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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心理学

在唐纳德青年时期，他就开始回避与家庭和朋友进
行交往。17 岁时，没有任何明显诱因的情况下，他开始

激烈的争吵，其他的时间他可以忽略它们，尽管这些声
音从来没有完全消失过。

幻听。那个时候，他坚信这些恶毒的谈论来自隔壁，通

在唐纳德犯病之前，他过着小康生活，与同伴相处

过电波传递给电视里的人。最近他开始考虑这个声音是

良好，学习尚可，有运动天赋。但经常表现出注意力不

不是发自自身。病情恶化期间，唐纳德能听到这些声音

集中，无所事事。无药物滥用史。

当你在看莫妮克和唐纳德的故事时可能会有一些疑

成为一名心理学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学会提问。心

问。例如，由于莫妮克早晨不会饮酒，你可能就会质疑

理学这一迷人的学科中，变态心理学尤其引人入胜（尽管

她是否有严重的酒精成瘾问题。答案是肯定的。这一判

我们可能持有偏见）。学会提出问题和进行研究是心理学

断的关键在于她的状况是否满足特定的诊断。此外，你

家的必备技能。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过进行变态心

也可能想知道莫妮克的其他家庭成员是否有相似的饮酒

理学研究（这一领域有时被称为心理病理学）的训练，但

问题。答案依然是肯定的。这就涉及家族聚集性（family

进行该领域的研究依然需要提出问题，并将所获得的信

aggregation）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一障碍是否为家族共

息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呈现。例如，当一名治疗师与新来

有。你肯定会特别好奇唐纳德怎么了，他为什么会听到

访者或患者首次会面时，治疗师会广泛提问，试图了解

声音。答案是唐纳德患有精神分裂症。同样，唐纳德的

与该患者有关的问题。治疗师会依据目前的研究来选取

案例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发病之前通常会有一定的

最有效的治疗。20 年前、10 年前，甚至 5 年前所谓“最

征兆，不会表现得完全正常。

好的治疗”与今天最好的治疗也会有所不同。随着经验

从这些真实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心理障碍可以给
人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如果对这些与疾病抗争

和知识的不断积累，我们所能选择的治疗方法也在不断
进步，而这所有的发展离不开科学研究的驱动。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对变态行为进行定义和分类，

的人没有同情的话，你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点。所以对于
试图帮助像莫妮克和唐纳德这类患者的临床工作者和研

这样研究者和心理卫生专业人员就可以相互交流自己所

究者来说，要有足够的同情心，但同时也一定要掌握其

见到的患者或来访者的情况。我们同样会对大样本人群

他技能。我们要理解心理障碍就必须学会去探索能够帮

中变态行为发生的程度进行大致的概述。
同时，在畅想变态心理学的未来之前，我们有必要

助到患者及其家庭的各个方面，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应当
涉及研究变态心理学的方法的关键。

简要地回顾一下变态心理学的过去，看一看从开始到现
在，人们是如何看待变态行为，如何对其进行治疗的。
最后，我们会探讨研究者如何研究变态行为，哪些方法
被心理学家和其他心理健康工作者用来获取信息。
你会注意到这一章主要是在描述研究。变态心理学
学科的进步和知识获得的关键在于研究。对于如何做研
究你了解得越多，你就会对你所获得的结果到底意味着
什么有更多的见解。

1.1

变态是什么
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人们对变态或障碍的含义目前

依然没有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关于变态的
定义，相反，我们有很多关于变态的定义，但这些定义
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瑕疵的（Maddux et al.，2005）。然
菲姬曾谈到自己与物质滥用（尤其是冰毒）做斗争的经历。

而，关于哪些状况是或不是心理障碍我们还是有所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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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tzer，1999）。我们是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在某种程

人身上发生。例如，大多数人都有违法停车的经历，但我

度上，这是基于变态有一些明确的属性能够让我们有所

们不能认为这种对社会规则的违背是变态的。如果母亲溺

辨识（Lilienfeld & Marino，1999 ；Seligmn et al.，2001）。

死自己的孩子，那么我们能够立即判断这是一种变态行为。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属性构成变态定义的雏形。应当注意

（5）社会不适。当一些人违背了社会规则，他们周

的是，每个属性对于定义变态来说都不是充分或必要条

围的人就可能会有不舒服的感受。想象一下，当你坐在

件，然而一个人在以下所述几方面面临的问题越多，那

一个空荡荡的电影院里，有一排排的空座，这时有个人

么他就越可能有某些形式的心理障碍。

进来，直接坐在你的身旁，你有什么感受？类似地，如

（1）痛苦。如果人们感到心理痛苦，那么我们就会

果你与一个陌生人刚交谈不到四分钟，她就开始跟你讲

倾向于认为存在变态的可能性。抑郁和焦虑障碍的患者很

她有自杀企图，这个时候你有什么感受？除非你是危机

明显会感到痛苦。但那些躁狂的患者呢？还有那些心境高

干预中心的治疗师，不然你会认为这是一种变态行为。

涨的患者呢？他们可能并不痛苦。事实上，这些患者不喜

（6）不合理及不可预测。之前提到，我们期望人们

欢服药通常是因为他们不想放弃躁狂所带来的“高潮”。

的行为能够有固定的模式。尽管有点小意外会给生活添加

如果你明天有一个考试，那么你会感到焦虑。但我们通常

调剂，但我们在判断某些非正统行为是否异常时总会有一

不会把这当作变态。尽管在许多个案中，痛苦是变态的一

个界限。如果坐在你旁边的人突然开始尖叫、爆粗口，你

个元素，但它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可能会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因为他的行为不可预测，是我

（2）适应不良。适应不良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们无法理解的。然而，我们评估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这

和对工作与亲密关系的享受。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会限制

个人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例如，你的舍友为了准备

自己的进食，直到变得瘦骨嶙峋，需要入院治疗。抑郁

下一届的莎士比亚文化节，开始在宿舍背诵《李尔王》的

的患者会回避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变得整周或整月不能

台词，我们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变态的；或者他是一个极

工作。但是，并不是所有心理障碍都会出现适应不良的

富戏剧性的人，偶尔有一些夸张的嘶吼，我们也不会觉得

行为。我们来想象一下，一个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诈骗

有问题。但如果我们回到宿舍发现，舍友躺在地板上，手

犯，他可能仅仅通过交谈就骗走对方所有的积蓄，但这

臂胡乱挥舞，口中念念有词，可能在背诵《李尔王》
，我

种行为是适应不良吗？对于这个诈骗犯来说，当然不是，

们就会考虑是不是要叫救护车，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性

这甚至是他谋生的方式。但我们认为他是变态的，因为

格，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表现出这种行为。

他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适应不良的。
（3）偏离常态。简单地从统计上来认为那些发生率
较少的行为是变态并不能准确地定义变态。从统计学上来
讲，天才和海豚音是罕见的，但我们不能认为这些非凡的
天赋是变态的。另外，智力低下同样是统计学上罕见的、
偏离常态的，我们就会认为这类人群是变态的。这就表明
我们在定义变态时，会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如果某种现
象是统计学上少见且不受社会欢迎的，那么我们就更可能
认为这是变态的，而对于那些同样统计上少见但受社会欢
迎（如天才）或同样为社会所不欢迎但统计上常见（如粗
鲁）的行为，我们就不会认为它们是变态。
（4）违背社会标准。所有文化都有其规则。其中一些
规则形成该文化背景下的法律，其他的规则成为我们需要
遵守的常规和道德标准。尽管许多社会规则在某些程度上
是不近人情的，但当有人无法遵守常规的社会、道德准则
时，我们就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变态的。当然，这种判断
也要考虑违背社会常规的程度是否严重以及是否经常在他

与其他大多数杰出的运动员一样，维纳斯·威廉姆斯（Venus
Williams）和赛瑞娜·威廉姆斯（Serena Williams）的体格从统计学
的角度来看是“异常”的。然而，她们并不会被心理学家冠以“变
态”的标签。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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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判断一种行为是否

1.1.1

DSM- Ⅳ对心理障碍的定义

变态时常会加入社会判断。换句话来说，做出这样的决
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期待。但由于社

目前美国公认心理障碍分类体系是《精神疾病诊断

会也在不断变化，人们特定的行为也会逐渐被接纳，尽

和统计手册》第 4 版（DSM- Ⅳ）。这版手册于 1994 年出

管这些行为在 10 年前被认为是变态的，过了 10 年或 20

版，2000 年修订。最新的版本是 DSM- Ⅳ -TR（TR 代表

年可能就为大家所接受了。同性恋曾一度被视为心理障

文本修订版）。表 1-1 对目前 DSM- Ⅳ中心理障碍的定义

碍，但现在人们已不这么认为了。再比如 20 年前，穿鼻

进行了总结。

环和脐环被认为是异常的，是有心理疾病的征兆。但现
在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不会引起舆论哗然，而且很
多人认为这是时髦的表现。你还能想到类似的例子吗？

表 1-1

DSM- Ⅳ对心理障碍的定义

一种临床上显著的行为或心理的综合征或模式
与痛苦和功能不良有关（即一到多个重要功能受到损害）
不是一种简单可控的或被文化认可的对特殊事件（如心爱的人死
亡）的反应
考虑个体所反映的行为、心理和生理上的功能失调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SMⅣ , 2000, p. xxi.

我们可以发现，这本诊断手册并没有涉及心理障碍
的起因，也就是“病因学”（etiology）。相反，DSM 试图
达到“非理论”，也就是不偏向任何特定的解释病因的理
论。同时 DSM 进一步谨慎地将某些文化背景下赞成的行
为从心理障碍中排除，例如在重要人物去世后产生的抑
郁或哀伤。DSM 对于心理障碍是否总是功能不良（发生
在个人身上，而非集体之中）的产物持谨慎的态度。
尽 管 DSM 诊 断 系 统 得 到 了 普 遍 承 认， 但 DSM 对
文身，曾经被看作一种极端离经叛道的行为，现在却非常普遍，
并且被很多人认为是时尚的标志。安吉丽娜·朱莉（Anglina Jolie）
身上就有不少文身。

心理障碍的定义依然存在问题。在 DSM 系统中，心理
障碍被定义为某种临床显著的行为或心理综合征，与痛
苦或功能不良相联系。但临床显著是什么意思，该如何
测量？同样，痛苦或功能不良达到什么程度就需要进行
心理障碍的诊断？由谁来决定什么是文化所赞同的表
现？最后，行为、心理、生理的功能不良由什么构成？
很明显，问题行为不能用自身来定义功能不良，这将陷
入循环论证，我们不能用功能不良的行为来定义功能
不良。
为了解决上述提到的在 DSM 中定义心理障碍的问
（1992a，1992b，1997）提出
题，维克菲尔德（Wakeﬁeld）
将心理障碍作为“有害的功能不良”的观点。在他所提
出的定义中，维克菲尔德根据社会价值判断来定义“有
害”（例如，痛苦、不能工作等）。他从进化的视角来考虑
“功能不良”，认为这是由于我们的某些潜在的机能无法
按照进化的“设计”正常表现（Clark，1999）。

皮特·温兹（Pete Wentz）是闹翻天男孩乐队的主唱，也是艾希
莉·辛普森（Ashlee Simpson）的丈夫，他在炫耀其标志性的“眼线”。

维克菲尔德观点的优点在于他将社会价值取向的影
响因素纳入到了心理障碍的定义中。他同样试图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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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进化论）引入他的诊断概念中。然而，他所提出

心理健康专家能够涉及的范围。结果，单纯出于实用的

的解决方法依然存在多种逻辑和哲学层面的缺点（e.g.，

动机，分类系统的定义划分了哪些心理问题能够得到保

Lilienfeld & Marino，1999; Maddux et al.，2005）。例如，

险金，以及可以得到多少保险金。

我们如何才能知道某一问题行为真的是由功能不良引发
的呢？进化论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便利清单来比较功

1.1.3

分类系统的劣势

能正常和功能不良的行为。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来似乎
不可能把 DSM 中将近 300 种诊断背后的生物学功能不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在使用独立的分类系统时依

良一一探索出来。简而言之，试图寻找心理障碍的一个

然面临一连串问题。分类的本质在于它将信息以简要的

简洁、直接的定义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许多。另外，

形式呈现出来。然而，任何简略的记录都会带来信息本

我们评价什么是变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下的社会规范

身的流失。比起简单地报告患者的诊断结果（例如，精

和价值体系。

神分裂症），了解个体独特的个人史、人格特征、癖好、

对于变态或心理障碍的任何定义都有一定的武断色

特定障碍的家族联系（如通过阅读个案总结）能够给我

彩。DSM- Ⅳ也不例外。我们似乎应当将 DSM 看作一项

们极为丰富的信息。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仅仅使用分类

不断进展的工作，而不是已经完工的作品。这项工作的

体系来进行简要划分，我们必然会忽略患者大量的个人

最终目标是建构一个诊断系统，不仅能够基于临床症状

细节。

来区分心理障碍，还能够根据病因和相应的生物学紊乱

更重要的是，尽管时代在发展，面对精神病的诊断，

来鉴别这些障碍（Hyman，2007）。相信在将来，特定心

社会依然存在污名（stigma）（或耻感）。即使今天，与谈

理障碍的基因标记研究结果或神经科学研究的发现最终能

论自己有身体疾病如糖尿病相比，人们在承认自己有心

进入 DSM 体系，帮助我们修正诊断标准。针对 DSM- Ⅳ

理障碍时会更为迟疑和不适。很多人害怕（尽管害怕可能

目前表现的许多缺点，我们在逐步修正、开发 DSM- Ⅴ

是想象中的）坦率承认自己有心理障碍会影响社交和工

（e.g.，Clark，2007 ；Luyten & Blatt，2007 ；Wakeﬁeld et

作，或是遭遇歧视。尽管目前关于心理疾病的期刊能够

al.，2007）。DSM 的诊断及其对心理障碍的定义会随着

为人们提供丰富的信息，但大众对心理疾病的理解程度

我们对不同心理障碍理解的深入而变得更为精准。

依然非常贫乏（我们可以称其为“心理文盲”）
（Thornicroft
et al.，2007）。

1.1.2

为什么需要对心理障碍进行分类

与污名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刻板印象（stereotyping）。
刻板印象指的是基于少量的信息（通常是琐碎的）形成对

