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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纳进取疗法的理论和操作构建
邓云龙，周红桂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心身健康研究所，长沙 410013)

[摘要] 基于正念的第三波(认知)行为疗法，表现出一种多文化融合倾向。作为一种中国本土心理治疗，悦纳进
取疗法基于心理治疗研究和实践，结合进化、发展、认知心理学和儒、释、道等中国传统学说要义，认为真实和谐
乃健康实质，提出“健康/痛苦-悦纳-进取”的心理病理学和治疗学三角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符合心理治
疗“知己知彼、反应适当、真实和谐、悦纳进取”四原则的“了解自我，认识痛苦；检讨应对，开放接纳；觉照无
住，活在当下；明确价值，承诺行动”八步骤。悦纳进取疗法旨在通过这些原则和操作来弱化患者痛苦的记忆神经
痕迹，改善其心理灵活性，重建与其价值观一致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 心理治疗；悦纳进取疗法；认知行为疗法；本土心理治疗；本土化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willing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DENG Yunlong, ZHOU Honggui
(Psychosomatic Health Institute, Third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3, China)

ABSTRACT

Mindfulness-based psychotherapy, known as the third-wave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showed
a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trend. As part of it, willing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not
only took root in the discoveries in the fields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but also absorbed the concepts of psychotherapy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result, it
regards truth and harmony as the essence of health, proposes a triangle model (health/pain-willing
acceptance-striving) to elucidate the mechanism of psychopat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in theory.
Operationally, it contains four principles of psychotherapy, which are as follow: “knowing yourself
and others, reaction but adequately, reality as well as harmony, willing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eight therapeutic procedures including “understand yourself, recognize
suffering, check coping style, keep openness and acceptance, mindfulness and flexibility, liv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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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ment, clarify the value, and commit action”. With these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willing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aims to fade the neural trace of patients’ painful memories,
improve their 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nd rebuild their lifestyles consistent with their values.
KEY WORDS

psychotherapy; willing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therapy;
local psychotherapy; localization

现代心理学的诞生源于近代哲学理论和实验生
理学方法，并随着研究仪器、技术的开发及相关书
籍的出版而正式建立[1]。心理咨询与治疗将其理论和
方法视为假说和尝试，设法不断验证，也促使其逐
渐发展成为一门科学[2]。20世纪中末期，文化逐渐成
为心理治疗领域的重要因素。其中，从行为疗法发
展到当下主流的认知行为疗法和基于正念的第三波
行为疗法，不论是理论还是治疗技术，都表现出一

谐 [7] 。这些观点要求个体在与外界建立良性关系的
基础上，保持个体自身内部机体和人格的稳定而良
好的状态，一种内外兼具的真实和谐 [8] 。在人的毕
生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会有相同和不同的环境变
化和需求。因此，健康应是个体应对环境和自身应
激与变化时(真实)不断调节和适应产生的动态平衡
(和谐)，包括心身内稳态的维持及与环境的和谐共
处。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观点，真实和谐就是当下的

种多文化及多取向的融合倾向。与认知行为疗法不
同的是，基于正念的第三波行为疗法更强调用体验
性改变策略补充直接的认知说教性策略，旨在建立
更灵活有效的应对方式[3]。
东方传统文化是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发展的
肥沃土壤。立足公认的现代科学理论，吸取中国文
化中的心理治疗思想，创建本土心理治疗，成为中
国心理治疗发展迫在眉睫的任务。杨德森教授提出
的“道家认知疗法”属于传统的认知行为疗法 [4] ，
而“悦纳进取疗法”则是基于心理治疗的研究和实
践，结合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和儒、释、道等中国
传统学说要义研究出来的一种第三波认知行为疗
法，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心理健康标准进行归纳
和解读[5]，提出本土化心理接纳概念[6]等前期工作的
基础上创立的。本文对其理论和操作的构建进行初
步介绍。

“和”，是天人合一，是“道生一”之太极。

1 悦纳进取疗法的理论构建
悦纳进取疗法认为：人类健康的实质是真实和
谐；真实和谐可以通过悦纳和进取这两个互为促进
和补充的方式来实现。而心身不健康(痛苦)与悦纳和
进取不当有关，“健康/痛苦–悦纳–进取”构成悦纳
进取疗法三角理论模型。
1.1 健康的实质是真实和谐
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定义为：健康是身体、心
理和社会三方面的完好状态(如生理方面的内稳态)，
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残弱。健康标准需要在强调
个体主体性的基础上强调人与社会、人和自然的和

