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苏州市心理学会 

苏心培 [2018]1号 
 

关于组织心理应激干预培训的通知 
 

 

各苏州市心理学会理事、分支机构、会员：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事故、人际伤害等重大应激事件，如何自助、助

人？ 

工作、婚恋和亲子关系中的压力、冲突与情绪、困扰，如何快速调控？ 

考试、面试、演讲、比赛等焦虑以及特定的恐惧，如何应对？ 

过往经历、长期压力带来的身心问题，如何化解？ 

为何有资源却难以利用？为何有能力却无法发挥？为何总是功亏一篑？ 

过去是否可以改写？未来是否能够开创？ 

潜能是如何被束缚的？ 

如何最大限度地增强正性资源、提升个人与团队效能？ 

如何促进创伤后成长？ 

应激如何转化为正性资源？ 

…… 

以上这些问题，不仅一般人无从入手，就连考证的咨询师也没接受过相关

培训。 

而现在，如果你从事助人相关工作，有意接受系统培训，中国心理卫生协

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认证培训项目——心理应激干预“简快重建

法”培训为你打开机会之门。 

一、背景 

人生，就是一个充满应激的旅程，从成长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压力、

挑战，日常生活、工作压力的慢性侵蚀，到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

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冲击湮没，再到婚恋、亲子等人际关系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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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落落的冲突、烦忧，还有儿童虐待、性侵、伤人等人际伤害事件的惊心动

魄，影响人数众多、心理资源有限，如何自助、助人？快速有效地提供心理社

会支持、减少心理社会功能损害、恢复正常生活、促进正性连接与成长，形成

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一）既往经验与缺憾 

5·12汶川大地震让全国人民认识了“心理创伤”——心理应激的后果之

一。心理应激是对各种紧张刺激的反应，心理应激干预是对处在心理应激状态

下的个体或群体采取有效措施，使之最终度过，更好地适应、开创新的生活。 

在 5·12汶川地震及其后多次重大灾难的救援中，由于心理应激干预需求

十分巨大，在规模空前的灾后心理救援中，大部分前往灾区进行心理援助的人

员（包括心理咨询与治疗从业人员）未接受过应激事件后心理社会援助的专业

训练。由于专业、经验所限，大部分应激事件后心理干预在干预程度的深浅、

效果持续时间的长短、能否增强参与者自我恢复能力、是否产生二次创伤等方

面未能尽如人意。 

特别需要便于一般心理援助人员或当地骨干掌握的结构化、易操作、安全

有效的应激干预投入到大量的初级心理援助和筛选转介中。 

（二）不懈探索与整合 

鉴于以上原因，隋双戈博士借鉴创伤治疗、灾后团体心理干预等应激干预

的成功要素，在十余年心理应激干预探索、实践的基础上，结合 CBT、EMDR创

伤治疗、催眠治疗、危机干预、团体辅导、叙事治疗、表达性艺术治疗等多领

域成果，带领团队整合发展出心理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法”。 

自 2008年 6月在中国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主办“抗震救灾心理援

助研讨会”专题分享心理应激团体干预“简快重建法”后，在多种灾难当地、

发生自杀事件的公司或学校、发生重大事故的或恶性人际事件的企业或社区，

以及遭遇性侵的儿童群体、压力管理团体、婚恋关系团体等不同情境中，隋双

戈博士等专业人员以“简快重建法”提供了大量心理干预服务，帮助受影响者

迅速恢复控制感，走上快速重建之路。 

对照研究显示，在受应激事件影响的人群中，接受过“简快重建法”团体

辅导者的 SQR-20等量表评估总分及阳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三）应用与传播 

多年以来，北到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法”的理念与

技法在国内各地不断通过各级培训传播并多次应邀在国内、国际专业会议中作

专题报告。 

隋双戈博士 2014年应邀在国际心理治疗联盟（IFP）第 21届世界心理治疗

大会中发表演讲，介绍心理应激团体干预“简快重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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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危机干预专委会学术年会上专题报告简快重建

