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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 

本章的内容源自我们编写的一本叫做《When the Warrior Returns: Making the Transition at 

Home 》的书。之后我们用补充材料和深刻见解对内容进行了扩充，就军人家庭如何在参

战之前和之后构建心理弹性提出了宝贵建议。领头作者聚集了服役军人，各个方面的心

理学家以及美国国防部机构，为您带来的不仅有最近的研究，还有这些参与者针对他们

的帮助对象以及在他们的生活中所用到的实用方法。列出的其他书籍、资源和网页都非

常详细，您的家人可以经常使用，以获取更多指导和建议。 

我要感谢您的家人对我们国家的贡献。我们无法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您牺牲了自己的

日常生活，甚至在参战时赌上自己的生命，来保护我们的家庭。我们建议您全家都阅读

一下这本书，共同按照里面的建议和观点行动起来。您还可以使用这本书背后的其他书

籍、材料和资源，利用一切对您有用的东西。不要把这些都看成是施舍，您和您的家人

应该获得这些全部资源，因为您全家为我们国家做了太多牺牲。 

如果您觉得本章内容很有用，我们也鼓励您拥有一整本书。您可以在很多图书馆、书店

以及电子阅读器上阅读这本书。 

再次为您对国家做出的贡献道声感谢。我们希望您的家庭能够平稳、快速地重新融入家

庭，能够成为坚强、健康、其乐融融的家庭。 

感谢， 

Nathan D. Ainspan 弗吉尼亚州阿灵顿 

Walter E. Penk 德克萨斯州新布朗费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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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下内容改编自《 When the Warrior Returns: Making the Transition Home 》(2012) 一
书中的第 7 章“在参战时及参战后的军人家庭构建心理弹性”。此书由 Nathan D. Ainspan  
和  Walter E. Penk 合著，由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出版社出版。要明确说明的是，
此改编章节补充了军人家庭由什么构成，针对军人的处于青少年和儿童阶段的孩子提出的
建议，扩充了有关认知扭曲方面的信息，以及新添了关于健康认知力这部分的内容。针对
军人的处于青少年和儿童阶段的孩子提出的建议改编自第 12 章，也是由同样的作者所写。
编辑和出版商授权允许扩充和分发本文。 

本章结合了基于证据的研究和对服役军人家庭心理弹性构建方法的观察。部分作者和本章
中的致谢对象组成了一个非正式聚焦小组，为军人家庭提供建议，在整个文档中可以看到
对这个小组的引用。 

免责声明：本章不代表美国空军、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统一服务大学、
国防大学、国防部长办公厅或国防部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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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战时及参战后的军人家庭构建心理弹性 
 

2001 年后，超过 200 万的美国服役士兵参加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国防人力数据中心，
2012）。多次服役，长时间分离和其他压力因素伴随着每次参战，为每位军人和他们的家人
带来了无数挑战（Chandra、Burns、Tanielian、Jaycox 和  Scott，2008）。当军人回归家庭后，
应对军队生活的挑战并未结束。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这才是维持一个家庭最为困难的时
刻。家庭恢复的过程关乎这个家庭在面临诸多压力因素和不断变化的需求时进行调整和改善
的能力，并在家庭功能和集体幸福感方面进行衡量（改编自 Bowles  和  Bates， 2010； Luthar， 
2006； MacDermid Wadsworth，2011；McCubbin 和 McCubbin，1996；技术合作项目， 2008；
Walsh，2003 ）。这个家庭过程对于军人家庭能否应对或克服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带来的挑
战至关重要。除了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的各种压力因素，军人家庭还需要应对平常百姓面临
的日常挑战，例如经济问题，感情问题，健康和工作方面的压力因素。家庭克服此类挑战的
程度与家庭的整体心理弹性有关。虽然大多数军人家庭都恢复得很好，但是最强韧的家庭也
经历了一些起伏。 

本章介绍了服役军人和其家人在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感情、孩子、经济和伤痛方面所
面临的压力因素。本章就如何应对这些压力因素提供了建议，然后总结了您可以使用的三种
心理弹性构建技能来应对这些压力因素。我们还针对参战军人组成了一个聚焦小组，这个小
组由本章的作者或者本章结尾的致谢对象组成。这些军人被分成两个小组，在这两个小组会
议中描述他们的参战经历，以下建议是根据这两个小组会议集中而成的。以下所描述的这些
压力因素和针对家庭所建议的资源符合“军人家庭健康模型”，以期提升家庭的健康心理弹
性，健康功能和幸福感（Bowles 等人，2011；Bowles 等人，2013）。 

心理弹性是一种适应不良事件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遗传特征、习得行为和环境因素的
影响。一些人似乎天生就具有心理弹性，似乎能够适应一切。其他人可能没有这种与生俱来
的心理弹性，但是可能很幸运处在一个能够帮助他更加具有心理弹性的环境中（例如周围是
其他强大的服役军人或者有亲密的家庭关系）。如果您没有与生俱来的心理弹性或者环境因
素，那么还有习得行为可以发展和增强，还有可以利用的工具来帮助您发展心理弹性（请参
见本章末尾介绍的技能）。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好坏对于家庭心理弹性和健康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因素（Bowles、Moore、Cato、Pollock 和  Bates，2011）。 

家庭由什么构成？ 
在讨论参战中和参战后军人家庭经历的具体压力因素和军人家庭可以使用的重要资源之前，要
先定义“家庭”的概念。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由通过婚姻、生育、收养而关联的个人组
成的团体，目的是促进和维护联系，支持和提升每个家庭成员的身体、心理、情感和社会发展。 

军人家庭的定义有很多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单身服役军人与他或她的父母及兄弟姐
妹居住或与祖父母居住，有孩子的单亲家庭或有孩子的未婚伴侣，订婚夫妇，一对成年的兄弟
姐妹，通过婚姻由两个家庭联结组合，与大家庭同住的新婚夫妇，或有孩子（包括收养和寄养）
的两个成年人（改编自 MacDermid，2011）。同时了解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也非常重
要。本章考虑到家庭中的许多变量因素，旨在为军人家庭提供详细的指导和心理弹性构建建议，
使特定的家庭单元能够应对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带来的挑战。 

家庭面临的参战压力因素，应对方法和重新融入家庭策略 
家庭对于每个成员可能是支持、爱和抚慰的源泉，也可能是压力的来源。通常情况下是两者
的结合。跟平常百姓一样，军人家庭的成员也会依靠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来缓解压力。您的家
庭是否能够提供这些支持经常取决于你们的感情和家庭中的压力因素。所有的家庭都会碰到
或大或小的问题，但是由于参战导致的分离会给服役军人的整个家庭都带来额外的压力和要
求。普通百姓家中面临的日常压力因素包括经济、感情/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例如，孩子的
行为和成长计划），维修类家务劳动（例如，汽车损坏，房屋维修），健康以及与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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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的相关问题。此外，争吵，分歧和不理解也是每个家庭都会出现的问题。这些挑战可能
波及到工作和学习环境，然后在平衡工作/学校与家庭时产生额外的压力。在处理由参战带来
的特殊压力因素外，军人家庭还必须处理这些日常的压力因素。 

服役军人的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要面临很多特殊的挑战。他们要担心自己的亲人一直处
于危险当中，还要担心他或她万一阵亡或受伤。家中的配偶还要操持家务，承担各种各样的责
任来保持与参战配偶的紧密关系，而这些责任之前是由两个人共同承担的。对于有孩子的军人
家庭来说，在家的配偶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包括在附近寻找合适且充足的育儿服务，在配偶参
战不在身边的情况下一边处理孩子的所有需求，另一边还要平衡工作。此外，服役军人的父母
也可能觉得跟他们的孩子沟通或维持紧密的关系没有那么容易。由服役军人参战带来的其他压
力因素可能会让家庭的所有成员都精神紧绷。例如，回家短暂停留后又奔赴战场，在家里呆的
时间跟参战的时间相比太少，服役军人可能没有充足的休息或时间来和他或她的家人增进感情。
此外，关于参战和调遣日期的不确定性（例如，当一位服役军人离家参战或从战场归家）可能
使家人产生焦虑情绪。 

服役军人在家中的亲人面临着各种压力因素，而倍感压力的家人会反过来为参战的服
役军人制造压力。例如，在 2010 年，联合心理健康咨询团队第 7 分队发现  25%  的士兵表
示家中的压力导致他们在参战时分心。此外，19% 的参战服役军人也表示焦虑和紧张使他
们很难专心工作，因为还要担心后方的家庭。 