1.2 健康的维护需悦纳进取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人类进化过程中，
保持和追求健康的根本目的在于解决生存和繁衍后
代这一主要问题。人的心理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的
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演化而来 [9] 。生存发展和最大
可能地复制自身所携带的基因，是人类进化的根本
动力 [10] 。在此生存本能的基础上，衍生出各式各
样的需要与动力。从生物性需要到社会性需要，都
受其内在的这一自发性冲动和渴望所驱使。由此可
见，个体不断地积极调节以应对和适应自身变化和
外界挑战，完成不同阶段的任务以实现自身基因的
尽可能的优化和复制，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的
进取。
然而，人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目标被阻碍，需
要不被满足的时候，尤其是疾病、衰老和死亡的威
胁。如果个体不能及时积极调节和适应(悦纳)，这些
挫折或威胁将激活可能无法实现根本目标而产生的
焦虑与恐惧，并通过隐藏和伪装转化为各种症状，
人们将体验到诸多困扰、压力和内心冲突 [11]。由此
可见，人类之所以会有心身痛苦，一是受基因驱使
从事进取活动过程中受挫，二是不能以不评判的态
度来无分别地接纳(悦纳)这些挫折。
显然，悦纳和进取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因此，要达到身心的真实和谐，“进取”与“悦
纳”缺一不可。恰如儒家提倡刚健有为、积极进
取，道家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道儒互补的悦
纳进取构成了真实和谐，即“一生二”之太极生两
仪——阴阳互补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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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健康/痛苦-悦纳-进取”三角模型
物种进化的过程也是大脑不断精细化的过程。
大脑的认知与行为系统的进化机能有利于个体控制
社会、生物与自然资源，而这些资源又会影响个体
自身的生存与繁衍 [12] 。人们在力求获取更多资源
以最大可能地传递自身所携带基因的进取过程中，
一方面可能由于对欲望的过度执着而陷入贪、嗔、
痴的痛苦之中；另一方面又将无法避免地遇到生、
老、病、死及成长中的各种压力、困难和挫折等阻
碍进取活动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各种适应不良的感
知、情绪、记忆、想象等痛苦随之产生。
心理学研究发现：在对信息进行感知加工和注
意的早期阶段，注意会被自动导向具有明显情绪意
义的刺激，情绪刺激被察觉的速度明显快于中性刺
激 [13]，并且可以自动激活人们的情绪评价或者唤起
某种情绪体验 [14]。信息的情绪唤醒促使记忆在准确
性和细节方面均得到明显增强 [15]，并且情绪信息一
旦被登记将更可能被反复思考、精细复述和选择性
检索 [16]，因此相比中性信息也更难以被忘记 [17]。在
认知过程中，消极情绪将缩小注意范围 [18]，降低认
知灵活性 [19]，并且对记忆功能及执行控制功能均产
生较大损害 [20]。情绪信息与认知加工信息之间会产
生注意竞争 [21]，促使思维变得狭窄。虽然这一功能
让人们得以随时准备“战斗或逃跑”，从而在生命
受到威胁的恶劣环境中得以生存，被认为是在不断
进化过程中具有适应意义的产物 [22]，但倘若采用这
一方式应对内部负性情绪，人们将因此产生错误信
念，由痛生苦，可能反而会加重其影响，使自身进
一步陷入痛苦之中。
如同应对外部世界中的危险情境一样，人们
试图去控制或改变自身内在体验所出现的形式、频
率或对情境的敏感性，用经验性回避的方式追求积
极体验而回避消极体验 [23] 。有研究 [24] 认为：由于
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东亚地区人们的情绪抑制策
略相较于情绪表达更受鼓励。从生物学上来说，应
激事件所引发的情绪体验、错误信念及所采取的应
对策略都会转化为神经冲动而在大脑中留下痕迹。
这些记忆痕迹并非局限于某单个脑区，而是由广泛
分布的神经元网络组合而成。记忆环路中的不同部
分可能存储不同内容，这些部位相互联系，形成一
个完整记忆神经痕迹通路 [25]。由于自动情绪调节策
略可以有效降低个体的负性情绪体验 [26] ，因此人
们在面对应激性事件时更倾向于直接采用其惯有的
应对方式。但这些试图回避或抑制等不悦纳的应对
方式反而是对痛苦体验的一种选择性注意，是对相
关脑区记忆痕迹和神经网络的一种再激活和强化，
随着类似“应激事件-痛苦-不悦纳”的不断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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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神经活动痕迹被不断巩固和加强，将更容易激
活甚至自动激活。这也意味着经验性回避、情绪抑
制等情绪调节策略反而更可能导致负性情绪再次
出现。
综上，人们受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驱动从事各种
进取活动，一方面，倘若这一本能无法从行为活动
中得以体现和表达，个体将因难以体验到有意义的
生活而感觉痛苦；另一方面，倘若个体受本能推动
而过度追求其欲望与需要也将产生贪、嗔、痴受挫
的痛苦。进取活动受挫给个体带来负性情绪体验，
而这些痛苦体验反过来又阻碍个体认知活动的灵活
开展，使之倾向于采取惯用的经验性回避或情绪抑
制等策略以减少这些负性情绪。而这些不悦纳的应
对方式实质上仍是一种注意偏向，可巩固和强化这
些情绪体验及其认知所对应的记忆神经通路，促使
其更易激活和自动发生。由此形成一个“进取受挫痛苦产生-不悦纳的应对-强化记忆环路-不悦纳的应
对”的恶性循环，导致个体出现心身痛苦或疾病。
幸运的是，从个体发展上来说，脑的发展是毕
[27]
生的 ，神经元细胞数量不仅持续增长，而且同时
根据环境需求积极重组。已有研究 [28]证明情绪神经
回路存在可塑性，情绪神经回路在各个脑区之间可
能存在比较复杂的交互作用。因此，根据上述心身
病理模型，不悦纳的应对方式也是一种对痛苦感受
相关记忆痕迹和神经通路的注意和强化，那么，我
们可以通过对自身不论是积极还是痛苦的体验和感
受均保持有意识的开放和悦纳的态度，不逃避也不
控制，允许这些感受自然地发生也自然地消退，由
此弱化这些不当应对方式的神经活动痕迹 [29]，使其
不再自动发生并逐渐退隐，进而对之前形成的恶性
循环条件反射予以系统脱敏和消退，增强心理灵活
性 [30]，重回进取之路，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由此笔
者建立起“进取不当-痛苦-悦纳不当”的心理病理模
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痛苦-悦纳-进取”的治疗
学三角模型，即“二生三”。“二”是悦纳进取之
阴阳，“三”指阴阳(悦纳进取)配合所生之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痛苦、悦
纳、进取相互影响，形成恶性(痛苦产生或增加即心理
病理学)或良性(痛苦减少或消除即心理治疗学)循环。

