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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愿意踏出第一步，勇敢面对恐惧的人，这样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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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你手里有一份非常特别的资料。首先是因为它是由在应用虚拟现实来

促进心理健康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军人物所写的。Wiederhold博士在治疗惊恐、

焦虑和恐惧症方面以及整合技术工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心理疗法的疗效方面，

都有丰富的临床和科研专业知识。 

本书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它将指导你完成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心理治疗。这

种心理治疗是以传统的认知行为治疗为基础，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来实现。虚拟

现实暗示能让你经过一系列个人和情感经历，从而逐步改变恐惧情境的意义，

发展出新的适应性行为。虚拟现实技术仅仅是一种能够帮助治疗师和委托人实

现这些矫正的情感经历的工具。 

这份资料之所以不平常还因为它代表了专业人士们多年工作的成果以及在

使用虚拟现实技术的心理健康治疗室中发展出来的临床技术。虚拟现实医学中

心的临床和科研团队多年来已经给很多人使用过虚拟现实技术。他们通过经验

知道，按照这本患者手册进行练习能够让你从专业的治疗中获益更多。 

 

Stéphane Bouchard, Ph.D. 

魁北科大学乌塔韦校区 

心理教育和心理学院 

临床网络心理学组织加拿大研究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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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片森林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却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 

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罗伯特 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亲爱的读者： 

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十多年里我一直致力于在医疗保健中使用先进技术，

但是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治疗病人。原始的器械很

笨重、不易控制，治疗总是要冒风险，很多我们早期研究的参与者都证实是这

样。我最初的印象是“这根本没法工作”，然而对于模拟技术效用的欣赏很快

就打消了我的这种想法。很快我就流连于废旧汽车场、跳蚤市场和飞机抢修场，

收集材料来构建“增强型现实环境”，这样在治疗有飞行恐惧症的病人时，就

可以让病人坐在真实的飞机座位上，牢牢地系上安全带。 

现在这种治疗方法已经演变成了一种较完善的方法，可以在很多心理障碍

的治疗中使用，如进食障碍和肥胖症的治疗，神经心理学评估和康复，以及在

疼痛和不愉快的治疗过程中用于分散注意力。在虚拟现实医学中心（VRMC），

我们使用结合虚拟现实技术的认知行为疗法来治疗飞行恐惧症、驾驶恐惧症、

幽闭恐惧症、广场恐惧症、惊恐障碍、具有普遍性的社交恐惧症、演讲恐惧症、

恐高症、雷雨恐惧症和由交通事故引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焦虑障碍。我们也

使用传统的认知行为技术来治疗一系列焦虑和应激问题。 

虚拟现实医学中心（VRMC）的出版部门也在筹备出版其他的书。VRMC希

望能够传播更多的有助于研究者、临床工作者和公众的教育资料。如今，焦虑

障碍已经对世界上的很多人造成影响。这本书是帮助这些人克服恐惧、控制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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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一个开始。我们最希望的是能有更多这样的资源来帮助受到焦虑困扰的人

们控制自己的生活，积极地走上康复之路。 

为了能更有效地为病人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教育，我们在2001建立了互动媒

体研究所（IMI），这是一个以501c3注册的非营利性附属机构。这两个机构相

互合作，用最先进的技术为病人提供治疗。互动媒体研究所（IMI）赞助了国内

和国际的研讨会、交流会和继续教育课程，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和临床试验，而

且专门进行虚拟现实、远程医疗、视频游戏虚拟现实和人机交互领域的研究。IMI

积极与世界上使用虚拟现实、多媒体、计算机生成的虚拟形象和个人机器人等

技术的专家们合作，对同时具有心理和生理障碍的病人进行治疗。 

IMI研究所的研究员们会和计算机硬件、软件、制图、生物医学工程、通信

工程等技术领域的专家们合作。同时它也为专业人士提供信息、培训和帮助。IMI

的教育计划力图能帮助更多的人从虚拟现实和多媒体技术解决方案中获益，同

时也鼓励企业发展出更多的多媒体技术解决方案，让公众能够使用先进的技术

解决更多的问题。IMI还希望通过公共教育计划来提高公众意识。 

IMI的目标是能够成为一个世界各地各学科的学员和研究者汇聚的平台，在

这里他们可以创造、测试和发展出能够在医学和心理学领域内使用的临床疗法。

IMI意识到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协同工作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IMI也在为心理和

生理保健中某些特定领域的研究寻求支持。 

VRMC和IMI取得的成功可以直接归功于我们的病人在过去七年里的帮助、

意见和建议，没有他们，我们也无法取得这样的成就。 

非常感谢我的病人们，祝愿你们能够成功实现目标，克服焦虑。请记住一

句谚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祝贺你能够积极地

踏上康复之路，也祝愿你一路顺利。 



 11 

真诚的， 

Brenda K. Wiederhold, Ph.D., MBA, BCIA 

1 

介绍 

“你是宇宙之子， 

恰似树木和星星…… 

做你自己。” 

——《迫切需要》 Max Ehrmann 

 

你是否发现自己和家人朋友一起外出的次数减少了？你是否发现自己越来

越多地请病假不去工作？你是否很难驾车去以前经常去的地方？你是否开始逃

避那些你认为很可怕而难以面对的事物？如果是的话，你可能正在受焦虑障碍

的困扰。 

焦虑可能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一些你无法意识到的影响。你有头痛、胃病、

头晕、胸痛、热潮红、过多出汗、心悸、肌肉僵硬和疼痛或是入睡困难吗？所

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是由焦虑障碍引起的。除了有生理上的影响，焦虑还可能

使你在工作上难以集中注意力，或是限制你的活动，这些都会使你在生活中难

以发挥最大潜能。担心占用了你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其他的事情都不能做了。

虽然改变你的思想和行为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努力，但是你现在也已经在花

时间处理焦虑了。暂时花费一些时间来治疗，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这

样不是更好吗？ 

只有改变你的思想和行为才能治疗焦虑。但是你的治疗过程不会孤单。就

像每个奥运会的运动员都需要教练一样，你也需要一个教练来帮助你治疗。你

可以找一位朋友或是家人来帮助你治疗。要用这本书来帮助你，但是只把它当

做他人支持和治疗的辅助物。综合多种方法能最有效地克服焦虑，重新控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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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生活。 

最艰难的一步就是做出接受治疗的决定。你已经选择了直面恐惧，直面你

最害怕的事物。祝贺一下你自己。你已经不折不扣地迈出了一大步。 

要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最重要的是你要积极参与到治疗中。在焦虑变成一

个长期的、更难解决的问题之前，你必须挑战你的焦虑。这本书会为你提供一

些工具，但是如何使用是由你自己决定的。现在就设定目标并做出承诺，这会

对你的生活发挥影响。 

 

如何使用这本书： 

无论你是想要把这本书当做专业治疗的指南，还是用来指导你进行自我帮

助，重要的是要知道这是一个技能提高的过程，对于克服恐惧和焦虑是最有效

的。要给自己时间去进步，而不是强迫自己立刻做完所有事。先学习书中所提

供的技术是很有帮助的。首先要阅读每个章节，配合使用工作表练习所有焦虑

管理的技能。第二步，开始较低程度地暴露到你所恐惧的情境中。如果你有飞

行恐惧症就先看一些飞机的图片，如果你有蜘蛛恐惧症就看一段有关蜘蛛的视

频。第三步，如果你在不是特别恐怖的情境下已经掌握了焦虑管理的技术，那

么你就可以面对真实生活中的恐惧了。但即使在这时，面对真实的恐惧仍然是

很困难的，不过你会有很多应对方法可以用，而不是毫无保护的去面对恐惧。

缓慢地推进治疗过程是最好的方法，可以确保你刚建立起的自信能留存下去。 

这本书基本上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焦虑的讨论和焦虑对病人生

理上的影响。阅读并理解这部分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它会帮助你了解你为什么

会对自己的行为有那样的感觉，也可以帮助你了解恐惧和焦虑的症状并不是危

险的，你能够克服它们。第二部分是工作表。做到这部分的时候，要对自己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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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点。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很辛苦的工作，但是最终你会收获惊人的成

果。 

这本患者手册对只有轻微焦虑的人也是很有用的。这些课程对很多情感方

面的问题都有帮助，不仅仅是焦虑，还有生气、轻微的抑郁以及无能感。 

要想从这样的自助计划中获益，最好是能够坚持每天按计划进行，并在日

常生活中练习。要记住，这些练习的目的不是消除焦虑，而是要建设性地使用

这些技术来控制焦虑。但是如果你无法保证能完成这些练习，或者经过几个月

的练习你发现作用很小，那么你最好去寻求专业的帮助（第四章和第十章为你

选择正确的专业机构提供了一些建议）。无论你采用哪种方式，你所获得的知

识都会帮助你减少生活中的压力。 

为了让你更有效地使用这本书，我们提供了以下几点建议： 

 控制你的恢复进程。把注意力放在对你最有帮助的地方。这本书旨在为减少

焦虑提供一种“自助式”的方法。最初如果完成所有的练习对你来说太多，

就选择你认为对你最有用的来做，当你需要做其他的那些练习时再去做。 

 现在你成了一名科学家，你的工作是要调查自己的内部活动。你会更加了解

头脑中的想法和行为的结果。你可能需要随身携带一本小记事本，以便记录

下过后你想要自己探讨或者与治疗师一起探讨的一些想法。如果你害怕关注

自己，你可以不必立即开始记录想法，但是要在钱包、公文包里或是桌子上

放几张纸，以便经常记些东西，防止你到下次治疗的时候忘了自己的想法。 

 随意地在书上写些东西，做笔记，或是撕下某部分，采取必要的行动让自己

把注意力放在目标上。 

 一定要做工作表！不要像读小说那样粗略地读这本书，而要时不时地停下来

深入地理解每一部分的内容。尽量多地去做书里的练习并填写工作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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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获益更多。 

 做一张时间表。留出充足的时间来读这本书和完成书中的练习。失去动力是

很容易的，也是最糟糕的。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耐心，善待自己。要改变从童年就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行

为和习惯需要付出很多努力。你的进步有时会平缓下来，但是记住，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速率，要找到最适合你的。深呼吸，休息一下，鼓励一下自己……

然后继续！ 

 

*后面每一章开头引用的诗句都摘自于Max Ehrmann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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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障碍的类型 

“但不要为幽暗的想法所困， 

    许多恐惧均源于困倦和孤独。” 

 

我们怎样知道是否患有焦虑障碍？ 

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产生焦虑，在很多情况下焦虑是适当的情绪状态。焦虑

能够产生额外的能量爆发，让你在高压情况下警觉起来，有更好的表现。如果

仅仅是体验到焦虑，即使是强烈的或是经常性的焦虑，也不意味着你就患上了

焦虑障碍。你可能有着高度紧张的生活方式，这往往要求你大多时间都要神经

紧绷。或者你可能在由威胁或是烦恼的事件所引发的情境下感到恐惧。在这些

情况下表现出焦虑是很正常的，这时的焦虑是身体在告诉你放慢脚步或者离开

某个环境。如果你不是焦虑障碍患者，而只是有轻微的焦虑或是想减轻压力，

这本书也能为你提供帮助。 

你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患上了焦虑障碍呢？焦虑障碍是通过几个因素来辨别

的。大多数焦虑障碍都会表现出比普通焦虑更强烈、持续时间更长（是一种长

期的状态）的焦虑。但是诊断焦虑障碍的一个必需因素是这种焦虑会干扰日常

生活。当焦虑使你你无法再按照以往的方式生活时，就成为了焦虑障碍。 

要诊断焦虑障碍，在美国精神病学学会发表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

册》（DSM-IV-TR）上有明确的标准。目前在DSM-IV-TR中列出了11种焦虑障碍。

下面的内容中我们将主要介绍以下焦虑障碍： 

 急性应激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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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恐惧症 

 广泛性焦虑障碍 

 强迫症 

 惊恐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 

 社交恐惧症 

 特定对象恐惧症 

书中也会有对分离性焦虑障碍（主要对儿童有影响）、药物诱发的焦虑和

由生理紊乱引起的焦虑（要诊断这种焦虑请看内科医生）作简要描述。 

 

但是我没有生病…… 

如果你患上了焦虑障碍，你也决不是孤身一人。焦虑障碍在美国是最常见

的精神健康障碍，是初级护理医师做出的最常见的精神病学诊断。1900万美国

人会患上焦虑障碍。有33%的病人会认为自己是腹痛、胸痛或是失眠，而实际

上他们是患上了焦虑障碍，其中还有25%的病人会有头痛、疲劳或关节痛

（Sherman, 1997a）。 

 

这听起来像你吗？焦虑障碍的识别 

上周Mandy发生了一次车祸，她立即被送往医院做手术，防止大量内出血。

虽然她的身体渐渐恢复，即将离开医院，但是在住院的过程中，Mandy的个性

似乎发生了改变。她每天晚上都会被车祸的噩梦惊醒，但是醒来后她却不肯和

别人谈论她的梦。她和她妈妈说他不会再坐以前开的那辆小货车回家了，而且

她坚持让妈妈租一辆四轮轿车接她回家。Mandy不记得是谁撞了她，当警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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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她时她也提供不出有用的线索。Mandy好像是患上了急性应激障碍。 

当一个人暴露在直接的或间接的创伤性事件中，如会对自己或他人产生严

重伤害时，急性应激障碍就可能产生。这种创伤性事件还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

恐惧、无助感或恐怖感。在经历事件的过程中或事件刚过去后，以下这些分离

症状至少会出现三种：麻木感或情感刻板、意识不到周围环境、现实感丧失、

人格解体或者无法回忆起创伤中的某个重要方面。 

另外，创伤性事件会一遍又一遍地以以下这些方式重复：重复出现的影像、

侵入性的思想、梦、幻觉、突然回到当时的情景中或出现关于当时情景的提示。

人们会尽量避免那些让他们想起创伤性事件的事物。而且人们通常会过度注意

周围的事物，或者对某些特定的情境过度谨慎。所有这些症状会压垮患者而且

会对他们的生活造成显著的困扰。 

以上这些症状要持续2天至4周才能诊断为急性应激障碍。如果症状持续更

长的时间，那么就会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如果症状在创伤过去

后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后才出现，就会被诊断为延迟发作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创

伤后应激障碍初期的诊断标准和急性应激障碍相同。个体经历了创伤性事件并

会不断地通过做梦、幻觉重现或者其他的方式重复体验这一事件。患者会避免

任何和创伤性事件有关的事物，而且会保持过度地谨慎来避免记起这一事件。

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急性应激障碍的不同之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持续时

间会长于一个月。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通常被建议接受治疗。治疗方法有暴露治疗、认知

治疗、行为治疗和支持性治疗。通常还需要使用药物治疗，但使用什么药物要

根据患者的症状来决定。如果焦虑已经成为患者的困扰，建议使用苯二氮类药

物；如果抑郁是主要障碍，使用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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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 

 

***** 

John还没有真正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但是他的生活和一年

前比起来已经大不相同了。起初他开始从家里向商店订购东西，比起拥挤的商

店和购物中心，他更喜欢在网上订货可以送货上门。后来John开始拒绝和朋友

家人一起出去吃饭。并不是他不喜欢见人，实际上他期待着每周和他最好的朋

友见面。他只是变得越来越害怕公共场所，因为他害怕在公共场所被困或者失

控，这逐渐限制了他可以参加的活动。他发现他有一个很大的困扰，他每隔几

天就请病假在家工作。John见过他的家庭医生之后，他被诊断为广场恐惧症。 

广场恐惧症可能和惊恐障碍一起产生，也可能会单独产生。它产生的基础

是对一些可能难以逃离的或者社交尴尬的情境的恐惧，比如电影院、人群中、

商店或者地铁。通常情况下是害怕在得不到帮助的情境下产生惊恐症状或惊恐

发作。广场恐惧症的特征是逃避以上描述的情境，有时患者甚至不能离开家或

者不能单独去任何地方。 

伴有惊恐障碍的广场恐惧症通常会用系统脱敏法或其他的暴露疗法来治疗

（见下一章的内容）。有时只用药物治疗就可以，有时结合认知行为治疗会更

有效。最常用的药物是抗抑郁药物、苯二氮类药物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MAOIs）。 

***** 

Cindy是一个经常担忧的人，她的妈妈也是。然而在Cindy的孩子出世之后，

她的担忧就变得不受控制。她不断地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她的孩子身上。

她开始每天晚上都设闹钟，每隔半小时就去看看孩子，确保孩子还活着。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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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样，Cindy总是很累，感觉疼痛和不舒服。当她的丈夫去上班时她会变得极

度焦虑，丈夫回家之前她会一直担心他出意外。昨天晚上Cindy把晚饭烧焦了，

因为她过度关注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无法专注地做其他事情。Cindy似乎是患

上了广泛性焦虑障碍。 

患有广泛性焦虑障碍的人通常会有强烈的焦虑，他们担心生活的各个方面，

而且这种症状至少持续六个月。这种焦虑会压倒一切，它会持续很久而不仅仅

在某个时期出现。这种担忧通常是无法控制的，而且至少会产生三种以下症状：

躁动、容易疲劳、注意力难以集中、易怒、肌肉紧张或是某种类型的睡眠障碍。 

治疗广泛性焦虑障碍的方法主要有服用再摄取抑制剂类的药物，认知行为

治疗，或是两者结合。广泛性焦虑障碍患者通常需要进行持续治疗，避免焦虑

复发。(Gliatto, 2000) 

***** 

Grace从来不喜欢像其他孩子一样弄得脏兮兮的。实际上，她休息的时候经

常坐在教室里，避免身上沾上细菌。现在Grace上大学了，她发现自己的“强迫

性干净”越来越严重。每当她回到公寓的时候，她都要检查门锁三次，确保门

已经锁上，她在里面是安全的。如果Grace没有检查门锁三次就去上课，那么她

就会一直担心她的公寓会被抢而无法专心做任何事。直到她回去完成了检查的

仪式后才能做别的事情。她发现她的朋友们好像不会这样一直遵守特定的规则

和程序来做事，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不得不这样做。这些症状表明Grace

患上了强迫症。 

强迫症是由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两部分组成。强迫观念是思想，强迫行为

是活动。强迫症中的强迫观念是重复的、持续的、不恰当的和侵入性的，这种

观念无法压制，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和焦虑。强迫性行为是患者遵照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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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规则进行的重复性的外在行为或心理活动。进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避免

可怕事件的发生或是减少痛苦，但这些活动并不是处理这些事件的理性方法。

一旦他们完成了强迫性的活动，就会有解脱的感觉。很容易想象这些不必要的

想法和破坏性的行为会引起怎样的困扰，会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

这些强迫性的仪式不仅浪费时间，而且会让你很难进行社会活动。 

强迫症的治疗通常要结合药物治疗和为了防止仪式性行为而进行的暴露治

疗。已经发现一些再摄取抑制剂类的药物对治疗强迫症的症状有显著作用，但

是如果在还没有学会应对强迫症的技巧时就停止用药，强迫症的复发率是很高

的。 

***** 

Rick上班时正在查看电子邮件，突然他就开始出汗然后就呼吸困难。他尝试

平静下来，但似乎他越试着放松心就跳得越厉害。Rick继续查看电子邮件但是

他开始眼冒金星。他觉得自己是心脏病发作于是就拨打了911。就在Rick等救护

车的时候，他的同事们觉得不对劲就围了过来。Rick觉得自己难受得快要死了。

在医院里医生发现Rick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将他诊断为惊恐发作。几天

后Rick回去上班，他的同事们都知道他其实没什么事，为此他觉得很尴尬。从

那次以后Rick又发作过几次，一次是在浴室里一次是在电影院里。他非常担心

自己会再一次在一个尴尬的情境中惊恐发作。Rick觉得他要疯了。Rick患上了惊

恐障碍。 

惊恐障碍是在一段时间里反复出现的、无法预期的惊恐发作。一次惊恐发

作过后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对于下一次发作的强烈恐惧，

会担心惊恐发作意味着什么（比如可能意味着疾病），也会明显改变日常生活。

惊恐发作的特征是在一段短暂的、特定的时间内产生严重的恐惧感（通常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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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左右时达到最大），而且至少包括四种以下症状： 

 心悸、心怦怦跳、心跳加速 

 出汗 

 战栗和发抖 

 有气短或喘不上气来的感觉 

 窒息感 

 胸部疼痛或不适 

 恶心或腹痛 

 感觉头晕目眩、站不稳或晕厥 

 现实感丧失（不真实感）或人格解体（从自身被分离出去的感觉） 

 害怕失控或发疯 

 害怕死亡 

 感觉异常（麻木或刺痛感） 

 寒战或者潮热 

惊恐障碍通常会出现在青春期晚期或35岁左右的时候。在国家心理健康研

究院发起的一个研究中发现，很多符合惊恐障碍诊断标准的人都会有一些广场

恐惧症的症状（Myers, et al., 1983）。这是因为惊恐障碍的患者会避免那些可

能会发生惊恐发作的公共场合，对这些场合的逃避又会加强对去这些场所的恐

惧。 

有时会使用再摄取抑制剂类药物或苯二氮类药物来治疗惊恐。惊恐障碍的

治疗方法也有很多。认知行为治疗、团队治疗、暴露治疗都是治疗广场恐惧症

和惊恐障碍的最有效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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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很担心她的儿子George。George今年七岁，他的同伴们周末都