如果定义变态这么困难，为什么我们还要这么做？

他人的自动信念，例如，戴眼镜的人更为聪明，纽约人

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大多数科学都需要分类（例如，化学周

很粗鲁，美国南部的人都有枪等。由于了解到心理障碍

期表和生物学中对有机体界、门、类等的分类）。分类系

会伴随某些特定行为，我们可能就不由自主地、错误地

统能够给我们提供最基本的命名体系（nomenclature），使

认为我们遇到的所有符合精神病诊断的人都会表现出这

信息变得更为结构化、更容易理解。

些行为。

在某一分类系统内，组织信息能让我们对不同心理

让我们花几分钟考虑一下自己对心理有疾病的人

障碍进行研究，进而更多地了解它们的病因和更好地对它

的真实态度。你对他们的假设是什么？你会认为有心理

们进行治疗的方法。例如，回想一下我们之前提到的案

疾病的人能力不强、不负责任、更为危险以及更难预测

例，莫妮克患有酒精和药物依赖，唐纳德患有精神分裂

吗？研究表明，这类态度并非偶然（A.C. Watson et al.，

症。知道他们患有哪种障碍本身已经很有帮助，起码我们

2004）。你能回想起那些让人们保持这种刻板印象的电

知道针对唐纳德的治疗可能对于莫妮克来说不会奏效。

影、小说或广告吗？你想过采取行动来破除媒体中普遍

使用分类系统的最后一个影响可以说是更为世俗的。
正如有人指出，心理障碍的分类有其社会和政治寓意

存在的错误认识吗？
贴标签（labeling）同样可以让污名持续很久。如果

（Blashﬁeld & Livesley，1999 ；Kirk & Kutchins，1992）。

一个人被贴上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或其他形式心理疾病

简单来说，定义中将哪些部分划分在病理范围内决定了

的标签，那么他的自我概念的形成会受到直接影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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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你接到这样的诊断时你会做何反应？此外，一旦

罹患躁郁症的患者”。总之，个体和诊断结果不能等同。

一组症状被命名、被确诊，即使患者痊愈，这个诊断的

1.1.4

标签也会伴随他一生，难以剥离。

文化如何影响变态的定义

正如之前所讲到的在定义变态时要考虑社会价值取
向和社会期待的变迁一样，我们同样需要考虑文化间的
差异。事实上，这一点在 DSM 对心理障碍的定义中已
经有明显的强调。每一种文化中都会有许多共享的信念
和行为，被该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所广泛接受，并可能会
成为他们的风俗。例如，基督教国家的许多人认为 13 这
个数是不吉利的。这一观念的起源可能与“最后的晚餐”
这个《圣经》故事有关，故事里面共有 13 个人参与了最
美洲原住民的语言
中并没有“抑郁”这一
词语。他们通常会将抑
郁症状描述为身体问题
而非情绪问题。

然而，我们还需要谨记的一点是，我们的诊断系统

后的晚餐。例如，许多人在 13 号的星期五这天会特别小
心，有些旅馆和公寓避免标记 13 楼。同样，医院里也经
常没有 13 号床位。
相反，日本人不会担心 13 这个数。他们会试图避免
数字 4，因为在日本文化中，数字 4 的发音与“死亡”的
发音类似（Tseng，2001，pp.105-6）。

并不对人进行分类，分类的主体是人们所患的疾病。当

我们会发现不同文化对精神痛苦的描述也不同。例

注意到有人患病时，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不要用这种疾病

如，在某些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和东南亚文化背

来定义这个人，要使用尊重的、适当的语言。曾经一段

景中，没有特定的词来表述抑郁（Manson，1995）。当然，

时间里，心理健康专家经常描述患者为“一个精神分裂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文化群体内的人不会体验到临床显著

者”或“一个躁郁者”。然而现在，我们需要知道更为准

的抑郁。我们会在下面的案例中看到，一些心理障碍是

确的说法应当是“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或“一位

靠文化认可的方式来对痛苦进行表达呈现出来。

案例分析

一名抑郁的印第安老人

JGH 今年 71 岁，来自印第安的西南部落，他的一个

垮垮，但是他仍然拒绝承认自己体重减轻。他精神不易

孙女将他送到当地的医院急诊，有多重主诉。其中大多

集中，记忆也变得困难。当问到过去几个月他为什么不

数问题包括无法明确定位的疼痛。当问到他哪儿疼时，

去参加家庭和族里的聚会时，GH 先生讲到是因为“太累

GH 先生表示是他的胸，然后是他的腹部、膝盖，最后用

了，充满痛苦”，并且“害怕让别人失望”。医生继续问

手指自己的全身。从他的嘟囔声中，医生发现他提到一

下去，GH 先生陷入了沉默。突然，他又讲道：“你知道，

个他们的土语，意思是“全身得病”。他的孙女说他最近

我的羊群最近过的不是很好。它们的毛皮不再顺滑，也

表现得不像他自己了。过去的三四个月里，GH 先生停止

变瘦了。每天在外边晃荡，母羊也不懂得照顾小羊。”GH

参与许多过去对他来说重要的活动，以他为中心的大型

先生的身体检查和实验室测试都表现正常。目前 GH 先

家庭会议也不再参加。他不想谈论这些行为和感受上的

生每天会服用两片扑热息痛来缓解轻微的关节痛。尽管

变化。医生进行了更为直接的询问，GH 先生承认他入睡

他认为自己酗酒状况开始改善，但其实他已经 23 年没有

困难，夜里睡不踏实，早醒。同时，他还提到最近几个

喝酒了。另外，他否认有过抑郁发作史或其他精神病性

月不想吃东西，尽管他以前的衣服现在穿上去变得松松

问题（Manson，1995，p.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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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 JGH 这个案例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对于诸

印第安部落中），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这就可能是变态

如抑郁这样一些全世界共通的心理障碍，文化能够塑造

的。但我们不可忽视的是，某些特定的罕见行为和表现

其临床表现（Draguns & Tanaka-Matsumi，2003）。例如在

是全球公认的心理障碍的产物。
许 多 年 前， 人 类 学 家 珍 妮· 墨 菲（Jane Murphy，

中国，患有抑郁的个体通常更为关注自己的躯体（疲劳、
头晕、头疼），而不是诉说自己的忧郁或无望（Kleinman，

1976）在非洲的约鲁巴和白令海岛上讲尤皮克语的因纽

1986 ；Parker et al.，2001）。这种关注躯体的痛苦胜于情

特人中研究变态行为。两个社会都用各自的词汇来描述

感痛苦的倾向同样也表现在 GH 先生的案例里。

变态或疯狂。另外，在这些文化中被认为是变态的一系

尽管在临床实践中，文化意识已有了较大发展，但

列行为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也的确是异常的，包括幻听、

我们依然对文化如何对变态心理学进行解释和表达知之甚

自笑、公共场合排泄、喝尿以及相信没有人相信的东西。

少（Arrindell，2003）。大量精神病学的文献来自欧美国家，

为什么你认为这些行为是全球公认的变态行为呢？

即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从 1996 ～ 1998 年，
在 6 种顶尖的精神病学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仅有 6% 的
文章来源于其他人口总量占全世界 90% 的国家（Patel &

1.2

心理障碍常见吗

Sumathipala，2001）。来自相对贫穷国家的研究尤其稀少，
只占 2002 ～ 2004 年顶尖精神病学期刊发表文章数量的

今天有多少人以及哪些类型的人被诊断为心理障碍

3.7%（Patel & Kim，2007）。目前依然没有证据表明这种

呢？我们之所以要了解这些信息，首先是因为这些信息

境况随着时间在发生改变。此外，发表物对非英语语言

对心理健康服务的规划和建立是必要的。心理健康服务

的歧视更是加大了这种差距。

的规划者需要对所在地区、州或国家的心理疾病的本质
和程度有精确的了解，因为他们有责任将社区心理健康

1.1.5

某些文化中特有的心理障碍

中心所提供的研究项目基金或心理健康服务进行有效的
分配。如果一个治疗中心的治疗师大多数擅长神经性厌

某些心理病理现象只有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才会体现：

食症（一种非常严重但较罕见的临床问题）的治疗，而很

它们只在世界的某个地区出现，并且与文化问题紧密

少有治疗焦虑或抑郁这种常见心理障碍的治疗师，这显

联系。举个例子，比如大人惊风症。这种综合征其实是

然是不合理的。

一种焦虑障碍，在日本极为流行。它包括极度害怕自己
的身体、身体的某些部位或者身体机能会冒犯别人、让

1.2.1

患病率和发病率

他人尴尬或感觉不适。通常患有这种障碍的人害怕自己
的注视、面部表情或体味让别人脸红或困扰（Levine &
Gaw，1995）。

在进一步讨论心理障碍如何影响社会之前，我们必
须先澄清如何统计心理问题。流行病学是指疾病、障碍

另外一种基于文化的心理问题表现在对痛苦的表达

或与健康相关的行为在人群中的分布。心理卫生流行病

，一般在拉
上，称为波多黎各综合征（Ataque de nervios）

学研究心理障碍的分布情况。流行病学调查的一个关键

丁裔和拉丁美裔人身上出现，尤其是来自加勒比的人。

成分是测定心理障碍的发生频率，有多种方式可以来表

这种疾病发作通常由压力事件，例如离婚或分离等引起，

示。患病率表示在指定的时间段里患者的数目。患病率

发作时患者大哭、身体颤抖、无法控制地尖叫，同时强

通常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也就是人群中有百分之多少的

烈地感到无法掌控。有时个体会变得有身体攻击或言语

人患有某种心理障碍）。此外，还有其他几种不同的患病

攻击性。另外，患有该病的个体会晕厥或体验到类似癫

率可以对心理障碍的频率进行估计。

痫发作的感觉。一旦应激结束，个体就可以正常生活，
对疾病发作几乎没有印象。

时点患病率表示在给定的时间点、给定的人群中，
实际患者的比例。例如，如果我们想了解来年 1 月 1 日

我们之前提到，变态行为是那些偏离个体所处社会

患有重性抑郁症的人数，这个数字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个

常规的行为（e.g.，Gorenstein，1992；Scheff，1984）。在

抑郁症时点患病率的估计。在 11 月和 12 月患有抑郁症

一些文化中，听到去世亲人的声音是正常的（例如在许多

但在来年 1 月痊愈的个体是不能参与该时点患病率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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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同样，1 月 2 日发病的个体也不能计算在内。
如果我们想要计算一年内的患病率，我们就需要计
算在这一整年中患抑郁症的所有个体。你可以想象到，

卡罗来纳州）和洛杉矶（Myers et al.，1984; Regier et al.，
1988; Regier et al.，1993）。
第 二 个 是 美 国 国 家 共 病 调 查（national comorbidity

这一患病率会高于时点患病率，因为它涵盖的是更长的

survey，NCS）， 其 规 模 更 大。 抽 取 样 本 来 自 全 美 国 人

一段时间。若选取一天进行时点患病率的测量，那么年

口， 利 用 一 些 改 进 了 的 复 杂 抽 样 方 法（Kessler et al.，

患病率还需要包含在这一天前已痊愈的个体以及这一天

1994）。之后又完成了国家共病再调查（NCS-R）
（Kessler

之后才发病的个体。

et al.，2004 ；Kessler，Berglund，et al.，2005a; Kessler &
Merikangas，2004）。NCS-R 利用 DSM- Ⅳ对心理障碍一
年以来的患病率和终生患病率的调查结果如表 1-2 所示。
表 1-2

成人中 DSM- Ⅳ心理障碍的患病率
1 年（%）

终生（%）

任意焦虑障碍

18.1

28.8

任意心境障碍

9.5

20.8

任意物质滥用障碍

3.8

14.6

26.2

46.4

任意障碍

资料来源：Kessler, Berglund, et al. (2005a); Kessler, Chiu, et al.
(2005).
心理障碍并不总是单独发病，一名酒精滥用的患者可能也存在
抑郁和病理性焦虑的问题。

最后，我们可能会想要获得对所有得过病的个体数

DSM- Ⅳ 中 提 到 的 心 理 障 碍 的 终 生 患 病 率 约 为
46.4%。这意味着几乎一半美国人在他们生命的某些时候
被质疑受到心理障碍的影响（Kessler，Berglund，et al.，

目的估计（即使他们目前已经痊愈）。这就是终生患病率。

2005a）。尽管这一数字看起来比较高，但实际上它还是

由于它将评估扩展到个体的一生，因此会包括目前患病

低估了心理障碍的发生情况，因为在 NCS 的调查中并没

和已经痊愈的个体，终生患病率的估计值是这几种患病

有测量进食障碍、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的患病状况，大

率估计值中最高的。

多数人格障碍也没有包括在内。我们可以从表 1-2 中看

另外一种估计方式是发病率。发病率指的是在给定

到，心理障碍中最为普遍的类别是焦虑障碍。最为常见

时间段内新增案例的个数（一般为一年内）。由于发病率

的个体心理障碍是重性抑郁症、酒精滥用和单纯恐惧症

排除了之前已有的案例，所以通常会低于患病率。换句

（例如，害怕小动物、昆虫、苍蝇，恐高等）。社交恐惧症

话说，如果我们要测量精神分裂症一年内的发病率，我

（例如，害怕在公共场合说话）同样很常见（见表 1-3）。

们就不会计算在给定开始日期前已经患有精神分裂症的
患者（即使他们仍未痊愈），因为他们不是新的精神分裂
症患者。换句话说，那些在我们规定的一年内发展出精
神分裂症的个体将会被纳入评估中。

1.2.2

心理障碍的患病率

既然我们已经对一些基本概念有所了解，现在就
让我们来看一些重要的心理障碍 1 年内的患病率。近几

表 1-3

最普遍的 DSM- Ⅳ中的心理障碍

心理障碍

1 年患病率（%）

重性抑郁症

6.7

酒精滥用

3.1

13.2

单纯恐惧症

8.7

12.5

社交恐惧症

6.8

12.1

品行障碍

1.0

9.5

终生患病率（%）
16.6

资料来源：Kessler, Berglund, et al. (2005a); Kessler, Chiu, et al.
(2005).

