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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催眠的认识和态度：大众和专业人员的比较
曲文祥，高隽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心理学系，上海 200433）
【摘要】 目的：使用两个研究考察并比较国内专业和大众领域对催眠的理解和态度。方法：研究一检索近十年和
催眠有关的心理学文献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研究二采用自编问卷调查了 172 名大众和 50 名专业人员对催眠的可
能误解。结果：研究一发现，专业文献中的催眠定义可分为“过程取向”和“状态取向”，疗效研究包括团体辅导和个
体治疗两类涵盖促进自我发展、缓解焦虑等主题，
个案报告涵盖贪食症、睡眠障碍等主题；
大众文献对催眠的定义存
在两处主要错误。研究二发现，大众组在 1/3 题目上的回答正确率低于随机水平，且对半数题目的回答正确率低于
专业人员。结论：
大众对催眠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误解；
专业人员对催眠的认识更准确，
但仍有一定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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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Using two studies to investigate and compare 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hypnosis be⁃
tween Chinese public and professionals. Methods: Study1 analyzed the content of the literatures about hypnosis in the past

decade; Study2 used the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and compare the possible misunderstanding about hypnosis in 172 gen⁃
eral people and 50 professionals. Results: Study1 found that the definition of hypnosis quoted by professional literature

could be divided into‘Process-oriented’or‘State-oriented’versions. Outcome studies mainly explored the efficacy of hyp⁃
nosis using group counseling format(with topics such as promoting self-development and decreasing anxiety) or case study

(with topics such as bulimia, sleep disorders and others). There were two major misunderstandings in popular literature

when defining the hypnosis. Study2 found that the general public group demonstrated low correct rate on 1/3 of the ques⁃
tions and had lower correct rate than professional participants on half of the items. Conclusion: The general public hold

four kinds of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hypnosis. For professionals, they have more correct attitudes towards hypnosis but al⁃
so demonstrate certain misunderstandings similar to the gener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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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心理咨询和治疗方法中，催眠或许是最

的社会认知现象，而并非某种特殊的状态。另一方

能引发大众和临床工作者兴趣及误解的一种；而对

面，舞台催眠表演和影视文学作品中对催眠的夸大

于催眠本质、其生理-心理机制及个体差异性的研

或错误描述，以及在我国专业催眠教育和培训的相

[1-4]

究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也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

。

对缺乏，也使得大众，甚至是临床工作者往往难以获

作为一种心理干预方法或研究主题，对催眠的

得关于催眠的正确知识，从而对催眠有错误的认识

理解和使用都在不断演化，但至今围绕“催眠”的界

和态度，进而影响其对接受专业催眠治疗（培训）的

定及其本质和机制究竟为何仍存在争议

[5，6]

。例如，

意愿和疗效。已有研究显示，对催眠持消极态度的

有研究者认为，催眠是一种有独特生理标记物的生

来访者会更多的排斥催眠，而对催眠疗效不切实际

理心理现象，
在这一立场下，一种相对主流的观点认

的期望则会导致来访者脱落[7，8]。

为，催眠是一种转换的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

sciousness），以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和主观感知觉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国内对催眠的理解、态度和可
能的误解，并对比专业人员和大众在这些方面的异

改变为显著特征；另一种观点认为，催眠是一种特殊

同，从而为普及对催眠的科学态度，以及为如何在催

的解离状态。另一些研究者更关注催眠师和被催眠

眠的临床实践和培训中更有效地澄清专业人员和来

者之间的互动，以及这一互动的特殊性质，在这一立

访者的误解和期待提供参考。本研究包括两部分，

场下，
催眠或被认为是一种聚焦的、有治疗意义的社
会互动的结果，或被认为是发生在特定人际情境中
通讯作者：高隽，E-mail: gaojun82@fudan.edu.cn

首先是检索并整理近十年国内与“催眠”相关的文
献，以此了解国内和催眠有关的认识及研究现状，并
着重比对专业和大众期刊中对催眠的理解和描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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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异同。研究二则以研究一的结果为基础，设计相
关的态度问卷，考察专业人员和大众对催眠的理解
和态度。

1

研究一

1.1

国内相关文献回顾

研究目的
对国内近十年以
“催眠”为主题的公开发表的心

理学文献进行回顾，并按照文献的来源和内容进行
分类和整理，
着重分析文献中对
“催眠”的定义，
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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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或应用等知识；14 篇（16.28%）介绍现代科学催

眠历史；15 篇（17.44%）探讨催眠产生的生理机制；
11 篇（12.79%）专门就大众关于催眠的困惑或误解
做解答；19 篇（22.09%）介绍了催眠的特定方法或技
术（介绍自我催眠技术 11 篇）；5 篇（5.81%）描述作者