喜欢到外面玩，但是他却喜欢呆在家里和他的小弟弟玩。George在家里很活泼

很有趣，但是George的老师最近刚打过电话给Samantha让她来开家长会，老师

告诉她George在学校的综合成绩得了D。George在所有学科的考试中都得了A，

但是他在上课的时候却从不回答问题，也不能大声朗读。Samantha带George

去看学校推荐的心理医生，George被诊断为社交恐惧症。 

大约有13.3%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期会被诊断为社交恐惧症(Kessler, et 

al., 1994)。社交恐惧症是指对一个或多个社交或表演情境有明显的、持续的恐

惧。这种恐惧是与可能会被他人、特别是陌生人仔细观察或评价有很深的关系。

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焦虑的症状，最终会陷入一种尴尬的情境。所

以患者通常会尽可能地避免那些令他们感到恐惧的社交或表演情境（如聚会或

当众发言），或者是带着强烈的焦虑和痛苦去参加。 

虽然社交恐惧症只会在一类情境中产生，但它却会对患者生活的各个方面

带来不良影响。社交恐惧症有几种不同的类型。表演型社交恐惧症与个体要在

他人面前做某件事有关，但是没有相互交流，所以可能需要排练（如当众讲话，

在餐馆吃饭等）。互动型社交恐惧症是与个体听他人说话、和他人交谈以及对

他人作出反应有关（如在聚会上交谈）。有时互动型社交恐惧症也与和有权威

的人交流有关（对成年人来说是老板，对孩子来说是老师）。社交恐惧症也可

以分为一般社交恐惧症（在很多情境下都感到恐惧）和特殊社交恐惧症（如只

在当众讲话时感到恐惧）两种。 

通常使用系统脱敏疗法或认知行为疗法来改善社交恐惧症的症状。需要时

使用贝塔受体阻滞药等药物治疗表演焦虑也是很有效的。有时也使用再摄取抑

制剂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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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e讨厌飞机。她从来不喜欢坐飞机，几年来她总找借口避免坐飞机，以

至于现在她一上飞机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Jesse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她坐火车

回家参加葬礼。虽然坐飞机只需要三个小时，她还是选择坐三天的火车。Jesse

因为不能坐飞机去出差而失去了一次晋升的机会，为此她感到非常沮丧。最后

Jesse想到喝了酒吃了药之后再坐飞机，但她连靠近飞机都不能。Jesse对坐飞

机的强烈恐惧和逃避是一种特定对象恐惧症。 

恐惧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比重度抑郁、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还要常见。

在一年里恐惧症的发生率估计会达到9%，估计会有10%-13%的人在一生中的某

个时期会患上恐惧症(Boyd et al, 1990 )。恐惧症患者中大部分为女性；有

75%-90%的恐惧症患者愿意寻求治疗。83.4%的特定对象恐惧症患者会报告他

们有时会有其他的精神障碍。一种恐惧症很可能与其他的恐惧症共病，也可能

和其他的焦虑障碍以及情绪障碍共病（如躁狂和抑郁）。 

特定对象恐惧症是指对某一情境产生强烈的、持续的恐惧，而这种反应是

过分的、不合理的。特定对象恐惧症包括飞行恐惧症、恐高症、动物恐惧症、

雷雨恐惧症、血恐惧症等。持续地暴露在恐惧刺激前会引起一种焦虑反应，叫

做位置倾向的惊恐发作。患有恐惧症的成年人能认识到他们的恐惧是过分的和

不合理的，但他们无法控制。而患有恐惧症的儿童可能不会认为他们的恐惧是

过分的。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他们通常都会逃避恐惧的事物和情境，或者

是带着惧怕接近和参加。如果某人的恐惧或者对恐惧情境的逃避行为已经妨碍

了他的日常生活、工作或者社交生活，那么就会被诊断为一种障碍。 

现在已经鉴别和命名了200多种恐惧症，《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将

特定对象恐惧症作了如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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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类。通常是从童年期开始出现的，包括对昆虫和其它动物的恐惧。 

 自然环境类。包括对高处、水和暴风雨的恐惧，通常是从童年期开始出

现的。 

 血-注射-受伤类。包括对一些有创的的医疗过程或牙科治疗的恐惧，如

打针、抽血、看到血或看到伤。这种恐惧症的特征是会昏厥。 

 情境类。包括对坐飞机、过桥、坐电梯、开车的恐惧以及对与外界隔离

的地方的恐惧。这种恐惧症通常是在童年期或25岁左右开始出现，是在

成年人中最常见的一类恐惧症。 

 其他类型。包括对离开墙就会跌倒的恐惧，对呕吐和窒息的恐惧，对患

严重疾病的恐惧，对巨大声响的恐惧，以及对穿某种特定衣服的人的恐

惧。 

 

分离焦虑障碍 

当父母或照顾者离开时，孩子感到焦虑是很正常的，特别是18个月-3岁的

孩子。但其他东西通常可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如果孩子在三岁之后仍然有分

离焦虑的症状，那可能是患上了分离焦虑障碍，这是一种对离开家和父母的过

度恐惧。这可能会导致无法上学以及一些生理上的症状。 

和其他很多焦虑障碍一样，分离焦虑障碍也可以通过某种干预方法或多种

方法的结合来进行治疗。认知行为疗法、暴露疗法和抗焦虑药物都是可行的方

法。 

药物引发的焦虑和生理紊乱引发的焦虑 

对于受焦虑困扰的人来说，要先去看健康护理专家，证明这些症状不是由

生理因素引起的，然后再尝试心理治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某些疾病，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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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系统疾病、哮喘、癫痫、糖尿病、甲状腺机能减退以及内耳疾病都会引起

与焦虑有关的症状。某些药物也能引起这些问题，例如甲状腺补充剂、感冒药、

镇定剂、安眠药、某些降血压药、类固醇，甚至是像咖啡因这样不强烈的兴奋

剂有时也会引起这些问题。任何不受监管的实验，无论是否使用药物，都可能

加重这些症状。 

 

共病 

如果你发现焦虑对你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以上这些障碍的描述

没有一个符合你，那你可能是某些情况的综合。焦虑障碍经常和抑郁以及其他

的障碍同时产生。最近一项调查发现15%-30%的惊恐障碍患者同时患有社交恐

惧症，25%的惊恐障碍患者同时患有广泛性焦虑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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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什么是焦虑？ 

“不管你清楚与否， 

     毫无疑问，宇宙依然自然演化。” 

 

我的身体在做什么？ 

理解焦虑的生理和心理症状以及这些症状产生的原因，将有助于你弄清楚

惊恐发作或极度焦虑情况下的感受、想法和身体感觉。虽然仅仅学习焦虑的生

理过程不能治愈你的焦虑障碍，但能帮助你在焦虑时不再那么害怕。另外，学

习控制这些生理过程（后面的内容还会涉及到认知过程）会让你能够控制对恐

惧和焦虑的感受，不要把它们当成压垮你的力量，而是把它们当作一种可以克

服的身体功能。 

焦虑的生理感觉通常和由生理紊乱或危及生命的生理疾病所引起的感受很

相近。这些症状可能有恶心、出汗、心悸、头晕眼花、气短和胸痛。焦虑引起

的情绪状态可能有恐惧、恐慌、灵魂离体体验以及死亡恐惧。你应该先去做身

体检查，证明这些症状不是生理因素引起的，然后再开始治疗焦虑。这不仅能

够帮助你确定引起焦虑的根源是什么，还能让你安心，让你知道你是健康的，

你可以控制自己的焦虑。 

是什么导致你产生这些症状？在引起焦虑的情境中，你的身体处于高度戒

备状态。危险会让所有动物产生这种反应，这能让他们快速对威胁做出反应，

保住性命。你可能听说过这种称为“战或逃”的反应。 

从生物学角度讲，当人类面对威胁的时候，下丘脑会向自主神经系统（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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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信号。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着我们通常不会觉察到的身体机能，如消化、体

温和呼吸。自主神经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副交感神经系统（PNS）和交感神经

系统（SNS）。自主神经系统能帮助身体保持整体平衡，交感神经系统负责增

加焦虑感，做出战或逃反应。副交感神经系统则发挥相反的作用，负责在交感

神经系统活动之后减轻焦虑症状。 

交感神经系统受到恐惧的激发后，会刺激相应器官产生激素，导致唤醒水

平和刺激水平的突然提高。这些激素会让不重要的身体机能（如消化功能）暂

时停止工作，把能量都聚集到防御或战斗所必须的系统上。你的心脏会收缩得

更有力，这样可以为逃跑所需要的身体部位提供充足的营养和氧气。你的呼吸

会加快，这样才能为心脏提供更多的氧气。血流量减少导致你的皮肤收紧，会

引起麻痹和刺痛感。你开始以出汗来控制体温的上升。你的肌肉会收缩，为行

动做准备。你的瞳孔会放大来帮助你看得更清楚，你的血压会上升来增强血液

循环。肾上腺素的分泌能提高注意力和警惕性，帮助你逃脱危险。当然，如果

这样的活动水平不断地持续下去就会伤害你的身体。这时就需要副交感神经系

统发挥作用了，它能重建身体的平衡和平静。 

但是对于一些人来说，上述的反应不需要危险的激活就能产生。焦虑障碍

患者不需要真正的危险来激发就会产生战或逃反应，身体上的微小变化（如运

动或睡觉）、疲劳、压力过大、饮用咖啡因甚至什么事都没有的时候也会引起

这种反应。对于特定对象恐惧症患者来说，进入恐惧情境就足以让他们产生这

种反应，尽管这种情境并不真的危险。焦虑障碍会使患者在某一情境中产生强

烈的恐惧和警惕，而这种严重的反应是不必要的。 

 

区分惊恐障碍和特定对象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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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会在很多不同的情境中产生，不同的焦虑类型会有不同的身体和心理

体验周期。对于惊恐障碍来说，焦虑会由内部身体感觉（如心跳加快）或外部

事物（如在拥挤的飞机上）引起。这些引发物被认为是危险的，进而引起恐惧

感，使生理唤起水平提高（如出汗、心跳加快等）。这种唤起会被用一种灾难

性的方式解释，如“我患了心脏病；我要疯了”等。这种解释使危险感大幅增

加，进而产生更大的恐惧感，造成恶性循环。 

 

惊恐周期 

 

 

 

 

 

 

 

 

 

 

对于特定对象恐惧症来说，这一循环周期更加直接，但仍是破坏性的。恐

惧的对象会产生一种迫近的威胁感，或被认为是危险的，这会引起对恐惧情境

的逃避（如飞行恐惧），逃避又会加强患者认为“坐飞机是危险的或有威胁的”

这一信念，逃避也会破坏患者再次接近恐惧情境的信心。 

 

引发刺激 

（内部和外部） 

感觉到危险 

恐惧感 

身体感觉 

灾难性的错误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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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对象恐惧症的焦虑周期 

 

 

 

 

 

 

 

图片由Stéphane Bouchard, Ph.D.提供 

 

为什么是我？遗传和环境因素 

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探索可能导致焦虑障碍的遗传和环境特质，但是大部分

焦虑障碍的成因还没有被完全了解。有些心理障碍的成因，如恐惧症或创伤后

应激障碍，可以追溯到某个创伤性事件。其他的很多障碍，如惊恐障碍，则不

能找到对应的创伤性事件。然而即使是那些由恐惧情境引发的焦虑障碍也是无

法预测的。人们每天都会暴露在这些情境中，但是只有一部分人会发展为焦虑

障碍。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个体对焦虑障碍的易感性是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生

活经历、心理特质、遗传因素，甚至是性别，都有可能是使某个特定个体产生

易感性的因素。 

有些障碍受生物因素的影响更大（如惊恐障碍），但引起这些障碍的特定

感知到威胁/危险 逃避行为 保持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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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还没有确定。一些研究支持了遗传因素对某些焦虑障碍的影响。在同卵双

生子（基因完全相同）的研究中，结果显示，如果双生子中的一个患有焦虑障

碍，另一个也患有的可能性为31%—88%。在异卵双生子（双生子间的基因相

似度与普通兄弟姐妹间的相似度相同）的研究中，如果双生子中的一个患有焦

虑障碍，另一个也患有的可能性为0—38%。然而不论是哪种双生子，如果一方

患有某种焦虑障碍，另一方也患有同种障碍的可能性都比普通人群要高。所以

如果和患有焦虑障碍的人有相同的基因组成，那么患上焦虑障碍的可能性就是

普通人的两倍多。 

然而，科学家们并不认为有引起惊恐障碍或其他焦虑障碍的特定基因。更

有可能的是有些孩子从父母那里继承了特定的人格类型，特定的人格类型与环

境因素相结合增加了患某种焦虑障碍的可能性，这些孩子就更有可能患上焦虑

障碍，但和他们父母所患的焦虑障碍不一定是同一种。遗传和环境的综合影响

导致了在某种情境中，有的人容易产生焦虑，而有的人不容易产生焦虑。 

其他可能影响焦虑障碍的环境因素有紧张的生活方式、缺乏自信和错误的

信念。如果父母给孩子设立太高的标准、过度保护孩子、培养孩子的依赖性、

或是鼓励孩子压抑情绪，这些在父母看来可能不会引起焦虑障碍，但可能会使

孩子发展出焦虑人格。 

研究得出的基本观点是，焦虑障碍是由人格特征和环境综合形成的复杂因

素所导致的，具体因素无法解释。好消息是你不需要知道焦虑产生的原因也可

以克服这一障碍。事实上即使能确定出成因，消除这一因素也不一定能解决问

题。焦虑障碍包括了随着障碍的发展而发展的思维模式、生理反应和行为，所

以只寻找某一特定的成因是没有用的。与其继续这项无用的任务，不如面对焦

虑，找出控制焦虑的方法。 



 31 

 

 

治疗和药物 

焦虑障碍是真实的、严重的疾病，但也是最可治愈的精神障碍。然而它复

杂的表现经常会引起误诊和不适当的治疗。人们可能同时患有多种焦虑障碍，

或是同时患有焦虑障碍和其他精神障碍，这都是很正常的。焦虑给患者生活造

成的破坏通常会导致抑郁或药物依赖。不过治疗方法是根据每个个体的不同情

况制定的，要能够减轻潜在的焦虑，同时还要对其他的心理障碍起作用。 

大多数焦虑障碍患者都接受专业治疗，但是治疗的成功率和持久性因人而

异。很多心理保健专家会采用认知行为治疗（CBT）。认知行为治疗包括焦虑

应对方法和放松技巧的结合、思想重构和暴露疗法。暴露疗法有实体暴露（在

现实生活中）、想象暴露（形象化）和系统脱敏三种类型。系统脱敏是将放松

与想象的场景结合起来—在头脑中描绘出能让患者的焦虑感逐渐增强的情境。

暴露疗法的不足是很多运用系统脱敏和想象暴露的患者可能难以想象和描绘出

引起焦虑的场景。这可能是因为只有一小部分人具有很好的形象化技能

（Kosslyn, et al 1984）。另外，大约有25%的患者从实体暴露治疗中退出，因

为他们太害怕面对令他们恐惧的事物。 

不过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方法来避免这些传统疗法中的不足之处。虚拟现实

技术就是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方法。结合虚拟现实技术的认知行为疗法

（VR-CBT）可以为难以想象出场景或是因为害怕而不敢面对真实情境的患者提

供刺激，帮助他们迈出治疗的第一步。与标准的想象暴露和实体暴露相比，

VR-CBT 可以安全地产生更大程度的刺激，如使用在高速公路开车或是剧烈的

飞行颠簸等情境。现已证实，该方法在治疗特定对象恐惧症、惊恐障碍和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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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症上，有效性为 92%。该方法现在也被用于治疗社交恐惧症、创伤后应激

障碍、进食障碍和肥胖症。 

VR-CBT的第一步是传统式的教育。治疗师会教给你呼吸和放松的技术，有

时会在应对焦虑的过程中使用生理反馈。与此同时，治疗师会纠正你对恐惧刺

激的错误理解（如“电梯是不可靠的，电缆经常会断”）。治疗师会和你一起

做一个分等级的列表，列出能够引发焦虑进而产生恐惧的情境。下一步你需要

逐步暴露到这些情景中，先暴露到焦虑程度低的情境中，再进入焦虑程度高的

情境中。而虚拟现实技术会帮助你仔细地控制每个暴露阶段。虽然每个阶段的

虚拟情境引起的焦虑水平会逐渐提高，不过你可以不断重复某个阶段，直到在

该情境中感到舒服，对自己的反应满意后再进入下一阶段。在每一阶段，治疗

师都可以看到和听到你在虚拟世界中的体验。如果你感到焦虑水平太高无法招

架，可以回到低焦虑水平的治疗中，或者直接摘掉头盔显示器，离开虚拟世界。 

前面提到过很多焦虑障碍的成因包含生物因素，所以药物会对治疗焦虑障

碍起作用。有些药物，特别是抗抑郁药物，结合上诸如认知行为治疗等治疗方

法，对治疗焦虑障碍非常有效。抗抑郁药物和镇静剂（抗焦虑药物）经常用于

减轻患者的焦虑症状，进而让治疗师能继续治疗。但是药物只在服用期间起作

用，如果在还没有掌握应对焦虑的技巧时就停止服药，病情复发的可能性为16%

—95%（依焦虑障碍的类型而定）。 

焦虑和抑郁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在这其中神经递质

的复杂作用，但是科学家们相信焦虑障碍和抑郁症都受神经递质5-羟色胺的影

响。抗抑郁剂的作用是使5-羟色胺恢复正常水平。这样可以提高睡眠质量，减轻

抑郁，减少痛苦。这类药物的主要副作用是镇静，不过这种副作用通常只会持

续几周。其他常见的副作用有口干、视力模糊、头晕和便秘。不过有一种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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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的新型抗抑郁剂，它的副作用小一些。要注意抗抑

郁剂要服用至少一到两周才能发挥作用，而且服用抗抑郁剂是不会成瘾的，所

以如果药物的副作用不明显的话，要坚持持续服用。 

抗焦虑剂和安定一样是药力较轻的镇静剂，分为不同种类，如苯二氮平类

药物和阿扎哌隆。苯二氮平类药物有较强的副作用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认知障

碍，所以有些人认为这类药物会阻碍传统的心理治疗。而且服用这类药物是会

成瘾的，停药后还会产生戒断症状。不过苯二氮平类药物的很多弊端阿扎哌隆

是没有的。每天都有新的抗焦虑药物产生，个体对不同药物的反应也不同。所

以要听取医生的意见，选择适合自己的药。 

是否使用药物是一个复杂的决定，在服药之前，权衡利弊是很重要的。虽

然在服药期间，药物可以帮助你减轻焦虑，但是却有对药物产生心理和生理依

赖的危险。你很容易把治疗成效归功于药物而不是自己的努力和付出，所以一

旦使用药物就很难停止。而且有些药物是很贵的，还会产生副作用和复发问题。 

不过有时为了让你有足够的力量去接受治疗，使用药物是必要的。如果你

的焦虑非常严重以至于无法离开家去接受治疗，如果你有严重的抑郁或其他的

精神障碍，或者此时你没有时间去接受治疗，这时服用药物是有益的。有时需

要先服用些药物才能控制焦虑，不让焦虑妨碍正常的生活。 

选择是否服用药物是一个非常私人的决定，这一点应该被认同。不要让外

界因素影响你的决定。如果你必须先服用些药物，也不要因此而觉得自己很软

弱。你知道怎样对自己最好，而且在专业医疗人员的帮助下，你可以选择最好

的治疗方法。 

 

选择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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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本书为你克服焦虑提供了很多帮助，但是你仍然需要一名治疗师来

制定适合你个人需要的治疗计划，在治疗中，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补

充材料来使用。通过制定适合你个人需要的治疗计划，你可以决定这本书的哪

些部分要重点看，哪些部分用处不大。在治疗中参考这本书的内容可以提高你

恢复的效果和效率。 

很多不同的医学专家可以治疗焦虑障碍，如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

社会工作者、精神科护士、心理实习医生、婚姻家庭治疗师，甚至是初级护理

医师和内科专家，他们会使用不同的方法治疗焦虑障碍。研究每种医疗专业人

员的特点有助于你做出最好的选择。 

有时可以通过一些参考资源来选择治疗师。你可能想去询问接受过治疗的

朋友，询问你的家庭医生，或者访问美国焦虑症学会的网站www.adaa.org，还

会有一些当地的资源。详情参见第十章。 

虽然有时候要找到合适的医疗专业人员是一件困难的事，但你必须靠自己

来寻找治疗师，而且他要能帮助你舒服地、高效地克服焦虑。在咨询的时候，

你可以问治疗师以下这些问题来确定他是否是最适合你的治疗师： 

 你在这方面有什么许可证和经验？ 

 你使用怎样的治疗程序？ 

 如果我需要使用药物的话，你可以给我开处方吗？ 

 治疗过程分几个步骤？ 

 我需要多长时间来进行一次治疗？ 

 治疗收费多少？ 

 你们的服务项目在我保险的范围内吗？ 

 我可以怎样积极参与到治疗中？ 

http://www.ad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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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的成功率是多少？ 

如果你对治疗师的回答不满意，一定要坦诚地表达出你的感觉。如果你感

觉不舒服或者治疗师没有传达出你想要的内容，那就很难在治疗中取得进步。 

 

你的身体，你的态度 

在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感到焦虑。焦虑可能出现在一场重要考试之

前、在公开表演时、或在进行治疗之前。焦虑是对压力情境的自然反应，是在

史前时代就已经产生的一种生存机制。焦虑障碍患者认为引起焦虑的事物是可

怕的、负面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焦虑能让我们保持警惕，让我们发挥出

最高水平。那为什么焦虑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无法承受的体验呢？ 

让我们来面对它。焦虑的身体和情绪症状是让人不舒服的，但是这些症状

是完全无害的。在惊恐发作或在强烈的焦虑情境中，你不会昏倒，不会得心脏

病，不会中风，也不会失去控制。事实上，焦虑的功能恰恰与之相反，它是用

来帮助我们克服困难的。 

恐惧使你对焦虑变得敏感，它使你的身体对生理变化异常警惕。一旦你意

识到在焦虑时体验到的感觉是无害的，你就可以开始控制它。重要的是你要知

道，某些特定的行为和思维模式会延续你的焦虑。焦虑的自言自语、逃避能引

发焦虑或恐惧的情境、错误的信念、压抑感觉、缺乏自信、肌肉紧张、缺乏自

我培养、高压力的生活方式等，都有助于维持焦虑障碍。后面的章节会教你做

一些练习，帮助你停止这些行为，控制你的焦虑。我们提供了一些方法，是否

使用由你决定。 

 

工作表#1：绘制你的焦虑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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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1可以帮助你了解焦虑的布局。要想了解焦虑是如何产生的，你必

