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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震幸存者的创伤后成长研究进展 

张洪林 

南昌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 

【摘要】近年来，随着自然灾害在全球范围内频发，地震这一影响极大的自然灾害受到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幸存者对震后的积极心理应对方式成为研究的热点与新方向。本文对国内现有相关文献进行分析，

阐述了创伤后成长的概念，综述了地震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研究现状，总结归纳了影响地震幸存者创伤后

成长的因素，探讨了目前研究的不足，旨在为该领域学术研究提供思路参考，进一步为促进我国灾后心理

援助工作的专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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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natural disast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earthquake, a natural disaster with great impac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especially the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oping of survivors after the earthquake has become a hot spot and a new direction of research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isting domestic literature,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earthquake survivors, summari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post-traumatic 
growth of earthquake survivors, and discusses the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research.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academic research in this field,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post-disaster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in my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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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自然灾害屡屡发生，针对灾后幸存者开

展心理救援工作的迫切需要使得国内关于创伤心理

的研究不断深入。而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国内

研究者对灾后心理反应的关注也从消极的抑郁、焦

虑、创伤后应激障碍转为积极的创伤后成长。研究

表明创伤后成长对幸存者重新构建生命意义，在未

来积极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回顾震后幸

存者创伤后成长的研究，归纳该领域研究现状，总

结影响震后创伤后成长产生的影响因素，为灾后心

理救援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1 地震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现状 
Tedeschi 和 Calhoun 认为创伤后成长（posttrau

matic growth, 简称 PTG）是个体同主要的生活危机

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心理变化，在结构

上分为自我觉知的改变、人际体验的改变和生命价

值观的改变三方面[1]。纵观现有文献，创伤后成长

研究的领域更多集中在身体疾病方面，比如癌症患

者的创伤后成长，而对于自然灾害后创伤后成长的

研究相对较少。分析后会发现国内对自然灾害下创

伤后成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地震方面，自 2008 年以

来多位学者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方式探讨了创伤后成

长的影响因素和结构模型，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创伤

后成长的研究内容。此外，目前我国对地震幸存者

创伤后成长的研究对象基本是青少年，一直以来也

有大量证据显示在青少年人群中创伤后成长的产生

率很高，原因在于青少年期是个体心理和生理快速

变化的时期，他们更容易受到地震这一创伤事件的

影响，在这一时期加以干预或预防对其未来健康发

展有着重要作用。 
2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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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现有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将创伤后成长

影响因素分为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和其他因素。 
2.1 主观因素 
（1）人口统计学因素 
性别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一方面，以往研究得