个人的催眠体验；21 篇（24.42%）记录或描述了催眠
治疗过程。另有 28 篇（32.58%）描述了表演性催眠

（呈桥效应或舞台魔术等）；12 篇（13.95%）涉及文学
影视作品中对催眠的描写。

实证研究及临床应用状况。

1.3.2

1.2

献中所引用的催眠的定义，按照其侧重于将催眠界

方法
在中国知网（www.cnki.net）心理学数据库中，以

“催眠”为主题检索词，检索 2005 年至 2014 年间的文
献，
共得到 218 篇文献，
经过初筛剔除 57 篇与催眠无

对催眠的界定和可能的误解

根据专业文

定为
“互动过程”还是
“特异状态”，
将其划分为
“过程
取向”和
“状态取向”两类。

属于“技术取向”的催眠定义主要有三种：Orne

直接关系的文献，剩下 161 篇有效文献。无效文献

对于催眠的操作化定义，希尔加德对催眠的定义及

的内容包括研究催眠药物的医学文献以及有关催眠

埃里克森对于催眠的定义[5，9-11]。其共同点在于将催

治疗的培训通知和广告等。

眠理解为一种过程，特别强调催眠师与被催眠者之

1.3

间的交互关系。

1.3.1

结果
按文献来源将其分为两类：
“专

而专业协会在定义催眠时则倾向于“状态取

业文献”指以论文格式书写并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

向”，例如美国心理学协会、英国医学会和第十三届

文献；
“大众文献”指无固定书写格式并发表在报纸

世界催眠大会对催眠的定义[11-13]。状态取向的催眠

发表情况

或大众期刊上的文献（见图 1）。

定义无一例外都将催眠描述成一种转换的意识状
态，并强调在催眠状态下，被催眠者的注意、感知觉、
记忆以及受暗示性的改变。

在 包 括 催 眠 定 义 的 27 篇 专 业 文 献 中 ，15 篇

（55.56%）提及“过程取向”的定义，21 篇（77.78%）引
用了
“状态取向”的定义。

分析大众文献中对催眠的定义后发现，其主要

错误体现在：①将催眠与睡眠相混淆；②认为催眠会
让个体失去自控力/被他人控制。
1.3.3

催眠的实证研究和临床应用情况

实证研

究主要分为四类：催眠疗效研究（14）、催眠状态下的
脑电研究（2）、催眠对各种心理认知功能的影响（6）
图1

2005-2014 年国内催眠相关文献的发表和分类情况

75 篇专业文献中，收录于各类学术期刊和会议

摘 要 集 的 论 文 58 篇（77.33%），硕 士 论 文 14 篇

（18.67%），博士论文 3 篇（4.00%）。其中实证研究
25 篇（33.33%）、问卷编制/修订 6 篇（8.00%）、个案研

究 14 篇（18.87%），文献综述 32 篇（42.67%），其中部
分学位论文兼有实证和个案研究。

86 篇大众文献因缺乏明确写作主题，故尝试对

其内容进行分析（存在一篇多主题情况，故编码有重

复）。结果显示，54 篇（62.79%）介绍催眠相关概念、

和其他（3）。

在 14 篇疗效研究中，10 篇为和团体辅导结合的

疗效研究（9 篇为随机对照组设计）；4 篇为以临床症
状改善或痊愈为标准的个体治疗的疗效研究。涉及

的临床主题包括：促进自我发展[9]、缓解焦虑[13]、干预
学习适应不良 [14]，提高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自知
力[15]和急性应激的综合干预[16，17]等。

另有 14 篇个案报告，涉及到的临床主题包括：

贪食症 [9]、睡眠障碍 [18]、焦虑症 [19] 等十四种。有 21 篇
大众文献同样描述了催眠个案，包括的主题有：
各类
躯体症状[20-22]、抑郁症[22，23]、学习障碍[24，25]等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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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部分疗效研究中都报告催眠对特定临床问
题有显著的疗效，但在强迫症及其相关症状的疗效
[26]

上有很不一致的结果。例如，武成莉 和刘丹凤

[27]

[28]

各自报告了一例成功个案，而吴承红和邰启扬 发

现在 75 例个案催眠治疗中有 10 例无法进入催眠状
[29]

态，而这些个案均系具有强迫症状；陈斌 则报告了
一例强迫症患者接受催眠治疗后脱落的案例；吕小
利 也发现催眠团体辅导对于改善大学生的 SCL—
[30]

