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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焦点解决取向团体辅导对大学生自我接纳的干预效果ꎬ为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ꎬ根据筛选标准在南京某高校选择 ４０ 名被试ꎬ随机分成实验组(２０ 名)和对照组(２０ 名)ꎮ
实验组接受连续 ６ 周ꎬ每周 １ 次ꎬ每次 ２ ｈ 的焦点解决取向团体干预ꎬ对照组不进行干预ꎮ 使用自我接纳问卷( ＳＡＱ)和自

我满意度评量对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前测和后测ꎬ实验组进行了追踪测量ꎮ 收集实验组成员每次团体干预后的日志作为

质性研究资料ꎬ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提取主题ꎮ 结果　 干预前ꎬ实验组和对照组自我接纳总分、自我接纳因子、自我评价因

子、自我满意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Ｚ 值分别为－１.２９ꎬ－１.７５ꎬ－０.４５ꎬ－１.２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实验组在自我接纳总

分、自我接纳因子、自我满意度得分差值均高于对照组(Ｚ 值分别为 ２.３２ꎬ２.５７ꎬ３.１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追踪测量结果表明ꎬ实
验组前测、后测和追踪测量 ３ 个阶段在自我接纳总分、自我接纳因子、自我评价因子、自我满意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７５ꎬ６.４２ꎬ１４.０６ꎬ１８.６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质性研究印证了量化研究的结论ꎬ表明实验组成员在自我接纳、自我满

意、自信等方面均有所提升ꎮ 结论　 焦点解决取向团体辅导能显著增强大学生的积极自我建构ꎬ提升自我接纳水平ꎬ提高

自我满意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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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阶段是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关键时期[１] ꎮ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认为ꎬ这一时期个

体的重要发展任务是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和建立ꎬ这是

个体人格完善和社会适应的重要基础[２] ꎮ 自我同一

性的内容包括认识到自己是有独特个性的个体、能全

面认识自我、合理评价自我[３] 、接纳自我[４] ꎮ 罗杰斯

认为ꎬ接纳自我是个体直面各种生活境遇的心理起

点[５] ꎮ 大学生往往难以确立自我形象、接纳自我ꎬ从
而引起不适应[１] ꎬ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６] ꎬ引起

考试焦虑[７] ꎮ 帮助青少年全面认识自我ꎬ提高个体的

自我接纳水平ꎬ有助于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和建立ꎬ以
及个体人格完善和社会适应ꎮ

焦点解决取向助人模式从焦点解决短程心理治

疗(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ｆｏｃｕｓｅｄ ｂｒｉｅｆ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ＳＦＢＴ)发展而来ꎬ不
以病理性的角度分析当事人的问题成因ꎬ而是积极协

助当事人发展出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身处的情境、
行为与人际模式ꎮ 团体动力理论指出ꎬ通过团体活

动ꎬ团体成员之间互动、反馈ꎬ有助于个体从不同的方

式与角度全面认识自己、个人的行为、所处的情境、人
际互动的模式[８] ꎬ有助于个体将自己感受到的各个角

度的“自我”进行整理ꎬ提升自我同意感ꎬ促进自我接

纳[９] ꎮ
本研究通过量化分析ꎬ探索焦点解决取向团体是

否能够有效提升成员的自我接纳水平及自我满意度ꎻ
再通过质性分析ꎬ探究成员如何通过焦点解决取向的

团体干预产生自我接纳水平以及自我满意度方面的

变化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在南京某高校通过微信公

众平台的方式进行公开招募ꎮ 根据报名时所填写的

自我接纳问卷、自我满意度评量和自我评估报告对报

名学生进行筛选ꎮ 筛选标准为:(１)对团体心理辅导

感兴趣ꎬ愿意全程参加ꎻ(２)愿意进一步认识自己和接

纳自己ꎻ(３)身体健康ꎬ无明显心理障碍ꎬ有正常的交

流能力ꎮ 最终确定 ４０ 名被试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配

到实验组和对照组ꎬ每组各 ２０ 名ꎮ 其中实验组男生

１２ 名ꎬ女生 ８ 名ꎬ年龄(１９.５０±０.７８)岁ꎻ对照组男生 １０
名ꎬ女生 １０ 名ꎬ年龄(１９.８８±０.８０)岁ꎮ 干预前ꎬ团体带

领者对实验组每位成员进行一对一的入组访谈ꎬ了解

成员参与干预的动机及对干预的了解程度ꎮ 带领者

向实验组成员介绍焦点解决取向自我接纳团体的基

本情况与团体设置ꎮ 本研究严格遵守伦理设置ꎬ研究

前均与成员签署知情同意书ꎬ并被告知可随时退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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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ꎮ 研究过程中对所有数据严格保密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自我接纳问卷(Ｓｅｌｆ￣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ＳＡＱ) 　 采用丛中等[１０] 编制的问卷ꎬ共 １６ 题ꎬ包括自

