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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引进复杂哀伤问卷修订版（ＩｃＧ—Ｒ），评估其信效度及对延长哀伤障碍（ｐｆｏｌｏｎｇｅｄ
卵ｅｆ ｄｉｓｏｒＩｄｅｒ，ＰＧＤ）的筛查价值。方法：采用经双盲翻译的ＩＣＧ—Ｒ中文版对２５３名丧亲者进行测试，运用
探索性因素分析考察量表的因素结构；用延长哀伤问卷（ＰＧ一１３）检验量表的聚合效度；用创伤后应激障
碍症状清单（ＰｃＬ．ｃ）、自评抑郁量表（ｓＤｓ）和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检验区分效度。应用受试者工作特

征曲线（Ｒｏｃ）评价ＩｃＧ．Ｒ对ＰＧＤ的筛查价值并确定临床分界点。结果：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ＩｃＧ—Ｒ中
文版支持一因子结构；ＩｃＧ—Ｒ总分与ＰＧ－１３、ＰｃＬ·Ｃ、ＳＤｓ和ＳＡｓ总分均呈正相关（ｒ＝０．８８、０．７４、０．５４、
Ｏ．５９，均Ｐ＜Ｏ．０５）；ＩｃＧ．Ｒ全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系数为０。９８，重测信度（间隔４周）是０．８３。ＩＣＧ—Ｒ全
量表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为９９．６％（Ｐ＜０．０１）；最佳临床分界点为１０２分，此时敏感度是ｌ，特异性是
０．９８，约登指数为Ｏ，９８；ＩｃＧ—Ｒ与ＰＧ．１３的诊断一致性高（ｋａｐｐａ值为０．８５）。结论：中文版的ＩｃＧ—Ｒ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可用于评估丧亲人群失功能哀伤症状的严重程度，并具有一定的临床筛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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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不幸的生活事件当中，亲人的离世是最

面，有关已故者的一切总是萦绕心头，而这些反应

痛苦的体验之一，然而丧亲又是人类难以逃避的普

已经严重损害了个体的社会功能；此外，个体还表

遍经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些令人痛苦的情

现出难以接受死亡、愤怒、内疚等特点，且哀伤反

绪、想法会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后逐渐减轻或者消

应与其所处的社会或者文化环境不符【６ Ｊ。

失；但有少数人，他们的哀伤反应仍迟迟无法缓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致力于验证延长哀伤障碍是

解¨Ｊ，十分痛苦，社会功能受损，甚至已经满足

一种独立存在的精神障碍，并尝试为其制定诊断标

了一种独特的心理障碍的标准。研究者曾使用过许

准∽’１０’１４。１ ６。。在诊断标准不断发展的同时，研究者

多术语来描述这类异常的哀伤反应，如“病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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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严重。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ＩｃＧ的内部

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Ｉ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ｌｌ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仅系数为ｏ．９２４，重测信度为

４ｔ１１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Ｔｅｘｔ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ＤＳＭ一Ⅳ一ＴＲ）‘８１以及国

０．８０。２００１年，附ｇｅｒｓｏｎ等又对该量表进行了修

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十版（Ｉｎｔｅｍａ—

订，扩展到了３４个项目，即复杂哀伤问卷的修订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ｌ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版（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ｍｂｌｅｍｓ，ＴｅｎⅡ１

Ｒ）¨…。后来，ＰＩｉｇｅｒｓｏｎ又在量表中增加了３个开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ＩＣＤ．１０）‘９３都没

有将失功能的哀伤反应作为一种单独的心理障碍诊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Ｇｒｉｅｆ－Ｒｅｖｉｓｅｄ，

ＩｃＧ．

放性题目，共３７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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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到附录当中，作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情况【Ｉ¨。

研究、哀伤辅导效果评估提供有效的评估工具，从

持续性复杂哀伤障碍的命名源自延长哀伤障碍及复

而推动国内对于丧亲及哀伤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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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哀伤障碍的整合，其诊断标准也是结合了
Ｐｒｉｇｅｒｓｏｎ等２００９年的延长哀伤障碍诊断标准Ｍ ｏ及
ｓｈｅａｒ等２０１１年复杂哀伤障碍的诊断标准¨川，并

