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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治疗手册是很多人近十年的努力成果。最初的治疗手册由英

国的 Laurence Mynors-Wallis 和 Dennis Gath 在进行社区抑郁症和其他

情绪障碍的研究中制定出来的。在 John A.Hartford 基金和 John D.和

Katharine T.MacArthur 基金的努力下，同时在 James Barrett 的领导下，

问题解决疗法—社区版被引进到美国。Mark Hegel 和他的同事们掀起

来一股修改和详细阐述社区轻度抑郁症研究手册的热潮。IMPACT 项

目由 John A.Hartford 基金和加州健保基金会联合支持，在 Jurgent 

Unutzer 的领导下，Hegel 和 Patricia Arean 现在进一步修改和详细阐

述了社区老年抑郁或恶劣心境患者的干预研究。过程中的每一点进步

都是在与优秀的治疗师及抑郁症临床专家一起进行的每一个研究中

获得的。此时为止我们已经训练出了很多问题解决疗法—社区版的治

疗师，但是他们也同时挑战我们继续改善我们的培训模式。这种交互

过程产生了我们所希望的一本有益的同时也是有用的治疗手册。 

阅读这本手册之前需要指出的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本治

疗手册只是训练的起点，并且仅仅是一个起点。读过这本治

疗手册不能说明读者是一名合格的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的

治疗师。看和做事两件不同的事情，我们已经发现仅仅理解

这本手册中的原则和程序不足以让读者胜任社区版问题解

决疗法的实践。下面一部分（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训练程序）

列出了运用在我们的研究中的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的培训



 
 

程序、和我们一起培训的其他人和一些机构。如果读者读完

这本手册后决定继续获得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的资格证，我

们鼓励他们通过下一个部分中的地址和我们联系。 

 

 

 

 

 

 

 

 

 

 

 

 

 

 

 

 

 

 

 



 
 

 

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培训计划 

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培训计划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培训手册和研讨会：参加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

（PST-PC）培训的人有一本治疗手册，这本治疗手册在社区进行有效

性对照研究中被设计出来并做了评估和修改。在我们一个培训中心，

受训者在一个合格的社区问题解决疗法（PST-PC）治疗师的指导下参

加一个八个小时的研讨会（或者两次四个小时的研讨会）。在前一半

的研讨会讲授社区问题解决疗法理论、治疗有效性的数据以及第一次

部分的程序介绍。他们会观看一个视频案例，然后有机会在督导下进

行第一部分介绍程序中的角色扮演，在研讨会的第二部分参训者学习

社区问题解决疗法（PST-PC）的其余步骤，看一个这些步骤的范例视

频然后开始角色扮演部分。研讨会必须按顺序进行，可以一个一个的

进行也可以一起进行。 

第二部分:学会个案管理以及社区问题解决疗法（PST-PC）治疗师

资格证:研讨会结束以后,参训者要在他们当地的诊所继续完成 2 到 5

个练习案例(最终的数量根据参训者参加培训前的经验,参训者的阅历

以及必备的技能水平决定)。参训者每个联系案例录音或者录像 2 段。

这些录音、录像资料会由合格的社区问题解决疗法培训师审阅，他们

会提供电话督导。所有的联系案例需要在研讨会结束的六个月以内完

成。 

社区问题解决疗法（PST-PC）资格证： 



 
 

一旦符合要求地完成者两步的训练程序，参训者将会获得作为一

名社区问题解决疗法治疗师的资格证。参训者通过每半次的研讨会

（一次 4 个小时）获得学分，研讨会按顺序进行，单独或者集体进行，

但是练习案例要等到整个研讨会结束以后才能开始。 

目标听众：心理学家，护士，医师助理，社会工作者，内科医生。

护士和医师助理必须获取最终学位后有至少两年的临床经验。 

社区版问题解决治疗培训的宗旨和目标 

宗旨：参与者会学到社区问题解决疗法的科学背景依据和实践操

作技能。 

目标：在这次培训结束后所有的参与者应该具有： 

1. 叙述社区问题解决疗法的理论和科学依据 

2. 展示特殊步骤——介绍社区问题解决疗法 

3. 描述社区问题解决疗法咨询的阶段 

4. 展示社区问题解决疗法咨询的特殊过程 

学费和其他的费用： 

参与者需要支付他们的路费、住宿费和餐饮费。当地住宿、餐

饮和交通方式会根据您的要求提供。 

 

 

 

 

 



 
 

 

第一章 

问题解决疗法的实证学研究证据 

社区抑郁症心理治疗的需求 

心理疾病，尤其是抑郁症在社区很常见（Barrett，Oxman&Kalton，

1988；Coyne&Bellavance，1997；Katon&Schulberg，1992；Shepherd，

Cooper，Brown&Kalton，1966）。多数的案例都是首先在社区中被发

现 （ 60% ） 并 且 主 要 的 治 疗 也 是 在 社 区 进 行

(Regier,Goldberg&Taube,1978)。这些困扰首先包括了抑郁症和（或）

焦虑症的症状，尽管程度要比精神科临床中见到的轻一些，却有很高

的流行率，解释了发病率的一大部分（Broadhead et al，1990；Hays et 

al，1995）。这些问题经常由社区医生或者其他医学专业人士比如医

生助理和执业护士处理。典型的治疗包括药物、安慰、和一些短程的

心理咨询（Schulberg&Burns，1988）。 

但是这些患者的预后经常不令人满意。几项研究显示大约超过

1/3 的有情绪症状的患者在首诊后的 6 个月甚至 5 年仍有明显的症状

表现（Cooper，Fry&Kalton，1969；Goldberg&blackwell，1970；Mann，

Jenkins&Belsey，1981）。尽管药物是治疗的首选，社区患者常常不会

坚持规律服药因为药物副反应、害怕药物依赖，并且他们相信症状是

由于生活环境造成的，这些是不能通过服药缓解的。在患者不情愿地

服用药物或者服药效果不满意的情况下，社区机构缺少提供有效的心

理咨询，患者不愿意被转诊到专门的心理治疗机构。最近的成本效益



 
 

分析表明通过努力提高社区服务质量，尤其是联合有效的心理咨询和

服用抗抑郁药的方法可能会是提高整个社会保障的价值

（Sturm&Wells，1995）。因此，非常需要一种针对社区环境的心理治

疗。 

社区问题解决疗法的基本原理 

研究表明小的生活事件或者问题与心理症状有很大的关系，尤其

是抑郁症，可能比大的生活事件的影响还要大（Nezu，1987）。这里

的问题定义为所有不能迅速、容易地想出解决方法的情景。这些事件

对心理功能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个人应对能力的特质。例如，把问题看

作挑战的而不是可怕的，把自我认知为掌握充足的应对资源的人（就

是说，控制感，自我效能感），这些都起到了缓冲生活压力的负性影

响的重要作用。有实验证实差的问题处理能力和心理疾病的病因以及

患病时间有联系。问题解决被定义为个人试图辨别、发现并创造出有

效的、合适的方式应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特殊问题情景的过程。 

这些文献触发了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团体创建了问题解决疗法，

一种认知行为治疗方法，它通过教给患者如何有条理地解决心理社会

问题来治疗抑郁症（D’Zurialla，1986；Nezu，Nezu&Perri，1989）。重

新获得对生活中的问题的控制感或许是缓解抑郁症状的最重要的因

素（Seligman，1975）。研究发现问题解决干预在治疗青年抑郁症

（Nezu，1986），老年抑郁症（Arean，et al，1993；Alexopolous，Raue 

and Arean，in press），精神发育迟滞抑郁患者（Nezu，Nezu&Arean，

1990）都有效。问题解决训练被发现是许多其他行为问题的有效治疗



 
 

方法，这些行为问题包括精神分裂症（Liberman，Eckman&Marder，

2001Medalia,Revheim&Casey，2001），儿童自闭症，注意缺陷和对立

违抗性障碍（ Barkley et al ， 2001 ； Bernard-Opitz ， Sriram & 

Nakhoda-Sapuan，2001；Webster-Stratton，Reid & Hammond，2001），

自残行为（Townsend et al，2001），物质滥用（Zanis et al.,2001）。此

外，最近的问题解决方法被成功地运用到了内科疾病，包括糖尿病

（Cook et al.,2002），癌症（Schwartz et al.,1998；Allen et al）.,2002；

Sahler et al.,2002），还有慢性疼痛（Ahles et al.,2001）。 

最初问题解决治疗的模型被创建出来的时候，心理健康治疗总是

被认为应该在专业的心理健康中心由心理健康从业者进行。因此，早

期的问题解决疗法的模型要连续进行 10-12 周的每次个案 1 个小时，

团体 90 分钟的咨询。尽管对认知过程的关注没有其他认知行为疗法

多，对认知过程的认识需要非心理健康专家不具备的专业知识。最后，

循序渐进地传授技巧而不是在一次咨询中完成，这样患者在学习下一

步认知过程之前真正掌握了技巧。早期版的问题解决治疗最适用于咨

询师有很多时间慢慢教给患者应对技巧，患者愿意花时间提高自己的

应对技能，尽管问题的解决要花费更长的时间。这样，这些模型并不

是很适用于社区工作实践，在社区工作中时间很紧迫，提供服务的不

是心理健康专家，许多社区患者也寻求解决他们的问题和症状的快捷

的方法。 

适用于社区的问题解决疗法模型最初由哈佛大学的一个研究小

组提出（Catalan, Gath , Anastasiades , Bond  ， Day & Hall,1991）这



 
 

种治疗方法被设计出来应用在繁忙的、时间紧迫的社区服务工作中。

治疗方法也被设计为社区非心理健康专家比如护士和内科医生能够

通过训练进行心理治疗。此外，这个研究小组在治疗模型中强调患者

能够迅速地把问题解决技能运用到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不是像在

传统治疗模型中把培养问题解决技能分成不同治疗阶段，所有应对技

巧在第一次咨询中首先被介绍，之后的咨询再一起强化。 

为了区分这个社区版的问题解决疗法和传统的心理健康模型，我

们把它叫做“适用于社区的问题解决疗法”或者“社区版问题解决疗

法”。下面的表格总结了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和问题解决疗法心理健

康模型之间的重要区别。 

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与传统问题解决疗法对比 

领域 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 传统问题解决疗法 

治疗师 广泛的服务提供者（普通

的内科医生，护士，心理

健康工作人员等等） 

行为治疗师 

尤其要求博士水平 

治疗模式 第一次咨询中就介绍所

有的技巧，之后的咨询进

行强化 

咨询中分阶段进行 

咨询的时间 第一次咨询：1 个小时 

之后的咨询：30 分钟 

每次咨询：1 个半小时到

2 个小时 

治疗周期 4-8 次 10-20 次 

总的治疗时间 2 个半到 4 个半小时 15-40 小时 



 
 

 

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的有效性 

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在基层保健和社区中的有效性通过一系列

随机对照实验得到评估。这些研究的结果表明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是

一个有效、可行的针对重度抑郁症、轻度抑郁症、恶劣心境以及情绪

困扰的短程心理治疗。这些研究的回顾在下面列出。 

针对一般情绪困扰的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 

在英国的最初研究中，Catalan 和他的同事们（Catalan，Gath，

Anastasiades，Bond，Day&Hall，1991）评估了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在

治疗预后不佳（就是说，那些初诊后 4 周仍有明显的症状表现的患者）

的社区患者情绪困扰（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有效性。 

在 113 个入组的患者中，47 个符合预后不佳的标准，他们被随

机分配到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组和常规处理组（典型的是药物和心理

支持的结合，或者等待观察）。在这项研究中，4 次社区版问题解决

咨询由精神病学研究者进行。结果显示两组都有显著的改善，社区版

问题解决治疗组表现出在症状上的更显著的改善，并且一般健康情况

得分也高于标准治疗组。这些差距在之后的为期 28 周的评估中一直

存在。 

另一项来自英国的研究继续检验了由社区护士进行的社区版问

题解决治疗的有效性（Mynors-Wallis et al.,1997）。在这次实验中，给

没有任何专业精神病学专业知识的护士培训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这

项研究中的患者入组标准为全科医生诊为患有情绪障碍（再次强调，



 
 

主要为抑郁和焦虑症状）持续时间超过 1 个月。社区版问题解决治疗

和全科医生的常规处理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两组的抑郁症状在之

后的 8-26 周的随访中没有显著差异。但是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与更

少的不能工作的天数（就是说，患者不能进行日常活动的情况）以及

更少的工作中的生病天数有关。同时成本分析显示社区版问题解决疗

法的实施比常规处理方法花费更多，当社会功能损害不能坚持工作的

时候，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能明显产生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针对重度抑郁症的 PST-PC 

同一调查组继续检验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治疗重度抑郁症的有

效性（Mynors - Wallis, Gath, Lloyd-Thomas, & Tomlinson,1995）。这项研

究试图检验 a）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在治疗重度抑郁症时是否和抗抑

郁药物治疗一样有效，是否比安慰剂组更有效。b）在社区环境中是

否可行，c）患者的接受性。所有入组患者符合重度抑郁症的研究诊

断标准。91 名患者被随机分配到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组，阿米替林

组（一种三环类抗抑郁药）以及对照组。三组给予的治疗都是在 12

周内进行 6 次随访，和提供治疗者相处的时间在三组中都保持不变。 

研究结果显示 12 周内 6 次 PST-PC 治疗抑郁症和服用阿米替林一

样有效并且社区问题解决治疗组和服用阿米替林组都比安慰剂组显

著有效（Mynors-Wallis et al.,1995），同样地，当患者根据抑郁症的标

准化测验的临界分数把患者分为治愈组和非治愈组，50%接受社区版

问题解决治疗的患者、52%服用阿米替林的患者治愈了，而只有 27%

的安慰剂组患者痊愈。 



 
 

正如上面所说，这个研究不仅试图评估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在

治疗抑郁症时是否有效，而且要评估它是否可行并且被患者接受。社

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在这项研究中由两名全科医生和一名精神科医生

实施，结果表明在患者的结局上全科医生组和精神科医生组并没有差

异。此外，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比服用抗抑郁药脱失率低（社区版问

题解决治疗只有 7%相比阿米替林组的 19%），并且被接受社区版问题

解决治疗 100%的患者认为“有用”或者“非常有用”。 

在后续研究中，这些调查者对比了单用社区版问题解决治疗、

单用抗抑郁药和两者联用的干预效果（Mynors-Wallis et al.,2000）。151

名患有抑郁症的患者被随机分配到由全科医生或者实习护士实施的

社区版问题解决治疗组，服用抗抑郁药组（氟伏沙明或者盐酸帕罗西

汀）或者社区版问题解决治疗+抗抑郁药治疗组。6 周、12 周、52 周

后评估效果，包括评定抑郁的严重程度和患者的社会功能。结果显示

所有的治疗组通过各种治疗措施都有显著改善，并且各组之间的结果

没有显著的差异。另外，对于获得社区版问题解决治疗的患者，无论

治疗是由全科医生还是实习护士实施的对结果都没有影响。当小组之

间比较达到临床治愈标准（也就是，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得分小于 7 分）

的比例时，在之后的随访中也没有显示出显著差异。 

最近，欧洲一项多中心、多民族的社区研究课题进行了社区版

问题解决疗法和心理教育干预的对比研究（Lewinsohn et al.,1986）。

针对不同种类抑郁疾病人群两种干预措施都和没有干预的控制组进

行对比（Dowrick et al.,2000）。426 名参与者被随机分到三个处理组中，



 
 

多数患者符合首发抑郁症（55%）或者复发抑郁症（20%）的诊断标

准，剩下的分成恶劣心境（15%）和其他抑郁综合症（10%）。在这项

研究中，包括 6 次咨询总时程 4 小时的标准化个案社区问题解决治疗

与 8 次以上总时程超过 20 个小时的团体心理教育进行对比。干预措

施由一些医疗服务人员提供，这些医疗服务人员包括心理学家、护士

和综合医疗保健人员。 

测量的本质结果包括干预的可接受性他们对抑郁个案的影响

（也就是说，参与者是否仍符合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抑郁症状的严

重程度和干预后的 6 个月和 12 个月的自我功能的评定。结果显示被

分到社区问题解决治疗组的参与者比被分到心理教育组的参与者完

成干预措施的可能性更大（63%比 44%）。病例治疗效果分析显示社

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在 6 个月的时候有显著的效果，而心理教育组却没

有这种效果，但 12 个月以后相对于控制组两种干预都没有效果。至

于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在 6 个月时对抑郁症的

严重程度和自我功能显示出显著效果，在 12 个月时仅在自我功能上

有剩余效果，相似的效果却没有在心理教育情境中观察到。 

针对轻度抑郁症的 PST-PC 

轻度抑郁症被定义为出现至少 2 个但是少于 5 个的抑郁症状,包

括情绪低落或者兴趣缺失,持续两周并两周内没有重度抑郁发作或者

恶劣心境障碍,但是有临床意义上的损害或者痛苦（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1994）。轻度抑郁症经证实和内科疾病一样与