我接纳和自我评价 ２ 个因子ꎮ 被试用 ４ 点评分法对项

目描述与自己相符合的程度进行评价ꎬ１ ~ ４ 表示非常

相反~非常相同ꎮ 分数越高ꎬ表示被试的自我接纳程

度越高ꎮ ２ 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９３ꎬ
０.９１ꎬ问卷的重测信度为 ０.７７ꎮ
１.２.２　 自我满意度评量 　 评量问句是焦点解决取向

助人模式的常用问句ꎬ用以评估个体的状态[１１] ꎮ 被试

用 １０ 点量表对自我满意程度进行评量ꎬ１ ~ １０ 表示不

满意~非常满意ꎮ 分数越高ꎬ表示被试对自己当时的

满意程度越高ꎮ
１.３　 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实验组

接受前后测ꎬ并接受焦点解决取向团体干预ꎬ干预连

续 ６ 周ꎬ每周 １ 次(分别为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５ 月 ２１
日、５ 月 ２８ 日、６ 月 ４ 日、６ 月 １１ 日、６ 月 １８ 日)ꎬ每次

２ ｈ(１８:３０－２０:３０)ꎮ 团体带领者共 ２ 名ꎬ均受训于焦

点解决短程助人模式系列培训和团体心理辅导系列

培训ꎮ 具有 １０ 年以上从事团体心理辅导和个体心理

咨询的经历ꎬ并持续接受专业督导ꎮ 对照组接受前后

测ꎬ处于自然成长状态ꎬ不接受任何实验处理ꎮ 两组

均在同一周内进行前后测ꎮ 实验组成员在每次团体

活动结束后提交成员日志ꎬ即本次活动的个人感受和

收获ꎮ 干预结束 ２ 个月后ꎬ对实验组进行追踪测量ꎮ
１.４　 干预方法　 通过入组访谈ꎬ了解到组员表达的与

自我接纳有关的议题主要有认识自我、悦纳自我、提
高自我满意度、提升自我价值感等ꎮ 设计团体干预方

案依据的理论包括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

论[４] ꎬ焦点解决短程治疗的理论[１１－１２] ꎬ自我认知“周哈

里窗”模式[１３] ꎮ 根据成员需求和相关理论制定团体干

预方案(见表 １)ꎮ 方案的逻辑架构为首先帮助团体成

员探索自我和认识自我ꎻ在此基础之上引导团体成员

发现自己的优势ꎬ挖掘自身资源ꎬ突破限制ꎻ最后协助

团体成员提升潜能ꎬ确立目标和提升行动力ꎮ

表 １　 焦点解决取向自我接纳团体干预方案

单元 目标 活动内容 干预理念
一 成员相识ꎬ建立初步信任ꎻ共同制定团

体契约ꎮ
热身活动ꎻ滚雪球自我介绍及“四度” 自我介

绍ꎻ制定团体契约ꎻ成长三部曲ꎻ温暖圆圈ꎮ
营造出积极、尊重、希望感的团体基调ꎬ帮
助当事人发展出不同的视角看待自己ꎮ

二 增强成员间的信任ꎻ探索自我ꎬ认识自

我ꎮ
热身活动ꎻ相似圈ꎻ自我曼陀罗ꎻ核桃与我ꎮ 增进对自己的反思与觉察ꎻ每个人都是独

特的个体ꎬ是自己生命的专家ꎮ
三 全面深入认识自我ꎻ从他人的视角发现

自己的优势ꎻ促进自我接纳ꎮ
热身活动ꎻ我的颜色ꎻ我的自画像ꎻ循环圈———
他人眼中的我ꎮ

个体拥有资源、力量、复原力和成功经验ꎬ
个体对自己经验的解读有其合理性ꎮ

四 发现优势ꎻ突破限制ꎬ挖掘资源ꎻ更加接

纳自我ꎮ
热身活动ꎻ生命线ꎻ欣赏视频«你比想象中的更

美»ꎮ
从个体的经验中寻找资源ꎬ聚焦于个体的

优势和潜能ꎮ
五 进一步发现优势和潜能ꎻ进一步接纳自

我ꎬ提高自我满意度ꎮ
热身活动ꎻ天生我才ꎻ我的金钥匙ꎻ优点大轰

炸ꎮ
个体经由对经验的解读能够重新建构对

事件的认知和感受ꎬ促使个体提升处理问

题的自主性ꎮ
六 回顾与总结ꎬ整理团体经验与心得ꎻ规

划未来ꎬ提升行动力ꎻ乐观面对团体分

离ꎮ

热身活动ꎻ回顾前面及收获ꎻ希望之树:“目标”
与“一小步”ꎻ衷心祝福你ꎻ明天会更好ꎮ

以目标为导向ꎬ确立朝向目标的 “ 一小

步”ꎬ解决现在和未来的问题ꎬ强调正向的

积极改变ꎮ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量化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进行处

理ꎬ因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容量较小ꎬ使用非参数检

验进行数据分析ꎮ 质性数据采用 Ｎｖｉｖｏ １２. ０ 进行处

理ꎬ日志作为一种“个人见解”可以作为质性研究的材

