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

第2章

抑郁症的症候学

目前的系统性研究
正如第 1 章中所说，从古代开始有关抑郁症的描述就有连贯性。然而，尽
管作家对抑郁症的诸多特征意见一致，但其他许多方面并未达成一致看法。我
们普遍认为抑郁症的核心症状和体征是情绪低落、悲观主义、自我批评、迟缓、
焦虑。抑郁症原有的其他并发症状和体征有自发性症状、便秘、注意力集中困
难、思维迟缓、焦虑。1953 年，坎贝尔（Campbell）1 列举了 29 种自发性紊乱
症状，在躁狂型抑郁中最常见的是热潮红、心动过速、呼吸困难、虚弱、头疼、
寒冷、四肢麻木、偏头痛、眩晕。
很少有系统性的研究用以描述抑郁症的特有症状和体征。Cassidy 2 等人将 100
名被确诊为躁狂型抑郁的患者作为控制组与 50 名被确诊为医疗疾病的患者进行症
状学对比，通过让他们完成一张有 199 道题目的问卷来判定其特有症状出现的频率。
在精神病组中，出现这些症状被认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们是厌食、睡眠紊乱、
情绪低落、有自杀念头、哭泣、易激惹、害怕丧失理智、注意力集中困难、妄想。
很有趣的是，Cassidy 和他的团队发现在躁狂型抑郁组中只有 25% 的人认
为自己会转好，而医疗疾病组中有 61% 的人认为自己会转好。这体现了躁狂型
抑郁症患者特有的悲观主义想法：与医疗组中不可救治的病人相比，他们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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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被期望从疾病之中完全康复过来。有时，躁狂型抑郁的有些症状，如便秘，
在两组患者中出现的比例是相似的。
坎贝尔报道了躁狂型抑郁症患者高频率出现医学症状的原因在于自主神经
性紊乱。然而，Cassidy 的研究发现，至少两组患者出现的大部分医疗症状是一
样的。而且，在一个健康人群组成的控制组中，也会出现很多这些症状。例如，
在躁狂型抑郁组中有头痛症状的占 49%，医疗疾病控制组中占 36%，健康人群
控制组中占 25%。当把躁狂型抑郁、神经性焦虑、癔症患者的症状进行比较时，
发现至少后两组患者自发性症状出现的频率与躁狂型抑郁组是一样的。例如，
在躁狂型抑郁组中有心悸的占 56%，在神经性焦虑组中占 94%，在癔症组中占
76%。所以，很明显自发性症状不是躁狂型抑郁障碍患者所特有的。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的时候，有人组织了两个抑郁障碍症状学的系统性
调查以描述其典型的临床情况，同时提出了抑郁症的典型亚型。3，4 但是由于
这个案例中的主要人员为抑郁症患者，没有非抑郁症的精神病患者作为对照组，
因此不可能得出哪些症状群是抑郁症所特有的或者哪些是与其不同的亚型，以
及哪些症状在其他精神病患者或者健康人身上也会出现。
接下来在第 1 版资料基础上进行了整体修改后的再版，有较少部分的语言
更新。在书的最后一个章节，作者根据他们所理解的 21 世纪的时代和文化对抑
郁症症状的多样性作了一个简明的阐述。
在对主诉进行回顾后，从 4 个方面描述了抑郁症的症状：情感的、认知的、
躯体性的和植物性的。紧接着的一个章节描述的是妄想和幻觉。这样的分配看
起来也许会有些随意，但毫无疑问的是那些单独描述的症状仅仅是同一现象的
不同层面。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叠交叉，但我认为目前尽可能广泛地提出
症候学是合理的。症状分类之后的一部分是关于行为观察的，这部分是通过直
接观察患者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得出来的。

主诉
虽然有时它会提示是一种躯体性疾病，但抑郁症患者的主诉通常直接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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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诊断标准。然而，有效的提问通常能够断定抑郁的基本症状是否存在。
主诉形式多种多样：①不愉快的情绪状态，②生活态度的改变，③特定的
抑郁性躯体症状，④非典型抑郁性的躯体症状。
最常见的主诉 5 有“我感到很悲惨”
“我感到无助”
“我感到绝望”
“我担心一
切事情”。虽然我们通常认为抑郁症是一种情感障碍，但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所
有的抑郁症患者都会有主观情绪的改变。在其他许多疾病障碍中，某些重要临
床症状的缺失并不能排除不是该种疾病障碍。
例如，在我们的系列研究中，中度抑郁症患者中只有 56% 的人承认感到悲
伤或不幸。有时，主诉主要表现在行为、反应、生活态度的改变上。例如，一
个病人会说，“我再也没有任何目标了”“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在乎了”“我看
不到生活的动力了”。有时候，主诉就是感到生命毫无价值。
通常，抑郁症患者的特征是其主诉围绕躯体性症状展开，病人会抱怨感到
疲劳、乏力、纳差。有时病人会抱怨自己外表或者身体机能的改变，认为自己
开始变老或者变丑。另外一些人会诉说一些明显的症状如“我肠梗阻了”。
抑郁症患者频繁地去医疗诊所或者咨询内科医生或家庭医生，提出的一些
症状提示其患有躯体性疾病 6。然而，体格检查没有发现任何身体异常，在其他
病例中也会发现患者会有一些微小的身体异常，但其程度轻微，不足以解释病
人的不舒服。在进一步的检查中，病人也许会承认有情绪上的改变，但我们一
般仍倾向于将其归为躯体症状。
病人的主诉通常为严重的局部或全身疼痛。Bradley7 报道的 35 例抑郁症患
者中，主要的主诉为严重的局部疼痛。在每一个病例中，患者说抑郁的感觉或
是自发性的，或是在访谈中被引发出来的。在有些病例中，疼痛则完全与抑郁
有关，抑郁症状越突出，痛苦也就越明显。Kennedy8 和 Von Hagen9 报道说电疗
对与抑郁症有关的疼痛有效。
Cassidy2 等人分析了躁狂型抑郁症患者的主诉，将其分为以下几类，包括：
①精神性的，②局部医疗性的，③全身医疗性的，④医疗性与精神性混合型，
⑤医疗性的、全身的、局部的，⑥没有明确信息。每一类型的一些典型主诉如
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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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100 名躁狂型抑郁症患者的主诉和 50 名医疗性疾病患者的主诉
主诉类型

躁狂型抑郁症患者组

（%）

医疗性病控制组

精神性的

58

0

局部医疗性的

18

86

全身医疗性的

11

6

医疗性与精神性混合型

2

6

医疗性的、全身的、局部的

2

0

没有明确信息

9

2

资料来源：改编于 Cassidy 等人的研究，1957 年。

①精神性的（58%）：“郁闷的”
“我没有任何可期待的事情”
“害怕孤独”
“缺
乏兴趣”
“不能记起任何事情”
“感到沮丧、受伤害”
“脾气暴躁、无端愤怒”
“我
是如此愚蠢”
“我十分混乱”
“有时很不开心”
“宅在家里”。
②局部医疗性的（18%）：“头重感”
“喉头阻塞感”
“头痛”
“尿频”
“炸裂性头
痛”
“反胃”。
③全身医疗性的（11%）：“累”
“我精疲力竭”
“我疲乏到极点”
“易疲倦”
“多
梦”
“我无法工作，感到虚弱”
“我（感觉自己）像树叶一样飘摇”。
④医疗性与精神性混合型（2%）：“我畏惧死亡，呼吸困难”“脖子僵硬、
哭泣”。
⑤医疗性的、全身的、局部的（2%）：
“呼吸困难、全身疼痛”
“我没有力气，
我的手臂很虚弱”
“我无法工作”。
⑥没有明确信息（9%）。
作者把躁狂型抑郁症患者和控制组的医疗性疾病患者所讲述的不同症状及
其各占的比例制成了表格。值得注意的是，两组患者中均有 33% 的人说，他们
的医疗症状不是局部的就是全身性的。