须开始记录每一个能引起强烈恐慌和焦虑的事件。这个工作表包括四列：日期/

时间、症状持续时间、主观报告痛苦感（SUDS）、距上次记录的时间。在第二

列中记录令你感到不舒服的焦虑感持续的时间。SUDS（主观报告痛苦感）一列

估量的是症状的强烈程度，从0-100中选择一个数填在空格里（0代表完全冷静，

100代表极端恐惧），这个数字代表了你最严重的症状。在最后一列中记录这次

与上次产生强烈焦虑的时间间隔。虽然在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每隔几小时甚

至几分钟就会记录一次，但是到治疗结束的时候，两次记录之间的时间间隔会

越来越大。你可以看看下一页中的样例。 

把工作表多复印几份，以便于在治疗过程中持续记录焦虑。通过了解你每

隔多长时间会体验到一次焦虑，以及什么时候会体验到，你可以开始控制这一

周期并练习掌控自己的焦虑。通过记录你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恐慌和焦虑，你

会发现你的情绪总是遵循某一特定模式，并可以尝试打破这一模式。创建并检

查你的焦虑地图可以让你亲眼看到你的进步，让你看到随着治疗的进行，引发

焦虑的情境逐渐减少，焦虑强度逐渐减弱。 

要记住除了完成工作表之外，最好能随身携带一本小笔记本，以便记录下

过后你想要自己探讨或者与治疗师一起探讨的一些想法。如果你害怕关注自己，

你可以不必立即记录下这些想法，不过在钱包里、公文包里或在书桌上准备一

些便条纸可以帮助你经常记些东西，以免你在下次治疗的时候忘记了自己当时

的想法。 

 

 

 



 37 

 

 

样例 

工作表#1：绘制你的焦虑地图 

日期和时间 症状持续时间 症状强烈程度

（SUDS） 

距上次记录的时间 

12月2日   

下午2:30 

10分钟 89 无 

12月2日 

晚11:30 

15分钟 75 9小时 

12月4日 

下午3:00 

7分钟 60 1天零15.5小时 

 

工作表#1：绘制你的焦虑地图 

日期和时间 症状持续时间 症状强烈程度

（SUDS） 

距上次记录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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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虚拟现实医学中心的治疗 

“心平气和的说清你的真意， 

  并聆听别人。” 

 

1997年，虚拟现实医学中心（VRMC）开始使用虚拟现实技术治疗有飞行恐

惧症的病人。从那时起，VRMC就不断扩大虚拟现实系统的应用范围，现在已经

可以治疗很多种心理障碍，包括飞行恐惧症、驾驶恐惧症、幽闭恐惧症、广场

恐惧症、惊恐障碍、广泛性社交恐惧症、公众演讲恐惧症、恐高症、雷雨恐惧

症、以及由交通事故引起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现在我们也在其他领域测试虚拟

现实技术的应用，如作为注意力分散和疼痛管理的辅助治疗，帮助诊断和治疗

自闭症、进食障碍、肥胖症、躯体变形障碍和多动症，改善脑部损伤者的康复

方案等。 

虚拟现实技术能够让VRMC的医师们更有效更高效地进行治疗，不用担心花

费过高、泄露机密或是暴露到真实世界中而产生的危险。有些患者可能以前尝

试过想象治疗（通过想象恐惧刺激来克服恐惧），但是由于缺乏形象化的能力

所以失败了，而在虚拟现实技术的帮助下，治疗就可以顺利进行了。还有些患

者一想到被困在高速公路上或仅仅坐30分钟的飞机都会感觉非常害怕，难以承

受，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帮助这些患者尝试接受治疗。在治疗中，患者会慢慢地、

系统地取得进步，焦虑水平会逐渐趋于稳定，并在各种情境中获得控制感。通

过治疗，患者会感到自己有控制权，自我效能感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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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如何使用？ 

虚拟现实医疗中心使用结合虚拟现实技术的认知行为疗法（VR-CBT）来治

疗多种类型的焦虑障碍。对于很多病人来说，虚拟现实技术首先是在潜意识水

平上发挥作用。它会破坏潜意识中的恐惧结构，并提供一些反驳的信息，让你

知道你所恐惧的情境实际上是安全的（例如让你多次在虚拟的飞机上起飞但没

有发生一次坠落；多次乘坐电梯但没有一次被困）。你开始内化这些新信息，

慢慢地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模式在发生改变。 

VR-CBT可以为难以想象出场景或是因为害怕而不敢面对真实情境的患者

提供刺激，帮助他们迈出治疗的第一步。在标准的想象暴露和实体暴露技术中，

会使用撞车或是剧烈的飞行颠簸等情境，与此相比，VR-CBT可以安全地产生更

大程度的刺激。现已证实，该方法在治疗特定对象恐惧症和伴有广场恐惧症的

惊恐障碍上，有效性为92%。该方法现在也被用于治疗广泛性社交恐惧症、创

伤后应激障碍、进食障碍和肥胖症。 

VR-CBT的第一步是传统式的教育。治疗师会教给你呼吸和放松的技术，有

时会在应对焦虑的过程中使用生理反馈。与此同时，治疗师会纠正你对恐惧刺

激的错误理解（如“电梯是不可靠的，电缆经常会断”）。治疗师会和你一起

做一个分等级的列表，列出能够引发焦虑的情境，为实现直面恐惧的最终目标

做好准备。下一步你需要逐步暴露到这些情境中，先暴露到焦虑水平较低的情

境中，再进入焦虑水平较高的情境中。而虚拟现实技术会帮助你仔细地控制每

个暴露阶段。虽然每个阶段的虚拟情境引起的焦虑水平会逐渐提高，不过你可

以不断重复某个阶段，直到在该情境中感到舒服，对自己的反应满意后再进入

下一阶段。在每一阶段，治疗师都可以看到和听到你在虚拟世界中的体验。如

果你感到焦虑水平太高无法承受，可以回到低焦虑水平的治疗中，或者直接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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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头盔显示器，离开虚拟世界。这些都是由你自己控制的。 

在治疗中我们会用无创的方法测量你的生理机能，这样可以客观地测量你

的焦虑情况。通过测量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治疗过程中和脱敏产生时你的生

理反应和变化。每次在虚拟现实环境中暴露之后，你还需要评估自己的焦虑情

况和沉浸水平（用0-100的数字）。在接近真实世界的环境中，你还可以进行内

感受的暴露（在控制条件下人为诱发恐惧症状）。如果你和治疗师觉得有用的

话，你可以进入一个与让你产生焦虑的真实情境很相似的虚拟环境中，这时治

疗师会让你快速呼吸，产生换气过度的感觉。通过在与现实相近的虚拟情境中

重建恐慌感受，你会开始明白“这些感受是危险的”只是你自己的想法。通过

在与现实相近的虚拟情境中练习传统的认知行为法、放松法和焦虑应对技能，

你将逐渐学会在日常生活中应对这些情境。 

 

视觉反馈的好处 

虚拟现实医疗中心提供的能够进行生理监测的视觉反馈系统，是提高冷静

能力的有效工具。连接在手腕、手指和腰上的无创传感器能够让你和治疗师看

到你的心率、呼吸、出汗和周边皮肤温度的变化。观察这些身体机能的变化能

够让你和治疗师确定你的放松或焦虑水平。使用视觉反馈的时候，你可以了解

到放松时的身体感觉是怎样的，之后即使不使用视觉反馈来监测你的生理机能，

你也可以努力达到这种放松的状态。 

这种监测器是很有用的工具，它可以让你知道你什么时候已经放松了，让

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控制自己的身体。患者通常会觉得生理检测设备所提供的

视觉反馈很有用，尤其是可以帮助他们了解焦虑时会产生哪些生理反应。很多

人认为可以立即看到生理变化能激励患者继续坚持治疗，因为他们能客观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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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己的进步。在治疗过程中，生理反馈可以帮助患者在没有反馈的情况下也

能专业地判断出生理唤醒和放松这两种状态的区别。这样可以让患者在焦虑还

没有达到无法忍受的水平之前就能注意到焦虑的症状，并立即使用焦虑管理技

术来降低焦虑水平，这反过来又能帮助患者在真实情境中更有效地管理焦虑。

在治疗中使用生理监测和视觉反馈就像在学骑自行车时使用辅助轮一样，最初

你需要辅助轮的帮助，但最终的目标是不用辅助轮就能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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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多长时间？ 

有上百名患者在 VRMC 接受治疗，大多数没有外伤的特定对象恐惧症患者

都需要平均 8-10 次的虚拟现实暴露治疗。个体的反应有一个预期范围，可以通

过虚拟现实治疗来确定。例如，由于交通事故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者可

能需要 12-15 次治疗。目前治疗时间最短的是一位 70 岁的男性，他害怕在高速

公路上开车。我们来看看他在引入治疗、呼吸训练和暴露治疗中的表现。在这

几次治疗中他学会了技巧并获得了自信，他要求提前进行下一个任务，他认为

他不需要再来了，因为他已经痊愈了。那时距现在已经两年了，他已经完成并

上交了所有治疗后的随访问卷，问卷显示他的焦虑分数逐渐降低，他完全可以

正常地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了。当然这是一个特例。治疗时间的长短还有赖于患

者是否积极参与治疗，如是否定期进行治疗，是否练习新技能等。以下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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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过程： 

 

每次治疗要做什么？ 

引入治疗：大约 1.5 小时 

在引入治疗中，你需要填写一些问卷并完成一项计算机评估，这些可以帮

助治疗师根据你的特殊症状和经历制定适合你个人需要的治疗方案。你的病史

也会全部被记录下来。这次治疗和常规的第一次引入治疗没什么区别，主要就

是和治疗师讨论一下。你和治疗师需要讨论一下治疗的益处和弊端，确定这种

类型的治疗是否适合你现在的情况。另外治疗师还会告诉你认知行为疗法的特

点，以便你能积极参与到治疗中并能了解整个治疗过程。 

任务：阅读第三章关于焦虑的内容，开始使用工作表#1。做一次体检，确定是

否患有生理疾病。 

第一次治疗 

第一次治疗首先要做一个心理生理学压力剖面（PSP），过程很简单，而且

是无创的。首先治疗师会把生理监测设备连接到你的手、手腕和腰上。之后会

做一个 5 分钟的基线来评估你刚进屋、还没接受任何训练和干预时的生理状态

（心率、呼吸等）。然后你将会暴露到一个 2 分钟的一般应激源下，来评估你的

身体对小的应激事件的反应（别担心，这个应激事件很小，和你的恐惧症无关）。

最后治疗师会让你放松 5 分钟来评估你怎样从应激中恢复，从应激中恢复的能

力和对应激事件作出反应的能力同样重要。有些人反应很强烈但恢复的相对较

快，还有些人一旦产生应激就会持续一段时间。 

完成 PSP 之后，治疗师会告诉你一些身体对压力和焦虑的基本生理和心理

反应，还会教给你一些基本的呼吸技巧，以及如何使用呼吸波和其他生理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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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觉反馈来调整呼吸。你需要制作一盘关于放松训练的磁带，供你在家作放

松练习时使用。你会开始逐渐适应生理监测设备并学会如何使用电脑屏幕上的

视觉反馈来练习达到放松的状态。治疗师会和你一起回顾家庭作业，并回答你

疑惑的问题和担忧的事情。所有 VRMC 的治疗师在治疗病人之前都会先阅读患

者手册，熟悉怎样使用工作表和家庭作业。这次治疗不会使用虚拟现实技术，

因为你需要在接受虚拟现实治疗之前了解我们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并能够练习

传统的认知技术。你的治疗师会确保你了解了治疗计划的概况并给你放松训练

的磁带。 

任务：读第五章关于呼吸训练的内容。每周要作 4-5 次呼吸练习，每次 15-20 分

钟。还要每天做几次呼吸微型练习（见 49 页）。 

第二次治疗 

第二次治疗时会先回顾家庭作业，你对这一章的内容或是呼吸练习有什么

问题都可以和治疗师讨论。治疗师会再让你做一次呼吸练习，确保你的呼吸方

法有所提高并能正确应用呼吸技巧。之后治疗师会教给你思想中止和合理化的

技术，这些技术可以帮助你克服那些让你持续焦虑的认知。你还要学习构建一

些陈述，它能帮助你应对那些引发焦虑的情境。然后你要在治疗师的帮助下给

你恐惧的情境排出等级，治疗师会根据这个来确定虚拟现实治疗的过程以及逐

步进行实体暴露的过程。最后治疗师会给你介绍一下虚拟现实技术，如头盔显

示器（HMD），你需要带着它来观看虚拟世界；还有操纵杆和其他设备，可以让

你在虚拟世界中移动和活动。治疗室的灯要全部关掉，消除外部环境的刺激，

帮助你沉浸到虚拟世界中，让你感觉到自己真的是虚拟世界中的一部分。 

任务：阅读第六章关于自动化想法的内容，完成工作表#2。继续每周作 4-5 次呼

吸练习，坚持做呼吸微型练习，每天做几次思想中止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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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诊所里使用的头盔显示器。使用哪种显示器取决于你需要哪种虚拟环境。 

 

第 3—第 8 次治疗 

在第三次治疗及以后的每次治疗中，都要先回顾家庭作业，讨论在工作表

上或在阅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之后要记录下腹式呼吸的基线。现在你要开

始暴露到虚拟现实世界中了。最先暴露到引起焦虑水平最低的情境中。你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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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师会监控和观察你在暴露过程中的生理反应，并记录下来等到结束后和你一

起回顾。20 分钟的暴露结束后，治疗师会打开灯并给你摘掉头盔显示器（HMD）。

你需要报告此时的焦虑水平或主观痛苦感水平（SUDS）（0=没有焦虑，100=最

高水平的焦虑）。在 45-50 分钟的治疗中，你会有大约 20 分钟的时间沉浸于虚拟

现实中。其余的时间则进行传统的治疗师-患者互动，让治疗师帮助你处理焦虑。 

任务：阅读第七章关于暴露和完成首次实体暴露任务的内容（参考虚拟现实医

学中心出版的《暴露你自己！》）。每次治疗你都要完成练习册中的任务。 

最后一次治疗 

在最后一次治疗中，治疗师会帮助你制定一份长期的计划，以保持你的治

疗成果。有些患者发现再次进行辅助治疗是很有益的，可以帮助监控他们所取

得的进步。 

 

我要暴露在什么情境中？ 

不同的人会暴露在不同的刺激中。你要和治疗师一同确定哪些情境是最让

你苦恼的，哪些情境不是那么苦恼。暴露会先从那些引起最低焦虑水平的情境

开始，逐步进行到引起最高焦虑水平的情境。 

对于特定对象恐惧症来说，你可能会先看一些恐惧对象的图片或玩具。如

果你害怕坐飞机，你可能会看飞机的图片或看飞机起飞的视频。对于打针恐惧

症来说，你可能会先触摸没有针头的注射器。无论你有多恐惧，治疗师都会和

你一起根据你的恐惧等级安排合适的步骤。 

对于惊恐障碍来说，你可能会先进行内感受练习，让你产生与惊恐发作相

类似的症状，或者先进入一个与你经常体验到恐慌的情境相似的虚拟情境。虚

拟现实可以产生视野狭窄、视线模糊、听到心率加快的声音等效果。你要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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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师一起确定恰当的治疗过程。 

对于社交恐惧症来说，你要暴露到很多不同的情境中，这可以让你和他人

有不同水平的互动。暴露环境会从看聚会上人群的二维剪贴画逐步变到与他人

进行实时的视频会议。你可以使用一个三维聊天室，在聊天室里你可以选择一

个头像来代表自己，其他的网络和虚拟环境会帮助你克服恐惧。像在其他的治

疗过程中那样，你要和治疗师一起制定一个适合你个人需要的计划，帮助你达

到目标。 

浓缩治疗 

如果在你家那里无法接受虚拟现实治疗的话，你可以在虚拟现实医学中心

（VRMC）的设备上接受浓缩治疗。治疗会持续两周，共十天（每周的周一至

周五），每次治疗需要做一份承诺。这种治疗方法对于很多患者都有很好的疗效。

但在尝试浓缩治疗之前你需要清楚这要花费很多时间，所以不要认为这两周会

像假期一样轻松，也不要再安排其他的活动，在治疗结束后会有很多阅读和练

习的任务。另外很多人觉得治疗过程让人在情感上精疲力竭，不过你可以使用

一些方法来让治疗过程容易一些。之前在圣地亚哥诊所的一位名叫Lawrence 

Nelson的病人，他发明了一个生存检查表（会在下一页呈现），这个表会帮助

你更好地为这两周严苛的暴露治疗做准备。 

浓缩治疗结束后，你将会开始没有恐惧症的生活。你回家之后还是可以继

续加工那些在治疗中获得的信息，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找一个治疗师或者

其他支持你的人来帮助你。当你继续学习在引起焦虑的情境中自己是如何反应

和思考时，你可以让他们做你的参谋。在你的努力和支持系统的帮助下，你会

克服恐惧的。 

新患者检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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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品： 

 记事本（螺旋速记本很有用） 

 笔 

 荧光笔 

 有耳机的盒式录音机 

 在宾馆或其它你住的地方可以看录像 

可以让你舒服的东西： 

 瓶装水 

 眼药水（你常用的） 

 点心和能量棒（不要糖分太高的） 

 像在飞机上一样穿舒服的衣服 

 微型录音带或其他能记录你想法的录音机 

 照相机 

期望： 

 一天结束后很累并及时休息 

 根据压力情况而或多或少地感觉到饿 

 计划每天晚上阅读10-20页材料 

 计划至少看2盘录像带，时长约45分钟 

思考： 

 暂停当前的信念系统 

 如果你以前很喜欢恐惧的刺激，为什么你以前认为它很有趣很刺激呢？ 

 你可以挖掘到的内部力量 

 记得要准备照相机吗？用它拍照，就像你到了度假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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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呼吸和放松 

“在喧嚣和奔忙中安静的走开， 

记住沉默里也许带有安宁。” 

 

为什么要关注呼吸？ 

我们焦虑时所发生的事件中，呼吸是重要的一环。即使是在放松的情境中，

焦虑障碍患者也会比其它人有更高水平的生理唤醒状态。正因如此，焦虑障碍

患者才会比其它人更容易突然惊恐发作。 

 

 

 

 

 

 

    为了避免惊恐发作，你需要降低焦虑的基线水平，呼吸可以帮助你实现这

一目标。如果你焦虑的总体水平偏高，那么在任何情境下都很容易达到惊恐的

水平，但如果你焦虑的总体水平较低，那么即使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了一些焦

虑，也不会达到惊恐的程度。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某种技术更有用，而其他人会有不同想法。为了让每个

人都能有符合个人需要的治疗方案，我们会提供几种不同的技术，你可以选择

你认为最有用的那个。 

 

惊恐 

基线 

焦虑情境 

没有长期焦虑的人 

惊恐 

基线 

焦虑情境 

患有长期焦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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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知 

交感神经系统（SNS）控制那些人不会有意识注意的生理机能，所以你的

呼吸作用、或者说是呼吸模式，都是由交感神经系统来调控的。但是我们可以

学习如何有意识地控制呼吸，这是很棒的特权，因为呼吸通常是受焦虑影响的，

而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来控制呼吸过程，这样又可以帮助你降

低身体的唤醒水平。 

要想控制呼吸过程，你首先需要了解现在的呼吸模式，你可以做一个简单

的练习来了解： 

首先仰躺在平坦的地方，闭上眼睛。 

 

 

 

 

一只手放在腰上（肚脐右边），另一只手放在胸的中部。 

不要做任何改变，感受一下你是怎样呼吸的。 

当你吸气的时候，哪只手上升的幅度更大？是胸部的那只手还是腹部的那

只手？ 

如果是腹部那只手上升幅度更大，很好！你使用的是放松式的呼吸法。继

续阅读这一章的内容并完成练习，你仍然会获益很多。 

如果是胸部那只手上升幅度更大，没关系，这一章会教你改变你的呼吸习

惯，这有助于增加平静感，降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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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确的呼吸方法 

研究显示，紧张和害羞的人会比放松和外向的人呼吸得更浅。紧张害羞的

人倾向于胸式呼吸，而放松外向的人倾向于腹式呼吸。在作出应激反应的时候，

我们的腹部肌肉会收紧，推动隔膜上升，导致进入肺部的空气量减少，所以我

们会换气过度或者快速地呼吸。换气过度可能是由呼吸不规律导致的。浅度呼

吸、叹气或者屏住呼吸一会然后快速呼吸都可能导致换气过度。 

浅度呼吸会让你有缺氧的感觉，但事实并非如此。换气过度时你呼吸过快，

排出了全部的二氧化碳，导致二氧化碳量不足。这就是为什么在换气过度的传

统治疗方法中要将空气呼入一个袋子里，目的就是让你再吸入你所呼出的二氧

化碳，保持体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平衡状态。 

容易惊恐和焦虑的人，他们的大脑对生理的细微变化高度敏感。急促的呼

吸会引发“窒息警报”，大脑会认为是缺氧了，于是使腹部肌肉收紧，使得浅式

呼吸继续进行，这样又不断增加了惊恐，造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换气过度。

如果能重新训练你的身体，让身体以相反的方式作出反应，将有助于避免这种

自我击败的模式。 

 

腹式呼吸练习 

首先你要选择一个安全的、舒服的地方来开始这项练习。你需要一个支持

性的环境，然后仰躺在坚固的平面上，这样才能使练习达到最好的效果。当你

熟练一些之后，你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中（公共场所和恐惧情境中）用不同的姿

势（坐着和站着）来练习呼吸。这可以帮助你无论遇到什么情境都可以熟练地

控制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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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腹式呼吸的时候，你的腹部在活动而胸部几乎不动。因为腹式呼吸

时隔膜（胸腔和腹腔之间的肌肉）会下降，使得腹腔的肌肉向外运动。 

 
吸气时隔膜下降                      呼气时隔膜上升 

     

