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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阶段改变理论团体心理辅导对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戒毒信心、自尊水平的影响。

方法：选取某强制隔离戒毒所 56 名戒毒人员，随机分配 28 人作为实验组，进行连续 12 周、每周 1 次

的以阶段性改变理论为依据的团体心理辅导，另外 28 名戒毒人员作为对照组，进行所内常规矫治。团

辅前后分别采用自尊量表、戒毒信心量表进行测量。结果：团辅干预后，实验组的自尊水平、戒毒信心

水平相较于对照组有提升；实验组在团辅干预前后比较，自尊水平、戒毒信心水平在干预后均得到提升。

结论：以阶段性改变理论为依据的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提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自尊、戒毒信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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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坛·

为进一步加强戒毒矫治效果，降低戒毒人员复吸

率，同时探索具有创新性的戒毒矫治心理干预模式，本

研究将采用团体心理辅导的方式，依据阶段性改变理论
[1-2]，结合多维度心理矫治理论 [3]，设计连续性团体辅

导活动，引导戒毒人员正确认识行为改变历程，为日后

出所回归社会做心理与行为上的充分准备。

阶段性改变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变化是一个连续

的、动态的、逐步推进的过程，在不同的行为阶段，每

个改变行为的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和动机，对目标行为会

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而所有成功的改变具有许多共同特

性，其中包括经历相似的行为阶段，成功的改变往往也

需要在特定的阶段进行特定的行为推动。成功戒毒可以

看作一种成功的改变，运用这一理论，针对处于不同改

变阶段的戒毒人员进行心理矫治，引导他们“在对的时

间做对的事”，推动他们对戒毒进行思考，为达到成功

戒毒的目标作出行动，能够增强和巩固戒毒矫治的效果。

已有研究依据这一理论，对物质滥用人群进行一系列心

理矫治，取得显著效果。

目前，戒毒所的心理矫治工作多以个体心理咨询、

课堂式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测量为主，团体心理辅导的

方式正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应用。已有研究证

明，团体心理辅导能够使戒毒人员在人际互动中调动戒

毒人员内部的积极力量，形成有力的支持系统。

许多戒毒人员在入所初期无法正确认识使用毒品

对自身的危害，甚至不认为毒品成瘾是需要付出努力进

行改变的行为，不具备进行戒毒矫治的动机，戒毒信心

较弱。此外，在面对困境时，许多毒品成瘾者无法找到

良好的适应方式，选择吸毒这一缓解痛苦的捷径，加剧

了对毒品的渴求。因此，寻找提升戒毒人员自尊、戒毒

信心水平的有效心理干预方式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依

据阶段性改变理论， 设计连续性的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探讨其对戒毒人员的自尊、戒毒信心的影响。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广州市未成年人强制隔离戒毒所随机选取无明

显影响团辅开展的精神障碍或躯体障碍的男性强戒人

员 56 人，平均年龄为（34.64±8.16）岁，受教育程度

为小学水平的人数占比为 28.6%，中学水平及以上的占

比为 71.4%；平均吸毒年限为（9.91±6.86）年，首次

强制隔离戒毒人数占比 48.2%，二次或以上强制隔离

戒毒人数占比 37.5%；使用海洛因的人数占比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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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冰毒、K 粉的人数占比 46.4%，混合使用的人数占

比 14.3%；未婚者占比 39.3%，已婚者占比 44.6%，离

异者占比 16.1%；有子女者占比 55.4%。再随机分配 28

人为实验干预组，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其余 28 人为对

照组，只进行所内常规矫治。

1.2 研究工具

1.2.1 自尊量表

自尊量表由 Rosenberg 编制，由 10 个条目组成，

采用 4 级评分，“非常同意”计 4 分，“同意”计 3 分，

“不同意”计 2 分，“非常不同意”计 1 分（有 5 个条

目反向计分），总分范围是 10~40 分，分值越高，表示

自尊程度越高。该量表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有良好的

信效度。

1.2.2 吸毒患者成功戒毒信心量表

采用何倩等人编制的吸毒患者成功戒毒信心量

表 [4]，由 18 个条目组成，采用 5 点计分，“一定能”