90 强迫症状因子得分没有帮助。

1.3.4 “大众文献”中提到的“大众对于催眠的困惑
与误解” 鉴于国内专业期刊中未检索到有关对催
眠的态度和误解的研究，而在大众期刊中则有相关
内容，
故对这些文献进行回顾后发现，作者推测大众

对于催眠主要存在以下八种困惑：①催眠是否等同

于睡眠/是否会丧失意识；②是否会被催眠师控制；
③进入催眠状态后是否会“卡”住而醒不过来；④是

否人人都能被催眠；⑤是否都像舞台表演那样具有
无所不能的超能力；⑥是否主要依靠催眠师的力量
发挥作用；
⑦是否能帮助找回过去记忆；⑧是否必须

态度。研究二则在其基础上使用问卷调查的形式，
考察并比较专业人员和大众对于催眠的理解和态度
上的异同。
2.2
2.2.1

方法
被试

被试分为大众组（本科生/研究生和成

人教育学生）和专业组（心理咨询师）。共发放并收
回 222 份有效问卷，其中本科生/研究生 146 人，均为
非心理学专业学生（19.49±1.75 岁，18~25 岁）；成人

教育学生 26 人，均为教育学专业（年龄缺失）；心理

咨询师 50 人，均为参加中德催眠连续培训课程的新
学员（37.71±7.72 岁，23~52 岁）；平均从业时间 7.66±
5.22 年（0~20 年）。
2.2.2

问卷设计

分大众和专业版，两版中有关对

催眠的理解和态度的问题相同，乃基于研究一的结
果并参考以往国外催眠文献中描述的有关催眠的常

见误解编制而来，为“是”或“否”两点计分，共 15 题，
正确答案均为否，答对一题计 1 分。此外，大众版中

询问了两类问题：之前是否接触过催眠和其具体途
径/渠道；是否有意愿接受催眠/催眠治疗和其理由，

依靠某些仪式进行。

均为开放性问题。专业人员版则询问了专业人员的

2 研究二 专业人员和大学生群体对催眠
的理解和态度调查

基本临床资质和是否在临床中使用催眠。

2.1

况见表 1。除去回答不完整的问卷后，独立样本 t 检

研究目的
研究一从文献整理和分析的角度比较了我国专

业和大众领域对催眠的界定和理解，总结了专业领
域对催眠的研究和临床应用的状况及大众对催眠的
表1

2.3
2.3.1

结果
态度问卷的结果

两组被试的基本答题情

验显示，大众组（n=171）的平均总得分（8.14±2.14，
4~14 分）显著低于专业组（n=44）
（11.07±2.03，5~14
分）；
t=-5.931，P<0.001。

态度问卷上两组的正确率和两组比较结果

2
大众组
专业组
χ（
df=1）
1）催眠具有神奇的力量
20.47%**
10.20%**
2.697
2）催眠是由催眠师的力量产生的
80.23%
90.00%
2.552
3）只有某种特定类型的人才能被催眠
60.47%
76.00%
4.056*
4）任何能被催眠的人一定是意志薄弱的人
94.19%
96.00%
0.249
5）一旦你被催眠，你就永远无法抗拒它的力量
84.88%
91.84%
1.571
6）你可以在被催眠后说出或做出违背你意志的话或事情
37.21%**
79.17%
26.566**
7）催眠有害健康
88.37%
100.00%
6.265*
8）催眠不会给人造成伤害
52.91%
52.08%
0.010
9）你必然会逐渐依赖催眠师
80.23%
89.80%
2.400
10）你会
“卡”在催眠状态里出不来
81.40%
97.96%
8.237**
11）你在催眠中会睡着或失去意识
37.21%**
69.39%
16.000**
12）催眠必然会包含一个让你进入催眠的仪式
30.81%**
52.00%
7.586**
13）催眠只是一种放松
64.53%
85.42%
7.663**
14）催眠可以用来让你准确地回忆起曾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
63.95%
70.21%
0.638
15）催眠是一种特定的心理治疗学派
18.02%**
44.00%
8.237**
注：先将两组的回答正确率与随机水平（50%）做比较，
再比较两组的回答正确率间是否有差异；
*P<0.05，**P<0.01

分别统计每题的正确率（正确率=答“否”的人

数/有效回答总人数），并使用卡方检验考察两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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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效果[7]，加之本研究也发现，在拒绝体验催眠或接