当你准备开始练习的时候，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躺下，闭上眼睛，让自己关

注身体在做什么。 

 首先把腿和胳膊伸直，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双手掌心向上放在身体两侧但不

要接触身体。 

 快速地感觉一下身体的紧张，并把紧张感记录下来。 

 一只手放在腹部肚脐以上的位置，另一只手放在胸部。 

 用鼻子慢慢地深深地吸一口气，让空气进入到肺部最深的位置。你会感觉到

随着空气的进入，你的胸腔在扩张，但只是轻微的扩张。你的腹部在上升，

慢慢地带动着手向上移。 

 吸满气之后，慢慢地用鼻子或嘴呼气。要把气全部呼出，然后停一会。呼气

的时候要放松下来，不要控制身体，让身体完全柔软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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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轻轻地吸气呼气，让呼吸找到适当的节奏。 

 如果进行腹式呼吸有困难，那么就在呼气的时候将手向下按，吸气的时候再

让你的腹部把手推上来，这是一个练习腹部肌肉的好方法，就像在做仰卧起

坐一样，吸气的时候腹部向外运动，呼气的时候再回去。 

 如果你仍然不能完成腹式呼吸，就反过来腹部朝下趴着，双手折叠放在头的

下面。深深地做一次腹式呼吸，你会感觉到你的腹部在推地板。或者你可以

想象你是直接通过肚脐呼吸的。 

 另一个方法是想象吸气时你吹起了一个大气球（因为腹部充满了空气），呼

气时气球就撒气了。 

一次腹式呼吸练习要进行 15-20 分钟。练习中尽量保持呼吸平缓而有规律。

如果你在吸气的时候慢慢数数（1001、1002、1003、1004、1005），呼气时也

慢慢数数（1001、1002、1003、1004、1005），将有助于你放慢呼吸。如果你

感觉晕眩，就休息 30 秒再继续。 

作业：用治疗师给你的录音带或 CD 进行呼吸练习。你也可以一天进行少量的

微型练习，让你的技能更有普遍适用性。 

 

微型练习 

快速的“微型练习”可以让你的技能变得自动化。在不同的无威胁性的情

境中进行练习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让你的技能水平更高，能更好地应对焦虑

情境。就像网球运动员接球时可以不经过思考一样，你的技能也可以变得自动

化，不过在这之前你必须进行很多练习。每一个网球运动员都要经过刻苦练习

才能到达温布尔登（著名的国际网球比赛场地）。 

下面介绍一些微型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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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绿灯处：当你开车行驶到红绿灯处时要进行一些腹式呼吸练习。这不仅能

帮助你在开车时平复紧张，还能帮你养成在关注其他事物的时候也能正确呼

吸的习惯。 

 冰箱处：在冰箱上贴张纸条，当你开冰箱时它可以提醒你暂时停下手头的事，

做一会腹式呼吸练习。这样的提示物可以帮助你坚持练习。 

 浴室镜子处：在浴室的镜子上也贴张提醒纸条，这可以帮助你记得在每一天

的开始和结束时都要放松，也可以提醒你进行微型练习。 

 

平静呼吸练习 

当你需要快速达到深度放松状态的时候，你需要练习平静呼吸。这一练习

可以十分有效地停止惊恐发作和减轻与换气过度有关的症状。你最好先学会腹

式呼吸再练习平静呼吸，不过你也可以两者同时练习，只要你一想起来或一有

机会就要进行练习。 

 首先作一次腹式呼吸，慢慢地数 5 个数，同时缓慢地用鼻子吸气直到数完 5

个数。 

 现在慢慢地用鼻子或嘴呼气，直到数完 5 个数。 

 按照平常的方式呼吸两次，然后再进行平静呼吸。 

持续练习 5 分钟以上。在练习中你会发现，要吸满气或完全呼出气需要数

不止 5 个数。确实是这样的。要记住每一次平静呼吸之后都要按平常方式呼吸

两次。在做腹式呼吸的时候，如果你感到晕眩，就休息 30 秒再继续。 

 

渐进式肌肉放松法 

如果你可以坚持每天用渐进式肌肉放松法练习 15-20 分钟，你会获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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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理想的是你能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练习，避免分心，但是在其他地方练习有助

于让你的技能在其他情境下具有普遍适用性，而这些情境可能正是你最需要放

松的情境（例如，工作场所、公共场合、交通工具上、恐惧情境下）。用这些练

习的时间来释放你每天的担忧。就简单地把担忧放到一边，享受它带给你的如

释重负的感觉。 

渐进式肌肉放松法主要是拉紧和放松不同部位的几大主要肌肉群。方法是

把每个肌肉群拉紧 10 秒钟然后再突然放开。在每组肌肉群的活动之间留出一段

时间来留意每块肌肉放松时的感觉，并与拉紧时的感觉作对照。如果你走神了，

就轻轻地把注意力移回到你的肌肉上。不要对自己要求太严格，集中注意力在

最初是很难做到的。只要试着慢慢做就可以。 

 首先，慢慢地做三次腹式深呼吸。想象紧张伴随着你呼出的气体流出你的身

体。 

 你要把每组肌肉拉紧 7-10 秒，然后放松 15-20 秒。所有的肌肉群都按照这样

的时间来做。 

 现在，紧握双拳，然后放开。 

 然后，把你的前臂抬到肩膀的位置摆一个肌肉健美的姿势，来拉紧你的肱二

头肌，然后放松。 

 接下来是你的肱三头肌，肱三头肌在你上臂的背面。伸展胳膊然后锁住肘部

来拉紧这些肌肉。保持一会，然后放松，让你的胳膊保持松软、无力的状态。

想象如果有人要抬高你的胳膊，你的胳膊会很重而且松软。 

 现在，把你的眉毛尽可能高地上抬来拉紧你的前额。确保你的胳膊是很舒服

很放松的。保持 7-10 秒，然后放松。 

 然后，紧闭眼睛来拉紧眼睛周围的肌肉。保持一会，然后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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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嘴巴来拉紧你的下巴。放松的时候，让嘴唇分开些，这样可以让你的下

巴保持松软的状态。 

 现在到颈部，这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特别容易紧张的部位。把头仰起向后背靠

来拉紧脖子后面的肌肉。如果你的颈部特别紧张，可以拉伸和放松两次。 

 把头摆回到舒服的位置，让你的颈部没有压力。感觉一下头部下方的支持力，

让你脸部和颈部的肌肉松弛。 

 然后，耸起肩膀让肩膀靠近耳朵，确保胳膊和颈部的肌肉保持放松。保持一

段时间，然后放松。 

 之后，让你的肩胛骨后移并互相靠近。这个部位也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很容易

紧张的部位，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这个部位拉紧放松两次。 

 把腹部向内吸来拉紧你的腹部肌肉。保持一段时间，然后放松。现在拱起你

的背部，使这部分肌肉收缩，然后放松。 

 把你的屁股向一起挤压。放松的时候做一次腹式深呼吸。想象你躯干和盆骨

的紧张感伴随着你散发出的气体流出。 

 现在，拉紧大腿到膝盖的肌肉。保持一段时间然后放松。 

 弯曲你的脚，拉紧小腿的肌肉。保持一段时间然后放松。 

 做一次腹式深呼吸然后再一次查看你的身体，看是否还有紧张的部位。感受

一下你身体的全部重量都在你所躺在的平面上。如果你仍然感觉到某个部位

紧张，就对那个部位的肌肉群重复拉紧和放松的练习，根据需要可以重复一

次或多次。 

 深深地把空气吸入腹中，然后完全呼出。想象所有的紧张感都收集在了你的

肺中，然后让紧张随着呼出的气体离开你的身体。 

要记住，放松练习是要帮助你在保持放松时有选择地集中注意力。放松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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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目标不是消除所有的思考，而是让你达到既放松又警觉的状态。你要允许

自己放松，不要过多地担心自己练习得是否正确。练习的目标是减少你身体的

紧张和唤醒水平。 

 

定期练习的重要性 

通过尽可能经常地练习新学习的呼吸和放松技巧，正确的呼吸方法会成为

你的第二本能，这会让你在最需要的时候可以不用做出很多努力就使用它。你

准备得越充分、对呼吸和放松技巧的练习越多，在紧张情境中应用它就越容易。

就像一名奥运选手，你需要不断地训练你的身体，并从这些练习中获得最大的

益处。另外，使用腹式呼吸法可以让你的身体保持恒定的呼吸速率。你的大脑

不会再因为感觉到缺氧而敲起警钟了。你的潜意识会学会更早地辨认出紧张感，

让你在紧张变为惊恐之前，更早地开始应对紧张状态和进行放松练习。这些益

处能够让你掌控自己的身体和情绪，而不是反过来让身体和情绪控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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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构你的思想 

“和人相比只会徒增你的苦恼， 

    因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什么是认知行为疗法（CBT）？ 

认知行为疗法的基本思想是你可以通过改变你的想法来改变你的感受和情

绪。认知行为疗法主要针对你的行为和认知，目的是通过控制行为和认知来控

制你的想法，进而控制焦虑和惊恐。治疗的认知部分主要针对你自动化的思维

模式，并探究这种思维模式是怎样影响情绪的。行为部分主要是观察你的行为，

确定你在焦虑情境中通常会如何反应。这一疗法的关键是检查你的思想和感受

是怎样相互作用并驱动行为的。 

那么认知行为疗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很多研究证明大多数的紧张情绪会

在一些解释性的想法产生后立即出现。虽然对一些人来说，思想的影响可能更

大，而对其他人来说，行为的影响可能更大，但思想和行为是协同作用的。认

知行为疗法针对思想和行为两方面，提供了大量工具来帮助你洞悉思想、情绪

和行为是怎样相互作用的。 

例如，你的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她要去看医生所以不能和你一起看电影了。

如果你认为“她可能有约会而不是要去医院”，你会因为她说谎而生气。如果

你认为“她可能真的病了”，你会担心她的身体。如果你认为“可能是我说了

什么话让她生气了”，你会感到担忧和不安。 

这种思想和感受的相互作用是认知行为疗法的核心。你可以通过改变想法

来改变感受。虽然每个人都会有这些想法，但可以通过练习来改变这种思维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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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过去十年里的很多研究证明了，相对其他治疗技术，这种对问题的洞悉能

更快更容易地解决很多问题，包括焦虑在内。 

我们会先从认知部分入手来帮助你克服焦虑。这一阶段中你要挑战现有的

想法，有些想法甚至是你从童年时就有的核心信念，但挑战这些想法是很重要

的。还要尝试不同的治疗技术，即使你认为有些技术没有用也要尝试。只有你

努力才能从焦虑和恐惧手中拿回控制权，只是读这本书或者在治疗过程中被动

地坐着是没有用的。这一阶段的治疗有时是很困难的，但你可以做到，因为你

不是要立即学会全部内容，你已经学了一部分。你学过的内容在这一阶段是有

帮助的，要记得练习呼吸和放松。当你产生焦虑和惊恐的症状时，再回去看看

第三章的内容，你会意识到这些生理症状并不是危险的，你会准确地知道身体

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做。不过你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你需要不断提高克

服焦虑的方法和能力。 

当你读这本手册的时候，你要改变对焦虑的态度。不要把焦虑当成一个难

题，要勇敢地迈出“重构思想”的第一步。试着把焦虑当成一种机会，如果这

对你来说还太难的话，起码把焦虑当成一种挑战。这是你学习技能和技术的机

会，而这些技能通常是教给运动员或那些想在走弯路之前达到最佳表现的人。

你也将学习同样的技术，这些技术会帮助你在恐惧情境中“做到最好”。如果

你把焦虑看成一个难以克服的大难题，你只会让焦虑变得更严重。要把焦虑看

成是一个必须面对的挑战，你可以把它分成几部分，把一大步拆成几小步逐步

克服，最终把被焦虑偷走的控制权拿回来。 

 

认知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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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认知重构？就是重新认识你的思维模式，挑战你的想法并让你的想

法变得更现实。例如“我绝对做不了这件事”，这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它使

用了“全或无”的思想。而更现实的想法应该是“这件事很困难，但我之前也

做过很多困难的事。我是一个聪明的人，如果我努力并坚持不懈，我就能做成

这件事”。 

认知重构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检查你的用词。不要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你很焦

虑，而要将“焦虑”改为“兴奋”。你对等待你的机会和挑战感到兴奋，而不

是焦虑。就是这样简单地改变一下用词就能帮助你改变对焦虑的看法。记得我

们要把本应属于你的控制权从焦虑中拿回来还给你。 

 

感受与想法 

虽然我们总说感受和想法，但很多人区分不清它们。感受是一种情绪，与

任何见解和观点无关。例如生气、高兴、厌恶都是感受。大部分感受都可以像

这样用一个词来描述。 

而想法是一些观点和见解，通常是用一个短语或句子来表达。想法可能以

“我觉得”开头，但这不是感受。所有以“我觉得”开头的陈述都被自动辨认

为想法。例如“我觉得我应该靠自己的力量克服焦虑”是一个想法，不是感受，

而“焦虑”是一种感受。 

不过感受和想法也不是完全分离的，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关联的。想法会引

起感受，正因如此，认识到想法对情绪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当你认为你“应该

靠自己的力量克服焦虑”，你会产生“无助”、“挫败”和“绝望”的感受。

通过了解你的想法是怎样与感受相联系的，你会更容易控制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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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想，“我无法总是选择我的想法，有些想法自己就出现了”。在

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这些不受控制的想法叫做“自动化的想法”，这些想法

通常是引发情绪的根源。但是你可以学习控制你的自动化想法，进而控制你的

感受。 

识别自动化的想法 

人人都有自动化的想法，这些想法看似是自发地突然出现在脑海中。然而

这些想法通常是对某些事情的反应，它们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自动

化的想法会支配我们的行为和对周围环境的反应。 

恐惧的时候，自动化的想法是重复的和强迫性的，它们会不断地告诉你可

能有危险，这会导致过度警觉、不断搜索、对身体和环境中的焦虑感觉高度敏

感，这反过来又产生更多大难临头的自动化想法，造成恐惧循环。 

消极的自动化想法有一些共同特点，它们通常是不合理的，而且我们也知

道它们不合理，但在焦虑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相信它们。它们通常和强烈的情绪

反应相联系，而且是以不完整的句子和影像出现，是信息的突然闪现。焦虑的

自动化想法通常含有“应当”、“确实应该”、“必须”这样的词，它们关注

事情的最坏结果。这些想法是有主题的，尤其在焦虑出现的时候。最重要的是

要意识到这些想法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学习到的一些对情境的反应模式。 

为了消除不利的自动化想法，你首先要准确地知道它们是什么。开始你要

列出你有的自动化想法。注意你什么时候会感到担心和焦虑，那时候你想到了

什么？随身带些便条纸，写下你发现的自动化想法。想象一次惊恐发作，然后

看看你想到了什么。如果仅凭想象难以找到自动化的想法，那就需要接近真实

的恐惧或焦虑情境，然后注意你的想法并记下来。 

坚持这样做，直到你列出了你想要消除的那些特殊想法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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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想法的类型 

自动化的想法、或者说自动化想法的模式，可以分为几类。如果你能够发

现自己身上的自动化想法并辨认出类型，那样你就可以开始寻找这些想法产生

的原因，从而使它们减弱。 

第一类想法被称为非理性想法或认知扭曲。这类想法没有逻辑基础，它们

通常是以情绪或盲目相信、而不是以证据为基础产生的。 

第一类想法又分为九种，下面列出了这九种想法，每种都附有例子和问题

来帮助你减弱它们： 

 夸张或泛化。发生了一件消极的事就认为生活中所有的事都会这样。 

-例如：“我把今晚的晚饭烧焦了。我是一个很差劲的厨师，我无法照顾好

我的家人。” 

-这是事实还是假设？ 

-有什么客观证据可以证明这一说法吗？ 

-其他人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吗？ 

 灾难化。担心最坏的情况会发生。 

-例如：“如果我去演讲，我一定会一直出汗，人们都会笑话我。” 

-真的会出现这么极端的结果吗？ 

-过去我曾经成功地处理过困难的事情吗？ 

-别人的想法重要吗？ 

 控制所有。想要控制情境的各个方面，虽然这并不可能。这一类想法通常和

焦虑一起出现。 

-例如：“我不敢开车，因为其他司机可能会突然急转弯，道路上可能会有

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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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我都不能控制，这样我就无法活下去了吗？ 

-我可以学着只关注和做好我所能控制的事吗？ 

-我所敬佩的人可以控制所有的事吗？ 

-我可以减少这样的想法吗？ 

 完美主义/全或无思维。这种想法会为你的表现设定不合理的标准，而且只

会以很好或很不好两种指标来判断行为和情景，没有中间指标。 

-例如：“无论如何，对孩子大吼大叫都是不对的。“ 

-人都是不完美的。我可以允许自己不完美吗？ 

-完美是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吗？ 

 把情绪作为证据。这种想法会让你以为你是以理性证据为基础来判断的，但

事实上你只是靠情绪来判断。 

-例如：“向别人求助意味着我很软弱。” 

-感受是事实的证据吗？ 

-我曾经强烈地感觉到某事是真的但最后却错了吗？ 

 过滤。只注意到事情的消极方面。 

-例如：“我讨厌呆在沙滩上，那里很热、风很大，而且海鸥很烦人。” 

-在沙滩上有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吗？ 

-我曾经容忍过不舒服的情况并从中得到了教训吗？ 

-做这件事有什么好处吗？ 

 读心。在没有任何明确证据的情况下假设别人的想法。 

-例如：“我知道我的老师讨厌我，因为他总在课堂上点我的名。” 

-有什么客观证据支持这一陈述吗？ 

-别人总是会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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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有其他的解释吗？ 

 个人化。你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你而起。 

-例如：“如果母亲节的时候我能送妈妈一份礼物，那她就不会死。” 

-这件事有其他的解释吗？ 

-如果我改变了做法，事情的结果真的会不同吗？ 

-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是由于我的原因引发了这件事？ 

 应该。这些想法是以你制造的、或是在生活中学到的严格的规则为基础产生

的。 

-例如：“这门课我不请家教也应该得到‘A’。” 

-有客观证据支持这一说法吗？ 

-我会期望其他人也都达到这一标准吗？ 

-如果我打破这一规则，最坏会发生什么事呢？ 

 

另一类是无益或不利于适应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是有逻辑性并以事实为

基础的，但它们会引起长期性的担忧，对身体和心理健康无益。有两个问题可

以用于根除这类想法，问题是“这一想法有益吗？”和“当我这样想时我的感

觉好吗？”。如果其中一个问题或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那么就要采取

一些措施来消除这类想法。 

 灾难预期。对所有的事情都会预期最坏的结果，这和灾难化很像，但灾难预

期更不利于适应，因为你不仅担心最坏的结果，而且你假设它一定会发生。 

-例如：“如果我们去看电影，我们会坐在一个不停尖叫的婴儿旁边。” 

-有证据显示这一最坏的结果会发生吗？ 

-有多少我认为会发生的事最终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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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认为自己总是失败，所以不应该尝试。 

-例如：“我从来都无法建立人际关系，为什么还要尝试呢？” 

-如果你尝试了，最坏会发生什么事呢？ 

-有任何证据显示你一定会失败吗？ 

 没有答案的问题。总是问没有答案的问题。问这样的问题是在自我折磨，是

没有益处的。这些想法会干扰你想出有用的解决方法。 

-例如：“为什么我会患上焦虑障碍？为什么别人没有？” 

-想想你可以为这件事做些什么，而不是问为什么。 

这些思维模式应该能让你想起自己的情况。即使你的想法看起来似乎无法

改变，但实际上你是可以改变的，不要放弃！ 

 

挑战自动化的想法 

即使最持久稳固的想法也可以被减弱，工作表#2 可以帮助你。下面是有效

完成这一练习的必要步骤。 

首先你需要在消极的自动化想法对你产生影响时及时察觉到。 

 （在工作表#2 上）写下让你焦虑的想法，以及这些想法是何时出现的。 

 然后记下那时你头脑中的自言自语。 

 写下你所有的担忧、判断等。 

 从 0-100中选择一个数字来表示你当时的焦虑水平。 

 注意你的情绪反应。用一个清晰的、描述感觉的词来表达你的情绪，只用一

个词。 

 现在写下那个自动化的想法。 

 这个想法属于哪一类？ 



 66 

 这一想法是你通常的思维模式吗？ 

 现在写下事情的实情。 

 只记下客观的想法，不要记你的判断和情绪。 

 有真实的证据可以支持你的想法吗？ 

 有什么证据（不是你的自言自语！）可以证明这一想法的真实性吗？ 

 现在用理性的反应与这一想法辩论。 

 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想法是错误的吗？ 

 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是什么？ 

 可能发生什么好的事情呢？ 

 用一个新想法来替代原来的想法。新想法不一定要与原想法完全相反，但新

想法要是准确的和积极的。（详细内容见下一部分）。 

 

工作表#2 要持续做几个周（先看看下面的例子）。它能帮助你改变现有的

思维模式，但你要坚持下去才能成功。你可以对同一个自动化想法多次重复这

一练习，但每次要用不同的证据来反驳这一想法。你可能在想，“这个方法对

我的恐惧没用。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想法是不合理的，但这无法改变我对它们

的相信”。我想鼓励你无论如何都要尝试一下。经常做这些练习，最后会有效

果的，开始你可能注意不到这些效果，但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想法已经发生了

改变。如果你难以找到可以反驳原想法的合理证据，你可以找一位朋友或爱人

来帮忙。有时和某个想法关系不紧密的人更容易看出这一想法的逻辑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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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2：反驳自动化的信念 

 

事件 感受 

（用一个

词描述） 

焦虑程度

（0-100） 

自动化

想法（相

信程度：

1-100） 

类型 支持想

法的证

据 

理性反应 新的焦

虑水平 

替代想法

（肯定

句） 

晚饭烧

焦了 

无能 88 我是一

个差劲

的妈妈 

夸张 无 我爱我的

孩子，晚饭

烧焦只是

一个意外 

45 我是一个

充满爱

的、有用

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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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可能与实际可能 

当你试着寻找可以反驳自动化想法的合理事实时，要注意区分理论上的可

能与实际上的可能，这在你的担忧十分强烈时非常有用。理论可能是指事情在

能力和认识范围内，而实际可能是指事情实际发生的可能或潜在可能。通常情

况下你所担心的事情很可能不发生。最可能的是，你坐的飞机不会坠毁，你的

爱人会毫发无伤地回家，你的头痛只是因为紧张而不是长了肿瘤。是的，我们

所担心的事在理论上有发生的可能性，但它们出现的实际可能性通常很小。当

你检查你的恐惧并弄清楚了你害怕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你应该问问自己：“这

一结果理论上有可能出现吗？”答案应该是会，否则你也不会害怕了。然后再

问：“它实际上有可能出现吗？”你通常会发现实际可能性比你的恐惧少很多。 

 