功能受损（Wells et al.,1989）、医疗费用的增加（Johnson，Weissman，



 
 

and Klerman，1992）相关。轻度抑郁症属于最常见的抑郁障碍类型

（Broadhead，1990；Johnson et al.,1992;Williams et al.,1995）。在社区

保健中更是这样，社区患者没有精神科患者的症状严重（Barrett et 

al.,1988;Regier,1993）。 

Lynch, Tamburrino ,和 Nagel(1997)实施了一项针对家庭医疗诊所

中轻度抑郁症患者进行电话问题解决治疗的预实验。他们的干预以传

统心理健康模型为基础（Nezu，Nezu and Perri，1989），但是实际上

它与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非常相似，包括 6 次 20 分钟的电话咨询。

这种干预措施与没有进行干预的控制组进行对比，接受问题解决治疗

的患者抑郁症状程度显著减轻而未接受干预的患者则没有减轻。然

而，两组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作为一项预实验，仅仅包括 11 名社

区版问题解决治疗患者接受了治疗后的评估，这项研究可能证据不是

很充分，因此结果的解释应当谨慎。 

Williams et al.,(2000)进行了一项目前社区老年轻度抑郁、心境障

碍的最大规模的研究，包括了 415 名患者。在这项研究中，在一个为

期 11 周的治疗实验中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和服用盐酸帕罗西汀组、

安慰剂+临床管理组进行对比。帕罗西汀组和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两

组在抑郁症状表现出相当的效果，尽管只有帕罗西汀组与安慰剂组有

中度的差异，部分是由于较高的安慰剂效应比率（4 个研究点平均

49%）造成。帕罗西汀组和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组的心理健康相关功

能的最低功能水平相比安慰剂组有改善。 

Barrett 和她的同事们进行了一项结合性的研究（Barrett et 



 
 

al.,2001）在 241 名 18-59 岁轻度抑郁症或者恶劣心境患者中使用了同

样的实验设计。在这项研究中，11 周的实验结束后所有的处理再次

显示出抑郁症状的显著减少。针对恶劣心境的缓解率：帕罗西汀组

（80%）、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组（57%）都显著高于安慰剂组（44%）。

但是，仍然部分由于轻度抑郁症样本中有非常高的安慰剂效应（在两

个研究中心平均 64%）积极干预组没有检测出显著差异。最后，对随

机分配到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的患者，治疗的依从性较高，有 84%的

患者完成了所有 6 次的治疗。 

总结和结论 

总而言之，心理疾病，尤其是抑郁症在社区医疗中很常见，如

果想彻底治疗抑郁症最可能的治疗地点就是在社区医疗机构。药物目

前是，将来也很有可能仍旧是社区治疗抑郁症的一线治疗措施。但是，

许多患者服药后没有效果、需要或者想要一种非药物的治疗方法。生

活中的问题与抑郁症的发病和持续发生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掌握或者

发展问题解决的技能可以减少或者预防抑郁症。最初的问题解决疗法

已经被发展并且经过心理健康测验能够改善抑郁症和其他许多的心

理疾病和内科疾病。这个修订的模型已经在社区中发展并接受检验，

我们创建这个版本的问题解决疗法—“针对社区保健的问题解决疗

法”或者“社区版问题解决治疗”。 

根据上文引用的研究，显然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是一个有效、

可行的治疗重度抑郁症、广义的预后较差的情绪综合症以及恶劣心境

的方法。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不仅改善抑郁症状也改善广义上的日常



 
 

功能（例如，工作，家庭和社会功能）。对于轻度抑郁症，需要进行

进一步的研究因为它的高自动缓解率和安慰剂效应。目前是心理治疗

还是药物治疗对这种疾病有效还不清楚。 

上文引用的研究也表明大量的健康从业人员（例如，心理学家，

全科医生，护士，综合医疗保健人员）都能有效地实施社区版问题解

决治疗。者于是着这种干预措施有好的推广潜力。社区版问题解决疗

法也表现出患者高的接受性和满意度，相应的脱失率就比较低。从成

本效益角度来看，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比进行常规治疗花费更高，但

是它可能减少了间接花销，比如工作效率的提高和减少疾病负担。 

总之，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对社区中观察到的多种形式的抑郁

症有效。它的使用和推广的最大挑战在于：a.在指定的社区中选出最

适合的从业人员进行治疗 b.找出充分培训这些人员的方法 c.如何将

其列入医保范围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我们希望这个治疗手册向解

决这些问题迈进了一步。 

 

 

 

 

 

 

 

 



 
 

 

第二章 

建立治疗关系并确立问题解决疗法—社区版的原理 

建立治疗关系 

    很多书写了形成一个工作性的、合作性的治疗关系的技巧，

这些书中都强调建立一个令人信任的关系的最重要因素是态度温和、

共情并真诚，同时形成一个自信、拥有关于问题困扰的知识和治疗这

种困扰的理论的形象。多数的治疗方法都有较多的咨询时间帮助建立

一个咨询工作关系，在问题解决治疗中，和其他类型的治疗关系一样，

在患者和治疗师之间建立一个信任的、投入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但是

也是很挑战的，因为咨询时间短，咨询次数有限还要保持社区版问题

解决疗法治疗的结构。考虑到社区版问题解决治疗有限的时间，治疗

师必须要在第一次咨询的时候建立尽可能多的信任和参与。如果在第

一次咨询结束的时候患者不相信你或者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模式治

疗抑郁症有帮助，治疗师会发现他们自己很难让患者在之后的咨询中

或者家庭作业中使用这个模型。这样就要特别留意第一次的咨询以保

证患者没有困惑地或者对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治疗抑郁症效果信任

地离开。 

和患者建立工作关系的最好的方法是呈现一个自信、博学、专

业的形象维持好恰当的专业界限。一个博学的、自信的形象可以这样

实现，熟悉社区版问题解决治疗的抑郁症的理论和治疗的基本原理，

治疗师在患者可以理解的水平上和患者灵活地讨论这些理论和原理。



 
 

专业的风度也在体现在设定并尊重关系的界限。举个例子，患者应该

按姓氏称呼（如，..先生…小姐或者…女士）除非患者允许其他的称呼。

有些治疗师可能更喜欢称呼患者的姓氏直到患者主动要求称呼他们

的名字。另一方面，让患者说出他们希望治疗师使用的称呼也是可以

接受的。 

应该总是让患者感觉讨论任何对他们重要的事情都很舒服，可

以通过治疗师的直接的言语鼓励来达到。另外，保持好的眼神接触（不

是盯着看），身体倾向患者，发出支持的声音（比如嗯，再给我多说

点这方面的事情吧，我能理解者真的很困扰你，或者我知道这对你来

说很重要）同时点头来促进接下来的讨论，这些都是很有帮助的技巧。

治疗师应该避免表示不同意或者不感兴趣的肢体表现，比如双臂交叉

或者过多的低头记笔记。 

为了促进和患者形成合作关系，治疗师应该注意用一种互相合

作的方式来表达他们自己而不是权威的或者家长式的方式。经常使用

这些句子如：“我们将一起努力……”“我会帮你……”“作为一个团队

我们会努力……”会帮助传递合作的信息。治疗师应该避免传递对你

们的关系的单方面的观点，如：“你来找我看病以便我能治好你的抑

郁症”，“如果你按照我教你的做，你会越来越好。”或者“如果你配

合治疗我就能治好你”。同样地，为了让患者有效地加入到合作性的

治疗程序中，治疗师英爱一直坚持使用符合患者语言习惯和智力水平

的词汇。这包括使用患者经常使用的语言，避免使用那些明显太专业

或者太前言的词汇。一个好的方法是限定使用的词不超过两个字句子



 
 

不超过 10 个字除非清楚地了解了患者达到的智力和教育水平。治疗

师应该一直努力寻找替代那些专业的医学或者心理学词汇的句子。 

另一方面，社区版问题解决治疗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简明的干

预治疗。恰当地实施社区版问题解决治疗（PST-PC）就不允许偏离相

关的主题。患者可能偶尔会不知不觉地把咨询变成了一种普通形式的

讨论。不加阻止地允许他们这样做常常导致的结果是没有时间集中在

PST-PC 的技能训练上，患者和治疗师最后集中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会感

觉很匆忙。治疗师应该通过巧妙的方法限制偏离主题，首先，治疗师

在治疗早期说明这种情况很常见——开始时用一种日常的方式讨论

他们的问题而不是坚持完成 PST-PC 的任务，但是专注于要解决的问

题很重要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学会解决问题的技能。比如，我们给老年

患者介绍这些范围的时候可以这样说，“人们常常不习惯于按照这样

的程式化的方式讨论他们的问题，你可能会发现当我们开始解决一个

问题的时候你希望讨论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尽管讨论出现的不同的

问题很重要，一次集中解决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这样你可以学会如

何自己运用问题解决疗法的技巧。而且你会发现一次集中解决一个问

题比一次解决所有问题更轻松。所以，你可能会发现我们一起讨论的

时候我会打断你重新回到目前的任务上，我这么做只是为了保证充分

地利用我们在一起的有限时间。你觉得怎么样呢？” 

其次，在每次咨询之初清晰地说明患者接受 PST-PC 的时间很重

要。在咨询开始的时候声明：“好吧，我们优 30 分钟的时间，让我看

看我们能够完成些什么”来帮助定下一个集中性干预的基调。随着咨



 
 

询的进一步进行指出“好了，我们还剩下 10 分钟，让我们选择一个

解决方法，商量制定家庭作业”对那些离题的患者拉回正轨很有用。

自然地举起手打断患者说“这条讨论很重要，我很想以后再探讨它，

或许下次咨询，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确定这周的家庭作业”在不冒犯患

者的情况下把患者拉回谈话方向这常常是很有效的。 

构建社区版问题解决疗法（PST-PC）基本原理 

治疗的本质和原理应该在治疗之初就做出透彻的解释。在我们

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理解 PST-PC 治疗原理并能够把它应用到早期咨询

中的患者的治疗效果更好（Hegel ,Barret , Cornell & Oxman,2002）。对

抑郁症来说 6 次咨询是充分缓解症状最典型的咨询次数，尽管这个数

量可能会根据患者的教育水平、年龄和抑郁的严重程度变化（少则 4

次，多则 8 次）。前两次咨询应间隔较近（隔一周进行）以确保这种

方法被患者理解并正确地运用了。第一次咨询大约 1 个小时因为它包

括了 PST-PC 原理的解释、最初问题清单的资料收集以及患者某方面

的一个问题的完整过程，之后的咨询每次 30 分钟，每次咨询需要运

用所有的问题解决技巧解决一个问题。 

这里有 7 个关键主题在第一次的 1 小时咨询的前半部分要提到。

这些主题应该应该在前 30分钟被涵盖到以使下面的 30分钟进行第一

个问题的完整解决过程。第一次咨询内容的完整叙述可以在附表 1 中

找到，在咨询期间用到的咨询清单可以参照附表 2。 

1. 解释 PST-PC 治疗的结构 

介绍完你自己以后解释治疗的基本框架。例如：“我们今天就要



 
 

开始问题解决治疗了，包括今天这次咨询我们一共会有 6 次咨询，今

天的咨询需要 1 个小时因为我会向你解释问题解决疗法的基本原理，

我们会制定一个你目前面临的问题的初始清单，然后我们会运用问题

解决技术解决其中一个问题。第 2 次到第 6 次咨询的时间是 30 分钟。

从今天开始算一周以后我们会再见面，以保证你正确地理解治疗步

骤。剩下的几次会面每两周一次。所以我们 9 周中一共见 6 次面，我

们每次咨询将会用所有 PST-PC 技巧解决至少一个问题。每次见面以

后你要带着与问题有关的任务回家，如果你愿意就叫它‘家庭作业’

吧，有些问题会被彻底解决，常常在两次见面间期以内解决。其他问

题，通常是更复杂的问题需要不止一次的咨询甚至需要咨询结束后你

自己持续地努力。问题解决治疗的总体目标是教给你问题解决的技巧

以便你能在将来使用它们并且希望你能避免再次出现抑郁，对这些你

有什么问题吗？” 

面对年纪大的患者，你可能会接着问，“对于我说的治疗方法你

有什么问题吗？家庭作业呢，你理解我们这里要做什么吗？”通常，

年长的来访者会有点信息超载，这样的话让他们一个一个地思考你提

到的问题会有助于增加治疗的期望值。低教育水平的来访者听到家庭

作业或者讲课会变得犹豫，最好不把实施问题解决方法叫做家庭作业

而是称作问题解决的最后一部分：“现在我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对你

来说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按照计划行动——你想要什么时候开

始呢？”在这个表述中，没有提到家庭作业。为了鼓励人们按照问题

解决表进行联系，治疗师应该说：“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其他问题用



 
 

这个表自己解决呢？那样的话，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里我们能解决尽可

能多地问题。如果你没有完成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自己也做出了

尝试。” 

2. 明确症状是由于抑郁症造成的 

在治疗的最初，确保患者意识到他们的症状代表着抑郁情绪障

碍不然他们不会完全领会治疗的基本原理。治疗师必须首先向患者澄

清他们的症状中有些是感觉情绪不佳，有些感觉身体不适，实际上都

和抑郁相关。许多开始治疗的患者仍不完全相信他们患有情绪疾病而

不是躯体疾病。 

治疗的成功取决于树立共同的理解——这些症状的根源是情绪

而不是身体。对于那些体验到常见的情绪障碍的患者（例如，情绪低

落，易哭，快感缺失，悲观，绝望，注意力不集中，易怒，有自杀想

法或者觉得或者没有意思）更容易接受他们的症状是以情绪为基础

的。但是，对那些有更多躯体困扰的患者（例如，食欲下降，疲乏，

睡眠问题，头痛，浑身不适，疼痛）建立情绪和躯体症状的联系显得

更难。开始讨论时我们常常首先这样确认患者自身的体验，“听起来

你的睡眠不足，你老是记不住东西，你总是感觉很累，你起不来床而

且不愿意活动。我在想什么是你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呢，考虑到

Feldman 医生已经给你做过了一个相当全面的身体检查，并且已经排

除了任何已知的内科疾病，但是我想知道你认为你的这些症状可能的

原因是什么呢？你怎么理解你现在面临的痛苦？你怎么认为？” 

治疗之初首要解决任何与治疗模型的理论基础不一致的问题。



 
 

这样做的时候，给患者解释人体功能的“心理/身体模型”。例如，治

疗师可以这样说： 

“我理解你感觉你的症状好像是由于患有躯体疾病，睡眠问题

和头痛常常是身体疾病的症状。你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医生

已经给你做了检查，确定你没有躯体疾病。另一件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没有纯粹的身体或者心理疾病。例如，当我们感觉兴奋的时候，我们

的身体也变得兴奋（我们的心跳加快、坐立不安），当我们的身体生

病的时候，比如我们患有流感的时候，我们感觉情绪不大好也是很正

常的。我们所有的感受，无论是情绪上的还是身体上的都是由大脑控

制的，所以当一个受到影响的时候，另一个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抑郁

症对一些人来说常感觉身体不适，这是因为实际上抑郁症正在影响你

的身体。但是你要记住的是症状的根本原因是抑郁症，这也是我们需

要治疗的地方。” 

治疗师应该识别患者的抑郁症状并告诉患者他们会在治疗期间

连续观察这些症状监督进步并找出问题解决和情绪改善之间的关系。

没有必要列出一个症状的详尽的清单，追踪那些主要的症状，在每次

咨询指出回顾一下就足够了。 

3. 确立问题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联系，解释问题解决的基本原理。 

治疗成功的部分建立在患者理解和接受所进行的干预措施的根

本规则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由于这点，治疗师提供一个完整的、以

一种患者可以理解的方式解释问题解决疗法的基本原理很关键。这

样，应该在患者的症状、他们生活中的问题和问题解决技巧在解决问



 
 

题中的作用之间应该建立直接的联系。 

治疗师应该帮助患者理解他们的症状是对问题的情绪反应。更

糟糕的是一旦患者变得抑郁，抑郁情绪进一步影响问题解决，这样在

更差的情绪和更难解决的问题之间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接下来治疗师

解释道通过学习问题解决技巧患者开始在治疗中解决问题，成功地解

决问题会带来症状的改善。 

问题解决和情绪的问题在表 1 中列出 

 

 

 

 

 

表 1.问题解决技巧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4. 确立恰当的问题解决治疗方向 

确立问题解决治疗方向包括向患者提供对生活中的问题和问题

解决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这里最主要的目标是改变影响患者进

行问题解决努力的认知和信念。非常重要的这点的完整过程在第五章

介绍：促进 PST-PC 形成正确的问题导向，但是下面列出了正确的问

题导向的主要原则。 

抑郁的人常常感觉不能控制他们的问题，悲观地认为他们怎么

做都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对治疗师来说清晰地说明问题是每个人生活

中一种常见的、可预测的部分，在做每天的事务的同时我们面临多种

问题 

症状增加 
无效的 

问题解决 

症状减少 
有效的 

问题解决 



 
 

问题。因此，问题应该被看做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解决

多数发生的问题并且我们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重要的含义是问

题应该被看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对我们的挑战；一种最好采取主

动的、积极的方式处理的挑战。一个悲观的情绪状态常常是我们生活

中存在一些问题的信号。这种悲观的情绪应该被当做“行动的召唤”

想想出现了什么问题，怎么运用我们问题解决的技巧。 

对于一些病人，一种问题中心的去向是必须要在整个治疗过程

中强调。重度抑郁症患者或者慢性周期性发作的患者可能对他们的情

境感觉非常消极，这样会陷入之前的想法认为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有效

的方法，任何新的方法很可能也会失败。治疗师应该向这些患者强调

可以理解他们之前的经历让他们认为什么都不会有用。但是，就是这

种想法阻止他们尝试可能非常有用的新策略。治疗师应该强调尽管尝

试新东西感觉有点冒险，你，作为治疗师，会一直他们一起找出解决

他们的问题的最好的方法。 

接受患者低落的情绪很重要，但不是强化患者对恢复的悲观感

受。治疗师可以说：“我理解你不相信自己有这种能力，或者说不相

信任何治疗能让你从痛苦中解脱。但是对你来说暂时搁置一下你的忧

虑，相信我说的方法很有可能有效，这很重要。我们会见好几次，我

们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现情况有了很大好转，我们尝试一下，到那

个时候我们再来评判这个方法是否有效。”尽管不应该抱有一些不切

实际的期望，要促发乐观精神来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在这里，强调患

者在治疗中的积极作用很重要。在咨询过程中学到的东西是治疗成功



 
 

