叠加上升的过程ꎮ 本研

究目的就是不断给予被试积极希望情境的刺激ꎬ强化

被试的状态性希望感ꎬ形成状态性希望感情绪的累

积ꎬ进而提高被试的希望特质ꎬ也验证了前人的研究

结果[９] ꎮ (２)本研究的希望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活动改

善个人的路径思维和动力意识ꎬ尤其是动力意识的改

善非常显著ꎮ 动力意识即个体实现目标的意愿和信

心ꎮ 希望干预通过引导学生认真地思考目标、进行积

极地自我对话、激发个体内在的动机意识、唤醒个体

的主观能动性ꎬ视困难与挫折为挑战ꎬ增强大学生的

状态性希望感情绪体验ꎬ进而提升大学生的希望特

质ꎮ (３)通过行为训练提高个体对希望的感知ꎮ 本方

案针对希望感知和路径思维的提升ꎬ设置许多相关的

行为训练ꎬ如爱的表达ꎬ通过脑力激荡、头脑风暴等寻

找更好的解决方案ꎬ成功故事经验分享ꎮ 让大学生讨

论并实践各种方法ꎬ如主题练习、交往模式、沟通实践

和情境呈现等行为训练ꎮ 通过系列、丰富的技能训

练ꎬ拓宽大学生思路ꎬ让他们能够感知到自己掌握了

更多的自我管理策略ꎬ对自己充满信心和希望ꎬ从而

提高个体的希望特质ꎮ

本研究显示ꎬ愿意参与干预组希望特质得分与不

愿参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愿意参与组的希望特质

显著高于不愿意参与组ꎬ说明个体参与团体辅导干预

活动的意愿和态度对干预效果具有显著影响ꎮ 自我

改善意愿是一种积极的态度ꎬ能够反映个体在希望团

体心理辅导中的心理倾向ꎬ是一种带有明显情感色彩

的指标ꎬ容易受到自身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变化[１０] ꎮ 在

希望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活动中如果被试有积极的自

我改善意愿ꎬ就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各种解决问题

的方法和策略ꎬ具有更强的动力意识以及克服困难的

信心ꎬ均有助于希望特质的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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