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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团体辅导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干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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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以积极心理学理论为导向的团体心理辅导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ꎬ为高校开展健康心理辅导

和干预工作提供参考ꎮ 方法　 在江西省某高校 １ ８７０ 名大学生中筛查出 ５６ 名可能有抑郁症状的大学生ꎬ以团体辅导的形

式对其进行干预ꎬ采用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试及追踪测试的实验设计ꎬ以综合幸福问卷( ＭＨＱ)、抑郁症自评量表

(ＳＤＳ)、心理韧性量表(ＣＤ－ＲＩＳＣ)为评估工具ꎬ最终完成所有实验内容的大学生为 ４５ 名ꎮ 结果　 团体辅导干预后ꎬ实验组

综合幸福感得分生活满意因子提升了 ０.２２ꎬ正性情感提升了 ３.８６ꎬ自我价值提升了 ０.４０ꎬ友好关系提升了 １.５９ꎬ幸福体验提

升了 １.３４ꎮ 抑郁水平由前测的(５９.９１±２.３５)分降至后测的(５３.３６±２.８４)分ꎬ心理韧性水平由前测的(５７.２２±２.５９)分提升到

后测的(５９.５０±２.４２)分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８.４４ꎬ－３.０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追踪评估结果显示团体辅导结束 ３
个月后ꎬ效果依然存在ꎮ 结论　 积极心理团体辅导对抑郁倾向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作用ꎬ可以提高心理

韧性和幸福感指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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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ꎬ大学生在学业、生活、
就业等方面的压力逐渐增大ꎬ各种压力导致大学生身

心疾病的发生率明显增长ꎬ尤其是抑郁症的发病率不

断上升[１] ꎮ 抑郁作为一种消极情绪状态ꎬ不仅影响大

学生的日常生活ꎬ还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ꎬ已引起

社会的广泛关注[２] ꎮ 积极心理学是 ２０ 世纪末兴起的

一个心理学思潮ꎬ主要强调心理学不应该只侧重于对

心理创伤和心理疾病的治疗ꎬ而应该更多地关注人类

的积极体验ꎬ如满意、幸福和愉悦等[３] ꎮ 在西方ꎬ自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４－５]提出积极心理学的概念以来ꎬ越来越多的

实证研究表明ꎬ积极心理学团体治疗可缓解轻中度抑

郁症患者的抑郁情绪症状ꎬ提高生活满意度ꎮ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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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探索积极心理学框架下的团体心理辅导是否能

提高大学生幸福感和心理韧性水平ꎬ以及对大学生抑

郁症状的干预效果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在南昌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抽取 １ ８７０ 名大学生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９０ꎬＳＣＬ－９０)进行心理筛查ꎬ以抑

郁因子大于 ３ 分为标准[６] ꎬ共筛查出 ５６ 名可能有抑郁

症状的大学生ꎮ 在检出的本科生中遵循自愿参加的

原则ꎬ经简短访谈后纳入团体ꎮ 最终完成所有实验内

容的大学生 ４５ 名ꎮ 将其按男女匹配随机分为两组ꎬ实
验组 ２２ 名(男生 ９ 名ꎬ女生 １３ 名)ꎬ年龄(２０.６±１.０１)
岁ꎻ对照组 ２３ 名(男生 ８ 名ꎬ女生 １５ 名)ꎬ年龄(２０.３±
０.９９)岁ꎮ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ＶＩＡ 优势问卷 (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ꎬＶＩＡ￣ＩＳ) 　 由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等修订[７] ꎮ 该问卷主

要测试 ２４ 种性格优势ꎬ共计 ２４０ 个项目ꎬ通过区分 ２４
种优势在不同个体中的体现程度ꎬ来识别被试所具有

的五大显著优势ꎮ 每个优势包含 １０ 个项目ꎬ得分越

高ꎬ表明该优势越显著ꎮ 总量表及各个分量表内部一

致性系数及重测信度均到 ０.７ 以上[８] ꎮ
１.２. ２ 　 综合幸福问卷 (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 Ｑｎｅｓｔｉｍ￣
ｎａｉｅｒｅꎬＭＨＱ) 　 该问卷共 ５０ 个项目ꎬ包括 １ 个指数

