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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problem of ethic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consult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put forward, and the metho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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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针对高校心理咨询中处理危机问题时日益凸现的伦理问题进行思考，根据实际工作经验，提出解决
问题的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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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校心理咨询的不断发展，伦理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特别是如何处理在心理咨询中遇到的危机
干预问题。下面是一些常见的问题情形：
问题一：在咨询中，来访学生告诉咨询老师他有自杀的想法，但是他要求老师绝对保密，不能告诉
学院，也不能告诉家长，否则就死给老师看。咨询的老师该怎么办？
问题二：学生自杀后，家长到学校处理后事，听说孩子去咨询过，要求约见给孩子咨询过的老师，
并查看咨询记录，以了解孩子的死亡原因。他有这个权利吗？
问题三：心理辅导老师给自杀学生的家属做心理辅导后，学院领导希望了解家属的想法，以便和家
属更好的沟通，该把心理辅导的情况告诉学院吗？
面对这些情况，不少的心理辅导老师，特别是一些缺少经验的老师，会感到非常困惑和棘手。造成
这种困惑的原因在于做心理咨询的辅导老师，在遇到心理危机的学生时需要做危机干预，而二者不论是
性质、任务、原则和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多的不同，这时可能会出现角色不清晰，特别是伦理方面的冲突，
造成困惑和内心冲突。
本文尝试对处理和应对此类问题进行伦理思考。

2. 心理咨询行业的基本伦理原则
伦理一般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是指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及人们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和行
为的秩序规范。任何持续影响全社会的团体行为或专业行为都有其内在特殊的伦理的要求。
心理咨询这个行业有五个最基本的伦理原则[1]：
一、尊重自主性原则
自主性原则是指需要尊重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由和尊严。自主性蕴含的意思是人应该为自己负责。自
主性的对立面是家长作风，意思是说在对待他人时以父母自居，并且为他人决定什么才是最有利的。
隐私权也包含着尊重自主权中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一个人有权利决定关于他(她)的哪些信息可以被分
享，即掌控他(她)的私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暴露给别人的权利。没有隐私也就没有尊严可言。对个人自主权
的尊重在伦理守则中的体现几乎无处不在。咨询师的职责是在征得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咨询，并且对
于咨询过程中的所有内容都应保密，这些都直接源于这一原则。同样这一原则还意味着为了达到人们认
为有益处的其他目标，人们同样有权利放弃或暂时搁置他们的自主权。
尊重自主性原则也有限制。一个人的行为不能干涉另一个人的自由，自主性必须建立在对于个人选
择的意义和内涵完全理解的基础之上。
二、无伤害原则
这个原则主要源自于医学伦理，无伤害之本被认为是医学和助人专业的行业之本。
首先，这一原则所包含的意思是要避免风险。专业人员的职责是采用他们确知的对来访者无伤害的
方法进行干预。这一职责要求咨询师必须熟知并且评估治疗手段对来访者可能造成的风险并相应做出调
整。无伤害原则并非要求全知全能，而是要求咨询师结合专业知识谨慎做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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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无伤害原则的另外一层意思是，如果采取某些行为极有可能造成伤害，不作为是一个更好的
选择。这一原则要求从业人员在未经训练的领域应选择不做干预，而不要在不称职的情况下做出伤害来
访者的事。
无伤害原则是从业资格、咨询或研究的知情同意、多重关系、公共声明等方面的伦理基础。同时，
也是恰当使用心理测验和动物实验方法方面的伦理守则的基础。
三、善行原则
善行原则的意思是指要做好事。咨询师作为专业助人者，有职责为那些求助的人提供真正意义上的
帮助。同时，也同样意味着对社会整体有所促进以及帮助所有潜在来访者。
善行原则还强调了咨询师应在其胜任的范围内进行工作，并致力于推动公众福祉。心理咨询只能帮
助那些有意愿主动投入其中的来访者，伦理中对善行的规定是指咨询师应该竭尽全力地为来访者提供帮
助，并且在疗效不乐观时提供其他备选方案。仅仅避免对来访者造成伤害是不够的，咨询师的干预措施
要避免对来访者造成伤害是最基本的要求，更进一步的要求是干预还应该产生好的效果。
善行原则还要求从业人员投身于促进社会福利的专业活动，在对伦理难题做出决策时，考虑行为对
各方面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四、公正原则
公正就是要平等地做事。这一原则要求咨询师在从事专业活动时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并避免偏见。公
正原则意味着公平而不歧视，咨询师不应该因为种族、年龄、性别、文化以及其他任何不相关因素而产
生偏见。
公正不仅仅是避免歧视，还意味着对于某些差异给予额外的关注。
公正性原则还要求专业人员为全体公众提供服务。
这一原则在守则中对应着反歧视、反性骚扰和支持社会福祉的相关条款。同时也是保护公众福祉、
积极反对歧视的主张的基础。
五、诚信原则
诚信原则主要是指承诺的兑现以及承诺的真实性。
诚信原则意味着忠诚。咨询师必须将来访者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并且对来访者忠诚，即使
这种忠诚会给咨询师带来不便或不舒服的感觉。诚信原则衍生自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最核心的关系——
信任。如果咨询师的言语或行为不可靠，则没有信任可言。
另外，由于咨询师固有的权利和来访者本身的脆弱，因此信任就更成为必须。在心理咨询和治疗当
中，语言是最主要的沟通媒介，来访者期待相信咨询师的话。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咨询师，整个咨询过
程都将举步维艰。
诚信原则还意味着对同事和职业保持忠诚。这要求咨询师尽力去做已经答应做的事情，咨询师通过
职业身份获得利益，应该遵循职业的相关规定并且尊重其他从业人员。
在伦理守则中，关于咨访关系以及与同事、专业组织的关系方面的规定都根源于诚信原则。
上述这些伦理原则在咨询师遭遇伦理冲突时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有助于我们解决面临的问题。