构建肯定的陈述 

通过用积极的、正确的思维替代消极思维模式，你可以减弱原有想法对焦虑

的影响。这些新想法叫作肯定陈述。肯定陈述应该是： 

 短的 

 简单的 

 明确的 

 用现在时（我是…）或现在进行时（我正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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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使用否定的陈述，如“我能把握好与蜘蛛的互动”就比“我不怕蜘蛛”

要好。而且你应该使用期望强烈的、直接的陈述，如使用“我可以在任何需要

的时候放松”这样的句子，而不要使用“我有时可以放松”这样的句子。你最

终会从中获益，也会相信那些语气强烈的陈述，即使在最初看来这些陈述的语

气过于强烈。 

当你用工作表#2 练习挑战自动化想法的肯定陈述时，要从这些陈述中选取

一些你最想采用的。先从一部分开始会比同时改变所有的想法要容易。 

你可以通过做一些练习来内化这些新的积极想法。开始只要在纸上一遍一

遍地写，每写一遍都要记下你的疑惑，然后回头看看这些疑惑有没有证据。你

也可以把肯定陈述写在一张大纸上，然后贴在家里你经常能看到的地方。还要

把它写在一个小卡片或小纸片上，放在车里或钱包里时刻提醒你。你也可以把

一些肯定陈述录到录音带或 CD里，隔 15-20 秒录一句，这样可以给你留下思考

的时间。每天听一次录音，至少听一个月。你可以在车里、家里听或在任何你

有空的时候听。你不一定每次听的时候都要全神贯注（当然全神贯注更有用）。

无论你最初是否真的完全相信这些陈述，都要深信不疑地把它们一一说出来。 

 

思想中止 

除了肯定陈述以外，还有一种叫“思想中止”的技术可以帮助你克服那些

令人不安的、不易进行理性挑战的担忧。这一练习对治疗焦虑和恐惧症尤其有

效，但你需要不断练习。那些不合理的想法已经掌握了控制权，变得肆无忌惮，

现在你要拿回控制权，制止它们。你已经学习了如何控制你的身体，现在你要

学习如何控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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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中止是要消除那些不利的想法，并用积极的想法或肯定的陈述来替代。

你要先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担忧上，一段时间后突然停止并改变你的思维模式。

首先要选择一个经常出现并使你感到紧张的、你特别想改变但又很难进行理性

挑战（或者是挑战要花费很长时间）的想法。当你成功消除了这一想法之后，

就继续消除其他的。下面是这一练习的基本步骤： 

 首先，进行 15-20分钟放松呼吸。 

 现在想象一个令你紧张的想法经常出现的情景。想象得越细致越好—你和谁

一起，你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你有什么感受。试着调动起在这一情景中会产

生的所有想法和情绪，正常的和强迫性的都包括在内。这一练习的目标是中

止强迫性的想法，而保留正常的想法。 

 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想法上，保持一段时间。 

 现在使用下面的技术： 

 在心里大喊一声“停！”，尽可能大声地喊。很多人觉得下面左边的这幅图

示很有用。 

 

 

 

 

 

 

 

 

 



 71 

 现在想象闪烁的红灯。如上面右边的图示那样。 

 当这一方法打断了你的注意力时，让你的大脑清空所有的焦虑想法。重新将

注意力集中在呼吸和积极的肯定陈述上，并努力保持 30秒。 

 如果焦虑想法再次回到脑海中，就大喊“停！”，想象红灯闪烁，然后把注意

力重新集中在对焦虑想法的合理反驳上。 

 当你掌握了思想中止技术及其中的方法之后，就要开始控制思想中止中的提

示。首先在你全神贯注的时候大喊停，但不要想象红灯闪烁。 

 当你能多次成功完成上一步时，就开始用正常的音量喊停。 

 如果你可以在公共场所不用集中注意就能停止思想，那你就成功地掌握了这

一技术。如果你能达到这一目标，就可以开始新的想法。 

有很多理论可以说明思想中止为什么能起作用。有些人相信“停！”是对执

着于消极想法的惩罚，而如果某一行为不断被惩罚，那这一行为就很可能消失。

有些人认为“停”的命令是一个干扰物，是不能与持续的强迫性想法共存的。

还有人认为思想中止是一种坚定而自信的反应，能够产生更多的自我接纳和放

心。 

事实是，你的自动化想法是与无意识的思维过程紧密相连的，当这些想法

进入到意识层面时，它们已经在你的头脑中反复思考了一段时间。这使得它们

看上去似乎是内置的、核心的信念，因而很难消除。通过思想中止，你可以在

意识到这些想法的那一刻立即开始消除和挑战它们。这样你就可以在这些想法

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减弱它们，并用理性的、建设性的想法替代它们。 

如果你觉得应用这一技术有困难，你可以先从对你影响稍小一点的想法开

始。或者如果你觉得仅靠内心的声音来停止思想很困难，你可以在手腕上拴一

跟橡皮筋，当你心里喊停的时候，就拉一下橡皮筋。你也可以试着用腹式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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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让自己平静下来，改变想法。有时一些有强迫症共病或有根深蒂固的强迫习

惯的患者会发现，思想中止只会增加对不合理想法的关注。你越是尝试不去想

它，你越是会想它。在这种情况下，延迟应该是更有效的方法，下一部分内容

会详细介绍延迟。 

要记住思想中止技术需要长时间的坚持练习，但最终会有回报的。为了巩

固这一技术，我们建议你做“微型练习”，就像练习呼吸那样。所以在红绿灯处、

在冰箱或浴室镜子上看到纸条时，你就要交替着练习呼吸和思想中止。你可以

练习中止任何想法，例如你想“噢天哪，回家的路上我忘了去商店买面包、牛

奶、鸡蛋……停！”想象红灯闪烁，把注意力集中到呼吸和积极的肯定陈述上。

或者是喊“停！”，然后想象红灯闪烁，进行合理反驳（就算忘了买面包也不是

世界末日）。我们希望你能打破自动化想法的循环。这是你正在学习的技巧，就

像呼吸技巧一样，我们希望这一技巧能成为你的第二本能，你可以在任何需要

的时间和场合应用它。 

 

延迟 

有时延迟是比思想中止更小的、更易操作的减弱自动化想法的方法。有时

用思想中止技术无法消除强迫性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想法被称为“自动

化的”和“强迫性的”。但如果你不消除这些想法，你就要学会控制它们。 

现在你已经接受了你的担忧，你也可以控制担忧。通过有意识地接受担忧，

而不再去忽略它们，你已经有控制它们的力量了，延迟技术就是深化这一步骤

并拖延强迫性想法。通过把你的担忧延迟一段时间，你可以打破在与担忧进行

斗争时产生的担忧循环。而且你想别的事情的时间越长，担忧就越难回到你的

头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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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练习这一技术，你首先要愿意去注意你的强迫性想法、接受它们、关注

它们，但不是一直关注。然后选择一段特定的时间，让自己回到那些强迫性想

法中（开始可以是几分钟，逐渐到几小时），之后就去关注别的事，但要记得你

可以在特定的时间回去。当特定的时间快到了时，你可以选择回到强迫性的想

法中，也可以拖延，另选时间。要尽可能选择拖延。 

如果感到拖延很困难的话，就设定较长的时间来让自己担忧。当你的自我

加强达到极限的时候，再尝试拖延。你可以不断重复这一过程，直到你能放下

你的担忧。 

在拖延的时间里最好能做些别的事来分散注意力。参加一个有趣的活动、

和朋友或同事聊天，或者做些有挑战性的、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事。你拖延

的时间越长，强迫性思想对你的影响就越弱。在练习拖延的过程中，你会发现

拖延变得越来越容易，拖延的时间越来越长，最终完全消除强迫性的需要。 

 

目标视觉化 

暴露治疗的第一步就是将积极的目标视觉化，这可以帮助你“忘却”恐惧

与恐惧情境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在完全放松的状态下想象、或在脑海中呈现出

一个会引起焦虑的典型情况。想象和呈现的过程是非常有效的，它是我们学习

技能的重要方法，包括学习走路、写字这些基本技能。视觉化就是在脑海中看

到自己或自己经历的事。很多运动员和表演者都会在比赛或表演之前用视觉化

技术，在脑海中呈现自己完美地完成目标的情景。无论你设定什么目标，视觉

化都是实现目标的有效工具。 

练习视觉化技术可以先从一个你不是特别害怕的场景开始，如给一位家庭

成员打电话。在脑海中呈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电话那里去的情景。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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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想象，如有些人会把场景想象成彩色的，有些人会想象成黑

白的。有些人会想象出人活动时的具体动作，有些人只想象出人在场景中的活

动。你怎样想象都可以。想象你拿起话筒，感觉硬硬的塑料在你手里。把听筒

靠近耳朵，听到“嘟…嘟…”的拨号音。拨熟悉的号码，感觉手指按在按键上。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场景，都要想象到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这几个方

面。 

现在在放松的状态下逐渐靠近你所恐惧的情境。试着记住情境中的所有细

节，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闻到什么？有什么味道和质感吗？在想象这些感觉

的时候，要同时进行腹式呼吸。你并没有危险，你很放松。当焦虑的生理感觉

平静下来时，再回到场景中。结果怎样？调用你所有的感官，想象自己成功地

体验了恐惧场景，没有产生焦虑。现在你在恐惧情境中完全能控制自己，甚至

很享受。 

如果你每天都花些时间来想象自己成功地完成目标，你会越来越相信自己

能完成目标。当你无法主动暴露到真实的恐惧情境中时，你还可以在脑海中一

遍遍地练习。你可以看到自己成功地完成目标。 

 

分心技术 

能够分散对焦虑的注意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目标，特别是在你已经习惯于逃

避恐惧情境的时候。分心可以帮助你完成一些事情，而不需要进行耗时的认知

治疗，相对于直面恐惧，它是一种更舒服的方法。但它是一种逃避的方法，它

无法帮助你消除引起焦虑和恐惧的自动化想法。 

有些专家认为分心是一种有效的、有价值的方法，也有人认为分心对克服

焦虑完全有害无利。如果你关注恐惧情境而不是分散对它的注意，那么习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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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脱敏的效果会更好。如果你不主动进入焦虑情境中，对焦虑的脱敏是无法实

现的。所以，暴露治疗通常认为分心会阻碍治疗。 

那么谁的观点对？分心是帮助你应对焦虑情境的有效技术，还是对治疗焦

虑有害？答案是两者皆有。如果你只是需要应对一个不常出现的情境（如一个

很痛苦的治疗过程），那么分心可能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因为它不需要投入大量

时间进行认知重构。另一方面，如果你的恐惧非常强烈，你完全无法完成认知

训练，分心可以作为治疗的首要步骤，帮助你应对恐惧情境，让你可以思考自

己的想法。 

但如果你想要克服长期的、一般性的焦虑，那就不建议使用分心技术。不

断地使用短期的解决方法只会浪费时间，改变思维模式、获得自信和平静会让

你获益更多。所以在选择分心技术之前，你要先考虑清楚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S.T.R.E.S.S. 

有时在紧张的情境中，你很难回想起在平静状态下练习过的技术。在高度

焦虑的情况下记住技术基本步骤的方法是使用记忆策略 STRESS（压力），这五个

字母的意思是： 

S-Sense（检测）检测焦虑产生的初始信号 

T-Think（思考）思考自动化的想法 

R-Refute（反驳）用肯定陈述进行反驳和替代 

E-Eliminate（消除）消除肌肉的紧张 

S-Start（开始）开始进行腹式呼吸 

S-Self-reward（自我奖励）能够控制焦虑后进行自我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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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修改这一步骤，可以按照你认为重要的步骤来做，或者自己编一个

更容易记住的记忆策略。滴水穿石，当面对焦虑情境的时候，你的点滴努力都

是有作用的！ 

 

 

 

7 

开始暴露 

“从心所欲不逾矩” 

 

如果你想克服恐惧，你必须开始面对不舒服的情境。尽快地开始暴露到恐

惧的事物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实践证明越逃避焦虑就越严重。逃避是一种非

常容易习得的行为模式，因为逃避是舒服的，而且能得到正面强化（当你逃避

或离开焦虑情境时，焦虑就会减少）。下一步的治疗将进行暴露，暴露可以让你

在治疗中发挥主动作用。 

 

暴露治疗的类型 

在很多焦虑障碍的治疗中，如特定对象恐惧症、惊恐障碍、广场恐惧症以

及社交恐惧症，暴露治疗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暴露治疗的五种主要类型是系

统脱敏、想象暴露、实体暴露、满灌法和虚拟现实。 

想象暴露 

想象暴露就是让你闭上眼睛，在头脑中呈现一个引起焦虑的情景。随着焦

虑水平的升高，你要一直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这个情景中，直到焦虑减少到正

常水平。想象暴露会逐步进行，你需要逐步想象更加恐惧的情境。当你能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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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恐惧情境中保持平静、逐渐实现脱敏，你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情境了。满灌想

象法是让你想象一个非常恐惧的情境，不能逃避或停止想象。满灌想象法的基

本观点是，交感神经系统的作用只会持续一段时间，最终身体会恢复平衡状态。

满灌想象通常是最后一个被选择的方法，因为它会让患者非常难受，而且还会

给有高血压的患者造成危险。 

想象暴露存在一个问题，很多人无法有效地想象那些引起焦虑的情境，或

许是因为恐惧（恐惧会使他们在认知上逃避想象），或许是因为缺乏视觉化的能

力。这类患者无法身临其境地感觉到自己处于恐惧情境中，无法重新体验恐惧

刺激。由于恐惧结构没有被激活，脱敏也就无法实现。 

系统脱敏 

系统脱敏是按照引起焦虑的水平由低到高的顺序呈现刺激情景，有时以视

觉方式呈现，有时以听觉方式呈现。暴露治疗要配合使用放松技术，以减少应

激反应。你通常会在治疗师的帮助下逐步接触恐惧情境，当你在较低层次的情

境中几乎不会产生焦虑时，才能进入到较高层次的情境中。这一技术的理论基

础是，你不会同时处于放松和焦虑两种状态。 

实体暴露 

实体暴露是暴露在现实生活中真实的恐惧情境里，通常是在学习了思想中

止、放松、腹式呼吸和分心等基本的焦虑管理技术之后才会使用。 

实体暴露对克服焦虑和恐惧非常有效，但与结合虚拟现实技术的认知行为

疗法（VR-CBT）相比，实体暴露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如缺乏保密性、缺乏控制、

附加费用等。对飞行恐惧症来说，乘坐真实的飞机来进行治疗的花费非常高，

而且乘车去机场和坐飞机还会让患者和治疗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对于一些患者

来说，实体暴露“太过真实”。研究显示，只有不到 15%的恐惧症患者会寻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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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而在不寻求治疗的患者中，很多是因为非常害怕面对恐惧情境。（Agras et al, 

1969; Boyd et al., 1990） 

实体满灌 

除了想象之外，满灌法还可以使用实体进行。和想象满灌一样，实体满灌

是让你暴露在一个非常恐惧的情境中，不能逃避也不能停止。与想象满灌不同

的是，实体满灌要暴露在真实的恐惧事物或情境中。例如如果你患有蜘蛛恐惧

症，那就直接在你手中放一只蜘蛛。 

结合虚拟现实技术的认知行为疗法 

虚拟现实医学中心使用结合虚拟现实技术的认知行为疗法（VR-CBT）治疗

多种类型的焦虑障碍。VR-CBT 结合了认知技术和放松技术、暴露技术和虚拟现

实技术，能够弥补传统暴露治疗的很多不足。VR-CBT 可以为难以想象出场景

或是因为害怕而不敢面对真实情境的患者提供刺激，帮助他们迈出治疗的第一

步。与标准的想象暴露和实体暴露相比，VR-CBT 可以安全地产生更大程度的

刺激，如使用在高速公路开车或是剧烈的飞行颠簸等情境。现已证实，该方法

在治疗特定对象恐惧症、惊恐障碍和广场恐惧症上，有效性为 92%。虚拟现实

医学中心也在使用这一技术治疗社交恐惧症和由交通事故引起的创伤后应激障

碍。也有人用这一技术治疗其他疾病，如进食障碍、肥胖症以及越南退伍军人

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引入治疗阶段结束之后，你也就了解了诊所的历史和评价，之后VR-CBT就

开始进行传统教育阶段。治疗师会借助生理监测仪来教给你一些呼吸和放松的

技术，以及如何使用反馈来应对焦虑。另外治疗师还会教你思想中止等认知技

术，这时治疗师会纠正你对恐惧刺激的误解（如“电梯是不可靠的，电缆经常

会断”）。 治疗师会和你一起做一个分等级的列表，列出能够引发焦虑进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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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恐惧的情境。下一步你需要逐步暴露到这些情景中，而虚拟现实技术会帮助

你仔细地控制每个暴露阶段。虽然每个阶段的虚拟情境引起的焦虑水平会逐渐

提高，不过你可以不断重复某个阶段，直到在该情境中感到舒服，对自己的反

应满意后再进入下一阶段。在每一阶段，治疗师都可以看到和听到你在虚拟世

界中的体验。如果你感到焦虑水平太高无法招架，可以回到低焦虑水平的治疗

中，或者直接摘掉头盔显示器，离开虚拟世界。这些都由你控制。 

在治疗中我们会用无创的方法测量你的生理机能，这样可以客观地测量你

的焦虑情况。通过测量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治疗过程中和脱敏产生时你的生

理反应和变化。治疗师还会询问你的主观痛苦水平（SUDS）来确定你的主观感

受。如果你和你的治疗师认为有用的话，还可以在接近真实世界的环境中进行

“内感受暴露”。治疗师会让你站在一个能引发恐惧的虚拟环境中，然后快速

呼吸，产生换气过度的感觉。通过在与真实世界接近的环境中重现惊恐的感觉，

你会开始明白“这些感受是危险的”只是你的主观想法。通过在与现实相近的

虚拟情境中练习传统的认知行为法、放松技术和焦虑应对技能，你会更容易地

将这些技能应用于真实的生活环境中。 

 

内感受练习 

内感受暴露是治疗惊恐发作的一种暴露疗法，是一种很有效但也很有挑战

性的疗法。内感受暴露是重现惊恐发作时或在高度焦虑情境中产生的生理症状

（在安全的环境下），这一过程会让你感受到这些症状只是不太舒服，但并不

危险，你的身体会学着不再将这些症状与危险联系在一起，大脑会降低对生理

变化的警惕性。这会减少惊恐和焦虑的产生，即使产生也不会那么害怕了。 

你可以按照下面列出的步骤进行内感受暴露。完成之后，注意你在暴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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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和暴露结束后产生的生理症状，这些症状与你焦虑时的症状相似吗？如果

你感到下面的某项练习太过剧烈，你可以适当缩短每一步要求的时间，但尽可

能按照时间要求完成。如果你很害怕独自完成这一练习，你可以请一位教练来

监督你，你也可以和治疗师一起做。你要向自己保证能够按照计划表完成练习。

在工作表#3中记录下你的练习进展情况。 

1.左右摇头—30秒 

2.弯下腰将头低到两腿之间的位置，然后突然站起来。重复30秒。 

3.原地跑—1分钟 

4.穿着厚夹克衫原地跑—1分钟 

5.屏住呼吸—30秒或你能做到的最长时间 

6.拉紧所有的主要肌肉并保持住—1分钟 

7.坐在旋转椅上旋转—1分钟 

8.快速、浅度地呼吸（正好与腹式呼吸的方法相反）—坚持到1分钟 

9.通过一根狭窄的吸管（像咖啡搅拌勺那样的）呼吸。—2分钟 

10.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或盯着你前方的一个点看—1.5分钟 

11.从外部按压你的喉部，但不要按疼了—1分钟 

12.尽可能快地连续吞咽—4次 

13.站在高楼的旁边，径直向上看楼的外墙—1分钟 

14.放松和遐想—尽可能长的时间 

15.躺几分钟然后突然站起来—1次 

练习过后立即进行腹式呼吸（尽量不要去担心你现在的状态），让自己恢

复正常的生理状态。第一次完成所有练习之后，记下每个练习引发的症状。有

些练习会引发与你焦虑时相似的症状，之后只要继续做这些练习就可以。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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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做的练习后，就给它们各准备一张工作表，用工作表来记录你的练习结果，

每个练习都要在主观痛苦感（SUDS）低于25之后才能停止。 

 

 

 

 

样例 

工作表#3：内感受暴露进程记录 

日期 持续时间 SUDS 

（0-100） 

与惊恐时相近的症状 

12.13 30秒 90 气短、晕眩 

12.14 45秒 84 换气过度、头晕眼花 

12.15 60秒 79 气短 

12.16 60秒 45 稍有晕眩 

 

工作表#3：内感受暴露进程记录 

练习#        

日期 持续时间 SUDS 

（0-100） 

与惊恐时相近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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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 

现在有很多新技术可以帮助过去无法接受治疗的患者。有几个想要通过网

络为患者提供治疗的计划正在测试中。这些网上的计划可以让那些无法离开家

的患者联系到治疗师。而且你可能很快就会见到能在家庭电脑上使用的暴露场

景，这让那些无法离开家的患者也可以进行暴露治疗，最终帮助他们克服恐惧。 

有几位广场恐惧症患者已经使用了微软公司开发的“网上会面”

（NetMeeting）软件。在到诊所来之前，他们用这一软件与治疗师沟通，治疗

师可以教他们一些呼吸和放松技巧来帮助他们应对恐惧，让他们能够离开家来

到诊所接受更多的治疗。 

如何建构自己的暴露策略 

 制定暴露策略的第一步是做出练习的承诺。暴露有时是困难和令人害怕的，

承诺全心全意地投入暴露过程是很重要的。 

 然后设定你想要达到的目标。这些目标不是空洞的陈述，如“我想克服恐高”，

而应该是明确的，如“我想自信地走过一座桥”。 

 现在要根据你的目标确定要用的情境的等级。在工作表#4中的金字塔的最上

面写上你的目标，并列出达到目标所需的步骤。（参见117页暴露等级的样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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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要一小步一小步地走。你不能期望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可以一天就跑完