的首要条件，但是咨询间期的家庭作业对最终的成功很重要。鼓励问

题中心导向的策略在第五章有详细的介绍。 

5. 描述问题解决过程的 7 个阶段 

    下面，会向患者解释问题解决的 7 步。没有必要让患者在第一次

咨询结束后记住治疗的所有阶段和进行的顺序（尽管这是治疗程序的

目标）。但是，有必要让患者理解问题解决过程要系统化地进行，期

望治疗期间他们坚持固定的程序。解释治疗阶段能减少患者不清楚治

疗期间期望做什么，这样就减少了他们的焦虑。而且，这也有助于通

过让患者知道他们要做什么来参与治疗。例如，这些解释让他们知道

1）我们不是随意地讨论或者发泄他们的问题；2）期望他们在咨询间

期能够完成家庭任务；3）减少与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太相关的讨论，

等等。对那些已经接受过不同类型的咨询的患者或者对于那些深受电

影、电视或者文学作品演绎的心理咨询的影响的患者，这些解释帮助

纠正他们的错误看法和对咨询方式的错误假设。 

这个时候也没有必要详细描述问题解决的每一步，患者也不太

可能记住这些细节。这时候一个大致的描述就足够了。随着治疗师继

续进行之后的问题解决咨询，他们会有足够的机会描述、重复每一阶

段的基本原则。一个典型地描述问题解决阶段是这样进行的： 

“我们通过探索和获得对一个问题的清晰的描述来开始问题解

决的程序。你越能够清晰地、具体地描述这个问题，你越能够直接、

有效地解决它。下一步你要设定一个你想达成的目标。同样，尽可能

客观的方式描述你的问题会是很有帮助的。你需要对你想要看到发生



 
 

的结果有一个清晰的理解因为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直接与目标连在一

起的。接下来，我会鼓励你尽可能地想出解决问题的潜在方案，你能

想出的方法越多就越好，因为你能从最多的选项中选择，第一想法常

常不是最好的。然后我会鼓励你寻找这些解决方案的优点和缺点（或

者我们可以叫做利与弊）。一边比较、对比这些解决方案，一边决定

哪个看起来对你是最可行的.这样做你将会选出最有的一个或者几个

解决方案.最后，我们会一起找出完成解决方案的具体步骤。你会想

要想出在哪，什么时候，你如何付诸行动。你的行动计划得越详细，

你越有可能坚持到底，计划越可能成功。我们见面的间期你要努力把

行动计划付诸行动，必要时运用问题解决方法调整计划，然后我们下

次咨询来一起回顾你的进展。” 

6. 活动安排 

PST-PC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帮助患者计划日常生活中令自己

愉快的活动。治疗期间应该强调每天进行令人愉快的活动的重要性。

这点可以用以下这种方式介绍： 

“抑郁引起人们停止做享受的事情，不幸的是，一旦你停止做

那些给你快乐的事情你就开始感觉更糟糕。你感觉越糟糕越难计划并

进行有趣的活动。一天又一天，更差的情绪和越来越少的乐趣形成了

恶性循环，呈螺旋式下降。因此，计划有趣的行动对治疗抑郁症有帮

助，我们会重点让你在每天的生活中计划一些有趣的事情。”一个关

于情绪和有趣的活动之间的螺旋下降直观图见图 2。另外，参照第三

章“PST-PC 中行动安排的作用”。附录 4 提供了一份给患者介绍行动



 
 

安排的基本原理的资料。 

                 

            感觉糟糕 

 

            做得少 

图 2：情绪低落和有趣的活动减少的关系 

7. 和患者一起汇总问题清单 

完成治疗的介绍以后患者就做好了开始找出它们要解决的问题

的准备。治疗师应该这样开始：“既然你知道什么引起了你的症状，

问题解决是如何帮助改善的，我们应该开始真正运用问题解决治疗以

便帮助你好起来。显然，为了让你解决你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你在

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从哪里入手。此外，我发现在回顾人们日常生活

中的各种问题的同时，我能很快地深入了解一个人。那么，现在困扰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下一步是列出患者的问题。通过让患者自由报告他们的问题来

开始问题清单的制定。这就比较自然地显示出认为生活中比较重要的

问题。但是，这不能保证患者会自觉地列出他们生活中所有相关的问

题。他们可能没有把一些情形看作是问题，或者他们可能忘记了一个

明确的例子，或者没有鼓励的话他们不愿意提及一些问题。因此，询

问患者可能存在问题的其他方面是很有帮助的。治疗师应该使用附录

5 中的“问题清单表”来系统地询问患者在生活中不同方面可能存在

的问题。例如，治疗师可以说：“你提到了工作、家庭和体重的问题，



 
 

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比如经济、健康或者你的丈夫？”极少的情况

下患者坚决否认他们生活中存在任何问题。这种情况下，治疗师应该

首先确认他们已经回顾了上面列出的主要方面的所有问题。如果护照

你这否认在任何一方面存在问题治疗师接下来应该和患者一起讨论

“行动日程”（参看 PST-PC 中第三章“行动日程的作用”）。 

最初列出问题清单的时候不必获取列出的问题的细节，治疗师

应该获取足够的信息来增加对患者问题的认识而把详细地探讨和明

确问题放在接下来的咨询中。把重点放在获得一个相对详细但是只是

大致列出患者生活中不同方面问题的清单。一旦一个问题被提到并被

解释到能被大概地理解，治疗师应该问患者：“你还有其他什么问

题？”或者“还有什么？”然后继续。 

在第一次咨询中最后要完成的事情是真正选择一个问题并且针

对这个问题进行一次完整的问题解决。这应该占据咨询剩下的半个小

时。治疗师可能这样介绍这项任务——他们现在希望患者选择一个问

题在剩下的咨询中集中讨论，他们想让患者熟悉问题解决过程，给他

们提出咨询间期要做的事情。换句话说，治疗师应该传递积极的信息，

“让我们行动吧！”一次问题解决治疗的实际阶段在第三章中列出。 

介绍 PST-PC 需要的材料： 

给患者提供： 

（1） 一份填好的的 PST-PC 咨询程序单（附表 6） 

     （由治疗师完成；给患者复印件） 

（2） 问题解决指导手册（附表 4） 



 
 

（3） 治疗间期独立问题解决需要的其他 PST-PC 表格 

（4） 行动日程手册（附表 4） 

（5） 一份问题清单表（附表 5） 

问题解决程序单 

   问题解决治疗咨询中的大部分工作可以在问题解决程序单中记录

下来（参看附表 6）。程序单列出了 PST-PC 的七个阶段，给记录咨询

中不同的问题、目标和解决方案等流出了足够的空间。治疗初期（例

如第一次咨询）治疗师最主要的责任是和患者一起按照空白程序单的

提示记录信息。 

随着治疗地进行，治疗师逐步把完成程序单的责任转移到患者身

上。例如，在第二次咨询中患者在治疗师提示下自己完成他们的程序

单。在接下来的咨询中患者承担完成程序单的主要责任，尽管治疗师

还是要在必要的时候提供一些指导和提示。 

向不愿意使用程序单的患者强调 PST-PC 的治疗目标不是给他们

增加文字作业而是教给他们一种系统地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

这是很必要的。程序单是帮助帮助他们的工具而不仅仅是一张表格。

因此，在每次咨询的结束都应该给患者提供另外一份表格。 

PST-PC 第一次咨询需要的任务和材料 

时间:60 分钟 

下面的任务应该在咨询期间完成。完成每项任务需要的时间介绍也会

提供。 

（1） 解释 PST-PC 治疗的结构（2 分钟）； 



 
 

（2） 确定与抑郁相关的症状（2-5 分钟）； 

（3） 解释问题和抑郁症状之间的联系以及问题解决治疗的基本原

理（2-5 分钟） 

（4） 明确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5 分钟） 

（5） 描述问题解决过程的 7 个阶段（5 分钟） 

（6） 描述行动日程的基本原理和重要性（2 分钟） 

（7） 汇集问题清单 

（8） 通过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说明问题解决程序（10 分钟） 

 

 

 

 

 

 

 

 

 

 

 

 

 

 



 
 

 

第三章： 

问题解决疗法—社区版的七个步骤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在患者和治疗师解决患者带入到咨

询治疗中的问题时，PST-PC 治疗要经过 7 个阶段。下面是每一个阶段

的程序和原则的详细描述。一些真实的案例被包含在内来说明每个阶

段的实际应用。一个完整的案例在章末提供来回顾一下整个咨询过程

中发生的改变。 

阶段 1：选择和定义问题 

典型的阶段 1 开始由治疗师通过询问患者选出一个他们认为重

要的问题范围。通常这通过简单地回顾第一次咨询中产生的问题清单

开始，询问患者是否愿意从这些已经发现的问题中选择一个问题解

决。要不然，特别是在第一次咨询中，询问患者是否愿意重点规划日

常愉悦的活动（详见本章后面的行动日程）是一种介绍问题解决策略

的好方法。尤其是，这样比较好，第一个选择的问题应该是对患者带

来最少情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为之后程序的进展创造条件，

依我们的经验，集中在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上会是患者无法专注于学

习过程。如果患者最初选择一个看起来比较复杂或者情绪上很有挑战

性的问题，治疗师最好改变患者选择一个更适中的问题。通过这样，

治疗师必须说明改变患者选择的原理并向患者保证当他们更熟练地

掌握问题解决的时候，他/她可以重新回到这个更复杂的问题。治疗

师也可以根据患者对解决问题的难度的认识把问题清单变成一个有



 
 

层次、有顺序的清单来避免患者最初选择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在之后的和治疗中，患者应该总会被问到想要解决的问题，甚

至当一个问题还没有被充分说明或者解决的时候。当患者选择一个与

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治疗师应该询问改变焦点的

原因。可能是其他缓解情况发生使得之前的问题不再是首要解决的问

题，治疗师响应患者更迫切的需求，要做好改变咨询焦点的准备。但

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患者只是简单的“放弃”之前的问题，治疗

师应该鼓励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探讨第五章提到的问题定向

技巧。 

有四种方法选择要解决的问题：1）回顾问题清单并从中选择一

个问题；2）解决之前咨询中选择的问题；3）发现一个要解决的新问

题；4）规划日常愉悦的活动，尤其是在第一次咨询中。患者应该总

是最终选择咨询中要解决的问题的人，即使如文中有一些治疗师的善

意的询问。 

一旦选择一个问题，接下来有三个基本步骤来引导第一阶段： 

第一步：探寻和阐明问题 

没有对要解决的问题有透彻的理解，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有效

的问题解决咨询的。古语说：“三思而后行，”就和这种情况很像。对

问题透彻的探索确保患者和咨询师理解问题并在问题的性质和特征

上达成一致。如果在产生解决方案之前，问题没有经过透彻地探索，

那么治疗师和患者就冒着制定出不充分的，更糟糕的是，不恰当的解

决方案。要不然，第一次咨询中没有充分阐明问题的性质，关于问题



 
 

的重要事实直到之后的程序中才显现出来（比如在考虑解决方案的利

与弊）。出现这种情况，治疗师和患者就要回到阶段 1 重新定义问题，

咨询中的关键时间就已经错过了。 

探索问题的许多其他方面需要涉及到。从定义来说，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你想要的事态和目前的情况不同，并且解决这些

矛盾存在障碍。常常有患者列举一种他们没有解决的情况（比如柜子

很乱）但是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是没有困难的（例如，他们只不过没

有做一些相关的事情）。这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构成和问题解决干预相

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最好帮助患者制定一个解决问题的行动计

划（比如，通过使用阶段 6 的策略，完成更喜欢的解决方案），但是

这个不需要使用完整的问题解决模型，这种情况通常能够在治疗初期

被很快地解决，仍然有足够的时间针对一个真正相关的问题情境进行

一次完整的问题解决咨询。 

问题探索的决定性因素是考虑问题的可行性。对可行性的评估

首先考虑患者能够控制问题的潜在可能性。比如，患有糖尿病的问题

不是一个可行的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患者无论做什么都不能消除糖

尿病。但是不能坚持疾病需要的控制饮食进而会影响疾病的发展的问

题就是更可行的，因为患者优可能改变他们的饮食。同样，有一个爱

喝酒的配偶不是一个可行的问题因为患者不能直接控制配偶的饮酒

行为，但是不知道怎么处理配偶的饮酒问题就是可行的，因为这里的

重点回到了患者身上。会影响疾病的进展 

问题解决治疗的一个积极结果是它帮助患者区分他们自己能够



 
 

控制和不能够控制的事情。尽管不是问题解决训练的直接目的，这个

意外收获在帮助患者从慢性失落和抑郁的情景中解脱出来非常有价

值，同时它也可以促进患者接受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又不能改变的

情境。通常他们可以在问题探索的过程中学会这些，但是其他时候他

们必须经历努力解决问题不成功的结果（有时候经过了多种尝试）才

能真正接受一种情境是不在自己控制中或者说没有可能处于个人控

制下。这样一种学习经历对患者放弃长期消极地应对方式有深远的影

响，同时开始用一种更有效地最终更令人满意的方式生活。 

在探讨和阐明问题的过程中，考虑下面的问题对患者有帮助： 

1. 什么使它成为一个问题？ 

2. 这个问题什么时候出现的？ 

3. 这个问题在哪里出现的？ 

4. 谁和这个问题相关？ 

5. 这个问题发生的频率？ 

6. 你应经尝试过哪些解决方法？ 

7. 你真的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吗？ 

回答这些特定的问题能提供决定情境是否构成一个问题的多种

特定细节，便于进行接下来的问题解决咨询。 

另一个想抑郁症患者澄清的重要的一点是怎么区分事实和假

设。通常，患者会根据他们内在的感受或者直觉来说明一个问题，仿

佛这些感受就是事实。正如提到的问题去向，抑郁症患者依靠感受和

直觉提出的问题只关注与消极的信息而排出任何积极的信息。这样，



 
 

在定义问题的时候帮助患者找出问题出现的时间很有帮助，他们可能

需要进行一项聚集事实的任务来更好地定义问题。我们已经发现有些

时候告诉患者想象自己是破案前搜集证据的侦探，在这一点会很有帮

助。 

在其他版本的 PST-PC 教患者使用被称作“神探科伦坡法”的方

法。科伦坡是一个在 20 世纪 70 年代很流行的电视侦探人物，他常常

被认为是一个不聪明并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必须问许多很明显的问

题，有时候不断地重复同一个问题直到每次的回答保持一致他才满

意。 

作为这个方法怎样帮助患者的例子，一个抑郁的雇员可能认为

他的经理远离他并且不喜欢他。他可能选择性地把他的假设建立在他

观察到的证实他的假设的行为并忽视了其他相关的信息。不要继续这

种想法是真的的假设，对患者而言增加证据和问自己问题是很有用

的。这个经理只远离他，还是他就是一个冷漠的人？其他的雇员也和

你有同样的感受吗？对经理的行为有其他什么解释？一旦假设被证

实或者没有被证实，问题就被准确地定义并且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法的

可能性也增加了。 

第二步：把大的问题分解成小的问题或是更好处理的部分 

大的问题常常由很多小的但是有区别的、互相有联系的部分组

成。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患者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低估了这些组成

部分。未区分这些成分导致了一个过于模糊的问题的定义，反过来导

致一种无效的问题解决咨询。例如，一个家庭主妇说她有一个“家庭



 
 

关系”上的问题。进一步地询问，治疗师确定她实际上在“家庭关系”

方面有多种不同的问题。首先，她对丈夫每周在外面过夜 4 天感到不

满。第二，她感觉被她妈妈批评没有做好家务。最后，他必须得照顾

她的不领情的患有慢性疾病的妹妹。治疗师和患者一起仔细地回顾这

些问题，然后患者选择一个特定的问题开始解决。 

相似的，患者会常常描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

取决于很多小方面的问题的解决。清晰地阐述了问题这点是没有争议

的，但是问题的解决会很复杂。比如，一个中年残疾的老兵说他需要

钱来买圣诞礼物。这是一个很清晰和具体的问题定义。但是，进一步

地探讨发现缺少现金是其他不同方面问题的原因。首先，他的收入很

低。第二，他的花费太多。第三，他在拖延清偿债务。最后，他和他

的配偶在应该把钱花费在哪里的看法不同。每个方面的问题都被确立

为单独地干预的对象。 

隐含在每个方案中的关键信息是当问题被分解成基本的因素的

时候她们才能被最好地解决。这样做会对抱怨、问题的定义或者要解

决的问题有一个更透彻的理解，这样也能进行一次更快速和有效的问

题解决咨询。 

第三步：用一种清晰客观地形式陈述问题 

在 PST-PC 中,所有之后的阶段都从定义问题开展。因此，焦点应

该放在用清晰、具体地方式描述问题和客观的行为表现来引出客观的

目标和实用的解决方法。这个程序对指导之后的问题解决阶段的重要

性，比如对产生解决方案阶段，不能被过分强调。在患者的日常生活



 
 