(幸福体验指数)９ 个维度ꎬ采用 ７ 级计分ꎬ总分等于各

个维度项目得分相加ꎬ各维度因子分＝维度总分 / 项目

数ꎮ 该问卷在大学生群体的同质性信度系数在 ０.６７４

~ ０.９０６ 间ꎬ分半系数在 ０.６６０ ~ ０.８８４ 之间[９] ꎮ
１.２.３　 抑郁症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ＤＳ) 　 该量表由 ２０ 个项目组成ꎬ包含抑郁状态的精

神性情感症状、躯体性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抑郁的

心理障碍 ４ 组特异性症状ꎬ其内部一致性满意ꎬ奇偶数

条目分半相关性为 ０.９２[１０] ꎮ 采用 ４ 级评分ꎬ总得分 ４０
分以下为无抑郁症状ꎬ４０ ~ ５０ 分为轻度抑郁症状ꎬ５０ ~
６０ 分为中度抑郁症状ꎬ６０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症状ꎮ
１.２.４ 　 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中国版心理韧性量表

(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ꎬＣＤ￣ＲＩＳＣ) [１１] ꎮ 包括

坚韧、力量和乐观 ３ 个维度ꎬ２５ 个项目ꎬ采用 ５ 级评分

制ꎬ分值越高ꎬ心理韧性水平越强ꎮ 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１ꎬ坚韧、乐观和力量分别为 ０.８８ꎬ０.６０ꎬ
０.８０ꎮ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研究思路　 实验设计为 ２(对照组、实验组) ×３
(前测、后测、追踪测试)重复测量设计方法ꎮ 团体辅

导干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２—４ 月ꎮ 在进行干预 ２ ｄ 前ꎬ
对所有被试统一施测 ＶＩＡ￣ＩＳꎬＭＨＱꎬＳＤＳꎬＣＤ￣ＲＩＳＣ 问

卷调查ꎮ 首先通过 ＶＩＡ￣ＩＳ 问卷ꎬ测出每位被试各具有

的 ５ 个最强优势ꎬ并由被试自由选择其中 １ 个ꎬ在团体

辅导期间ꎬ每天实践这种最强优势ꎮ 实验组接受每周

１ 次、 为期 ６ 周的团体辅导ꎮ 对照组则处于常态的学

习和生活ꎬ除根据学校心理危机干预的有关规定重点

关注外ꎬ不接受任何辅导ꎮ 在干预结束之际及结束后

３ 个月ꎬ再次使用 ＭＨＱꎬＳＤＳꎬＣＤ￣ＲＩＳＣ 量表对所有被

试进行测试ꎮ
１.３.２　 积极心理团体辅导干预方案　 见表 １ꎮ

表 １　 积极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方案

干预主题 干预内容 干预目标 作业

积极优势 优势大转盘

优点轰炸

模拟招聘会

探讨性格优势的作用ꎬ找到自己的性格优势ꎬ引导成员如何在生活

中运用自己的积极品质和性格优势ꎮ
识别并运用优势个性去解决生活中遇到的

难题ꎮ

积极情绪 情绪万花筒

快乐放大镜

情绪电梯

帮助成员提高情绪表达和控制能力ꎬ引导成员体会生活中的点滴幸

福ꎮ
记录日常生活中的 ３ 件好事ꎮ

积极关系 心灵的捕手

一路上有你

成长的代价

帮助成员掌握交往的技巧与策略ꎬ学会表达与倾听ꎬ并认识到竞争

与合作的重要性ꎬ学会在竞争中合作ꎮ
坚持每天写 ３ 件感恩的事ꎮ

积极接纳 我是谁

我的生命线

寻找温馨港湾

学会接纳和提升自我ꎬ感受到自己的价值ꎬ学会接纳他人ꎮ 写一封宽容的信ꎮ

积极应对 生命的底色

不做受害者

生死对话

提高抗挫折能力ꎬ激发积极情绪反应ꎬ用积极的态度看待生活ꎬ学会

应对生活中的困难和逆境ꎮ
以感恩、快乐、勇气、欣赏、自信为主题ꎬ每周

记录 １ 次心理日志ꎮ

积极成长 天生我才

描绘人生曲线

梦想照进现实

提高自决和行动能力ꎬ增强自信ꎬ帮助学员设立人生目标ꎬ激发学员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ꎬ努力奋斗ꎬ实现自己的梦想ꎮ
未来 ４ 年的生涯规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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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重点:(１)引导成员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优势ꎬ
并运用自身优势积极生活ꎻ(２)引导成员体验幸福感ꎬ
培养积极情绪ꎻ(３)培养成员积极的人际关系ꎻ(４)建

