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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训练在男性合成毒品成瘾者中的治疗与应用

任怡臻1，周石雄2，周海波2，朱上2‘

(1．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心理中心，长沙市410011；

2．湖南省坪塘强制隔离戒毒所，长沙市410208)

【摘要】 目的：探讨拓展训练对男性戒毒人员身体素质和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方法：选取男性强

制隔离戒毒人员60人，随机分为训练组和对照组，每组30人，对训练组实施为期24周的拓展训练。对照

组不参加训练。训练前后分别对两个组进行身体素质测试和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测试。结果：训练组身体素

质和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均有明显提升，而对照组则无明显变化。结论：研究表明拓展训练能够提升戒毒人

员的身体健康和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提升拓展训练可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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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outward bound train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male synthetic drug add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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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Outward Bound training in the rehabilitation of male

synthetic drug addicts．Methods： 60 male synthetic drug addicts were selected in the compulsory

detoxi6cation cemer aRer their physical detoxification．30 people were randomly in仃aining铲oup，while the

others were as con仃ol group．The仃aining group panicipated in the 24-week Ou觚ard Bound training．The

contr01铲oup just receiVed routine management，care and education．Before and aRer training，FiVe meters

three—way tum back mrming，Standing broad jump，Vital capaci吼Reaction time，Press—up， Human body

composition analysis and Dmg refusal self e伍cacy were measured for觚。铲oups．Results：ARer仃aining，
me healthy fimess and dnlg re允sal self emcacy of the仃aining gmup haVe all improVed significantly while

the con仃01 group not．Conclusion：This Out、)l，ard Boulld training can e行ectively e11llance healthy 6恤ess and

dmg re如sal self e伍cacy of male s)，11thetic dmg addicts．

This indicat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Ou觚ard Bound training and it needed矗Jrther stll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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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滥用合成毒品的人数不断增加，给社会

稳定及公共卫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吸毒是生理、心理

和社会的综合性问题，需要多方面的治疗以预防复吸。

拓展训练是一种体验式的训练方式，关注的是自我和人

际关系，它通过有意将学习者直接置身于“挑战” “冒

险”与“新的成长经验”之环境中，使得个人与团体发

生改变⋯。拓展训练能够提高个体的自尊、自信，促进

形成正确评价自我的能力，改善思维方法和行为模式【2】。

本研究尝试在强制隔离戒毒机构中，以拓展训练的方式

对男性合成毒品成瘾者进行干预，初步探讨其疗效和可

行性，从而对合成毒品成瘾者身心康复的方法进行有益

的探索。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60名对象均来自于2017年1月至2017年3月湖

南省坪塘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戒毒人员。符合IcD一10中

关于使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患者，并

有明确的病史资料或检查结果推断所使用的精神活性物

质是苯丙胺类兴奋剂(摇头丸、冰毒和麻古)或氯胺酮(

K粉)。无严重躯体疾病和身体残疾、无既往精神病病史，

脱毒治疗均1个月以上。所有对象均获得书面的知情同

意书。采用随机数法随机将该群体分为训练组和对照组，

每组各30人。训练组参加拓展训练，对照组只接受日

常教育和管理。因特殊情况，训练组脱失9人，对照组

脱失1人，最终完成研究全过程的研究对象为50人，

其中训练组21人，对照组为29人。两组年龄、吸毒时

长、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强制戒毒次数均无显

著性差异(P>O．05)。

1一方法

1-2．1工具与测评

①身体素质测试：包括五米三向回跑(秒，时间

越短，成绩越佳)、立定跳远(米)、肺活量(毫升)、

反应时(秒)、俯卧撑(次)和人体成分分析综合评

定。使用清华同方生产的BcD—lB机器测评人体成分，

分数越高越健康。②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测试，采用由

Gerdien等编制，耿柳娜等口1于2008年修订的毒品拒绝

自我效能感问卷。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口为0．921，重

测时间间隔为3～4周，重测信度系数0．70。三个因子的

d系数分别是环境因素为0．842，负面情绪为O．906，

正面情绪为0．823。分数越低，表明毒品拒绝自我效能

感越高。

1．2．2拓展训练的实施

由坪塘强制隔离戒毒所专业的拓展训练师指导训

练组戒毒人员进行拓展训练，每周训练1～2次，每次2

小时，包括l小时体能拓展训练和1小时心理拓展训练，

持续24周，为6个月。体能拓展训练包括有氧训练、

力量训练和团队协作项目。心理拓展训练除了团队协作

项目之外，根据戒毒人员身心特点设计了一系列针对戒

毒的干预项目，包括了解自我、建立人际关系、拒毒防

毒、远离毒品等。

1_2．3统计方法

应用SPss20．0软件包进行数据的录入和统计学分

表1 训练组与对照组人口统计学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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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主要进行描述性统计、f检验、爿2检验。