中，问题的本质和范围没有被充分地定义。如果有意地从根本上定义，

它们就会被一种模糊不清的方式定义，常常没有清晰的行为参照。例

如，问题“我的女儿常常对我不尊重，”的定义就是很模糊的并且没

有说明具体哪些方面需要改变。然而问题定义为“我让我的女儿做什

么事情的时候，她让我‘闭嘴’”就更加客观并且指出了需要改变的

行为。 

用一种主观的或者不能被观察到的方式表述问题是要避免的。

比如，一个问题被表述为“低自尊”就是主观并且不能被观察到的。

低自尊对人们来说没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它也不能被直接观察和测

量。同样地，抑郁也不是一种客观的问题定义，这种现象属于“人的

内心”，因此不能被别人观察到或者从行为上测量。但是，上面这些

问题都能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低自尊常常与回避其他人和孤僻联系

在一起。一种更有价值的表述是患者“独处的时间太长”或者“没有

朋友”。独处的时间不仅是可以观察的行为也能够被测量出来。同样

地，“抑郁症”常常与旷工、不做家务有关。一个更有用的问题表述

可能是患者“很多天不上班”或者“已经让花园或者菜园荒废了”再

次强调，问题的这样一种改述就把它变成了一种可以观察、测量的定

义。 

当患者用一种主观的方式表述问题的时候，询问他么这个问题

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家庭、工作以及社会活动是很有帮助的。这样的提

问把问题带到了当下，发现那些可以被直接解决的问题的方面。另一

种有帮助的策略是让患者在大脑中想象问题的场景或者闭上眼睛努



 
 

力使问题形象化。你不能勾勒出低自尊或者抑郁，但是我们可以很容

易形成这样一幅图片，一个人独自坐在家里或者看着窗外荒芜的花

园。如果你能把问题变得形象化那么就充分保证你已经用一种客观的

有助于问题解决的方式定义问题。 

有时候患者会把那些抑郁症的植物神经系统症状表述为问题，

比如精力、睡眠或者兴趣等问题。尽管这些这些症状确实是问题但是

他们不是客观的生活问题因此不是问题解决认为最好的问题。但是，

如果患者坚持希望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没有客观生活问题存在，那么

一个症状可能被选为某一方面的问题只要能找出与症状相关的功能

问题。那么问题定义由功能障碍构成而不是症状。例如，乏力可能存

在患者做家务能力方面的功能减退，这里问题的定义就是“不能完成

家务”。同样地，缺乏动力可能妨碍外出拜访朋友，问题定义就变成

“不愿出门拜访朋友们”。随着患者能更有效地解决这些功能性问题

他们的抑郁症会很快改善并且乏力、动力减退的症状会得到改善。 

阶段 2:建立现实的可以实现的问题解决目标 

一旦这个问题被恰当地定义,下一阶段就是确定一个从陈述的问

题中直接得到的可以实现的目标.这包括询问患者他们希望看到问题

的哪方面有所改善。通常这样问患者是很有帮助的，“如果问题不在

存在了，会有什么不同？”这就允许患者预测未来，想想不存在问题

的生活。因此，这是他们的目标。例如，从上面患者的情景出发，这

个家庭主妇设定一个目标，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朋友一起出去，这个残

疾的兽医设定目标要减少对外的花销。 



 
 

给患者强调设定的目标实现的时间和努力要在合理的范围内，

这点很重要。因此，考虑患者具有的资源和实现目标的时间框架之间

的平衡很重要。最初的时候，目标应该被设定为可以很快实现的目标，

比如在下次咨询前可以实现。中期的目标可以在治疗的早期设定但是

在治疗过程中完成。在第一阶段设定一个清晰的定义的重要性在这里

就体现出来了，如果定义模糊不清会影响制定现实的、可以完成的目

标。长期的目标毫无疑问需要治疗结束后仍然不懈地努力。因此，尽

管目标应该在咨询的早期定出来，在咨询过程中只能解决短期和中期

目标，尤其要在最后一次咨询中强调咨询结束后的计划。 

和定义问题一样，应该强调建立一个清晰的目标的重要性，目

标要用客观的行为参照表述同时目标要在患者的个人能控制的范围

内。例如，一个中年的妇女指出问题是超重。没有经验的社区问题解

决治疗师会让她设定一个目标“下周内体重下降 5 英镑。”除了判断

这个目标是否现实可行以外，这个目标用超过患者可以控制的范围的

形式表述。她不能控制体重是否下降，这种目标的表述方式也不能知

道行为。一个更好的目标表述应该是“我会减少油脂地摄入”或者“我

会提高我的活动水平。”这些是她能直接控制的目标。无论是改变她

的油脂摄入或者活动水平都完全取决于她自己。两个行为都是可以观

察并可以测量的，她能够知道她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设定清晰的行动目标的另一个好处在阶段 7 中体现出来，这时

候要评估方案实施是否成功。当设定的目标规定了患者具体的行为改

变，并且他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些改变，那么他们就已经成功地完成了



 
 

任务。他们的行为改变是否转化为对问题的有效影响不是考虑的问

题。对于超重的患者，活动水平的提高、油脂摄入的减少是否影响到

体重是无关紧要的。她已经完成了她的目标，她可以对自己已经做得

事情感到满意。如果她的目标是“下周体重下降五英镑”，这个目标

不在她直接行为控制范围内，她没有完成目标，那么她就面对一次失

败的体验，这反而会加剧她的抑郁。 

治疗师应该注意在用一种客观的行为方式来表述目标的时候，

目标不能被表述的太具体而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具体的解决方法从而

提早终止了下一步——阶段 3 或者产生解决方案/头脑风暴的步骤。

否则结果就是一个不成熟的目标表述和一个可能确实的步骤。例如，

一个年轻的女性患者意识到她不能准确地预测她下个月的花销和收

入并把这个定义为问题。她把重点放在她需要做一个预算，并希望把

这点设为目标。如果治疗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那么接下来的头脑风

暴程序会成为只是找出做预算需要完成的任务（参阅阶段 6：完成解

决方案）。但是治疗师打断并告诉患者她在没有完全理解问题的所有

方面的情况下寻找解决方案。那么他们一致认为从问题定义中产生的

真正目标是“收集信息，以帮助她预测下个月的财务状况。”做出预

算那么就只是很多可能的解决方法中的一种方法，包括获得会计师的

服务，向她的父亲寻求帮助，从图书馆借阅一些关于家庭财务管理的

书籍。如果她留在原来的目标上这些选择就会被切断，这样就使她对

于更大的问题没有充足的解决方案。 

如果一种解决方法很明显,它能够作为目标,并只有唯一的问题



 
 

解决方法，那么这个问题可能不需要一个完整的问题解决步骤。可以

引导患者简单地制定解决方案，可能只需要稍微关注一下行动计划的

制定（就是阶段 6），接下来解决下一个问题。这种情况在治疗的后

期很有可能出现。这些例子很好地说明多数的疑难问题已经解决了或

者患者已经充分掌握了 PST-PC 的策略，这也就暗示治疗接近了尾声。 

阶段 3：产生多个备选解决方案：头脑风暴 

一旦目标被设定下来，要求患者想出一系列的潜在问题解决方

案。研究表明，抑郁患者常常有一段产生解决方案困难的时期，部分

由于他们在充分地定义解决方案之前低估了解决方案的有效性，有时

候他们囿于一个解决方案并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例如，买彩

票中大奖，以解决财政问题）。教会个体创造性地思考一系列可能的

问题解决方案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提供一些可选择的方案会增加最

终找出特定的有效解决方案的概率。换句话说，浮现在脑海中的“第

一个想法”并不总是“最佳的想法”，因此，应该向患者强调他们要

通过“头脑风暴”技术努力产生尽可能多的解决方案。备选的解决方

案不应该被舍弃或者预先判断，即使起初他们看起来很牵强或者站不

住脚。教给患者想出多种解决方案能帮助他们从问题解决的角度变得

更加灵活。 

有几个要点要让患者谨记。第一，想出的解决方案的数量很重

要。备选解决方案越多，成功地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大。第二，患者

应该随时把想法与实际运用结合在一起，改进想法的同时修正它们。

例如，一个家庭主妇最初产生邀请一个朋友出去吃饭的想法，在之后



 
 

的头脑风暴过程中，她产生邀请朋友白天一块出去走走的另一个想

法。这时候她意识到最初那个朋友白天在家里并且就住在隔壁，这样

邀请她出去走走比一起吃饭更加可行。那么她修正了她的计划，邀请

另一个朋友一起吃饭。 

第三，患者不应该判断自己的想法直到头脑风暴程序结束，否

则他们可能过早地放弃一个潜在可能成功的新的解决方案。评估每个

选择的可行性放在下面一个阶段（阶段 4：完成决策准则：优点和缺

点）。当患者开始过早地评估他们的解决方案，或者放弃它们，治疗

师应该立即打断他们并劝阻他们不要在头脑风暴完成之前评估这些

解决方案。最后，如果患者不能想出来解决方案，应该鼓励他们想出

其他人可能会如何面对问题，或者故意编造一个看上去很傻的解决方

案(尽管不能强调产生愚蠢的想法的目的超越产生多种想法的目的)。

这种去个性化的战术经常帮助那些压抑自己的患者降低产生愚蠢的

想法的自我意识，减少在治疗过程中的尴尬，因此也会促进将来更多

有创造性的想法和有效的头脑风暴。为了促进头脑风暴，治疗师这样

表述很有帮助“到了有趣的部分了；头脑风暴”，“你还能想到什么？”，

“自由地联想”，“让你的想法更有趣”，“不要有偏见”，“豁出去了”。

治疗师应该避开这些语句“你能想到其它什么？”“你有什么其它想

法？”因为这些易引出封闭式的回答“没有”，这就很快终止了头脑

风暴的过程。那些卡在那不能产生想法的患者能从另一个策略中获得

帮助，这个策略由 Nezu 和他的同事们提出（参阅，Nezu ，Nezu & Perri，

1989）被称作“砖头技术”。帮助患者抓住头脑风暴的要点并掌握列



 
 

出脑子里的所有想法的效用，患者被要求想出关于一项中性任务的想

法——尽可能多地想出砖头的用处。典型的是，患者开始说的都是一

些传统的用法比如盖房子，砌墙。治疗师接下来问他们如果被所在房

子外面，如果他们的窗户不能一直开着，或者假如他们在巷子里遭到

了袭击等等，砖头是不是也可以用。这种练习帮助患者跳出“思维框

架”，他们很快明白他们不应该吧自己先顶在常规思维模式中。通过

使用这种技术，治疗师必须清楚这项技巧的基本原理，帮助患者训练

不加评判的头脑风暴。曾经有一位正在接受培训的治疗师无法让一个

患者进行头脑风暴，她在治疗中期停下来，让患者开始想出她能用砖

头做些什么，治疗师并没有解释这个要求的理由，这个患者看着治疗

师说：“那是我听到过最荒谬的想法！”更不用说，治疗师陷入了僵局，

有可能丧失患者的信任。 

尤其在咨询的早期，患者常常看着治疗师寻求解决方法。患者

会经常问：“你怎么认为？”他们可能是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或者

对他们的境况太悲观以至于他们觉得他们不可能产生其他的或者新

的解决方法。当治疗师明白患者应该学会产生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同

时要积极地帮助患者的时候，对于治疗师来说这些会是很困难也很有

压力的经历。眼前的冲动是给患者提供一些方法，但是，这绝对不是

一个好的战略。首先，这教导患者仍要依赖于治疗师解决问题。第二，

它剥夺了患者独立处理问题的个人价值的实现。第三，它没有交给患

者新的技巧。这样无论多么强力地拉拢你提供建议，治疗师应该克制

不要这么做。 



 
 

幸运地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可供选择的策略。首先也是最

显然的是告诉患者你的工作是教会他们问题解决的技巧但是患者的

任务是提出问题、目标和解决方案。这点可以这样强调，声明患者是

判断什么对他们或当时的情景来说是正确的裁判，治疗师可以提出解

决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只能适用于治疗师。这一种策略足以让患者进行

独立的头脑风暴。另一种方法是做出上述表述然后安静地坐着等待患

者产生想法。接下来长时间的沉默对于新的 PST-PC 治疗师来说很不

自在。但是，咬到自己的舌头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俗语说“事实胜于

雄辩。”当患者意识到，他们和治疗师沉默地坐在一起，治疗师不会

替他做这些，他们很快学会了期望的治疗模式。如果所有的都失败了，

另一种方法是询问患者他们或者他们认识的其他人之前遇到过这些

问题，哪些方法尝试过了，甚至是那些不成功的方案。列出失败的解

决方案可能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但是记住，患者常常会有一种错误的

观点——关注结果是多么的成功，通常不会回顾评估之前的解决方

案。那么,一种失败的解决方法的某些方面是可行的，这些解决方案

的一些调整和讨论有可能被证实相当有价值。此外，这些练习强化了

不加以评判的头脑风暴的行动。 

另一种方法是解释 PST-PC 潜在的“教学方法”并提供一种类似

的教学情境进行讨论。治疗师可以把他们的角色比作数学老师，会教

给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步骤但是要学生自己实际地解决问题。同样

地，PST-PC 治疗师的角色是教给患者问题解决的步骤但是要患者自己

实际地操作。最后一个策略是把头脑风暴变成一项解决问题的主题。



 
 

显然，患者必须学会把头脑风暴作为问题解决的一项技巧并且因此与

PST-PC 的治疗模式完全一致需要话一定的时间教会这项技能。那么治

疗师可以说：“你会去哪里寻找和这个相关的灵感？”“你会向谁寻求

帮助？”“你知道多少了解这一切需要了解的东西……你会从哪里获得

信息？” 

阶段 4：完成决策指南：优点和缺点 

在第四阶段治疗师提示患者通过完成决策指南进行战略性地评

估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具体来说，患者被要求通过列出每个备选解

决方案的优缺点考虑每一种解决方案的后果。治疗师让患者想出优点

和缺点，可行性和存在的阻碍，以及任何与备选方案相关的优点和挑

战。从四个方面考虑优点和缺点通常很有帮助：符合长期目标，负荷

短期目标，对患者造成的影响，对他人/社会造成的影响。首先帮助

患者想出解决方案的优点也很重要，多数抑郁症患者会很容易地列出

解决方案的缺点。如果他们先列出缺点的话，他们很有可能想不出来

积极的方面。 

决策分析的基本原则需要一些其它的讨论，一些备选方案，正

如现实中的多数情形那样，完全由积极的和消极的元素构成。同样地，

进行优点与缺点，好处和坏处，优势和劣势等的划分实际上是一种人

为构建的二分框架，是不能真正代表人们决策的复杂过程。因此，尽

管二分法是一种衡量每一种备选方案的相对优势的有用策略，实际上

把优点和缺点看做存在于促进与阻碍维度中会更有效。通过这样做，

每一种备选的解决方案仅仅相对于其他解决方案增加价值或者减少



 
 

价值。没有完全好的或者坏的解决方案，这样，在备选方案中作出选

择的唯一有意义的方法是通过对比这些重叠的部分，评估这些部分更

大或是更小的促进或阻碍的级别。 

例如，这个超重的女性可能需要在减少油脂的摄入和增加活动

水平之间做出选择。每种解决方案都有它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每一种

在某一方面值得推荐，同样每一种也有一些方面构成挑战。每一种都

需要某种程度的努力，资金的投入，时间的投入以及他人的帮助。只

有通过比较每种解决方案的这些元素，我们才能基于每种方案的相对

价值作出一个有意义的决定。这个过程重复了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决

策的过程，是问题解决决策分析过程的目的。最后，有最多有点的方

案可能没有被选择，有最多缺点的方案并没有被排除，但是有最大相

对价值的方案会被选择。 

有效的解决方案不仅解决问题还要把对自己和他人的负面作用

降到最低。正如促进头脑风暴一样，通过一种开放式的方式引出对方

案的评论是很有帮助的，比如“……的劣势是什么？”，这就暗示必然

有一些和每个解决方案相关的优点和缺点的成分。治疗师应该避免这

样的评价“你能想出……的优点和缺点吗？”这就导致患者选择退出

这个过程。患者应该被鼓励考虑每种备选方案会（1）对问题产生有

意义的影响；（2）在患者的时间，努力，经济，或者需要与他人合作

方面的优势和劣势；（3）对患者的朋友和家人造成积极的或者消极的

影响。当介绍这个阶段作为让他们准备好考虑每种解决方案的主要因

素的方法的时候，一项有效的策略是提醒患者考虑最常见的方面（例



 
 

如，时间，金钱和与他人的合作）。 

和问题解决的所有阶段一样，最好让患者列出他们自己的方案

优缺点清单。但是，有两种情况下治疗师允许提供信息。第一种情况

是当患者过高地忽略了消极的后果，无论是对他们自己或是其他人，

这种后果应当是非常严重的。这当然包括对自己或他人造成明显的身

体或情感上的伤害，可能包括人际冲突，比如与配偶或者同事之间。

第二种情况是当患者在咨询的早期提到了方案的优点和缺点，比如在

头脑风暴阶段，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忘记了。这种情况下患者已经表

明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治疗师只需要提醒他们把这条包含在决策

分析过程之中。 

阶段 5：评估并选择解决方案 

尽管每种备选方案的利与弊已经被列出来了，治疗师已经推进

了解决方案的比较过程，作为选择最终的解决方案的帮助。治疗师通

过帮助患者对比方案的利与弊来完成促进过程。理想的是，选择的解

决方案应该能完成之前设定的目标并带来最少的损害。一些患者最初

发现自己完成问题解决的这个阶段很难，反复思考可能的解决方案却

不能做出选择，或者忽略前一阶段确立的决策指南的重要性。治疗师

应该这样开始这一阶段，仔细地回顾每一个解决方案的利与弊。 

评估阶段不能太匆忙。这个阶段代表着发展批判性思维技巧最

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说仔细权衡利弊得出恰当的结论的能力。治疗

师应该这样询问一个或者多个解决方案“这些方案的哪些……”或者

“你希望实施其中的几个？”患者可能仍然只选择一种解决方案，但



 
 