马拉松，所以不要强迫自己。在制定等级时，要制定足够的步骤，这样你可

以比较轻松地完成一个步骤，进入下一阶段。到一个新的情境中时你会感到

焦虑，但不会非常可怕的。有些患者发现第一次到新情境中时拍照片很有帮

助，这让他们能积极参与到暴露过程中，但拍照的方法是不应该采用的（躲

在相机后面就无法充分体验情境）。115页有特定对象恐惧症和社交恐惧症

的情境等级样例。 

 一定要制定计划。如果不设定期限就很容易拖延暴露练习。在工作表上写下

你的期限。提前制定好计划并像对待治疗预约那样认真地对待你的计划。在

取消与治疗师的预约之前你会再三考虑，那么对自己的计划也要同样慎重。 

 一周至少要进行3-5次暴露练习（即使是重复同一个练习也可以），这样就

没有机会逃避恐惧情境了。暴露时间最好长一些，这样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让

焦虑水平降低。 

 你可以对暴露进行一些改变，让你的技能有普遍适用性。可以在不同情境中

练习，可以单独练习或小组练习，可以在不同的天气下练习，可以在一天中

的不同时间练习，也可以在不熟悉的地方练习。 

 要期待焦虑的出现，因为焦虑一定会出现。焦虑的出现不意味着失败，而是

意味着你在做正确的暴露，你正在克服恐惧。 

 计划离开，但不是逃走。计划好你要什么时候、怎样离开，然后按照计划做。

运用你的应对机制直到离开的时候，不要过多地停留，不要等到焦虑达到最

高水平时再离开。例如，如果你计划了要在电梯中停留2分钟，那么2分钟后

就离开，即使你觉得自己还可以多停留一会也不要继续停留。这样你可以体

验到自己成功完成了一步，可以建立起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下一次你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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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5分钟，诸如此类。 

 超越你的舒适区。在最初的时候你可以使用安全信号和请教练，但是要尽早

停止。依赖和逃避一样有害。 

 每做到一步就奖励一下自己。这样可以激励你继续下去，也可以让你意识到

自己确实在进步。积极性是关键因素，而奖励可以帮助你保持积极性。奖励

可以是15分钟的泡沫浴、一双新鞋或是其他能激励你的东西。 

工作表#4：暴露你自己 

我的目标： 

第一步 期限 

第二步 期限 

第三步 期限 

第四步 期限 

第五步 期限 

第六步 期限 

第七步 期限 

 

 

 

我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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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挫折 

“蓄养心力，突发噩运时它可庇护你， 

   享受你的成就，以及蓝图。” 

 

当你的行为和认知发生较大改变时，你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挫折。你也

许可以很好地解决一次惊恐发作，但下一次发作也许又不能很好地解决。你有

时会在恐惧情境的等级中后退一级，因为你的进步可能只是偶然，你并没有真

正地准备好。这些都没关系，而且都是很可能发生的。 

我们很难确定病情是否会复发。Antony和Swinson（2000）列出了几项可能

影响恐惧复发的因素。在暴露治疗中，恐惧下降快的人要比下降慢的人复发的

可能性更低。另外，消极或焦虑思维模式的改变程度也对复发可能性有很大影

响。 

不过Antony和Swinson认为，在治疗中体验与恐惧相关的负面事件还是体验

恐惧部分减少的事件通常与复发率没有显著相关，至少对于特定对象恐惧症患

者来说是这样的。然而当暴露重新开始时，长时间的逃避会导致焦虑水平升高。 

记住这些，我们就知道正确看待康复过程中的挫折是很重要的。你有一些

旧的习惯、行为和反应方式，它们可能出现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要期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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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马上改变，也不要期望能直线进步，不走弯路。你总有进步的时候，也总有

遇到挫折和退步的时候。疲劳、压力和疾病都会导致焦虑水平上升和挫败感。

你需要拿出力量来改变想法，取得进步，同时还要应对外部因素。 

度过这段低谷期的秘诀是提前准备好计划并按计划实施。你可以把工作表

从书上撕下来不断回顾。这段低谷期与你刚开始治疗时一样难熬吗？你偏离自

己的目标了吗？你经常练习放松和焦虑应对技巧吗？要记住你所学习的每一个

项目、做的每一件事都能让你获得一项应对技巧，都能让你在康复之路上更进

一步。 

要提醒自己，你有资源有技能来度过这段困难的时期，而且低谷期不会一

直持续下去。要知道一次的失误并不意味着病情的复发，相反它可以让你发现

哪个方面还需要加强，对你的康复是有益的。抽出些时间来反思低谷期都出现

了哪些问题，从中能学到什么。可能你在治疗过程中没有一小步一小步地走，

而是跨出一大步，一次做得太多、做得太快，如果你意识到是这样，你就应该

放慢脚步，把每一步缩小，多次重复某项暴露练习直到你感觉舒服为止。 

仅仅阅读这本书绝对没有完成练习和训练的获益多，练习的益处会慢慢显

露出来，所以要长时间地坚持下去。 

要想克服恐惧，就要在治疗中的方方面面都做出努力，还要用你的内部力

量来帮助自己。治疗师和这本书只是一种资源，你才是自己的治疗者，是那个

收集资源、学习技能并坚持练习、在艰难时期坚持不懈直到能控制身体、大脑

和生活的人。通过做这些练习并尝试改变生活方式，你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

已经能感觉到安全，能控制那些令你焦虑和恐惧的事。 

受焦虑折磨这么久，能感觉到焦虑水平降低是很棒的，但面对现实很重要。

焦虑是无法完全治好的，你可以治好恐惧症和惊恐障碍，但这不意味着你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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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感到焦虑。幸运的是你已经有了应对焦虑的工具。 

为防止病情复发，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意识到你在生活中还是会体验到

焦虑。不过现在你已经知道恐惧是暂时的，你可以克服它，你也知道焦虑的感

觉并不危险，是你的思维模式让它看起来很危险。你的技能曾经帮你成功应对

了焦虑，现在它们依然可以发挥作用。而且如果你再也体会不到恐惧，那你又

怎么能知道你正在与它战斗，正在取得进步呢？ 

现在你已经知道焦虑是无法完全从生活中消失的，所以要继续练习治疗中

学习到的放松和应对技能，还要继续暴露到曾经能引起恐惧的情境中。练习技

能不仅能让你相信你可以处理突然出现的恐惧，还能让技能处于准备状态，以

便需要的时候能立即使用。恐惧并未和你有约，不过练习放松和呼吸会让你能

够控制这一不请自来的客人。 

一些特定的情况会让你更容易产生惊恐发作或恐惧反应，了解这些情况可

以让你避免焦虑，或者至少可以让你知道产生焦虑的原因。这些情况包括有压

力的时候、疲劳、疾病、接触了曾经长时间逃避的恐惧情境以及停止用药。了

解了最容易产生恐惧的时间，一旦恐惧产生了，你也可以避免它变得太严重。 

当然，恐惧和焦虑会再出现的，你可以用下面的步骤再次克服它们。每当

你经历一次恐惧，你就多了一次了解自己的机会。可能你正在逃避某一情境而

自己还未察觉到，可能生活中的某些事会让你紧张，需要改变。把焦虑和恐惧

的再次出现作为还有缺陷的信号，然后逐步了解自己并做出改变。 

 

做出改变的五大屏障及克服方法 

1.保持现状是舒服的 

无论你的焦虑症状有多么难受你都可能不愿意去改变，因为保持现状是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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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的，做出改变很痛苦。想想自己为什么不愿意改变，想想是承受短期的痛苦、

做出改变更好，还是一直逃避、一生受焦虑的折磨更好。做出改变的初期，你

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很奇怪、不合适，但你要知道这只是一个适应期，

很快你的新习惯就会变得像你最喜欢的牛仔裤一样舒服合适。 

2.对未知的恐惧 

是的，改变行为模式是令人恐惧的（特别是对焦虑的人）。你可能会担心

别人会对你投来异样的目光，可能会担心你冒了风险就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但这些风险又是治疗所必需的。但你最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助长了恐惧。

即使你因为恐惧而限制自己的行为，你也不可能控制所有的事，你要明白有些

事你可以控制有些事你无法控制。因为逃避那些无法控制的事而受一生的限制，

值得吗？ 

3.做出改变需要努力 

坚持练习、即使在低谷期也不放弃是很难做到的，但时间会为你带来结果，

坚持自己的目标很重要。如果你曾经尝试过改掉一个习惯，如咬指甲，你会知

道改掉习惯是一个艰难的任务，改变思维模式也是一样，只有不断地提醒自己、

坚持不懈地努力才能成功，而且这样做是值得的。如果你发现自己经常推迟练

习，或者不尽全力，你可以和自己签一个合同，把要做的练习全部写下来，然

后签上名，把这份合同当作是有法律效力的那样认真对待，最终你会发现自己

获益良多。 

4.次要收获 

焦虑会满足你的某种需要吗？如果是这样，但你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那么消除焦虑症状就要困难得多。可能你需要他人的额外关注，或是焦虑能让

你有机会逃避责任。如果是这样，那么允许自己设定限度和放假就能帮你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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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问题。现在是时候真正检查一下你的想法，要对自己诚实，没什么可羞愧

的。有时焦虑能够让你知道生活中缺少什么。你的焦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

时有什么别的事情发生吗？仔细思考这些复杂的问题，探究自己最深处的动机。

如果你知道了焦虑能带给你什么，并找到了其他方法满足这些需要，那么你就

可以用积极的方法来得到你想要的。 

 

5.不合理的想法很强大 

如果你不改变不合理的自动化想法，你就无法改变自我击败式的行为。如

果你不是真的想为改变思维模式而努力，那仅仅完成这些练习是没用的。改变

原有的想法需要很强的信念，不仅要建立合理的反驳和新的肯定陈述，还要赋

予它们力量，让它们变得强大，以代替原来的想法。找出你最难消除的想法，

然后再次应用第六章中的练习，要特别注意你所找到的合理反驳，坚持练习来

消除原有想法。原有的想法很顽固，但你最终是可以改变它们的。 

 

更多有助于克服挫折的活动 

释放 

是时候要考虑你要从生活中释放什么才能控制焦虑。有时有些事无法改变，

你只需要释放它们。你可能需要检查生活中的这几个方面： 

 消极的态度 

 对焦虑的担忧 

 消极否定 

 死板的生活规则 

 责任义务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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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人际关系 

 自我怀疑 

 自我意识 

 完美主义 

如果在所有认知训练和检测完成之后，上述几个方面中还有让你难以解决

的问题，那就将这些问题放下吧，不要再想这些无益的事，去做些新的事情。 

正常化 

随着治疗的进行，你不要再将自己看成“有病的”或“疯狂的，这一点很

重要。你只是比一些人更焦虑，但无论你相不相信，事实上很多人比你更焦虑！

通过观察你在一定程度上为了“治疗心理障碍”而做的一些事，你会发现你正

在些许改变自己原来与众不同的特点。也许焦虑让你成为了一个注重细节的人，

这很好呀！花些时间关注焦虑带给你的优点，如果你对自己的改变感到沮丧，

那就找个积极的方法重建那些特点。焦虑让你变得独一无二，单看这一点，它

也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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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旅程 

“不管你如何劳苦和渴望， 

都要在生活的喧嚣纷扰里保持心灵安宁。 

   为幸福努力吧。” 

 

祝贺你可以努力改变未来和控制焦虑。只要坚持练习，你在本书中学到的

呼吸、放松和思考技能可以继续帮助你在日常生活中应对焦虑。而且你也可以

改变生活方式，过上压力更少的生活。这一章会再为你提供一些控制情绪和情

感的练习方法。 

 

辅助治疗 

经过暴露治疗，你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你也许已经不需要再到虚拟现实

医学中心来，不用每周都做书里的练习了。但有些患者发现再进行一些辅助治

疗来监控康复的过程是很有益的。如果你发现自己偶尔会难以控制焦虑，或者

想提高一下技能，虚拟现实医学中心会为你提供辅助治疗。如果你觉得没有必

要，治疗师会为你安排定期会面的时间，你也可以标记下书中对你最有帮助的

练习，当遇到问题时就再进行练习。制定复习计划也是很有用的。标记出有用

的练习之后，自己制定计划定时完成练习，最好提前在日历上做上标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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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做一次、隔一个月做一次或者一个季度做一次，选一种适合你的方式。 

 

授权 

现在你应经控制了自己的认知，是时候掌管自己的生活和所要做的事了。

很多焦虑的人难以做到坚定自信，所以在生活中设定限度是很重要的。向别人

说不行是可以的，别人不会因此而看不起你。高压力的生活方式不利于克服焦

虑，焦虑也不利于形成高效的生活方式。要注意你的压力水平，看看你的限度

在哪里。消除那些没有事实证据的“应该”想法，你“应该”做的事就是照顾

好自己。花些时间考虑一下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就去做，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

这些愿望是否正当合理。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最终只有你自己的

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要记住： 

 寻求帮助是可以的 

 别人向你求助，你不是非帮忙不可 

 你不需要不停地工作来证明自己有价值 

 你不需要事事完美 

 照顾任何人都不如照顾好自己重要 

 要相信事情是按照注定的形式发展的 

 

控制和担心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总是对大事小事都担心？如果这些烦人的担心每天都消

耗你的精力和气力，那就应该消除。要消除不必要的担心，你要学会区分哪些

事情你可以控制哪些事情你不能控制。你可以控制对自己的感受，可以接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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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可以反抗别人，可以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可以控制自己的人际关系。还

有些事你也可以控制： 

 你的生活方式 

 你的家庭生活 

 组织 

 休息 

 运动和饮食 

因为你可以控制这些事，所以如果这些事会引起你的担心，那你就要采取

行动改变它们。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写下来！要用白纸黑字写，这样看起来更

真实、更具体而且可以实现。列出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步骤，然后核对一下。你

会发现，去控制那些你能控制的事可以让你的担心减少。 

还有一些事情是你想控制但控制不了的： 

 意外 

 能找到的工作 

 疾病 

 拒绝 

 坏运气 

 战争 

 偏见 

你要面对现实，无论你做什么都无法改变这些事情，担心也没有用。你可

以找一些办法，让对这些事情的担心不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把注意力放在你拥

有的幸福和你可以改变的事情上。一个方法是记录感激，你需要一个空本子，

每天拿出几分钟时间，写下每天你要感激的事情。通过把注意力从对不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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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的担心转移到对生活中顺利之事的感激，你的担心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 

还有一些可以帮助你减少担心的方法： 

放松或休息通常有助于正确地看待事物 

幽默可以让你不再庸人自扰 

自然地休息一下 

花些时间在兴趣爱好上，或是做些能分散精力但有意义的事 

冥想和放松 

我们之所以喜欢读书和看电影，是因为它们能让我们感受当下，不再想未

来、过去和生活中那些有压力的事。除了思想中止技术和制定行动计划外，还

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你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这种心态。 

呼吸技术可以很有效地帮助你应对紧张情境，或者让你在忙碌的一天中有

机会休息一下。你也可以定期进行一些其他的练习来降低压力水平，带来平静

和安宁感。通过降低焦虑水平，你已经不再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有那么强烈的

反应了，所以你会有更多的精力来处理高压力的情境。 

渐进式肌肉放松会对你有所帮助，这一练习在第五章（48页）已经介绍过，

你也可以在练习中加入其它步骤来提高它的作用，给你带来更多的放松和平静。

你可以把身体的紧张想象成在这一天里困扰你的各种事情，例如，如果你有件

重要的事到了最后期限，想象一下你在那一天的紧张感。试着想象你的每组肌

肉里都有数字，当你拉紧一组肌肉时，想象这些数字被挤进一个球里；当你放

松的时候，球破成碎片，随着你的呼吸飞出你的身体。完成之后，你当然知道

那个迫在眉睫的期限仍然存在，但你会下意识地放下压力，度过一个平静的夜

晚。 

你还可以尝试一下冥想技术。冥想有很多类型，但它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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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就是一次冥想要将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一件事上，你可以选择聚焦的对象。

有一类冥想叫咒语，就是一遍又一遍默默地重复一个音节、一个词或一个短语。

其他类型的冥想会通过盯着一个固定不动的物体来集中注意力。对治疗焦虑最

有效的、也是初学者最容易掌握的一类冥想，是用呼吸作为聚焦点。在做这种

冥想的时候，你不仅可以通过腹式呼吸来减慢身体内的活动，而且也可以清除

头脑中焦虑和不良的想法。 

选定聚焦的物体之后，要记住现在练习的聚焦点不是从头脑中清除焦虑想

法这一目标，这项练习本身才是目标。一旦有想法突然进入脑中（一定会有！），

你要有意识地将注意力移回到原来聚焦的物体上。做这项练习不仅能帮助你关

注当下，还能让你意识到你可以只关注那些你想要关注的想法。 

下面的步骤可以帮助你练习冥想： 

 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常用的姿势有： 

-盘腿坐在地上（最好在臀部下面垫个垫子，让膝盖接触地面）。 

 

 

 

 

 

 

-膝盖分开坐在椅 子上，双手放在大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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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膝跪地，两只脚的大拇指靠在一起，脚后跟向上支撑你的臀部（最好在

脚和臀部之间垫个垫子）。 

 

 

 

 

 

 

  

 背部挺直坐好，头部保持平衡。（如果很难做到，可以将下巴向内收）。下背

部微微拱起。 

 前后左右摇动几次来达到平衡。 

 闭上嘴巴，开始腹式呼吸（在第五章、45 页处介绍过）。把舌头放在上颚处。 

 闭上眼睛。关注自己的身体感觉，感受你下方的地面、也就是身体与其他物

体接触的位置，感受身体与空气交界的地方。 

 练习腹式呼吸，如果呼吸不是你的聚焦点，就不要把太多注意放在呼吸上。

随着练习的进行，你的呼吸会自然地平静下来。 

冥想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可能也是焦虑水平高的人最难做到的）是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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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的或“不需要努力的”态度。这意味着你要停止关心问题，不要思考冥想

做的是否正确。在冥想时你会产生一些想法，最初还可能产生很多想法，这是

冥想过程中的正常阶段，这不表示你做错了或失败了。试着保持“无论发生什

么都不要管”的态度，是时候放下你的完美主义了。 

你可以自己确定冥想时间的长短。最初你可能会觉得冥想很不舒服，那就

不要勉强自己，可以把时间定在 5 分钟之内。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多，你可以适

当延长时间。最有效的练习方法是每天练习两次，每次至少半小时。 

这本书里没有介绍冥想的其他类型和练习方式，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冥想的

信息，可以阅读Davis, Eshelman and McKay所著的《放松和减压手册》（The 

Relaxation & Stress Reduction Workbook）。 

 

玩耍 

这一条很重要。在生活中增加积极的、有趣的“玩耍时间”可以帮助你克

服折磨你的担心和焦虑。如果以前没有，那就从现在开始这一爱好；如果以前

就有，那就要花上更多的时间。你可能想要加入一个俱乐部或去学一些新东西，

或者和家人朋友一起玩牌、做运动，如果你没什么事可做，就做一些日常的轻

度运动。这些活动都可以帮助你更多地聚焦当下，还会让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更

多的积极态度。 

 

对未来的计划 

如果你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或者没有提高： 

可能是你的步伐太快。如果你还没有阅读每个章节一次以上，或是你三心

二意地完成了书里的练习，也不要灰心。仅靠时间和必要的资源很难完全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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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思维和行为模式，但你能读完这些说明你愿意做出改变。也许你需要更多

的资料和动机才能进行应对焦虑所必需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治疗师是你最

好的资源。如果你愿意再试一次，那么不仅要依靠时间和必要的资源，还要有

你自己的支持才能度过之一艰难时期。 

如果你只有些许提高，但还在努力： 

如果你发现做完书里的所有练习却只有很小的提高，感到很沮丧，那么现

在就要挑战你完美主义的思想。我们的大脑一时间只能吸收一定量的技能和概

念，你需要给身体和大脑充足的时间去适应你的改变。你可以一次只复习一个

章节，你会惊奇地发现，在第一次阅读时自己漏掉了多少东西，再一次练习的

不同收获会些许改变你的态度，让你觉得自己有成就。要确保把第一次漏做的

练习都补上，还要重复那些你第一次做时感觉有困难或没有时间做到最好的练

习。可以试着从第十章中寻找一些资源。如果你需要额外的辅助，可以考虑和

爱人、朋友或治疗师一起完成练习。有时他人的观点可以帮助你更客观地了解

自己的行为。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耐心一点，给自己充足的时间将长久的习惯

改为有益的行为。 

如果你觉得焦虑已经不是一个大问题了： 

祝贺你！！！你已经达到了克服焦虑和恐惧的目标，现在你可以进入到治疗

的保持和维护阶段。如果你完全停止了应对技能的练习和认知训练，那你的病

情很有可能复发。如果你能每个月抽出一点时间来巩固治疗，你可以继续获益，

而且能大大降低功亏一篑、重头再来的可能性。 

 每个月都从书中选一章来复习，这样可以巩固你所学的技能，而且每复习一

次就会发现新的、有用的东西。 

 立即抓住你的旧行为。如果你发现不利的习惯又出现了，要立即复习你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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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或肯定陈述。 

 每个月都读一些关于焦虑的某一属性的新内容（你可以先从第十章的资源表

里选择）。不一定要选内容很长的书，可以选择一篇文章或者书里的一个章

节，这样可以给你的技能建立广泛的基础，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使用。 

如果你能坚持这么做，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把压力和焦虑的应对技巧融

入日常生活中，那么你已经踏上了终生控制焦虑之路。 

 

10 

到哪里寻求帮助 

   “生活中英雄精神随处可见。” 

 

如果你觉得专业的帮助可以让你获益更多，有很多地方可以为你提供帮助。

你当地的心理协会会有很多这一领域的专家可以提供不同类型的帮助。下面只

列出了一部分资源。 

 

全国性组织 

 