2结果

2．1 训练组与对照组身体素质变化情况

表l显示，训练前两组成绩在五米三向回跑、立

定跳远、肺活量、俯卧撑和人体成分综合评分上的成绩

均无明显差异。训练组反应时显著低于对照组。表2显

示，训练组在五米三向回跑、立定跳远、肺活量、反应时、

俯卧撑和人体成分综合评分上的成绩都有显著提升。对

照组在五米三向回跑上的成绩明显下降，在立定跳远、

肺活量、反应时、俯卧撑、人体成分综合评分上成绩无

明显变化。但从分数来看，对照组的成绩整体呈现下降

趋势。

对拓展训练前后两组成绩变化(训练后成绩一训

练前成绩)进行独立样本f检验显示，训练组在五米三

向回跑、立定跳远、肺活量、俯卧撑四项成绩上呈上升

趋势，而对照组在这四项成绩上呈下降趋势，并且，两

组在成绩的变化上具有显著差异。尽管训练组在反应时

和人体成分综合评分上均有所提升，但训练组的成绩提

升显著超过对照组。

2．2训练组与对照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变化情况

由表3可知，训练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量表分

数显著下降，表明训练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显著提升。

而对照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则无明显变化。并且，训

练前测时，训练组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对照

组，而后测时，两组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则无显著差

异，说明拓展训练对训练组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有显

著提升。

3讨论

“拓展训练”一词是国内对于体验式教育(

adventure education)的本土化的认知。最初是由德国哈

恩博士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立的一种心理训

练方法。拓展训练关注的重心在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

表2拓展训练前两组身体素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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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个体突破极限，释放潜能，了解自我以及与他人的

关系。拓展训练使让学习者面对那些看起来困难重重、

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压力性情境下克服原

先的自我预设，突破惯性的思维模式，达成既定目标。

拓展训练过程注重“冒险”的活动理念，通常借用“户

外的游戏”或是“人为的冒险情境”等的活动形式。在

我国，拓展训练目前主要应用于企业员工的职业拓展训

练和学校学生的能力培养与潜能开发。大量研究显示，

拓展训练能够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州、人际接纳口1和

社会适应能力【6】。就笔者所知，本研究是国内第一次将

拓展训练应用于戒毒领域。训练组的身体素质有显著提

升，对照组则无明显变化，其中对照组的五米三向回跑

成绩显著下降。对两组在拓展训练前后成绩差异比较发

现，尽管对照组在反应时和人体成分综合评分成绩上呈

上升趋势，但其提升幅度显著小于训练组。训练前，训

练组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显著低于对照组，而训练后，

两组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则无显著差异。组内对比显

示，经过训练后，训练组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显著提

升，对照组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无明显变化。尽管由

于训练前两组存在显著差异，我们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

由于训练组的基线水平较低，随着时间发展，其毒品拒

绝自我效能感可能会自然而然有所提升，拓展训练可能

在其中起着促进作用。但考虑到拓展训练对训练组身体

素质的提升，仍有极大可能是长期的拓展训练提高了训

练组的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拉近了两组的差距。毒品

拒绝自我效能感是戒毒人员复吸率的有效预测因素。毒

品拒绝自我效能感越高，越能够在高危情境中控制自

己，从而减少复吸行为。以后的研究可采用更为严格的

实验设计来验证拓展训练对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作用。

在拓展训练过程中，戒毒人员必须真诚地分享与

沟通，富有高度的合作精神，产生一致的行动力、归属

感以及团体向心力，与同伴共同突破层层障碍才能完成

目标。良性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能够有效帮助戒毒人

一3】8一

员减少复吸。在拓展训练中，戒毒人员在冒险情境中不

断挑战自我，提高面对危机的心理素质，学会承担更多

压力与责任，所有这些都能够帮助戒毒人员以一种更积

极、更稳重的态度面对吸毒问题，提高毒品拒绝自我效

能感。

本次拓展训练包含大量的体育活动，而体育锻炼

能够帮助减少吸毒行为。体育锻炼能够促进大脑多巴胺

的分泌，提升愉悦感，戒毒人员能够通过体育锻炼，转

移对毒品渴求的注意力。在升起强烈的吸毒渴求时，通

过体育锻炼释放压力，降低毒品渴求，进而减少随之而

来的吸毒行为。因此，戒毒人员毒品拒绝自我效能感的

提升还可能跟适当的体育活动和戒毒人员身体素质的改

善有关。

本次研究中，体能拓展训练与心理拓展训练交织

在一起，不可分割。部分拓展训练项目简单易行，效率

高且较为经济，因此本研究的发现有着重要的意义。未

来的研究可以根据戒毒人员的切实需求对拓展训练项目

进行更细致的改进，并对戒毒人员进行跟踪调查，探讨

拓展训练在防止复吸上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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