是他们至少允许选择超过一个方案。治疗师应该使用他们自己的常识

判断选择的解决方案对目标是否有显著的影响。一方面治疗师不希望

用患者感觉不能处理的任务打击患者，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不想通过一

种与解决问题毫不相关或者表面看上去解决问题很不令人满意的解

决方案不应该来破坏或者贬低患者的成就感。 

同样地，治疗师强调根据是否可行来选择解决方案，尽管解决

方案的可行性是确定的影响因素，选择解决方案最重要的指标是它是

否最大可能地满足目标。因此，最容易实现的解决方案不总是更好的

解决方案，没有必要从其他解决方案中筛选出来。可行性的问题最好

留到第六阶段：实施首选的解决方案。 

当患者没有充分地考虑优点和缺点而选择一个解决方案的时

候，治疗师应该给患者指出这点并认识到这种行为表现。同样地，如

果一种根据决策分析很显然的备选解决方案被遗忘了，治疗师应该询

问患者确保没有把它作为选择是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的。意识到使用

证据来选择解决方案应该这样被证实，在患者选择一个解决方案以

后，让患者参与讨论和回顾重要的决策信息。总之，应该在初始阶段

回顾优点和缺点，选择一个解决方案之后对选择的解决方案的基本原

理进行讨论。 

阶段 6：实施首选解决方案 

一旦选好了解决方案，实施解决方案的步骤要开始并计划了，

我们常常把这一阶段叫做“行动计划”。关于必要的行为和具体的日

期、时间以及需要的材料还有需要他人的帮助等细节需要被列出来。



 
 

这个阶段帮助确保“好的计划”转换成确切的行动。治疗师应该问：

“哪些是需要做或者获取的？”；“它需要在哪里完成？”；“需要谁的

参与？”以及“它需要如何来完成？” 

例如，家庭主妇选择请一个朋友出去吃饭，接下去要实施的步

骤被列了出来： 

（1） 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多打几次以确保约好下周的某一

天）；从今晚开始。 

（2） 定好饭店（必要的话多打几个）；从今晚开始。 

（3） 找临时看孩子的人，如果找不到，从朋友那里要临时看

孩子的人的名单。 

（4） 预约做发型；明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患者必须辨别并选择他们感觉容易实施的任务,但是治疗师必须

确保任务也充分满足解决方案的要求，有时这就意味着解决方案要被

分解成更简单的子步骤。在一些极端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重新回到最

初的问题定义并重新开始程序。（注：智力再次指出了在咨询初期确

定清晰的问题定义和可操作的目标的必要性）更多的时候需要返回到

决策指南来重新评估这些解决方案。如果最初的解决方案需要一些患

者感觉无法开展的行动的话，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可能被选择。例如，

家庭主妇选择雇佣保姆而不是让她的丈夫呆在家里因为她感觉让她

的丈夫这么做很不舒服。 

如果患者缺乏自信但是希望继续一个特定的行动计划，那么步

骤可能变得更加详细来指明患者要说什么，坐在哪里，怎么表现，等



 
 

等。这样患者和治疗师可能预演在失业办公室的谈话，和配偶的讨论，

关于账单投诉的电话等等。在这个阶段结束时患者应该布置有一套清

晰的咨询间期需要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被称作“家庭作业”并列在

家庭作业表上。 

这个阶段有时比较匆忙因为时间的限制，它是咨询要完成的最

后一个阶段。治疗师应该意识到行动阶段是之前做好的工作的高潮。

因此，匆匆进行这个阶段会丧失已完成阶段的价值。整个 PST-PC 程

序成功的结果取决于它恰当地完成。多花几分钟时间好好进行这个阶

段是很值得的并且它能确保患者获得成功的结果。 

阶段 7：评估结果 

最后一个阶段实际上在之后的会话的开始完成。患者应该已完

成或者努力完成之前咨询中布置的家庭任务，并且应该在家庭作业表

上记录下这些任务的结果。治疗师以询问患者家庭作业的完成情况开

始咨询，表扬患者取得的任何进步。接下来治疗师可以讨论遇到的问

题和困难，要记住患者可能选择性地关注失败。因此，表扬即使很小

的进步又不陷入一种让别人领情的态度很重要。对于进步，这样说“干

得好”，“我知道你可以做到”，等等就足够了。花时间讨论这些过程

是很值得的，他们有没有学到关于自己和情境更多的信息，他们将来

是否还会使用这个解决方案。仔细思考成功之处也很重要，因为患者

常常能通过处理并成功地解决一个问题学到很多处理其他问题的方

法。 

回顾家庭作业之后要询问患者他们对自己的努力和对情绪的改



 
 

善情况的满意度。尤其是在治疗的早期阶段，患者可能说情绪没有改

善。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应当和患者一起回顾 PST-PC 模式并强调

它们肯定没有恶化问题的解决，情绪的改善可能会稍微滞后一点，鼓

励坚持很重要。当报告情绪改善的时候，治疗师应该利用这点再次指

出有效的问题解决和达到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之间的联系。通常患者

会合并使用药物，例如抗抑郁药。当情绪症状改善的时候，把情绪改

善归因于问题解决和药物的作用，二者至少起到同等的作用。把情绪

的改善仅仅归因于药物很可能妨碍咨询结束之后的治疗。换句话说，

让患者相信他们的改善不仅与药物相关也和他们自己的问题解决努

力有关，这点很重要。 

在讨论失败的时候，治疗师应该传递这样的信息，他们看到了

患者有解决问题的潜力，这样会促进形成一种积极的问题解决取向。

这也是机会向患者强调问题解决在失败情境中也很有用，失败常常带

来关于问题更多的之前没有了解到的信息。这样，方案没有奏效常常

由于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掌握所有相关的信息。由于没有人在解

决问题的初期能够真正掌握所有信息，失败是整个进程的一部分，是

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是提高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机会。这样如果

困难出现的话，应该考察困难的原因： 

从这个情境中患者学到了哪些他们之前不太了解的东西？ 

当他们试着实施解决方案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 

目标需要被更清晰地定义吗？ 

这些目标会不会有点不切实际？ 



 
 

有没有新的困难产生？ 

实施这些步骤很难完成吗？如果是，为什么呢？ 

患者是否真的愿意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引导实施新的咨询阶段的方式。如果问题仅

仅由于太难而不能解决（常常由于患者没有充分掌握问题的来源），

那么继续另一个问题或者修正目标来集中于患者能够控制的问题的

方面，这都是合理的。记住这点很重要，PST-PC 的治疗目标不是解决

患者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而是把问题做为教给患者有效的问题解决技

能的工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重点是使用 PST-PC 的方法将使患者

增加对他们的生活的控制感，从而改变他们对他们面临的问题的看

法，无论这些问题是否在咨询中得到解决。 

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咨询早期对家庭作业的依从性是

整个 PST-PC 改善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因此，如果患者还没有完成

家庭作业任务，这个问题应该立即、直接地被提出。患者可能还没有

理解家庭作业在 PST-PC 中的核心作用。治疗间期的改善比在一次咨

询过程中得到的提高更加重要。解决问题是 PST-PC 改善情绪的核心

机制。如果患者没有致力于完成家庭任务，治疗师应该强调目标和解

决方案是患者选择的，而不是治疗师，引导患者讨论家庭作业的可行

性。如果患者已经成功地完成家庭任务，那么一个新的问题可能要被

提出和讨论了。 

直到第三次咨询开始，治疗师应该继续追踪患者关于之前的咨

询中制定的解决方案和令人愉快的行动所作出的不断的努力。让患者



 
 

意识到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的努力应该持续到问题情境被彻底地解

决，这点很重要。 

阶段 7 要完成的最终任务是把患者的努力和 PST-PC 治疗模式联

系在一起，加深对干预措施基本原理的理解。如果患者在治疗中仍是

一个积极地参与者并且治疗结束后仍旧运用问题解决策略，那么他们

肯定理解并认可了这种治疗方法的价值。当他们已经成功地完成家庭

作业并/或他们报告对自己做出的努力或者情绪的改善很满意时，这

是强调 PST-PC 原理的绝佳的机会。在继续为目前咨询选择另一个问

题之前，治疗师必须总是努力保证患者理解了问题解决和积极的情绪

状态之间的联系。治疗师可能做出如下表述： 

“很高兴看到你在问题解决中获得的进步，你对你做出的努力

很满意，更重要的是，作为问题解决努力的成果你的情绪看起来得到

了改善。这仅仅显示了使用主动的问题解决方法解决问题的价值。随

着你用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解决问题，获得提高，你开始感觉更加能

够把握自己的人生，你越感觉能够控制事物，你的情绪越好。这正是

问题解决治疗应该起效的方式。祝贺你获得的进步！” 

PST-PC 行动日程的作用 

行动日程是一种帮助患者把愉快和满意的行动融入到生活中的

策略。这个程序以心理学家 Peter Lewinsohn 的研究为基础，研究显

示抑郁症的患者参与令人愉快的活动明显少于非抑郁症人群。

Lewinsohn 的抑郁理论假设缺乏娱乐性活动引发了抑郁，同时由于患

者抑郁了他们更不愿意去寻找那些有趣的活动。这样，缺乏娱乐活动



 
 

导致抑郁，反过来抑郁导致更少的娱乐活动，进而更加抑郁如此循环、

螺旋下降。 

治疗的影响是很直接的。为了帮助患者减轻抑郁，治疗师必须

帮助他们发现并更多地参与娱乐活动。精神卫生部门采用的传统的治

疗方法相当详细且耗费时间。但是，行动日程中基本的一条，就是，

增加令人愉快的活动的频率，本身是一条可以促进 PST-PC 的方法，

容易运用到社区环境中，因此也是包含在治疗模型中。 

几乎每一位患者的行动日程都能够发现这样一个作用。仅仅问

你自己：“什么人不会从日常生活中更有意思的活动中得到好处？”

尤其是如果他们抑郁了。话虽如此，有几种情形下应该毫无例外地运

用行动日程。那就是： 

1. 当发现问题清单上没有娱乐活动的时候； 

2. 当其他问题都完全在患者的掌控之外时； 

3. 当问题的解决方案带来有害的后果时，至少从短期来看； 

4. 当患者坚定地认为他们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行动日程和 PST-PC 其他步骤的咨询一样进行，首先定义问题，

如“每周的娱乐活动太少了。”行动日程的材料包含在附录 4。 

 

 

 

 

 



 
 

 

PST-PC 的七个阶段 

案例：Alice 

Alice 是一名 24 岁的单身女性，是国家社会服务机构的一名社会

工作者。她正在遭受一段中度抑郁，由社区医生负责治疗。治疗开始

的时候，下面的初始清单被列出： 

1. 工作不满意。Alice 面对她负责的受虐待或者被忽视儿童

的需求感到很有压力。她感到她的上司并不支持她的工

作，她每天上班都是在和她的意愿作斗争。 

2. 疏离家人和朋友。Alice 的工作需要她离开她的亲人和好

朋友，而且很少机会见面。由于她离家里很远，是还有

她的经济上的制约，她只能每月回家里一次。 

3. 孤独。Alice 很难再一个新的环境中建立自己的社交圈。

更重要的是，她希望开始约会。 

4. 体重问题。尽管 Alice 报告她过去一直都是超重的，但是

从离开家以后她的体重又增加了 30 磅。她承认她常常靠

吃东西来放松自己，而且经常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她

还抱怨她繁忙的工作日程和身体的疲惫使她很难买或者

做一些有营养的低热量的食物。超重使她有意地控制自

己去追寻一段浪漫的感情。此外，由于工作需求和辛苦，

Alice 没有进行充分的、规律的运动帮助减肥和改善自我

形象。 



 
 

5. 缺乏娱乐活动。除了每个月回家一趟，Alice 生活中缺乏

娱乐活动。不工作的时候，她总是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电

视，感觉很无聊。 

根据回顾问题的不同方面，Alice 可以轻松地发现她的问题

的解决需要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方案的混合。体重问题可能

适合相对短期的、可以立即开始的解决方案。但是，工作不满

意、缺乏娱乐活动、缺乏朋友的问题需要更多中程的解决方案，

可能需要好几周的努力。最后，缺乏恋爱关系的问题需要长期

解决并且也有可能在治疗结束后解决。 

阶段 1：选择和定义问题 

Alice 选择解决体重问题。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治疗师询问

患者为什么她有体重方面的问题。她回答说她饮食不恰当并且

没有规律地运动，主要是由于缺少购物的时间，缺乏安排锻炼

的时间。治疗师叮嘱她第一次咨询希望选择一个易解决的问题

一边体会到最初的成功的体验。考虑到饮食的改变需要详细地

计划、购物以及准备食物（还需要处理那些已经塞满她的橱柜

的不太健康的食物），Alice 选择确定“缺乏锻炼”作为她的问题

的定义以及 PST-PC 最初的焦点。 

阶段 2：确定问题解决可实现的目标 

饱含着激情，Alice 最粗想设定每天锻炼作为目标。治疗师

提醒他，但是这样一种锻炼日程安排表示她的日常生活的剧烈

改变，询问她在第一周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现实的目标。接下



 
 

来 Alice 把目标修改为“下周锻炼 5 天。” 

阶段 3：产生多种备选解决方案 

通过头脑风暴，Alice 形成了 4 个备选解决方案： 

1. 参加一个健康俱乐部 

2. 确定一个在家里运动的项目 

3. 买运动器材 

4. 与朋友和同事散步 

阶段 4：实施决策指南 

Alice 发现与她选择开始运动项目相关的优点和缺点（利与

弊），这些包括： 

1. 加入健康俱乐部。优点：运动器械都已经有了；教练在

场进行指导和督促；健康俱乐部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也可

以作为一种选择（Alice 住在一个严寒的气候中）。缺点：

会员费会带来经济压力；她更喜欢和同伴一起锻炼（根

据以往经验不太相信自己的积极性）但是她并不认识这

个俱乐部的会员；在俱乐部来回奔波会使她已经很满的

日程更加紧张；尤其是没有锻炼伙伴，她可能感觉在其

他人面前锻炼很不好意思。 

2. 确定一个在家里运动的项目。好处：比健康俱乐部便宜；

时间安排更灵活；她不会感觉在其他人面前锻炼不好意

思。缺点：在家里能够进行的锻炼很有限；一个人锻炼

很无聊；她必须在一整天的工作后留出时间，回到家的



 
 

时候，她常常感觉很累并且没有动力。 

3. 买运动器材 优点：a.一台机器就能够给她整个身体提供

充足的运动；b.她可以自己在家里锻炼而不必感觉不自

在。缺点：a.购买器材的经济压力 b.工作结束后影响锻

炼的时间和动力问题仍很重要；c.她仍有可能发现一个

人锻炼很无聊。 

4. 与朋友和同事散步 

5. 与朋友和同事散步 优点：a.和其他人一起锻炼更有乐趣

b.他人的陪伴帮组增加她的动力；c.如果户外散步，其

他人在场能增加安全性；d.没有什么花销 缺点：她必须

找出和她一起锻炼的人；b.他们必须找出共同闲暇的时

间一起锻炼。 

阶段 5：评估和选择解决方案 

考虑所有的优缺点之后，Alice 选择了和朋友一起散步的解决方

案。在她做决定中起最关键作用的因素是缺乏钱加入俱乐部的或者购

买运动器材，她不太可能自己激励自己运动，尤其是结束了一整天的

工作之后。 

阶段 6：实施选择的解决方案 

Alice 承诺下周开始他的锻炼，这给她解决一些相关问题一些时

间。她发现她必须实施下面几步： 

1． 考虑到她除了同事没有什么朋友，她决定和同事谈谈

是否有兴趣开始一项运动项目。一些人已经向她提起



 
 

过想开始一项散步项目。她明天就要和他们谈谈。 

2． 一旦锻炼伙伴被确定下来，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方便锻

炼的公共时间。她会建议在午餐时间出去走走。 

3． 如果没有一个公共时间，她必须修改她的工作日程 

4． 这周末买双休闲鞋 

5． Alice 最初设定的目标是每周锻炼 5 天，但是，讨论散

步日程的时候她意识到她每周有 2 天不在办公室。这

就有必要重新考虑最初的目标，记住成功的额外因素，

目标被修改为每周锻炼 3 天。 

阶段 7：评估结果 

当 Alice 两周后回来进行下一次咨询的时候她汇报说已经

安排了在午餐时间和两名同事一起散步。第一周她有 4 天散步，

但是第二周就只有 2 天了。表扬她成功地开始了锻炼项目，第

二周没有达成目标的原因要进行讨论。她忽略了第二周的某一

天中午有一个双周会议，而且其他两天她与两个客户的见面都

定在了接近午饭的时间，因此就挤掉了她出去散步的实践。尽

管如此，她的初步成绩已经使她对自己的情境更加有信心。 

此次咨询的初期致力于这些障碍的问题解决。新的解决方

案包括午餐半个小时之前不要安排客户见面，用这些时间做些

文书工作或者电话工作，不要冒着占用你的午餐时间的风险。

她无法控制双周会议的时间，那就决定这种时候她不再去锻炼。 

 



 
 

 

第四章 

实施问题解决疗法—社区版第二步到第六步 

第二次咨询： 

时间：30 分钟 

这次咨询的任务是： 

1. 回顾患者的进步并强调取得的成功和不断的努力； 

2. 让患者回忆问题解决疗法模型； 

3. 指导并支持患者掌握并运用问题解决技巧； 

4. 促进一种积极的问题解决态度。 

这次咨询应该以回顾家庭作业任务取得的进展为开始。这实际

上就是问题解决疗法的阶段 7，评估结果，读者被提到第三章（PST-PC

治疗的 7 个阶段）来对这一阶段进行一个充分地讨论。在治疗的早期

阶段患者低落的情绪可能束缚他们问题解决的能力。因此治疗师给予

患者口头的支持和保证来防止自暴自弃。患者常常夸大完成解决方案

的困难，过多地强调没有进步。这种态度必须通过给患者提供他们实

际已经成功完成的例子而被驳斥。自我奖赏可能被认为是有效地强化

成功。例如，成功地完成一项很难实现的目标以后去看电影（一项娱

乐活动）。 

治疗师应该小心不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回顾进展，时间有限要进

行更多的问题解决。典型地，五分钟或者不到五分钟的时间用来回顾，

除非完成家庭任务时遇到有重大意义的困难，或者重要的新问题已经



 
 