2 悦纳进取疗法的操作构建
悦纳进取疗法的治疗框架由四句诀的治疗原
则和由该原则指导下的八步骤构成，或可叫做四象
八卦。“知己知彼，反应适当，真实和谐，悦纳
进取”四句诀既是心理健康标准 [5] 又是心理治疗要
诀。八步骤首尾相接、环环相扣、各具功能、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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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分别为：了解自我，认识痛苦；检讨应对，
开放接纳；觉照无住，活在当下；明确价值，承诺
行动。其中，了解自我、认识痛苦是知己知彼的内
涵方略；检讨应对、开放接纳为反应适当的方式方
法；觉照无住、活在当下是真实和谐的修炼之道；明
确价值、承诺行动则为悦纳进取的行动指南(图1)。
了解自我，认识痛苦。要悦纳自身的感受和体
验，就需要了解自我和自我感知到的痛苦的内涵(苦)
及形成的原因(痛)。佛家言人生八苦，其中生、老、
病、死等是生命自然规律不可避免之痛；爱别离、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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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行
动

明
确
价
值

认识

痛苦

知己知彼
健康/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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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
进
取
进取

悦纳

检
讨
应
对
反
应
适
当
开
放
接
纳

真实和谐
活在

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放不下)等是基因驱动进

当下

取受挫之苦。显然，造成痛苦的原因或生活事件(痛)