立积极的自我认知ꎬ 悦纳自我和接纳他人ꎻ(５) 帮助

成员提高心理韧性ꎬ培养积极的应对能力方式ꎻ(６)培

养学生积极成长能力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积极团体心理

辅导能有效降低抑郁水平ꎬ提高幸福感[１２－１４] 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ꎬ统计方法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两组大学生 ＭＨＱ 因子分比较　 由表 ２
可见ꎬ组别效应检验结果显示ꎬ干预结束即刻实验组

除健康关注和利他行为外ꎬ综合幸福感量表各因子得

分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时间效应检验结果表明ꎬ干预前后及干预后 ３
个月间综合幸福感量表的生活满意、正性情感、健康

关注、友好关系、幸福体验因子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交互效应结果表明ꎬ综合幸福感

量表的生活满意、正性情感、负性情感、自我价值、友
好关系、和幸福体验因子得分存在时间和组别的交互

作用(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干预前后两组大学生抑郁和心理韧性水平比较

表 ３ 显示ꎬ抑郁水平的分组、时间和交互效应均存在

统计学意义ꎬ经团体辅导后ꎬ实验组的抑郁水平下降ꎬ
３ 个月后的追踪效果仍保持良好ꎬ而对照组的抑郁水

平呈上升趋势ꎻ心理韧性分组效应和交互效应均有统

计学意义ꎬ两组在干预前后及追踪测试中数据均发生

变化ꎬ实验组上升ꎬ而对照组呈上下波动趋势ꎮ

表 ２　 两组大学生干预前后 ＭＨＱ 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调查时间 生活满意 正性情感 负性情感 生命活力 健康关注 利他行为 自我价值 友好关系 人格成长 幸福体验
对照组 前测 １８.００±１.３０ １６.５０±１.５３ １０.１４±１.５５ １８.０５±１.４３ １６.１８±１.９９ １６.８６±１.２１ １８.０９±１.１０ １０.３６±１.１７ ３４.５０±２.３２ ３.２３±０.８１
(ｎ＝ ２３) 后测 １８.３５±１.２６ １７.００±１.１２ １０.２２±１.５３ １８.２６±１.４８ １６.９６±１.６３ １６.５７±１.６４ １７.７４±２.３０ １０.０±１.１６ ３４.９６±２.７７ ３.４８±０.７９

追踪 １８.００±１.３１ １６.８６±１.２１ １０.４１±１.３７ １８.１４±１.５８ １７.２７±１.６４ １６.４５±１.６８ １７.３６±２.１７ １０.２３±１.１５ ３５.８６±２.２７ ３.４５±０.８０
实验组 前测 １７.８３±１.１５ １６.９１±０.９５ ９.９１±１.０４ １８.３５±１.３０ １６.７８±１.５６ １６.５７±１.７３ １７.８３±２.２６ １０.０９±１.０８ ３５.４３±２.６９ ３.５７±０.６６
(ｎ＝ ２２) 后测 １８ .０５±１.０９ ２０.７７±１.１５ ９.６８±１.０９ １８.７４±１.４９ １７.４１±１.０５ １７.００±０.９３ １８.２３±１.６０ １１.６８±１.５８ ３６.３１±１.７６ ４.９１±０.６８

追踪 １９.５２±０.９９ ２０.５２±１.１２ ８.９６±０.８８ １８.８７±１.２５ １７.３９±１.０３ １６.３５±１.０２ １９.２６±１.２８ １０.９１±０.９９ ３６.１３±２.２２ ４.８３±０.７１
Ｆ分组值 ２.７９３ １５６.９６９∗∗ １１.６４５∗∗ ４.７５０∗ ２.２１９ ０.００２ ４.３５８∗ １３.０９９∗∗ ４.９６３∗ ６８.２８１∗∗