年来，美国采用直接、正式的诊断评估进行了三次全

尽管心理障碍的终生患病率非常高，但我们需要注

国性的心理卫生流行率调查。第一个是流行病高发区

意的是，在某些案例中，心理障碍的持续时间非常短（例

（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ECA）研究，样本抽取自

如，失恋分手后短短几周的抑郁）。另外，许多符合某一

五个社区：巴尔的摩、纽黑文、圣路易斯、达勒姆（北

诊断标准的人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例如，在 NC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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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约半数样本（48%）被诊断患有某种单纯恐

代表着神的愤怒与惩罚。《圣经》中摩西也说“耶和华必

惧症，将这些恐惧症进行从轻微到严重的评分后，只有

用疯癫击打你”。这意味着神已不再保护此人，任其在邪

22% 的恐惧症是严重的（Kessler，Chiu，et al.，2005）。

恶势力中自生自灭。当这种附身出现时，人们会采用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符合某一特定诊断标准和受到该心

种方法试图让变态行为者摆脱附身。

理障碍严重影响并不一定同时出现。
NCS-R 研究的最后一个结论表明符合诊断的各类

治疗魔鬼附身的基本形式被称为驱魔，涵盖了多种
将恶灵赶出被附身者身体的方法。虽然在不同情境中驱

心理障碍之间有较广泛的共病（comorbidity）（Kessler，

魔的方法大同小异，但大部分都涉及使用巫术、祈祷、

Chiu，et al.，2005）。共病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心理障碍

咒语、噪声，以及一种由羊粪和酒调成的难喝的混合物。

在同一个体身上出现。共病率在重性心理障碍中尤为高。
在 NCS-R 研究中，患有某一心理障碍且达到严重的个

1.3.2

希波克拉底的早期医学观念

体有一半同时符合两种或两种以上其他心理障碍的诊断。
例如，过度酗酒的人会伴有抑郁和某种焦虑障碍。相反，

希腊治疗神庙最早出现在希腊黄金时代，由雅典领

患有某一心理障碍但程度轻微的个体中只有 7% 存在两种

袖伯里克利（公元前 461—429）发起。尽管希腊人认为

或两种以上心理障碍的共病。这似乎表明重性心理障碍

人体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导致了人体解剖学与生理学知

患者更容易发生共病，心理障碍程度越轻微，共病问题

识的匮乏，但在此期间，人们对心理障碍的理解与治疗

越少。

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被称为“现代医
学之父”的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获得了系统的医学训
练，并在心理障碍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1.3

变态行为的历史观念

希波克拉底否认了鬼神会导致精神疾病的发生。相
反，他强调心理障碍与其他疾病一样，都有着自然成因，

长期以来，人们都在尝试理解变态行为，这过程中

需要适当的治疗方法。他认为大脑是一切智能活动的中

闹出过笑话，也引发过悲剧。在接下来的部分里，我们

枢，因此心理障碍应归结于大脑病变。他也强调遗传因

将重点介绍从古代到 21 世纪的心理病理学的观点以及相

素与个人体质的重要性，并指出脑损伤会导致感觉障碍

应的治疗方法。从广义上来说，我们将见证人们对变态

与运动障碍。

行为观念的发展历程：从现在已被批判为迷信的早期观
念到基于科学做出的解释；从超自然的解释到自然科学
学说。纵观整个发展历程，在偶尔出现进步的时代以及
杰出个人带来划时代的变革之后，随之而来的却是长时
期的停滞不前。

1.3.1

鬼神学、神明与巫术

在早期对变态行为的文字记载中，中国、埃及、希
伯来、希腊都将人的变态行为归因为神鬼附身。而判断
附身的灵究竟是神还是鬼，则要根据被“附身”者的症
状。如果变态行为者的言谈举止带有宗教或神秘色彩，
则常被认为是神明附身。人们认为这类被附身者有着超

希波克拉底（公
元前 460—公元前 377
年） 认 为 心 理 障 碍
是由自然成因和脑
病理学作用的结果，
这一观点在当时具
有革命性。

自然的力量，因而尊重并敬畏他们。
大部分的“附身”被认为是愤怒的神明与魔鬼的作

希波克拉底将心理障碍分为三大类——躁狂、忧郁、

用，尤其是当变态行为者表现出太过兴奋活跃，或者行

精神错乱（脑炎），并对三大类之下的每种心理障碍进

为举止有违宗教教义时。古希伯来人认为这种“附身”

行了详细的医学描述。他主要采取临床观察法，记录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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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日常临床表现，对心理障碍做出了令人惊叹的透彻

学说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释，但并未对心理障碍的治疗

描述。

和临床描述做出更多的新贡献。但是，他在神经系统解

马赫与马赫（1994）指出，早期解释人格和气质类
型的典型模式的体液说与希波克拉底以及后来的罗马医
生盖伦不无联系。物质世界由土、风、水、火四元素组

剖上做出了不少原创性的工作（这些发现都是基于动物解
剖，当时人体解剖仍然是禁止的）。
此外，盖伦采用科学方法将心理障碍的成因分为生

成，相应地它们有着温暖、寒冷、湿润与干燥的特点。

理成因与心理成因。他所命名的这些成因包括脑外伤、

四元素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四种重要的体液：血液（多血

过度饮酒、休克、恐惧、青春期问题、月经不调、经济

质）、黏液、胆汁（黄胆汁）、黑胆汁。这四种体液在不同

条件逆转、恋爱挫败。

个体体内占据的比重不同，因而占主导地位的体液决定

罗马的医学观点体现着罗马人实用主义至上的特点。

了个体的气质类型。该观点也带来了最早的也是影响最

为了让患者们感到更加舒适，罗马医生常使用令人愉快

深远的人类行为的分类：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抑

的治疗方法，例如热水沐浴和按摩。他们同时遵循着“对

郁质。每种体液类型都伴随着一系列人格特征。例如，

立”原则（contrariis contraries），例如让患者在洗热水澡

多血质的人会表现得乐观向上、积极开朗、无所畏惧。

时喝下冷冻的酒。

希波克拉底可以算得上现代精神动力学治疗的先驱，
他认为梦是反映患者人格特质的重要因素。他所倡导的
治疗方式大大超越了先前的驱魔仪式，在当时被广泛使
用。例如治疗抑郁，他的处方中要求患者规律、平静地
生活，不酗酒，不纵欲，素食，独身，适当地运动，以
及接受可能需要的放血治疗。他还关注环境的影响，常
把患者从他们的家庭中隔离出去。
希波克拉底注重疾病的自然成因，重视临床观察，
强调心理障碍的根源是大脑病理。他的观念有着划时代的
意义。但与同时代的人一样，希波克拉底对生理学所知甚
少。他认为癔病患者（由器质性病变导致的疾病）仅限于
女性，是由子宫需要孕育孩子而游走于身体各部位所致。
对这种“疾病”
，希波克拉底认为结婚是最好的疗法。

1.3.3

希腊晚期与罗马的思想

希腊晚期与罗马的医生们继承了希波克拉底的工作。

盖伦相信心理障碍既有生理成因，比如脑外伤，又有心理成因，
比如恋爱中的挫败感。

1.3.4

中世纪对变态行为的理解

尤其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于公元
前 332 年，之后成为了希腊文化中心），医学实践已经发

中世纪（约 500 ～ 1500）时期，希腊医学中最具科

展到了较高的水平，祭祀农业之神的神庙也是最好的休

学性的地方位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中。第一座精神

养所。宜人的环境被认为是精神疾病治疗中重要的一环。

病医院于 792 年在巴格达建立；稍后大马士革与阿勒波

精神病人的生活里充满着令人愉快的活动，例如，聚会、

各自建立了其他精神病医院（Polvan，1969）。患者在医

跳舞，在神庙的花园里散步，在尼罗河中划船，观看歌

院里接受人性化的治疗。来自阿拉伯的阿维森纳（980—

舞剧，等等。在这个时期，医生会使用多种治疗方式，

1037）是伊斯兰医学家中杰出人物。被认为是“医生中

包括节食、按摩、水疗、体操、教导，也会使用一些比

（迄今
的王子”
（Campbell，1926），同时也是《医药法典》

较令人不快的医疗手段，比如放血、服泻药和束缚。

得到最广泛关注的医学著作）的作者。阿维森纳时常在他

在罗马行医的希腊医生盖伦（Galen，130—200）是
该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医生。尽管他对希波克拉底的经典

的著作中提到癔病、癫痫、躁狂反应、抑郁。
在中世纪的欧洲，变态行为的科学研究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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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韦尔（Johann Weyer，1515—1588）是一名德

斥着宗教仪式与迷信。与阿维森纳时期中东地区伊斯兰

国医生，笔名为拉丁语“ Joannus Wierus ”。他对监禁、

国家，以及 17 ～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时代相比，中世纪

折磨、烧死巫师的做法产生了深深的反感。对此，他做

的欧洲对心理障碍的科学认识与人性化治疗几乎为零。

了一番详细而全面的研究。

偏远的乡村地区还受到了“变狼狂”
（lycanthropy）的

韦尔是第一位专攻心理障碍的医生。他丰富的经验

困扰，人们认为自己被狼附身并模仿狼的行为的状况。

与先进的观念令他成为当之无愧的现代心理病理学的奠

在中世纪的欧洲，心理障碍患者的管理工作大多由神职

基者。不幸的是，他的理论大大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人员完成。修道院也常作为心理障碍患者的避难所与监

以至于饱受同行的嘲笑，称他为“异端者韦尔”“疯子韦

禁所。在中世纪前期，心理障碍患者大体上还是可以得

尔”。直到 20 世纪，他的著作依然被教会列为禁书。

到友善的对待。“治疗方式”包括祈祷、浇圣水、服用

甚 至 连 神 职 人 员 也 开 始 怀 疑 当 局 做 法 的 合 理 性。

圣药、接收神父的气息与唾液、游览圣地，以及轻松的

圣·文森特·德·保罗（1576—1660）冒着生命危险宣

驱魔仪式。在一些修道院与神殿，驱魔仪式（exorcisms）

称：
“心理障碍与躯体疾病没什么不同，与对其他人一样，

仅仅是简单温和的按头礼。同时，治疗师常会结合盖伦

基督要求慈爱、有力的人去守护他们，技巧精湛的人去

学说中提到的意义不明的药物进行治疗，常开出以下处

帮助他们获得解脱。”
（Castiglioni，1924）

方：“对一个着魔的患者，当恶魔占据了一个人时，会控

面对着如此坚持不懈的科学倡导者们——在接下来

制他令他患病，将羽扇豆的饮料，主教麦汁、莨菪、大

的两个世纪中他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论证，鬼神说与迷

蒜混合在一起，加入圣水与麦芽酒”（Cockayne，1864—

信退却了。逐渐地，科学倡导者们为科学观察与科学推

1866）。

理的回归铺平了道路，继而在现代实验与临床实践中将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世纪时期的心理障碍患者大

其推至巅峰。

多被控告为巫师，因而受到折磨并处死（e.g.，Zilboorg
& Henry，1941）。 但 近 年 来 更 多 的 研 究 质 疑 上 述 情 况

1.3.6

早期疯人院的建立

并 没 有 那 么 严 重（Maher & Maher, 1985; Phillips, 2002;
Schoeneman, 1984）。例如，舍尼曼（Schoeneman）在一

从 16 世纪开始，被称为“精神病医院”
（asylums）的

段综述中提到，“典型的被控告的女巫并不是心理障碍患

机构（单纯护理心理障碍患者的神庙或者避难所）逐渐增

者，而是说话刻薄、坏脾气的贫穷妇女”（p.301）。他还

多。早期的精神病医院设立的目的在于将生活不能自理

提到，“事实上，不管是女巫猎人、普通大众，还是现代

的麻烦制造者从社会中转移出去。尽管对变态行为的科

历史学家，从未认为巫术就是被不祥附身”（p.360）。这

学研究已有明显进步，但大部分早期精神病医院——常

里的“从未”有夸张成分。很显然，有相当一部分心理

被称为“疯人院”（mad house），既不是一个舒适的地方，

障碍患者也被当成女巫受到了迫害。

甚至不能被称为“医院”，仅仅是疯子们的居住地与收容
所。其中居住者大多在肮脏而残酷的环境中生活、死亡。

1.3.5

科学质疑在欧洲的复苏

人们通常将西班牙的瓦伦西亚精神病医院看作欧
洲第一座精神病医院，由胡安·皮尔伯特·霍夫雷神父

瑞 士 医 生 帕 拉 塞 尔 苏 斯（Paracelsus，1490—1541）

（Father）uan Pilberto Jofre） 建 立 于 1409 年（Villasante，

最先质疑了附身的迷信说法。他猜测人类本能与精神

2003），虽然这一点引发了大量争议（Polo，1997; Trope，

存在冲突，因而提出了心理障碍的精神成因，提倡根

1997）。我们已无从得知当时该精神病医院是如何治疗患

据“躯体磁力”进行治疗。这种方法后来又被称为“催

者的。1547 年，伦敦的圣玛丽伯利恒修道院（作为修道

眠”（Mora，1967）。尽管帕拉塞尔苏斯不相信鬼神之

院 建 立 于 1247 年； 见 O’Donoghue，1914） 被 亨 利 八 世

说，但他的观念却受到了占星术的不良影响（精神错乱

正式改为精神病医院。它很快获得了“疯人院”（bedlam）

“ lunatic ”源于拉丁词汇“ luna ”，意为月亮）。他相信月

的简称，以恶劣的环境与拙劣的治疗手段而臭名昭著。

亮对人的大脑有着超自然的影响，碰巧的是至今仍然有

表现更为躁狂的患者会被作为每次一便士的公众展览品，

不少人还坚持这一观点。

而表现温顺的患者则被迫到伦敦街头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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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该休养所的建立标志着一场针对当时野蛮、冷
漠、无知状况的斗争达到顶峰。
约 克 贵 格 会 休 养 所 在 接 下 来 的 200 年 里 也 一 直 保
持 着 人 道 主 义 的 疗 法 治 疗 心 理 障 碍 患 者（Borthwick，
Holman，et al.，2001），即使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当精神病医院运动爆发，大型精神病医院常常人满为患，
无暇为每位患者提供人道主义治疗的时候，这种坚持也
从未改变。

