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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Naikan cognitive therapy on self-esteem and drug craving of female 

compulsory drug abstainers. Methods: A total of 60 objects were screened in the compulsory rehabilitation center in Tianjin.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n=30) and control group (n=30). The study group received Naikan cognitive therapy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education in the compulsory rehabilitation center.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 and Self-Esteem Scale(SES) were evaluated in both groups. Results : ①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 of VA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the score of S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②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score of VA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P<0.05) and the score of S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before(P<0.05) in the study group.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changes in the scores of VAS and SES were not significant after the intervention(P>0.05). Conclusion: 

Naikan cognitive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self-esteem and decrease the level of drug craving of female compulsory drug 

·研      究·

【摘要】  目的：探究内观认知疗法干预女性强制戒毒人员自尊和毒品渴求的效果。方法：从天津市女

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筛选 60 名被试，随机分为研究组（n=30）和对照组（n=30）, 研究组接受内观认知疗

法干预，对照组接受戒毒所常规教育，应用毒品渴求程度测量尺（视觉模拟尺 VAS）和自尊量表（SES）

分别于干预前及干预后进行测评。结果：①干预后，研究组 VAS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

SES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②研究组干预后的 VAS 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P<0.05），SES 评分

显著高于干预前（P<0.05）；对照组干预后的 VAS、SES 得分和干预前相比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

内观认知疗法可有效提高女性强制戒毒人员的自尊，降低其毒品渴求，值得在戒毒领域推广应用。

【关键词】  内观认知疗法；成瘾；毒品渴求；自尊；女性；强制戒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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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成瘾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失调现象 [1]，

不仅可以严重损害吸毒者的身心健康，而且可以导致艾

滋病等传染性疾病蔓延等公共卫生问题，家庭问题和社

会治安问题等 [2]。自尊是个体对自我的情感体验和自我

评价 [3]。以往研究指出，物质成瘾者戒毒失败以及居高

不下的复吸率，主要是由于低自尊导致了吸毒者会釆用

毒品等相应的替代刺激来弥补自尊的缺乏 [4]。众多研究

表明，物质成瘾者的自尊水平比正常人群明显偏低 [5-6]，

并且脱毒后复吸个体的自尊显著低于未复吸个体 [7]。江

熔霞的研究表明强制戒毒者的自尊与毒品渴求存在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 [8]，即自尊越低，毒品渴求程度相应越高。

毒品渴求是指一种意识层面的主观体验，体验到想要去

使用毒品的渴望 [9]。以往研究表明 , 毒品渴求也是导致

吸毒者戒毒后复吸的一项重要因素 [10-11]。因此，自尊和

毒品渴求都是影响戒毒者脱毒后复吸的重要因素。

内观认知疗法（Naikan cognitive therapy，NCT）是

1995 年由李振涛提出，2007 年由毛富强完善，整合源

于东方文化的内观疗法与源于西方文化的贝克认知疗

法，按照内观三主题回忆成长历程过的生活事件，多角

度观察和感受重要的人际关系，重温满足、感动和愧疚

等情感体验，动摇和改变执着的自我中心主义意识，对

非理性认知进行觉察和矫正，使主观与客观趋于和谐的

一种心理疗法 [12]。以往研究表明 NCT 治疗手机成瘾 [13]、

网络成瘾 [14] 和酒依赖 [15] 有良好效果。因此本研究尝试

运用内观认知疗法干预女性强制戒毒人员，以期提高其

自尊水平，降低其毒品渴求，为吸毒人员成功戒除毒品

和预防复吸提供实践方法和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从天津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筛选 60 名女性强制

戒毒人员作为干预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 DSM-5 中

的物质相关及成瘾障碍诊断标准 [16]；②年龄 18~50 岁；

③距离解除隔离还有 1~6 个月；④社会支持系统良好。

排除标准：①有严重躯体疾病、明确脑损伤史；②符合

双向障碍、精神病性障碍诊断标准③有严重自杀倾向。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n=30）和对照组

（n=30）。

本研究通过了天津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

abstainers. NCT is worthy of being popularized in drug rehabilitation areas.

