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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求助者梁某在一家公司任厂长助理,三个多月前从小主要照顾她长大的外婆去世,梁某未能
回到外婆身边见她最后一面,出现工作时经常无精打采,思考问题没有以前清晰、工作效率有所降低。
同时梁某晚上睡觉时容易想起外婆,感到悲伤、内疚和孤独,睡眠不良,日常在电视里或听人说到老人
去世会感到自责不安,生活兴趣减退,心理测验的结果显示为轻度抑郁,其心理问题符合严重心理问题
的诊断标准。
[关键词] 严重心理问题；系统脱敏疗法；诊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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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诉和个人陈述
1.1主述
三个月来因外婆去世而情绪低落,
工作效率下降。

2 观察和他人反映

生了负面的评价；求助者存在不合理的

咨询师观察到求助者体型偏瘦,衣

认知；性格偏内向,自我要求高；人际关

着整齐,举止得体。说话声音较小,略显

系能力受到影响,缺乏有效解决方式。

拘谨,情绪低落。言语流利, 表达较清

社会因素：出生于农村家庭,当地

1.2个人陈述

晰。意识清楚,无幻觉、妄想,无智能障

有重男轻女思想；父母出于工作、经

我(梁某)出生在陕西神木农村,家

碍,自知力完整。有明确的求助要求。在

济原因未能自幼给予充分关爱；成长

里有姐姐,两个弟弟和妹妹。父母关系还

谈到外婆和老人去世时哽咽、眼眶泛泪,

过程中家庭环境变迁、不稳定,同时和

可以,工作忙顾不上照顾我们,经济也有

悲伤、内疚的情绪明显。

亲生的弟弟姐妹形成了对比；在陕西

点紧张,我三岁多被母亲送到外婆家住

3 评估与诊断

西安工作,远离在老家生活的外婆,未

到小学三年级,都是外婆照顾。可是,外

3.1评估

能及时了解外婆的病情发展、照顾老

婆年前得病去世了……她离开时我都没

3.1.1求助者主要症状表现。生理方

人、当面告别；缺乏社会支持系统的

能回去陪在她身边,特别的内疚……四

面：睡眠不良,偶有食欲不振,感到疲倦

帮助,未得到父母家人、男友、领导和

年级回父母家住了一年,然后被送到姨

无力。

同事的关注和理解。

家成为姨家的女儿,住到上大学。毕业后

行为方面：工作、生活、人际交往

我在西安找到工作。外婆去世后,我工作

动力不足。出现了一次工作中当着他人

开始提不起兴趣,情绪低落,工作上的事

公开言语对抗领导的不理性行为。

3.2初步诊断
综合分析求助者问题持续的时间、
强度和典型心理与行为异常表现的性质

不像以前那么爱思考了。有一次感觉领

情绪方面：有情绪低落、悲伤、内

和严重程度,该求助者是正常心理范畴

导与我讨论工作像是责备我做得不好,

疚等痛苦情绪体验。不良情绪已经出现

内的心理不健康,可诊断为严重心理问

我当着同事说他说的不对,那会感觉挺

泛化,遇到与最初刺激相类似或相关联

题,属于可以进行心理咨询的范畴。

难过的。最近,领导批评我工作效率低。

的刺激时出现此类情绪反应。

3.3诊断依据

我想调整好情绪,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状

思维方面：有“爱我的人不在了只

3.3.1根据病与非病的三原则,该求

态。晚上我常会想外婆就会悲伤,感觉外

剩下我一个人很孤单”、“我做得不好”

助者知情意协调一致,对自己的心理问

婆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很孤单……她

的想法,其他方面思维正常。

题有自知力,且主客观世界统一。陈述正

对我那么好,去世时我也没能去看她陪

3.1.2求助者心理问题的生理、心

常,表达思路较清楚,无逻辑思维混乱,

着她……看到电视里或者有人说老人去

理、社会因素分析。生理因素：未见明

无感知觉异常,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症

世时会感到自责不安。最近我睡眠不好,

显的躯体疾病和器质原因。

状,个性相对稳定,因此属于心理正常范

上班觉得疲倦没力气。我曾参加过沙龙

心理因素：因感情上最依赖的外婆

体验过催眠,感觉还可以,请帮我调节情

去世以及未能在去世前照顾外婆并和她

3.3.2该求助者是由于因外婆去世

绪,让我能正常工作。

告别导致不适应和心理失衡,对自己产

以及未能在去世前照顾老人并当面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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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现悲伤、内疚情绪从而引发的工作