2. 拉什与美国道德化管理
在 16 世纪亨利八世时期，伦敦圣玛丽伯利恒修道院成为一家治
疗心理障碍患者的精神病医院。这家医院被称为“疯人院”
（bedlam），
它以恶劣的环境与拙劣的治疗手段而臭名昭著。

这些早期精神病医院基本上只是一种惩罚性机构的
变形，患者也被当作牲畜对待。这些状况持续了大半个
18 世纪。

1.3.7

人道主义改革

皮里尔与图克人道主义的成功试验极大改善了西方
心理障碍患者的待遇。在美国，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1745—1813）也发动了改革。他既是美国心理治疗
的先驱，还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1783 年，在与宾
夕法尼亚医院负责人交流时，他提倡应给予心理障碍患者
更多的人道主义治疗；他完成了美国第一部心理治疗专著
Medical Inquiries and Observations upon Diseases of the Mind
（1812）；他还是第一位设立心理治疗课程的美国人。尽管
如此，但他还是没能完全摆脱当时思想的局限性。他的医

显而易见，到了 18 世纪晚期，欧洲与美洲的精神病

学理论受到了占星术的影响，主要的治疗方法还是放血与

医院都急切地需要改革。法国人菲利普·皮里尔（Philippe

泻药。此外，他发明并使用了“安神椅”这一设备，据说

Pinel，1745—1826） 的 工 作 推 动 了 人 道 主 义 的 治 疗。

该椅子可以减少血液对头部的压力，令肌肉得到放松。但

1792 年，在法国大革命第一阶段后，皮里尔被派去负责

对患者来说事实上这是一种折磨而非安神。除了以上几点

巴黎的拉·比斯特精神病医院（La Bicêtre）。在职期间，

局限，拉什可以说是新旧时代变革中的重要人物。

他在大革命公社不太情愿的准许下，以去掉束缚患者的

在人道主义改革早期，道德化管理（moral manage-

锁链作为实验来验证他的假设：心理障碍患者应被视为

ment）的观念（一种全方位的治疗方式，关注患者的社会、

一般患者而不是洪水猛兽，理应得到友善的对待与关怀。

个人、职业的需求）变得广为人知。这种观念，主要源

如果实验失败，他难逃一死。幸运的是，他的实验获得

于皮里尔与图克的工作，兴起于 18 世纪晚期的欧洲与 19

了巨大成功。锁链被解开了；患者们可以享受洒满阳光

世纪早期的美国。

的房间，被允许在医院场地内活动；一些在地下室被囚

精神病医院里的道德化管理关注患者的道德与精神

禁束缚了 30 多年的穷苦患者也得到了关怀。他的实验取

的发展，恢复他们的“品性”而非单纯治疗生理与心理

得了不可思议的成效：过去的噪声、肮脏、虐待被秩序

障碍，当然部分是因为当时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这些

与和平所取代。正如皮里尔所说：“医院的整体氛围是井

针对生理和心理障碍的治疗与调养的方法，通常包括体

井有条的、友善的。这对患者有着极好的影响，甚至可

力劳动、精神交流，并辅助以其他人性化的治疗方式。

以让原先最为暴躁的患者变得平静而温顺。”

1. 图克在英国的成就

道德化管理获得了极大的成效。考虑到当时还没有
今天所使用的抗精神病药物的支持，而且当时很多患者
都患有梅毒——一种在当时是无药可治的神经系统疾病，

当皮里尔在拉比斯特精神病医院发动改革时，英国

这些成效就显得更加惊人。在 1833 ～ 1835 年这 20 多年

贵格会教徒威廉·图克（William Tuke，1732—1822）建

里，伍斯特州立医院里住院前发病不到一年的患者的出

立了约克休养所，一座宜人的乡村别墅，以供心理障碍

院率达到了 71%。甚至那些入院前已多年患病的心理障

患者在一个舒适的宗教环境中生活、工作、休息（Narby，

碍患者，出院率也达到了 59%（Bockhoven，197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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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落里”
（Zilboorg & Hnery，1941，pp. 583-584）。

100 年内，著名的贝德拉姆（Bedlam）精神病医院的“治
愈”率达到了 45.7%。
虽然有多个实例报告了道德化管理的有效性，但它
在 19 世纪晚期几近荒废。其中存在多方面的原因。最显
著的原因在于医院对外来移民的种族歧视，导致了紧张
的医患关系；运动的后继者没能得到足够的培训；当时
人们的错误观念，即认为大医院与小医院仅在规模上有
差别，这反映在医院设施的过度扩张上。
回顾导致道德化管理终结的另外两个原因，不得不
承认它们极具讽刺色彩。一个是精神卫生运动（mental
hygiene movement）的兴起，提倡新的治疗方式，强调入

桃乐西亚·迪克斯（Dorothea
Dix，1802—1887）， 一 位 孜 孜 不
倦的改革者，为改变大众对精神
疾病患者的态度做出了重大贡献。

院心理障碍患者的身心幸福。尽管患者在心理保健员的
照顾下生活得更为舒适，但是他们的心理问题却没有得
到解答，因此患者常被批判为无用的且依赖性强。

有着这些经历的迪克斯在 1841 ～ 1881 年发动了一
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号召人们和立法机构对精神疾病患

生物医学的进展也导致了道德化管理的终结，同时

者遭受的不人道待遇采取行动。在她的努力下，精神卫

引发了精神卫生运动的兴起。运动的兴起支持着心理障

生运动在美国蓬勃展开：上百万美元用于建成更好更适

碍的生物学解释，认为心理障碍终将归于生物学解释，

宜的医院；20 个州也立刻对她的呼吁做出了回应。她不

终究要依靠生物学基础进行治疗（Luchins，1989）。因此，

仅帮助改进了美国医院的医疗条件，也在加拿大指挥修

患者的心理状况与社会环境就显得并不那么重要；最好

建了两家大型精神病医院，此外还在苏格兰及其他国家

的做法也只是让患者在有效的生物疗法出现前生活得尽

发动传统精神病医院的改革。她为 32 家精神病医院的建

量舒适。不用说，万能的生物疗法并未如期而至，在 20

立做出贡献——考虑到当时社会对于精神疾病的无知与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出院率降到了 30%。尽管

迷信观念仍然盛行，这的确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南北战

精神卫生运动对道德化管理的推行产生了负面影响，但

争期间，迪克斯又为北方军队组织了一队医护人员，为

它也的确带来了不少更为人性化的改良。

自己的改革生涯画上了完满的句号。美国国会在 1901

3. 迪克斯与精神卫生运动

年发表的决议中称赞她为“史上最为崇高的人物之一”
（Karnesh，with Zucker，1945，p.18）。

桃乐西亚·迪克斯（1802—1887）是一位精力充沛
的新英格兰人。在 19 世纪，她耗费了几十年的时间为监
狱和精神病院中的弱势群体奔走呼号。这位有过一段贫穷
，后来成为了号召给
艰难童年经历的女性（Viney，1996）
予精神病人人性化治疗的中坚力量。她年轻时曾在学校任
教，但因为肺结核复发而被迫提前退休。1841 年，她开
始执教女子监狱。这段经历让她充分了解到监狱、救济院
与精神病院中的恶劣环境。在 1848 年一份呈递给美国国
会的“备忘录”中，迪克斯声明自己曾见证过“美国有
9000 多个智障人士、癫痫患者和疯子，没有得到任何照
顾与保护……他们被叮咣作响的铁链束缚着，铁链上带着
的沉重脚镣压弯了他们的腰，绳子磨破了他们的肌肤；有
人用木棒责打他们；辱骂与虐待令他们惊恐不安；他们正
饱受冷嘲热讽、虐待折磨；他们现在已被遗弃在充满暴力

20 世纪前半叶，住院治疗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甚微。
多数情况下，这些治疗都是严厉的、惩罚性的并且非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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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21 世纪精神病医院的医疗护理

2001）、芬兰（Korkeila, Lehtinen, et al., 1998），慢性精神
疾病患者的治疗中心逐步由医院向社区医疗机构转变。

20 世纪初期，我们见证了精神病医院在数量上的增

一些国家已在过去的 20 年中经历了广泛的去机构化运

长。但是，该时期精神疾病患者的经历各不相同，而且

动。在 20 世纪过去的几十年里，130 所英国和威尔士地

多半都不是什么好的经历。在 20 世纪开端，在克利福

区的精神病医院只有 14 家尚在营业；同一时期，澳大利

德·比尔斯（Clifford Beers）等开明人士的影响下，精神

亚的医院床位减少了 90%（Goldney，2003）。基于 22 家

病医院的数量再次大量增长，主要用于收容患有严重心

意 大 利 医 院 的 研 究 中，D’Avanzo、Barbato 等 人（2003）

理障碍的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器质性心理

报告这些医院在后续研究中已被关闭，39% 的患者被转

障碍、三期梅毒、麻痹性痴呆、重度酒精依赖。到 1940

移到私人疗养院，29% 转入收容所，29% 转入其他医院，

年，公共精神病医院已收纳了 400 000 多名患者，其中，

仅有 2% 的患者被送回家。

90% 的患者在国立大型医院，其余在私人医院（Grob，
1994）。这时期精神疾病患者住院的时间通常较长，许
多患者注定要在医院里待上很多年。20 世纪前半叶，住
院治疗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甚微。而这些治疗
大多是严厉的、惩罚性的且非人道的。1946 年标志着一
个新时期的开始。该年，玛丽·珍妮·沃德（Mary Jane
Ward）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蛇穴》（The Snake Pit）一书，
由此改编的同名电影也让原书更加有名。《蛇穴》呼吁人
们关注心理障碍患者的困境，考虑了有必要让社区取代
人满为患的精神病医院，向患者提供人道主义的精神医
疗护理。也正是在 1946 年，国家精神卫生机构成立了。
通过推行精神科实习与后来的临床心理学培训项目，它
为研究者和从业者提供了积极的支持。此外，资助建立
社区精神卫生医院的《希尔·伯顿议案》也于同年通过。
这项议案与 1963 年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法令一起推行了一
系列影响深远的项目，帮助完善了精神科门诊机制、住
院设施建设、社区咨询制度以及康复程序。
20 世纪后期，社会重新审视了该如何向精神疾病患
者提供人道主义治疗。为了让心理障碍患者重回社区，
人们花了不少精力关闭精神病医院。从表面上看，这些

是终于从机构化管理的限制中获得解脱，还是被社会所遗弃？
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患有一种或多种精神疾病。去机构化，尽
管是出于对患者的善意，但其实是令许多精神疾病患者处于残酷又
粗暴的生存环境之中。

做法为心理障碍患者带来了更人道、更为整合的治疗方

去机构化政策原本的目的在于在大型精神病医院之

法，远胜过原先精神病医院中“孤立”的治疗环境。大

外为心理障碍患者寻求更为人性化（也节约成本）的治疗

批的精神病医院被关闭，国立与州立精神病医院的数量

方式，因为该举措可以防止患者因习惯于医院的幽闭空

从 1950 年的 50 万（Lerman, 1981）骤减到 1990 年的 10

间而产生负面效应。不少专家担忧精神病医院正在变成

万（Narrow et al., 1993）。而这段时期美国迅速增长的人

心理障碍患者的永久避难所，患者们一直回避日常生活

口又加大了医院数量减少所造成的影响。这场被称为“去

的要求，将自己置于长期患病的状态，从而能够得到他

医院化治疗”（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运动，尽管本意是

人的持续关照。新的药物有望帮助患者康复，保证他们

为了患者的利益，但事实上却为心理障碍患者本身与他

在医院之外也可以充实地生活。然而，出院的患者在社

们所处的社区带来了麻烦。

区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故而现在很多权威人士认

去机构化的现象现在已发展成一场国际化的运动。
例 如， 在 中 国 香 港（Chan，2001）、 荷 兰（Pijl & Pijl,

为这种对长期精神病患者的“遗弃”行为将他们推向了
残酷且粗暴的境地。在社区里一直未康复的精神病患者

第1章

变态心理学的历史

在我们的城市中随处可见：城市街道上居无定所的人大

的血液检测，可以在发病早期病情较轻时检测血液中是

多患有精神疾病。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去机构化导致的

否存在这种致命病菌。

问题都是源于社会未能做出有效举措来完善社区精神卫
生服务（Grob，1994）。

1917 年， 维 也 纳 大 学 心 理 治 疗 所 主 管 尤 利 乌
斯·冯·瓦格纳·尧雷格 (Julius von Wanger-Jauregg) 了解
到疟疾伴随的高烧可以杀死某些病菌，进而发明了梅毒

1.4

有关变态行为的近代观念的出现

与麻痹性痴呆的疟疾高热疗法。他对 9 名麻痹性痴呆患
者注射了 1 名患有疟疾士兵的血液，发现有 3 名患者的
症状出现了明显好转，其余患者差不多痊愈。1925 年前

当 19 世纪末期精神卫生运动正在美国广泛开展时，

后，不少美国医院都对麻痹性痴呆患者采取了这种疟疾

国内外也不断出现科学技术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带来

疗法。现在，我们已有了青霉素这种更为有效、更为便

了我们现在所学的、科学的、基于实验的变态行为观念，

捷的药物治疗梅毒感染，但早期的疟疾疗法可以说是首

也将科学知识融合到治疗心理障碍患者的实践中去。下

次借助医学知识来彻底治疗心理障碍。变态心理学从那

面，我们将介绍变态行为方面的四种主流思想：①生物学

时起正式踏上征程，从迷信观念前进到科学解读特殊障

的发现；②心理障碍的系统分类；③心因性解释的出现；

碍的大脑病理基础。这一突破为医学界带来了希望：许

④实验心理学研究的发展。这四种主流思想横跨了 19 ～

多，甚至说全部心理障碍都有着它们的器质性病理基础。

20 世纪，直至今天也还影响着我们对变态行为的理解。

1.4.1

生物学的发现：建立了大脑与心理
障碍的联系

2. 作为疾病诱因的大脑病理学
在 18 世纪前期出现的现代实验科学的推动下，解
剖学、生理学、神经科学、化学与医药科学的知识迅速
发展。科学家们开始将病变器官看作生理疾病的成因并