料[１４] ꎬ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出成员日志中共同关

注的改变主题ꎮ

２　 结果

２.１　 焦点解决取向自我接纳团体干预效果的量化

分析

２.１.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前自我接纳和自我满意

度比较 　 两组干预前比较ꎬ自我接纳总分、自我接纳

因子、自我评价因子、自我满意度的秩均值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Ｚ 值分别为－１.２９ꎬ－１.７５ꎬ－０.４５ꎬ－１.２５ꎬＰ
值均 > ０. ０５)ꎬ表明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前具有同

质性ꎮ
２.１.２　 实验组和对照组前后测自我接纳和自我满意

度差值的差异性检验　 结果发现ꎬ实验组在自我接纳

总分、自我接纳因子和自我满意度前后测差值均高于

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大学生自我接纳及

自我满意度前后测量差值比较(ｘ±ｓꎬｎ＝ ４０)

组别 人数 自我接纳总分 自我接纳因子 自我满意度
实验组 ２０ ３.５５±４.１４ １.７０±３.５４ １.００±１.０８
对照组 ２０ ０.１５±３.９１ －０.７５±２.２５ －０.０５±０.８９
Ｚ 值 ２.３２ ２.５７ ３.１０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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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干预的持续效果　 使用实验组前测、后测和追

踪测量的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秩和检验ꎬ结果发现各指标的相伴

概率都小于 ０.０５ꎬ因此认为 ３ 个阶段各指标变化有统

计学意义ꎬ干预具有持续效果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实验组前后测和追踪测试

自我接纳及自我满意度得分比较(ｘ±ｓꎬｎ＝ ２０)

干预前后 自我接纳总分 自我接纳因子 自我评价因子 自我满意度
前测 ３８.５５±７.８１ １８.９０±４.９８ １９.６５±３.４８ ６.３５±１.５７
后测 ４２.１０±６.３８ ２０.６０±４.０６ ２１.５０±３.６６ ７.３５±１.２７
追踪测量 ４１.３５±６.０５ １９.６０±３.５９ ２１.７５±２.９７ ７.１５±１.２７
χ２ 值 １０.７５ ６.４２ １４.０６ １８.６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　 焦点解决取向自我接纳团体干预效果的质性分

析　 首先反复阅读文本资料ꎬ然后将成员提到的焦点

解决取向团体对个人产生的影响进行一级编码ꎬ进行

语义块主题抽取ꎻ接着对一级编码进行总结提炼ꎬ进
行二级编码ꎬ抽取出核心类属ꎻ最后进行三级编码ꎬ提
取出关联要素ꎬ共归纳出成员共同关注的 ５ 个改变主

题ꎮ 针对这 ５ 个主题选取文本资料的片段进行阐述ꎬ
下文中 Ｍ 代表男生ꎬＦ 代表女生ꎬ如 Ｍ１－２ 代表团体第

１ 位男生的第 ２ 次日志ꎮ
２.２.１　 促进自我认识和自我接纳 　 焦点解决取向的

基本理念是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ꎬ个体拥有资

源、力量、复原力和成功经验ꎬ个体对自己经验的解读

有其合理性ꎮ 通过探索自我、全面了解自我ꎬ有助于

个体发展出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身处的情境、行为

与人际模式ꎬ从而促进个体自我意识的深入和自我接

纳程度的提高ꎮ 如:“对自我有了更好的认知ꎬ有一些

问题是以前从未考虑过的ꎮ” (Ｍ１－２) “通过将自我分

成 ８ 个部分剖析ꎬ有利于更加清楚什么才是我最喜欢

的ꎬ是什么成就了现在的我ꎮ” (Ｍ２－２) “从头到尾ꎬ从
内心到外表ꎬ从性格方面ꎬ重新了解了自己ꎮ” (Ｍ９－２)
“让自己更加认同自己这个人ꎮ” ( Ｍ１０－２) “一直以来