１对象与方法
１．１对象

增加了一些新的诊断条目。遗憾的是，ＰＣＢＤ的诊

选取年满１６周岁、有过重要亲友丧失经历的

断标准缺乏实证的依据及相应的评估工具，故本研

人。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招募：①在研究者及若干合

究还是基于实证依据更加充分地延长哀伤障碍的诊

作者所在高校、社区居委会以及医院寻访，说明研

断及其评估工具Ｈ

究目的、内容及参与者权利和保护，邀请符合条件

３｜。

延长哀伤障碍是指在关系亲近的人去世６个月

者参与研究。②通过发布网络问卷的链接寻求自愿

后，个体对已故者的想念持续弥漫到生活各个方

参与者。在填写问卷之前，先请受试签署知情同意

ｕｎ＾，ｗ．ｃｍｈｉ．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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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如果在填写过程中，有任何不适，随时可以暂

ＰＧ—１３用于快速诊断延长哀伤障碍。包括１３

停或者宣布退出研究。数据收集分为２个阶段：第

个项目，分为４个方面：分离痛苦（２项）、认知、

１轮发放问卷３００份，共回收有效问卷２５３份，其

情绪和行为症状（９项）、病程（１项）、功能受损

中，男６６人，女１７９人，缺失８人；年龄１７岁～

（１项）。病程和功能受损选项为是非题，其余１ｌ

７９岁，平均年龄（３３±１３）岁；家庭所在地：农

项为１（没有）一５（总是）点计分，得分越高，

村３８人，县城４８人，城市１６２人，缺失５人；受

症状越严重。符合ＰＧＤ诊断的要求是：①事件标

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６人，中学２２人，本科及

准（须经历丧失事件）；②分离痛苦（条目１和２

大专１５３人，硕士６５人，博士及以上４人，缺失３

必须有至少１项得分≥４分）；③认知、情绪和行

人；未婚１２２人，已婚１１９人，丧偶及离异１１人，

为症状（条目３～１１项中必须有至少５项得分≥４

缺失１人；与已故者的关系：父母７３人，子女７

分）；④病程标准（条目１２必须回答“是”）；⑤

人，配偶１ １人，祖父母１１３人，兄弟姐妹８人，

功能受损标准（条目１３必须回答“是”）。

其他４０人，缺失１人；死亡原因：自然原因２１１

该问卷中文版的双盲翻译由国内一位临床心理

人，非自然原因４２人。第２轮在沈阳的一所高校

学教授和量表制定者蹦ｇｅｒｓｏｎ教授共同主持完成。

招募了有丧亲经历的大学生３９名，在４周后，进

也是通过严格的双盲翻译的程序。该问卷在本研究

行ＩｃＧ—Ｒ重测。重测样本中，男１３人，女２６人；

中的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０［系数为０．９２，采用探

年龄１９—２１岁，平均年龄（２０±１）岁。

索性因素分析发现提取一个因子，方差解释量为
５７．５３％，因素负荷在０．６５～０．８７之间。

调查覆盖的地区有北京、上海、江苏、四川、
山东、辽宁、广东。收到问卷后，对留下联系方式
的参与者发送一份对于其调查结果的反馈，包括对
测查结果的解释、哀伤的基本理论简介、哀伤平复

１．２．３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ＦｒｒｓＤ
ＣｉｖｉｌｉａＩ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ＣＬ—Ｃ）‘’９

ｃｈｅｃ心ｉｓｔ—

３

该量表由ｗｅａｍｅｒｓ等根据ＤｓＭ—ＩＶ中创伤后

历程的建议，以及相关书籍、电影和网站的推荐。

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编制，用于评估个体经历某件

１．２工具

创伤事件后的症状严重程度。包括１７个项目，采

１．２．１复杂哀伤问卷修订版（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ｃａｔｅ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ｈ－