具体问题上的答题异同。
非参数检验结果发现：大众组在第一、六、十一、

十二和十五题上的正确率显著低于随机水平（P<
0.01）；第 八 题 的 正 确 率 与 随 机 水 平 无 差 异（P=

0.493）。专业组仅在第一题上的正确率显著低于随
机 水 平（P<0.01）；在 第 八（P=0.885）、十 二（P=

0.888）、十五题（P=0.480）上的正确率与随机水平没

有差异。卡方检验显示，专业组在第三、六、七、十、

受催眠干预的受访者中，主要原因是
“怀疑催眠的科
学性”、
“不想被控制”以及“害怕泄漏隐私”，以上结
果提示，在今后的催眠科普和临床实践中，
教育者和
临床工作者都可着重询问和澄清这些普遍的误解，
且除询问来访者之前的催眠经历和期待外，也可以
使用类似本研究中使用的问题清单，从而对来访者
有关催眠的态度有更全面的了解。

十一、十二、十三、十五题上的正确率显著优于大众

本研究还发现，专业人员相比大众而言对催眠

组（P<0.05）。

有更准确的认识，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专业受

76.71%的大众组曾听说或目睹过催眠，除在大学课

伤害”，
“催眠必然会包含仪式”以及“催眠是一种特

2.3.2

大众了解催眠的主要渠道和接受程度

访者都对催眠抱有正确认识，在
“催眠不会给人带来

堂上首次听说催眠的人以外，接近九成主要通过影

定的流派”上，近半数受访者做出了错误的回答，而

视和文学作品以及网络等非专业渠道，仅少数是从

近九成的专业人员错误认为“催眠具有神奇的力

专业书籍和初高中心理课中接触到催眠。

量”。上述结果体现出专业人员对催眠持某种“神

61.64%的大众组愿意体验催眠，其原因主要在

化”的态度。鉴于本次受访者均是参加中德催眠连

于“好奇”、
“想体验一下”、
“作为一种放松的手段”；

续培训课程的新学员，或许对催眠疗效的高期待是

而拒绝的原因主要有“对催眠的原理和科学性存

这些专业人士愿意进入催眠培训的原因之一。需注

疑”、
“ 不想被控制”、
“ 害怕泄露秘密/隐私”以及“没

意的是，本研究中被归类为“大众期刊”的文献也是

有需求”。当被问及是否愿意接受治疗性的催眠干

从专业心理学库中搜索到的科普性文章，其作者或

预时，69.18%表示愿意，其中大多数人都相信“催眠

也具有一定专业背景，但其文章中所反映出的对催

对于治疗能够起到帮助作用”；
而拒绝原因则和上题

眠疗效的理解仍存在不少夸大和不实之处。诚然，

类似，主要是担心催眠可能产生副作用或对催眠持

专业人员对自己采用的干预方法和其疗效持有信

不信任态度。

心，并能将这种信心传递给来访者，这的确被发现可

3

讨

通过促进积极的治疗同盟形成来提升干预效果 [32]，

论

但若专业人员对某种干预方法抱有不切实际的期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大众对催眠抱有强烈的

待，且忽视可能的副作用或潜在风险，则很有可能降

兴趣和好奇，
这不仅体现在近十年里，每年发表的以

低疗效。综上，本研究结果提示，
在专业人员中对催

催眠为主题的专业论文和大众期刊文章的数量基本

眠
“去神秘化/神奇化”的任务也同样迫切。

持平，
也表现在第二个研究中发现，超过六成的人愿

当然也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采用了文献分析

意尝试催眠体验和治疗性催眠干预。但鉴于大众主

和态度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并对比了专业人员与普

要是通过影视文学作品以及网络等渠道了解催眠，

通大众对催眠的态度，且主要集中在对催眠的误解

而这些渠道往往无法清晰一致地提供对催眠的科学

上，因此在研究的深度上有一定限制，也未涉及对催

界定，
夸大催眠的神奇效果，且强调了催眠师的操纵

眠的积极的、有建设性的信念和预期。此外，鉴于研

能力。从对大众文献的内容分析和催眠态度调查中

究一选取的是专业数据库中的文献，研究二选取的

均可见，
大众对催眠的误解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被试是参与国内一流专业催眠培训的专业人员和受

“催眠中会睡着或失去意识”“
，被催眠后会说出或做

到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因而本研究结果很可能过

出违背自己意志的话或事情”，
“催眠必然包括某种

于乐观，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专业从业人员群体和

仪式”以及“催眠是某种特殊的心理治疗学派”。这

国内社会大众对催眠所持有的态度。但这一
“高估”

和国外相关调查结果类似，例如，Johnson 和 Hauck

[31]

也更突显出，在国内专业和大众领域中都仍需要为

调查了美国普通大众对催眠的信念和看法，发现
“被

催眠正名，以更为科学的态度去理解、研究和实践催

催眠者会对周围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及“通过催眠，

眠。

催眠师会控制我的想法”是常见的误解。鉴于对催
眠的态度和认识会影响来访者进行催眠治疗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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