症状
通过几个步骤，我们确定了哪些症状可以包括在这里。首先，我们研究
了一些有关抑郁症的精神病学教科书和论著，来确定哪些一致结论可以归纳为
抑郁症的症状。其次，通过对接受心理治疗的 50 位抑郁症患者和 30 位非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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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者的细致研究，我们试图找出哪些症状在抑郁症患者身上出现的频率要远
高于非抑郁症患者。在这个表格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详细目录，涵盖了与抑
郁症有关的条目，对 100 名患者进行了预测。最后，对这个目录进行了修订并
将预测了 966 名精神病患者。通过这个目录得出的抑郁症症状分布情况详见
表 2-3 ～表 2-7。
其中一个症状，叫易激惹，与非抑郁症患者相比其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很高，
因此，就将其从列表上剔除了。顺便说一句，Cassidy 和他的同事 2 发现这个症
状在神经性焦虑患者身上出现的频率比在躁狂型抑郁症患者身上的更高。
那些常被归为躁狂型抑郁症的症状在本章中就不加以描述了。例如，畏
惧死亡不包括在内，因为在初步的临床研究中发现与非抑郁症患者相比，这个
症 状 在 抑 郁 症 患 者 中 不 再 常 见。 事 实 上，Cassidy、Flanagan、Spellman2 等 发
现，在神经性焦虑患者中有 42% 的人畏惧死亡，而在躁狂型抑郁症患者中仅有
35%，同样，在躁狂型抑郁症患者中有 60% 的人便秘，而在癔症患者中是 54%。
因此，这些所谓的特殊症状似乎并不是抑郁症的特定症状。
我们的症候学分析没有采用传统的疾病分类方法。我们根据患者抑郁的程
度对其进行分类，而不是他们最初诊断的症状，如躁狂型抑郁反应、精神分裂、
焦虑等。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我们发现根据标准命名法作出的诊断其
评分者间信度相对较低，因而据此做出的任何诊断其可信度相对也较低。相反，
精神病学家认为根据抑郁的程度作出的诊断，（这两者之间）则具有较高的相关
性（0.87）。第二，我们发现组成抑郁症的症候群不仅在神经性抑郁、躁狂型抑
郁症患者中可见，而且在最初诊断为焦虑、精神分裂、强迫性神经症等患者身
上也可见。事实上，我们发现，与那些最初诊断为精神分裂或强迫性神经症的
患者相比，最初诊断为抑郁症典型分类中的一种的患者也许抑郁程度更轻。所
以，我们根据抑郁的程度将样本成员分成了 4 组：无抑郁、轻度抑郁、中度抑
郁、重度抑郁。
为了对这些症状做出一个常规的定性区分，我们已经尝试研制了一个指南
来评估它们的严重性。根据患者表现出来的抑郁程度，对其症状进行了讨论。
这也许会给临床医生或研究者在进行抑郁严重度定量评估时带来帮助。鉴于以
上的表格显示了无抑郁、轻度抑郁、中度抑郁、重度抑郁症患者症状之间的相
关性，我认为可以将此作为诊断抑郁症的一个指南。以上表格在数据收集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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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方法会在第 10 章中详细介绍。样本成员的描述详见表 2-2。
表 2-2

种族、性别不同的患者抑郁程度分布情况
抑郁程度

无

轻度

中度

重度

白人男性

71

白人女性

51

非裔美国男性

50

全部

98

91

15

275

90

137

40

318

32

30

4

116

52

77

102

26

257

所有白人

122

188

228

55

593

所有非裔美国人

102

109

132

30

373

所有男性

121

130

121

19

391

所有女性

103

167

239

66

575

所有人

224

297

360

85

966

非裔美国女性

情绪症状
情绪症状这个词涉及患者情感的改变或者因为他情感状态而直接引起的行
为改变（见表 2-3）。在评估情绪症状时，很重要的一点是评估患者发病前的情
感水平和行为，就像检查者会评估患者的特殊年龄、性别和所处的社会群体以
判断其情绪改变是否在正常范围内。与一个不管抑郁与否都习惯哭泣的人相比，
一个很少或者从未哭泣的人变为频繁地哭泣提示其抑郁程度相当严重。
表 2-3