都在努力做自己ꎬ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ꎬ只要问心

无愧、不伤害别人ꎬ做任何事情都可以ꎬ今天活动结束

时我更坚定了这一想法ꎮ” (Ｍ５－４) “在悦纳自己和关

注世界的变化方面ꎬ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体会ꎬ
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和优缺点ꎮ”(Ｆ２－６)
２.２.２　 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 　 焦点解决取向助人模

式秉承积极、正向的价值取向ꎬ通过“赞美” “找例外”
“奇迹问句”等方式ꎬ创设出尊重、支持、包容的氛围ꎬ
减少成员间防御ꎬ融入到团体中ꎬ获得了快乐、幸福、
平静等积极的情绪体验ꎮ 如:“让浮躁的自己得到了

平静ꎮ”(Ｆ５－ １) “放松了自己ꎮ” ( Ｍ３ － ２) “收获了快

乐ꎮ”(Ｆ３－２)“在接受夸赞和夸赞别人的时候ꎬ收获了

快乐以及对自己的悦纳ꎮ” (Ｍ２－５) “认识到过去的伤

痛已经过去了ꎬ我不应该沉浸在过去ꎬ应该以积极乐

观的态度向前ꎮ” (Ｍ５－４) “收到了来自小组成员的赞

美ꎬ很惊喜ꎬ也发现了许多别人的闪光点ꎬ夸赞别人也

很幸福ꎮ”(Ｆ５－５)
２.２.３　 发现自身优势与资源并提升自信 　 焦点解决

取向助人模式中“重新建构”的方法ꎬ聚焦于个体的优

势和潜能ꎬ帮助成员对个人经验重新认识ꎬ促进成员

从经验中寻找资源ꎮ 如:“找回了心中那个美好的自

己ꎬ之前的问题减轻了很多ꎬ更加积极了ꎮ” ( Ｆ３ － ３)
“更加了解自己ꎬ发觉自己更多的优点ꎬ自己很棒ꎮ”
(Ｍ１０－３)“明白更多自我的价值ꎬ学会用积极乐观的

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事情ꎬ学会欣赏生活” ( Ｆ８－４)
“了解到自己的优势以及在别人眼中的闪光点ꎬ对自

己更加有自信了ꎮ” (Ｍ６－５) “看到了许多自己在这之

前未发现的闪光点ꎮ”(Ｍ９－５)
２.２.４　 扩展对他人和团体的理解 　 焦点解决取向团

体的效果还体现在成员的人际方面ꎬ表现在对他人和

团体的积极关注ꎮ 如:“能让我用一种特别的角度认

识小组其他的成员ꎮ”(Ｆ８－２) “和小伙伴更加熟悉了ꎬ
深入了解之后ꎬ感觉这个团体更加温暖ꎮ” ( Ｆ７－３) “知

道有人在支持自己ꎮ” ( Ｍ４ － ４) “我不孤单ꎮ” ( Ｆ５ － ４)
“看到了不同人身上不同的闪光点ꎮ”(Ｆ１－５)
２.２.５　 确立目标并提升行动力 　 焦点解决取向助人

模式以目标为导向ꎬ确立朝向目标的“一小步” [１５] ꎬ来
解决现在和未来的问题ꎮ 相信可以使用更为有效的

应对策略ꎬ并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所期待的效果ꎮ 从

而帮助学生提升自我效能感ꎬ继而提升个体的控制感

和行动力ꎬ将团体所学应用到生活中[１６] ꎬ产生持续的

影响ꎮ 如: “让我开始思考如何改善自身的不足ꎮ”
(Ｍ１－３)“要努力成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人ꎮ”(Ｍ５－３)
“感觉自己还需要更加的努力ꎬ不断完善ꎬ要提高自制