出震后女生的创伤后成长水平高于男生，尤其在新

可能性、与他人的关系、个人能力三方面上[2]。深

入剖析会发现女性普遍会在建立人际关系上付出更

多的时间，会更需要安全感与亲密感，这与创伤后

成长的人际体验改变相一致，因此在震后女性表现

出更多的心理成长。其次，关于年龄对创伤后成长

的影响，学界尚未得出一致结论。有学者表明地震

后高年级学生会比低年级学生更容易产生创伤后成

长[2]。但是也有研究发现，震后 15 岁以上个体创伤

后成长的发生率显著低于１个月时 15 岁以下个体
[3]。可能的一个原因是研究对象受到不同文化影响，

且不同年龄阶段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同，因

此在年龄上表现出的创伤后成长不同。此外，伍新

春等同样发现少数民族学生的创伤后成长得分高于

汉族学生[2]，这可能与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与宗教

背景有关。还有学者进一步研究发现羌族文化强调

坚毅、忍耐，注重培养青少年坚忍不拔的品质，因

此其在创伤之后更有可能收获成长[4]。但该结论是

否具有一致性需要进一步讨论，不同民族的文化背

景各不相同，内涵与核心也会有所差别，这些是否

会影响个体从而对震后创伤后成长的产生起到作用

目前尚不清楚。 
（2）认知因素 
创伤后成长的功能描述模型表明实现创伤后成

长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认知的转变。认知重评对创

伤后成长的影响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实认知

重评的过程，便可以帮助个体在经历挫折后对生命

产生新的思考，探索更多可能性，对未来自身的发

展做出调整；或者帮助个体增强自身力量，重新看

待地震带来的影响，比如地震中四面八方的人们前

来支援，互相团结在一起，使个体感受到陪伴并珍

惜这样的关系。这一整个过程都能够促进个体产生

创伤后成长，对自我、人际、生命发生转变。现有

研究也表明青少年的认知重评策略可以正向预测创

伤后成长, 表达抑制策略对创伤后成长的预测作用

不显著[5]。有学者还加入了社会支持、依恋作为中

介变量加以研究，得出社会支持可以显著地调节表

达抑制策略对创伤后成长的作用, 表现为表达抑制

可随着社会支持的增加而对创伤后成长发挥促进作

用[5]；青少年依恋能够通过认知重评正向预测创伤

后成长，但是不能通过表达抑制预测创伤后成长[6]。

同时，研究还发现认知的另一方面核心信念挑战，

这一认知变量对创伤后成长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 
（3）人格因素 
大量研究表明人格类因素也会影响创伤后成长

的产生和发展。研究发现，在汶川地震 3 年后大五

人格中的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开放性人格特

征仍与创伤后成长的产生呈正相关[4]。人格因素作

为一个稳定性因素，在长期的生活环境影响下会形

成个体所具备的独特特征，面对地震这样的自然灾

害时，个体由内而外迸发出的力量，会更主动地促

进其自我成长。 
2.2 客观因素 
（1）创伤暴露程度 
在地震类创伤后成长的研究中，普遍将地震幸

存者的创伤暴露认为是本人的受伤、受困以及亲眼

目睹或事后得知亲友伤亡和房屋受损等情况。研究

发现，对于经历过地震的青少年创伤暴露并不一定

会产生创伤后成长，主观害怕程度可以作为一个指

标来判断并证实创伤暴露程度和创伤后成长之间的

关系，安媛媛等表明主观害怕程度可以正向预测创

伤后成长，但是房屋受损和亲人伤亡情况与创伤后

成长的关系不显著[7]。不过也有结果显示创伤暴露

程度对创伤后成长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8]。因此，

究竟暴露程度会不会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被削弱

了对创伤后成长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分析。 
（2）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在这里主要指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张

金凤对汶川地震初中生的研究发现父母文化程度较

高的孩子创伤后成长水平也较高[4]。这其实不难理

解，文化程度高的父母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丰富

的知识储备，能在日常家庭相处中灌输给孩子更多

精神文化，使孩子在遇到挫折时有一定精神支撑，

并且高文化父母在面对突发情况或者挫折时，会更

好的引导孩子正确看待逆境，从而帮助其战胜自己，

收获成长。 
（3）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一直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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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大量的研究。整合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在创伤

后成长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者认

为，社会支持可以为人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储

备社会资源，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提供人际

网，有助于实现创伤后成长。还有研究者认为，社

会支持为创伤经历者提供安全的环境感，帮助个体

在互相交流中获取新的认知，从而构建对世界的意

义，进而产生创伤后成长。在汶川地震后，有实证

研究探讨了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的关系，得出青

少年的不同社会支持类型和创伤后成长各方面之间

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关[9]；社会支持可以直接促进

创伤后成长的实现[10]。此外，还有学者着重考差了

时间、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

现震后 3.5 年至 5.5 年间，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

跨时间点预测作用不显著[11]，震后 6 至 12 个月之间, 
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

用；在 12 至 18 个月之间,社会支持与创伤后成长之

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互预测作用[12]。因此，社会支

持可能短时间内对创伤后成长有直接较大的影响，

而在长时间的调节下预测作用减弱。曾有学者也提

出持续的提供社会支持可能会降低个体应对创伤的

积极性,从而也可能制约创伤后成长的实现。但也有

学者对此提出不同看法，在汶川地震十年后开展研

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预测效应仍

然显著[9]。那么，究竟是否是时间的动、静态影响

了社会支持对创伤后成长的预测效应，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考量。 
此外，学者还在控制创伤暴露程度后，大量加

入中介变量对震后青少年开展研究，安媛媛等发现

社会支持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正向预测

创伤后成长[13]；周宵等发现社会支持也可以分别通

过自我效能感和自尊促进创伤后成长，还可以通过

自我效能感经自尊的多重中介作用来促进创伤后成

长[8]；辛勇等也得到心理韧性在社会支持和创伤后

成长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9]。 
2.3 其他因素 
一项追踪研究在汶川地震 8.5 后，发现有 4.75%

