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羞 耻

︴︴作者手记
尽管已经在一些早期的论文中讨论过“羞耻”这个主题，我却直
到职业发展的后期才开始专门撰文研究这个话题。现在回想起来，我
意识到，之前我只有在专业讲座或案例研讨会上听到“羞耻”这个话
题被讨论时，才会在自己的临床治疗工作中注意到这个部分。然而，
我个人对于这种情绪的关注总是很短暂的。真正使我意识到这种情感
体验的重要性的，是我的一些个人经历。
我能回忆起的最早的一次相关事件发生在 20 多岁的时候，事后我
用了整整 15 年来处理由这件事引发的相关的情绪和体验，由此得到的
经验对我的临床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的我刚从大学毕业，想
要去医学院继续深造。可是我的本科专业是英语文学，大学期间我只
修过区区三门理科课程。于是我决定延期毕业一年，并利用这段时间
补修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微积分、物理和遗传学的相应课程。在遗传
学课程中我们学到了果蝇。我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让我可以和
父亲分享自己的学业所得。我的父亲当时 65 岁，他只有小学五年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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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多年来一直靠倒卖水果为生。果蝇是我的学业中为数不多的、和父亲
的工作有关系的东西。由于父母受教育程度都不高，我学业进展越多，我就
会感到自己和他们越为疏远，这给我的学习生涯沾染上了一丝悲伤的色彩。
现在终于有这样一个小机会，能让我弥补一下这个罅隙。我将父亲带到了遗
传实验室，请他坐下，又演示给他看如何使用显微镜，镜头前摆上了那片我
准备的果蝇标本。父亲朝显微镜里看了一眼（天知道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便
语气轻蔑地宣称：“这可不是什么果蝇。”一时间，我的心头充满了痛苦、委
屈和一种纠结着愤怒的无力感。
我花了许多年才最终完全领会到那次事件背后的复杂真相。父亲一直期
望我能够得到他不曾有过的教育，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因此而对我感到嫉妒。
他会时不时用轻视我学习成果的方式来刺痛我的感情。然而在父亲的这种情
绪里我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把他带到了大学校园里，带进了科学实验室，
完全没考虑到这将对他造成怎样的心理冲击。现在我明白了，这种体验会令
他为自己的低学历感到羞耻，也正是这份羞耻感，导致了他时不时尖酸刻薄。
从这次经历中我学到了什么呢？我的总结是这样的：我之所以会对父
亲易被激发的羞耻感视而不见，究其根底，是因为我从未意识到自己饱受羞
耻感困扰。当我开始探索自己的羞耻感并慢慢理解它时，我发现我能够帮助
患者承认并谈论他们的羞耻感了。事实上，我吃惊地觉察到，在这份顿悟之
前，我在治疗过程中极少“允许”来访者表达他们的羞耻感。
有个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数年前的一次小组活动中，一位组员
注意到了我的一根手指上缠着创可贴，便问我是否不小心伤到了自己。我立
刻回答“是的”，然而这是一句谎话。我有一个坏习惯，喜欢咬指甲的边缘，
这块创可贴是用来帮我提醒并克制自己的。为什么我会为自己的一个小缺点
感到如此尴尬难堪，甚至不惜在一个基于诚实和坦白的工作中为之撒谎呢？
后来我逐渐认识到：如果作为团体带领者的治疗师都需要自己是这样一个完
美的存在，他的组员们又如何能在治疗过程中敞开心扉分享自己羞耻的秘
密呢？
我的第二次关于羞耻的深刻体验来自于一次在土耳其的旅行。由于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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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太过危险，我们选择搭乘当地的小巴（dolmus）。这是一种小型车辆，
尺寸介于面包车和公共汽车之间。乘客需要从后门上车，大声向司机通报自
己的下车地点，然后麻烦其他乘客将车费传递到前方交给司机。其他乘客都
会搭把手帮忙递钱或找零。由于怎么也无法让司机明白自己想在哪里下车，
我就突如其来地被羞耻感包围了。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就像查尔斯·狄更
斯 笔下《荒凉山庄》 里的 Jo ，一个大字不识的可怜鬼。对于他来说文字
一

二

三

是没有意义的、令人沮丧的符号。彼时的我，从理性认识层面，一直认为文
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然而就在那一刻，我突然从感情上体会到了目不识丁
的痛苦和耻辱，顿时为他们感到深刻的同情。从情感上讲，那次经历可以称
得上是一次改变人生的体验。