用１（没有）～５（总是）点计分，得分越高，症
状越严重㈣］。ＰＣＬ—ｃ中文版具有良好的同质信度

Ｇｒｉｅｆ．Ｒｅｖｉｓｅｄ，ＩＣＧ—Ｒ）‘１７舶１

ＩｃＧ．Ｒ是评估延长哀伤障碍的问卷，共３７个

（内部一致性系数０．８２，分半系数０．６５）和重测信

项目：前３３个项目用来评估失功能哀伤反应发生

度（１０天相关系数０．７１），并具有与国外一致的

的频率，采用ｌ（少于一次）～５（每天几次）级

因子结构［２０Ｉ。该量表在国内的研究中被广泛应

计分，得分越高代表失功能哀伤反应越严重。项目

用心Ｍ引，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Ｑ系数为Ｏ．９６。

３４（询问距离丧亲发生的时间）、３５（询问症状持
续的时间）、３７（描述哀伤反应的过程）是开放性

１．２．４自评抑郁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ＳＤＳｌ［“］

题目；项目３６（症状是否出现明显的波动）为是

包括２０个项目，采用１（没有或很少时间）

（＝１）、否（＝０）计分。本研究中所指的ＩｃＧ－Ｒ

一４（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点计分，其中有１０

全量表总分是前３３个项目得分之和。

项反向计分题。总分越高，抑郁程度越高。在本研

在征得问卷编制者同意之后，首先由一名研究

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ａ系数为Ｏ．８７。

者独立地将ＩｃＧ．Ｒ英文版翻译为中文，完成后由

１．２．５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一名中国的临床心理学教授校正并提出修改意见；

ＳＡＳ）心纠包括２０个项目，采用ｌ（没有或很少时

然后再由另一名研究者独立地将中文版翻译为英

间）～４（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点计分，其中有

文，完成后由原问卷编制者之一Ｐｒｉｇｅｒｓｏｎ教授校
正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两名教授共同确定最终

５项反向计分题。总分越高，焦虑程度越高。在本

中文版。翻译后的量表保留了原量表的所有项目。

１．３统计方法

１．２．２延长哀伤问卷（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ｎａｉｒｅｓ．ＰＧ一１３）‘６］

Ｇｒｉｅｆ

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理系数为０．８７。
使用ｓＰｓｓｌ８．０软件。采用描述性统计、方差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分析了解量表得分情况；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考察量
ｗｗｗ。ｃｍｈｊ．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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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表的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及

２．２效度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ｅｃｅｉｖｅｒ

２．２．１结构效度

Ｏｐｅｍ廿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

Ｊｏｕｍａｌ，Ｖｏｌ ２７，Ｎｏ．１２，２０１３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考察量表的结构效度和临床诊断价

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探索量表结构。ＫＭＯ和

值。用“ＲＯＣ曲线下的面积”反映诊断系统的准

Ｂａｎｌｅｔｔ检验结果表明ＫＭＯ＝０．９４＞Ｏ．５，尸＜

确性。完全无价值的诊断为Ｏ．５，完善的诊断为ｌ。

０．０１，数据适合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

面积越大，诊断价值越好ｍ１。

特征值＞１的因子共４个，特征值分别为２０．１５、

２

结

２．１１、１．２２、１．０１。但一因子模型能更好地代表

果

ＩｃＧ—Ｒ的因素结构：①第１个因子的方差解释量是

２．１量表得分情况

６１．０７％，剩下的３个因子仅增加了１３％的方差解

所有受试（ｎ＝２５３）的ＩＣＧ—Ｒ总分为（５３．３

释量；②碎石图结果提示，１个因子是最合适的；

±２８．０）。ＩｃＧ—Ｒ总分在性别［（３４．０±１４．６）ｖｓ．

③在第１个因子上，所有项目的因素负荷都高于

（３３．０±１３．４），￡＝０．５５，Ｐ＝Ｏ．５７７］、受教育程
度（Ｆ＝Ｏ．２５，Ｐ＝０．９０７）、家庭所在地（Ｆ＝

Ｏ．５（表１）；④如果提取１个以上的潜在因子，很

Ｏ．０４，Ｐ＝０．９６２）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婚

素负荷及题总相关见表１。

姻状况上ＩｃＧ—Ｒ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２。２．２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多项目都负荷在多个不同的因子上面。ＩｃＧ—Ｒ的因

４．４６，Ｐ：０．０１２），进一步事后检验发现，丧偶及
离异者的ＩＣＧ—Ｒ总分（２８。ｌ±１５．５）高于未婚者

的情绪痛苦呈正相关汹．２８］，但其又不同于抑郁、

（１９．４±８．１）和已婚者（１８．０±８．８）；在与已故

焦虑及其他的症状。为了考察ＩＣＧ—Ｒ中文版的聚７

者的关系上ＩｃＧ—Ｒ总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合效度，本文对‘ＩｃＧ—Ｒ总分与ＰＧ．１３得分进行

２２．６２，Ｐ＜０．００１）。丧失子女者得分最高（４１．１
±１５．７），其次是配偶（２８．４±１５．７）、兄弟姐妹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两者的相关系数为Ｏ．８８