在这期间，生理障碍、心理障碍的生物学与解剖学

加以关注。研究者进一步推断出心理障碍也由器官病变，

基础逐步发展。生物医学取得了重要突破，其中就有发

尤其是大脑病变引起的。1757 年，阿尔布雷希特·冯·哈

现麻痹性痴呆的器质性诱因——影响大脑的梅毒。麻痹

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在他的著作 Elementa

性痴呆在当时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疾病，会导致患者瘫痪

physiologiae corporis humani（出版于 1782 年）中强调了大

与疯癫，2 ～ 5 年内因大脑严重受损而死亡。这项科学发

脑在心理功能中发挥的作用。并提倡用尸体解剖的方法

现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得到的，而是集合了科学研究者一

研究疯子的大脑。但第一个对哈勒观念进行系统阐释的

个世纪的努力成果。

是德国心理治疗师威廉·葛利辛格（Wilhelm Griesinger，

1. 麻痹性痴呆与梅毒
人们在 1825 年发现了可以治愈麻痹性痴呆的方法。

1817—1868）。在他所著的教科书《心理障碍的病理与治
疗》（出版于 1845 年）中，葛利辛格坚信大脑病理学的知
识可以解释所有的心理障碍。在发现大脑受损导致麻痹

法国医生 A. L. J. 贝尔斯（A. L. J. Bayle）当时将麻痹性

性痴呆之后，研究者们又取得了新的进展。艾洛斯·阿

痴呆划分为一种特殊的心理障碍。贝尔斯对麻痹性痴呆

尔茨海默（Alois Alzheimer）等人解释了脑动脉硬化与老

的症状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描述，并出示了他将麻痹性

年心理障碍中的大脑病理学基础。最后，到了 20 世纪，

痴呆视为特殊心理障碍的有力证据。多年之后的 1897

人们又发现了中毒性心理障碍（由有毒物质导致的心理障

年， 维 也 纳 的 心 理 治 疗 师 理 查 德· 冯· 克 拉 夫 - 艾 宾

碍），多种精神发育迟滞以及其他心理障碍的器质性病理

（Richard von Krafft-Ebing）进行了一项实验：他向麻痹性

基础。

痴呆患者接种了梅毒创口中的物质，但没有任何患者表

需要注意的是，心理障碍的器质性病理基础虽然可

现出二期梅毒的症状。这证明了这些患者之前就已感染

以解释这些障碍是“如何”发生的，但多数情况下并不

了梅毒病毒。这项研究揭示了麻痹性痴呆与梅毒之间的

能解释“为什么”会发生。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无

关联，有着重要的意义。10 多年后，奥古斯特·冯·瓦

解。举例来说，虽然我们知道是大脑的病变导致了某些

瑟尔曼（August von Wassermann）于 1906 年发明了梅毒

“早老性”心理障碍的发生，但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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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人会受到疾病的折磨而其他人不会。尽管如此，

理障碍的心因性解释也在不断发展。弗洛伊德（1856—

我们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这些疾病的发病过程。之所以

1939）是推动心理障碍心因性解释发展的先驱，也是 20

可以做出准确预测，一方面受利于我们对器质性病因的

世纪最频繁地被提到的心理学家（Street，1994）。经过

深入理解，另一方面我们更得力于葛利辛格的后继者埃

50 年来不断地观察、治疗与写作，弗洛伊德提出了心

米尔·克雷布林（Emil Kraepelin）的研究成果。

理病理学的综合理论，强调无意识动机的内隐动力（常
被称为心理动力学），无意识动机也正是精神分析流派

1.4.2

分类系统的发展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的关注点。他采用的研究与
治疗方法被称为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往回探寻精

埃米尔·克雷布林（1856—1926）是一位德国心理

神分析的根源，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精神分析来

治疗师。在早期心理障碍的生物学理论中，他做出了卓

源于对催眠的研究，尤其是与癔病相关的催眠。催眠，

越的贡献。他所著的教科书 Compendium der psychiatrie

是一种诱发性的放松状态，陷入催眠状态的人很容易接

出版于 1883 年。书中不仅强调了大脑病理学在心理障碍

收暗示。最初在 18 世纪晚期 19 世纪早期的法国，催眠

中的重要性，也为支持这一观点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其

曾一度盛行。

中最为重要的是克雷布林的心理障碍分类系统，也是今
天 DSM- Ⅳ -TR 的前世。克雷布林注意到某些发病症状

1. 麦斯默术

常集中地、有规律地出现，意味着它们可能属于某种特定

最早对心理障碍的心理成因进行解释的是弗兰兹·安

的心理障碍。之后，他继续进行着多种心理障碍的描述与

东·麦斯默（Franz Anton Mesmer，1734—1815）。他是一

分类工作，制定了心理障碍的分类方案，正是我们现在分

名奥地利医师，继承并发扬了巴拉塞尔士（Paracelsus，17

类系统的原型。整合分类系统背后的全部相关临床资料是

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医生与学者）的观点，认为行星会对人

一项艰巨的任务，是心理病理学领域的卓越成就。

体造成影响。麦斯默相信行星会影响身体中宇宙磁性流，

克雷布林将每种心理障碍都看作独特的存在，认为

磁性流的分配方式决定着人们健康与否。为了找出治愈心

每种障碍的发病历程都像麻疹发病一样是恒定的、可预

理障碍的办法，麦斯默认为每个人都拥有磁力，可以用于

测的。因此我们能够预测某种特定的心理障碍可能带来

改变他人体内磁性流的分配方式，进而治愈疾病。

的后果，尽管目前这些后果还是不可控的。这些观念引
发了研究者对心理障碍的准确描述与分类的浓厚兴趣。

1778 年，麦斯默在巴黎开了一家诊所，使用“动物
磁力”治疗各种疾病。在黑暗的房间中，患者坐在放有
各种药物的浴缸中，浴缸中伸出的铁棒会触碰患者患病
的地方。麦斯默在患者之中穿行，用手或者魔杖接触每
个患者。麦斯默声称用这种方法可以消除癔病带来的麻
痹与瘫痪。他还指出这些现象都与催眠的使用有关。
最终，麦斯默被医学界的同事们和包括美国科学家

埃米尔·克雷布林（1856—
1926）是一名德国心理治疗师。
他 根 据 疾 病 相 近 的 发 病 症 状，
提出了早期的集合与分类系统，
其 中 涵 盖 了 数 百 种 心 理 障 碍。
克雷布林还提出，不同的心理
障碍在遗传学、发病历程与影
响结果方面各有不同。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内的科学团体
称为江湖骗子（Van Doren, 1938）。他被迫离开巴黎，迅
速消隐无踪。但他使用的方法与得出的结论却是科学界
中多年的争论热点，事实上，麦斯默术（mesmerism）再
次引发了人们对催眠本身能够带来治疗效果的兴趣。

2. 南锡学派
在法国南锡镇从业的医生安勃罗斯·奥古斯·赖波

1.4.3

心理障碍的心因性解释的发展

（Ambrose August Liébeault，1823—1904）第一次成功将
催眠应用到实践中。当时在南锡还有另一位医学专家希

尽管生物学研究是当时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心

波 莱 特· 伯 恩 海 姆（Hippolyte Bernheim，1840—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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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对催眠与癔病的关系产生了兴趣。由于里波特成功

洛伊德与布鲁尔带领患者在催眠状态下自由谈论他们的问

运用催眠治愈了伯恩海姆用传统疗法治疗了四年都没有

题。患者常常表现出多种情绪状态，而且从催眠状态醒来

起色的癔病患者，伯恩海姆受到了不小的刺激，因而对

时，感觉到显著的情绪放松，这就是“宣泄”（catharsis）。

催眠的兴趣大增（Selling, 1943）。伯恩海姆与里波特一起

这一简单的创新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帮助患者通

提出了一个设想：催眠与癔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这两

过讨论自身问题来释放紧张情绪，也帮助治疗师了解引发

者都会受到暗示的影响（Brown & Menninger, 1940）。癔

患病症状的问题的实质。患者在清醒之后，常无法将自己

病看似也就是自我催眠的一种。赞同这种观念的医生们

的问题与自己癔病的症状联系起来。

后来就形成了“南锡学派”
（Nancy School）。

正 是 通 过 这 种 方 法 才 得 以 发 现“无 意 识”（头 脑

，
与此同时，让·夏尔科（Jean Charcot，1825—1893）

中 的 一 部 分， 包 含 本 人 意 识 不 到 的 经 历）， 在 无 意 识

巴黎 Salpêtrière 医院的院长、神经科医生中的领军人物，

（unconscious）作用下，人们意识之外的信念对他们的行

对催眠师描述的现象进行了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夏尔
科否认了南锡学派的发现，坚持认为癔症是由大脑病变
导致。虽然夏尔科的观点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这
位杰出科学家所做的工作却引发了医学界与科学界对癔
病的兴趣。

为有着决定作用。不久，弗洛伊德进一步发现治疗中可
以不用催眠。鼓励患者在不考虑逻辑性与准确性的条件
下，说出任何出现在脑海中的事情，弗洛伊德发现患者
最终能够克服内心障碍，唤起回忆，轻松地讨论他们所
遇到的问题。

夏尔科与南锡学派之间的分歧是医学史上多年来争
执不休的焦点之一，双方彼此恶言相对。最终是南锡学
派取得了胜利。在认识到心理因素也会引发心理障碍之
后，人们开始更多地研究癔症及其他心理障碍背后的行
为表现。很快，人们发现焦虑状态、恐惧症和其他精神
机能障碍中都涉及心理因素。最后，夏尔科自己也认同
了这些新观点，并为推进心理障碍的心理因素的研究做
出不少贡献。
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为心理障碍究竟由生物因素还
是心理因素引起争论不休。但南锡学派与夏尔科的争论
却推动了心理障碍的心因性解释的发展。在 19 世纪末，
人们逐渐明白心理障碍有其心理基础、生物基础，或者
二者兼有。但是有一个主要问题的答案还不清楚：心因
性的心理障碍到底是怎样发展形成的呢？

3. 精神分析的源起

1909 年，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心理分析在这
次著名的学术会议中被引入北美。后排依次为布里尔（A. A. Brill）
、
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
、桑德·费伦奇（Sandor Ferenczi）；
前排依次为弗洛伊德、G. 斯坦利·霍尔、卡尔·荣格（Carl Jung）。

弗洛伊德（1856—1939）是第一个试图系统地回答

他使用两种方法来理解患者意识与无意识的思维过

该问题的人。弗洛伊德是一名聪明的维也纳神经科青年医

程。一种是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
，让患者自由地谈

生，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讲师，主讲神经疾病。1885 年，

论自己的事情，从而可以了解他们的感觉、动机等方面。

他成为夏尔科的学生，之后接触到了南锡学派里波特与

另一种方法是释梦（dream analysis）
，让患者记录并描述

伯恩海姆的研究成果。运用催眠治疗癔病患者的方法令

自己的梦。这些方法帮助分析师与患者获得洞察力，能

弗洛伊德深受启发。他在离开时深信心理过程的能量可

够更好地理解患者的情绪问题。弗洛伊德将自己漫长而

能隐藏在意识之外。

精力充沛的一生中余下的时间都投入到精神分析理论的

回到维也纳之后，弗洛伊德与另一位维也纳医生约

发展与完善之中。他的观点在 1909 年被正式引进美国科

瑟夫·布鲁尔（Josef Breuer，1842—1925）合作。布鲁尔

学界。他受到著名心理学家 G. 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在催眠治疗中加入了有趣的创新。与以往的催眠不同，弗

Hall，1844—1924）的邀请，前去克拉克大学做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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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这次演讲引发了大量争议，令精神分析的观念在

的实验方法学，将他的实验方法运用到临床问题上。冯

科学界与普通大众中广为流传。

特的学生 J. 麦克金·凯特尔（J. McKeen Cattell，1860—

我们将在第 2 章中进一步讨论精神分析的理论观

1944）把他的方法带到了美国，用于研究心理过程中的

点。弗洛伊德生动且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吸引了众多追随

个人差异。他和冯特的其他学生一起，在全美范围内建

者。虽然现在离他开始写作之时已有百年，但人们对弗

立了多个实验室。

洛伊德理论的兴趣依旧不减。许多其他临床理论家，例

冯 特 的 另 一 个 学 生 莱 特 纳· 韦 特 默（Lightner

如卡尔·荣格、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lder）、哈

Witmer，1867—1956），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起来，在

利·斯达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都提出了基

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了美国第一家心理诊所。韦特默的

于精神分析观点的“衍生”理论。我们也将在第 2 章做

诊所专门针对儿童心理缺陷问题的研究与治疗。韦特默，

更详细地介绍。这里我们将探讨早期心理学研究，以及

，
被认为是临床心理学的奠基者（McReynolds, 1996, 1997）

变态行为的行为主义观点的演变。

激励了更多人加入临床心理这个新兴行业。很快，美国建
立了更多其他的心理诊所。其中，威廉·赫里（William

1.4.4

心理学研究的进展：实验心理学

Healy，1869—1963）在 1909 年开设的芝加哥青少年精神
疾病研究所（之后被称为“青少年问题研究所”）有着至

当代心理学的科学思想源于威廉·冯特（Wilhelm

关重要的影响。赫里是第一位将青少年犯罪归因于城市

Wundt，1832—1920） 与 威 廉· 詹 姆 斯（William James，

化带来的不良影响，而非一种内在心理问题。他是首先

1842—1910）为客观地解释心理过程所做的不懈努力。

发现环境与社会文化的因素的影响的研究者之一。

尽管早期实验心理学家们的研究与变态行为的理论和临

在 20 世 纪 第 一 个 10 年 里， 心 理 学 实 验 室 与 心 理

床实践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他们的思想影响了后来的

诊所蓬勃发展，人们得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Reisman，

心理学家，将实验心理学的严谨态度带入临床研究中去

1991）。迅速、客观地交流科学研究结果，对于现代心理

（有关临床心理学历史，L. T. Benjamin, 2005）。

学的发展意义，不亚于收集与解读研究结果。

1. 早期心理学实验室

2. 行为主义观念

1879 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实验心理

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们相信研究人的主观体验（采用自

学实验室。在研究记忆和感觉中心理因素的同时，冯特

由联想或者释梦的方法）并不能提供科学数据的支持，因

与他的同事们还确定了许多基本实验方法。冯特对变态

为这些观察所得出的结果经不起其他人的再次检验。在

行为的早期实证研究者产生了直接影响；研究者们遵循他

他们看来，只有直接地研究外显行为，以及调控行为的

伊 万· 巴 甫 洛 夫（1849—
1936），一位阐释条件反射在行
为中重要作用的先驱。图中是他
和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以及用于
研究狗的条件反射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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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物与强化条件，才有可能建构人类行为的基本科学