产生了。 

咨询剩下的时间应该用在问题解决和下次咨询前要完成的任务

的计划上。这些任务可能与之前没有解决的问题相关，或者和新问题

相关。有时候，之前咨询中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解决，但是由于是

患者掌控之外的阻碍，或者由于解决方案耗时长的特征，不允许在目

前咨询中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提醒患者继续努力解决

之前的问题之后提出新的问题是合理的。事实上，当进行家庭作业回

顾的时候，无论是第二次咨询还是之后的咨询中，治疗师应该回顾所

有之前提出的问题来鼓励整个治疗过程中不断的努力。这不必是一次

冗长的讨论。治疗师只需要提醒患者他们之前的任务，如果问题没有

解决，鼓励不断努力完成解决方案。当然，如果遇到新的或者持续的

障碍，目前的问题解决咨询可能会再用到之前的问题。 

第二次咨询的素材： 

向患者提供： 

1. PST-PC 工作表：在咨询中，患者听着治疗师的指导，填

写她/他自己的 PST-PC 工作表，治疗师会给患者提供一

份完成的工作表的复印件（影印版）。 

2. 用于咨询间期独立的问题解决的额外 PST-PC 工作表 

第三次到第五次咨询： 

时间：30 分钟 

这些咨询的目标是： 

1. 回顾患者取得的进步并强调成功和不断的努力； 



 
 

2. 提醒患者使用问题解决治疗模式； 

3. 巩固问题解决策略的技巧； 

4. 逐渐增加患者独立进行问题解决； 

5. 促进一个积极的问题解决态度； 

患者和治疗师应该回顾最初提出的问题，看到进步，做好随时

在问题清单中增加新问题的准备。此时此刻，患者可能已经完成了一

系列的短期和中期目标并逐渐接近长期目标。例如，如果最终的目标

是找到一份新工作，短期和中期目标可能是： 

1. 获取职位要求的相关信息； 

2. 投简历 

3. 参加面试 

对于这样的目标，是阶段完成的目标，治疗师应该鼓励长时间

的不断努力并追踪每个阶段进展中取得的进步。 

第三次到第五次咨询素材： 

向患者提供： 

第三次咨询： 

1. PST-PC 工作表（在咨询师指导下，患者在咨询过程中填

写自己的表格） 

2. 额外的 PST-PC 工作表 

第四次咨询： 

1. PST-PC 工作表（必要时和咨询师一起填写，但是理想地是让

患者在填写中起主导作用） 



 
 

2. 额外的 PST-PC 工作表 

第五次咨询： 

1. PST-PC 工作表（患者在咨询中填写；如果需要给予帮助） 

2. 额外的 PST-PC 工作表 

第六次咨询： 

时间：30 分钟 

本次咨询的目标是： 

1. 回顾患者取得的进步并强调取得的成功和持续的努力； 

2. 提醒患者使用问题解决治疗模式； 

3. 评价问题清单中剩下的问题并鼓励患者将来仍继续保持问题

解决的努力； 

4. 开始预期将来可能出现或者假设出现问题时的情境。 

5. 回顾并强调问题解决过程，重点是让它成为患者已经学会并

且可以独立于治疗师进行有效应用的东西； 

6. 必要时同意随访计划； 

7. 促进形成一种积极的问题解决态度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第六次咨询的素材： 

向患者提供： 

1.PST-PC 工作表（患者在咨询中填写；如果需要给予帮助） 

2.PST-PC 工作表的多种版本 

咨询结束问题： 

在第一次咨询中，治疗师解释治疗被限定在特定的几周内



 
 

提供特定次数的咨询。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和患者都应该把这

个信息牢记在心，预测并计划咨询的结束。随着咨询的进行，

治疗师应该注意提醒患者他们正在进行第几次咨询还剩下几次

咨询，例如“好了，Smith 夫人，今天是我们第三次问题解决咨

询，我们还剩下 3 次。” 

整个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应该强调问题解决不仅仅用于当

前的问题也可以用于将来的问题。治疗师应该重申 PST-PC 的目

标不是必须解决患者的所有问题而是教给他们问题解决的方

法，以便他们可以独立地将其应用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后期

的咨询中，治疗师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应该逐渐变得不那么积极，

把进行咨询的更多的责任移交给患者，这个改变应该明确作出

并且向患者强调这一点。例如，治疗师可能说，“好吧，Smith

夫人，这是我们第三次咨询，你正在掌握问题解决的技巧，所

以我希望你在咨询中起到更主导的作用。那么，你能不能告诉

我，开始解决你和你老板之间的问题你需要做的第一步是什

么？”治疗师应该准备好给患者提供恰当的线索和提示来帮助

他们，但是接下来再次把控制权还给患者。 

治疗师应该用下列提示开始第六次咨询，“这是我们最后一

次咨询。”治疗师应该回顾问题清单并发现任何需要在最后一次

咨询中考虑的问题。如果其他问题产生了，但在咨询中没有充

足的时间完全解决它们，应该提醒患者解决这些问题要经过的

步骤，时间可能允许问题定义、设定目标，治疗师应该鼓励并



 
 

确保患者他们已经能够自己很好地处理现在和将来的问题。 

如果治疗是成功的，患者应该确信他们促进了自身的康复，

通过运用常识性的问题解决技术。治疗期间的成绩应该被总结

下来，以便患者带着对自己已完成的工作的好感离开。如果治

疗过程中传递了关于患者自身努力重要性的信息，那么关于结

束和依赖的问题就居于次要地位。 

 

 

 

 

 

 

 

 

 

 

 

 

 

 

 

 



 
 

 

第五章 

促进形成关于 PST-PC 的恰当的问题解决取向 

根据班杜拉的理论，人们根据他们能够对情境的控制

情况和程度，对社会情境做出反应。在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论中，

这种想法被称为问题取向，指的是人们认为他们如何有效地解

决问题，以及自己有多大可能可以控制问题的结果。一些问题

解决理论家认为，无论某个人在解决问题时多么的熟练，一个

人的问题取向是决定一个人是否会积极解决问题或回避问题的

关键。熟练执行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充分的参与，行动取决于人

们对他们掌握的技能带来的改善的信任程度以及运用这些技巧

达到的预期结果。因此，帮助人们成为更加有效的问题解决者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让他们明白，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

且他们有能力克服大多数问题。 

促进形成恰当的问题解决取向包括给患者提供一种对生活中的

问题和问题解决的积极、建设性的态度。这里最重要的目标是修正影

响患者做出问题解决最大努力的观念和看法。PST-PC 的恰当应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治疗师的能力，治疗师要促进患者形成这样一个价值体

系，问题是日常生活中可预料到的一部分，它们最接近于可以管理的

挑战。另一种价值体系认为问题是不公平的负担或者是只受外力控制

的悲剧并且情绪上很压抑。显然，后一种观点与对生活消极、悲观的

看法相关，然而前者更积极并将产生更加有效的问题解决。 



 
 

治疗师如何帮助患者做出更多集中于问题取向的行动根据使用

的问题解决模式的不同而不同。在社会问题解决治疗中，问题取向直

接通过使用认知治疗策略实现。在 PST-PC 模式中，问题解决取向没

有被特别地、明确地指出，但是通过患者对问题解决模式的了解和之

后成功地使用这种模式的经验来实现。治疗师通过回顾患者取得的进

步、之处使用该模式的成功指出来促进转向问题取向。那么，治疗师

应该一直想着增强患者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信念，时刻当心患者迷失方

向。同样地，促进该取向应该考虑到问题解决治疗的方方面面，并且

治疗师应该总是注意“教学时刻”来介绍和强化这些信息。 

Nezu 和他的同事率先努力找出造成相应问题解决取向的变量，

以下的很多内容都出自他的工作成果。有四种具体的问题解决取向相

关的态度，可以促进或者阻碍有效的问题解决。这些态度以及阐明的

方法、在治疗中的应用，详细描述如下。 

1. 接受问题是生活中常见的、可预见的部分 

这包括帮助患者摒弃生活中的问题是证明自身不足的信念。治疗

师帮助患者识别问题情境的外部因素而不是做自我的消极归因，这种

态度有助于减少遇到问题时的情绪反应。 

治疗策略 

治疗师应该从患者的表述中找出那些认为问题、尤其是“我的问

题”不是生活的常态或者问题是“不公平”的语句。例如“这些问题

证明了我是有缺陷的”，“没有人遇到我这样的问题”，“事情出问题的

时候是可怕的（恐怖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我造成了所有的问题”，



 
 

“如果我是个好人我不应该出现任何问题……生活应该是公平的！” 

当患者有上面描述的负性思维的特定困难时期，一种很有用的形

成对问题的相应态度的程序是和患者转换角色。这种策略被称为“魔

鬼代言人”。在角色扮演中，治疗师让患者提出与咨询师之前提出的

观点或者患者之前提出的观点相反的观点。通过这种方式，患者被邀

请带上对应不同信念的帽子，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客观的倾听者或朋

友，而不是带着消极情绪偏见的抑郁症患者。患者用思考的方式让治

疗师相信为什么这些想法不完全准确，这点很重要。通过鼓励患者想

出反驳的理由，这个改正消极问题解决取向的过程变得很有意义。确

定一系列更实际的信念和原理是阻止患者顽固地坚持原来信念的有

效方法。 

另一种有效的策略是回顾问题清单表着眼于发现患者生活中没

有问题的方面。这被称作权衡证据。多数患者生活中有一些方面没有

问题。例如，患者可能有着明显的工作和财政困难，但是他们可能有

一个满意的家庭关系。这对挑战患者认为所有方面都有“缺陷”的想

法特别有效。接着治疗师可以强调在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有问题是很有

可能的，预期看做是个体的不足和性格缺陷不如看做是生活中的一个

正常部分。治疗师可能继续让患者找出家庭成员、朋友或者熟悉的人

在经历的而他们却没有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患者可以发现他们在

生活中的问题中不是“特殊的”，其他人（可能被患者认为“在一起”）

本身也有问题而且常常是患者很熟悉的领域。所有这些方法帮助患者

把问题看做自然的、在人群中广发存在的，不是由于软弱的性格或者



 
 

个人的失败造成的。 

2. 相信一个人有效地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能力 

这涉及到促进能力和自我效能的看法，尽管经历短暂的情绪困

扰。虽然对于很多问题无法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有许多有效的

替代方案可以实现，至少对一个问题产生局部和显着的影响。 

治疗策略 

治疗师应该从病人的陈述找出认为问题是不受他们控制，或者说

只有一个结论性的解决方案的表述。表示这样的态度的表述是：“我

所有的问题由他人和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造成！”，“通常想到的第一个

解决方案就是最好的”，“根据直觉行动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式”，“每

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或如我们的一位病人所说：“百

分之九十九的正确就是 100％的错误！” 

如上所述，采用“魔鬼代言人”的策略可以有效地促使病人舍弃

上面的很多假设。在某些情况下，往往由于难治性或治疗的耐药性或

改变他人的行为的必要，完整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

治疗师可以帮助患者识别不在他们现实控制的方面（例如，带走中风

留下的瘫痪，或者强迫心爱的人停止饮酒），并把重点放在这些他们

可以现实地控制的领域（例如，寻找一些中风患者所需完成的活动的

替代手段，为酗酒者的亲属找到一个支持系统）。重新聚焦于问题的

多种方面可以通过询问患者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造成了他们生活

中的其他问题，问题怎样阻止了实现其他的目标。重新聚焦于问题的

目标常常可以帮助难治性问题的患者运用解决问题模式。如果他们能



 
 

够认识到永久性瘫痪，也就是说，的确是一个永久的状态，但有瘫痪

的结果是可以解决的，那么他们就更容易理解如何将问题解决应用于

他们的生活。 

3. 不适、悲伤和生理症状的表现作为发现存在的问题的线索 

情绪（例如，悲伤、焦虑），认知（如，悲观、担心）和生理（如，

疲惫、胃部不适）症状可以作为表明问题存在并开始一个解决问题过

程的线索。通过这种方式，而不是被视为遭遇一次令人痛心的经历，

症状可能被视为采取有效行动的一个指示。现在的症状成为一个解决

问题的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次可怕的经历，触发进一步的逃避和退

缩。 

治疗策略 

一项有用的干预是帮助病人把自己的情绪或其他症状视为问题

解决的线索，从他们的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打个比喻，如从工作和家庭。

例如，治疗师可以让病人告诉他们怎么知道自己在工作中存在问题。

他们往往回答说，他们从同事、老板获得讯息或简单地发现事情并没

有正常工作。同样，例如在家里，我们知道当烤面包机反复烤焦面包

的时候，烤面包机存在问题，这些信号暗示启动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

来纠正目前的情况。我们的个人生活并不总是有方便的线索，或者我

们经常不能抓住存在的线索。因此，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情绪和身体

状态“提示” 需要修补的问题的存在。治疗师可以向患者强调，这

些内部状态是我们开始解决问题过程的自然信号，根津和他的同事也

用身体上的疼痛类比，说明情绪上的痛苦是真的只是一些事情出问题



 
 

需要修复的信号，当有人走路时一直感觉膝盖痛，疼痛警示不仅出了

什么问题而且他们必须停止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并改变自己的行为，使

膝盖不会疼。他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 他可以坐下来，不再行走，但

这不解决问题，只是暂时缓解疼痛，或者他可以去看医生，修复他的

膝盖，从而解决这个问题。像膝关节疼痛一样，抑郁症的运行方式相

同。当环境中存在问题时，人们感到抑郁。抑郁警示人做减少痛苦的

事情，他有几个选项，其一是回避这个问题，不要去想它，暂时停止

的痛苦，但不会解决问题，或者他可以积极地做一些事情改变目前的

情况，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永久地停止了疼痛。 

4. 在问题情境中运用“停下来、思考”技术 

一旦负性症状被确定为存在问题的线索，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转化

为问题中心的行动步骤。治疗师帮助患者学会“停下来、思考”关于

情绪状态变化之前的事情，作为确定有待解决的问题的第一步骤。这

将抑制情绪的加剧和帮助病人倾向于使用解决问题的技巧。这也有助

于病人把自己的感情具体化，强化把感受作为红色预警的作用。 

治疗策略 

为了促进“停下来、思考”技术，治疗师可以让病人发现负面的

感受、思想或身体线索时视为红灯信号。红灯提示患者 “停止”和

减少冲动的情感，实际上使不断升级的情绪的影响降到最低。“思考”

的线索提醒患者启动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一点上，病人可以然后开

始治疗的定义问题阶段。当他们停下来、放松，再想想是什么使他们

感觉糟糕，他们就可以开始详细地记录正在发生的事情，目的是确定



 
 

目标和定义问题。 

总结 

   虽然问题导向不是 PST-PC 的一个正式的阶段，但是与抑郁症患者

工作时，它是一个要记住的重要概念。抑郁症和之前不成功的问题解

决的后果是认为世界是一个苛刻和复杂的地方，病人无力改变。帮助

患者克服这种信念，有利于增加对问题解决程序的信心，并最终增加

治疗结束后他们将使用 PST-PC 的可能性。 

 

 

 

 

 

 

 

 

 

 

 

 

 

 

 



 
 

 

第六章 

巩固治疗效果的 PST-PC 小组 

概述 

问题解决小组（PSG）是一个针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 4-8 周的个

体、急性期 PST-PC 治疗的患者进行的维持干预阶段。抑郁症的临床

专家的带领下，每个月的见面，有三个主要目标：（1）强化患者在急

性期治疗中学到的技能;（2）帮助患者维持 PST-PC 治疗的效果；（3）

并防止复发。这并不意味着治疗本身，而是加强患者在 PST-PC 急性

治疗中取得的进步。在维持期的治疗，患者将每月会面一次，回顾七

个问题解决的步骤，讨论使用 PST-PC 中所遇到的任何困难，并继续

使用问题解决的策略。虽然每月的出勤率是不是强制性的，它是受强

烈鼓励的。 

基本原理 

当人们学习新的技能，他们往往需要引导下的练习，直到这些技

能成为他们惯用的运作。 PST-PC 训练的急性期，有些人会做的很好，

并会运用策略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无需额外的维持咨询。然而，其

他人在他们独立使用七步法最初的几个月将需要一些细致的手把手

的指导。维持咨询是一个提供这种手把手指导的很好的方法，而不只

是一个延伸治疗。 

向患者提供 PST-PC 维持阶段治疗有很多的好处。首先，患者将有

机会来调整他们新掌握的解决问题的技能。每月的会面确保病人将使



 
 