应对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带来的压力因素的总体建议 
应对参战导致的分离对军人家庭来说非常困难。我们提供了以下建议，您的家人可以按照
以下的具体策略行动，在您应对参战导致的分离和应对重新融入家庭时帮助您维持心理弹
性。 

经常沟通 
沟通在参战前和参战后都非常重要。经常沟通、保持联系、随着角色改变而做出调整都是
非常重要的策略，这样可以帮助家人管控伴随参战的各种压力因素。形成和维持夫妻间沟
通的因素包括持续时间、时差、内容和频率（Merolla,，2010）。这反过来会帮助您构建心
理弹性，应对由参战带来的挑战。 

不要与世隔离 
社会支持团体对于帮助家庭成员在压力时期保持联系，管理情绪和维持心理弹性非常重要。
和其他服役军人家庭，大家庭和朋友们一起参与活动不仅在服役军人不在身边的日子里很
有帮助，而且在重新融入家庭期间和之后也能提供重要的支持。通过您当地的军事基地（如
果您住在某个基地附近），礼拜场所，当地社区，或者联系本章附件中列出的退伍军人服
务组织变可以找到这些团体。 

管控压力 
通过实践压力管控技巧来控制压力对于维护家庭心理弹性来说非常有帮助。由本章作者组
成的聚焦小组中的服役军人提供了以下通用的压力管控建议，帮助服役军人和家人应对分
离和重新融入家庭带来的挑战： 

• 保证充足的睡眠和休息。 
• 做呼吸锻炼和冥想。 
•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进行锻炼和参与其他娱乐活动。 
• 尽量保持有规律的生活。 
• 享受和家人及朋友互动的时光。 
• 愉快地阅读。 
• 通过各种网络沟通渠道（例如，社交媒体，Skype）和家人定期保持联系，离家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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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归家时更要保持沟通。 
• 制定一些社交计划，减少在工作中花费的时间；制定固定的计划可以帮助划分工作

和家庭之间的界限。这反过来会帮助您构建一个良好的社交网络。 
• 不要牺牲自己的生活；参与新的活动或继续参与现有的活动，保持参与的精神和向

上的活力。 
 
 
感情是如何被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所影响的 
在参战期间，您家的服役军人不在身边，您的家庭在做出调整可能会度过一段很艰难的时光。
而作为在家的配偶，您要承担新的角色和责任，包括分配、监管家庭经济，和抚养孩子。有些
配偶选择离开军事基地，和父母或公婆住在一起，但她们可能觉得和她们所属的军事社区联系
比较少。在参战期间配偶的反应和行为变化幅度比较大，有的可能独立生活得很好，或者正如
调查所示，大多数人都表示自己要和孤独感，忧郁或焦虑情绪抗争（人力资源战略评估项目 
[HRSAP]，2009），由此可能导致酗酒或滥用药物以及其他与压力有关的情况。 

沟通问题是在参战期间经常会出现的问题，这是因为服役军人和他们的家人无法跟对方说
上话。在家的配偶不了解爱人正在经历什么，因此在他们远离家乡又不能跟他们说话的过程中，
配偶会很失落，很担心。同样地，参战的服役军人也不了解家中的情形。如果一对夫妻能通过
沟通解决这个问题，并在服役军人回家时调整他们的沟通技巧，那么就可以构建心理弹性。 

建立紧密的夫妻关系，保持联系，分享感受和思想，这些对于夫妻维持牢固的关系，并在
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的过程中缓解压力十分重要。感情问题，尤其是长时间没有解决的问题，
很有可能影响幸福感。如果您觉得自己的感情出了问题，要立刻从朋友、支持团体、咨询师、
牧师或导师那里寻求帮助。我们在本章中强调了几种情况，即使是最紧密的夫妻关系也可能受
到军人参战带来的巨大压力。如果您的感情出现了问题，不必默默独自承受，要为家庭寻求帮
助。 

当服役军人回家时，您应该准备好与您的配偶同心协力做出调整，重新发展你们之间的亲
密关系（如果有必要），因为在彼此远离的这段日子里，人会变化和成长。夫妻静修可能对于
帮助您建立沟通技巧很有帮助，让您能够说说体己话，增强彼此的感情。 

除了亲密关系的问题，作为夫妻一方，您还需要在服役军人回家时就家庭生活活动变化进
行沟通。您和服役军人都应该平心静气，愿意慢慢地适应家庭经济、日常活动、角色变化和在
过渡时期可能发生的其他家庭生活活动的变化。这对于您家的服役军人来说可能比较困难，因
为他们在战场上经历的都是生死大事，现在回到家中却要讨论他或她认为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共同平稳地处理这些事情可能是帮助您家的服役军人重新融入家庭的最好方式。如果您和您家
的服役军人包容，豁达，又耐心，那么一定能得到最好的结果；服役军人要适应日常的家庭生
活可能要花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其他婚姻和感情中常见的压力因素包括： 
• 担心婚姻遭遇背叛。 
• 在家的配偶不熟悉军人的生活方式，当服役军人参战时缺乏了解，有沟通困难。 
• 由于国外的电话和网络连接问题（以及任务要求）而导致沟通困难。 
• 由于分离以及战争对身体和心理的影响导致对性和亲密关系的兴趣下降。 
• 没有做好承担婚姻责任的准备和基础，尤其是当服役军人和配偶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

结婚。 
• 在后参战的过程中处理角色转换时遇到困难。 

给夫妻在重新融入家庭的过程中应对压力因素提出的建议 
以下应对策略是针对夫妻制定的，可能会对您在重新融入家庭时期构建心理弹性有所帮助。 

• 要预料到在后参战时期与之而来的挑战和牺牲。事先有所预料可能会帮助您在平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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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生活时，在职业转换的过程中做好面对困难做出决定的准备。 
• 坦诚沟通，不断沟通。 
• 一家人或一对夫妻共同与您喜欢一起共享时光的人呆在一起。 
• 做喜欢做的事情。 
• 留一些时间给自己。 
• 不要过度沉迷于酒精和非处方药物，使用毒品，参与攻击性驾驶，或者性滥交行为。 
• 与自己的社交网络保持联系。 
• 利用专业服务，例如牧师，就近的家庭支持中心和 Military OneSource 服务 

(http://www.militaryonesource.com)。 
• 要尽量豁达，灵活，随机应变。尝试练习一些放松技巧或通过下载歌曲、有声读物

等等来静心。这能帮助提升您的灵活性，更能从容面对不确定的事情。 
• 把与家人和朋友的相处放在首位。不要总是忙于工作，除非迫不得已。 
• 尝试祈祷、冥想和/或沉思。 
• 回家后，试着像平常一样对待家人，或者根据他们的变化调整交流方式（例如，可能

孩子长大了）。 
• 有耐心。慢慢地转换进入角色；不要快速地转变角色或责任，因为转换太快会引起摩

擦，破坏感情。 

孩子是如何被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所影响的 
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将会对您的孩子产生影响，但是有一些技巧也可以帮助他们更加具有心
理弹性。一份 2008 年关于军人家属的兰德研究指出，如果父母在预备役，他们孩子在重新
调整时出现了更多困难，而现役军人父母的孩子在家庭照料人的陪伴下出现焦虑的情况则比
较少（Chandra 等人，2008）。在参战期间，孩子们会思念他们参战的父亲或母亲，感受到
父母离开的压力。每个孩子的反应不同：一些可能觉得需要尽快长大，承担起责任，例如承
担起父亲或母亲的角色照顾更小的弟弟妹妹。孩子们也可能在父亲或母亲参战期间出现更多
的行为问题，在重聚期间出现更强的依恋行为（Barker 和 Berry，2009）。下表改编自最初的
会长特别工作组（Johnson，2007）以及一本书中与孩子和参战有关的章节（Chandra，2011）。 
 
表 1：处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的孩子在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过程中的行为 

 参战 后参战 

婴儿 不吃东西或没有精神 可能认不出回家的军人父亲或
母亲，会害怕他/她，抱的时候
可能会哭 

蹒跚学步 哭，发脾气，会有不耐烦和
难过的情绪 

可能会犹豫要不要和回家的父
母亲近 

学前儿童 难过，发脾气，吃饭/排泄习
惯有变化，可能出现分离焦
虑症状；可能表现出退行性
行为，易怒，难过和攻击性，
也可能有一些身体不适的症
状 

高兴和兴奋，但是也会在分离的
时候表现出愤怒；恐惧或愤怒 

学龄儿童 身体不适的症状增多，情绪
变化，学校表现不好；可能
抱怨身体疼痛，发牢骚，有

时而高兴，时而愤怒，经常导致
耍脾气；可能想吸引回家父亲或
母亲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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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 