法，在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北京）论坛举办简快重建法工作坊。 

2017年中国第三届团体咨询与团体治疗大会中举办工作坊，反响热烈。 

二、简快重建简介 

（一）内容 

1、个体干预简快重建 

应激事件个体干预简快重建基于神经生物学、神经影像学、心理创伤治疗

EMDR(眼动脱敏再加工)稳定化、催眠治疗、危机干预、叙事治疗、CBT、表达性

艺术治疗等多领域成果，整合在应激干预实践中证明有效、简洁的技术、方

法，通过梳理与搭配组合，便于助人者快速掌握并在不同情境下使用。 

2、团体干预简快重建法 

团体干预简快重建法基于心理应激与团体辅导等理论、实践，整合发展前

人范式有效要素，通过一次完成的四个步骤（呈现问题，信息传递，应对探

讨，总结提升），在日常压力与困扰（压力管理、婚恋、亲子、病患等）、事

故、灾难（地震、水灾、火灾、滑坡等）、突发事件（伤人、自杀等公共安全

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等）遭遇者及救援人员中，以及心理工作者、教师、社

工、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患者家属、个体咨询来访者等人群中广泛

应用，协助受影响人员快速减少混乱，增强稳定，看到资源，获得支持，促进

心理、社会功能重建。 

简快重建法结构化强，操作简单，过程安全，团体容量大，不仅是心理咨

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社工、EAP专业人员、HR等必备技能，非专业人员也可

快速掌握。 

（二）简快重建法的特点 

操作简单，非专业人员也可快速掌握；用时少、起效快；资源占用小，团

体容量大；过程安全、适应面广，在心理应激的各阶段均可使用。 

1、用途广泛，从人际事件、疾患、自杀事件到事故、灾难等应激源影响的

群体与个人，到生活、工作压力均可使用； 

2、青出于蓝，团体干预简快重建法克服了 CISD（紧急事件晤谈）等前人范

式弱点（如人数、次数难题、急性期情绪宣泄争议等），替代为容量大（可数

倍于常规应激团辅人数）、一次见效等； 

3、结构性强，还可灵活使用，提高了安全性和可操作性； 

4、兼容性高，可以加入带领者自己擅长的相关技能； 

5、随时可用，可在心理应激的不同阶段使用； 

6、简洁易学，非专业人员也可快速掌握，便于在重大应激事件中快速培育

当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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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快重建培训体系 

（一）阶梯课程 

三阶课程，逐级提升(简快重建师，简快重建督导师、简快重建培训师) 

 

（二）滚动成长 

学员（简快重建师候选人）-->简快重建师 --> 督导师（督导师候选人、

督导师）--> 培训师（培训师候选人、培训师）。 

各地同阶课程受训经历通用，回炉复训优惠。 

四、课程设置 

（一）培训时间 

2018 年 6月 29 日—7月 1日（三天两晚） 

心理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法认证培训 I 阶 A 段: 

后现代视野下的心理应激干预 

2018 年 9月 14—9月 16日（三天两晚） 

心理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法认证培训 I 阶 B 段: 

心理应激团体干预简快重建法 

（二）培训内容 

表 1. I 阶 A 段(后现代视野下的心理应激干预)课程大纲 

日程 
上午第一节 上午第二节 下午第一节 下午第二节 晚间 

9:00—10:20 10:35—12:00 14:00—15:20 15:35—17:00 18:0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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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I 阶 B段(心理应激团体干预简快重建法)课程大纲 