力ꎬ做事不要优柔寡断ꎮ”(Ｍ６－３)“通过扮演不同的角

色ꎬ让我在某些方面更加了解自己ꎬ也对自己提出新

的希望”(Ｍ９－３) “为自己确定几个目标ꎬ相信自己一

定能通过努去实现ꎬ为自己找到一些方向ꎮ” ( Ｆ３ － ６)
“对自己的近、中、远目标更加明确了ꎮ”(Ｍ６－６)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ꎬ焦点解决取向自我接纳团

体能够提升大学生的自我接纳水平ꎬ具体表现在提升

学生的自我满意度ꎬ提高自我评价ꎬ促进学生积极的

认知建构ꎬ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ꎬ发现自己的优势与

资源ꎬ提升自信心及行动力ꎮ
焦点解决取向助人模式秉承后现代建构主义的

世界观[１１] ꎬ注重从经验中看到机会和力量ꎮ 经验是语

言的表达ꎬ语言具有建构的功能[１７] ꎮ 通过团体活动ꎬ
个体得以有机会以新的观点和视角复述自己的经验ꎬ
进而重新形塑自我和重新建构对经验的理解ꎬ促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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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自我的认知、整合和接纳ꎻ看到内在资源和外在

资源ꎬ内在资源包括个人的优势和力量ꎬ外在资源包

括个人的社会支持和改变的机会ꎮ 因此ꎬ参与团体的

成员通过叙说个体经验ꎬ对经验进行重新建构ꎬ从而

促进积极的自我认知ꎬ提高自我接纳水平ꎮ
社会认知职业理论强调自我效能感是连接外在

环境与个体行为的关键因素[１８] ꎮ 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 指出ꎬ影
响个体自我效能感的因素包括情绪唤起ꎬ成功经验ꎬ
社会说服和替代经验ꎬ成员在团体温暖、包容、接纳、
肯定的氛围中获得愉快的情绪体验ꎮ 成员能够更少

障碍的交流ꎬ更自如的表达ꎬ从其他成员那里获得的

积极关注和赞美ꎬ有助于个体获得新的自我经验ꎮ 个

体对过去经验进行重新建构ꎬ同时回忆与加工过去的

成功经验ꎬ通过反复叙述自己的优点、优势和力量ꎬ激
活积极体验ꎮ 团体成员之间的鼓励和赞美ꎬ以及其他

成员的成功经验等多因素作用ꎬ有助于激发和提高个

体的自我效能感ꎬ促使个体有更高程度的自我评价ꎬ
提升对自己的满意程度ꎮ Ｂａｒｂａｒａ 提出的“拓展－建

构”理论指出ꎬ积极的情绪ꎬ如快乐、平静、感兴趣、幸
福等ꎬ 能够拓展个体注意、 认知、 行动等的选择范

围[２０] ꎮ 当个体在团体中体验到积极情绪时ꎬ会变得更

加开放和专注ꎬ更有希望感ꎬ更加愿意思考新的问题

解决策略ꎬ发展新的行为[２１－２２] ꎮ 因此ꎬ参加焦点解决

取向团体的成员因为体验到了更多的积极情绪ꎬ从而

拓展了认知的视角ꎬ倾向于更加积极的行为ꎮ
本研究采用焦点解决短程治疗的哲学理念和工

作方式ꎬ设计团体方案和实施团体干预ꎬ结果表明焦

点解决取向团体能够提高个体的自我满意度程度和

自我接纳水平ꎮ 个体发展良好的标志之一是达到自

我实现ꎬ自我实现是个体对自我概念和经验相协调的

发展过程[２３] ꎬ自我概念所涉及到的自我接纳、自我满

意度等是影响个体自我实现水平的主要因素[２４] ꎮ 因

此ꎬ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焦点解决取向团体对于

个体自我概念、自尊、自信等的影响ꎬ以提升个体的自

我实现水平ꎮ 干预通过结构化团体活动和讨论的方

式来展开ꎬ比传统形式的课堂、讲座更具有趣味性和

参与性ꎬ较易吸引大学生参加ꎬ有较大的推广意义ꎮ
但是ꎬ在高校开展此团体应用时ꎬ要留意其局限性和

适应性ꎮ 在团体成员招募和筛选时ꎬ应注意对于存在

成长创伤的个体ꎬ在反复叙说个体经验的过程中可能

会带来二次伤害ꎻ对于社交焦虑的个体ꎬ团体成员的

开放和互动会带来压力ꎬ引起消极情绪体验ꎻ反社会

倾向的个体可能因其批评、破坏的思维定势而对其他

成员带来负面影响ꎮ 因此ꎬ采取焦点解决取向团体干

预应慎重选择上述对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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