青少年 愤怒，孤僻，冷漠，经常发
脾气；对一般的活动失去兴
趣；想要孤立自己，易怒，
叛逆，打架，可能频繁地参
与危险行为 

挑衅行为，如果他们在家的贡献
得不到承认就会失望；可能孤立
自己 

注：Chandra、Burns、Tanielian, 和 Jaycox， 2011， p. 178；Johnson 等人，2007，p. 28 

在服役军人回到家后，如果没有得到父母的注意力，有时孩子在参战期间遇到的问
题可能会加重。孩子对父亲或母亲参战的情感和行为可能因孩子的年龄差异而有所不同；
如果当父亲或母亲参战时孩子非常小，那么孩子在他们回家时可能认不出他们。父母亲
和孩子需要花一些时间来重新熟悉彼此，重新凝聚关系（Huebner 和 Mancini，2005）。 

跟随参战而来的是，约束作用可能会发生改变，因为他们的生活和父母双方都融入
在了一起。在父亲或母亲离开后，服役军人和他们的孩子需要重新调整。如果孩子在他
们的父亲或母亲参战期间承担了更多责任，或者非常依赖在家的父亲或母亲，他们就会
觉得很难去重新转换这些责任（Huebner 和 Mancini，2005）以及对回家父母亲的期待，
而回家的服役军人可能需要赞赏他或她的孩子，夸奖他们更加独立，更成熟了。 

服役军人如果遭受过身体或心理伤害，他们的孩子可能就会觉得很难理解父母亲的行为，
并且很难和父母亲相处。孩子可能觉得要对父母亲的变化负责或者担心受伤的父母亲不再爱
他们了；而没有受伤的配偶则需要宽慰孩子，帮助他们明白他们没犯什么错。在这段时间，
自省和省察对方的行为，以及坦诚的沟通会帮助每个家庭成员理解和增强家庭纽带。 

参战父母亲的孩子如果处于青少年，则经常会担心他们父母亲的安危或者参战带来的影
响，可能在睡眠、饮食和情绪上都有变化（Chandra 等人, 2008； Huebner 和 Mancini，2005）。
父母亲参战带来的压力会引起对父母亲的担心，在家中和学校都表现出不好的行为或者学习
成绩下滑（Huebner 和 Mancini， 2005）。在压力之下，青少年最初可能会调整，控制情绪；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就会变得孤立，然后积压问题。 

就帮助处于儿童阶段的孩子应对参战向父母提出的建议 
• 计划并参与一般的家庭活动，例如看电影、徒步旅行或一起野餐。 
• 允许孩子问有关参战的所有问题，并坦诚、诚实地回答（要适合他们的年龄）这些问

题。 
• 交流在参战期间发生的变化。一些孩子可能不想聊这个话题，然后就通过玩耍或画画

来表达他们的想法。 
• 让孩子参与到沟通过程（例如，视频，智能电话通信）中，以便让参战的父母亲了解

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取得的进步，以便让团圆更加顺利。 
• 确保孩子们参与学校、营地或其他适龄的娱乐活动。如果可能的话，让孩子参与军事

青年计划。 
• 参战父母亲可能录制语音书籍，让孩子们在父母亲参战的过程中可以聆听；这会帮助

孩子们感觉与参战父母亲建立了联系，而且会继续保持生活习惯，例如睡前阅读。 
• 尽管孩子不像成年人一样有时间安排的概念（视孩子年纪而定），但在母亲或父亲回

家后继续执行计划会帮助他们更好地对待分离。 
• 配偶应该试着将服役军人的参战说成工作而不是仅仅说他或她走了。这会帮助孩子意

识到，服役军人不是仅仅选择离开他们这么简单，所以这可能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团圆。
在服役军人回家之前，要事先沟通一下您可以做哪些事情，还有在服役军人回到家后
要解决哪些问题。这有利于维护与孩子和配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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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需要的话，和您的孩子加入团队咨询；这可能是一个很有用的地方，每个人在那
里都可以讨论他们的经历、情感和想法。 

• 建立“参战家庭”圈的网络。跟那些感同身受的人交流可以激发坚强的毅力，为您提
供全力的支持。 

• 鼓励孩子为参战的父母亲进行艺术创作或画画。很多孩子都喜欢画画，如果您告诉孩
子这幅画是送给他/她的妈妈或爸爸的，而且他/她的妈妈或爸爸会给所有的朋友看，
那么通常孩子在画画的时候就会驱赶走消极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积极的思想。 

就帮助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应对参战向父母提出的建议 
• 对于少年时期的孩子最重要的策略就是要敞开心扉地交流，向所有的家人都能够诉说

他们的担忧、情感和问题。要鼓励孩子向他们爱的人表达思想和感情，将其作为一种
管理他们情绪的方法，同时增加家庭关系的纽带。 

• 参战父母亲和孩子在参战之间的沟通似乎能够帮助孩子在参战期间“更好地去应对”。
和参战配偶沟通孩子的问题有利于在他们回家的时候调整期望，在参战期间告诉孩子
他们参战的父母亲正在做什么，没有参战的父母亲要告诉孩子他们对于参战的情感
（Huebner 和 Mancini，2005） 

• 参战父母亲和孩子的沟通，尤其是借助孩子经常使用的通信技术进行沟通，有利于维
护他们之间的关系纽带。 

• 允许孩子确定沟通频率，建立沟通模式也可以不断增强他们的自主能力，同时在服役
军人回家后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灵活地维护他们之间的关系。 

• 将参战看成全家一起成长的机会。 

就帮助处于儿童阶段的孩子应对重新融入家庭向父母提出的建议 
• 在解决每个家庭成员以及整个家庭的需求时慢慢地转换在家中的角色和责任。 
• 让孩子知道父母都是无条件地爱他们，但同时要有明确的期待和界限。 
• 头脑风暴，想出很多有趣的活动，全家一起参与。 
• 服役军人会错过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经历的很多事情，所以在参战的过程中孩子会长

大和改变。在回家的时候多花点时间陪孩子，这会帮助您在重新融入家庭的过程中更
了解您的孩子。 

• 塑造健康的应对策略，因为孩子会观察父母，模仿父母。 
• 运用与孩子年龄相符的情感管理策略。例如，可以教孩子学会情感管理方法，例如“情

感温度计”，家庭成员可以根据温度计监控和管理他们的情感，如果温度太高就可以
运用压力管理策略（Lester 等人，2011） 

• 不要制定过多的计划，但是可以慢慢开始做活动。刚开始节奏要慢，比如在家里做一
些娱乐活动，开展家庭游戏之夜或者电影之夜。当家庭凝聚力开始回温的时候，就可
以跟孩子去电影院或者购物。带他们参加一日活动，然后就是一周的野营，然后再是
时间更长的度假。 

就帮助处于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应对重新融入家庭向父母提出的建议 
• 为非参战父母亲提供技能训练（解决问题、认知重建，关注行为），帮助孩子更有效

地应对参战父母亲不在的时光（Bowles 等人，2011）。这些技能（尤其是好的父母榜
样）可能会帮助孩子更好地应对重新融入家庭和重返战场，尤其是有些孩子的父母要
多次重返战场，而且呆的时间更长。 

• Huebner 和  Mancini (2008) 推荐您联系青年发展教授，他们可以针对与父母亲分离有关
的参战周期和情绪管理向您的孩子传授一些道理。您还可能想要向青年发展教授讨教
有关抑郁、愤怒或焦虑等情绪，还有怎么跟孩子沟通的问题。 

• 鼓励孩子参加青年技能构建研讨会，此类研讨会能够帮助确定参战周期内的情感触发因
素（例如，愤怒、焦虑、抑郁），并且提供一些技能（认知重建、放松/深呼吸、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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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更好地管控压力。（Bowles 等人，2011；Esposito-Smythers 等人，2011）。 
• 如果需要的话，和您的孩子加入咨询；这个地方有利于您和家人获取额外支持，每个人

都可以说出自己的经历、情感和想法。 
• 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也可能是聚集家庭能量和家庭成长的时刻。在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

阶段进行重组，将此阶段视为一种锻炼新角色和日常生活的方法，这有时会很有必要地
帮助家人适应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带来的挑战。 

很多军人家庭出生和抚养的孩子对于父母亲的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学会了适应，最后会变得更
有心理弹性。但是，没有家庭可以不受压力的影响。本章所重点讲述的心理弹性策略将为您长
期提供宝贵的支持并防止压力，同时可以确定最适合您的家庭（以及每个家庭成员）的策略。 