无往

觉照

难以避免，但能否造成痛苦(苦)则与个人对自身及

图1 悦纳进取疗法的理论及操作构建示意图

对外界的看法或佛家认为的“法我两执”有关。即

Figure 1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willing

“魔由心生”，痛之所以变成苦，是由认知(执念)决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定的。通过体验式练习让个体了解概念我、体验我
和观察我，以及其痛与苦的性质、程度和关系等来
理解和体会“执念”与“痛苦”，达到对自我和痛
苦的知己知彼。
检讨应对，开放接纳。在了解痛苦体验背后的
神经生理学机制后，个体对自身不适当的应对方式
进行审视和检讨，理解和学会用开放接纳的方式应
对痛苦。首先，个体可以理解和体会不良应对方式
如何被唤起，这些不当应对方式如何造成痛苦，其
神经机制如何？接着，通过开放自我、放弃执念，
感知并接纳痛苦事件及感受，理解和体验悦纳、
“无为”这种新应对方式，促使痛苦记忆的神经环路
痕迹退隐，达到反应适当、减少痛苦的目的。
觉照无住，活在当下。所谓“无住”，就是不
停留、不执着、顺其自然。本步骤主要是正念相关
训练，主要是让个体进一步练习和体会悦纳无住、
活在当下的真实和谐状态，用新的适当的应对方式
代替旧的不适当的应对方式。由于神经系统的可塑
性，虽然已形成的痛苦神经环路难以彻底消失，但
随着悦纳无住这一新神经环路的形成和强化，原有
的神经环路将被改造，其易激活程度将会降低。
明确价值，承诺行动。进取是基因决定的。本
步骤主要是在开放自我、悦纳无住、心理灵活性增
加或悦纳的同时，帮助个体发现和强化符合其价值
观的动机行为，促进其与价值观相适应的改变，即
通过激发个体的改变动机、挖掘其已有的且可获取
的资源、制定具体可行的科学改变计划，并及时对
其改变进行鼓励和强化，个体将重新开始有意义的
进取。

3展 望
心理治疗的目的是维护和促进心身健康，心理
障碍必须在其所发生的文化框架内才能被恰当理解
和有效治疗 [31]。因此，心理治疗的构建应该建立在
科学和文化这两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生
理学、心理学和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悦纳
进取疗法认为健康的实质是真实和谐，即当下内环
境的动态平衡和与外部环境的和谐相处。这种真实
和谐就是万物本源之“道生一”，或者说是儒家之
“和”。根据进化、发展等心理学观点，健康的人
生是一个悦纳进取的过程，也是阴阳互生之“一生
二”。因此，悦纳进取是儒家的自强进取、道家的
无为顺应、佛家的悦纳无住的统一[32]。
根据临床研究和经验总结出心理健康和治疗的
四句诀，在该四句诀基础上展开形成八步骤。这八
步骤一方面吸收了认知行为疗法、基于正念的心理
疗法等心理治疗技术，循序渐进地通过改变个体对
自我和痛苦的认知，改变原有不当应对方式并形成
新的适当应对方式，从而对原痛苦体验的神经环路
进行系统脱敏，促使原有条件反射消退并建立新条
件反射；另一方面，悦纳进取疗法立足于中国文化
语境，技巧性地使用成语俗语、故事传说，巧妙地
加入正念、太极等传统健身理念和方法，促使人们
以悦纳的态度对待外界事件和内部感受。
悦纳进取疗法与Hayes等 [33] 提出的接受与承诺
疗法同属于基于正念的第三波认知行为疗法。不同
的是，在理论上，接受与承诺疗法所依据的是功能

悦纳进取疗法的理论和操作构建 邓云龙，等

情境主义和关系参照理论，悦纳进取疗法则是直接
立论于进化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及认知神经科学等
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植根于本土儒释道三家传统
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记忆神经基础和条件
反射的“健康/痛苦-悦纳-进取”三角理论。在操作
上，悦纳进取疗法按照应激应对和心理治疗的一般
程序和原则设计出结构清晰、便于操作的八步骤，
与接受和承诺疗法基于六边形模型的操作步骤有所
不同。
经过数十例的临床实践与观察，以及两期国
家继续教育培训推广，笔者认为悦纳进取疗法具有
与其他基于正念的疗法类似的适应证和治疗效果。
当然，作为一种新的心理治疗方法，悦纳进取疗法
的成熟和推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进一步的研究首
先要考察其对不同疾病和不同人群的治疗效果；其
次，要通过包括影像学等在内的研究手段来考察其
治疗机制；此外，其操作上的具体技巧也可在临床
实践和研究过程中不断丰富和改进。