抑郁症患者和非抑郁症患者的情绪症状出现的频率

症状

（%）

抑郁程度
无（n=224）

轻度（n=288）

中度（n=377）

重度（n=86）

沮丧

23

50

75

88

自我嫌弃

37

64

81

86

缺失满足感

35

65

86

92

缺失依恋感

16

37

60

64

哭泣

29

44

63

83

缺失欢乐感

8

29

41

52

1. 沮丧的情绪
不同的临床患者对抑郁症的情绪特征描述也不尽相同。不管病人运用什么
样的词汇描述他的主观感受，都需要检查者进一步探究。例如，如果患者用

第2章 抑郁症的症候学

17

“郁闷的”这个词，检查者就不应当仅看到其表面意思，还要尝试探究这个词对
于病人来说的深层意义。那些不是临床型的抑郁症患者会用这些形容词来特指
那些不稳定的情感，如孤独、厌烦、气馁。
有时候，我们用躯体性名词来描述这些情感，如“有一团东西在我喉咙
里”
“我感到胃里空空的”
“我感到胸闷”。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些情感普遍
与其他用形容词描绘的患者所表达的情感相似，如悲伤、不幸、孤独、厌烦等。
情绪离差的强度必须由检查者来评估。抑郁程度的大致标准是用限定的形
容词或副词或患者对这种感觉的忍受度，将其相对的程度或暗含的病态表达出
来，如“稍微地”
“很”
（如我感到如此糟糕，再也无法忍受）。
抑郁症患者在回答“你感觉怎么样”这种问题时所用的形容词如下：悲惨
的、绝望的、郁闷的、悲伤的、孤独的、不开心、心情低落、羞辱的、羞愧的、
担忧的、无能的、有罪的。严重抑郁症患者中有 88% 的人说有不同程度的悲伤、
忧愁，而非抑郁症患者中只有 23%。
轻度的：患者表现出忧郁、悲伤，白天会有较大的不悦情绪波动，有时则
没有，甚至会感到愉快。外界刺激也能部分或完全缓解烦躁不安感，如一句赞
美，一个玩笑，或者一件顺利完成的事情。检查者稍加努力或者巧用智慧就会
获得患者的积极反应。处于这个层次的患者通常对玩笑或奇闻逸事等娱乐活动
会做出真实的反应。
中度的：患者的烦躁情绪更明显，持续时间更长，并且不易受到他人试图
劝其振作的行为影响，任何缓解状态都是暂时的。而且这种烦躁不安的情绪表
现为昼重夜轻。
重度的：严重抑郁的患者倾向于说他们感到“绝望”或“悲惨”。焦虑不
安的患者经常声称他们“忧心忡忡”，而据我们书中所描述，严重抑郁的患者中
70% 的人表示他们总是感到悲伤并且“无法摆脱它”，或他们是如此悲伤以至于
非常痛苦，或他们是这么悲伤，已经无法忍受。
2. 对自我的消极情感
抑郁症患者通常对他们自己表现出消极情感，这些情感也许与一般的烦躁
不安有关，但放在他们自己身上则就不同了。患者会将厌恶自己的情感和对自
己的消极情感区分开来，如“我一无是处”。在非抑郁症患者中有 37% 的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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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厌恶感，而严重抑郁症患者中则有 86%。
轻度的：患者说他们对自己感到失望，同时伴有这样的想法“我已经让每
个人都失望了……如果我再努力一点，我就能达到他们的期望了”。
中度的：自我厌恶感更为强烈，甚至发展为嫌弃自己，与之一起的想法为
“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什么事都做不好……我一无是处”。
重度的：患者的自我厌恶感逐步增加，达到完全憎恶自己的地步，然后就
会这样说“我是一个可怕的人……我不应该活着……我是一个卑鄙的人……我
憎恨自己”。
3. 欲望满足感缺失
缺失欲望满足感在抑郁症患者中相当普遍，因此很多患者将其视作自己患
病的主要症状。在我们的书里，严重抑郁症患者中有 92% 的人表示至少缺失部
分满足感。总体而言，这在抑郁症患者中是最为普遍的现象。
患者最初是在一些活动中表现出不满意，随着抑郁病情的进展，表现为对
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满意。就连平常那些与生理性需要和欲望相联系的
行为如吃东西、性生活也不例外。甚至获得名誉、爱情、友情，参与谈话，这
些主要的社会心理经历也不能让他们感到满足。
一些患者强调缺失欲望满足感让其察觉在原来的生活中他们是如此重视满
足感。不管这种说法能否正确解释患者发病前的状态，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躁
狂的患者对于满足感有着一种狂热的追求。
满足感的缺失最初表现在活动中缺少责任心或义务感，如工人、宅男宅女
或者学生，他们通常会去参加娱乐活动来弥补并增强满足感。这个观察发现促
使 Saul10 和其他人提出，在抑郁症患者身上，“付出 - 收获”是失衡的；患者若
在心理上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被遗弃感，多半就会通过本能地付出、强调被需求、
参与责任较轻容易获得实际满足感的活动来使自己满足。然而，更深程度的抑
郁，即使是被动的、退行性的活动都不能给患者带来满足感。
轻度的：患者抱怨生活失去了乐趣，他们不再从家人、朋友或工作中获得
“快感”。突出表现为涉及责任、义务或努力的活动就不易令其满足。于是患者
通常就会在消极活动如消遣、放松或休息等中获取更大的满足感。他们也许会
追求一些不同寻常的活动以获得一些以前的刺激感。一个患者说他通过看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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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就能缓解其轻度抑郁的状况。
中度的：患者大部分时间感到很乏味。他们也许会尝试一些以前很喜欢的
活动，但这些活动现在看来似乎都平淡乏味。以前他们对那些商业性或者专业
性的活动感到很兴奋，但现在却毫无感觉。他们也许会在生活的改变中获得暂
时的缓解，如度假，但是恢复正常生活后那种乏味感也回来了。
重度的：以前那些活动能让他们感到快乐，现在却再也感受不到任何乐趣，
甚至会感到厌恶。现下盛行的对爱情或友情的礼赞与表达也不能给他们带来任
何满足感。患者几乎一致抱怨没有什么事情能给他们带来满足感。
4. 情感依恋缺失
对他人或活动情感的缺失通常也伴有满足感的缺失。这表现为对特殊活动
的兴趣降低或对他人的爱慕、关注减少。而对家庭成员关心的缺失通常是患者
发现自身问题的原因，有时也是他们寻求医疗帮助的主要原因。严重抑郁症患
者中 64% 的人表示对他人失去情感或兴趣，然而非抑郁症患者中仅 16% 的人有
此症状。
轻度的：轻度抑郁的患者，对活动的热情或专注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有
时患者说对自己的配偶、孩子或者朋友再也不会有和以前一样强烈的爱与关注，
但同时却又会更加依赖他们。
中度的：兴趣或积极情感的缺失会进展为淡漠。许多人将此描述为这就像
一道“墙”隔在了自己和别人之间。有时丈夫会抱怨说他不再爱自己的妻子了，
或者一位母亲发现她似乎不再关心她的孩子。以前是一个工作狂的人说自己现
在对工作再也不感兴趣了。男性和女性也都不再关注对方的外貌。
重度的：对外界事物失去依恋会发展为冷漠无情。患者不仅会对家人失去
积极情感而且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仅有的情感都是消极的。在一些病例中，患者
只有一种情感，即冷厌恶，而这也许会被其依赖性所掩盖。这类患者的典型说
法是“我被告知我有爱，可以爱，但我现在对家人没有任何感情，我没有诅咒
他们，我知道这个很恐怖，但我有时会很讨厌他们”。
5. 哭泣
抑郁症患者中哭泣很常见，在我们的系列研究中女性尤为明显。严重抑郁
的患者中 83% 的人说与抑郁前相比，他们哭得更频繁，有时即使没有眼泪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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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哭。
一些患者之前很少哭泣，但我们通过观察到的强烈的哭泣欲望可以诊断他
们是抑郁发作。一位女性患者这样叙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悲伤，但我就想哭，
所以我想我是抑郁了”。进一步的提问则会引出患者抑郁的其他主要症状。
轻度的：流泪或哭泣感增强。平常不会影响患者的刺激或环境现在都能引
出患者的眼泪。例如，一位母亲会在与孩子争执或感到丈夫不再关心自己时突
然哭泣。尽管哭泣在轻度抑郁的女性患者中很常见，但在男性中则少见。5
中度的：患者在进行精神性访谈的过程中也许就会哭泣，提到他们自身的
问题时则会引出眼泪。当讨论到自己的问题时，那些从童年起就没哭泣过的男
性也会哭。女性也许会没有缘由地哭泣，“它就像潮水一样向我袭来，我忍不住
就想哭泣”。有时患者在哭完后会感到放松但更多的时候是感到更抑郁。
重度的：当他们到达严重抑郁的程度时，那些在抑郁早期容易被感动得流
泪的患者会发现自己即使想要哭泣时却再也无法哭泣。他们想流泪却没有眼泪
（“干性抑郁”），29% 的人说尽管他们以前感到悲伤时会哭泣，但现在即使他们
想要哭泣，却再也不能哭泣。
6. 欢乐感缺失
抑郁症患者常常会说他们已经没有幽默感了。然而问题似乎并不在于失去
察觉笑点或讲笑话的能力，而在于患者无法对幽默作出正常反应。他们没有被
逗乐，也不想笑，更没有从笑话或卡通动画片中感到快乐。
在我们的书里，严重抑郁的患者中有 52% 的人表示他们已经缺失了幽默
感，而非抑郁症患者中仅 8%。
Nussbaum 和 Michaux11 研究了 18 位严重神经性的和精神性抑郁症患者对幽
默（谜语和笑话）的反应，他们发现患者对幽默刺激反应的改善与临床上抑郁症
状的减轻是一致的。
轻度的：过去很喜欢听笑话或讲笑话的患者发现现在再也没有这种欢乐感
了，他们表示笑话一点都不有趣。而且，也不能和从前一样处理好朋友们的戏
谑或开的玩笑。
中度的：患者似乎也能察觉到笑点并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但他们并没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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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开心，他们看不到事情好的一面，反而把每件事都看得很严肃。
重度的：患者对他人讲的所有幽默的俏皮话都没有反应。其他人或许会被
一个玩笑中的幽默元素逗乐，然而这些患者似乎更容易对夸张的或仇恨的内容
作出反应，并且感到受伤害或厌恶。

认知表现
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包括许多不同种类的表现（见表 2-4）。第一个症状就是
对自己、个人经历和未来的扭曲态度，包括较低的自我评价、自我形象扭曲和
消极的期望。第二个症状是自我责备，它揭示了患者因果性的观念，他们倾向
于将自己定位为对遇到的任何困难或问题都要负责任。第三个症状发生在做决
定时，患者的典型表现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
表 2-4
表现