3. 高校心理辅导老师应发展专业胜任力及做好角色的转换
依据心理咨询的伦理原则，从事这项工作的心理辅导老师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力。专业胜任力
从本质上主要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敬业精神[1]。
一、了解心理咨询与危机干预的差异
心理辅导老师应该了解心理咨询与危机干预的主要差异[2] (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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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major differences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表 1. 心理咨询与心理危机干预的主要差异
心理咨询

心理危机干预

定义

经过严格培训的心理咨询师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 给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个体提供有效帮助和
通过专业的咨访关系，帮助合适的来访者依靠
心理支持的一种技术，通过调动他们自身的潜能
个人自我探索来解决其心理问题，增进心身健康，
来重新建立或恢复到危机前的心理平衡状态，
提高适应能力，促进个人成长与发展以及潜能的发挥。 获得新的技能，以预防就来心理危机的发生。

对象

1) 心理咨询最一般、最主要的对象，
是健康人群或存在心理问题的人群。
2) 健康心理咨询的对象是因为某些心理社会刺激
而引起心理状态紧张的人，
并且明确体验到躯体或情绪上的困扰者。

由于突然遭受严重灾难、重大生活事件或精神压力，
使生活状况发生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出现了用现有的
生活条件和经验难以克服的困难，以致使当事人陷于痛苦、
不安状态，常伴有绝望、麻木不仁、焦虑，
以及植物神经症状和行为障碍的个体或群体。

任务

1) 帮助来访者发现和处理现有的问题和内心冲突，
改变其不良的认知、情绪和行为。
2) 帮助来访者更全面地认识自我和社会，
启发来访者新的货曾被忽视的良好人生经验和体验，
逐渐改变不适应的反应方式，增进社会适应能力。
3) 与来访者探讨自我的方向，激发来访者更有效地
发挥内在潜能，更好地营造心理健康，
以确定未来的发展前程，更好地面对现实生活。

1) 帮助危机当事人减轻情感压力，降低自伤或伤人的危险。
2) 帮助当事人组织、调动支持系统应对危机，
避免出现慢性适应障碍，恢复到危机前的功能水平。
3) 提高当事人的危机应对能力，使其更加成熟。

原则

需要遵守：
1) 保密性原则，
2) 助人自助性原则
3) 价值观干预原则
4) 综合性原则
5) 灵活性原则

1) 迅速确定要干预的问题，强调以目前的问题为主，
并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2) 必须有其家人或朋友参加危机干预。
3) 鼓励自信，不要让当事者产生依赖心。
4) 把心理危机作为心理问题处理，而不要作为疾病进行处理。