（２３．２±４．８）和父母（１９．３±７．０）。

与ＰｃＬ—ｃ、ｓＤｓ、ｓＡｓ总分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有研究显示，适应不良的哀伤反应与其他形式

（Ｐ＜０．０１）；为了考察其区分效度，对ＩｃＧ—Ｒ总分
结果，ＩｃＧ—Ｒ总分与ＰＣＬ—ｃ、ＳＤＳ、ｓＡｓ总分的相

表ｌ

ＩＣＧ—Ｒ的因素负荷及题总相关

关系数分别为０．７４、０．５４、Ｏ．５８（均Ｐ＜０．０５）。
为了考察ＩｃＧ．Ｒ能否有效区分因不同原因丧
亲的个体。根据已故者的死因，将受试分为２组，
第１组是因自然原因丧亲组（ｎ＝２１１），包括身体
疾病和自然死亡；第２组是因非自然原因丧亲组
（ｎ＝４２），包括交通意外事故、自杀及他杀等。结

果，自然原因组的哀伤得分显著低于非自然原因组
的哀伤得分［（４９．２±２２．９）ｖｓ．（７９．９±４０．３），
￡＝．５．５１，Ｐ＜０．００１］。

２．３信度
ＩＣＧ—Ｒ中文版全量表的Ｃｒｏｎａｂａｃｈ口系数为
０．９８；间隔４周的重测信度为０．８３。
２．４诊断价值
本研究将ＰＧ一１３作为诊断工具，确定受试是
否患ＰＧＤ。结果，２５３名受试中有１５人属于病例
组，有２３８人属于对照组（为了确定病例组问卷

作答的真实性，对问卷结果呈阳性的１５名受试进
注：一Ｐ＜０．０１。

行了电话访谈，访谈结果和问卷作答一致）。病例
组ＩＣＧ—Ｒ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１３６．４±１８．２）
ｗｗｗ．ｃｍｈｊ．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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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一特异性

量表的临床效度还需更多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伤相羹篆喜晶萋譬亲霪芋萋萎篓嚣会嚣蟊耋霎嚣嘉

图，－ｃＧ—Ｒ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
３

讨

究成果得到了关注和认可，也将极大地促进该领域

论

未来的研究。由于ＤｓＭ－５没有将延长哀伤障碍纳
本研究结果表明，复杂哀伤问卷修订版中文版

入诊断，而只是将持续性复杂哀伤障碍归在附录当

支持一因素模型，可用于评估失功能的哀伤反应症
状。尽管Ｐｒｉｇｅｒｓｏｎ等提出将创伤性哀伤症状分为

中，作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情况，这一现状也对该
领域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未来的研

两类：分离痛苦及创伤痛苦Ⅲ’，但是在本研究中

究应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群体当中考察该诊

未得到支持。本研究与很多早期的研究一

断标准的适用性。

致Ⅲ’２９。０ Ｊ，虽然，分离痛苦和创伤痛苦从现象学的

角度的确暑着不同的表现㈦］，然而从统计学的角

度，适应不良的哀伤症状会聚集成为一个潜在的因
子结构‘２６１。本研究发现的单因素结构可以由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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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 Ａｓｓｏｃ Ｊ，２０ｌｌ，１８３（８）：Ｅ４３９一Ｂ辑０．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ＤＳＭ一

ｆ ８１

ＡＰＡ．Ｄｉａ２ｎｏＳｔｉｃ ａＩｌ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Ｉｌ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ｆ９１

Ⅳ一ＴＲ ｆ Ｍ１．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ｌ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Ｐｌｌｂ，２０００．
ＷＨ０．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ｌｌｄ

ｕｔｉｌｉｔｙ［Ｃ】．Ｓａｌｌ Ａｎ—

【２ｌ】赵高锋，杨彦春，张强，等．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社区居民创伤后
应激障碍发生率及影响因素［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０９，２３
ｒ７）：４７８—４８３．

【２２］王相兰，孙先广，韩自力，等．早期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清单平
Ｈｅａｌ山

民版最佳筛查界值ＲＯｃ分析［Ｊ】．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
志，２００９．１７（１０）：９３３—９３５．
［２３】张素玲，孙月吉，林春雷，等．烧伤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

【１０】Ｍａｅｆｃｋｅｒ Ａ，Ｂｒｅｗｉｎ ＣＲ，Ｂｆｙａｎｔ ＲＡ，ｅｔ ａ１．Ｐｆ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研ｍｅｎｔａｌ