家庭经济是如何被参战和重新融入家庭所影响的 
军人的配偶会经历一系列与军人生活相关的特殊的经济压力因素，包括找工作和建立事业的挑
战。大多数配偶想要工作，但是他们的事业发展和机遇，以及首选的事业可能很有限，因为他
们要多次搬家（Sanchez，2011；Savych，2008）。每当家庭重新安置时，服役军人就有一个新
家等着他/她了，但是配偶就必须得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再找一份新的工作。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于军人家庭来说是一个持续的压力因素。与您的伴侣交流和讨论职业
期待和展望非常重要。如果你们对未来有共同的愿景和承诺，并且共同做出决定，这就会防止
由于职业目标而造成关系冲突。 

在服役军人参战期间也可能出现预算问题，而且可能一直延续到他们回家以后。配偶在家
也可能碰到预算问题。有时家庭成员在管理经济方面可能缺乏技巧和能力，或者说缺乏管钱的
技巧。意想不到的家庭维修，养育孩子的花费或者其他开支都可能影响家庭预算。 

有关解决家庭经济问题的建议 
Ryan Yarnell 和 Lee Aker 提出的以下建议可以帮助您的家庭减少经济方面的压力，反过来提升
您的家庭应对这些压力因素的心理弹性。 

• 让“钱做主”。和您的家人讨论在经济方面的展望和理想。您想用钱来干什么？谁会成
为每天的管钱的人？如果对于目标出现了分歧您会做何种决定？（Acker，私人通信，2011 
年 7 月）。 

• 存钱以备不时之需。墨菲定律认为：“凡事只要有可能出错，那就一定会出错。”存钱
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则会为经济安全带来坚实的保障，而且会帮助您的生活实现“反墨菲”。
我们建议您专门留出最少 1,000 美元未雨绸缪，理想状况下您应该留出三到六个月的总支
出费用。（Yarnell，私人通信，2011 年 7 月）。 

• 还清债务。还清债务是提升经济状况最好的方法之一。还清债务后您不仅仅节省了利息，
还能自由支配现金。制定计划来偿还债务，一开始时您剩余的钱最少，之后就会不断增加
（Yarnell，私人通信，2011 年 7 月）。 

• 创建并使用预算。预算是确保未来有一个强大的家庭经济最有用的工具。预算会促使您做
出大多数经济决定，这些决定或大或小，而且每个月都应该制定预算，考虑到整年支出过
程中的变化因素。预算实际上等于预计支出，所以要跟踪您的支出情况，把预算制定地更
精确一些。另外只有你不停地跟进，预算才是有用的，所以要设定一些实际的目标，然后
努力完成目标。在必要时，家庭成员应该做好准备改变生活方式（例如，少在外面吃饭，
少度假，不追求名牌等等）（Yarnell，私人通信，2011 年 7 月）。 

• 存钱养老。传统的退休金几乎不存在了，未来的社会保障也是未知的。确保舒服的退休生
活的唯一方法就是为自己存钱。避税投资工具例如政府的节俭储蓄计划 (TSP) 和个人退休
金账户 (IRA) 都是很好税收优惠退休储蓄方法。好的做法是将总收入的 10-15% 节省到退休
账户。早点节省，一直节省。开始存 (TSP) 退休金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无论您多大年龄，
都可以开始定期自动存款，比如每个月或每两周存一次。今天存下来的一点钱就可能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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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存的一大笔钱（Yarnell，私人通信，2011 年 7 月）。 
• 检查您的信用。您的信用信息除了用于决定您是否能够借钱，还用于其它目的。每个人都

很关注您的信用：房东、保险公司、军队甚至是未来的老板。出于多种原因，例如身份盗
用事件不断发生，您最好要了解一下您的信用档案中包含了什么内容。根据联邦法律的规
定，您可以登录 http://www.annualcreditreport.com，每隔十二个月从信用报告机构（益百
利、艾可飞和环联）获取一份信用报告副本。不要同时取出三份报告，而是在一年内不同
时间分批取出；这样您就不必等上十二个月才能免费看到信用报告了（Yarnell，私人通信，
2011 年 7 月）。 

• 参保。确保您持有所需的保险：家里所有成年人的人寿保险，由您家里养家的人审核过的
医疗保险，车险以及房主或房东的保险（Acker，私人通信，2011 年 7 月）。 

• 订立遗嘱。订立遗嘱是非常必要的。有关其他必要的法律文件，例如指定委托书，或指定
孩子及有特殊需要的亲人的监护人，请咨询免费的法律服务（现役军人和家庭成员可在大
多数军事基地获得此类服务）。如果发生不幸事件，订立遗嘱会给爱人带去更多的帮助和
安慰（Acker，私人通信，2011 年 7 月）。 

与战争相关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 

参战期间一直持续的伤痛（包括身体上的伤痛，比如战斗中受伤和创伤性脑损伤 [TBI] 以及心
理上的伤痛，包括创伤性应激障碍 [PTSD] 和抑郁）将对家庭成员造成影响，而家庭成员由于
一直以来向家人提供关心也容易有自己的创伤，也会出现筋疲力尽和激情疲乏的状况。配偶在
担心受伤军人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自己的幸福，保持自己的心理弹性，而且不应该为关注自己的
幸福而感到愧疚。 

患有 PTSD 的退伍军人经常会为家人带来困难的挑战（MacDermid Wadsworth，2010；Taft，
Schumm，Panuzio 和 Proctor， 2008）。受伤的服役军人可能会忘记重要的家庭事件或者无法
做以前的家庭杂务或最大程度地参与娱乐活动。一家人可能无法参与之前喜欢一起做的活动。
如果有一些出乎意料的行为，那么家人可能会没有安全感。有时在压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家庭
成员可能感觉他们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这时他们就需要寻求咨询，帮助应对家庭波澜中的挑
战。家庭成员可能感觉悲伤、愤怒或担心服役军人的未来。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有压力
和抑郁情绪，那么整个家庭的凝聚力和功能可能会被削弱。 

之前建立健全的心理，以及在经历身体或心理伤痛之后心理弹性非常关键。军人家庭需要
理解服役军人独特的环境和健康状况，来维持强大的家庭单元和心理弹性。一些障碍使得在军
队生活和文化中维持最佳的健康状态非常困难。频繁地搬家和更换医务人员就无法保证护理的
持续性。一些年轻的军人夫妻和父母压力很会很大，因为他们是新婚夫妻或者初为父母就要面
对分离。如果没有支持的力量或者远离大家庭，那么压力可能会增大。成家时间更久一点的家
庭可能在家庭生命周期中面对各种挑战。爱人可能无法理解医生所说的复杂的养生之道或者健
康指导，这样就会导致家庭保健状况出现意外的问题。 

健康认知力：如何为医护人员来访做准备 
家庭成员可以做几件事情来积极对待他们的医疗保健。在进行治疗的时候，确保准备好记录重
要的信息。 

• 准备几个关于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的问题向医护人员提问。 
• 能够向您的医师提供有关用药或特殊膳食和膳食补充剂的信息。 
• 您可以向医护人员询问一些医疗知识或推荐网址，帮助您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 向医护人员询问一种途径，如果未来出现了其他的问题，您可以向他/她或同事跟进咨

询。 
• 如果家庭成员同意，有人陪伴的情况下做一下记录将非常有用，这有利于获得所有必要

的信息（改编自创伤应激研究中心 [CSTS]）。 
• 和医护人员坦承地交流医疗问题，如果对医生提供的信息不是很理解，可以请他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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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清楚。如果您感觉自己得到的服务或护理并不是自己需要的，那么就询问医护人员
如何进一步调整（Bates、Bowles、Kilgore 和 Solursh， 2008）。 

• 父母可以利用此机会在与医疗保健相关的行为和责任，例如营养、锻炼和压力管理，
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这些所有的方面都涉及寻求医疗保健。 

应对个人应激反应和风险行为 
服役军人身处战场等高压环境，可能会导致应激反应或应激损伤。此应激反应是身体对环境
压力的自然反应，而且使个人的身心对危险保持警惕。此反应经常使个人保持警惕并且在危
险环境中缩短反应时间，因此能够增加活命的几率。但是长时间处于应激状态下后，一些人
可能很难冷静下来，在紧张经历过后很难“复位”。家庭成员应该意识到他们的服役军人可
能在后参战时期表现出一些困难。这些困难包括睡眠问题（例如，入睡困难，无法获得舒适
的睡眠，无法保持睡眠状态，醒得太早或者做恶梦）；坐立不安；惊吓反应增多；焦虑感、
抑郁和愤怒；对环境和周围的噪声（对象和地点可能都被视为威胁）高度敏感；伤口疼痛。
服役军人也可能会退缩，躲避社会，情愿独处而不愿与家人和朋友交流 (CSTS)。 