二、进一步培训、学习，增强评估能力，及时识别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学生
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在其职业生涯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来访者企图自杀的问题，仔细的风险评估对于咨
询师的福祉是很重要的。与有自杀倾向的来访者工作被认为是临床工作中压力最大的情境，因此进行自
杀评估方面的进一步学习是非常关键的。
1) 了解常见的与自杀相关的危险因素[3] (表 2)
2) 与自杀企图者会谈与检查
与自杀企图者会谈与检查内容一般包括 3 个方面：自杀危险性、临床表现以及家庭和社区(周围环境)。
① 自杀危险性
关于自杀危险性，一般需要评定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需要评定自杀企图者是否存在生命危险，
即自杀、他杀、自伤、冲动攻击行为等发生的可能性。这一水平的评定至关重要，因为牵涉到生命的存
在与否。另一方面需要评定自杀企图者是否已丧失原有的社会角色能力，是否与周围环境疏远或隔绝，
或者离开原先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如果患者已有详细的自杀计划或准备实施时，则应考虑密切监护等。
必须注意，对自杀的检查评估应该尽量在段时间内迅速作出，以便及时干预和抢救。
② 临床表现
自杀企图者的临床表现一般包括情绪、认知、行为和躯体症状 4 个方面。
a) 情绪方面——当事者往往表现出高度的紧张、焦虑、抑郁、悲伤和恐惧，部分人甚至会出现恼怒、
敌对、烦躁、失望和无助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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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classification of suicide risk factors
表 2. 自杀危险因素分级
1、一级自杀危险因素(精神障碍——医学)
A、严重精神障碍(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药物滥用)共病焦虑或人格障碍、严重躯体疾病绝望感、失眠、合并焦虑
B、既往自杀未遂(企图)
C、交谈中流露出想死/自杀的观念(直接或间接)
D、家庭成员中有自杀死亡者(生物学或社会学“遗传”)
E、5-羟色胺系统调节异常，低胆固醇，抑郁症期间，DST 异常(地塞米松抑制试验)
防治：医疗保健
2、二级自杀危险因素(心理——社会)
A、童年期负性生活事件(分离、失去父母等)
B、隔离、独居(离婚、丧偶、分居等)
C、工作失去、失业
D、严重急性负性生活事件
E、吸烟
防治：社区领导者、教师、心理学家、宗教和民间团体、医疗保健
3、三级自杀危险因素
A、男性
B、青少年和青年男性，老年(男女)
C、易感季节或周期(春季/初夏，经前期)
D、少数群体(自杀亲属、灾难受害者、双性恋、同性恋倾向者等)

b) 认知方面——在急性情绪创伤或自杀准备阶段，当事者的注意力往往过分集中在悲伤反应或想
“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之中，从而出现记忆和认知能力方面的“缩小”或“变窄”，判断、分辨和做
决定的能力下降，部分人会有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表现。
c) 行为方面——当事人往往会有痛苦悲伤的表情、哭泣或独居一隅等“反常”行为。具体地说，可
能有光泽能力下降，从而不能上班和做家务，兴趣的减退和社交技能的丧失，从而日趋孤单、不合群、
郁郁寡欢，以及对周围环境漠不关心；对前途悲观和失望，从而产生拒绝他人帮助和关心，脾气暴怒或
易冲动。
d) 躯体症状——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在自杀前会失眠、多梦、早醒、食欲下降、心悸、头痛、全身不
适等多种躯体不适表现，部分患者还会出现血压、心电生理及脑电生理等方面的变化。
③ 家庭和社区(周围环境)
因为人是社会性的，一个人问题的产生，除了考虑自身特有的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其所处的周围环
境，其中包括家庭、朋友、同事、社区整体的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宗教及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因
此，家庭及有关支持系统的评定，有助于在干预过程中更好地调动一切可能的积极因素来帮助自杀企图
者。
自杀患者及其家庭的共同特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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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者的特征 家庭环境特征
患者可能感到无助和害怕父母拒绝没有条理性
患者可能感到缺乏关爱和无价值刻板和“死水一样”
患者不能适应改变和不能忍受分离不稳定
青少年期便常常有非致死性的想法和行为回避冲突
自杀行为可能是一种乞求帮助家庭成员角色分解不清
家庭内关系不平衡
过分保密
家庭成员之间沟通困难，缺乏表达
凝聚力缺乏