用新的技能解决将来的问题。第二，接受急性期治疗后定期检查患者，

可以抵消潜在的复发的可能性。通过识别正在努力与他们的问题斗争

或者抑郁症复发的患者，你可以向病人提供早期干预，防止复发。第

三，本咨询作为 PST-PC 的增强剂。增效作用包括回顾七个步骤，新

老问题的讨论，从而鼓励患者继续使用 PST-PC。 

为什么是一个小组？ 

您可能听说过，多数人不喜欢参加群体，因为他们害怕与陌生人

分享个人信息。这是事实，起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加入小组，但很多

参加的人发现这个过程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治疗。特定的人群，如老年

人，往往受益于小组的原因如下：（1）群体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的形式

和患者互相帮助解决问题的安全的地方;（2）小组让人们看到了有其

他人在那里纠结着类似的问题、情绪;（3）小组提供了一个论坛，让

人们看到他们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4）在 PST-PC 组，患者可以通过

帮助本小组其他成员解决问题来体验知识的掌握。 

谁是小组成员？ 

本小组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患者保持治疗收益。因此，这个小组是

针对接受过 PST-PC 急性期治疗的患者，治疗有效并不再感到抑郁。

那些没有恢复的病人仍然认为是活跃期，因此应接受急性治疗。一旦

这些治疗对患者有效，他们就可以参加到维持小组。 

您可能有一些已经从抑郁症中恢复的患者，但可能他没有完全掌

握了 PST-PC 技能。这些患者也可以是 PST-PC 组的成员，并且实际上

可能从参与中受益，因为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调整解决问题的能力。 



 
 

 

PST-PC 维护组 

入门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开始您的 PST-PC 组你需要什么。在启动小

组之前，您将需要以下几点：（1）一个有黑板、标记板或一大叠垫纸

画架的会议室（2）4-12 人能同时看到（3）固定时间的小组会议（4）

PST-PC 工作表的额外副本（5）铅笔，和（6）所有可能参与者的名单。 

会议室。这个房间应该是大到足以容纳最多 12 个人。理想情况

下，你通常会希望有一个像黑板可以写字的板，以便你在解决小组成

员的问题时可以写在上面让每个人都看到整个过程。如果这不可能的

话，您可以让成员在解决某个成员问题的时候使用 PST-PC 工作表。

此外，理想情况下，你会希望有一个房间，您可以按月预约。在同一

个房间，每月同一个时间将帮助人们记住去哪里，你不必每个月打电

话或发邮件说明会议室的地址。但是，用同一个房间并不总是可行的。

当你不能每个月预定同一个房间，您将需要形成一个系统，无论是打

电话或邮件通知患者如何到开会的地方，或者确定一个见面地点在那

里你可以带领病人到会议室。最后，理想情况下，你会希望会议室在

社区诊所。这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去参加在心理健康小组的耻辱感，如

果你不能在诊所找到一个会议室，试图找到一个不是在精神科又容易

找到的地方。 

参与人数。为了是小组成为小组，你将需要最少 4 人，最多 8 人。一

般的经验法则是，当你想到 8 个人，只有 6 个人出现。有时候，每个



 
 

人都到场，治疗师管理 8 个人是一个大量的工作，但它仍然是可管理

的。更多的参与者将变得混乱。任何少于 4 人的团体已不再被视为小

组，因为患者之间的互动有限。这是不是说，如果你预期的 6 人而只

有 3 个来了，你应该取消小组。你应该继续进行计划。我们的观点是，

你不希望开始就这么少的人以至于你最终没有参与者了。 

等到你至少有 4 个人可以参加小组可能意味着推迟先到的个别

患者。当你在等待小组成员增加的时候，请务必首先与这些患者保持

电话联系，以便他们没有耽误维持治疗。 

定期举行会议。找到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参加的小组时间是一项挑

战。最好的经验法则是继续进行，选择一个人们最有可能到场的时间，

并设置为商议好的时间。对于年轻的患者下班后的时间（例如，在下

午 5 点，或傍晚会议）通常是最好的。对于老年人或躯体疾病的人，

白天的小组往往是最好的。因为安全和视力问题，许多老年人或生病

的人感觉晚上出门不舒服。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没有人能出席的时间，

更改一下时间。然而，这是一个每月一次的小组活动，大多数人们应

该能抽出时间过来。 

PST-PC工作表的副本。因为你在小组中一直在进行问题解决，你

将需要额外的表。带来足够多的表以便每个有可能来的人都将有 3 张

表。小组活动中他们会用一到两张，第三个是让他们之后带回家的。 

铅笔。你应该准备好以防组员忘记带钢笔或铅笔。 

参加者名单。预计有多少人来写下他们的名字是一个好主意。这

会提醒你谁到场以便你可以写你之后的笔记。这份名单将还让你做好



 
 

准备预计有多少人到场。 

咨询时间和频率 

小组每月会面一次，一次 90 分钟。该小组应不迟于开始时间 10

分钟开始。有时人们迷路或迟到，但大多数人迟到平均不超过 10 分

钟。结束推迟的时间不要超过 10 分钟。超过 100 分钟对大多数人来

说都是令人筋疲力尽的。 

你的角色 

你的官方头衔是“小组推动者”。正如头衔蕴含的，你仅仅是推

动小组的进程。你有下列任务要做： 

1. 给出 90 分钟的安排。你要负责掌握哦时间，讨论议题顺

序，介绍下一步。 

2. 保证每个人都有发言时间。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滔滔不绝，

你的任务就是打断这个患者。如果你看到一个患者特别安

静，你的任务就是带动他。 

3. 强化小组规则。保证一个患者发言的时候没有其他人说话

是你的责任，不评判任何人。 

4. 帮助病人解决问题。患者都希望在小组中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而，在某些时候可能会要求小组帮助某一个患者摆脱困

境。你的任务是通过提问可以指导他们问题解决的问题推

动这一进程。在某些情况下，你要让小组关于一个特定主

题做一个共同问题的解决。如果病人不能自己做到这一点

并且小组不能帮助患者，你只是帮助指导问题解决的过程。 



 
 

格式 

环境。小组开始之前约 5-10 分钟到达。这让你有时间确保

房间收拾好供小组使用。如果一个桌子不够用，然后确保他们有

书写板或其他一些表面硬的东西在上面做笔记。理想的情况下，

在房间里的椅子应布置成围着一张桌子的圆圈，使患者有位置趴

在上面写字。让患者坐在一个圆可以促进小组互动。如果椅子布

置得看起来像一个教室，那么你的小组将看上去感觉更像是讲座

不是小组。让患者参与到问题解决过程中使他们能感受到其他成

员的支持，并能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能

这样安排房间，要知道你将不得不做更多的工作以确保你不在做

演讲、患者之间有互相交流。 

小组的“感觉”。问题解决维持组在技术上被认为是心理教

育的。这意味着，你将提供教学、支持和一些辅导的混合。该小

组应该感觉有点像一个研讨会或工作组。将有时间结构，你们会

面以完成特定的任务（问题解决），但该小组必须共同努力来解

决问题。当病人提出了要解决的问题，你必须让小组和提出问题

的患者一起解决问题。当你看到病人之间互相帮助，你要做的工

作很少，你会知道，你的小组是成功的。 

小组结构。小组活动时间被分成下面几部分： 

介绍/签到：      10 分钟 

安排议题顺序：   10 分钟 

PST-PC 回顾：     10 分钟 



 
 

关于 PST-PC 的回顾：10 分钟 

休息：             10 分钟 

问题解决：         10 分钟 

总结：             5 分钟 

这些时间是大致的，在某些情况下，您将需要在一个部分花费的

时间多，在另一个时间少。但是确定你至少回顾了问题解决的七个步

骤并且小组解决了一个问题。 

介绍。你将有好几个月让新成员加入小组。让成员介绍自己始终

是一个好主意。让每一个成员介绍自己的以下信息： 

1. 姓名 

2. 他们还剩下的咨询次数 

3. 他们自己的一件积极地事情 

情绪低落的患者中，有一种要告诉本小组他的问题的倾向。如果

发生这种情况，慢慢地引导病人，并告知他们该小组会讨论问题，但

不是现在。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花费在介绍上的时间。为了帮助引导

过程，特别是对新成员，你应该首先介绍一下自己，提供每个成员必

须提供相同的信息。另外，限制每个人的时间可以帮助减少在这个过

程中所花费的时间。 

安排议题顺序/签到。一旦每个人都已经被介绍过，确保简要回

顾小组规则。每个人都会有一份规则的副本，但你要确保这些规则是

被理解了。接下来，在房间里来回走走，问他们一直是怎么做的。如

果成员参加了前一小组，让他们更新他们选择解决的问题以及如何执



 
 

行计划。如果计划失败了，这可以添加到备选问题清单中在该次解决。

询问成员他们是否有希望得到小组建议的问题。不要细节- 一个简单

的“YES”或“NO”应该足够了。保持列出一个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和可能引发的问题的列表，以便决定小组活动的议程。 

如果你有一个黑板（或相当的东西），列出晚上的议程，包括

PST-PC 的回顾，PST-PC 的问题，然后给需要解决的问题排序。你不能

解决每个人的问题，您应该提醒小组这点，帮助他们挑选他们当晚要

重视的问题。一个典型的议程将看起来像下面这样： 

 

日期： 

1. 介绍 

2. 更新情况：上个月的家庭作业 

3. PST-PC 回顾 

4. 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安排假期 

5. 审查下个月的计划 

6. 公告 

摘自团体认知治疗，Yost et al.(1985) 

 

 

 

 

 



 
 

 

保证每次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给每个人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 

回顾 PST-PC。花接下来的 10 分钟的时间回顾 PST-PC 背后的

原理、七个步骤、使用工作表的重要性。给每个人分发工作表（每

个成员 3 份）。在此期间，询问是否有人需要说明 PST-PC 七个步

骤。如果有问题，不回答！首先让小组回答。这有利于他们自己

学习，提高他们成为一个团队的可能性。如果该组不能回答这个

问题，然后继续、回答这个问题。 

小组一起解决问题。和小组一起使用 PST-PC 与一对一的

PST-PC 略有不同。要记住的关键是，你现在在教一个组解决问题，

你需要让所有成员参与这个过程。但是，你不想小组为个体完全

接手解决问题的过程。如果小组或者你作为领导者，替病人解决

问题，那么病人将没有机会练习问题解决的七个步骤。不是替病

人解决问题，小组的角色是协助病人，像你给病人单独咨询时做

的那样。当病人愿意在小组中解决问题的时候，其他成员被要求

保留他们的意见，除非你或者病人特别要求这样做。问题解决结

束时，整个小组成员要求对所有过程发表评论，对七个步骤是否

有任何疑问，以及讨论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帮助了他们并且如何应

用于他们自己的情形。 

你应该在每个人身上花费的时间不超过 15-20 分钟。如果患

者还没有完成问题解决，询问他/她是否愿意自己完成问题解决，

如果愿意的话，就开始下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再多给他/她点



 
 

时间，但是不要超过 5 分钟。 

在进行一个问题的时候，把整个过程记在黑板上是很有用

的。这样的话其他人可以跟上进度。让小组成员和患者一起填写

工作表也是很有用的。这个步骤帮助小组集中于一项任务。我们

下面讨论如何教小组每个步骤。 

定义并分解问题。在这一步，你要问患者定义问题他/她需

要思考什么（例如，谁，什么，哪里，什么时间，什么方式）。

接下来，让患者根据这些格式定义它们的问题。如果患者可以成

功完成，让小组评价这个定义，看看他们对患者有什么问题来帮

助他们理解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患者很纠结，在你帮助患者之

前先让小组给予帮助。首先询问患者是否愿意从小组中得到帮

助，然后向小组寻求帮助：“定义这个问题他/她需要哪一类信

息？” 

给问题解决确定一个现实的目标。一旦问题被定义，大多数

患者能够定义目标。像上一步一样，如果患者很矛盾让小组给予

帮助。 

想出多种解决方案。这一步通常很好地培养了小组的参与。

同样，患者首先要努力想出解决方案，之后，你让小组想出患者

没有想出的其他解决方案。 

完成决策过程。患者审查完解决方案的优点和缺点，你不必

让小组提供意见，但是你可以问小组是否有任何疑问。 

评估并选择解决方案。由于患者是最有选择方案优先权，这



 
 

里你可能不太需要从小组得到帮助。但是，你仍可以让小组给出

这个选择的反馈信息并提出疑问。  

实施选择的解决方案。这一步可能只需要患者来做，除非他

们愿意小组帮助他们想出一个计划，你不需要询问小组的意见。 

评估结果。 这一步通常在小组活动的早期完成。在下一次

会面中，让患者更新他们要解决的每个问题，以及阻碍解决方案

实施的障碍。 

特殊问题 

假如没有人有想要解决的问题怎么办？在每个人都做得很

好的情况下，你应该列出小组可以共同解决的问题目录。可能的

方面有： 

1. 经济 

2. 计划一次特殊的旅行 

3. 假期 

4. 培养一个新的爱好 

5. 为老年生活做准备 

6. 交新朋友 

7. 照顾家人 

8. 防止复发 

9. 提高健康水平 

10. 收拾家务 

11. 家庭 



 
 

12. 社会 

13. 工作 

给小组呈现这个清单，让他们选择一个他们希望解决的方面。让

他们想出在那个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选择一个问题解决。 

每年的特定时间，你可能想安排小组审查某个特定的方面。例如，

一个十月份小组是产生假期有关的问题的理想小组。一些老年患者可

能由于失去配偶开始感到抑郁。围绕这些特殊时期的问题进行问题解

决也是很好的演习。 

假如每个人都有想解决的问题怎么办？有时你在一次活动中有

太多要解决的问题。解决问题过剩的一个方法是给 2-3 个人进行配对

并让他们互相解决问题。每个人有 15-20 分钟解决问题，给每个小组

30-40 分钟的时间解决每个人的问题。当他们被配对并用这种方式解

决问题的时候，你应该绕着房间走走并询问每个人是否需要你的帮

助。在最后的 40 分钟，让每个人报告他们的问题并简要第回顾他们

提出的问题和计划。 

假如有人正处于危机中怎么办？首先决定问题是不是可以在小

组中解决。如果患者情绪太低落而不能够参与小组活动，那么询问患

者能否等到小组结束后来讨论存在的危机。如果不能，才去上面谈到

的配对策略和患者单独咨询 20-40 分钟。如果患者真的处于紧急中，

采用你所在机构的危机干预程序。 

你自己做好 PST-PC 的维持组工作的准备 

领导一个小组不是像看起来那么容易。组织一个小组不仅仅是



 
 

4-8 个人一起做 PST-PC，而是相互影响的 4-8 个人一起来完成 PST-PC。

有几本关于如何领导小组的书，尤其是行为团体治疗手册，团体心理

治疗理论与实践，团体认知治疗：一种老年抑郁症治疗方法。 这些

资料可以给你提供一些领导小组的挑战和如何克服这些挑战。我们之

后探讨更常见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感觉这还不够，你可以随意阅读其

他资料。 

你需要做一些事情来让自己为小组活动做好准备。首先，确保你

熟悉所有将会出席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你会了解你的小组中每个

人，因为你在维持小组之前的问题解决中指导过他们。但是，由于你

的案例数量增加，你会忘记一些细节，你将需要通过回顾你给每个病

人记的笔记来温习这些细节。第二，请确保你为小组做好了足够的心

理准备。尝试安排小组开始 30 分钟前来清理头脑中的其他工作和回

顾前一个月的笔记。同样安排小组活动结束约 30 分钟来审查小组活

动，以确定是否需要跟进其中某个人，记下笔记。第三，确定你把所

有的小组材料准备好，预定的房间在您预订的时间确实开放。有时，

出现临时会面时，因为它看起来闲着所以您预订地方现在正被占用。

最好在小组成员到达之前解决这些问题。最后，确保你知道有多少人

将参加。事先电话提醒你的患者能帮助你确定谁到货谁不会到。如果

你不确定某个人会不会来，假设他会来。 

让维持组患者做好 PST-PC 维持组活动的准备 

小组治疗因为它的历史缘故常被人为是丢人的。当大多数人想到

团体治疗，他们设想的场景来自鲍勃·纽哈特秀，与交朋友治疗小组。



 
 

此外，大多数人都在担心在陌生人面前分享自己的问题。他们可能会 

怕其他成员嘲笑他们，或鄙视他们。当他们听到“小组”这个词

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心理教育班或研讨会，有一些方法能让你的

患者为小组活动做好准备，想象如何让小组参与变得可以接受。 

不要叫 PSMG“组”。在许多方面，PSMG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心理

治疗组，是心理方法教育。小组以课堂或讲座的方式并且病人将重点

放在学习或修正一个特定的技能。因此把 PSMG 指作课堂、研讨会、

工作坊、会议、聚会或者团队是适当的。在一项由 Areán 和 Robinson

（1997 年）开展的研究中，把心理方法教育组的名称从“与抑郁症

小组一起面对”改为 “应对抑郁症讲堂”再将增加 50％对小组的接

受率。请记住，对某些人来说，即使是“类”具有一定的耻辱感，尤

其是如果他们在学校表现不佳，或者根本不喜欢上学。这就是为什么

其他措辞“会议”，“团队”或“工作坊”可能更好。它是由你来决定

你更喜欢使用哪些词 - 只是不把它称为“小组”。 

教导。和你给患者的其他治疗一样，向他们解释他们的意愿能激

励他们的参与。解释会面的结构，他们不必讨论非常隐私的问题，如

果他们感觉不自在，你随时给予帮助。回答他们的任何疑问特别并向

他们保证： 

1. 没有人会质疑他们或和他们作对。 

2. 他们不必分享隐私问题。 

3. 目的是帮助他们继续使用 PST-PC，防止复发。 

4. 这是一个很好的防止抑郁症复发的方式。 



 
 