从战场上回家后，服役军人有时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危险行为，试图降低压力水平。这
通常在第一次使用酒精或增大使用酒精后发生，他们试图以此来缓解在战斗中产生的情感痛
苦。开始抽烟或增大抽烟量也是同样的目的。服役军人还可能参与一些危险的性行为或攻击
性驾驶。这些行为可能与酒精使用、非处方药滥用或非法药物使用混杂在一起。这些行为会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一个家庭的健康。关于家庭健康说得更具体一点，如果在夫妻关系出现问
题的背景下动怒或滥用酒精可能导致心理或身体虐待 (CSTS)。当家人处于这样的风险中时，
就需要立即采取医疗措施和帮助来解决心理和身体方面的健康问题。 

家庭成员应该意识到应激损伤或创伤应激的一些常见症状是可以治疗的，这样他们才能
意识到有关创伤性应激障碍 (PTSD) 症状的警示信号，然后立即获得所需帮助。“亲密关系”
对于患有 PTSD 的服役军人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样可以鼓励利用行为医疗进行治疗（Meis 等
人，2010）。患有 PTSD 的人可能有一些痛苦的思想并经历闪回、噩梦和/或创伤事件中的
痛苦回忆（DSM-IV-TR, 2000）。这些患有 PTSD 的人要避免与创伤相关的刺激；避免让他
们回忆起这些事件的思想、地点和情感；感觉远离了他人；对活动的兴趣逐渐减退；而且对
未来没有期待。他们还可能受困于“觉醒过度”，经历的问题有比如失眠、爆发怒气或者吃
惊反应。此外，研究发现近期参战（在过去一年中）与丈夫经历多发 PTSD 症状相关，而且 
PTSD 症状与较低的婚姻满意度和其他相关因素有关（Allen、Rhoades、Stanley 和 Markman，
2010）。从近期战斗中回家的服役军人如果有应激症状、睡眠问题或性困扰，他们和他们的
妻子就会对婚姻和夫妻关系的满意度比较低（Goff、Crow、Reisbig 和 Hamilton，2007）。那
些有应激症状的人经常会出现性欲降低。 

抑郁和人们在生活中经常经历的正常的失望或不满意是不同的。抑郁是一个长期的反应，
可能会导致人的正常习惯和人格发生改变。一些经历抑郁痛苦的人会一直不开心或者长时
间“心情跌入低谷”。症状和相关问题可能包括很难集中注意力或做决定；对日常活动或
爱好的兴趣降低；体重变化；能量低；性障碍；工作问题；感觉没有价值；对于一些人，
会持续地想到死亡或尝试自杀（DSM-IV-TR, 2000）。 

治疗颅脑损伤引起的创伤性脑损伤 (TBI) 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损伤的严重程度和位置，以
及服役军人的年龄和一般健康状况。TBI 经常和创伤性事件导致的脑损伤产生的 PTSD 同时
存在（Bryant，2011）。中度 TBI 的一些条件包括与思维（集中注意力、记忆和决策），感
觉（视觉、听觉、嗅觉），沟通（言语），心理健康行为症状（感觉急躁、抑郁、易怒、
难以控制情绪和很差的挫折耐力），以及身体健康（失眠、头痛、平衡问题、肢体麻木）
（VA/DOD，2009）。 

向有受伤服役军人的家庭提出的建议 
以下是一些帮助您的家庭构建心理弹性的建议，如果您的家庭中有服役军人在参战期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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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或致残，这些建议可以帮助您应对由此带来的压力因素。 
• 确保服役军人身边总有他/她喜欢一起享受时光的人。 
• 加入能为服役军人遭受的困境提供支持的社会组织。 
• 要灵活；不论家庭活动还是工作都没有办法回到和以前一模一样的状态；服役军人会

发脾气，在公众场所出现一些不当行为。 
• 鼓励服役军人参与社会活动，但是过程要循序渐进。 
• 孩子可能觉得要对父母亲的变化负责或者担心受伤的父母亲不再爱他们了；而没有受伤

的配偶则需要宽慰孩子，帮助他们明白他们没犯什么错。 
• 和您的社交网络保持联系和保持自理日常安排。 
• 确保孩子们参与学校、营地或其他适龄的娱乐活动。 
• 对于遭受抑郁或 TBI 的服役军人，把一些事情写下来帮助他们想起来，或者在适当的

时候鼓励他们记录一些事情。 
• 尽可能多地参与正常活动。 
• 培养新的兴趣爱好。 
• 有耐心；伤口愈合要一段时间，受伤的服役军人也要花一段时间去适应在军事作战期

间发生的变化。 
• 连贯的日常生活会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在这个困难的时期继续满足孩子的需求对

于长期确保家庭力量非常重要。 
• 成年人是孩子的榜样，要和孩子交流他们的情感，帮助他们表达情感，为孩子树

立榜样。 
• 父母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一些与医疗相关的行为和责任方面，例如营养、锻炼和

缓解压力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 
• 尝试继续做一些在受伤之前会做的活动，而且不会受到损伤的影响。 

心理弹性构建技巧：放松、思考和沟通 
为了和军人家庭健康模型保持一致，有一些身心和认知技能可以用来促进个人和家庭
的心理弹性和健康（Bates 等人，2010； Bowles，Cato，Pollock 等人， 2011； Bowles，
Moore，Cato 等人， 2011）。三个技能组合能够帮助您的家庭构建心理弹性，来更好
地应对上面提到的所有压力因素：（1）身心技能，（2）认知技能（例如，认知重建），
和（3）沟通技能。当存在其他变量因素时，这三种方法很容易学习并且适用于心理
弹性构建。每个技能都在下文予以详细说明，还有关于如何应用每个技能的具体示例。 
心理弹性技能 #1：放松：包含身心技能 
能够管理压力和紧张的情绪是提升心理弹性的关键因素。如上所述，压力会让您失去管理
消极情绪的能力，例如焦虑、愤怒和抑郁，而且可以造成家庭关系紧张。综合的健康练习，
例如腹式呼吸、瑜伽、静心、冥想和引导想象，越来越多地在军人社区中用作有效的工具
来构建心理弹性（例如，陆军的综合士兵健身计划和空军的综合飞行员健身计划）。尤其
是很多呼吸练习可以触发身体的放松反应，它很容易学习而且能够立刻缓解焦虑、压力和
愤怒情绪，个人可以经常练习，在高度紧张和冲突的时候逐渐降低压力（Bowles，Moore，
Cato 等人，2011；Moore，Brown，Money 和 Bates，2011）。经常练习这些技巧会提升放
松感，降低焦虑感。Herbert Benson 提出的放松反应是一种如下所述的放松练习。有一些
夫妻的冥想和瑜伽课程以及亲子的冥想和瑜伽课程。 

 

 

表 2. Herbert Benson 提出的放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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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动作 

1． 以一种舒服的姿势安静地坐下。 

2. 闭上双眼。 

3. 完全放松肌肉，从脚部开始，逐渐上升到脸部。保持放松。 

4. 用鼻子呼吸。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在呼气的时候，默念一声“一”*。例如，吸
气...呼气，“一”，吸气...呼气，“一”，不断循环。放松和自然地呼吸。 

5． 持续 10 到 20 分钟。您可以睁开眼睛检查时间，但是不要用闹铃。结束后，静静
地坐几分钟，开始要闭上眼，最后再睁开眼。不要站几分钟。 

6. 不要担心您是否成功完成了深度放松。不要有太多期待，让放松自由发生。当杂
念出现时，试着忽略它们，而不是纠结在上面，然后重复“一”。 

在这样的练习下，只需很小的努力就可以实现放松反应。每天练习一到两次，但是不要在饭后
两个小时内练习，因为消化过程可能会干扰放松反应。 

*或任何舒缓的，流畅的声音，最好不要有什么意思或联想，避免刺激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想法。 
注：Benson, 2000, p. 162-163 

心理弹性技能 #2：思考：包含认知行为技能 
在家庭中构建心理弹性还伴随着使用认知行为技能。这些技能向您展示了如何意识到错误
或没有价值的思维方式（叫做认知扭曲）以及发展替代性的想法和行为来促进健康、实际
的想法和积极的情感（叫做认知重建）。 