1904—1990）正在探究一种不同种类的条件反射：行为

规律。

的结果会影响行为本身。行为作用于外在环境，带来相

行为主义观点（behavioral perspective）始终围绕一个

应的不同结果；这些结果反过来会决定该行为在同样条

中心：学习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尽管行为主义诞生于

件下再次发生的可能性。桑代克研究了猫是怎么学会做

实验室中的研究而非心理障碍患者的临床实践，但它在

出特定的反应的，比如拉链子——如果该反应后有着食

适应不良行为的解释与治疗中意义显著。

物的强化作用。这种学习模式被称为“工具性的条件发

（1） 经 典 条 件 反 射。 变 态 行 为 的 行 为 主 义 理 论 与

射”，之后斯金纳将其改为“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治疗方法来源于针对被称为“经典条件反射”（classical

conditioning）。今天这两个术语都在被继续使用。斯金纳

conditioning）的学习模式的实验研究。这种学习模式中，

认为，行为是被“塑造”的。当生物体的特定行为被强

无条件刺激会自然地引起无条件的行为；中性刺激，与无

化时，“有可能像雕刻家们捏陶土那样，塑造动物的某种

条件刺激一起成对地反复出现。在两者多次成对反复出

行为”
（Skinner，1951，pp.26-27）。

现后，中性刺激变为条件刺激，引起条件反射。条件反
射最初是由俄国生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
1849—1936） 发 现 的。 在 19 世 纪 与 20 世 纪 相 交 之 际，
巴甫洛夫提出，在同时给予狗食物以及与食物无关的刺
激，比如铃声，它会逐渐对这种刺激产生分泌唾液的
情况。

B. F. 斯金纳
（1904—1990）提
出了操作性条件
反 射， 认 为 强 化
物可以增加或减
少某种行为反应
的出现频率。

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的发现令一位年轻的美国心
理学家激动不已。这位心理学家是约翰·华生（John B.
Waston，1878—1958），他先前一直在寻找客观研究人类
行为的方法。华生认为，心理学若想成为真正的科学，
就必须放弃探讨主观的内在感悟以及其他“精神”层面
的事情，只需要关注可以被客观观察到的部分。为了达
到这个目的，还有什么方法要好过重新编排刺激条件，
来观察行为系统性的改变呢？因此，华生改变了心理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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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点，从精神构造的理论研究转入外显行为的研究，
他将此称为行为主义（behaviorism）。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当今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些方法，

华生，这位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研究者，在行为

这些方法是从心理学早期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演变过来

主义中看到了极大的希望，并迅速将他的观念展示给同

的。通过做研究，我们可以了解某一疾病的症状，它的

行的科学家们与充满好奇的大众。他宣称，通过条件反

发病率，它是急性的（acute）（持续时间短）还是慢性的

射，他可以将一名健康的儿童培养成任何一类成人。他

（持续时间长），以及通常情况下，随之产生的问
（chronic）

还质疑了同时期的精神分析师和生物学取向的心理学家，
认为变态行为是早期不幸的、无意中发生的条件反射的
结果，可以通过重建条件反射加以调节。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华生对美国心理学有着重要的影

题和缺陷。
科学研究可以让我们进一步地理解疾病的病因（或原
因）。最后，我们需要通过研究来帮助那些希望抗争疾病
的患者得到最好的医疗帮助。

响。华生的学说强调社会环境对人格发展与个人行为（无

变态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发生在临床机构、医院、学

论异常与否）的作用。今天，行为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家尽

校、监狱，甚至更加非结构化的情境中，比如对街上无

管在言语上更为谨慎，但仍然接受华生理论中的基本原则。

家可归者的观察。并不是环境决定了一个研究可否进行。

（2）操作性条件反射。当巴甫洛夫与华生正在研究

正如卡兹丁（Kazdin）贴切指出（1998b，p.x）的，“方法

先行的刺激条件与行为反应之间的关联时，桑代克（E. L.

学并不只是一套操作和程序。它关乎问题解决、思考和

Thorndike，1874—1949）与之后的斯金纳（B. F. Skinner，

获得知识”。就这一点而论，研究方法（也就是，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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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施研究的过程和程序）是在不断发展的。

让被试报告他们的主观体验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收集

当新的技术出现时（大脑成像技术和新的统计方法

信息的方式。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它存在一些局

等），方法学反过来也在发展。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一些基

限。自陈数据有时存在误导性。一个问题是人们可能并

础的研究概念，从而你可以开始像一位临床科学家那样

不十分擅长做自己主观状态或体验的报告。例如，在一

辩证地思考。

个访谈中，一个小朋友可能报告他有 20 个“最好的朋
友”。然而，当我们观察他时，他可能总是自己一个人

1.5.1

信息获取

玩。另一个小朋友可能说自己只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尽
管他总是被那些想吸引他注意的孩子们环绕。因为人有

1. 个案研究
作为人类，我们经常把注意力放到周围人身上。当
有人要你描述一下你最好的朋友、你的爸爸或者甚至是
教你《变态心理学》的教授时，你毫无疑问有很多可以
说的。正如同几乎所有科学领域一样，心理学知识的基
础源自观察。事实上，心理学大量的早期知识提炼于个
案研究，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对特定的个体进行了详
尽的描述。
经 验 丰 富 的 临 床 研 究 者 可 以 使 用 个 案 研 究（case
study）法来获得大量信息。但是，呈现出来的信息存在
偏倚（bias），因为是研究者本人来选择使用哪些信息，忽
略哪些信息。另一个担忧是，个案研究中的材料常常只
跟研究对象本人相关。这意味着个案研究的结论存在较
低的普遍性（generalizability）
，也就是说，这些结论不能
用于对其他个案做出推论，即使这些个案中的人有着很
相似的疾病。当仅仅有一个观察者和一个研究对象时，

时会撒谎，错误地理解题目，或者想以一种受欢迎的（或
者不受欢迎的）方式表现自己，所以我们不能总认为自陈
数据是高度准确和值得相信的。这一点，相信任何填过
自陈问卷的人都有体会！

3. 观察法
当我们收集数据并不依靠直接询问（自陈）时，我
们使用的是某种形式的观察法。准确地说，我们如何使
用观察法取决于我们的目的。比如，如果我们在研究攻
击性儿童，我们可能希望令训练有素的观察员去记录儿
童出现符合定义的攻击性行为的次数，比如打、咬、推、
砸、踢他们的玩伴。这就涉及对儿童行为的直接观察
（direct observation）。
我们也可以在攻击性儿童的样本中收集生物学变量
的信息（比如心率）。或者，我们可以收集关于应激激素
的信息，比如皮质醇，让儿童向一个塑料容器中吐唾液
（因为唾液中有皮质醇）。然后我们可以将唾液样本送到实

当观察是在相对未控制的环境中进行，从本质上来说是

验室去化验分析。这也是一种形式的观察性数据，通过

带着传闻性且基于表面印象的，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很有

分析一个与我们的研究题目相关的变量，它告诉了我们

限的，而且可能是存在错误的。尽管如此，个案研究仍

一些我们想要得到的信息。

然是呈现临床材料的绝佳方式。它也可以为某个理论提

科技在进步，现在我们已经发展出方法来研究行为、

供一些支持，或者为反驳某个盛行的观点、假设提供反

情绪和认知，这些曾经都被认为是不可被理解的领域。

面证据。重要的是，个案研究是新观点的重要来源，可

我们如今可以用大脑成像技术，例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以为开展新的研究提供灵感。而且，个案研究可以帮助

来研究工作中的大脑。我们可以在记忆任务过程中研究

我们理解一些临床上罕见的情况，这些个案相当罕见以

各个脑区的血流。我们甚至可以看一看是哪个脑区影响

至于无法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

着想象。

2. 自陈数据
如果我们想要用一种更加严谨的方式来研究行为，

使用其他技术，比如经颅磁刺激（TMS）（见图 1-1）
在头部表层形成了一个磁场，我们可以刺激底下的大脑
组 织（for an overview, see Fitzgerald et al., 2002）。 这 是

我们可以怎样做？一种方法是从我们想要研究的人群收

无痛且非侵入性的，被试坐在扶手椅上接收经颅磁刺激。

集自陈数据（self-report data）。这可能需要让研究对象填

使用经颅磁刺激，我们甚至可以让大脑的某个区域暂停

写各种类型的问卷。另一种收集自陈数据的方法是访谈。

工作几秒，然后测量这对行为产生的影响。总之，我们

研究者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并记录对方的回答。

现在可以收集那些 10 年前根本不可能获得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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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探索某个事物。科学的假设和我们日常做出的含糊不
清的推测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科学家们会尝试着去检
验他们的假设。也就是说，他们试图设计一个研究帮助
㚵⤠
⪭ゅ㤙䈓

㕗⨆
⪦⧂

他们去理解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发生。
特殊的现象比如个案研究，对于我们提出假设非常
有价值，尽管个案研究并不适合用来验证那个由它们引
发的假设。还有一些假设来自不同寻常或出乎意料的研
究发现。一个例子是隆过胸的女性的自杀率高于平均水
平（Sarwer et al.，2007）。可能的解释是接受隆胸手术的

㵘⤠
䐈⧦䓑䐤

女性的心理疾病发生率较高，她们对手术带来的积极影
响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术后并发症可能导致她们有更多
的抑郁情绪，以及其他因素，比如对术前的躯体形象的
不满意感。
假设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它们经常决定了治疗某种
㻣➮
䐈⧦䓑䐤

图

1-1

研究者使用一些设备和技术，例如经颅磁刺激（TMS），来研究
大脑是如何运作的。这种经颅磁刺激会在大脑皮层产生一个磁场，
通过这种磁场来刺激大脑组织。研究者可以评估和测量这种无创和
无痛刺激造成的行为后果。

临床问题的方法。假设我们面对某个人，她每天要洗手
60 ～ 100 次，对她的皮肤和皮下组织造成了损伤（这是
一个强迫症的例子）。如果我们相信这种行为是因为某个
神经回路的轻微损伤造成的，我们可能要去寻找是哪个
回路出问题了，希望最终能够找到一种方法去修复（可能
是通过药物）。
如果我们认为过度洗手反映了一种对罪恶和不可接

在实践中，很多临床研究综合使用了自陈报告法和

受的想法的仪式性清洗，我们可能会试图去发掘并处理

观察法。请记住，当说到观察法时，我们不仅仅指单纯地

其内心的过度内疚和对违反道德的担忧。最后，如果我

观察对象。在本书中，观察法指的是对特定个体（比如，

们认为洗手仅仅是条件反射和学习的产物，我们可能要

健康人群、抑郁人群、焦虑人群、精神分裂症人群）的行

设计一些方式去消除这种问题行为。总之，我们对不同

为表现的仔细观察。我们可能研究抑郁患者的社交行为，

疾病的成因的假设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研究和治

通过招募训练有素的观察者去记录患者微笑或者出现眼神

疗这些疾病。

接触的频率。我们也可以让患者自己填写测量社交技能的
自陈问卷。如果我们认为抑郁患者的社交能力可能跟他们

1. 样本和推广

的抑郁严重程度有关（或相关）
，我们还可以让患者去填

我们偶尔可以从对单个个案的十分详细的观察中得

写一份测量其严重程度的自陈问卷。我们甚至可以测量患

到有启发性的信息。然而，这种方法很少能提供足够的

者血液、尿液或者脑脊液（在脑部内颅骨与大脑皮质之间

信息让我们做出严格的结论。变态心理学的研究目的在

的蛛网膜下腔的透明体液，可通过腰椎穿刺得到）中某种

于得到对异常行为的足够认识，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

物质的水平。最后，我们可以凭借大脑成像技术直接研究

控制异常行为（也就是，能够预先改变异常行为）。我们

患者的大脑。这些不同的信息来源都可以为我们提供有潜

需要研究一大群有相同问题的人，以发现哪一个观察和

在价值的数据，成为提出科学问题的基础。

假设是具有科学信度的。研究的人越多，我们对自己的
发现越有信心。

1.5.2

形成和检验假设

我们应该将哪些人纳入研究范围？一般来说，应当
研究行为存在同样异常的群体中的个体。如果我们想要

一言以蔽之，研究就是问问题。为了弄清行为的意

研究患有惊恐障碍的人，第一步是选择筛查标准，比如

义，研究者提出假设。形成假设是为了去解释、预测或

DSM- Ⅳ -TR 提供的标准，用以鉴别人们是否患有这种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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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第二步我们需要找出那些符合该标准的人。理想情

被试不患有我们想要研究的那种疾病，但是他们在其他

况是，我们要研究世界上每一个符合该标准的人，因为

（即患有该疾病的人）
重要的方面和实验组（criterion group）

是这些人组成了我们要研究的总体。这当然是不切实际

等价。“等价”的意思是，这两组在年龄、性别组成、教

的，所以替代的方法是我们试图得到一个有代表性的样

育水平等其他人口学变量上相似。通常，就某一特定标

本，样本来自我们想要研究的总体。为了实施这个方法，

准来说，对照组是心理健康的、正常的。然后，我们在

我们使用的技术是取样。取样的意思是，我们试图选取

感兴趣的变量上比较两组的差异。

一部分人，这些人是惊恐障碍患者所组成的更大群体中
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与从符合条件的投票者中产生陪审团