抑郁和非抑郁症患者中认知与动力性表现出现的频率

（%）

抑郁的程度
无（n=224）

轻度（n=288）

中度（n=377）

重度（n=86）

自我评价低

38

60

78

81

消极期望

22

55

72

87

自责和自我批评

43

67

80

80

优柔寡断

23

48

67

76

自我形象扭曲

12

33

50

66

失去动力

33

65

83

86

自杀的念头

12

31

53

74

1. 自我评价低
自卑是抑郁的一个特征性症状，自我贬低就是患者审视自我时一个明显的
方式，他们认为自己缺乏那些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的特质：能力、成就、智慧、
健康、力量、个人魅力、名声或者经济来源。患者经常会用这些词汇表达自己
的这种缺失感“我是低等人”“我不能胜任这项工作”。严重抑郁的患者中 81%
的人有此症状，非抑郁症患者中仅有 38% 的人。
患者抱怨自己的爱情或物质财产被剥夺，体现出了他们的缺失感。这种反
应在抑郁前分别遭遇了不愉快的恋爱或经济亏损的患者身上最为明显。
轻度的：患者对自己的错误或遇到的困难表现出一系列的反应，并据此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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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有缺陷。他们将自己和他人作比较，更多的时候认为自己是低等的。然
而，通过让患者正视合理的现象或劝导他们，我们至少有可能暂时纠正其错误
的自我评价。
中度的：患者的大部分想法都与缺失感相联系，并把自己在各种处境中的
无能表现归因为缺失。他们会夸大任何错误的程度和严重性，当看待自己现在
和过去的生活时，会把失败放大，把成功缩小。他们抱怨丧失了自信，这种缺
失感是如此明显以至于面临自己过去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任务时，他们会说“我
无法完成它”。
宗教徒或道德主义者倾向于详细论述他们的罪过或道德缺点。那些拥有个
人魅力、智慧或商业成就的患者则倾向于认为自己在这些方面的表现都开始变
差。我们通过安慰患者或提出与引起他们强烈抗拒心理相矛盾的证据来尝试修
正其扭曲的自我评价，但任何关于自身的现实主义想法都是易变的。
重度的：患者的自我评价达到最低点，他们大肆贬低自己的个性以及自己
作为父母、配偶、老板的角色价值。他们认为自己毫无用处、笨拙，完全就是
一个失败者。他们声称自己是家人的负担，如果没有他们，家人就会过得好很
多。严重抑郁的患者心事重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坏的罪人，毫无用处，做
不成任何事情。就算我们试图纠正他们这些错误的想法也是徒劳的。
2. 消极期望
阴沉的想法和悲观主义思想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之前所提到的“绝望”这
种情感。抑郁症患者中 78% 以上的人有这种阴沉的想法，而非抑郁症患者中仅
22%。这个症状与临床抑郁症的分级有极高的一致性。
抑郁症患者看待事情总是想到最糟糕的一面，抵制任何积极的想法，极大
地阻碍了他们的治疗进程。这种消极的想法常常使那些想要帮助他们的朋友、
家人或医生备受挫折。例如，我们常会看到患者把抗抑郁药物丢掉，因为他们
有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想法“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好”。
焦虑症患者能够把消极期望与现实相糅合，从而避免不愉快的事情或让它
很快过去。然而，抑郁症患者考虑未来时认为现在的糟糕情况（经济的、社会
的、身体的）会持续，甚至变得更糟。这种表现以及患者症状或问题的不可逆性
构成了他们自杀行为的逻辑原因。绝望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表明，所有与自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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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症状，绝望的相关系数中自杀的数值最高。
轻度的：患者处于一种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情境中时就倾向于想到消极
的后果。当伴侣或朋友认为预想到的有利结果是合理的时，他们却认为是消极
的甚至悲观的。不论关注的主题是健康、个人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他们怀疑任
何改善是否会出现。
中度的：患者认为未来毫无保障可言，并声称没有任何值得期待的事情。
我们很难让其去做任何事情，因为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喜欢它”或“它
毫无意义”。
重度的：他们看到的未来充满黑暗与绝望，并声称永远都摆脱不了困扰，
任何事情也都不会变好。他们认为自身的问题没有一个能够得到解决。他们会
这样说“这已经是人生的尽头了，从此我只能变得更老更丑”“再也没有我存在
的意义和存在我的地方，我没有未来了”“我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恢复了……一切
都完蛋了”。
3. 自责和自我批评
抑郁症患者坚持责备和批评自己似乎与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偏好批评自身
所谓的缺陷有关。他们特别喜欢将负性事件的发生归为自身的缺陷，然后为这
所谓的缺陷斥责自己。在更多严重的病例中，患者也许会因为与自己毫不相干
的事情责备自己，并且粗暴地虐待自己。严重抑郁症患者中 8% 的人有此症状。
轻度的：在轻度抑郁的病例中，当患者觉得自己达不到坚韧、至善的标准
时就会责备和批评自己。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们对其反应冷淡，或认为其做事
拖拉，他们就会严责自己是白痴或蠢货。他们似乎不能忍受自身的任何缺点，
不能接受那些是人都会犯的错误。
中度的：当自己的品性或行为低于标准要求时，他们就会从各个方面毫不
留情地批评自己。对于那些明显不是因为他们的失误酿成的灾祸，患者还是倾
向于批评自己。他们的自我批评主义显得更为极端。
重度的：达到严重状态时，患者的自我责备与批评表现得更为极端。他们
声称“我对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暴力和苦难负责，无论做什么我都无法赎清自己
的罪孽，我希望你们把我拉出去绞死”。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社会的“麻风病人”
或罪人，并把各种外来刺激曲解为公众对自己的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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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柔寡断
抑郁症患者的特点就是做决定困难，在各种选择之间摇摆不定，容易改变
主意，这不仅让患者的家人和朋友感到苦恼，患者本人也是。轻度抑郁症患者
中 48% 的人有此症状，严重抑郁症患者中则有 76%。
这种优柔寡断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认知领域，患者总是
预感做的决定是错误的：不论什么时候他们总认为自己做的决定可能是错误的，
而且他们也会后悔做出这样的选择。第二个方面主要是动力性的，与“意志瘫
痪”有关，表现为有回避倾向，依赖感增强。患者缺乏思考运算的动力，无法
对一件事得出一个结论。而做决定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他们想要逃避或
者在觉察到艰难的处境时至少能得到帮助。此外，他们发现每做一个决定就要
随之采取一系列的行动，而他们总是拒绝行动，所以就会一直拖延。
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必须以社会或家庭的角色来做日常决定是一个大问
题。一位教授做讲座时无法选定要讲哪些内容；一位家庭主妇无法确定晚饭应
该煮些什么；一个学生无法决定寒假是用来学习还是回家；一位执行官无法决
定是否要雇用一位新助理。
轻度的：平常能够迅速作出决定的患者现在发现问题的解决方案似乎不再
那么容易找到。这类患者在正常状态下几乎不假思索就能做出一个决定，然而
现在却发现他们似乎逼迫自己把问题复杂化，反复猜想决定做出后的可能性结
果，并且会联想到许多毫不相关的选择。通常做决定时的不确定性反映出了患
者害怕做错决定的心理，于是就会频繁地向他人求证其决定是否正确。
中度的：患者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决定困难，甚至小到穿什么衣服、
上班走什么路线、是否要剪一个头发这类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做出什么决定
并不是特别重要，但因为患者的犹豫不决却会导致不利的后果。例如，一位女
性花了几周的时间都不能决定到底用哪种颜料装潢她的家。在我们看来，这两
种颜料几乎没什么区别，但就因为她没法做出一个选择导致家里乱糟糟的，而
油漆工也不得不为此停下工作直到这位女性作出抉择。
重度的：严重抑郁症的患者认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做出决定，因而几乎都
不去做尝试。一位女性被敦促列出一个购物单或者她的孩子露营时需要准备的
衣服时，她会坚持说自己无法决定到底要写哪些东西。患者质疑自己所说的任

第2章 抑郁症的症候学

25

何话、所做的任何事。一位女性患者甚至怀疑她是否正确地告诉了精神病医生
她的名字并用清晰的发音将名字讲出来。
5. 自我形象扭曲
扭曲自我形象是抑郁症患者的鲜明表现，女性多于男性。在我们的书里，
严重抑郁症患者中 66% 的人认为自己不再有魅力，而非抑郁症患者中仅 12%。
轻度的：患者似乎开始变得过分关注自己的外貌，一位女性每次经过镜子
看到自己的形象时都会不自觉地皱眉头。她不停地审视自己脸上的瑕疵，想到
自己相貌平平、体态肥胖就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一位男性开始为他不间断地
脱发担忧，并深信女性会因此而认为他没有魅力。
中度的：患者对外貌的关注度越来越大，一位男士认为自从他抑郁发作以
来他的外貌就发生了变化，即使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据支持他的这个想法。当他
看到一个丑陋的人时，就会想“我也就像那样”。当他开始担忧自己的外貌时他
就眉头紧皱。当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这副样子时就会想“我满脸皱纹，而且这
些皱纹永远都不会消失了”。一些患者开始冀求于整形手术来修补这些由他虚构
或夸大出来的面容改变。
有时候女性会认为她变胖了，即使没有客观证据支持她的这种想法。事实
上，有些患者明明体重正在减轻时也会有这种想法。
重度的：这种个人魅力缺失感变得更为复杂，患者认为他们长相丑陋，面
目可憎。他们期盼关注他人，但真的碰见他人时又会骤然转变态度，如一个妇
女蒙着面纱，但每次有人走近她时就会把头撇过去。