计 5 分，“很可能”计 4 分，“可能”计 3 分，“也许

能”计 2 分，“完全不可能”计 1 分（有 5 个条目反向

计分），分值越高，表示成功戒毒的信心越大。

1.3 研究过程

2018 年 9—11 月期间对实验组的 28 名强戒人员

进行每周 1 次，每次时长 90 分钟，连续 12 次的以阶段

性改变理论为依据的团体心理辅导，具体时间及操作内

容见表 1。

表 1 团体心理辅导实施内容

次数 阶段 主题 目的 主题活动

1 团队建设 建立团体关系，介绍团体规则

1. 热身游戏

2. 介绍团体目的、团体规则

3.分享学员们在所里遇到的困难，以及戒毒的信心

2

前思考向思考转变

改变的开始：

曾经我这样度过一天
引入改变阶段模式理论的概念

1. 介绍改变阶段的模式，

让学员思考自己所处的阶段

2. 阶段改变例句

3. 改变的一天 

4. 药物筛选量表

3 我的期待和你的关切
让学员了解自己对毒品的期待与想法，

回顾他人对自己使用毒品时的关切方式

1. 热身游戏

2. 我对使用毒品的期待

3. 表达关切

4

思考向准备转变

价值观、利与弊

帮助学员确认个人的价值观，

确认价值观如何与他们毒品成瘾的行为模式矛

盾，学习辨识行为的利与弊

1. 热身游戏

2. 热气球冥想

3. 毒品利弊辩论

5 关系和角色
帮助学员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关系会造成影响，

识别自身和他人关系的现状

1. 热身游戏

2. 我的关系环

3. 我的角色

6 信心与诱惑
帮学员辨识他们最容易被诱惑使用毒品的情况，

讨论避免或改变诱因情境的方法

1. 热身游戏

2. 情景定格

3. 分享

7

准备 +行动

坚定说“不”和自我奖励

练习拒绝技巧的使用，教学员练习放松技巧，帮

学员找出最近的成就感，指出自我奖赏在保持操

守中的重要性

1. 热身游戏

2. 角色扮演

3. 放松冥想

4. 天气报告

8 目标与新的生活
学习设定适当的目标，找出可以享受的无毒品的

新生活的日常活动

1. 热身游戏

2. 天气报告

3. 分享过去曾经成功设定与完成目标的经验

4. 找出不使用毒品时能选择的活动

9 沟通姿态与处理批评
学习更有效地沟通方式，学习适当地接受他人批

评与给予他人有建设性的批评

1. 热身游戏 +天气报告

2. 角色扮演

3. 回顾在批评和接受批评时与他人关系的变化，

结合沟通姿态，确认适当的回馈是怎样的。

10 问题解决与想法管理

参考一个问题解决的案例，从中学习如何解析一

个问题，辨识想法如何诱发个人使用毒品，学习

想法管理的技巧。

1. 热身游戏 +天气报告

2. 头脑风暴

3. 讨论不健康想法的例子

11

维持

渴望、冲动、再出发

引导学员以正向思考和行为取代渴望与冲动，

让学员认识到行为改变过程

中的反复与循环是正常的

1. 热身游戏 +天气报告

2. 介绍渴望与冲动的涵义

3. 冥想练习

12 继续行动
回顾能避免使用毒品的技术，选择对个人最有效

的技术，协助学员写一个行动计划

1. 热身游戏 +天气报告

2. 制定计划

3. 珍珠时刻

4. 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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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评估方法