1261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3, 21(1): 13-16+20.
DAI Ji, ZHANG Yutao, DENG Yunlong.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acceptance and striving scale in college students[ 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13, 21(1): 13-16+20.
[7]

金勇, 郭力平. 心理健康观的历史演进[ J]. 心理科学, 1998,
21(5): 465-466.
JIN Yong, GUO Liping. Historic evolution of mental health[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8, 21(5): 465-466.

[8]

赵旻. 悦纳疗法的初步建立[D]. 长沙: 中南大学, 2014.
ZHAO Min. Preliminary construction of positive acceptance
therapy[D]. Changsh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14.

[9]

许波, 车文博. 当代心理学发展的一种新取向——进化心理
学[ J]. 心理科学, 2004, 27(1): 236-238.
XU Bo, CHE Wenbo.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psychology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4, 27(1): 236-238.

[10]

Dunbar R, Barrett L, Lycett J. 进化心理学: 从猿到人的心灵演化
之路[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1.
Dunbar R, Barrett L, Lycett J.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 beginner's
guide[M]. Beij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2011.

参考文献

[11]

Yalomi D. 直视骄阳: 征服死亡恐惧[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
版社, 2015.

[1]

舒尔兹. 现代心理学史[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Yalomi D. Staring at the sun: Overcoming the terror of death[M].

Schultz DP.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M].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5.
[2]

学报, 2007, 39(3): 383-397.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Geary DC.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human brain, cognitive, and

ZHENG Richang, JIANG Guangrong, WU Xinchun. Contemporary

behavioral evolution[ J].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7, 39(3): 383-

system of psychological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M]. Beijing:

397.
[13]

ZENG Xianglong, LIU Xiangping, YU Shi. The theoretical

61(1): 54-57.
[14]

机制[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9): 1259-1266.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ZHANG Qin, WANG Yan, LUO Zheng, et al. Cognitive neural

Science, 2011, 19(7): 1020-1026.

mechanisms and effects of emotion regulation on memory[ J].

张亚林, 杨德森. 中国道家认知疗法——ABCDE技术简介[ 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19(9): 1259-1266.
[15]

ZHANG Yalin, YANG Desen. Chinese Tao cognitive therapy—

Journal, 1998(3): 188-190.

information[ J]. Cognition, 2008, 106(1): 538-547.
[16]

邓云龙, 戴吉. 心理健康标准的中国文化解读尝试[ J]. 中国临
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1): 125-126.

Marsh EJ. Retelling is not the same as recalling: Implications for
memory[ J]. Curr Direct Psychol Sci, 2007, 16(1): 16-20.

[17]

DENG Yunlong, DAI Ji. A t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mental health
criterion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cutural[ J]. Chinese Journal of

Sharot T, Yonelinas AP. Differential time-dependent effects of
emotion on re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memory for contextual

brief introduction of ABCDE technique[ J]. Chinese Mental Health

[6]

张钦, 王岩, 罗峥, 等. 记忆活动中情绪调节的效果和认知神经

background, empirical wtudy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98(3): 188-190.

[5]

Mather M, Knight MR. Angry faces get noticed quickly: threat
detection is not impaired among older adults[ J]. J Gerontol, 2006,

曾祥龙, 刘翔平, 于是. 接纳与承诺疗法的理论背景、实证研
究与未来发展[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7): 1020-1026.

[4]

Geary DC. 人类大脑、认知与行为进化的整合模型[ J]. 心理

郑日昌, 江光荣, 伍新春. 当代心理咨询与治疗体系[M]. 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6.
[3]

Beijing: China Light Industry Press, 2015.
[12]

Dolan RJ. Emotion, cognition, and behavior[ J]. Science, 2002,
298(5596): 1191-1194.