美国焦虑症学会(Anxiety Disorder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地址：8730 Georgia Avenue, Suite 600 

Silver Spring, MD 20910, USA 

电话：（240）485-1001 

传真：（240）485-1035 

网址：www.adaa.org 

美国焦虑症学会（ADAA）是一个非营利性的会员组织，致力于告知公众、

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立法者，焦虑障碍是真实的、严重的、可治疗的。ADSS 提

出了最早的诊断、治疗和治愈焦虑障碍的方法，并致力于改善焦虑障碍患者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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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地址：750 First Street, NE 

Washington, DC 20002-4242 

电话：（800）374-2721；（202）336-5510 

网址：www.apa.org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心理学会（APA）是一个科学化专业化的组织，它

代表了美国心理学的发展。APA 有 15 万名成员，是全球最大的心理学协会。 

 

 

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地址：1000 Wilson Boulevard, Suite 1825 

Arlington, Va. 22209-3901 

电话：（703）907-7300 

网址：apa@psych.org 

www.psych.org 

美国精神病学会是一个全球认可的专业医疗学会，有 37000 名来自美国和

全世界的医生共同协作，致力于为所有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人文关怀和有效治

疗，其中包括精神发育迟滞和药物性精神障碍。这是现代精神病学的呼声和良

心。学会希望能够提供可用的、易用的、高质量的精神病诊断和治疗方法。 

 

行为疗法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dvancement of Behavior Therapy） 

地址：305 Seventh Avenue - 1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1-6008 

电话：（212）647-1890 

传真：（212）647-1865F 

网址：www.aabt.org 

美国行为疗法研究学会（AABT）是一个非营利性的会员组织，有 4500 名

精神健康领域的专家和学生，在此研究行为疗法和认知行为疗法。他们在网站

上提供了治疗师名册和内容说明书，或者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了解更多的信息。 

 

http://www.apa.org/
http://www.psych.org/
http://www.aab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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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地方的心理学会 

 

你可以上网查询一下当地的心理学组织，或者问一下你的医生，看哪些组

织可以为你提供信息和资源。 

加利福尼亚心理学会（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地址：1022 "G" Street 

Sacramento, CA 95814-0817 

电话：（916）325-9786 

传真：（916）325-9790 

网址：calpsych@calpsychlink.org 

www.calpsychlink.org 

加利福尼亚心理学会（CPA）是一个 501(c)(6)非营利性的专业学会，由一些

有许可的心理学工作者和一些隶属于其他心理服务机构的心理学工作者组成。 

 

洛杉矶心理学会（Los Angeles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地址：17277 Ventura Blvd, Suite 202 

Encino, CA 91316 

电话：(818) 905-0410 

网址：http://www.lapsych.org/ 

 

奥兰治县心理学会（Orange County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地址：P.O. Box 53852 

Irvine, CA. 92619-3852 

电话：949-440-4385 

传真：714-847-5944 

奥兰治县心理学会是加利福尼亚心理学会的一个分会，1960 年建立，为的

是推动心理学成为能够提升人们幸福的科学。 

 

圣地亚哥心理学会（San Diego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地址：2535 Camino del Rio South 

Suite 220 

San Diego, CA 92108 

电话：(619) 297-4825 

传真：(619) 297-5428 

网址：http://www.sdpsych.org/ 

http://www.calpsychlink.org/
http://www.lapsych.org/
http://www.sdpsy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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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心理学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专业组织，致力于加强心理学的专业

性。圣地亚哥心理学会是加利福尼亚心理学会在当地的分会，代表了当地心理

学研究者的不同需要和兴趣。 

 

旧金山心理学会（San Francisco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电话：415-681-3063 

网址：http://www.sfpa.net/ 

旧金山心理学会是加利福尼亚心理学会的一个分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的组

织，在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由一些有许可的心理学家建立。它的原名是海湾地

区心理学会，直到 19 世纪 70 年代，很多的城县都建立了自己的心理学会，旧

金山心理学会才改用现在的名字，它代表了旧金山心理学的发展，它的能力已

经受到国家的认可。 

 

网站 

 

虚拟现实医学中心（The Virtual Reality Medical Center）：www.vrphobia.com 

 

互动媒体研究所（Interactive Media Institute）：www.vrphobia.com/imi 

 

焦虑（Anxieties.com）：www.anxieties.com/home.htm 

焦虑和惊恐书店（Anxiety and Panic Book Store）：www.wellnessbooks.com/anxiety 

 

焦虑和惊恐网络资源（Anxiety and Panic Internet Resource）：www.algy.com/anxiety 

 

《焦虑障碍及治疗》（Anxiety Disorders and Their Treatment）：一本有依据的批判性文献

综 述 ， 作 者 ： M.M. Antony and R.P. Swinson （ 加 拿 大 卫 生 部 ， 1996 ） ：

www.hc-sc.gc.ca/hppb/mentalhealth/pdfs/anxiety_review.pdf. 

 

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s Cyberpsych Penpals）：www.cyberpsych.org/cgi-bin/penpals.pl 

 

焦虑国际网（Anxiety Network International）：www.anxietynetwork.com 

 

焦虑救援中心【Anxiety Relief Center（Bristol-Myers Squibb）】：www.anxiety-relief.com 

 

http://www.sfpa.net/
http://www.vrphobia.com/
http://www.vrphobia.com/imi
http://www.anxieties.com/home.htm
http://www.wellnessbooks.com/anxiety
http://www.algy.com/anxiety
http://www.hc-sc.gc.ca/hppb/mentalhealth/pdfs/anxiety_review.pdf
http://www.cyberpsych.org/cgi-bin/penpals.pl
http://www.anxietynetwork.com/
http://www.anxiety-relie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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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和焦虑治疗 -加拿大网【Canadian Network for Mood and Anxiety Treatments

（CANMAT）】：www.canmat.org 

 

CBT 网站：www.cognitivetherapy.com 

 

对焦虑障碍信息和资源的医生指导（Doctor’s Guide to Anxiety Disorders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www.pslgroup.com/anxiety.htm 

 

网络心理健康（Internet Mental Health）：www.mentalhealth.com 

 

美国国家焦虑基金会（National Anxiety Foundation）：www.Lexington-on-line.com/naf.html 

 

NIMH 焦虑障碍教育计划（NIMH Anxiety Disorders Education Program）： 

http://www.nimh.nih.gov/anxiety/anxietymenu.cfm 

 

Paxil焦虑障碍（Paxil anxiety Disorders Page）：http://www.paxil.com/?a=1# 

 

羞怯（Shyness Home Page:）：www.shyness.com 

 

社交焦虑网（Social Anxiety Network）：www.social--anxiety-network.com 

 

社交恐惧/社交焦虑协会（Social Phobia/Social Anxiety Association）：www.socialphobia.org 

 

虚拟现实自助中心（The Virtual Reality Self-Help Center）：www.vrselfhelp.com 

 

书籍 

 

广场恐惧症和惊恐 

《成年人的恐惧症和惊恐：评估和治疗指南》.（Phobic Disorders and Panic in Adults:AGuide 

to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作者：Antony, M.M., Swinson, R.P. (2000), 

出版者：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惊恐障碍与焦虑障碍121种技巧，应用于现实生活的建议、资源及更多内容，第二版》（Panic 

and Anxiety Disorder: 121 Tips, Real-life Advice, Resources & More, Second Edition） 

作者：Association. Buell, L.M. (2003). 

出版者：Poway, CA: Simplify Life 

 

《掌握你的焦虑和惊恐，第三版：顾客手册》（Mastery of your anxiety and panic, thirdedition 

(MAP-3): Client workbook） 

作者：Craske, M.G., & Barlow, D.H. (2000). 

出版者：San Antonio, TX: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http://www.canmat.org/
http://www.cognitivetherapy.com/
http://www.pslgroup.com/anxiety.htm
http://www.mentalhealth.com/
http://www.lexington-on-line.com/naf.html
http://www.nimh.nih.gov/anxiety/anxietymenu.cfm
http://www.paxil.com/?a=1
http://www.shyness.com/
http://www.social--anxiety-network.com/
http://www.socialphobia.org/
http://www.vrselfhel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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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你的焦虑和惊恐，第三版：广场恐惧症的顾客手册》（Mastery of your anxiety and panic, 

thirdedition (MAP-3): Client workbook for agoraphobia） 

作者：Craske, M.G., & Barlow, D.H. (2000). 

出版者：Antonio, TX: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停止焦虑药物：停止使用苯二氮类药物进行惊恐控制治疗：顾客手册》（Stopping anxiety 

medication:Panic control therapy for benzodiazepine discontinuation: Client workbook） 

作者：o, M.W., Pollack, M.H., &Barlow, D.H. (1996). 

出版者：Antonio, TX: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惊恐障碍：事实》（Panic disorder: The facts） 

作者：Rachman, S., & deSilva, P. (1996) 

出版者：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暴露你自己！》（Expose Yourself!）.San Diego.  

作者：Wiederhold, B.K. (2003). 

出版者：San Diego: Virtual Reality Medical Center 

 

《不要惊恐：控制焦虑发作（rev. ed）》（Don’t panic: Taking control of anxiety attacks (rev. 

ed) 

作者：Wilson, R.R. (1996). 

出版者：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终结惊恐：克服惊恐障碍的突破性技术，第二版》（An end to panic: Breakthrough 

techniques for overcoming panic disorder (2nd ed.)） 

作者：Zuercher-White, E. (1997) 

出版者：Oakland, CA: New Harbinger 

 

《克服惊恐障碍和广场恐惧症：顾客手册》（Overcoming panic disorder and agoraphobia: 

Client manual） 

作者：Zuecher-White, E. (1999). 

出版者：Oakland, CA: New Harbinger 

 

驾驶恐惧 

《无恐惧地驾驶：独立和无焦虑的驾驶指导》（The Insecure Driver's Guide to Independence 

and Anxiety-Free Driving） 

作者：Klein, Norman. (2000). 

出版者：1st Books Library. ISBN: 1587215004 

 

《暴露你自己！》（Expose Yourself!）.San Diego.  

作者：Wiederhold, B.K. (2003). 

出版者：San Diego: Virtual Reality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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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恐惧 

《坐飞机？不恐惧！：飞行恐惧者的手册》（Flying? No Fear!: A Handbook for 

ApprehensiveFlyers） 

作者：Akers-Douglas, A., Georgiou, G. (1998). 

Summerdale Publications Limited 

 

《没有恐惧地坐飞机》（Flying without fear） 

作者：Brown, D. (1996). 

出版者：Oakland, CA: New Harbinger 

 

《无畏的飞行者：如何舒适而无恐惧地坐飞机》（The fearless flyer: How to fly in comfort and 

without trepidation） 

作者：Hartman C., & Huffaker, J.S. (1995). 

出版者：Portland, OR: Eighth Mountain Press 

 

《暴露你自己！》（Expose Yourself!）.San Diego.  

作者：Wiederhold, B.K. (2003). 

出版者：San Diego: Virtual Reality Medical Center 

 

一般性焦虑和压力管理 

《应对惊恐：一个不用药就能处理焦虑发作》（Coping with Panic: A Drug-Free Approach to 

Dealing with Anxiety Attacks） 

作者：Clum, G.A. 

 

《放松和减压手册：治愈你的担忧、抑郁、长期焦虑和恐惧》（Cure Yourself of Worry, 

Depression, Chronic Anxiety and Fear）（The Relaxation and Stress Reduction Workbook: 

Cure Yourself of Worry, Depression, Chronic Anxiety and Fear） 

作者：Davis, M. Eshelmen, E.R., McKay, M. 

 

《灭顶之灾：理解并应对恐惧症、惊恐和强迫症》（Understanding & Coping with Phobias, 

Panic and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s） 

作者：Dumont, R. 

 

《从焦虑走向自由的旅程：克服惊恐和恐惧症，学会相信自己》（Journey From Anxiety to 

Freedom: Moving Beyond Panic and Phobias and Learning to Trust Yourself） 

作者：Feninger, M. 

 

《焦虑、恐惧症和惊恐：逐步的计划帮你重新控制生活》（A Step-By-Step Program for 

Regaining Control of Your Life） 

作者：Peurifoy, R.Z. 

 

《职业女性的压力管理指南》（The Working Woman’s Guide to Managing Stress） 

作者：Powell, J.R., George-Warre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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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恐惧：帮助和祝福有焦虑、惊恐发作和恐惧症的人》（Triumph Over Fear: A Book of 

Help and Hope for People with Anxiety, Panic Attacks and Phobias） 

作者：Ross, J. 

 

《暴露你自己！》（Expose Yourself!）.San Diego.  

作者：Wiederhold, B.K. (2003). 

出版者：San Diego: Virtual Reality Medical Center 

 

《不要害怕：控制焦虑发作》（Don’t Panic: Taking Control of Anxiety Attacks） 

作者：Wilson, R.R. 

 

《终结惊恐：克服惊恐障碍的突破性技术》（An End to Panic: Breakthrough Techniques for 

Overcoming Panic Disorder） 

作者：Zuercher-White, E. 

 

医疗恐惧 

《无恐惧的治疗：怎样克服对医生、医院和保健中心的恐惧，实现真正的治愈》（Healing 

without Fear: How to Overcome Your Fear of Doctors, Hospitals, and the Health Care 

System and Find Your Way to True Healing） 

作者：Reinhardt, L.A., Jealous, J. (2002). 

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暴露你自己！》（Expose Yourself!）.San Diego.  

作者：Wiederhold, B.K. (2003). 

出版者：San Diego: Virtual Reality Medical Center 

 

公众演讲恐惧 

你可以从电子杂志上得到免费的“每月演讲技巧”（ monthly speaking tips），会直接通过

电子邮件发送到你的邮箱里。请到这个网站报名：http://www.ljlseminars.com/monthtip.htm 

 

《克服日常生活中的怯场》（Overcoming Stage Fright in Everyday Life）. 

作者：Ashley, Joyce (1996). 

出版者：Clarkson N. Potter. 

 

《不再紧张：克服害羞、怯场、面试焦虑和公众演讲恐惧》（Overcoming Shyness, 

Stagefright,Interview Anxiety, and Fear of Public Speaking） 

作者：Desberg, Peter (1996). 

出版者：New Harbinger Publications 

 

《在聚光灯下：克服公众演讲和表演的恐惧》（In The Spotlight: Overcome Your Fear of 

Public Speaking and Performing） 

作者：Esposito, Janet (2000). 

出版者：Strong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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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瓜指南-成功的商务展示》（The complete idiot’s guide to successful business 

presentations.）  

作者：Kroeger, L. (1997). 

出版者：New York: Alpha Books 

 

《傻瓜的成功展示》（Successful presentations for dummies） 

作者：Kushner, M. (1996). 

出版者：Foster City, CA: IDG Books 

 

《新的演讲力量：克服演讲恐惧的大脑-身体法》（New Talkpower: The Mind-Body Way to 

Speak Without Fear） 

作者：Rogers, Natalie H. (1999). 

出版者：Capital Books Inc. 

 

《傻瓜指南-自信地公众演讲》（The complete idiot’s guide to speaking in public with 

confidence） 

作者：Rozakis, L. (1996). 

出版者：New York: Alpha Books 

 

《暴露你自己！》（Expose Yourself!）.San Diego.  

作者：Wiederhold, B.K. (2003). 

出版者：San Diego: Virtual Reality Medical Center 

 

社交恐惧症 

《羞怯和社交焦虑手册：用循序渐进的技术克服恐惧》（Shyness and social anxiety workbook: 

Proven step-by-step techniques for overcoming your fear） 

作者：Antony, M.M., & Swinson, R.P. (2000). 

出版者：Oakland, CA: New Harbinger 

 

《傻瓜的约会》（Dating for dummies） 

作者：Browne, J. (1997). 

出版者：Foster City, CA: IDG Books 

 

《傻瓜指南-自信》（The complete idiot’s guide to assertiveness） 

作者：Davidson, J. (1997). 

出版者：New York: Alpha Books 

 

《不再紧张：克服害羞、怯场、面试焦虑和公众演讲恐惧》（Overcoming Shyness, 

Stagefright,Interview Anxiety, and Fear of Public Speaking） 

作者：Desberg, P. (1996). 

出版者：New Harbinger Publications 

 

《管理社交恐惧》（Managing social anxiety） 

作者：Hope, D.A., Heimberg, R.G., Juster, H.R., & Turk, C.L.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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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者：San Antonio, TX: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自信：一个积极的过程》（Assertiveness: A positive process） 

作者：Hopson, B., & Scally, M. (1993). 

出版者：San Digo, CA:Pfeiffer/Mercury Books. 

 

Hopson, B., & Scally, M. (1993).《激发自信的沟通技巧》（Communication skills to inspire 

confidence）. San Diego: Pfeiffer/Mercury Books 

 

《死亡的尴尬：帮助有社交焦虑和恐惧的人》（Dying of embarrassment:Help for social 

anxiety and phobia） 

作者：Markway, B.G., Carmin, C.N., Pollard, C.A., & Flynn, T. (1992). 

出版者：Oakland, CA: New Harbinger 

 

《痛苦的羞怯：怎样克服社交焦虑，收回你的生活》（Painfully Shy: How to Overcome Social 

Anxiety and Reclaim Your Life） 

作者：Markway, P.G. (2001) 

出版者：St. Martin's Press 

 

《社交恐惧症：从害羞道怯场》（Social phobia: From Shyness to stage fright） 

作者：Marshall, J.R. (1994) 

出版者：New York, NY:Basic-Books 

 

《消息：交流技巧之书，第二版》（Messages: The communications skills book (2nd ed.)）.  

作者：McKay, M., Davis, M., & Fanning, P. (1995). 

出版者：Oakland, CA: New Harbinger 

 

《成功的自信》（Successful assertiveness） 

作者：Michelli, D. (1997). 

出版者：Haupauge, NY: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克服羞怯和社交恐惧症：循序渐进的指导》（Overcoming shyness and social phobia: A 

step-by-step guide） 

作者：Rapee, R.M. (1998). 

出版者：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表演焦虑》（Performance anxiety） 

作者：Robin, M.W., & Balter, R. (1995). 

出版者：Holbrook, MA: Adams Publishing 

 

《羞怯的脸：理解和克服社交焦虑》（The hidden face of shyness: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social anxiety） 

作者：Schneier, F., & Welkowitz, L. (1996). 

出版者：New York: Avon Books 

 

《战胜羞怯：攻克羞怯和社交焦虑》（Triumph Over Shyness: Conquering Shyness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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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xiety） 

作者：Stein, M.G., Walker, J.R. (2001). 

出版者：McGraw-Hill/Contemporary Books 

 

《再次约会的非正式指导》（The unofficial guide to dating again）. 

作者：Tessina, T. (1998). 

出版者：New York: MacMillan 

 

《暴露你自己！》（Expose Yourself!）.San Diego.  

作者：Wiederhold, B.K. (2003). 

出版者：San Diego: Virtual Reality Medical Center 

 

 

水恐惧 

网络之水：鱼的世界（Water Online: A Fish’s World） http://library.thinkquest.org/C0110225/ 

Index.shtml 

 

克服对水的恐惧（Overcoming fear of water） http://tn.essortment.com/fearofwater_rceg.htm 

 

《暴露你自己！》（Expose Yourself!）.San Diego.  

作者：Wiederhold, B.K. (2003). 

出版者：San Diego: Virtual Reality Medical Center 

 

录像带和录音带 

 

驾驶恐惧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克服高速公路和公路驾驶恐惧/录音带（我能做到）【Driving Freeways: 

Overcoming the Fear of Freeways and Freeway Driving/Cassette (I Can Do It)】 

作者：Edmund J. Bourne, Ph.D. 

录音带；尺寸(英寸)：1.00x7.25x4.50 

出版商：New Harbinger Pubns;(1994年11月)  ASIN: 1879237881 

 

开车去远方（我能做到）【Driving Far from Home (I Can Do It)】 

作者：Edmund J. Bourne, Ph.D. 

录音带；尺寸（英寸）：0.75 x 7.25 x 4.50 

出版者：New Harbinger Publications; (1995年6月) ISBN: 1572240148 

 

http://tn.essortment.com/fearofwater_rce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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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恐惧 

无恐惧的飞行【Fearless Flying】（2000） 

导演：Michael Rybak 

 

在舒服地带飞行：克服飞行恐惧【Flying in the Comfort Zone: Overcoming Your Fear of 

Flying】（2001） 

导演：Michael P. Tomaro, Ph.D. 

 

自信地飞行：克服飞行恐惧【Flying With Confidence: Overcome your Fear of Flying】（1998） 

 

有生物反馈的放松飞行【Flying Relaxed with Biofeedback】 

作者：Michael Spevack, Ph.D. 