的青少年出现明显抑郁症状，有 46.13%的青少年报

告产生了创伤后成长[2] ，但关于两者的关系未做进

一步说明。因此，抑郁和创伤后成长之间的关系仍

需要深入探索，抑郁影响创伤后成长产生与提高的

心理机制有待完善，自我报告法得出的数据是否真

实可信有待进一步检验。除了抑郁这一消极因素外，

还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备受关注，有的学者得出青少

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创伤后成长产生相关不显著
[2]，也有学者提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减少会促进创

伤后成长的产生不一致。因此，这两者间究竟又是

什么样的关系同样需要论证。 
3 建议与展望 
3.1 对心理援助工作的建议 
根据现有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便于灾后心理援

助工作的开展：第一，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强调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贯彻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全社会营造文化氛围。研究不同民族的

震后幸存者会发现少数民族普遍具备本民族特有的

精神信念，这使他们更容易产生积极向上的力量。

所以在当下，加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

社会、学校三方的首要任务，国家要大力引导与保

障，社会要奋力营造与监督，学校要全力教育与发

扬，最终实现在青少年心中注入爱国情怀，培养他

们形成坚毅精神与勇敢品质的目标。第二，根据认

知重评对创伤后成长有积极影响、表达抑制对创伤

后成长有消极影响这一结论,在震后重建过程中，心

理援助者要帮助青少年正确认识地震带来的影响，

再引导他们对地震进行积极认知的重新建构，发现

生活的意义和积极的转变。第三，青少年更具有易

感性，心理援助者要耐心倾听青少年内心对于地震

的想法，允许他们发泄自己的消极情绪，使他们体

验到被理解，从而减少负面情绪的堆积，降低心理

压力，促进创伤后成长，产生积极信念。第四，引

导青少年学习男、女两性中优秀的品质，使他们兼

具双方的优点。研究普遍发现创伤后成长在男生和

女生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双方不同的品

质特征导致，所以对青少年分别进行适当引导，使

他们正确看待不同性别在性格、思维方式等方面存

在的差异，从而积极吸纳并运用到实际中去。第五，

时间会在社会支持和创伤后成长之间起作用，根据

现有的数据支撑，提供社会支持需要注意时间点。

在地震后应立即采取措施，为青少年提供物质和精

神帮助，满足青少年的物质需求，一方面要从实际

出发降低地震带来的负面生活影响；另一方面心理

援助者及网络媒体要提供合理引导，宣传正面事迹，

树立典型故事，并且要着重普及减缓焦虑、难过等

消极情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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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目前我国研究还存在不足，未来可从以下五方

面开展进一步研究。第一，未来针对地震幸存者创

伤后成长的研究可以扩大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青

少年这一阶段，可以延伸到青年、中年、老年不同

年龄阶段。还可以将职业作为切入点，探究不同职

业群体间创伤后成长实现的差异，以便在全社会范

围内开展心理援助工作提供更好的指导与依据。第

二，之后可以加入家庭教养方式、感恩、时间、自

我效能感、动机等变量进一步研究，扩大对创伤后

成长影响因素的探索范围，进一步明确创伤后成长

在不同因素影响下的产生路径，完善现有结论。第

三，未来可以探究世界不同地区创伤后成长的维度

与结构，深入探讨不同的文化背景对群体创伤后成

长的影响，将创伤后成长从一直对个体水平的研究

扩展至对群体水平的测量。第四，将来可以把在不

同自然灾害中创伤后成长的实现水平是否存在差异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因为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

地震方面，那么诸如洪涝灾害、龙卷风、海啸等其

他自然灾害发生下的经历者是否会产生同等程度的

创伤后成长还不得而知。当然，这可能会受限于客

观因素，使得研究难以进行，因此，未来还可以对

这些不同自然灾害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究，找到测量

创伤后成长的新方法。第五，不同事件类型下创伤

后成长的促进策略是否可迁移仍不明确，比如经历

意外事件、患染疾病和自然灾害的个体均会产生创

伤后成长，那么对于意外事件后促进当事人产生或

者提升创伤后成长的策略能否运用到自然灾害的幸

存者呢？这一方面还有待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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