日程 
上午第一节 上午第二节 下午第一节 下午第二节 晚间 

9:00—10:20 10:35—12:00 14:00—15:20 15:35—17:00 18:00-21:00 

第 1天

（更新理

念，了解

原理、机

制与路

径） 

1.1 一花开罢百花残：认识心

理应激 

    相关背景与基本概念（压

力、应激、心理创伤、哀伤、

哀悼、危机与耗竭） 

    为什么时间不能化解心理

创伤？ 

    有关应激的四大误解与真

相 

    心理应激的表现与本质

（生物、心理、社会现象与机

制） 

1.2 换个眼镜看世界：用后现

代理念刷新认知 

    是病还是人 

    症状与意义 

    主流论述 

    …… 

1.3 心理应激干预机制 

    心理应激干预原理 

    心理社会援助 

1.4 心理应激干预策略 

    心理创伤治疗的七个层次 

    心理急救要点 

    心理危机干预的要点 

    心理创伤治疗规划 

    自我调适与创伤后成长 

1.5 心理应激干预准备与流程 

    需求沟通 

    干预预案 

    团队组建 

    干预前的信息采集与评估 

    工作开展 

    信息发布 

    媒体公关 

    团队支持     

    督导 

1.6 应激干预中的伦理议题 

1.7 情境演

练 

1.8 映照小

组 

第 2天

（包括

EMDR稳定

化在内的

心理应激

的干预技

能：学习

与演练） 

2.1 共情与连接技术 

2.2 应激个案问诊及信息安

全采集 

2.3 柔断技术 

2.4 隔离技术 

    技术演练 

2.5 赋能技术 

    蝴蝶拍 

    百宝箱 

    技术演练 

2.6 安抚技术 

    呼吸技术 

    放松技术 

    安全地 

    技术演练 

2.7 身心症状的处理 

    光波技术 

    转向技术 

    穴位拍打技术 

    技术演练 

2.8 心理应

激与自我照

料（助人工

作者的自我

保护与滋养

体验） 

2.9 映照小

组  

第 3天

（急性应

激的干

预：学习

与演练） 

3.1 急性应激的心理急救 

3.2 回神技术 

3.3 四元素 

3.4 技术演练 

3.5 事件处置 

    双戈法则 

    格图技术 

3.6 技术演练 

3.7 映照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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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天

（了解团

体辅导，

熟悉简快

重建流

程） 

1.1 透视团体心理干预； 

1.2 应激事件团体辅导策略与

方法； 

1.3 简快重建概述； 

1.4 情境教学:灾难应激团体

心理社会干预简快重建 

1.5 情境教学,边学边练： 

    问题呈现 

    信息传递与健康教育 

    应对探讨路径 

    总结提升的方法 

    精进共情与联结技术 

1.6 创伤聚

焦的认知治

疗(TF-CBT) 

1.7 映照小

组 

第 2 天

（案例实

操，动作

分解，了

解简快重

建应用） 

2.1 简快重建在自杀、灾难等

应激事件影响人群中的应用与

分解演练（1） 

2.2 强化柔断技术 

2.3 简快重建在自杀、灾难等

应激事件影响人群中的应用与

分解演练（2） 

2.4 强化稳定技术 

2.5 重快重

建师团建 

第 3 天

（整合演

练，融会

贯通） 

3.1 简快重建演示 

3.2 整合演练与督导（1） 

3.3 简快重建整合演练与督导

（2） 

3.4 映照小组 

3.5 颁发证书 

 

（三）备注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团体心理辅导与治疗专业委员会认证培训项目；另中国

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注册系统继续教育学分申请中。 

（四）培训地点 

苏州市工业园区独墅湖高校区。                 

（五）培训人数 

正式学员不超过 50 人，小班授课，保证教学质量。 

（六）招生对象 

受训者应为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包括医疗、学校、公安、军队等系统心

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工作者、精神科医生、社工、EAP 专业人员、HR、信访维稳

人员等。学员经个人申请、单位同意后，进入资质匹配，入选者通知缴费。 

五、导师简介 

隋双戈，医学博士（应激干预方向），MBA，中国心理学

会注册督导师，欧洲认证 EMDR心理创伤治疗督导师，国际催

眠治疗师，春风网（心理创伤援助公益平台）创始人、总督

导，深圳“十佳爱心人物”。 

从 2004年参与联合国与中国民政部联合发起的灾后心理

社会援助项目起，十余年来组织、参与各类事件影响人员的心理援助（包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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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火灾、风灾、水灾、滑坡、泥石流、交通事故等灾难事故，疫情等公共卫

生事件，性侵、爆炸、砍杀、枪击、自残、自杀等人际伤害事件），整合创立

了应激干预“简快重建法”，擅长处理压力、焦虑、危机事件及引发的各类问

题，在压力管理、应激干预、婚恋、亲子、个人成长等方面颇有成效。 

参与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文章多篇，多次应邀在世

界心理大会、世界精神病学大会等国内外专业会议上发表演讲；发起的心理应

激干预公益项目多次获得国内、国际奖项。 

六、课程获益 

（一）应激干预，从此有法可寻 

3天内完成心理应激简快重建基本理论的学习及主要技能演练。 

（二）情境教学，体会精髓 

现场模拟互动培训，活学活用体验深刻。 

（三）演练督导，知行合一 

边学边练，现场观摩、现场督导，催化从“知道”（知识）到“会用”