[Key words] Naikan cognitive therapy ; addiction; drug craving ; self –esteem; female ; compulsory drug abstainers

查批准，所有被试均采取自愿原则，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问卷

研究者使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调查研究对象的年

龄、居住地、婚姻状态、学历和吸毒年限等相关情况。

1.2.2 渴 求 程 度 测 量 尺（visual analogue scale/

score,VAS）

该评估方法由 Grusser、Heinz 和 Flor 提出，运用 0

到 100mm 长线段，从“完全不想 ”到“极度想”表示

毒品渴求程度。被试根据自身实际的毒品渴求程度在线

段上标记，标记处距离线段左侧端点的长度 (mm) 即为

毒品渴求程度的分数。在近年对成瘾者渴求的研究中，

被广泛采用，有较高可靠性 [17-18]。

1.2.3 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

由 Rosenberg 编制，该量表有 10 个条目（５个为

反向计分条目），采用４级评分（１“非常不符合”～４

“非常符合”），总分越高，表示自尊程度越高。该量

表应用非常广泛，信效度良好 [19]。

1.3 研究方法

干预前、后均采用渴求程度测量尺（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 VAS）和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

对两组被试进行测评。研究组接受内观认知疗法（NCT）

干预，对照组接受戒毒所内常规教育。内观认知疗法

（NCT）干预方法：①干预时间：考虑到戒毒所的工作

休息制度，NCT 干预时间调整为 10 天，每天时间安排：

上午 9：00- 下午 3:00，在该时间段除午餐，如厕外，

禁止做与干预无关的事情；②干预地点：戒毒所提供房

间用于 NCT 干预实施，每个房间有两套屏风，桌椅，

纸笔，台灯，茶杯，可供两名被试使用，被试被屏风遮

蔽隔开，坐在屏风后的椅子上，按照要求完成内观和认

知任务；③内观任务：被试确定内观对象，对确定的内

观对象分时间段依次进行三主题的内观。内观对象包括：

亲近者 6 人（最亲近的人，次亲近的人……第六亲近人）

和讨厌者 2 人（次讨厌者，最讨厌者）。内观三主题包

括“对方为我做过什么”，“我为对方做过什么”，和

“我给对方添的麻烦”；④认知任务：内观者在内观体

验的基础上识别自己出现负性情绪时的自动性思维，然

后进行真实性检验，进而识别和矫正非理性认知；⑤面

接：内观治疗师每 1.5 小时与被试进行 1 次面谈，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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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 分钟，了解其内观情况，对其进行鼓励，必要时可

以进行一些解释和引导，并和她们一起确定接下来的任

务。

1.3 统计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据

用平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计量数据的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干预前后计量数据的比

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 表示，比较

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被试社会人口学资料比较

研究组与对照组在年龄、居住地、婚姻状态、

学历和吸毒年限方面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2 两组被试干预前后毒品渴求 VAS 评分比较