[18]

胡卫平, 王博韬, 段海军, 等. 情绪影响创造性认知过程的神经

Clinical Psychology, 2010, 18(1): 125-126.

机制[ 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11): 1869-1878.

戴吉, 张玉桃, 邓云龙. 悦纳进取的理论构建及量表编制[ J].

HU Weiping, WANG Botao, DUAN Haijun, et al. Neural mechanism

中南大学学报 ( 医学版 ), 2018, 43(11) http://www.csumed.org

1262

of creative cognitive process influenced by emotion[ 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5, 23(11): 1869-1878.
[19]

[20]

[22]

[28]

学进展, 2006, 14(5): 682-688.

activation of intention memory and positive aﬀect removes Stroop

LIU Hongyan, HU Zhiguo, PENG Danling. Plasticity of the

interference[ J]. J Exp Psychol General, 1999, 128(3): 382-399.

Emotional Circuitry[ J].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Oaksford M, Morris F, Grainger B, et al. Mood, reasoning, and

14(5): 682-688.
[29]

rumination and behavioral inhibition: A perspective from research

Huntsinger JR . Does emotion directly tune the scope of

on frontal brain asymmetry[ J]. Personal Individ Diﬀ, 2012, 53(3):

attention?[ J]. Curr Direct Psychol Sci, 2013, 22(4): 265-270.

323-328.

Fredrickson BL. The value of positive emotions-The emerging

to feel good[ J]. Am Sci, 2003, 91(4): 330-335.

[30]

flexibility[ J]. Conscious Cogn, 2009, 18(1): 176-186.
[31]

李炳全. 文化与心理治疗[ J]. 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
2007, 28(3): 53-55.

疗模式[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 26(5): 377-381.

LI Bingquan. Culture and psychotherapy[ J]. Medicine and

ZHANG Qi, WANG Shujuan, ZHU Zhuohong. Acceptance and

Philosophy. Humanisitic Social Medicine Edition, 2007, 28(3): 53-

commitment therapy (ACT): Psychopathological model and

55.
[32]

席居哲, 曾也恬, 左志宏. 中国心理弹性思想探源[ J]. 中国临

377-381.

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3): 555-559.

Soto JA, Perez CR , Kim YH, et al. Is expressive suppression

XI Juzhe, ZENG Yetian, ZUO Zhihong. An Overview of Ideology

always associated with poorer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A cross-

on Resilience in China[ 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cul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European Americans and Hong Kong

2015, 23(3): 555-559.

Chinese[ J]. Emotion, 2011, 11(6): 1450-1455.
[25]

Moore A, Malinowski P. Meditation, mindfulness and cognitive

张婍, 王淑娟, 祝卓宏. 接纳与承诺疗法的心理病理模型和治

processes of change[ J].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12, 26(5):

[24]

Keune PM, Bostanov V, Kotchoubey B, et al. Mindfulness versus

1996, 22(2): 476-492.

scienc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n coming to understand why it's good

[23]

刘宏艳, 胡治国, 彭聃龄. 情绪神经回路的可塑性[ J]. 心理科

Kuhl J, Kazen M. Volitional facilitation of diﬃcult intentions: Joint

central executive processes[ J]. J Exp Psychol Learn Mem Cogn,

[21]

Sinauer Associates, Inc, 2003.

[33]

Hayes SC, Luoma JB, Bond FW, et al.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Ryan TJ, Roy DS, Pignatelli M, et al. Memory. Engram cells retain

therapy: mode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J]. Behav Res Ther, 2006,

memory under retrograde amnesia[ J]. Science, 2015, 348(6238):

44(1): 1-25.

1007-1013.
[26]

Mauss IB, Cook CL, Gross JJ. 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 during
anger provocation[ J]. J Exp Social Psychol, 2007, 43(5): 698-711.

[27]

Gilbert SF. Developmental Biology [M]. 7th ed. Sunderland, MA:

本文引用：邓云龙, 周红桂. 悦纳进取疗法的理论和操作构建
[ J]. 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8, 43(11): 1257-1262. DOI:10.11817/
j.issn.1672-7347.2018.11.015
Cite this article as: DENG Yunlong, ZHOU Honggui. Establishment
of the theory and operation of willing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Medical Science, 2018,
43(11): 1257-1262.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18.11.015

(本文编辑 彭敏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