Thought Technology Limited 

 

无恐惧地飞行：对放松飞行的指导性冥想【Fly Without Fear: Guided Meditations for a 

Relaxing Flight】 

出版者：Soft Stone Publishing; (2002年7月) ISBN: 1886198144 

 

医疗恐惧 

克服对牙医的恐惧：控制牙科恐惧的自主指南/录音带【Overcoming Your Fear of the Dentist: 

A Self-Help Audiotaped Guide to Controlling Dental Fears】 

作者：Leonard G. Horowitz Healthy World Dist; 1987年12月 

 

不必害怕牙医【Don't Fear the Dentist】 

作者：Albert Smith 

出版者：Albert Smith Health Cassettes;( 2001年7月) 

 

公众演讲恐惧 

标准的反常者-学习公众演讲【The Standard Deviants - Learn Public Speaking】（2000）/DVD

或录像带 

 

轻松进行公众演讲【Public Speaking Made Easy】（1998） 

 

容易的事-公众演讲【No-Brainers on Public Speaking】（2000）/录像带 

 

容易的事-公众演讲2【No-Brainers on Public Speaking2】（2002）/录像带 

 

雷雨恐惧 

大自然的声音：令人振奋的雷雨【Sounds of Nature: Electrifying Thunderst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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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的劝说：大自然的声音（特殊音乐系列）【Gentle Persuasion: The Sounds Of Nature 

(Special Music Series)】 

音频CD(1992年3月30日)；原版发行日期:1987年；标签: Spj Music 

 

令人振奋的雷雨【Electrifying Thunderstorms】 

音频CD(1997年2月14日)；标签: Special Music Company 

 

水恐惧 

奇迹般的游泳者：怎样克服在浅水和深水中的恐惧和不适【The Miracle Swimmer: How To 

Overcome Fear and Discomfort in Water, Shallow and Deep】（2000）/录像带 

导演：TSI M. Ellen Dash 

 

反馈表 

我非常需要听到你对这本书的内容和练习的体验。请告诉我你所遇到的困

难和你的建议，这可以帮助我对书的内容做一些调整，进而可以帮助到其他人。

请把这一页复印下来，然后寄到下面的地址： 

The Virtual Reality Medical Center（虚拟现实医学中心） 

6160 Cornerstone Court East 

San Diego, CA 92121 

 

或者请你根据自己的真实想法回答下面的问题。你也可以对这本书做些评

价，然后用电子邮件发送到 cyberpsych@vrphobia.com 

谢谢你。祝你成功！ 

Brenda K. Wiederhold 

 

1.总的来说，你觉得这本书所提供的信息怎么样？为什么？ 

 

2.你不喜欢书中的哪些内容？为什么？ 

 

mailto:然后用电子邮件发送到cyberpsych@vrphob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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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觉得哪些技术和练习最有用？怎样有用？ 

 

4.哪些最没有用？为什么？ 

 

5.你想对改进这本书的内容提些建议吗？ 

 

6.你对这本书还有其他评价吗？ 

工作表#1：绘制你的焦虑地图 

 

日期和时间 症状持续时间 症状强烈程度

（SUDS） 

距上次记录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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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2：反驳自动化的信念 

 

事件 感受 

（用一个

词描述） 

焦虑程度

（0-100） 

自动化

想法（相

信程度：

1-100） 

种类 支持想

法的证

据 

理性反应 新的焦

虑水平 

替代想法

（肯定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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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3：内感受暴露进程记录 

练习#        

日期 持续时间 SUDS 

（0-100） 

与惊恐时相近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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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表#4：暴露你自己！ 

我的目标： 

第一步 期限 

第二步 期限 

第三步 期限 

第四步 期限 

第五步 期限 

第六步 期限 

第七步 期限 

 

 

我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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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自己的放松磁带 

    虽然现在能够找到很多专业的关于放松的磁带，但你可能希望能够录一盘

自己使用的磁带。下面是一个样例脚本，其中包括了放松呼吸、肌肉放松和视

觉化技术。要灵活运用这一脚本、根据自己的需要录制。 

放松脚本 

第一部分—呼吸 

闭上眼睛。把手放在腹部。缓慢地用鼻子把空气深深地吸入腹部。当你准

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听听空气经过你唇边的嗖嗖声。现在，再深呼吸一口清

新的空气，深深地吸入腹部。感觉你的腹部在被你吸入的空气向外推。呼气的

时候，再慢慢地把你的腹部推回去。每呼吸一次，你会感觉越来越放松。准备

好后，就用鼻子缓慢地吸气，随着呼气释放出全部的焦虑和压力。每一次呼吸

都要放松你的身体，同时让头脑变得安静。你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也没有什么事

情要做。你只要放松头脑和身体，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间。下一次深呼吸的时

候，想象清洁、纯净的空气散布你的全身，像磁铁一样吸走你所有的焦虑和压

力。呼气的时候，想象焦虑和压力伴随着你呼出的空气离开你的身体。现在让

你的呼吸再缓慢一些。每一次呼吸都让你越来越放松。你正在静静地、平和地、



 117 

很轻松、很自然地呼吸。每次呼气的时候，都要默默地告诉自己：“放松”。继

续吸气呼气，每次呼气的时候都对自己说“放松”。当你的思绪从呼吸上离开时，

不要管它，继续说“放松”。之后的 60 秒，要缓慢地、平静地呼吸，每呼吸一

次就就说“放松”。（暂停 60 秒）。 

 

第二部分—肌肉放松 

现在我希望你能把所有你感受到的肌肉紧张都放松下来。首先，拉紧你的

右小腿和右脚—1,2,3,4,5，现在放松。放松的同时，把紧绷的肌肉和松散的、

放松的肌肉进行对比。现在再尝试做左腿。拉紧左小腿和左脚—1,2,3,4,5，现

在放松。现在到右四头肌，或者说是右大腿的肌肉。拉紧—1,2,3,4,5，然后放

松。注意感受肌肉松散和放松时的舒适感觉。你的胳膊和腿很重很温暖。你的

整个身体都变得镇定、平静和放松。现在做左腿。拉紧左大腿的肌肉—

1,2,3,4,5，然后放松。现在是你的下背部和腹部。拉紧—1,2,3,4,5，然后放

松。感受一下当你的身体越来越放松的时候，呼吸也变得更加轻松了。现在放

松你的胸部、颈部和肩膀的肌肉。每次呼吸时，让肩膀下降，感受你的胸部、

颈部和肩膀的放松。感觉你身体的全部重量都放在你所倚靠的东西上。现在放

松你的下巴。让你脸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平滑放松。感觉平静和放松感从你的头

顶一直流淌到脚趾尖。放松并享受一下这种感觉。没有什么地方要去的也没有

什么事情要做。 

 

第三部分—特别的地方 

现在想象一个让你感觉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可以是你以前去过的、现在

所在的、或是你想去的地方。室内或室外的都可以，由你决定。这是一个你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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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安全的地方，在这里你可以很放松，没有任何担心也不会受到任何打扰。想

象你现在去了那里。你可以看到那个特别地方里所有东西的颜色和材质。（暂停

15 秒）现在开始听那个特别地方的声音。（暂停 15 秒）现在用鼻子做一次深呼

吸，让那个特别地方的气味充满你的所有感觉。注意感受那个特别的地方带给

你的沐浴在放松中的感觉。这是属于你的特别的地方，在这里休息一会，收集

它给你提供的力量。（暂停 60 秒） 

 

第四部分—放松暗示 

现在，保持深度放松的状态，然后用你的右手轻轻地抓住左手腕。这是你

放松的暗示。从现在起，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用这种方式握住手腕，你就会感

觉到平静和放松感流遍全身。再做一次腹式呼吸，深深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感受这次呼吸更新了你的身体。感受放松所提供给你的、有治疗作用的能量随

着你的呼吸进入你的身体，然后散步到全身。通过用这种方式将你的手和手腕

连接起来，你完成了一个回路，你让有治疗作用的能量自由地流淌到身体各处。

在任何时候只要你希望再次获得现在这样放松的感受，就用右手握住你的左手

腕。（暂停 15 秒） 

 

第五部分—结束 

现在是时候再次聚焦当下。轻轻地把你的思绪带回到现在。听听你周围的

声音，感受你所倚靠的东西。每呼吸一次，你的头脑都会变得更警觉，但是你

的身体仍然保持完全的放松和平静。注意感觉肌肉的松散感。我会数五下，你

要随着做五次呼吸。第五次的时候，睁开眼睛，感觉到精神复苏、重新振奋。

你是警觉的，但仍然很放松。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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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等级样例 

创建可以使用的暴露情境的等级，然后一小步一小步循序渐进地完成，这

样可以让你更轻松地面对恐惧。下面是不同特定对象恐惧症的暴露等级样例。

以下面的例子为基础，根据自己的恐惧类型量体裁衣，创建适合自己的暴露等

级。 

动物恐惧症 

每个人的暴露等级都不一样，下面以蜘蛛恐惧症为例： 

 从远处看蜘蛛的照片，然后逐渐靠近。 

 看一部介绍蜘蛛的电影或录像带。 

 去宠物店透过玻璃看活的蜘蛛。 

 从外面触摸蜘蛛所在位置的那块玻璃。 

 安排一位蜘蛛（毛蜘蛛）的饲养者和你一起练习。让他拿着蜘蛛，站在你所

能接受的离你最近的地方。 

 用你的指尖触摸一下蜘蛛。 

 把手放在蜘蛛的上方。 

 拿着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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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闭恐惧症 

每个人的恐惧情境都不同，下面以电梯情境的暴露等级为例： 

 和一位同伴一起靠近电梯，看着电梯几分钟。 

 和同伴一起走进电梯里，开着电梯门。 

 和同伴一起走进电梯里，关上电梯门。 

 和同伴一起乘电梯上一层楼。 

 尝试和同伴一起乘电梯上两层或更多层楼。 

 尝试单独乘电梯上几层楼，出来的时候让同伴在电梯门口等你。 

 单独乘电梯上几层楼，出来时不让同伴在门口等你。 

 单独乘坐一部陌生的电梯。你能做到的！ 

 

驾驶恐惧 

暴露等级要根据你最恐惧的情境来定，所以你的暴露情境等级也会和其他

人不同。你可以根据下面的样例来制定自己的等级： 

 和同伴一起在车里坐五分钟。 

 坐在车上，让同伴开过一个街区。 

 和同伴一起在住宅区里乘车 15 分钟。 

 和同伴一起在更拥挤的商业区里乘车 15 分钟。 

 和同伴一起在高速公路上乘车几分钟。 

 和同伴一起在交通高峰期乘车几分钟。 

 和同伴一起在山路上乘车几分钟。 

 练习从家里乘车到更远的地方，直到你觉得完全舒服了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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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复 1-8 步，但不是乘车而是你自己开车，同伴乘坐。记得练习通过车道和

变换车道。 

 重复 1-8 步，但要独自开车，没有同伴陪同。 

不要将这几次开车出行设计的太紧张和枯燥，不要只为开车而开车，而是

要把开车作为出行的一个有趣的部分。可以一边开车一边欣赏风景，或者开车

去你最喜欢的购物中心和饭店。当你更加自信之后（你一定会的！），就开车去

一些新的、不熟悉的地方。现在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身体反应和行为了，

而不再让它们控制你。 

 

飞行恐惧 

请一位同伴来陪伴你可以增加安全感，而且也可以提醒你使用放松和呼吸

技术。下面是飞行恐惧的等级样例： 

 开车在停车场周围和机场候机楼外面转一转。 

 把车停在机场的停车场里，停留一会，用几分钟时间听一听广播。 

 和同伴一起进入候机楼，用几分钟时间在里面走一走。 

 独自进入候机楼，用几分钟时间四处看一看。 

 和同伴一起去看看在地面上停着的飞机。 

 独自进入飞机里，在里面停留 5 分钟左右。 

 和同伴一起进入飞机里，在座位上坐几分钟，系上安全带。 

 独自进入飞机里，在座位上坐 10-15 分钟，系上安全带。 

 和同伴一起进行一次短程飞行（10-30 分钟）。 

 和同伴一起进行一次较长的飞行。 

 重复第 9 和第 10 步，但要独自完成。（你可能想要一台 DVD 机来帮助分散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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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力。可参见 www.inmotionpictures.com）。 

要让这些行程有趣一些。第 1 步中，你可以安排更长的开车行程，路上做

些自己喜欢的事。第 3 和第 4 步中，可以在机场吃午饭，不需要去很拥挤的主

机楼，可以先去看看特技飞机和滑翔机飞行。可以在周末进行第一次飞行，自

己选择一个喜欢的目的地。通过创制个性化的暴露等级，并将飞行与快乐的记

忆相联系，你的恐惧和克服恐惧的过程会成为人生中快乐的一部分。 

 

恐高症 

下面是恐高症的暴露等级样例： 

 去只有 1 层的楼里，从窗户向外看几秒钟，然后逐渐练习到几分钟。 

 和同伴一起进入一个 2 层楼里，从二层的窗户向外看 30-60 秒，然后逐渐练

习到 5 分钟。要确保你向下看和向前看时都感到舒服。 

 重复第 2 步，但要独自完成。可以看看圣地亚哥会展中心这样的地方，看一

下窗外发生的事情。 

 去 3 层和 4 层的楼里，重复第 2-4 步。 

 和同伴一起去有 5-10 层的楼里，从第 5 层上到第 10 层，每层都找一个露天

的地方向外看，向前和向下看都要练习。 

 独自完成第 6 步。 

 重复上面的步骤，但不是从窗户向外看，而是到露天的平台上练习，先从有

高栏杆的开始，然后到没有高栏杆的。 

当然这项练习很快就会让你感到很枯燥，所以要尽量设计的个性化、有趣。

可以安排去有多层楼的餐厅吃饭或去有多层楼的商店购物（一定要去有窗户的

地方！）。要选能看到风景的楼或桥，不要选景致不好的建筑。可以去有高处的

http://www.inmotionpictu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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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徒步旅行或散步，还可以去以前没有去过的旅游景点。 

 

医疗恐惧症或牙科恐惧症 

下面是恐惧打针或抽血的人可以参考的暴露等级样例。最初最好和同伴一

起完成这些步骤。 

 参观一家医院或诊所，在普通候诊室坐几分钟。 

 去同一家医院，进入化验候诊室。让自己适应这里的气味和声音，同时练习

放松技术。看一看这里进进出出的人。 

 看注射器、针头和注射的图片。看抽血和针头扎入皮肤里的照片，试着让自

己越来越舒服。 

 看有关打针和抽血的电影或电视节目。 

 如果你有朋友或家人需要打针或抽血，最好能和他一起去。试着看他打针或

抽血的整个过程，同时练习放松。 

 试着用针头（干净的）和注射器轻轻碰触自己的胳膊。（可以向有糖尿病的

朋友要针头，或者看看你的医生能不能帮忙。） 

 自己去预约打一次针。 

 

伴有广场恐惧症的惊恐障碍 

和任何一种恐惧症一样，对伴有广场恐惧症的惊恐障碍的治疗要制定适合

个人需要的暴露等级，暴露可以导致逐步的脱敏。下面的等级样例可以帮助有

广场恐惧症的人做到能去商场购物。 

 和同伴一起在商店里停留 5 分钟。 

 单独在商店里停留 5 分钟。 



 124 

 在没有人或只有一个人在你前面排队时，去快速结账处买一样东西。 

 在快速结账处买几样东西。 

 在有一个或两个人在你前面排队时，去常规结账处买一样东西。 

 在有两个人或更多人在你前面排队时，去常规结账处买几样东西。 

 去不同的商场，重复上面的步骤。 

你可能想通过去听音乐会、看戏剧、看棒球或足球赛来练习适应人群。去

一些主题公园也很有用。 

公众演讲恐惧 

每个人都需要制定适合自己的暴露计划，下面是一个暴露等级样例： 

 独自在镜子前背诵《效忠誓词》或者其他你所知道的材料。 

 在几位亲密的朋友或家人面前背诵同一篇材料。 

 在一些跟你不是特别熟、但还不会让你感到很紧张的人面前（如班级或讨论

小组）背诵这篇材料。 

 重复第 1-3 步，但要用你自己写好的讲稿。 

 在少数陌生人面前讲话。 

 在很多陌生人面前讲话。 

 重复第 5 和第 6 步，但没有现成的讲稿，只有简要的大纲。 

 重复第 5 和第 6 步，但没有讲稿和大纲。 

 

社交恐惧症 

和任何一种恐惧症一样，对社交恐惧症的治疗要制定适合个人需要的暴露

等级，暴露可以导致逐步的脱敏。下面的等级样例可以帮助有社交恐惧症的人

做到能够和一群人交谈。在完成下面的步骤时，最好能有熟悉的人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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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同伴一起加入到一小群熟人中，停留 5-10 分钟。多加入几次直到你感觉舒

服。 

 在没有同伴陪同时重复上一步。 

 和同伴一起加入到一些朋友中，和他们交谈。 

 在没有同伴陪同时重复上一步。 

 在同伴的陪同下，到购物中心向陌生人询问时间，或者到餐厅向服务员询问

关于菜单的问题。 

 在没有同伴陪同时，和熟人交谈 5-10 分钟。 

 和同伴一起加入一大群人中，并和他们交谈几分钟（例如在聚会上）。 

 独自加入到一大群人中，和他们交谈尽可能长的时间。你可以加入一个社交

团体，这样做起来会更容易。 

 

雷雨恐惧症 

人们可能会对各种类型的天气产生恐惧，所以每个人的暴露情境都不相同。

下面是克服这一类恐惧症的暴露等级样例： 

 开始先看乌云的图片，然后看暴风雨的图片（带有闪电），每张图片上暴风

雨的强度要逐渐增加，一直看到焦虑水平降低为止。 

 坐在一个舒服温暖的地方听雷声。要练习呼吸，保持放松，可以闭上眼睛。 

 将第 1 步中的照片和第 2 步中的雷声结合起来。边看边听，直到你达到比较

舒服的状态。 

 在凉爽的天气里、或者晚上，坐到室外，重复第 3 步。 

 如果能实现的话，可以进行一次模拟体验。如果不能，就看一部主题是暴风

雨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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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恐惧症 

利用游泳，我们可以设计很多暴露情境等级。你可能想在公共游泳池里、

在游泳教练的指导下开始练习，也可能想先找个可以把头浸入水里的地方开始

练习。下面是一个暴露等级样例，可以让你在把头浸入水里时感到舒服些。一

定要在同伴的陪同下进行！ 

 坐在游泳池或 Jacuzzi 按摩浴缸的边缘上，把脚放进水里 5 分钟。 

 进入游泳池或浴缸，让水到你的腰部，在水里停留 5 分钟。 

 走进水更深的地方，让水到你的肩部，抓着水池边在水里停留几分钟。 

 重复上一步，但不要抓着水池边。 

 快速把头浸入水里然后出来。 

 屏住呼吸，把头浸入水里尽可能长的时间，要确保脚下站稳。 

 在更大的水池中（如湖中）重复第 1-3 步，但不要到河里或海里练习，尤其

是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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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对象恐惧症的统计数据 

下面是一些统计数据，这些可以帮助你克服认知障碍，有利于克服恐惧。

这些具体数据清楚地显示了意外发生的可能性，这可以抵消你不合理的想法和

担心。 

动物恐惧症的统计数据 

最近美国总结了 1989 年至 1993 年，美国所报道的被蜘蛛咬伤的事件。总

结显示，每年都有将近 5000 人被蜘蛛咬伤。（疾病控制中心） 

从 1979 年到 1994 年，美国有 279 人因被狗攻击而死亡。（Sacks et al 1989; 

Sacks et al 1996） 

19 世纪 90 年代，美国平均每年因动物攻击引起的死亡事故： 

狗—18（杂志：儿科学） 

蛇—15（疾病控制中心） 

鲨鱼—0.4（国际鲨鱼攻击档案，2003年 7 月 15 日） 

“国际鲨鱼攻击档案”显示，每年都有 54-58起鲨鱼攻击事件。但在 90年

代，死亡事故只有 7 起。 

1979年至 1996年，美国有 304 人因被狗攻击而死亡，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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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人。平均每年的死亡人数为 17 人。被狗攻击而死亡的人中大部分是儿童。（疾

病控制中心，1997）。 

2001年，仅有 4 人因被咬伤或刺伤而死亡。（华盛顿卫生部门） 

 

幽闭恐惧症 

纽约建筑部门的统计显示，通常一部电梯每天会运行 500 次，仅在纽约就

有 54000部电梯，每天总共运行 2700万次。但一年中只报道了 45 起意外事故。 

驾驶恐惧 

（所有的数据都来自美国交通运输部） 

1998年，每行驶 1亿英里的死亡事故为 1.6 起。 

1998 年，在美国由警察所报告的机动车辆交通事故有 630 万起，其中有接

近 1/3 的事故导致了受伤，只有不到 1%的事故（37081 起）导致了死亡。 

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NHTSA）估计，在 1998 年有 11088 人在交通事

故中因系了安全带而获救。 

1998 年，酒后驾驶引起的交通死亡事故下降到 15935 起，占这一年交通死

亡事故的 38%。 

1998 年，在 15-20 岁的男性驾驶员的交通死亡事故中，有 37%是由于超速

行驶引起的。 

1998年，2/3 的客车司机由于过度驾驶而死于交通事故。 

 

飞行恐惧 

因飞机坠毁而死亡的几率为 1/845 万（平均一个美国人一年的历史几率）。

《Conde Nast Traveler》，2003 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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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停在地面上时被杀的几率为 1/2500 万。STATS 

与由癌症、心脏病、枪械或车辆引起的死亡相比，飞机事故的媒体曝光率

要高出 8100%。（多伦多星报，1998） 

2002 年的 1714 起航空事故中，有 343 起事故发生在美国航线上。（国家交

通安全委员会）。 

1996年，在美国的交通死亡事故中，航空飞行事故占 1.4%，客运和货运机

事故仅占 0.9%。（美国交通运输部） 

从统计学上看，一位乘客要每天坐飞机、坐 8200 年，才会在一个事故多发

地发生事故。《Conde Nast Traveler》，2003 年 2月 

在美国，死于坠楼、流感和雪崩的可能性要比死于飞机事故的可能性高。

《Conde Nast Traveler》，2003 年 2月 

 

雷雨恐惧症 

下面列出了美国在 1992 年至 2002 年间，平均每年由天气引起的死亡事故：

（国家气象服务） 

 洪水—86 

 闪电—53 

 龙卷风—59 

 飓风—17 

 高温—235 

 寒冷—26 

 暴风雪—47 

在美国，被闪电击中的可能性为 1/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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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世纪 50 年代起，与闪电有关的事故引起的死亡人数已经下降了。（疾

病控制中心）。 

每次灾祸中会有至少四人受伤但未丧命。（STATS和英国医学期刊） 

过去 35 年里，闪电引发灾祸的位置（国家雷电安全研究所，1997 年报告）： 

 未报告—40% 

 旷野和休闲场所（不包括高尔夫球场）—27% 

 树下（不包括高尔夫球场）—（14%） 

 与水有关（如划船、钓鱼、游泳）—8% 

 高尔夫球场—5% 

 与重型机械有关—3% 

 与电话有关—2.4% 

 与收音机和天线有关—0.7% 

 

水恐惧 

2000年，美国发生了 3482 起非故意的溺水事故，平均一天有 9 人溺水。这

里面不包括因划船而溺水的事故。（CDC，2002） 

美国海岸部队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2000 年，有 701 人在划船的事故中死亡，

有 4355 人受伤。死亡的人中有 80%是因为没有穿救生衣。（USCG，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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