两组被试干预前 VAS 得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

在干预后研究组的 VAS 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有统计

学差异（P<0.05）；研究组在干预后的 VAS 得分显著

低于干预前（P<0.05）；对照组在干预后的 VAS 得分

和干预前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2。

2.3 两组被试干预前后 SES 评分比较

两组被试干预前 SES 得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

在干预后研究组的 SES 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有统计

学差异（P<0.05）；研究组在干预后的 SES 得分显著高

于干预前（P<0.05）；对照组在干预后的 SES 得分和干

预前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3。

2.4 自尊水平与毒品渴求水平的相关性检验

由于研究组的自尊和毒品渴求在干预前后均出现

差异，为检验两者差异是否相关，将自尊和毒品渴求前

后测得分的差值进行 Pearson 相关检验，结果显示两者

相关显著，r=-0.417,P=0.022, 说明在干预的影响下，毒

品渴求的改变与自尊的改变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

3 讨论

在戒毒实践中，如何预防毒品成瘾者戒毒后的复吸

是戒毒工作者所面临的一项重要的课题。本研究通过干

预前后两次测评分析得出，内观认知疗法（NCT）相比

于戒毒所常规教育，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女性强制戒毒者

的自尊和降低其毒品渴求水平，而这两者均与毒品成瘾

者戒毒后的复吸密切相关 [7,10-11]。

以往有研究表明 NCT 可有效提高大学生的自尊水

平 [20]。本研究发现 NCT 可有效提高女性强制戒毒者的

自尊。NCT 提高女性强制戒毒者自尊的原因可能有：

①内观第一主题是“对方为我做的”，内观者通过反复

内观第一主题，会有一种深深地被爱的幸福感，觉察到

很多亲人朋友都很重视她，关心她，这种正性情感有助

于提升其自尊；②通过内观体验和非理性认知的觉察和

矫正，个体改变自我中心性的认知模式（我执），对于

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以及自我评价都更加客观，更加积极

正向，提升个体的自尊水平。

本研究也发现 NCT 可有效降低女性强制戒毒人员

的毒品渴求水平。通过内观第三主题“我给对方添的麻

烦”，个体觉察到自己在过去有意和无意之中已经给别

人添了很多麻烦。当这个主题联系到内观第一主题“对

方为我做的”时，个体会产生健康人应有的羞耻感和自

罪感，决心戒除毒品，所以降低其毒品渴求。同时，个

体在内观时发现自己做了好事亲人会高兴，做了错事亲

人会感到失望和痛心，这就是所谓的“连带感”[12]。正

是因为有了“连带感”的感受，个体认识到自己吸毒让

亲人朋友很失望，很痛苦，因此更加坚定了其戒除毒品

的决心，降低了毒品渴求。另外，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

的自尊水平前后测差异与毒品渴求水平前后测差异显著

负相关，说明女性强制戒毒人员的自尊的提升也会降低

其毒品渴求，这与前人研究发现（自尊的提升可以抑制

表 3 两组被试干预前后 SES 评分比较（ x̀±s）
项目 研究组（n=30） 对照组（n=30） t P

干预前 27.33±2.84 27.00±3.90 0.379 0.706

干预后 29.63±3.53 27.70±3.44 2.150 0.036

t -3.425 -0.756

P 0.002 0.456

表 1 两组被试社会人口学资料比较 [n(%), x̀±s]

项目 研究组
(n=30)

对照组
(n=30) t/c2 P

年龄 /岁 33.07±7.13 32.53±8.08 0.271 0.787

居住地    城市 18(60.0%) 20(66.7%) 0.287 0.592

          农村 12(40.0%) 10(33.3%)

婚姻状态  已婚 5(16.7%) 7(23.3%) 0.417 0.519

          未婚 /离异 /丧偶 25(83.3%) 23(76.7%)

学历      初中及以下 22(73.3%) 19(63.3%) 0.693 0.405

          高中及以上 8(26.7%) 11(36.7%)

吸毒年限  5 年以下 8(26.7%) 12(40.0%) 1.200 0.273

          5 年及以上 22(73.3%) 18(60.0%)

表 2 两组被试干预前后 VAS 评分比较（ x̀±s）
项目 研究组（n=30） 对照组（n=30） t P

干预前 28.37±14.76 28.23±12.63 0.038 0.970

干预后 11.98±14.88 26.30±11.93 -4.112 <0.001

t 6.715 0.600

P <0.001 0.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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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者的心理渴求 [8]）是类似的。

内观认知疗法整合了内观疗法和认知疗法，两者相

辅相成，以内观疗法动摇内观者的我执，以认知疗法矫

正内观者的非理性认知 [12]。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

有着悠久的“内观”传统，佛道儒三家均有“内观”思

想的阐述，因此内观认知疗法思想易于为国人所认同 [21]；

另一方面，内观认知疗法相较于其他疗法来说，可操作

性强，简单易学。所以，内观认知疗法值得推广应用，

未来将在戒毒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4 研究不足

首先，本研究仅纳入了女性被试，未把男性被试列

入其中，可能造成数据的偏颇；其次本研究采用视觉模拟

尺法测量被试的毒品渴求，只有一个条目，测量工具较少。

对于上述不足，在日后的研究中会进一步地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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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敲一次黑板啦，凡是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的物质均可以作为毒品，切不

可非法使用，否则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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