在团体辅导开始前和团体辅导结束后 1 周内，对

所有参与研究的被试（对照组和实验组）进行自尊量

表和戒毒信心量表的测评。每一次团辅结束之后，都

会让每位团体成员填写反馈表。此外，还会与大队民

警及时跟进，了解参与团辅的强戒人员在所内的表现

情况。

1.5 统计分析

使用 SPSS 21.0 进行统计分析，检验实验组和对照

组在前后测上的得分差异。

2 研究结果

2.1 统计结果

2.1.1 自尊得分的组间与组内比较

对自尊得分进行组间与组内前后测的差异检验（表

2），结果发现，从组间看，在前测中，实验组与对照

组的自尊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05），说明在进

行团辅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自尊水平相当；在后

测中，实验组的自尊水平高于对照组（P ＜ 0.05），说

明在进行团辅干预后，实验组的自尊水平相较于对照组

有所提升。从组内看，对照组在团辅干预前后的自尊水

平并无显著性差异（P ＞ 0.05），而实验组在团辅干预

后的自尊水平与干预前有显著性差异（P ＜ 0.01），团

辅干预后的自尊水平高于干预前的水平。

2.1.2 戒毒信心得分的组间与组内比较

对戒毒信心得分进行组间与组内前后测的差异检

验（表 3），结果发现，从组间看，在前测中，实验组

与对照组的戒毒信心水平没有显著性差异（P ＞ 0.05），

说明在进行团辅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戒毒信心水

平相当；在后测中，实验组的戒毒信心水平高于对照组

（P ＜ 0.001），说明在进行团辅干预后，实验组的戒

毒信心水平相较于对照组有所提升。从组内看，对照组

在团辅干预前后的戒毒信心水平并无显著性差异（P ＞

0.05），而实验组在团辅干预后的戒毒信心水平与干预

前有显著性差异（P ＜ 0.05），团辅干预后的戒毒信心

水平高于干预前的水平。

2.2 团体成员自我评价

参加团辅的实验组成员中，有学员表示，参加团

辅之后更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优缺点，从而认识到自己

的价值；也有学员对学习有效沟通的技巧、解决问题的

策略、制定目标与计划印象深刻，通过这些知识和技巧

的学习，学员感受到自己对成功戒毒更加有信心。

2.3 大队民警评价

大队民警反映，参加团辅的学员相比没有参加团

辅的学员，在日常的表现中更加积极，对所内的管教和

安排更加配合，对出所后的生活也抱有更多希望。

2.4 心理咨询师评价

参加团辅的学员能够从最初不大认同戒毒必要性

的状态，逐渐过渡到开始思考吸毒对自身、家庭、社会

的影响，并学习和探讨面对困难时的解决方法，最终制

定自己的行动计划，认同团体形成的支持氛围。

3 讨论

戒毒人员的信心是影响戒毒人员复吸率及维系操

守的一项重要因素 [5]。对于戒毒人员，控制和减少复吸

的主要途径首先在于吸毒者在心理上要树立起坚强的戒

毒信心。此外，自尊低下也是戒毒人员常见的心理问题，

自尊与戒毒人员的复吸风险有显著负相关 [6]。因此，寻

找提升戒毒人员自尊、戒毒信心水平的有效心理干预方

式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依据阶段性改变理论设计连续性的团体心

理辅导活动，对戒毒人员进行心理干预，结果表明干预

前后，戒毒人员的自尊水平、成功戒毒信心水平都得到

提升，说明阶段性改变理论的团体辅导能够引导戒毒人

员对行为改变阶段有正确认知，针对不同改变阶段给予

不同的行为推动，通过团体内部的人际互动，调动积极

力量，帮助他们意识到毒品对自身及人际关系的危害，

激发他们的戒毒动机，提升戒毒信心，是有效的心理干

预方式。不过，由于强戒人员在戒毒所中的生活环境相

对封闭，出所后面对新生活时，阶段性改变理论团辅中

学习的知识是否能够继续发挥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跟

踪研究。

表 2 自尊得分的组间与组内比较（均值 ± 标准差）

自尊 对照组（n=28） 实验组（n=28） t P

前测 2.77±0.34 2.68±0.31 0.95 0.34

后测 2.88±0.35 3.20±0.51 -2.70 0.01*

t -1.12 -3.95

P 0.27 ＜ 0.01**

注： **P ＜ 0.01，***P ＜ 0.001

表 3 戒毒信心得分的组间与组内比较（均值 ± 标准差）

戒毒信心 对照组（n=28） 实验组（n=28） t P

前测 4.15±0.72 4.26±0.76 -0.54 0.59

后测 3.99±0.67 4.61±0.31 -4.41 ＜ 0.001***

t 1.01 -2.29

P 0.32 0.03*

注：*P ＜ 0.05，***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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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段性改变理论为依据的团体心理辅导能够提

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自尊、戒毒信心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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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脑梗死合并大脑中动脉狭窄的患者，阿托伐他汀

钙能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大剂量用药能明显降低

动脉硬化斑块中的炎症介质以及血清中的炎症介质，

延缓动脉硬化斑块的进展；阿托伐他汀钙还具有血管

内皮细胞功能改善作用，从整体上改善神经血管单元

功能，从而促进患者受损神经功能的修复；阿托伐他

汀钙还能降低血小板的活性，增强抗血小板聚集药物

的作用，减少血栓形成，改善脑动脉血流量，控制病

情进展 [7]。

综上所述，大剂量阿托伐他汀钙治疗脑梗死合并

大脑中动脉狭窄疗效确切，有助于促进患者大脑中动脉

狭窄现象的改善，促进神经功能修复，且大剂量用药安

全性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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