认知扭曲 
Burns (1999) 描述了很多认知扭曲或“思维陷阱”，它象征着对事件负面的误解。以下十
项认知扭曲经常导致负面的结果、心情和家庭交流（Burns，1999）。 

• 绝对化思维是指认为事情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回旋余地的思维。 
• 以偏概全是指将某个孤立的情况应用到所有的情况中，或使用“从来”或“从不”

等词语来描述事件或行为。 
• 精神过滤是指排除掉矛盾的证据或事件，强烈关注负面反馈或信息，经常导致几天

甚至几个月都在强迫性思考一个负面事件。 
• 贬低正面的事是指拒绝任何正面的经历，相信此类事件都是侥幸或意外。 
• 妄下结论包括在没有任何支持证据或信息的情况下假设最坏的结果。妄下结论的两

个例子包括“读心”和“算命”，这两个例子都包含了对另一个人的行为或一个事
件作出假设，但是没有核查现实情况或这个人，看这个假设是否正确。 

• 放大化包括过度认定一个事件或举动的重要性，专注于那些将您或他人放在最负面
的位置的方面。 

• 情感推理是指将感觉或情感解释或认定为事实。例如，您强烈感觉到在即将
来临的参战中会发生危险，它就必须意味着参战非常危险，尽管事实情况是
参战可能是在前线作战基地内 (FOB)，而且是在常规的作战行动之外。 

•  “应该”陈述句强调您或他人应该、必须或必定取得一个特定的积极的结果。 
• 贴标签是一种死板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您会因为单个事件或孤立事件而将

自己或他人贴上标签，认定是坏人或可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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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度责备包括针对一些您或他人无能为力的事情而自责或责备他人。 
以上任何一种扭曲行为都可能导致一个人无法实际地或积极地考虑一个处境或一个人，最后
导致负面的家庭交流。家庭成员能够多大程度上确定和意识到利用此类技能会影响到一个人
对事件、处境或他人作何反应。一个能够帮助个人处理此类认知扭曲的技巧就是认知重建，
以下介绍了认知重建，并举出了一个实际案例。 

认知重建 
认知重建是一个认知行为策略，是指一个人能够很关键地确定、检查并纠正他或她的扭曲思
维。这包含通过询问这个想法是否真实、有帮助或得到外部证据的支持，以此审查自己的思
想，然后在心理上重建思想，以获得更加积极的结果。 

以下实例突出了几个军人家庭可能面对的挑战和需求，其中有许多已经在本章之前的部
分中予以了详细描述。运用认知重建，从某个情景特定行为中得出的不健康的结论都重建成
为更加健康、更加积极的结论。这样的步骤有可能提升心理弹性，促进家庭交流，改善后参
战时期家庭的重新融入家庭过程。 

实例 
在第三次参战归来后不久，空军安全部队 Smith 军士长就感觉到有些不太对劲。
他出现了睡眠问题，因为他脑中会强行浮现一些记忆：在伊拉克的一场护航伏
击中，他的队伍里的一个年轻的飞行员失踪了，然后他就开始想自己为什么会
幸免于难。他很容易被房子周围的噪音惊醒，之后就开始关门独居。他的妻子
最先注意到这些变化，此外的变化还包括不太愿意参加他之前喜欢的一些正常
活动，例如和朋友出去聚会，读书以及做出规划。尽管他还记得结婚纪念日，
但是他忘记了其他的日常家务，包括收拾杂物，从洗衣店取衣服或者买狗粮。
他变得易怒，脾气也很坏，因此他和妻子经常为一些他们之前从来不会困扰的
问题发生争吵。她的妻子认为他在回避她和孩子，他对她很生气。 

 
上面的场景中描述的临床症状可以用多种方式解释。借助运用认知重建策略，下表中描
述了与抑郁症、PTSD 和 TBI 相关的特定认知症状。以下的表 1 也描述了不健康的认知，
并确定了可替代它的健康认知，可以通过重建不健康的认知来替换成健康认知。在不健
康的认知栏中提到了特定认知扭曲，来说明对中立或无害事件存在的消极解读。 

 

 

表 2. 重建与抑郁、应激损伤和 TBI 相关的常见临床症状 

认知行为策略 实例症状 不健康认知 健康认知 

重建抑郁症状 睡眠障碍 他晚上不愿意来睡
觉，是因为他觉得我
不够有吸引力。（过
度责备） 

一整天下来他确实太
累了。离开这么长的
参战时间，他正在努
力参与工作单位的活
动。 

参与活动兴趣下降 他不愿意参与活动，
因为不愿意花时间陪
我和孩子。他要离开
我了，要提出离婚了。

他可能需要从专业人
士那里获得一些额外
的帮助，或者我应该
计划一些他可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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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化） 享受的活动，比如家
庭电影之夜。 

重建 PSTD 症状 远离朋友 他不想再融入我们的
生活了，或者不再愿
意和我们这几年结交
的朋友来往了。这种
情况会永远持续下
去。（绝对化思维） 

这可能与他的 PTSD 
或者应激损伤有关，
不是由于我说的话或
我做的事直接导致
的。过一段时间他调
整过来以后，他可能
就会有兴趣和其他人
来往了。 

觉醒过度；过激或受
惊反应 

他瞬间就生气了是因
为我和孩子烦到他
了。他总是生气也都
全怪我。我是一个糟
糕的妻子，因为我不
停地说错话惹他生
气。（贴标签） 

如果我了解更多关于 
PTSD 的信息，我就会
知道他在家表现出了
在战场的高度警觉行
为。他要花一些时间
才能适应不在战场的
感觉。 

麻木 他忽视我，好像我完
全不存在一样。（妄
下结论） 

他在跟 PTSD 或应激
损伤作斗争，现在的
日子过得很艰难。这
很可能是他的症状之
一，只是我还没有意
识到。他不是故意忽
视我，只是在跟他经
历的问题做斗争。 

重建 TBI 症状 健忘 他什么都会忘，什么
都不在乎。他应该记
得一些很简单的事
情。记得买狗粮到底
是有多难？（应该陈
述句） 

可能这是他正在经历
的一个健康问题。只
是因为他最近很容易
健忘并不意味着他不
在乎。 

 

心理弹性技能  #3：沟通：关键的家庭心理弹性构建技能 
在参战后，沟通对服役军人和他们的家人来说是一个生命线，而且是提升军人家庭心理弹
性的几个家庭因素之一（Gottman，Gottman 和 Atkins，2011；Meredith 等人， 2011）。压
力会阻碍和破坏家人之间的沟通，并且使家人无法有效解决问题，满足彼此的情感需求。
这反过来会伤害他们的关系（Gottman 等人，2011）。军人回家后，夫妻要花一些时间来
调整或重新设定他们的沟通。 

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关于参战的经历和重新融入家庭的过程。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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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融入家庭期间，家人共同分享和倾听每位家庭成员的经历可能会很有帮助。例如，在
家庭克服压力 (FOCUS) 计划中，有家庭成员在讨论“参战记录”，并且将这些记录按时间
排列，让每位家庭成员都能够了解其他成员的情感和经历（Lester 等人，2011）。此计划
可在在线网站 http://www.focusproject.org 中获得。此外，所有的军人家庭心理弹性计划都
强调沟通的重要性，无论在参战期间还是后参战时期，沟通都是家庭力量的核心方面。我
们参考了这些计划，以及对军人家庭的研究发现，提出了以下建议，帮助保护或重建沟通，
增强家庭关系。 

针对家庭沟通提出的建议 
使用以下指导原则能够在您想要沟通一些重要事情的时候，帮助您和爱人有效地沟通（改
编自 Epstein 和 Baucom，2002 ）： 

说话的人应该遵循以下指导原则： 
• 在描述您的思想和情感时使用“我”陈述句。“我”陈述句使倾听者不会感觉受攻
击，使他倾听您正在表达的内容。 
• 有针对性：每次只讨论一个主题。 
• 找一个好的沟通时间和地点。 
聆听的人应该遵循以下指导原则： 
• 总结并重复您听到的内容。 
• 不要问问题，对诉说者说的话要做出反应，给出解决办法，或者解释一下她的话的
意义。 
• 注意您的语调，面部表情，和姿势，表明您很坦诚而且没有攻击性。 
• 设身处地为诉说者着想。 
 