3) 请示上级、与同事讨论，建立心理危机干预三人工作小组机制
危机评估以及干预决策有时候非常困难，无论对于来访者还是咨询师，伦理难题在智力和情绪上都
让人伤神费力。从值得信赖的同事那里得到各种反馈，可以为整个问题提供一个更广阔的思路、一个未
被注意的重点或者相关的有用文献。经常与他人探讨可以带来对伦理决策的重新思考，同时向他人咨询
还会为咨询师带来安慰，并缓解咨询师在道德或情感上经常感觉到的孤立无助。也许同事并不能经常提
供简单的答案，但是他们却可以提供新的观点、经验和共情，可以帮助专业人员澄清相关税款和观点。
是否可以与同事分享某一个案的具体信息，主要取决于咨询师是否能就和同事进行讨论一事征得来
访者的同意。在来访者允许，或者尽管未征得许可但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咨询师可以将一定范围内的信
息与同事或督导分享。如果未经来访者许可，咨询师只能在保护来访者身份不暴露的前提下讨论个案。
这通常意味着不仅仅是采用化名，而且还要对其他可能泄露来访者身份的信息进行处理。
在我国还未见专门的心理危机处理人员，心理辅导老师在开展心理咨询工作的同时，需要做随时可
能遇到的危机干预工作。鉴于二者的性质、原则、方法和程序均有较大差异，相关的心理辅导老师应该
接受相关方面的专门培训。包括危机情况的识别、处理的基本原则、方法和程序、基本的面谈方法等。
如当怀疑患者有自杀观念时的提问策略、自杀企图或行为严重程度评估的医学会谈程序和提纲等；与院
系相关领导和老师的沟通，与家长的面谈以及书写危机干预报告等。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根据工作的需要，探索和发展出一种工作机制——三人工作小组，以便能更
好地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心理危机干预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担任干预工作的心理辅导老师本身承
担着巨大的压力，对于缺乏经验的老师更是如此，心理辅导老师自身也需要支持，需要必要的指导，因
此为了帮助咨询老师更好地应对和处理心理危机问题，在处理危机问题时，组成由值班老师、院系联系
人和专家指导小组成员组成的三人小组，组成团队形式共同工作，便于沟通、交流以及获得必要的支持。
三、当在咨询过程中遇到出现心理危机的学生，心理辅导老师应及时自觉地转换角色，进行危机干预
《国家心理咨询师职业道德》规定：“在咨询工作中，一旦发现来访者有危害自身或他人的情况，
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必要时应通知有关部门或家属)，或与其他心理咨询师进行讨论，
但应将有关保密的信息泄露限制在最低范围之内。”
当来访者可能随时自杀时，咨询师的主要责任是保护来访者，使其克服自我残害的冲动。咨询师有
几种选择：1) 可以加强治疗；2) 通知相关部门，以及可以为来访者提供支持和保护使其克制自杀冲动的
重要他人；3) 要求来访者住院治疗。
如果咨询师选择打破保密原则，则在与来访者家属进行沟通的过程中需要谨慎小心，只透露那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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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帮助来访者的必要信息。
最理想的就是来访者同意并且参与这个过程，这样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违背保密原则，而是二人
共同做出的符合治疗目的的决定。
如果咨询师判断来访者跟重要他人在一起也并不安全，或者是仅仅在当前基础上加强治疗并不足够，
那么更加明智的做法是劝其住院。

4. 认真学习、理解精神卫生法和伦理规范，重视伦理思考，加强与学生、
学生家长及学院的沟通，做好危机干预工作
一、尊重学生的知情同意权利，帮助其消除顾虑、学会求助
在咨询开始前，花一点时间和学生讨论一下对心理咨询的了解，特别是保密性原则及期打破的例外
情形，是对学生的知情同意权利的尊重。
在咨询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不少的学生都不希望学院和家长知情。但是处于危机状态的学生非
常需要来自亲人和相关老师的关心和帮助，因此与危机中的学生探讨这个问题显得非常必要，如果能够
达成一致，及时获得帮助，对于危机的学生调整和改善是至关重要的。在尊重、理解、共情的基础上，
与学生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让学生理解和接受来自相关老师以及家长的帮助是非常必要的。这件事有
时会比较困难，学生的顾虑可能比较多，容易固执己见。因此，反复、耐心的讨论是必要的，设身处地
地理解学生，与学生分享以前处理危机的案例的经验等，对于开导学生明白必要的帮助对于我们解决问
题的重要性，帮助其消除顾虑、学会求助是有效的。
二、加强与学院家长的沟通和配合，做好危机学生的干预工作
在处理危机学生的干预问题时，与学院和家长的沟通和配合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这时怎样与学
院和家长进行沟通，会涉及很多的伦理问题。
在于学院沟通的过程中，需要仔细考虑知情对象和范围的限制以及知情的内容的限制。
对于家长，尤其要做好教育和帮助工作。如果处于危机的学生是由于精神疾病的缘故，处理家长的
紧张、焦虑情绪，宣传精神卫生法知识以及相关的心理卫生知识，让家长理解精神疾病是可治可防的，
对于家长树立信心，积极帮助孩子度过困难时期是很重要的。同时要帮助家长理解精神疾病的长期性和
反复性，树立长期努力的思想准备。以及在亲子关系方面做出调整和改善，有利于孩子的康复，及家庭、
孩子的共同成长。必要时为孩子的转介提供指导和帮助。
对于学生自杀等善后工作中，对于学院提出的相关学生的心理辅导以及学生家长的心理辅导的要求，
尽力提供相应的帮助。对于学院提出的知情要求，一方面可以介绍心理咨询工作的特点和要求，以期得
到理解和支持，同时也应给予适当的建议，以帮助学院更好地开展工作。对于学生家长的知情要求，在
给予家长深切理解和同情的同时，需符合法律的要求和按照相应的程序。
高校心理咨询中对于心理危机的干预工作充满着挑战和困难，对于这些挑战和困难进行必要的伦理
思考，有助于心理辅导老师更好地面对挑战和困难，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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