的症状,但经医生检查均合格,无器质性

6.1咨询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效率下降和情绪低落反应。心理冲突是

病变。

第一阶段：诊断阶段。

常形的。
3.3.3从产生痛苦不良情绪开始,痛

4 制定咨询目标

第二阶段：咨询阶段。

根据以上的评估与诊断,参照有效

第三阶段：巩固阶段。

咨询目标应该具备的具体、可行、积极、

7 咨询效果评估

3.3.4该求助者短暂地失去理性控

双方可以接受、属于心理学性质、可以

7.1求助者自我评估、社会功能恢复

制,出现了公开场合言语对抗领导的不

评估和多层次统一等七要素,同求助者

理性行为。对生活、工作和社会交往有

协商,确定如下咨询目标：

苦情绪持续3个多月的时间。

一定程度的影响。
3.3.5该求助者的不良情绪已经出
现泛化,遇到与最初刺激相类似或相关
联的刺激时出现此类情绪反应。
3.3.6心理测量结果支持本诊断。
3.4鉴别诊断
3.4.1与精神病相鉴别：根据判断精

的情况
五次心理咨询后,内疚情绪消失了,

4.1具体目标与近期目标：

想到外婆仍会有些悲伤但跟以前不一样,

4.1.1缓解求助者的内疚、悲伤等不

感觉是正常可以接受的,想到外婆的爱

良情绪。
4.1.2转化其不合理的信念为积极
正向的信念,促使增加积极情绪因素。
4.1.3提高睡眠质量,从而令身心更
和谐,达到工作时体力充沛。

会一直陪伴着自己,感觉还是很温暖。工
作时的情绪都比较好,可以专注思考事
情,工作效率自然就高了,对领导能更多
地倾听因此沟通顺畅了许多。睡眠基本
恢复正常,体力和胃口都挺好。再看到老

4.1.4通过心理问题的解决,改善工

人去世的画面内心比较平和。最近给母

世界反映不协调,常常伴有幻觉、妄想、

作和生活中的情绪状态,达到工作时能够

亲打过一次电话,能感觉到母亲对我的

逻辑思维混乱及行为异常；知情意不统

专注思考、工作效率提高,改善人际关系。

关心,很开心。

神病的三原则,精神病的特点是主客观

一,没有自知力；个性发生根本改变等。

4.2最终目标与长期目标

7.2心理测验评估

完善求助者的人格,提高其生活适

抑郁自评量表(SDS)测验结果：总粗

有自知力,主动求助；无幻觉、妄想等精

应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促进求助者的

分40分,标准分50分,未超过SDS标准分

神病症状；个性相对稳定,因此可以排除

心理健康发展。

分界值53分。

该求助者主客观世界、知情意协调一致；

精神病诊断。

5 咨询方案的制定

测验表明：该求助者的不良情绪得

5.1咨询的方法与原理

到了显著改善,由此表明心理咨询有效,

冲突是变形的。求助者心理问题由现实

根据求助者心理问题的特点,咨询

达到预期效果。

问题引发,与现实处境直接相联系,涉及

师与求助者协商后决定主要采用系统脱

7.3咨询师评估

大家公认的重要生活事件,并且具有明

敏法对其进行帮助。系统脱敏疗法

求助者的情绪基本恢复正常,不合

显的道德界限,心理冲突属于常型。因此

(systematic desensitization therapy)

理信念得到转化,工作效率提高,已正常

可以排除神经症诊断。

3.4.2与神经症相鉴别：神经症心理

源于对动物的实验性神经症的研究,由精

地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自信有所提升,

3.4.3与一般心理问题相鉴别：诊断

神病学家沃尔普(J.Wolpe)在20世纪40年

内疚不安情绪的反应对象泛化的现象消

为一般心理问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由

代末期创建。系统脱敏疗法的基本思想

除,能够主动给母亲打电话,社会支持系

于现实因素而产生内心冲突；不良情绪

是：让一个原可引起微弱焦虑的刺激,在

统的力量也在加强。咨询基本达到了预

不间断的持续一个月或间断地持续两个

求助者面前重复暴露,同时求助者以全身

期的目标。

月仍不能自行化解；不良情绪反应仍在

放松予以对抗,从而使这一刺激逐渐失去

相当程度的理智控制下,始终能保持不

了引起焦虑的作用。工作程序如下：

失常态,基本维持正常社会功能,但效率

第一步,教求助者掌握放松技巧；

有所下降；不良情绪的激发因素仅仅局

第 二 步 ,把 引 起 焦 虑 的 情 境 划 分

限于最初事件。该求助者不良情绪持续
两个多月、短暂地失去理性控制,出现了
公开言语对抗领导的不理性行为、不良
情绪已经出现泛化现象,因此可以排除
一般心理问题诊断。
3.4.4与器质性病变相鉴别：该求助
者身体尚健康,偶有胃口不好、睡眠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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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第三步,让求助者想象引起焦虑的
情境,同时做放松练习；
最后,经过在实景中的重复练习,
使求助者逐渐从过去引起焦虑的情境
中脱敏。

6 咨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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