一旦小问题说出来让大家都听到，那么伴侣就会互换角色。这些指导原则可以帮助落实沟
通，从最基本的沟通做起，这样每个人才会感觉对方确实在听自己说话。能够交流和讨论
重要的事情在夫妻关系中非常重要。研究表明夫妻面临的大约 70% 的问题会在夫妻关系
中一直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只有 30% 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Gottman，1999）。因此，
学会如何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并且对那些顽固的问题持续交流才是让关系得到最好发展
的关键。 

一般的沟通建议 
• 温柔地开始交流，要用适当的语调（Gottman 等人，2001）。一旦出现争吵的苗头，

更加正面的情绪，而不是负面情绪更容易带来稳定的婚姻；通常情况下，谈话开始
前三分钟就预示了之后的谈话会如何进行（Carrere 和 Gottman，1999； Gottman 和  
DeClaire， 2001）。 

• 在和爱人沟通时要避免以下四种态度：1）整个过程都指责对方的不是（责备），2）
讽刺或者取笑您的爱人（蔑视），3）不听对方讲话，急于捍卫自己（抵触），以及 
4）漠不关心或忽视爱人（冷淡）（Gottman，1994）。从长期来看，这种态度和不
幸福的婚姻关系紧密相关。 

• 如果在谈话过程中发生争吵，尝试“修复举动”，可能会缓解冲突和争吵的压力。
这时一方或双反都试着缓和分歧，冷静下来，彼此妥协，重新建立亲密关系，在聊
天的时候多点幽默，轻声细语或其他的方法。有时在一种冲突发生时能够起作用的
修复举动可能在其他情况下未必同样有效。 

• 记住相互赞美。每天都要向爱人表示出，你很关心他，想他，爱他，尊重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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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每次出现负面交流时，那些有至少五次积极互动的夫妻（5:1 的比例）相比那
么每次出现负面交流有不到一次积极互动的夫妻更容易拥有长期、幸福、成功的婚
姻（有时低至 0.8:1 的比例）（Gottman，1998；Gottman，1999）。 

• 和伴侣建立良好的友情：讨论你们的目标和未来的梦想，倾听你们都很感兴趣的日
常小事，试着偶尔一起做点喜欢做的事情。夫妻友情对于长期的婚姻满意度来说非
常重要。 

总结 
针对家人在参战后的重聚，我们提出了很多应对建议。利用身心、认知行为和沟通技能可
以使家庭成员更加准确地解释和理解潜在的负面事件，更加有效地沟通和回应爱人的需求，
表现出更低的压力水平和更高的家庭功能水平。有效的沟通，发展积极的认知技能，以及
学习身心练习对于家庭心理弹性构建来说非常重要。 
前景展望 
本章讨论了压力因素和需求，并且向家庭成员提供了一些建议，帮助他们应对和缓解这些
压力因素和需求，试图让他们具有更强的心理弹性和更好的健康，最终像军人家庭健康模
型（Bowles，Cato，Pollock 等人，2011；Bowles 等人， 2013）所描述的那样带来积极的家
庭功能和幸福感。应用家庭心理弹性建议可以增强您的家庭纽带。要意识到每位家庭成员
的需求，以及自己的需求，要有耐心，懂得关心彼此。抓住每个机会向家人表达爱，赞扬，
鼓励和亲力亲为帮助家人，以此提升家庭的信心，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让家庭都成为
每个人坚强的后盾。就好像跟运动队一样，家庭队伍的每个成员都有重要的角色和功能，
每个人都需要凝聚起来共同朝赛场的一个方向前进。就像所有成功的队伍一样，带您的家
人一起，做一些日常活动（例如，一起吃饭），庆祝活动（例如，毕业，生日）还有传统
节日（例如，节日活动），这会增强家庭纽带，构建凝聚力，创造愉快的回忆。确保你的
队伍有一些像教练一样的专家，比如家庭准备组顾问、理疗师、咨询师和精神导师，他们
可以提供宝贵意见、帮助和支持。让自己多和积极的人相处，参加可以让您感到高兴的活
动，在家庭中树立榜样。所有的运动员都需要休息几天或一段时间，从高强度的训练中恢
复；因此，确保您也计划了一段时间将自己从匆忙的生活中脱离出来，沉思几分钟，重整
队伍，想想如何增强自己和家庭凝聚力。确保自己在做有趣的事情，过得愉快一些，注意
休息，然后再充电。休息得越多，生活越平衡，越没有压力，您和您的家庭才越有可能灵
活应对生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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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面向家庭的网站和资源 
• Military OneSource 是我们很多作者向军人家庭推荐的一站式信息中心。如果您在寻找

服务方面遇到困难，或者被您所在的区域各种各样的服务弄得晕头转向，那么这是一
个有用的资源：http://www.militaryonesource.mil 或 http://www.militaryonesource.com 或 
(800) 342-9647。 

• TRICARE 向服役军人和其家人提供医疗服务。所有的现役军人家庭都是 TRICARE 的
适用对象。而对于预备役或国民警卫队的军人家庭，如果他们有服役军人在参战或者
最近从战场返家，那么也可使用 TRICARE：http://www.tricare.mil/。 

• 退伍军人事务部 (VA) 有很多网站分支。主网站是 http://www.va.gov/。公共福利信息
电话是 (800) 827-1000。联系医疗资格信息科请拨打 (877) 222-VETS (8387)。 

• VA 退伍军人中心：VA 在全国有 300 个退伍军人中心。找到离您最近的那个中
心，您可以登录 http://www.vetcenter.va.gov/ 或拨打中心电话 (877) WARVETS 
(927-8387)。 

• VA 的回国军人网址面向的是从最近的战斗中回国的军人：http://www. 
oefoif.va. gov/。 

• My HealtheVet 可以在线管理您的 VA 医疗需求：
http://www.myhealth.va.gov/。 

• 州退伍军人事务局局长：在 http://www. n asdva. net/ 中寻找
您的州可用的资源。 

• 国家护理者支持电话线上有一些社会工作者，他们可以回答您的问题并帮助您
联系到您当地的 VA 医疗中心的护理者支持协调员：
http://www.caregiver.va.gov/ 或 (855) 260-3274。 

• 无家可归的退伍军人国家呼叫中心：http://www.va.gov/HOMELESS/ 或 (877) 
4AIDVET (424-3838) 

• 心理健康和创伤性脑损伤防御卓越中心（由国防部和 VA 运营）进行研究并将关于军
人精神健康和心理损伤方面的信息发布在该网站上：http://www.dcoe.health.mil/。 

• 人类行为表现资源中心是一个网站，它能够帮助您的家庭构建心理弹性。它是国防部
发起的一项行动，解释并传播了一些科学信息，主要是关于身体健康、营养/补充剂、
家庭和感情、思维策略、环境因素以及指挥官、服役军人、家庭成员、医护人员和人
类绩效优化的研究人员的全军健康状况：http://hprc-online.org。 

• 黄丝带重新融入家庭计划是关于后备军人以及国民警卫队及其家人的信息：
http://www.yellowribbon.mil/。 

• AfterDeployment.org 是一个网站，其内容是关于军人家庭的精神健康和其他健康问题，
他 们 一 般 都 有 常 见 的 后 参 战 问 题 ， 例 如 压 力 、 愤 怒 、 抑 郁 和 感 情 问 题 ：
http://www.afterdeployment.org/。 

• Courage to Care 提供有关军人生活健康问题的在线情况说明。它是由健康科学统一服
务 大 学 的 主 要 军 人 健 康 专 家 发 起 的 ：
http://www.cstsonline.org/category/resources/courage-to-care/。 

• 物质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 (SAMHSA) 有针对服役军人、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人
的详细资源清单：http://www. samhsa. gov/vets。 

• 真正的勇士运动有一个针对家庭的网页，同样提供全天候帮助，还有面向家庭成员的
留言板：http://www.realwarriors.net/family/ 和 (866)966-1020。 

• 国家精神疾病联合会 (NAMI) 有一个网站是专门针对服役军人和他们的家人的：
http://www.nami.org/vete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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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家庭的其他组织和资源 
• 回家项目为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军人、服役军人、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服务提供者提

供了关心、支持、教育和压力管理工具：http://www.cominghomeproject.net/。 
• 一种不同的勇气:维护和增进心理健康是一个教育 DVD，讲述了服役军人和他们的家人

是如何被战斗和参战压力所影响的： 
http://www.mentalhealthscreening.org/programs/military/resources/a-different-kind-of- 
courage.aspx. 