及预测因素的研究Ｉ Ｊ】．中国行为医学科学，２００６，１５（８）：７６６—

ｅｄ

Ｈｅａｌ山Ｐｍｂｌｅｍ，Ｔｅｎｔｈ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Ｍ１．Ｇｅｎｅｖａ：Ｗｏｒｌｄ

Ｒｅｌａｔ—

０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 ９９２．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ｓｓ

ｉｎ山ｅ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ｃｓ一１１［Ｊ】．Ｌ蚰ｃｅｔ，２０１３，３８ｌ（９８７８）：

１６８３—１６８５．

【１１］Ｗａｌ（ｅｆｉｅｌｄ ＪＣ．ＤＳＭ－５：ａｌ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ｈａＩｌｇｅｓ ａＩｌｄ ｃｏｎｔｍｖｅｒＳｉｅｓ
『Ｊ１．Ｃｌｉｎ Ｓｏｃ Ｗｏｒｋ Ｊ．２０１３，４１（２）：１３９一１５４，
Ｉ １２］Ｓｈｅａｒ ＭＫ，Ｓｉｍｏｎ Ｎ，Ｗａｌｌ Ｍ，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ｇｒｉｅｆ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ｂｅｒｅａ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ＤＳＭ＿５【Ｊ］．Ｄｅｐｒｅｓｓ

Ａｎｘｉｅｔｙ，２０１ｌ，２８

（２）：１０３—１１７。
ＨＧ．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ｂｅｒｅａｖｅ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ｔｌ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ｓ－

ｏｎ

ｄｉｓｏＩｄｅｒ

ｉｎ

ＤＳＭ．５ ｆ Ｊ】．Ｄｅａｔｈ

Ｓｔｕｄ，２０１２，３６ｆ９）：７７ｌ一７９４．

【１４１蹦ｇｅｒｓｏｎ

ＨＧ，Ｓｈｅａｒ

Ｍ，Ｊａｃｏｂｓ ＳＣ，ｅｔ ａ１．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ｃ“ｔｅ五ａ ｆｏｒ
ｔｅｓｔ【Ｊ】．Ｂｒ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１９９９．１７４（１）：６７—７３．
Ｓ．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Ｐｓｙｃｈ０１

ａｓ

ａ

ｇ订ｅ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仃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ｆ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ａｓｅ

ｆｂ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ｌｌｉｎｇ

ＤＳＭ．Ｖ［Ｊ】．Ｃｌｉ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Ｒｅｖ，２００４．２４（６）：６３７—６６２．
ｓｃａｌｅ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ｍａｌ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ｖｍｐｔｏｍｓ

ｏｆ

【２８】ｓｉｌｖｅ咖柚ＧＫ，Ｊａｃｏｂｓ
ｍｅｎ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

ｃｎｔｅｆｉａ，明ｄ ａ ｐｒｅｌｉＩＩｌｉｎａｒ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ｅｓｔ【Ｍ】∥
ＳｎＵｅｂｅ ＭＳ，ＨａＩｌｓｓｏｎ Ｒ０．Ｓｔｒｏｅｂｅ Ｗ．ｅｔ ａ１．ＨａＩｌ曲ｏｏｋ ｏｆ ｂｅｒｅａｖ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Ｓｅｓｕｓ

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ｃｏｐｉｎｇ，ａＩｌｄ

ｃａｒｅ．Ｗａｓ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 ＰｓＶｃｈ。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ｌ：６３７—６４７，

ＢＴ，Ｈｅ肿扑ＤＳ，ｅｔ

ｏｆ

ｆｏｒ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ｌｉｆｅ ｉｍｐａｉｒ＿

ｇｒｉｅｆ［Ｊ】．

Ｍｅｄ，２０００．３０（４）：８５７—８６２．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ｗｉｔｈ ｂｅｒｅａｖｅｄ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ｓ