动力性表现
抑郁症患者显著的动力性表现为有意识的奋斗、迫切的期望、冲动。通过
观察患者的行为可以推断其动力模式，然而直接提问则会引出一个关于动力表
现相对准确、综合的描述（见表 2-4）。
抑郁症患者动力性表现的极端是退化行为。使用“退化”这一词，是因为
患者在一些需要责任感、主动性或活力的活动中表现消极。他们刻意回避那些
与成人角色相关的活动，反而参与那些小孩子玩的游戏。当面临一个选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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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宁愿被动（选择）而不是主动（选择），宁愿依赖别人而不是独立自主；他们
宁愿逃避责任和问题也不愿尝试去解决；他们追求即刻而短暂的满足感而不是
延迟长久的满足感。逃避主义的基本表现就是通过自杀来结束生命。
这些表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与患者发病前的目标和价值观大相径庭。
实质上，正是消极、退却或自杀的想法导致患者抛弃了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工
作。同样，患者也不尝试通过取得成就或处理好人际关系来获得满足感。更有
甚者回避最简单的问题，不断堆积直至问题几乎将他们淹没。
事实上，尽管两者明显相关或也许相关，动力模式仍代表基础模式同一层
面的不同方面，因而要将其作为一种特殊模式提出来，也许某些症状是首要的，
其他的是第二位甚至第三位的，例如，可以这样假设，逃避主义、消极想法、
无价值感、外部投资失利、疲劳感导致了患者的意志瘫痪。由于这些提议都是
纯粹假设出来的，所以目前与其过早将某些症状指定为首要的，还不如先将它
们区别开来看待。
1. 意志瘫痪
抑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丧失积极动力。患者自理能力出现很大的问题，
即使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日常生活都不能满足，如吃饭、消化、服药以减轻自
己的痛苦。这些问题的本质似乎是这样的，尽管他们规定自己应该做什么，但
是内心却并不想去做。即使被逼迫、哄骗、威胁要去做这些事情，他们似乎还
是打不起精神。轻度抑郁的患者中 65% 的人有此症状，重度抑郁中 86%。
有时，患者生活中一个现实的或迫在眉睫的转变会激起他的积极动力。当
一个智力迟钝、情感淡漠的患者，其丈夫忽然患病时，她就会产生想要帮助他
的强烈愿望。另外一位患者，当其被告知要住院时——在她看来这是一件很令
人厌恶的事，她就会表现出积极动力。
轻度的：患者发现他们不再对某些特殊的事情自发地产生想法，尤其是那
些不能够给他们带来即刻满足感的事情。一位广告总监发现自己没有动力不想
努力去制订一个增加销售的特别计划；一位大学教授发现他对准备演讲稿毫无
兴致；一位医学生失去了他学习的动力。一位活跃于家庭和社区的各项活动中
的人，在退休后描述自己丧失动力的表现时如下说：“我做任何事情都没劲，我
只是机械地做一些事情，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就像个机器人一样，
当我感到能量耗尽时我就停止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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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的：在中度抑郁的案例中，绝大部分患者在日常活动中普遍失去自发性
欲望。一位女性抱怨道，
“我知道有一些事情我必须去做，如吃饭、刷牙、洗澡，
但我就是不想去做”。与重度抑郁症患者相反，中度抑郁的患者发现他们可以“强
迫”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且对来自他人的压力或潜在的尴尬处境非常敏感。例
如，一位女性在电梯前等了 15 分钟，因为她无法说服自己去按下电梯按钮，但
当有其他人也来乘电梯时，她却会迅速按下按钮以免让别人觉得她很古怪。
重度的：在重度抑郁的病例中，患者常常意志完全瘫痪。他们没有动力做
任何事情，即使那些事情是维持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因而，除非有人刺激或敦
促他们去做事情，否则他们就一动都不想动。所以，有时很有必要把患者从床
上拉起来，帮他们洗漱、穿衣，喂他们吃饭。在极端病例中，患者甚至懒惰到
不想和人交流。一位女性，处于最为严重抑郁的阶段时甚至都无法回答问题，
后来谈到她的状况时，她说即使自己“想要”回答问题，她都无法驱动自己的
“意志力”来这么做。
2. 回避、逃避和戒断
抑郁症患者的普遍想法是要打破常规的生活模式或路线。办公室助理想要
脱离文字工作，学生每天都做遥不可及的白日梦，家庭主妇（“煮夫”）渴望脱
离烦琐的家务活。抑郁症患者把他们所要承担的责任视为沉重的、无意义的、
累赘的，想要逃离，去一个避难所或参加让其感到轻松的活动。
这些逃避主义想法与意志瘫痪的态度是相似的。但两者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逃避主义者对于特定的目标是有一定动力的，然而意志瘫痪者则是丧失或缺乏
动力。
轻度的：轻度抑郁的患者在做一些他们认为无趣或费力的事情时会倾向于
躲避或推迟，对于他们认为不重要的细节则会回避。对于那些不能给他们带来
即刻满足感或涉及努力的活动，他们会全程拖延或躲避。一方面他们会被涉及
努力和责任的活动吓退，另一方面却也会被那些被动的或更为简单的活动吸引。
学生抑郁时是这样表达他的想法的：上课时集中注意力很难，做白日梦很
容易。出去和女孩儿约会很难，待在家里很容易喝酒……直截了当地说话很难，
含糊不清地回答很容易。写东西时表意明确很难，草率了事很容易。
中度的：中度抑郁的患者，回避念头更为强烈，并表现在几乎所有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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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一位抑郁的大学教授对他的逃避想法有如下描述：我强烈地想要逃避，
我认为自己在其他任何一个职位或者专业中都会比在教授的职位上做得更好，
所以当我搭公交时就希望自己是一名司机而不是一位教师。
患者不停地思考转移注意力或逃避的途径，他们沉迷于消极的娱乐活动中，
如看电影、看电视、喝酒买醉。他们也许会幻想去沙漠或过上小资的生活。在
这个阶段，由于更为看重个人关系，所以他们更想从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同
时，由于他们与日俱增的孤独感和依赖性，也许会想要和其他人待在一起。
重度的：在严重抑郁的病例中，患者喜好孤僻，有明显的回避或逃避念头。
他们经常待在床上，有人来时就会藏在被子里。一个患者说，“我就是想从人群
中逃离，并且逃避一切事情，我不想看到任何人，不想做任何事，只想睡觉”。
严重抑郁症患者常见的一种逃避方式是自杀。他们想要结束生命的念头非常强
烈，并将其视为逃离生活困境的一种方式。
3. 自杀观念
有史以来自杀和抑郁就是紧密相关的，尽管非抑郁症患者也会有自杀观念，
但在抑郁症患者中更为常见。在我们的系列研究中，自杀观念在非抑郁症患者
的各种症状中出现的频率是最少的（12%），但在严重抑郁症患者中有 74%。
这种差异表明，这个特殊症状的诊断价值在于能够确诊抑郁症。该症状表
现出来的程度与抑郁症的程度呈高度相关。
抑郁症患者自杀的形式多种多样，也许会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想法（我多希
望我已经死了），或一种“积极的”想法（我想杀死自己），或一种反复的、强迫
的、毫无意义的想法，或是一个白日梦，或一个刻板的构想。在一些患者身上，
自杀观念贯穿于疾病的整个过程，患者不得不努力挣扎摆脱这种想法。在其他
的病例中，这些想法开始是零星出现，后来逐渐增加，只有在这种想法短暂消
失时，抑郁程度才稍有减轻。患者经常说，一旦自杀的念头消失，他们就会很
高兴自己没有被这种念头征服。值得注意的是，冲动性的自杀尝试和蓄谋已久
的自杀尝试是一样危险的。
自杀症状对于抑郁症诊断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尤其是现在我们还将其视作
抑郁的一个仅有的特征，因为我们认为抑郁致死的结果很可能是由自杀观念导
致的。在一个躁狂型抑郁症患者的跟踪调查研究中发现，10 年的观察结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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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的率为 2.8%，25 年的观察结果中为 5%。13
轻度的：轻度抑郁的患者中 31% 的人有自杀观念。这些想法以消极的形式
表现出来，如“如果我死了会更好”。他们声称不会采取措施加速死亡，但总是
有想死的念头。有一位患者特别期待一场飞机旅行，因为他认为可能会出现一
场空难。
有时患者对于生命表现得很冷漠（“我不在乎是死是活”），另外一些患者则
持摇摆不定的态度（“我想要去死但同时我又害怕死亡”）。
中度的：在这些病例中，自杀观念表现得更为直接、频繁、强迫。患者很
有可能会有冲动的或预谋的自杀行为，并以消极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希望明天
早上我不会再醒过来”或“如果我死了，我的家人就会过得更好”。这种观念也
会有积极的表达，从模棱两可的声称“我想杀死自己但又没那个胆子”，到赤裸
裸的宣言“如果我能杀死自己并且不把事情搞砸我一定会抢在前面杀了自己”。
患者会冒不必要的险来实现自杀的想法。很多患者开车时超速驾驶以期望能够
发生一些事情。
重度的：在严重抑郁的病例中，尽管患者会因反应迟钝而自杀未遂，但他
们的自杀观念仍旧很强烈。其中典型的说法如下：“我感到如此绝望，你们为什
么不让我死”
“这没用的，一切都没了，只有一条出路——杀了我”
“我必须让自
己死，我无法活着，但你们又不让我死”“我无法忍受再多活一天，请帮我脱离
苦海”。
4. 依赖性增加
在这里我们使用“依赖”一词特指患者期望接受帮助、指引、指导，而不
是现实中的依赖某人。通常只有在描述临床型抑郁时偶尔会强调依赖，然而，
在抑郁症的很多精神动力学解释中，依赖被视为抑郁的一个主要病因。14，15 那
些作者也强调将口欲归为抑郁症患者的依赖思想。
由于依赖更多的是由其他情况包括抑郁所导致的。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
个问题，是否依赖作为抑郁症的一个明确症状是合理的。患有急性或慢性躯体
性疾病的患者表现出明显的且与日俱增的依赖性，而且，那些被掩饰的或压抑
的依赖被很多理论家认为是导致某些身心状况的主要原因，如消化性溃疡，酒
精成瘾或其他成瘾。然而，我想提出的争辩是，坦率、公然、强烈地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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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支持、鼓励这些行为是抑郁症早期的明显症状，并且符合临床上任何一种
对此症状的描述。在其他情况下，强烈的依赖也许只是一个易变、暂时的特征。
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患者需要帮助的渴望似乎超过了实际需要的帮助，
那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然而，获得帮助除却它特定的重要性，似乎给患
者带来了特殊的情感意义，而且通常是令人满意的——至少暂时是这样的。
轻度的：那些平时自我效能感强、独立性强的人，开始表现出想要获得帮
助、指导或支持的愿望。当患者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开车时，患者平时总是坚
持自己开车，现在会要求他妻子开车，他觉得自己能够开车，但此时他更想要
他的妻子来开车。
随着依赖思想越来越强烈，它们会逐渐取代习惯性的独立感。患者现在发
现与其让他们自己单独做事，他宁愿有人陪着他们一起做，依赖性似乎也绝不
是简单的绝望和不满足感或疲劳感的副产品。
即使患者能够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帮助，但他们仍会渴望获得帮助。当他
们得到帮助时，通常会表现出一些满足感，从而减少一些抑郁感。
中度的：患者想要别人帮他或她做事，获得指导、保证的要求更为强烈，
在轻度抑郁时想要帮助的患者，现在认为必须获得帮助。获得帮助不再是一种
可选择的享受，而是一种必需的想法。一位抑郁的女性，在法律上已经和她丈
夫离婚，却会乞求丈夫回到她身边，并说“我非常需要你”。除了需要一个强大
的人在她身边，她需要他什么并不是十分明确。
当面临一项任务或一个问题时，中度抑郁的患者在尝试自己承担它们时会
有一种被迫寻求帮助的感觉。他们频繁地声称自己需要被告知做什么。对于某
种行为的过程，一些患者会不停地询问别人的意见。似乎他们更多的是想要获
得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将方法付诸实践。一个妇女会问一大堆关于一些琐
碎事情的问题，但却并不是很关注答案，这样的话另一个回答就会随即而来。
重度的：患者渴望获得帮助的强度又增加了，愿望的内容投射出消极的支
配性。患者想着需要某人帮其做所有的事情，包括照顾他们，而这几乎也就是
他们唯一的想法了。患者对获得指导或建议不再关心，他们想要其他人帮自己
做工作，为他们解决问题或分担问题。患者对他的家庭医生坚持声称并辩护说：
“医生，你必须帮我。”她想家庭医生帮她做所有的事情，而自己不做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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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甚至想要家庭医生收养她的孩子。
患者也许会通过不愿意离开医生的办公室或不想医生离开来表现他们的依
赖性，最终会使访谈变为一个非常困难和痛苦的过程。