（技能）的快速转换。 

（四）稀缺技能，助力咨询 

培训中分享演练的很多技能都是在日常应激干预中所稀缺的，在个案咨询

应用中效果确有实效。 

（五）小班面授，系统培训 

小班面授课，体验、交流更多。专业技能、职业素养逐级提升，成长支持

一路陪伴。 

七、报名及缴费 

即日开始报名缴费，名额有限，额满为止，报名及缴费后方能收到报到须

知，拒绝空降。 

（一）非会员单位人员 

1、单次缴费 
A、B段均为 3000 元/人，2018 年 5 月 10 日前报名并缴费可享 2780 元/人/

段，2018 年 6 月 10 日前可享 2880元/人/段。 

2、AB两段并交 

可享 5600 元/人的优惠价格，2018 年 5 月 10 日前报名并缴费可享 5280 元/

人（平均 2640 元/人/段），2018 年 6 月 10 日前可享 5480 元/人。 

3、团购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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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次缴费 AB两段并交 截止时间 

3 人团购价 2680 元/人/段 5180 元/人 6月 10日 

3 人以上团购价 2580 元/人/段 5080 元/人 

（二）会员单位人员 

1、单次缴费 

A、B段均为 2900 元/人，2018 年 5 月 10 日前报名并缴费可享 2680 元/人/

段，2018 年 6 月 10 日前可享 2780元/人/段。 

2、AB两段并交 

可享 5500 元/人的优惠价格，2018 年 5 月 10 日前报名并缴费可享 5180 元/

人（平均 2590 元/人/段），2018 年 6 月 10 日前可享 5380 元/人。 

3、团购价 

 单次缴费 AB两段并交 截止时间 

3 人团购价 2580 元/人/段 5080 元/人 6月 10日 

3 人以上团购价 2480 元/人/段 4980 元/人 

（三）往届同阶课程学员享受半价的回炉优惠 

其中： 

深圳市春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举办的《心理应激干预骨干人才培育项目》

毕业学员，可申请回炉价； 

隋双戈博士主讲两天及以上的《心理干预简快重建法》、《心理创伤治

疗、《EMDR稳定化》等相关课程的学员，可申请享受 I阶 A段的回炉价； 

隋双戈博士《团体干预简快重建法》（两天及以上）的学员，可申请 I阶

B段的回炉价。 

  （四）相关说明 

费用包含参训、资料、培训证书、饮用水、茶休餐点、相关活动费等，不

包含食宿交通费用。 

开课 2周前，因特殊原因可申请已交费用的延迟使用，或易人使用；开课

前 2周以内至开课时，不再接受任何更改，如遇缺席，恕不退费。 

 

温馨提示： 

1、现场不接受缴费； 

2、名额有限，报名确认以缴费为准； 

3、缴费人数达到上限时，报名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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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员食宿、交通自理 

八、联系方式 

培训相关事宜咨询： 

钱老师 

电话：15851496009 

邮箱：cheng.qian@wuzhongedu.com 

吴老师 

电话：15850161680 

邮箱：bingying.wu@wuzhongedu.com 

九、主协办单位 

主办单位：苏州市心理学会 

协办单位：苏州市东吴职业培训学院 

深圳市春风应激干预服务中心 

 
期待与你在简快重建的学习与实践中相伴而行！ 

 

附件：心理应激干预培训报名登记表 

 

                                                     

苏州市心理学会 

                                                    2018年 5月 4日 

 

 

 

 

 

 

 

 

 

 

 

 

 

 

 

 

 

 

 

mailto:cheng.qian@wuzhong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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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心理应激干预培训报名登记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照片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职务  工作年限  

通讯地址  

联系方式 手机  

邮箱  

最高学历  

培训内容 

(在所报培训

内容后打钩

即可) 

一阶 A  

一阶 A&B  

报名时间  

注： 

付款单位：苏州市东吴职业培训学院 

银行账户：89080154900000338 

开户银行：浦发银行苏州分行吴中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