• 给一个小时为军人家庭和回国的服役军人提供免费的心理治疗：
http://www.giveanhour.org/。 

• 管理身处困境的海军陆战队领导指南用于为领导提供指导和工具，帮助处于困境的海
军陆战队寻找解决方法、思考做法、提供具体资源：
http://www.usmc-mccs.org/LeadersGuide。海军也有一本类似的书叫做管理身处困境的海
军领导指南：http://www.nmcphc.med.navy.mil/lguide。 

• 有勇气去关心，有勇气去谈论战争伤痛是由创伤应激研究中心所发起的。它向服务
提供者和家人介绍了 TBI 和战争伤痛：http://www.couragetotalk.org/index.php。 

• 国防和退伍军人脑损伤中心是一个有关 TBI 的信息交换中心：http://www.dvbic.org/。 
• InTransition 是一个自发的和保密的项目，为服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提供支持，为他们提

供个人教练、资源和工具：http://www.health.mil/intransition/。 
• 军人路径向受参战影响的服役军人和其家人提供精神健康信息和推荐计划：

http://www.MilitaryMentalHealth.org/。 
• 重伤军人支持热线一天 24 小时都可接通：(888) 774-1361。 
• 国家精神疾病联合会：http://www.nami.org/veterans 和 (800) 950-6264。关于后创伤应

激障碍 (PTSD) 治疗和恢复的特定信息可前往：http://www.nami.org/PTSD。 
• 后创伤应激障碍国家中心：http://www.ncptsd.va.gov/。 
• 伤残军人国家资源目录是一个为伤病部队、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人提供的在线工具，

而且在国家、州和地方层面提供超过 11,000 个服务和资源：http://www. nation 
alresourcedirectory.org/. 

• 海军安全港的创建是为了向重伤、生病和有心理损伤的海军、海岸警卫队队员和他们
的家人提供信息和非医疗帮助：http://www.public.navy.mil/bupers-npc/support/safe 
harbor/Pages/default.aspx， (877) 746-8563，或  safeharbor@navy.mil。 

• 创伤性脑损伤：旅者归途是一个网站，是由国防和退伍军人脑损伤中心 (DVBIC) 创建
的，它向经受中度、重度或穿透性 TBI 的退伍军人和服役军人的护理者提供信息：
http://www.traumaticbraininjuryatoz.org/。 

• 创伤性脑损伤国家资源中心有关于 TBI 的情况说明和其他信息以及书籍、DVD 和评
估工具，详见 http://www.neuro.pmr.vcu.edu/。 

• 创伤性脑损伤：服役军人和退伍军人护理者指南可以在该网站下载或订购：
http://www.traumaticbraininjuryatoz.org/Caregivers- Journey/Caregiver-Guides.aspx。 

• VA 护理者支持计划：http://www.caregiver.va.gov/。 
• VA TBI/多发性损伤治疗系统有面向患有 TBI 和其他损伤的军人的信息：

http://www.polytrauma.va.gov/。 
• 战士关怀博客：http://www.warriorcare.dodlive.mil/。 
• 受伤战士资源中心： 

http://www.woundedwarriorproject.org/programs/wwp-resource-center.aspx 或 (800) 997-
2586 



25 

 

 

面向服役军人处于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的孩子的资源 
面向父母的资源 
• 美国儿科学会有一个网站，里面有视频和文件可以帮助军人的孩子了解参战和重新融

入家庭：http://www2.aap.org/sections/uniformedservices/deployment/videos.html。 
• 美国学校管理人员协会工具包：为军人的孩子提供支持：

http://www.aasa.org/content.aspx?id=9008。 
• 有勇气去关心，有勇气去谈论战争伤痛是有创伤应激研究中心所发起的，其中包

含了告诉孩子关于战争伤痛的信息：http://www.couragetotalk.org/index.php。 
• 防御卓越中心的服役军人孩子资源指南：

http://www.dcoe.health.mil/Content/Navigation/Documents/DCoE%20Children%20of%2
0 Military%20Service%20Members%20Resource%20Guide.pdf。 

• 帮助孩子应对参战和团聚：http://www.realwarriors.net/family/children。 
• 国家儿童创伤应激网的军人孩子和家庭资源页：http://nctsn.org/nccts/nav.do?pid=ctr 

top military。 
• 紫色行动是一个由国家军人家庭协会为军人孩子创建的免费夏令营项目：

http://www.militaryfamily.org/。 
• 军人孩子行动：http://www.operationmilitarykids.org/。 
• Zero to Three 为受军人父母的参战、受伤或死亡影响的婴幼儿提供支持：

http://www.zerotothree.org/。 
面向孩子的资源 
• 预备役儿童和青少年服务的在线青少年参战课堂：http://www.arfp.org/teenclasses。 
• 军人孩子教育联盟是帮助军人家庭、学校和社区应对军人家庭学龄儿童面对的调整而成

立的组织：http://www. milit arychild. org/。 
• 军人孩子联结：http://www. militarykidsconnect. com/. 
• 国民警卫队家庭计划：http://www.guardfamily.org/。 
• 国民警卫队青少年计划：http://www.guardfamilyyouth.org/。 
• 芝麻街有针对您孩子的视频和其他资源：

http://www.sesameworkshop.org/our-impact/our-stories/military-families.html。 
• 军人家庭近和远是由芝麻街和电气公司创建的：http://www.familiesnearandfar.org/login/。 
• 诉说、倾听、联结：参战、归来、改变是芝麻街为家里两到五岁的孩子制作的 DVD，

网址为 http://www.militaryonesource.org/ 或 http://www.sesameworkshop.org/。 
• 青少年应对军人参战：提升您家的心理弹性是紫色行动夏令营的视频，里面采访了军人

的孩子 Poe。朋友是关于小学孩子应对参战的视频。两个视频都是由美国儿科学会制作
的，您可访问：http://www2.aap.org/sections/uniformedservices/deployment/index.html。 

关于在您的家庭中构建心理弹性的资源 
• 军人家庭支持中心：每个军队分支都有一个社区服务或家庭支持中心。 

• 军队社区服务(ACS): (877) 811-ARMY 或者  
http://www. myarmyon esource. com/。 

• 空军家庭准备：http://www.wpafb.af.mil/afrf/ 
• 海军舰队和家庭支持中心 (FFSC)：http://www.cnic.navy.mil/CNIC HQ 

Site/WhatWeDo/FleetAndFamilyReadiness/Fa 
milyReadiness/FleetAndFamilySupportProgram/ 

• 海军陆战队社区服务 (MCCS)：
https://www.manpower.usmc.mll/portal/page/portal/M RA HOME/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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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岸警卫队家庭宣传计划：http://www.uscg.mil/worklife/family advocacy.asp。 
• 综合性军人健康计划 (CSF) 为服役军人和家庭成员获得最佳健康和幸福提供了所需的

身体和心理方面的技能。CSF 是由陆军设立的一项综合的心理弹性构建计划，并获得了
积极心理学与心理弹性构建领域的研究人员的合作支持。CSF 家庭成员心理弹性有为服
役军人配偶提供的在线家庭心理弹性训练模块，帮助他们为参战和后参战过渡做好准备。
CSF 为配偶/夫妻提供后参战心理弹性训练。虽然最初是为陆军社区建立的，但 CSF 已
经为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所的使用做出了调整：http://csf.army.mil/ 

• 军人路径计划可在线或通过电话使用，它为家庭成员和所有分支服役成员，包括国民警
卫队和预备役，提供免费、匿名的精神健康和酗酒自我评估：
http://www.militarymentalhealth.org/ 

• 培养具有心理弹性的孩子是针对学龄孩子的课程，课程重点是在军人家庭的孩子中构
建心理弹性，它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的军人孩子行动创建：
http://www.jhsph.edu/ research/ centers-and- institutes/military-child-initiative/training 
course/ 

• 军队夫妻牢固情感培训和海军的 CREDO 项目是夫妻培训项目，专门针对服役军人和
他们重要的另一半。本项目由牧师领导，通过让夫妻进行为期一周的修养，接受夫妻
关系教育和技能培训，旨在提升个人和家庭心理弹性：http://www.strongbonds.org/ 和 
http://www.cnic.navy.mil/regions/cnrnw/om/religious programs/credo/credo retreats.html. 

• FOCUS：家庭克服压力 (FOCUS) 是一项聚焦家庭的心理弹性行动，由海军和洛杉矶加
州大学的塞梅尔研究所研究人员所发展。FOCUS 是一项基于证据的计划，能够帮助军
人家庭成员解决军人家庭特有的压力问题，例如参战，重新融入家庭问题，以及服役
军人参战回家后患有心理健康问题：http://www. focusproj ec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