植物性和躯体性的症状
躯体性或植物性的症状被一些作者认为是一种基本的自发性的或下丘脑调
节紊乱的证据，而且由此导致了抑郁。1，16 这些症状，与预想的情况相反，彼
此之间的相关度较低，抑郁程度的临床分级相关度也较低。组间关联情况详见
表 2-5，在抑郁症患者和非抑郁症患者中这些症状各自出现的频率详见表 2-6。
表 2-5

躯体性的和植物性的症状之间的相关度（n=606）

症状
抑郁的程度

疲劳

缺乏睡眠①

缺乏食欲①

缺乏性欲①

0.31

0.30

0.35

0.27

0.25

0.20

0.29

0.35

0.29

易疲劳
睡眠紊乱

0.33

缺乏食欲
①皮尔森相关系数。

表 2-6

抑郁症患者和非抑郁症患者植物性和躯体性症状出现的频率

表现

（%）

抑郁程度
无（n=224）

轻度（n=288）

中度（n=377）

重度（n=86）

缺乏食欲

21

40

54

72

睡眠紊乱

40

60

76

87

缺乏性欲

27

38

58

61

易疲劳

40

62

80

78

1. 缺乏食欲
对于很多患者来说，缺乏食欲是抑郁初期的第一个信号，而食欲的恢复也
会是摆脱抑郁的第一个信号。严重抑郁症患者中 72% 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缺乏食
欲，非抑郁症患者中仅 21%。
轻度的：患者吃饭时不再有习惯的滋味或快感，对食物想法迟钝。
中度的：患者对食物几乎没有了欲望，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没有吃饭。

32

抑郁症

DEPRESSION

重度的：患者必须强迫他们自己，或被迫吃饭，甚至会对食物产生厌恶感。
严重抑郁几周后，体重会明显下降。
2. 睡眠紊乱
抑郁的显著症状之一就是入睡困难，即使在非抑郁症患者中也有相当大比
例的人有此症状。严重抑郁症患者中 87% 的人有入睡困难，非抑郁症患者中为
40%。
关于抑郁症患者睡眠问题的相关细致研究有很多（见第 9 章）。在直接观察
患者及其脑电图记录的基础上，调查者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抑郁症患者的睡
眠少于正常人。此外，这些研究发现患者在晚上会有一系列不同程度的坐立不
安和躁动表现。
轻度的：患者比平时早醒几分钟，在许多病例中，他们也许会这样说，虽
然平常他们睡觉很安稳，一直睡到被闹钟吵醒，但现在却在闹钟响前的几分钟就
醒了。在一些病例中，睡眠紊乱在预想之中：他们发现自己比平时睡得更多了。
中度的：患者比平时早醒一两个小时，而且不停地抱怨说睡眠并不安稳，
更有甚者，他们似乎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灯光下睡眠。他们在睡着三四个小时
后也许就会醒来，然后服安眠药才能使自己再次入睡。在一些病例中，患者表
现为嗜睡，也许一天会睡 12 个小时。
重度的：患者入睡四五个小时后就频繁地醒来，并且无法再入睡。在一些
病例中，他们声称自己在晚上根本不睡觉，并且一直处于思考状态。然而，很
可能如 Oswald17 等人指出的一样，患者实际上处于一种日光睡眠状态中很好的
一个阶段。
3. 性欲减退
无论是自主地或直接地对某人都表现出缺乏兴趣，没有性冲动。抑郁症患
者中 61% 的人有此症状，非抑郁症患者中为 27%。缺乏力比多与缺乏食欲、对
他人冷淡、郁闷情绪高度相关。
轻度的：患者通常都会有轻微的自发性的性欲减退或对性刺激反应迟钝，
然而，在一些病例中，轻度抑郁的患者性欲似乎是增强了。
中度的：性欲明显减退，只有给予相当大的刺激时才会被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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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的：对性刺激不再有任何回应，甚至会产生厌恶感。
4. 疲劳
抑郁症患者中 79% 的人疲劳感增加，非抑郁症患者中仅 33%。一些患者的
这种症状看起来就像是单纯的躯体症状：肢体沉重、躯体僵硬，而其他人所说
的疲劳感则是丧失活力或能量。患者抱怨说自己无精打采、疲惫不堪、无力行
动、体力耗尽。
有时候，我们将疲劳感和缺乏活力以及回避想法区分得很清楚，然而却有
趣地发现疲劳感与缺乏满足感以及悲观面容高度相关（0.36），与其他躯体症状
或植物性的症状如缺乏食欲（0.20）
、睡眠紊乱（0.28）也相关。缺乏满足感和
悲观面容的相关系数表明精神层面也许是患者疲劳感的主要原因。当然，相反
的情况也应当被考虑为一种可能，至少在名义上是疲劳影响了精神状态。
一些作者将抑郁概念化为一种“消耗症状”，因为患者明显易疲劳。他们假
定患者在抑郁发作之前消耗了相当大的能量，而抑郁状态代表了一种躲避。在
这一阶段，患者将再次蓄积一些能量。有时这种疲劳是睡眠紊乱导致的，与之
相反的理论是，有人观察到患者即使在服安眠药后睡眠更多了，疲劳感也没有
减轻。有趣的发现是睡眠紊乱和疲劳感之间的相关度仅为 0.28。如果睡眠紊乱
是一个主要的因素，那么就会出现相当高的相关度。正如第 12 章中将要讨论到
的，易疲劳也许是缺乏积极动力的一个原因。
昼间易疲劳的变化与情绪低落和消极期待两者是平行的。患者在刚睡醒时
感到很疲劳但之后疲劳感却会有一定的减轻。
轻度的：患者发现他们比平时更容易感到劳累。如果患者在抑郁之前有一
小段的轻度躁狂史，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鲜明的对比：以前他们能够工作几个小
时仍然精力充沛，不感到疲劳，然而现在稍微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感到疲劳。
患者也不是每次情感转移或短暂休息后都会恢复活力，但这种改善是易变的。
中度的：患者在早上醒来后就会感到疲劳，任何活动都会增加他们的疲惫
感。休息、放松、娱乐似乎都不能减轻这种感觉，而事实上，反而会夸大它。
一个在健康时能够走很长路的患者在抑郁后走一小段路就会感到疲惫。不仅是
躯体性的活动，连那些需要集中精神的活动如阅读也常常会增加他们的疲劳感。
重度的：患者抱怨他们太疲劳了而不能做任何事情，但在外部压力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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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能完成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任务。然而，没有这样的刺激，他们几乎无力
做任何简单的事情如穿衣服。例如，他们会抱怨说自己没有足够的力气来抬起
胳膊。