ａ

ｄｉｓ—

ｃａｒ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１．Ａｍ

Ｊ ＰｓｖｃｈｉａⅡ、，，２００３，１６０（７）：１３３９—１３４１．

【３０】Ｂｏｅｌｅｎ ＰＡ，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ｏｕｔ Ｊ．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ｇｒｉｅ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ｊｏｎ，ａＩｌｄ ａｎｘ—
ｉｅｔｖ ａ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ｏｓｔｌｏｓｓ ｓｖｎｄｒｏｍｅｓ：ａ ｃｏｎｆｉｒｎｌａｔｏｒｙ ｆ扯ｔｏｒ ａｎａｌＶｓｉｓ
ｓｔｕｄｙ【Ｊ】．Ａｍ Ｊ Ｐｓｙｃｈｊａｔｒｙ，２００５，１６２（１１）：２１７５—２１７７．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ｓｔⅡ＿ａｕｍａｔｉｃ
ｖａｒ

ｓｔｒ己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ｂｅｒｅａｖｅｄ Ｋｏｓｏ．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ｗａｒ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 Ｊ】。Ｉｎｔ Ｊ Ｓｏｃ

Ｐｓｖ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１０，５６（３）：２８８—２９７．
［３２】Ｐｒｉｇｅｒｓｏｎ ＨＧ，Ｓｈｅａｒ ＭＫ．Ｎｅｗｓｏｍ ＪＴ，ｅｔ

ａ１．Ａｎｘｉｅｔｙ姗ｏｎｇ

ｗｉｄ—

ｇｒｉｅｆ？【Ｊ】．Ａｎｘｉｅｔｙ，

１９９６．２（１）：１—１２．

ａ１．Ｔｈｅ ＰｒＳＤ Ｃｈｅｃｕｉｓｔ

ｗｗｗ．ｃｍｈｊ．ｃｎ

万方数据

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Ｖ，ｅ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２９１ Ｂｏｅｌｅｎ，ＰＡ，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ｏｕｔ Ｊ，ｄｅ Ｋｅｉｉｓｅｒ Ｊ．Ｔｍｕｍａｔｉｃ ｇｒｉｅｆ

（１）：６—９．

Ｗｅａｔｈｅｒｓ刚，ＬｉｔＺ

ｓＣ，Ｋａｓｌ

ｏｗｅｄ ｅｌｄｅｒｓ：ｉｓ ｉｔ ｄｉｓ“ｎｃｔ｛ｒｏｍ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玎ｄ

【１９］杨晓云，杨宏爱，刘启贵，等．创伤后应激检查量表平民版的效
度，信度及影响因素的研究【Ｊ】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７，１５
『２０１

ｗｉｔｈ

【３ ｌ】Ｍｏｒｉｎａ Ｎ，Ｒｕｄａｒｉ Ｖ，Ｂ１ｅｉｃｈｈａｒｄｔ Ｇ，ｅｔ ａ１．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ｇｒｉｅｆ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ｌｏｓｓ【Ｊ】，Ｐｓｙｃｈｉａ仃ｙ Ｒｅｓ，１９９５，５９（１）：６５—７９．
【１８】Ｐ一２ｅｒｓｏｎ ＨＧ，Ｊａｃｏｂｓ ＳＣ．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ｇｆｉｅｆ

ｏｕｔ．

ｆ Ｊ１，Ｐｓｙｃｈｏｌ Ｍｅｄ，１９９９，２９（２）：３６７—３８０．

ｏｒｄｅ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ｆｍｍ ｂｅｒｅａｖｅ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ｃｅｄ ｄｅｐ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ｘｉｅｔｖ：ａ

【１７】Ｐｒｉｇｅｒｓｏｎ ＨＧ，Ｍａｃｉｅｊｅｗｓｂ ＰＫ，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ＩＩＩ ＣＦ，ｅｔ ａ１．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口ｌｉｃａｔｅｄ Ｇｒｉｅｆ：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ｒｅａｖｅ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Ⅱ℃ｓ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ｌ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Ｍ１．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ｍａ：Ｔａｖｌｏｒ＆ＦｒａＩｌｃｉｓ，１９９９．
【ｌ ６】Ｌｉｃｈｔｅｎｔｌｌａｌ ＷＧ，Ｃｍｅｓｓ ＤＧ，Ｐｒｉｇｅｒｓｏｎ ＨＧ Ａ
ｃｏｍ口ｌｉｃａｔｅｄ ｇｒｉｅｆ

【２７１ Ｃｈｅｎ Ｊ，Ｂｉｅｒｈａｌｓ Ａ，Ｐｒｉ窟ｅｒｓｏｎ ＨＧ，ｅｔ ａ１．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ｌｌｅ
ｃｏｍｅｓ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ｇｒｉｅｆ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１５】Ｊａｃｏｂｓ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１９９４，２０（５）：３０１—３０３．
【２６］宇传华，徐勇勇．ＲＯｃ分析的基本原理【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１９９８，１９（２）：４１３—４１５．