5. 你了解在场的每个人，他们都是曾经一直挣扎着同样问题的

人。 

6. 听其他人的问题不会让他们再次抑郁。会面将重点讨论问题

解决，而不是纠缠于问题。 

利用你们之间的关系。你一直在参与小组这点是优势，因为他们

了解你并且和你一起改善他们的抑郁症，所以你的患者将更有可能参

与。 

个案管理。排除患者感觉参与小组可能出现的任何障碍，提醒他

们本会议是每月一次，如果他们需要交通或任何其他的帮助，你可以

帮助他们解决。 

小组活动的过程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问题解决维持组 PSMG 的过程。

在本节中，我们将讨论一般小组过程，以便你可以为小组共事时可能

出现的问题做好准备。你不仅要帮助病人解决问题，并且你必须要注

意组成员的互动。你要确保他们在安全的环境中讨论他们的问题。你

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如下方式做到：（1）建立小组规则；（2）加强合作；

（3）增加凝聚力以及（4）注意到“问题”成员。 

组规则/指南 

和小组成员一起回顾指南是一个好主意。手头上总是有一个指南

的副本，像附录 7 一样，并在每次会议上和小组一起回顾。这些都是

你要强化的基本准则： 



 
 

1.准时到场。提醒成员，他们只有有限的时间解决问题，因此按时到

场是非常重要的。 

2.参与。提醒他们，他们不必分享他们最深处、最隐私的秘密，但如

果他们参与解决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他们会从小组中获得更多。 

3.给别人发言的机会。提醒他们小组还有其他人在，每个人都需要一

个发言的机会。 

4.保留判断或批评。让他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刁难别人或指出他人性格

缺陷的地方。会面是互相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批评。 

5.保密性。这点非常重要。告知患者不要在外面讨论任何会议相关的

内容。如果他们想和朋友或家人分享一下他们所学到的东西，这很好。

但是，他们不应该谈论任何人或小组讨论的特殊问题。 

引发讨论 

有时让整个小组参与进来是很困难的，作为小组的协调员，你不

想在组中一直说话。引发讨论最好的办法是提问小组或特定成员问

题。这些问题之后可能是一段时间的沉寂，但坚持下去 - 最终会有

人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人回答，直接提问某一个人。 

增加凝聚力 

让团体治疗成员一起努力、回到治疗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凝聚力以

及小组成员之间建立的积极的关系。有许多方法增加凝聚力，最好的

办法是让成员一起完成一项任务。例如，在回顾 PST-PC 步骤时，让

组成员一起回顾是增进他们关系的练习，指出病人问题的相似之处是

增加凝聚力的另一种方式。当一个病人在解决一个问题，让小组用他



 
 

们自己的工作单和患者一起解决问题并给病人反馈整个过程。最后，

偶尔给小组配对，一起解决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也会为小组成员之间创

建凝聚力。 

问题成员 

有时候，在你的小组中有需要特别关注的成员，他可能影响整个

小组过程。处理这些问题成员很重要，而不是忽略他们，因为你的成

员可能会脱落。下面我们将介绍最棘手的病人，以及如何以最佳方式

处理他们。 

替罪羊。这通常是没人喜欢的小组成员。有可能是有合理的理由

不喜欢这个人，但重要的是让这个人在小组中感觉很舒服，而不是觉

得被排斥。要注意你或任何其他成员不会忽视这个人或者是对他过于

挑剔。如果这个人的建议被该小组成员严厉打击，请确保支持他的建

议并提醒小组保留判断和批评。 

讲故事的人。这是指那些喜欢深聊他们遇到的问题的人。这种类

型的人常常垄断了时间，而且通常会希望在每次会议上都说些什么。

请确保尽可能地重新引导他。提醒他时间是有限的，并且小组有很多

要解决的问题。正如在你的个体咨询中那样，不要怕重新引导到讲故

事的人，请记住本次会议的目标是巩固解决问题的治疗，不是一个发

泄沮丧情绪的地方。 

共同的治疗师。这是这样一类人往往为别人提意见，但很少处理

自己的问题。此人很难从小组中获益，因为实际上在他们的问题上花

费的时间很短。请确保你不时地让他们处理自己的问题- 不要让他们



 
 

置身事外解决其他人的问题。 

  沉闷的人。像共同治疗师一样，这种人也很少从小组中获益，

因为他/她并没有真正参与。你可以通过让他/她直接地帮助解决或者

提出一个问题来增进他的参与，你也可以会后跟这个人谈谈看看他们

是否对参与小组活动感到焦虑，并帮助他围绕焦虑进行问题解决。 

结为朋友。这是这样一种情况两个或更多的人互相越来越喜欢，

而且往往在会议期间畅聊。你必须尽快制止，因为别人讲话的时候窃

窃私语会破坏小组活动。虽然你很高兴看到病人成为朋友，而且这对

其恢复非常有帮助，但仍需要提醒的是，当有人在发言时他们应该倾

听。 

  话匣子。上面的结识朋友一样，这是指别人说话的时候插话的

人，但不是指和朋友聊天，他/她试图让其他成员参与谈话而不管他

们想不想说话。正如结识朋友那样，提醒话匣子当有人发言时他们应

该倾听。 

会员可以在小组活动之外进行社交活动吗？ 

团体治疗师过去认为，不让小组成员参与组外的应酬是非常重要

的。这一思想的基本原理是，如果一些患者被排除在社交活动以外，

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可能不希望继续参与治疗。此外，一些不想参与

小组外活动应酬的患者可能会迫于压力这样做。最后，建立超出小组

情境外的关系，一旦其他成员成为朋友分享感受和意见将变得更难。

这些都是有根据的担心。然而，根据我们的经验，“没有社交”的规

则是很难执行的。最好是向小组解释小组活动外社交活动的误区。如



 
 

果他们仍然坚持小组外的应酬，不要阻止他们，社交有很多的好处，

如减少孤独和增加支持，要注意社交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 

 

 

 

 

 

 

 

 

 

 

 

 

 

 

 

 

 

 

 

 



 
 

 

第 7 章 

特殊人群 

美国迄今为止进行的 PST-PC 研究包括少数民族和老年人样本。

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已经了解一些策略使 PST-PC 更适用于这些人群。

本章的目的是回顾更适用于老年人和少数民族的 PST-PC 的修改和策

略。 

适用于老年人的 PST-PC 

  一些研究发现，老年抑郁症患者可受益于心理治疗（Areán 和

Cook，2002）。特别是已经发现 PST-PC 相比于其他形式的心理治疗更

能够减轻抑郁症（Areán 等人，1993; Alexopolous，Raue 和 Areán，

2003）。即使这些有前景的结果，让老年人受益于治疗，一定的修改

是必要的。PST-PC 的内容本身并不需要进行修改，而是给老年患者呈

现材料的方式与老年人不同。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修改根源于不同年

龄信息处理和认知老化的差异研究。针对修正的老年人心理治疗的理

论原理更详细的讨论，我们向读者推荐一篇 Knight 和 Satre（1999）

写的优秀的文章。 

老年版的具体修改 

修改的基本原理：对老年人进行治疗的方式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年

轻患者。同年轻患者一样，老年患者的抑郁往往可以起源于特定的、

棘手的生活问题，他们有学习新的技能的能力，研究已经发现他们可

以从心理治疗中获益。然而，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有细微的差别，使



 
 

治疗老年人面临更大的挑战。年纪大的人，特别使抑郁的老年人，往

往需要额外的时间、精力和重复地学习新技能。老年人等有较长的过

去史和特定的抑郁史，经常会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此

外，老人们信息处理与年轻人不同。最后，一些研究表明，随着年龄

的增长老年人倾向于采取更加消极的应对方式，使得在这类人群中实

施积极干预更加困难。 

    尽管有这些限制，治疗老年抑郁症行为干预是非常有用的。治疗

师必须对他/她通常会提供的护理方式作出一定的调整，但总体而言，

有技巧和技术让没有经验的治疗师精通于这方面。 

PST-PC 模式的的几个方面可以予以修订，以使老年患者干预更有

效。具体的修改包括： 

- 从 6 次到 8 次，增加有效的会面次数。 

- 治疗的过程中让老年人参与社交。 

- 利用巩固小组（第 6 章中讨论）。 

- 重复学到的技能。 

- 考虑到常见的晚年残疾。 

- 使用特定的引导技术。 

1.从6到8次增加有效的会面次数。虽然不是所有的老年人想要利用很

多会议，我们的经验表明，为了充分掌握所教的技能，年长的人需要

额外的时间在治疗师的陪同下练习。这部分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认

知上发生了变化，部分也由于老年人面对的社会心理压力较多。针对

为年轻人创造的治疗方法，通常老年人需要更长的时间起效。即使只



 
 

另外增加两次会面，老年患者在学习解决问题的技巧上会有很大的差

异。 

2.教会患者治疗的过程。大多数老年人不适应心理治疗的过程。通常

情况下，老年人会把治疗、尤其是做为社区医疗小组成员的治疗，当

做和看医生相同的治疗：给他们一个彻底的治愈或快速修复。他们往

往不希望做功课或学习一门技能。在此预期下，加上老年人采取一种

被动的应对倾向，使训练他们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得很难。治疗师

负责教会患者PST-P C的过程，必须通过了6-8周的强调强化病人积极

参与治疗的责任。这可以通过教会患者PST-PC的结构，解释该疗法的

主要目的是通过病人积极参与解决问题的过程，教病人学会解决自己

的问题。 

3.重复技巧和信息 - 提示和回顾。正如上面提到的，老年人需要更

长的时间来学习新的信息。虽然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发生了一些认

知上的变化，与学习如 PST-PC 的基础疗法最相关的变化是认知变慢、

流体智力下降并且工作记忆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应对和处理

新信息的速度大大减慢。但是减慢并不意味着年纪较大的人不能进行

抽象推理。事实上，抽象思维是一种特殊的晚年信息处理的优势。进

一步地说，老年人的推理能力保持不变，因为其过往经验庞大的储存，

或称作晶体智力。换句话说，认知减慢对老年患者处理 PST-PC 信息

的影响是控制新信息呈现的速度。工作记忆的改变也影响老年人可以

处理信息的速度。由于工作记忆效率下降，必须将新的信息呈现得更

慢，用不同的方式，多次重复要得到充分处理的新的信息。 



 
 

所有老年人信息处理的数据表明，教老年人新信息最好的方式为

多次并以不同的方式告诉他们新的信息。例如，当教给病人 PST-PC

时，将信息分解成小的部分（即：基本原理，问题定义，建立一个目

标，产生备选方案，决策，选择解决方案，实施解决方案，并评估结

果。）讨论完一个部分，总结一下教给他们的内容，并就教给他们有

关的信息提问他们问题是有帮助的。并且要让病人写下新的信息，无

论是在培训材料上或在笔记本上。此过程可帮助他们专注于教给他们

的内容，增加他们记住信息的可能性。 

请务必在结束时留出时间进行回顾。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重复，是

相当有益的，可以帮助患者理解刚刚在会话中发生的事情。向患者指

出是如何选择问题的，是如何从一个模糊的问题到具体地确定解决目

标等等。这样一来，病人有时间来思考问题解决的过程，以及如何将

它应用于自己的具体问题。 

4.引导。一些老年人可能觉得治疗与自己不相干，或认为治疗是一个

倾诉所有问题的地方，谈论问题的很微小的细节。如果 PST-PC 过程

的知识不足以阻止他们让你长时间地参与讨论他们的问题，你可能需

要制止病人，让他们专注于手头的任务。如果不制止你的病人，你会

花费所有的时间听这个问题，只有很短的时间解决它。 

最难做的事情之一是，在一个老年人讲述他们的故事时打断他，

觉得你是他们唯一的支持并且认为打断长者说话是不尊重，这些想法

是很常见的。事实上，不重新引导你的老年患者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

伤害。虽然通过你支持性的倾听，他们可能会从他们的抑郁中得到暂



 
 

时的缓解，但他们学不到如何管理自己的问题。具体的引导技术包括

提前告知打断（在咨询开始时让患者知道你可能需要打断他们，因为

你们一起咨询的时间有限），提醒患者有时间的限制，并在咨询的早

期设置一个议程。 

5.考虑到常见的晚年残疾。常见于年老体弱的残疾也可以阻碍 PST-PC

的进展。例如，视力障碍影响到病人看咨询材料的能力，因此，传递

信息的其他方法，如方便回到家里回顾的录音咨询经常被用于详细说

明或强化咨询的信息。调整 PST-PC 治疗形式，对于那些可以看到、

但有阅读小字困难的患者提供更大的字体，提供更大的写字空间适应

关节炎或中风导致的精细运动障碍。此外，治疗师需要学习如何与老

年相关的听力障碍者说话；如说用更低的音调和截然不同地讲话方

式。 

6.利用巩固小组。初步的研究表明，如果老年人参与了维持治疗，尤

其是小组形式的维持治疗，他们复发的可能性降低。这些维持干预意

在作为“助推器”，从中患者可以进一步学习 PST-PC 或围绕他们努力解

决的一个特定难题进行集中解决。这些团体还提供给病人一个了解其

他人的机会，并强化了他们在 PST-PC 的训练阶段中学到的东西。 

7.提供的临床个案管理。不管老年人有多么擅长解决问题，他们往往

有许多不能自己管理的躯体和社会心理问题。临床个案管理作为一个

很好的辅助治疗，帮助解决老年人生活中的问题。初步数据显示个案

管理可以增强行为干预效果。然而，重要的是要保持个案管理独立于

PST-PC。治疗立场的差异可能会让老年患者费解，在您预计同时做



 
 

PST-PC 和案例管理这两项工作的咨询中，确保当你教导病人 PST-PC

时或者当你不再扮演该角色时，做出特别的声明。 

适用于少数民族的 PST-PC 

正如适用于老年人的 PST-PC，适用于少数民族的 PST-PC 并没有

真正的内容上的不同。另外，信息的呈现过程也没有不同。然而，

PST-PC 治疗师将需要意识到治疗少数民族人群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

限制。 

和任何病人工作时，必须始终考虑到病人的文化背景。熟悉患者

对药品和精神疾病的看法会帮助你与患者沟通并提高你的病人对治

疗的依从性。虽然不可能知道每一种文化的细微差别，与少数民族一

起工作，仍然要记住一些重要的主题。就是尊重、家人的支持、羞耻

感、信仰、参与障碍，和适应文化。 

尊重。尊重的内涵可以成为治疗的阻碍。有时，少数民族会尽量尊重

他们的医生，有关药物的副作用或缺乏治疗效果也不会向你抱怨。他

们可能会认为对医生建议的任何抱怨都是不尊敬。因此，与社区医生

结成同盟是重要的，解释你在提问有关的副作用和效果的问题以帮助

医生治疗病人的抑郁症。同样重要的是说医生想知道出现的任何问

题，因为他/她知道，这些治疗有时需要调整或改变。这些信息将有

助于病人减少不尊重带来的焦虑。 

家庭的支持。在许多文化中，当病人不能照顾自己或家庭认为病人需

要医疗护理的时候，其他家庭成员负责病人的预约，会希望在咨询师

坐在一旁，并会负责确保病人坚持治疗建议。他们也将作为患者的把



 
 

关人，删选所有与治疗有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此人必须参与到

病人护理的各方面。此人将最可能是陪病人第一次咨询的家庭成员，

但你应该始终通过询问患者确认：“这是负责您所有的预约和药物的

人吗？”由于以上的尊重部分讨论的原因，应该向家庭成员解释你想

与患者单独相处一段时间来更好地了解他们。这给病人留出谈论任何

他/她不希望家人知道的问题的私人时间。 

羞耻感。与少数民族患者一起工作，重要的是要与他们讨论他们对抑

郁症的看法和态度，是否担心同社区的人发现他们在进行抑郁症治

疗。通过心理教育材料的使用，可以解决大部分抑郁症相关的文化羞

耻感。但是，不要直接把材料交给病人或家属并希望他们自己读。在

办公室中浏览所有信息，并讨论任何疑问。对于那些担心被嘲笑的病

人，替他们保管材料，让他们每次访问都可以阅读。另外，如果提供

教育录像带，让他们在诊所观看。尽管他们可能有一个 VCR，他们可

能永远不会播放因为担心有人会抓住他们在看这样的视频。另外，使

用千篇一律的材料会使病人感到治疗是不人性化的，您可以通过写在

小册子上，标注患者感觉对他们学习很重要的部分以使材料个性化。 

信仰。在少数民族中宗教和信仰往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评估抑

郁症的改善或恶化的一个好办法是评估他们在教会的活动水平。在非

洲裔和拉美裔人中，使用祷告往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应对方式，患者

表示他们已不再采用这种做法时应该鼓励患者祷告。在传统的拉丁裔

社区，信仰还可能涉及使用草药和“雷梅迪奥斯”和拜访“巫师”这

些情况并不少见。当被问及病人正在服用的药物，很重要的一点是问



 
 

他们使用的“土方”或者其他草药，尊重他们使用的草药也是很重要

的。 

参与障碍。许多少数民族患者可能不能定期咨询，因为有很多的需求。

除了自己的就诊，少数民族患者特别是妇女要照顾孙子、配偶，经常

把家庭的需求放在自己的需要之前。那么时间就是很重要的，作为一

个提供服务者，你必须保持灵活，但也要鼓励病人关心自己。一个让

少数民族妇女关注自己需求的有用的技术，是教育她们花时间在自己

身上如何能使她们更强大、更能够满足家庭的需求。 

其他参与障碍包括交通和经济状况。在考虑治疗咨询的次数时，

你也应该评估病人去诊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安排交通的难度。医疗费用

也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为少数民族裔收入往往有限。 

适应文化。与少数民族的工作没有硬性的规定。你如何与少数民族患

者一起工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被同化、他们觉得与民族联结

的程度。在假设任何上面讨论的问题适用于西班牙裔，亚裔或非裔患

者之前，首先了解这个人，给予他们同样的尊重和关心。如果他们没

有宗教信仰，建议祈祷只会得罪病人。确保你花一些时间跟病人讨论

上述有关问题，这样就可以提供适当文化的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