1.5.3

研究设计

的方法一样）。

2. 内部和外部效度

1. 依照事实进行研究

从研究的角度来说，样本越有代表性，我们越能将

变态心理学研究者的一个主要目标是研究不同疾病

我们的研究（或者扩展我们的研究结果）推广至更大的群

的成因。基于一些伦理以及现实的原因，我们通常不能

体。我们超越研究本身扩展研究结果的程度被称为外部

直接研究病因。如果我们研究导致抑郁的因素，我们可

效度（external validity）。一个包括不同性别、各个年龄

能会假设压力或者在生命的早期失去父亲或母亲是重要

段、各个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的惊恐障碍患者的研究，显

的影响因素。但是，毋庸置疑，我们不可能创造一个压

然比使用了一个全部由 23 岁未婚的女性幼儿园教师所组

力或者丧亲的环境，然后来看会发生什么。

成的惊恐障碍患者样本的研究更有代表性（有更大的外

替代的方法是，研究者使用观察性研究（observa-

部效度）。而且，当我们研究的人群有共同的被定义的特

tional research）设计，也被归为相关性研究（correlation

征（即某种疾病）时，我们也许随后可以推测他们的其他

research）设计。不同于一个真正的实验设计（后面会谈

共性（比如有抑郁的家族史，或者某种神经递质的较低水

到的），观察性的研究并不涉及任何对变量的操控。而是

平）可能跟疾病有关。当然，这也建立在一个条件上，即

研究者选取了一些具备某些特点的特定群体（比如，近

这些共性并不被未患有该疾病的人群所有。

期面临大量压力的人群，在成长过程中曾失去父亲或母

外部效度指某个研究的方向可以推论到其他样本、

亲的人群）。然后，研究者会比较有或无这些特点的群

情境和时间的程度，而内部效度（internal validity）反映

体在某些方面的差异（在这个例子中，比较两组的抑郁

的是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对某个研究的结论有信心。换句话

水平）。

说，内部效度是一个研究在方法学上的可靠程度，没有混

当研究患有某种疾病的人和未患有该疾病的人之

淆变量或者其他错误来源，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结论的程

间的差异时，我们使用的是这种观察性的或相关性的研

度。例如，假设一个研究者对被试在得知自己将接受电击

究设计。我们实质上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运转

后的心率改变情况感兴趣。想象一下，如果在实验中，已

的过程中已经天然地划分了人们的类别（患有特定疾病

经完成实验的被试可以和未开始实验的被试坐在一起自由

的人，曾有过创伤经历的人，中了彩票的人），然后我

交谈，你对该实验的结果有多大信心？如果后者得知了实

们可以开始研究。使用这种研究设计，我们可以识别出

验中根本就不会有电击呢？该信息会如何影响被试的反

与抑郁、酒精成瘾、暴食症或交替性的心理痛苦状态相

应？没能控制住信息的传递很明显会破坏该实验的完整

关的因素（对这种方法更加综合性的描述，见 Kazdin，

性，并且威胁该实验的内部效度。一些被试（那些不知道

1998b）。

信息的人）会预期接受真正的电击；其他被试不会，因为
在主试不知情的情况下，信息已经预先泄露给他们了。

3. 实验组和对照组
为了检验假设，研究者设置了对照组（comparison
group），有时候也称为控制组（control group）。对照组的

2. 测量相关
相关研究依照事物本来的样子进行研究，并测量两
个现象之间的关系。变量间的关系有三种。观测值是同
方向对应着变化的［被称为正相关（positive correlation），
见图 1-2］，比如性别为女对应着患抑郁的风险增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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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相反地，变量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反的相关，即负相

如此。变态心理学的很多调查研究揭示了两个（或者更

关（negative correlation，比如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应着

多）现象是经常伴随的，比如贫穷和智力发育迟滞，或者

心理疾病的风险减少）。或者，变量间是独立的、不相关

抑郁和被试报告先前存在压力。但这绝不能说明是一个

的，即一个变量无法有效地预测另一个变量。

因素导致了另一个。
思考一下，冰激凌的销量和溺死率呈正相关。这能
否说明吃了冰激凌会削弱人游泳的能力所以导致溺死？
或者说那些想要溺死的人在他们投河之前要吃最后一个
冰激凌？显然这两种解释都是荒谬的。更可能的情况是
一个未知的与这两个变量都相关的第三个变量在起作用。

r  1.00

r 1.00

r 0

这被称为第三变量问题（third variable problem）。在这个
例子中，第三变量可能是什么？思考片刻，你也许意识
到最合理的第三变量可能是炎热的夏日天气。在炎热的
夏天，冰激凌销量上升。而溺死的人数增多，是因为夏
天游泳的人比一年当中其他时候都多。冰激凌销量和溺
死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一个虚假相关，事实是它们都和

r 㧖䎞㼁

r 㧕㼁

天气相关。
尽管相关研究不能精确地找到因果关系，但它们可
以为推论提供强有力而丰富的证据。相关研究提示着因
果假设（较可能是身高变高导致体重增加；而不是体重增
加导致身高变高），为进一步的研究提出问题，以及偶尔

r 㣠䎞㼁

r 㣠㼁

图

1-2

数据的散点图可表现出两个变量之间的正相关、负相关或不相
关的特点。图中的点表示个体的自变量和相应因变量的数据。当自
变量和因变量存在很强的正相关时（r = +1.0），自变量分数很高则因
变量分数也很高，二者的关系表现为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当自变
量和因变量存在很强的负相关时（r = -1.0），自变量分数越高，因变
量分数则越低，二者的关系表现为一条向下倾倒的直线。而当二者
不相关时（r = 0），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分数没有什么关系。

相关（correlation）的程度由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来度量，用字母 r 表示。取值区间为 -1.0～+1.0。

提供一些至关重要的数据来证实或反驳某个假设。我们
现在对心理疾病的认识，很多来自相关性的研究。我们
不能对研究的很多变量进行操控，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
以利用相关研究得到大量知识。

4. 回顾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
观察性的研究设计一般用于研究当前状态下的不
同患者群体。比如我们使用大脑成像来看一下精神分裂
症和健康个体的特定大脑结构的体积，我们采用的是这
种研究范式。但是如果我们想了解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发
病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可能需要采用回顾性研究

r 的绝对值越大，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越高。正相关意味

（retrospective research），即回顾过去。也就是我们需要收

着一个变量上的取值越大，则另一个变量的值也越大，比如

集一些关于他们发病前某些表现的信息，我们的目标是

身高和体重（身高越高，体重就越重）。负相关表示一个变

从这些信息中找到与疾病发生相关的因素。来源可能包

量上的取值增大，则另一个变量的值变小，比如用于参加聚

括患者的回忆、家属的回忆、日记材料，或其他记录。

会的时间增多，则用来学习的时间减少。

这种方法存在的局限是记忆可能有误且有选择性。

3. 相关和因果

在试图重构患者的过去经历的过程中，存在很多困
难。首先有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患有心理疾病的个体可

当谈到相关时，记住一点很重要：相关并不意味着

能不是最准确或者最客观的信息来源。除此之外，回顾

因果。仅仅是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并不能给我们任何

性研究可能使得研究者发现他们根据理论或背景信息而

信息说明它们为什么相关。不管相关程度有多大，都是

预先设想出来自己可能会发现的东西。所以，在研究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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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试图自杀的可能性更高（Reinherz et al., 2006）。

序上存在有意无意的偏差。
另一种方法是使用前瞻性研究（prospective research）
策略，即追踪未来。比如找到那些心理疾病高风险人群，

1.5.4

操控变量：变态心理学中的实验法

将研究焦点聚集在他们发病之前的表现。如果我们在疾
病发展之前追踪并测量了那些影响因素，我们提出对病

我们从前面的学习中已经知道了，即使我们发现

因的假设时会更有信心。当我们的假设正确地预测了某

了变量间很高的正相关或负相关，相关性的研究并不

个群体后来发展出的问题，我们便离建立一个因果关系

允许我们做出任何关于方向的结论（是 A 导致了 B，还

更近了。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design），即对研究对象

是 B 造成了 A）。要想得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解决

进行一段时间的追踪，试图发现先于其发病的影响因素。

方向性的问题，我们必须采用实验性研究（experiential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对于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孩子，

research）。在这种方法中，科学家们控制所有因素，除了

通过追踪他们，以一定的时间间隔采集他们从婴儿期到

一个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变量。然后他们操控（或影

成年期的数据，研究者可以比较那些后来发展出精神分

响）这个变量。被操控的变量被称为自变量（independent

裂症和没有发展出精神分裂症的孩子，以识别是哪些因

variable）。如果我们感兴趣的结果，即因变量（dependent

素导致他们出现这样的差异。另一个纵向研究的例子是，

variable），随着被操控变量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了，则自变

研究者发现那些在 15 岁报告出有自杀想法的青少年，比

量可以看成是结果的原因（见图 1-3）。

没有报告自杀想法的同龄人，在 30 岁左右更容易出现心

在罗马尼亚，那些被父母抛弃的孩子通常是被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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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观察性和实验性研究设计

（A）在观察性研究中，数据来源于两个不同的样本，并相互比较。（B）在实验性研究中，参与者首先在基线期进行
评估，然后随机分到两个不同的组中（如，一组参与治疗，另一组是控制条件）。在实验处理或治疗结束后，从两个不同
的组别中收集数据并进行比较。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Petrie & Sabin，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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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院抚养而不是送到寄养家庭。为了研究机构抚养和

和寄养家庭的孩子相对于由亲生父母抚养的孩子存在劣

其他形式抚养对孩子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者随机将 136

势。不过，在这个引人注目的研究或多或少的影响下，

名孤儿院中的孩子分成两组，一组是留在孤儿院中，一

罗马尼亚不再允许将未患有严重残疾的孩子送入孤儿院。

组是送往寄养家庭抚养（Nelson et al.，2007）。这些寄养
家庭是由研究者为此研究招募而来。为了进行比较，研

1. 对治疗效果的研究

究中还有另一个样本的孩子，他们和原生家庭生活在一

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者对研究针对某种疾病采取何种

起。所有孩子都在他们 30、42 以及 54 个月大的时候接

疗法通常很感兴趣。在对治疗效果进行研究时，实验法

受认知测验。在此研究中，自变量是孩子们的成长环境

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实验的过程是简单明了的：对一

（孤儿院或者寄养家庭），因变量是他们的认知功能。

组患者采取某种疗法，对另一组相似的患者不采取该疗

那些分配到寄养家庭的孩子是否比留在孤儿院的孩

法。如果治疗组比非治疗组表现出了显著的改善，那么

子发展更好？答案是肯定的。在他们 42 和 54 个月大时

我们可以有信心，该疗法有效。然而，我们可能并不知

所做的两次测验，寄养家庭中的孩子在认知功能上的得

道该疗法为什么有效，尽管研究者已经越来越精确地微

分都显著高于孤儿院中的孩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调实验来分析到底是在哪一步骤起了疗效（e.g.，Hollon，

寄养家庭中存在某些因素使得孩子们的智力发展较好。

DeRubeis，& Evans，1987 ；Jacobson et al.，1996; Kazdin

然而，遗憾的是，两组孩子的认知发展水平都比原生家

& Nock，2003）。“研究进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庭中的孩子低很多。这个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孤儿院

一个对治疗效果的研究得到了令人惊讶的结果。

研究进展
磁石能缓解重复性压力损伤吗
磁石经常被卖给有慢性手掌或手腕疼痛的人。这种

分钟后），所有被试再完成一个 4 分钟的打字任务。而且，
那些佩戴真腕圈或安慰剂腕圈的被试都要在一个 8 点量
表上标出疼痛缓解的程度（从毫无改善到完全缓解）。

慢性疼痛被称为重复性压力损伤。导致该问题的常见原因

结果如何？正如预期，控制组并未报告他们的疼痛

是过度使用电脑。但是磁石真的能减轻重复性压力损失导

水平有改善。这并不奇怪，因为没有对他们做什么。他

致的慢性疼痛吗？尽管有客户评价说真的有效，但是唯

们在第二次打字任务中比第一次平均多打了 4 个单词。

一能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做一个实验。波普（Pope）和

那些佩戴磁石的人是否比控制组表现更好？答案是

麦克纳利（McNally）（2002）随即将患有重复性压力损伤

肯定的。那些佩戴真正的磁石的被试报告他们的疼痛缓

的大学生分为三组。第一组佩戴含有磁石的腕圈 30 分钟

解了。他们在第二次打字任务中比第一次平均多打了 19

（磁石组）。第二组也要戴一个外观相同的腕圈，但是，被

个单词！也就是说，从自陈数据（疼痛改善自评分）和

试和主试都不知道的是，这个腕圈里面的磁石已经被拿走

行为数据（打字速度）两方面来看，他们比控制组表现

（假干预组）。第三组不佩戴腕圈（控制组）。
你应该已经注意到，本研究是一个双盲研究（double-

更好。
然而，在你飞奔出去买磁石腕圈之前，让我们来看

blind study）。也就是说，被试和主试都不知道谁得到了

一看安慰剂组的结果。像佩戴了真正磁石的被试一样，

真正的磁石。那个不含磁石的腕圈被称为安慰剂（安慰剂

安慰剂组的被试也报告他们的疼痛得到了缓解。而且，

的英文是 placebo，源自拉丁文，意思是“我会好起来”）。

事实上，在打字测验中，安慰剂组的被试在第二次打字

安慰剂实验条件使得实验者可以控制一个因素，即相信

任务中多打的字（平均多 26 个）比真磁石组的被试更多。

自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治疗就可以产生一定的治疗效果，

从自陈数据和行为数据两方面来看，安慰剂组被试的改

最后，控制组的设置使得研究者可以看一看当被试没有

善程度和真磁石组一样！在本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可以

接收任何干预时，会发生什么？

得出结论，磁石起效是通过安慰剂效应，而非磁石本身。

研究开始时，所有被试完成了一个 4 分钟的打字任

如果你相信磁石能缓解你的重复性压力受损，你并非真

务，这测量了他们在一定时段内可以打多少字。然后，

的需要一个磁石为你带来任何改善。总而言之，这就是

佩戴含磁石腕圈或无磁石腕圈 30 分钟后（控制组等待 30

我们为什么需要控制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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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是，两个组（干预组和非
干预组）应该尽可能的等价，除了一个不同，即一个接受
干预，一个没有干预。为了实现等价，患者被随机分配
到治疗组或控制组。随机分组（random assignment）意味
着每一个被试有相同的概率被分配到干预组或非干预组。
一旦一个疗法被证明有效，它随后可以被用于原来的控
制组（非言语组），来改善功能。
然而，有时候基于伦理或其他一些考虑，“等待名单”
的控制组设计被视为并不适宜。仅仅为了去评估一种新