【１３】Ｂｏｅｌｅｎ队，蹦ｇｅｒｓｏｎ
ｔｅｎｔ

７６８．

［２４】舒良．自评抑郁量表和抑郁状态问卷（ｓｗ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ｉｓｏｎ
ｓｃａｌｅ柚ｄ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１９９９，（增刊）：１９４—１９６．
【２５】陶明，高静芳．修订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ｃＲ）的信度及效度【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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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６—２０收稿

９４３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２７卷第１２期

附：

复杂哀伤问卷修订版
下列描述是人们在经历亲朋好友离世后可能出现的反应。回答没有好坏之分，请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在过去
一个月中与您感受最相符的描述，请在每一描述后圈出相应的数值。注：“ｆ也／她”代表的是您丧失的那位重要亲友。

竺菱兰吴兰吴兰黍尧委

条目
１．他／她的离世让我不知所措。

２

３

４

５

２．我常想起ｆ也／她，这让我难以进行平常所做的事情。
３．关于他／她的回忆让我心烦意乱。

２

３

４

５

２

３

４

５

４．我觉得自己难以接受他／她的离世。
５．我渴望见到并怀念他／她。
６．我对与ｆ电／她有关的地方和事情感到格外亲切。

２

３

４

５

２

３

４

５

２

３

４

５

７．我不由自主地对ｆ∥她的离世感到愤怒。

２

３

４

５

８．我不相信他／她已经离世。

２

３

４

５

９．我对他／她的离世感到惊讶、茫然和震惊。
１０．自从他／她离世后，我就难以信任他人了。

２

３

４

５

２

３

４

５

１１．自从缈她离世后，我觉得自己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或疏远了在意的人。

２

３

４

５

１２．在我身体的同一部位体验到了与ｆ也／她相似的疼痛和症状；或我觉得自己出现了一些
和ｆｌｙ她相同的行为和特征。

２

４

５

２

４

５

２

４

５

１

２

４

５

１

２

４

５

２

４

１８．我听到他／她对我说话的声音。
１９．我看到ｆ也／她站在我跟前。

２

４

２

４

２０．自从他／她离世后，我觉得自己变得麻木了。
２１．我觉得他／她离世了而自己还活着，这是不公平的。
２２．我对ｆ电／她的离世感到怨恨。

２

４

２

４

２

４

２３．我嫉妒那些没有失去挚爱的人。
２４．我觉得没有他／她的未来是没有意义和目标的。
２５．自从他／她离世后，我觉得自己很孤单。

２

４

２

４

２

４

２６．我很难想象没有他／她的生活是美满的。

２

４

２７．我觉得自己的一部分已经随着ｆ妙她的离世而死亡了。

２

４

２８．我觉得这次丧失事件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２９．自从ｆ也／她离世后，我就失去了安全感。

２

４

２

４

３０．自从他／她离世后，我就失去了控制感。
３１．我觉得自己的哀伤对社交、职业或其他方面的能力造成了损害。
３２．丧失事件发生后，我觉得烦躁、紧张不安、易受惊吓。
３３．丧失事件发生后，我的睡眠受到困扰的程度是：
３４．这些感觉出现时，距离这次丧失事件有多久？

２

４

２

４

２

４

２

４

１３．一些我曾在他／她离世前做的事情，现在已经不做了；或曾愿意见的人也不再见了。
如果回答“是”，您觉得不做这些事或不见这些人对您造成了多大的困扰？
１４．我会回避一些与他／她有关的提示线索。
１５．我会回避一些提醒他／她已经离世的线索。
１６．有时候，失去挚爱会让人觉得生活难以继续。您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的生活难以
继续（如结交新朋友、培养新兴趣）？
１７．我觉得没有他／她的生活是空虚、毫无意义的。

；

不是

是

， ５ ， ５ ， ， ，５ 帕Ｍ

３５．您体验到这些感觉有多久了？
３６．您哀伤的强度是否曾出现过明显的波动？
即是否有一段时期您并未体验到强烈的哀伤，在那之后这些感觉又重新出现并困扰您？
３７．您能描述一下自己哀伤的感觉是怎样随时间变化的吗？

ｗｗｗ．ｃｍｈｉ．ｃｎ

万方数据

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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