妄想
抑郁的妄想表现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无用妄想、自罪妄想、被害妄想、幻
觉、躯体妄想、贫穷妄想。以上所提到的任何畸形的认知都会逐渐发展至最终
被认定为妄想。例如，自尊感低的人会逐步发展到认为自己是魔鬼，一个倾向
于责备自己的人最终会发展成为把所有的罪行都归到自己身上，如刺杀总统。
为了确认精神性抑郁的患者中各种妄想出现的频率，我们采访了 280 名此
类患者，访谈结果详见表 2-7。
表 2-7

不同程度的精神性抑郁症患者出现各种妄想症状的频率（n=280；%）

妄想症状

抑郁程度
无（n=85）

轻度（n=68）

中度（n=77）

重度（n=50）

无用

6

9

21

48

罪责

11

19

29

46

邪恶

3

4

3

14

惩罚

18

21

18

42

死亡

0

2

3

10

躯体衰弱

9

13

16

24

肥胖

5

6

14

20

1. 无用妄想
严重的精神性抑郁的患者中 48% 的人有无用妄想，一位患者在表达这种妄
想时叙述如下：“我必须把自己哭死，我无法活着也无法随便死去，我是如此失
败，如果我没有出生，一切就会好很多，我的存在就是一种负担……我是世上
最低等的人……我是次人类。”另一位患者会说：“我毫无用途，做不了任何事
情，我从来都没做过有价值的事情。”
2. 自罪和自惩妄想
一些患者认为自己犯了可怕的罪行所以他们理应受到惩罚。严重精神性抑
郁的患者中，46% 的人妄想自己犯有重大罪行。在很多病例中，患者会觉得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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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的惩罚如折磨，近在眼前；42% 严重抑郁的患者会想象惩罚有多种形式。其
他许多患者认为自己正在接受惩罚，而医院就是一个刑罚机构。患者恸哭道，
“上帝不是从不放弃的吗？”“为什么一定要我来接受惩罚？”“我心已死，难道他
看不见吗？他就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吗？”在一些病例中，患者会认为他们就
是魔鬼，严重的精神性抑郁症患者中 14% 的人有此妄想。
3. 虚幻妄想
传统说法都认为虚幻妄想与抑郁症有关，一种典型的虚幻反应表现在如下
的状态中：“这没用的，一切都丢失了，这个世界空无一物，昨晚所有人都死
了。”有时患者认为他们自己已经死亡，严重抑郁的患者中 10% 的人有此症状。
器官剥夺在虚幻妄想的患者中尤为常见，他们抱怨说自己的器官丢失了或
者内脏被人移走了，一般叙述如下：“我的心、肝、肠都没有了，我什么都没有
了徒有一具空壳。”
4. 躯体妄想
有时患者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正在变糟，或者得了绝症。在严重抑郁的患
者中，24% 的人认为他们的身体正在变得衰弱，20% 的人认为自己得了肥胖病。
躯体妄想患者的叙述如下：“我不能吃东西，这些东西在我嘴里的味道很恐怖，
我的肠子有问题，无法消化食物”
“我不能思考了，我的脑子一团糨糊”
“我的肠
子都阻塞了，食物无法通过”。严重异常的患者也会有与此相似的想法“过去半
年我都没睡过觉”。
5. 贫穷妄想
贫穷妄想似乎是抑郁症患者过度关注自己的经济状况所导致的症状。一个
富有的患者也许会这样哭穷：“我所有的钱都没有了，我靠什么生存？谁会为我
孩子的午餐埋单？”许多作者对于这类人会这样描述，表里不一，衣着褴褛，去
乞讨钱财或食物。
在我们的系列研究中，没有对贫穷妄想进行调查。因为我们研究的患者中
低收入人群占了很高的比例，因而很难将妄想的贫穷和现实的贫穷区分开来。
在 Rennie13 的研究中，99 位重性精神病患者中有近一半的人有妄想症状；
49 位患者有被害妄想和不抵抗思想（每种妄想的人数没有说明）；25 位患者有典
型的抑郁症妄想，大部分与自责、自我贬低或者死亡、形体改变、不道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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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在老年组的患者中妄想最为普遍（72%），50 岁以上的患者群他们的主
要想法围绕贫穷、被恐怖的手段打击、折磨、被下毒或被泼粪便展开。

幻觉
Rennie 发现 25% 的患者有幻觉症状。这在复发的抑郁症群体中是最明显
的表现。出现幻觉的患者叙述如下：“我能与上帝交谈”“我听到了这句话，‘你
的女儿已经死了’”“我听见人们在我的胃里窃窃私语”“我在圣诞节那天看到了
一颗星星”
“我看到了我死去的母亲并听到她说话了”
“有个声音告诉我不能吃东
西”
“有个声音告诉我说要往回走”
“我看到了上帝和天使并听到了他们讲话”
“我
看到了死去的父亲”
“我在食物里面看到了动物的脸”
“听到了死去的兄弟和其他
人的声音”
“看到丈夫躺在他的棺材里”
“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不要和你的丈夫
在一起’”
“看到两个人在挖坟”。
在我们的研究中，严重精神性抑郁的患者中 13% 的人承认听到谴责他们的
声音。这是报道的幻觉中最常见的表现。

临床测试
表象
在我们的研究中，精神病学家对抑郁症和非抑郁症患者某些临床特征的强
度进行了分级。这些症状中的大部分都会被认为是一种信号，也就是说它们是
从患者可观察到的行为中概括出来的，而不是从患者的自我描述中得出的。其
他一些特征是通过患者的口头描述和行为观察得出来的。其中一些特征与前面
章节中的描述有重叠。通过这个特殊的研究，我们将表中症状出现的频率与临
床测试中得到的结果进行了对比。
样本人群中的 486 位患者来源于表 2-2 中描述的 966 位患者群的后一部
分。非抑郁症患者、轻度、中度、重度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分布情况详见
表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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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临床特征

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患者出现以下临床特征的频率（%，n=486）
抑郁程度
无