2. 单个案实验设计
研究者总是通过在组间操控变量来检验假设吗？简
单地回答，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已经认识到个案研究的重
要性，它是思想和假设的来源。而且，个案研究可以在科
学的框架下作为一种发展和检验疗法的技术。这种方法被
称为单个案研究设计（single-case research designs）
（Hayes，
1998; Kazdin，1998a，1998b）。该设计的一个核心特征是
从始至终研究一个相同的被试。某个时间点的行为或表现
可以同干预后的另一个时间的行为或表现相比较。

疗法，而对控制组不进行一个已被证明有效的疗法，可

单个案研究中一个最基础的实验设计是 ABAB 设计

能使得控制组被试在更长时间内失去得到有效治疗的机

（ABAB design）。不同的字母代表干预的不同阶段。第一个 A

会，所以这被认为并不适宜。因此，综合考虑潜在的危

阶段作为基线水平。在此阶段我们做的仅仅是收集被试的数

害和研究所能创造的价值，研究者需要采取严格的保护

据。然后，在第一个 B 阶段，我们实施干预。被试的行为在

措施。

某些方面可能发生变化。即使有变化产生，我们也不能证明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换一种研究设计。比如，

变化是因为我们的干预导致的。有可能有其他因素伴随着干

对两组或者更多等价的组施以不同的治疗方案。这种

预而产生，所以如果这时就断定干预和行为改变相关联，可

方法被称为标准治疗对照研究（standard treatment com-

能存在错误。为了探究到底干预是不是导致行为变化的因

parison study）。一般来说，控制组的治疗方案已被证明是

素，我们撤走了干预方案，来看看会发生什么。这就是为什

有效的；因此，分配到控制组的患者并不会损失自身利

么我们要设置第二个 A 阶段（即在 ABA 这个点）。最后，为

益。相反，现在的问题是接受新疗法的患者能在多大程

了证明 B 阶段观察到的行为改变可以再次被观测到，我们重

度上比控制组的患者取得更好的疗效。这种实验设计有

新施加干预，并且看一看我们在第一个 B 阶段观察到的行为

很多优点，值得推荐，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地被研究者

改变是否可以再次显现。为了进一步说明 ABAB 设计背后

采用。

的逻辑，让我们来看一看克丽丝的个案（Rapp et al.，2000）。

案例分析

克丽丝

克丽丝（是一名 19 岁的女性，有严重的智力发展迟

圈时，克丽丝玩弄头发和拔头发的行为减为 0。这当然暗

滞。从 3 岁起，她开始拔头发。这被称为拔毛癖。克丽

示着，克丽丝的行为改变是因为她在手腕上放置了一定

丝的拔毛癖非常严重，以至于她头上有块直径大约 2.5 英

的重量。为了核实这一点，在第二个 A 阶段（即 ABA），

寸 的区域是光秃秃的。

移除这个手腕处的重量。克丽丝随即又开始摸并摆弄头

研究者使用了一个 ABAB 实验设计（见图 1-4）来考
察某个疗法是否能减轻克丽丝的拔头发行为。在每段时间

发（占总时间 55.9%），她的拔头发也有增加（占总时间
4%）。

内，克丽丝独自坐在房间里看电视，研究者使用一个摄像

当第二个 B 阶段，重新戴上手圈，克丽丝的摆弄和

，观察者计算克丽丝摸
机来观察她。在基线阶段（A 阶段）

拔头发再次减少，至少减少了一会儿。当然其他的辅助

，以及拔
或者玩弄头发的时间的比例（占总时间的 42.5%）

治疗也是有必要的（Rapp et al.，2000），克丽丝的拔毛行

头发的时间比（占总时间的 7.6%）。12

为最终彻底消除了。对我们的讨论最重要的是，ABAB

在干预阶段（B），当克丽丝坐着看电视时，一个 2.5
磅 重量的手圈被戴在克丽丝的手腕上。当她戴着这个手
1 英寸 =2.54 厘米。——译者注
1 磅 =0.45 千克。——译者注

设计使得研究者可以使用实验的技巧或方法，系统地探
索对拔毛癖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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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丽丝的治疗进行的 ABAB
实验设计

在 A 阶段收集基线期的数据。在 B 阶
段，采取一种治疗进行干预。然后撤销这
一治疗（第二个 A 阶段），然后再次介入治
疗（第二个 B 阶段）。在这个例子中，玩弄
头发行为在戴重手圈以后明显减少，撤掉
手圈以后玩弄头发行为回到治疗前（基线）
水平，再次戴上手圈后玩弄头发行为再次
下降。
资料来源：Rapp et al.，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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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被叫作“抑郁的无望感理论”
（Abramson et al.，1989）。

另一个我们可以使用实验法的方式是进行动物研究。尽
管伦理上对于用动物进行研究仍然存在批评的声音，但是我
们可以用动物来进行那些根本无法在人身上实施的研究（比
如，给予实验性的药物，进行电击来记录大脑活动，等等）。

这些理论并非没有局限。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尽管
我们把动物研究的结果推广到人类心理病理学模型时会
出现问题，但习得性无助已经触发了很多研究，并且研
究结果使得我们发展和完善了我们对抑郁的理解。

当今一个抑郁模型，即“无望感抑郁”，起源于早期
对动物的研究（Seligman，1975）。该实验室研究有如下
发现，当反复给狗疼痛的、不可预知的且不可逃避的电
击时，之后，即使在另一个情境下面临可以逃脱的电击
时，狗也没有做出逃避反应。它们仅仅是坐着，忍受疼
痛。这个观察到的现象使得塞利格曼（Seligman）和他的
同事提出，人类的抑郁（他们认为跟无助的狗的反应模
式相似）是一种对不可控的压力事件的反应，因为个体
的行为无法改变环境，因而导致了无助感、无抵抗和抑
郁。也就是说，这些动物研究的发现推动了最初被大家
称作“抑郁的习得性无助理论”
（Abramson，Seligman，&
Tcasdale，1978; Seligman，1975）的发展，现在，这个理

动物研究使得行为科学家可以在控制条件下操控和研究动物的
行为，这些控制条件往往是无法在人身上实现的。然而，将动物研
究的结果推广到实验室外“真实世界”的人类时，可能仍存在局限。

未解决的问题
所有人都有心理疾病吗？心理障碍界限的扩展
心理障碍的定义，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由于缺乏

1997）。然而，对其他驾驶员的愤怒是如此普遍，如果将

客观的手段来判定何为疾病何为正常而受到诟病。越来

它作为心理障碍纳入 DSM 中，那么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

越多的问题可能被看作心理障碍，这也涉及心理健康专

可能被诊断为怒路症。

业人士的经济利益。不难看出，有一种将越来越不被社

有很多非正式的证据来使 DSM- Ⅳ努力去阻止很多

会认可的行为纳入 DSM 中的趋势。一项提案是将“怒

类似的无价值的心理诊断提案进入 DSM 系统。通过严

路症”（对其他驾驶员发怒）作为新的心理障碍（Sharkey，

格的入选标准，DSM- Ⅳ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大部分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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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DSM- Ⅲ -R）中没有的诊断的涌入。然而，这是

因此，从公众的利益来看，需要以谨慎的态度看待心

一项艰苦的斗争。与其他专业成员一样，心理健康专业人

理障碍界限的扩张问题。可以想象到，如果不这样做，最

士倾向于以自己的视角来看待世界，试图将现象与自己

终可能导致大部分人类行为（除了那些平淡的、墨守成规

的专业知识联系起来。同时，一个心理障碍是否包含在

的、传统的行为以外）都会被看作心理障碍。那样的话，精

DSM 中，也是健康保险公司提供报销服务的先决条件。

神病理学的概念会因为失去了科学意义而变得毫无辨别力。

总

结
● 对“变态”的准确定义仍然是比较困难的。有一

● 我们对变态行为的认识有了巨大的进步。例如，

些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来考虑是否一些心理行为是

在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早期，科学的质疑精神再

变态的，它们包括：痛苦，适应不良，偏离正常，

次在欧洲出现，一些有名的医师开始呼吁反对非

不符合社会规范，非理性和不可控。

人道的治疗方式。之后有了一个总的趋势，将心

● DSM 采用了医学中的分类风格将类似的病症归为
一类。精神障碍被看作分散的临床实体，虽然并
不是所有临床上的障碍都可以很好地以这种方式
考虑。

理疾病由迷信的、魔法的解释转换到科学的、合
理的研究上来。
● 由于承认那些受困扰的人需要进行特殊的治疗，
16 世纪末有很多疯人院因此建立。然而，这些收

● 虽然还存在问题，但 DSM 给我们提供了帮助临床

容所孤立了精神病人，并且虐待他们。这种境况

医生和研究者识别与研究具体影响很多人日常生

逐渐被人们所发现，在 18 世纪，人们又进一步努

活的精神疾病的机会。虽然 DSM 远不是一个完善

力帮助精神病人，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

的产品，但是，熟悉 DSM 对于研究相关领域来说

更为人道的治疗方式，虽然这些改进只是例外而

是非常重要的。

并不是规定性的。

● 维克菲尔德所提出的“损害的功能失调”是很有

● 19 世纪及 20 世纪早期，科学和人道主义得到了

帮助的进展。然而，它仍然不能对一个精神障碍

进一步发展。法国的菲利普·皮里尔、英国的威

给出充分的定义。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个相

廉·图克、美国的本杰明·拉什和桃乐西亚·迪

对较好的工作性定义。

克斯的工作为当代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如道德管

● 文化对一些临床障碍的表现有重要作用。也有一
些特定的障碍是具有很高的文化具体性的。

理）做出了重要的奠基。人们逐渐接受了将心理
障碍患者看作痛苦的个体，他们需要和值得引起

● 心理障碍的分类提供了一种快速交流的方式，并

专业上的关注；生物医学方法对心理疾病的成功

使得我们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来整理出信息的具体

应用以及对生物学的、心理学的和社会文化方面

结构。这对研究和治疗来说都提供了便利。然而，

的科学研究为变态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进行了分类，我们就丢失了患病的人的具体信

● 精神疾病医院的改革在 20 世纪继续进行，然而在

息。分类同时也带来了心理污名、刻板印象和贴

20 世纪的最后 40 年，掀起了关闭精神疾病医院

标签。

的运动狂潮，很多患者被送回社区。这项运动在

● 流行病学涉及对心理障碍的分布和频率的研究。

21 世纪早期仍然在持续，并且充满了争议性。

少于 50% 的人会在一生中体验某种形式的心理障

● 19 世纪，重大技术发明和科学进步使得生物科学

碍。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是非常普遍的精神障碍。

帮助人们进一步了解受心理困扰的个体，并改善

● 在古代，首先是对心理障碍采取迷信的解释，之

了治疗方法。一个生物医学的重大突破是发现了

后在诸如埃及和希腊等地出现了相应的医学概念，

精神疾病的机体因素：大脑中的梅毒造成了麻痹

很多相应概念又被罗马医生进行了修正和改良。

性痴呆这一当今最严重的心理疾病之一。

● 在 5 世纪末罗马灭亡以后，迷信的观点再次主宰

● 18 世纪早期，解剖学、生理学、神经病学、化学

了对心理障碍的解释，由此持续了 1000 年。在

和普通医学得到快速发展。这些发展使得人们可以

15 ～ 16 世纪，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学者们，都相

识别很多身体疾病背后的生物、机体、病理因素。

信是魔鬼导致人们患上了精神疾病。

● 克雷布林所发明的精神疾病分类系统在早期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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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的发展中占有统治地位。克雷布林的工作
（DSM 系统的前身）帮助确立了心理障碍的大脑病
理学地位，为这一观点的确立做了相应的贡献。

变态心理学的历史

（不像精神分析，源于心理患者的临床实践），但行
为主义对解释和治疗适应不良的行为有重要启示。
● 为了避免概念误解和错误，我们必须采用科学的

● 了解心理疾病的心理学因素的首次重大进步发生

方法来研究变态行为，这就需要我们去关注研究

在南锡学派的麦斯迈术。然后弗洛伊德做了大量

和研究方法学，包括区分哪些是可观测到的，哪

的工作。经过 50 年的观察、治疗和论著，提出了
心理病理学的理论之一，称之为“精神分析”。强
调无意识冲动的内部动力，在过去的 50 年中，其
他临床医生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修订，
发展出了新的心理动力学流派。
● 19 世纪后半叶，对心理因素和人类行为的科学观
察开始有了进展。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着针
对变态行为的临床研究和临床干预的发展，实验
心理学促进了临床心理学的产生。

些是经过假设或推理得出的。
● 研究者必须采用能够真实代表其所属的诊断性群
体的样本，才可以得到有效的结果。
● 变态心理学的研究可以是观察性的或实验性的研
究。观察性研究检验当前存在的因素。实验性研
究包括操纵一个变量（自变量）和观察这种操纵对
另一变量（因变量）产生的影响。
● 我们并不能从变量间单纯的相关得到因果关系的
结论，即相关关系并不等于因果关系。

● 与此同时，巴甫洛夫对学习和条件作用的研究也

● 尽管大多数实验包括团体研究，但个案实验设计

得到了发展。行为主义作为变态心理学的解释模

（例如 ABAB 设计）同样可以用来在个别情况下做

型之一出现了。行为主义流派的组成围绕着一个

出因果推论。

核心主题——学习在人类行为中扮演着非常重要

● 虽然动物实验的结论在推广到人类身上存在一定

的角色。尽管这一重要观点最初来自实验室研究

的阻碍，但是动物实验依然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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