Ｆ时间值 ５.７１２∗∗ ４４.５６６∗∗ １.１２３ ０.７８０ ３.９９１∗ ０.９３６ ０.４５４ ３.４２３∗ ２.４７５ １６.５１２∗∗

Ｆ交互值 ７.９４６∗∗ ２７.８４８∗∗ ３.１５９∗ ０.２７６ ０.２９６ ０.８１７ ３.５０２∗ ８.６２０∗∗ ０.６９０ ７.８４６∗∗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３　 两组大学生干预前后抑郁心理韧性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调查时间 抑郁 心理韧性
对照组 前测 ６０.６４±２.９６ ５７.４５±３.０８
(ｎ ＝ ２３) 后测 ６１.１３±２.８６ ５５.４８±２.６４

追踪 ６２.０５±３.１９ ５６.５９±３.８３
实验组 前测 ５９.９１±２.３５ ５７.２２±２.５９
(ｎ ＝ ２２) 后测 ５３.３６±２.８４ ５９.５０±２.４２

追踪 ５５.０８±３.６８ ６０.６９±２.４３
Ｆ分组值 ９１.３３７∗∗ ２９.７０２∗∗

Ｆ时间值 １０.５８３∗∗ ２.７８７
Ｆ交互值 １７.０５８∗∗ ８.８２３∗∗

　 注:∗∗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积极心理学倡导的是利用自身积极优势和积极

力量ꎬ利用这种积极、向上的自我力量来对抗各种心

理困扰ꎮ 本研究的干预目的是帮助有抑郁倾向的大

学生认识并发展他们的性格优势(如勇敢、坚持、热
情、感恩、公平、希望等)ꎬ通过积极团体心理辅导培养

成员的积极情绪、积极关系、积极接纳、积极应对、积
极成长ꎬ增强幸福感体验形成良好的心理和行为模

式ꎬ开发其心理潜能ꎬ塑造成员的积极心理品质ꎮ
Ｂｏｌｉｅｒ 等[１５]对大量关于 “积极心理学干预”的研

究论文进行了系统的元分析研究发现ꎬ积极心理学干

预技术能有效提升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ꎮ Ｓｅｌｉｇ￣
ｍａｎ 等[１６]也发现ꎬ利用“在生活中了解并运用优势”
“记录生活中的三件好事”和“记录值得感恩的事” 能

让人们拥有更多的积极情感ꎬ有效提升他们的主观幸

福感ꎮ 本实验结果表明ꎬ积极取向的团体辅导对有抑

郁症状大学生的干预有明显效果ꎬ经过 ６ 次积极团体

心理辅导ꎬ实验组抑郁水平降低ꎬ综合幸福感明显提

升ꎬ而对照组前后测变化无统计学意义ꎮ 在 ３ 个月后

进行追踪调查ꎬ实验组在抑郁水平的降低ꎬ综合幸福

感量表中的生活满意度、健康关注、正性情感、友好关

系、幸福体验的提高上效果保持良好ꎬ说明积极取向

的团体辅导对大学生抑郁症状有显著的改善作用ꎬ且
干预的短期维持效果也令人满意ꎬ而其他因子可能因

为在生活中运用的较少ꎬ在干预时强化不强ꎬ因此保

持效果不佳ꎮ
心理治疗的目的不仅仅是消除症状ꎬ更重要的是

挖掘个体的积极潜力和积极力量ꎮ 心理韧性从积极

自我、积极潜能的视角出发ꎬ是个体在应对压力情景

６７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第 ３７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６



时积极应对的良好品质ꎬ维持个体良好适应和不断成

长的力量源泉[１７] 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在创伤、逆境等压

力下ꎬ个体的心理韧性水平越高ꎬ表现出情绪、行为等

不良结果就越少[１８] ꎮ 本研究发现ꎬ有抑郁症状的大学

生在接受积极团体心理辅导后心理韧性水平提高ꎬ由
此可以证明积极心理团体辅导不仅能有效降低大学

生抑郁水平ꎬ提高幸福感ꎬ而且能提高心理韧性水平ꎬ
增强应对压力的反弹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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