轻

度

中

度

重

度

18

72

94

98

佝偻的姿势

6

32

70

87

在访谈中哭泣

3

11

29

28

讲话迟缓等

25

53

72

75

情绪低落

16

72

94

94

6

13

37

37

有自杀想法

13

47

73

94

优柔寡断

18

42

68

83

绝望

14

58

85

86

不满足感

25

56

75

90

自觉有罪

27

46

64

60

缺乏兴趣

14

56

83

92

缺乏动力

23

54

88

88

易疲劳

39

62

89

84

睡眠紊乱

31

55

73

88

缺乏食欲

17

33

61

88

便秘

19

26

38

52

悲观面容

日间情绪变化大

37

大部分的抑郁症可以通过仔细检查得以确诊。悲伤、抑郁的表情结合迟钝、
激进的思维构成了抑郁症的特殊病征。然而，很多患者会用愉快的假象（“微笑
抑郁”）掩饰不愉快的情绪，这就需要仔细地询问才能引出患者痛苦的表情。
面部的表情显示了与悲伤有关的典型特征。嘴角下拉，眉头紧皱，皱纹加
深，眼睛经常哭得红肿。临床医生对此的描述是阴沉的、凄凉的、郁闷的、沮
丧的、不苟言笑的、严肃的、不服从的。5Lewis 报道说在他的样本患者中，绝
大部分的女性都会哭，但只有 1/6 的男性会哭。
在严重抑郁的患者中，脸上似乎都是僵硬的阴沉表情。19 然而，很多患者
的表情是多变的，尤其是当他们的注意力被感觉转移的时候。严重抑郁的患者
有时也会有真诚的笑容，但通常很短暂。一些患者会表现出勉强的或社交性的
笑容，这都带有欺诈性。所谓忧郁的微笑是很容易识别的，它暗示了患者缺乏
真正的娱乐时光。当检查者讲一个笑话时，患者也许就会出现这种表情，但这
只是显示了患者对幽默有很好的觉察性，但其实没有真实情感的回应。
85% 的抑郁症患者有悲伤面容（包括轻、中、重度的患者），非抑郁症患者
仅 18%。在严重抑郁症患者群中，98% 的人有此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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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缓
迟缓性抑郁症患者的明显标志就是自发性活动减少。患者倾向于长久地待
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尽管患者的躯体轻盈但仍然行动迟缓、谨慎。他走路
缓慢，弯腰驼背，步态迟疑。在我们的样本人群中，87% 的严重抑郁症患者有
此类姿势特征。
患者讲话时自主性降低，言辞减少。他们不再主动与人交谈，不再自愿发
言，就算被人提问，回应时也只有只言片语。有时，只是谈论到一个痛苦的话
题，患者就会表现得少言寡语，他们的说话声音常会降低，交流的内容也很单
调。75% 的严重抑郁症患者有此声音特征。
患者说话越是迟缓，越不能将一句话说完，回答问题时含糊不清，严重者
甚至哑口无言。正如 Lewis 指出的，有时仅凭少言寡语我们很难把抑郁症患者
和隐藏得很好、疑似偏执型精神病的患者区分开来，两者说话时都有暂停、犹
豫、回避、中断、简短的特点，确诊时仍需要依赖其他观察，如具体的说话内
容和行为表现。
严重抑郁的患者也许会表现出被称为木僵或半木僵的综合征。单独来说，
患者不论站着、坐着或躺着都表现为一动不动。如果有，那也是很少，就像在
焦虑或明显意识模糊的患者身上也很少看到蜡样屈曲一样。患者对刺激的反应
程度各有不同，一些人会因为检查者的持续努力而有所回应以（与检查者）建立
一个和睦的关系，有的人反应则很明显。在他们恢复后，作者根据后面的目录
问了几位抑郁症患者，他们回答说，在进行临床测试时，他们是有感觉和想法
的，但无论如何就是表达不出来。
在一些极端的病例中，患者不吃不喝，即使这些都是必需的，他们嘴里含
着食物却不嚼，直到有人帮他们把这食物吐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用管饲
来维持他们的生命。有时患者的肠蠕动消失，那么手取粪便或者灌肠就是必需
的。患者唾液增多，则会出现口角流涎。眼睛一眨不眨，则会出现角膜溃疡。
在第 8 章的良性木僵中对这些极端病例会有更多描述。
Bleuler（p.209）20 描述了抑郁的三联征包括情感迟滞、行动迟缓、思维迟钝，
前两种是迟缓型抑郁的典型特征，然而，有人也坚定地认为这类患者的思维是
活跃的（甚至是活跃过度的），尽管他们讲话时表现迟钝。此外，精确的心理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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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也并没有显示出抑郁对思维过程有重大的影响（见第 10 章）。

焦虑
焦虑性抑郁症患者的主要特征是不停地动。他们无法在椅子上坐定，要不
断地动来动去。他们双手交叉或缠弄着手帕，传递出内心的不安、慌乱。他们
撕扯着衣服、抓挠皮肤、握紧或松开十指，不停地抓挠头皮或者身体其他部位
直到抓破皮肤。
在访谈过程中，患者会多次离开椅子，走向门口。晚上他们会频繁地起床，
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就像他们很难静止不动，他们也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建设
性的活动上。从他们不停的唉声叹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焦虑。他们会去找医
生、护士或其他患者，围着这些人提要求或恳求某些保证。
患者暴怒、苦恼的情感与其思维是一致的，他们恸哭道，“为什么由我来做
这件事，噢，上帝啊，我到底算什么，请可怜可怜我吧”。他们认为自己将被屠
杀或活活烧死，悲叹道，“我的内脏都没了，这是无法忍受的”。他们会尖叫，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痛苦了，请把我带离苦海”。他们会呻吟，“我没有家了，也
没有家人，我只想死，就让我死了吧”。
迟缓型抑郁的患者思维似乎都是围绕着他们自己的命运，有一种听天由命
的感觉，而焦虑的患者，不能接受或忍受这些想象的折磨。他们焦虑的行为似
乎代表了对即将来临的劫数所做的绝望斗争。

症状群的差异
儿童和青少年
Weiss 和 Garber21 综合了一些关于儿童和青少年，在像成人一样经历和表
达抑郁情感时的经验之谈，尽管我们普遍认为抑郁在这个年龄群体中是多发的，
但其发展水平对抑郁的现象学影响是相对较小的，个人情况的发展前景也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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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种疾病现象和经历的独一性。所以，在确诊患者为抑郁症时，如果有可能
必须将其生理、社会、认知发展水平考虑在内。
考虑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一大堆研究，Weiss 和 Garber21 提出还有以下一些问
题没有解决：我们还不知道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抑郁是如何与成人的抑郁相区
别的，然而，它们的确有关联。为了找出不同，他们就根据发展水平将个体抑
郁的持续性和持续的形式或性质区别开来。在他们提供的其他例子——兴趣缺
失中（缺乏愉悦感），提出了所有阶段的发展水平，但每个阶段的表现都不相同。
儿童的兴趣缺失会表现在对玩具不感兴趣，青少年表现为对凡事都感到无聊，
成人则表现为缺乏性欲。
需要重视的是，对抑郁经验之谈的文献进行综述和荟萃分析 21 后得出的结
果，并不意味着儿童和成人在经历和表达抑郁时是没有区别的；我们宁愿说目
前的研究就是这样，而明确的结果还没有出现。如果在合理的干预性研究下，
我们能够发现区别，那么研究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这种区别是抑郁的原因还是
结果。然而，在涉及那一步之前，“最主要的是这些包含抑郁综合征在内的症状
群是否存在发展性的区别，这个问题还有待回答”。
美国心理协会 22 的官方诊断手册并没有如上述研究者的综述来得周到，他
们宣称儿童和青少年抑郁大发作的“核心症状”是相同的。然而，也声称随着
年龄的增长一些突出的特殊症状也会改变，“某些症状如躯体反应、易激惹、社
交分离在儿童之中尤为常见，然而，与青春期和成年期相比，心理运动迟缓、
嗜睡、幻觉在青春前期少见”。

文化差异
为了防止由于经历和交流抑郁症状的差异所引起的漏诊或误诊，我们必须
很好地理解与患者之间的文化差异。22 下面就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神经”或头
疼（在拉丁或地中海民族的文化中）、虚弱、疲劳、“失衡”
（在中国和亚洲的文化
中），“心脏”有毛病（在中东的文化中），或“心碎了”（在印第安霍皮人的文化
中），这些主诉，也许表达的都是抑郁的情感体验。由于抑郁在世界范围内不同
文化之中的差异性表达，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全面理解其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