对于团体心理治疗中羞耻感的觉察：
发现被隐藏的情感
杰罗姆·S. 甘斯与罗伯特·L. 韦伯 1

至今为止，距离阿隆索（Alonso）和鲁坦（Rutan）首次提出团体心理治疗
中羞耻感的存在和其对于治疗的独有益处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了（1988）。他们
指出，羞耻感广泛存在于绝大多数患者的个人问题中，追根溯源其都是由患者
的早期经历造成的。人们总是怀有这样一种错觉，由于羞耻是一种常见的情
感且影响明显，它应该不难被觉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在过去的 10 年
中， 许 多 专 家 都 曾 著 书 立 作（Harper & Hoopes，1990 ；Lansky & Morrison，
一

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 年 2 月 7 日—1870 年 6

二

《荒凉山庄》（Bleak House），英国作家狄更斯所著小说，发表于 1852 年至 1853 年之间，是狄

三

Jo ，小说《荒凉山庄》中的一个街头流浪儿。后来他生病死了，小说女主人公艾瑟因为照顾

月 9 日），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译者注
更斯最长的作品之一。——译者注
他受到传染，也几乎病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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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a ；Nathanson，1987，1996） 或 者 是 在 他 们 的 著 作 中 以 专 门 章 节 加 以 阐
述（Krugman，1995 ；Lansky & Morrison，1997b ；Lazare，1997 ；Morrison，
1990 ；Scheff & Retzinger，1997）羞耻感，却罕有团体心理治疗研究的作者详
细论述阿隆索和鲁坦（1988）提出的观点。粗略地浏览一下现今那些最好的关
于团体治疗心理学的著作，我们就能发现，它们鲜少涉及羞耻这个话题（Alonso
& Swiller，1993 ；Ettin，1992 ；Kaplan & Sadock，1993 ；MacKenzie，1990 ；
Rutan & Stone，1993 ；Yalom，1995）。新近出版的《团体中的自我体验》（Self
Experiences in Group，Harwood & Pines，1998）也没有专门谈到羞耻。与此类
似，莫里斯·尼松（Morris Nitsun）关于团体治疗中破坏性负面力量以及它们所
蕴含的积极潜能的新书《反团体》
（The Anti-Group，1996），在用了 21 页篇幅来
讨论“嫉妒”的情况下，依然忽略了羞耻这个主题。对这种有趣的集体无视现
象，我们该做何解释呢？
羞耻长期受到忽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隐蔽性。正如海伦·布洛
克·刘易斯（Helen Block Lewis，1987a）所指出的那样，羞耻感是一种藏身于
幕后、通过间接方式对我们施以影响的情感。因此，鼓励团体心理治疗师对羞
耻感进行处理是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这是一个开始，但仅有鼓励远远不够。
针对羞耻感的隐蔽本性，如果我们无法觉察到它，又如何能让它浮出水面，并
对它进行工作呢？本文的主旨就在于帮助临床团体治疗师觉察团体中的羞耻感，
通过关注羞耻感所激发的防御机制，以及一些特定形式的移情的形态来发现羞
耻感的所在。通过提醒治疗师关注这些特定的防御和移情现象，进而发现它们
背后所隐藏的羞耻感，我们希望能够协助团体治疗师，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帮助
自己的组员发现和处理这种难以捉摸的感受。

定义与表现
韦氏字典是这样定义羞耻的，“一种令人心烦意乱或痛苦的内疚、无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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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肮脏或被谴责的感觉”。作为一项感受，它是一个复杂的统一体。一方面，健
康的羞耻感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自身行为举止，从而达到保护自尊、自身价值以
及维持人际关系的目的。而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本身就偏向于自恋且脆弱的人
来说，无法排解的羞耻感会引发病理性的表现。羞耻和它的对立情感——骄傲，
以一种动态的方式共存着。不同于内疚是对于某种想法或行动的反应，羞耻总
是隐含着一种对自我的渗透性的谴责。
羞耻感会对一个人自我的完整感造成一种早期的、全然的伤害。根据拉扎
尔（Lazare，1997）的理论，羞耻指的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思想和感受，源自人们
对于自我的失望。拉扎尔表示，羞耻感源自我们的理想化和自尊，同时也基于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对于外界评价的介怀。莫里森（Morrison，1987）认为，当
人们未能达到自身预期的目标和理想时，就会产生羞耻感，在许多情况下，羞
耻感还常和令人痛苦的负面内投射 相关联。
一

在对羞耻感的体验里，通常有这么几个元素。强烈的、有时夹杂着愤怒的
情感痛苦和不适，伴随着压倒性的隐藏自我的渴望。不仅限于思想、情感或行
为，羞耻感是对自我全面的谴责，伴随着一种有缺陷的、无价值的，有时甚至
就是简单的“不够好”的感觉。个体认为“如果别人发现了真实的我，他们就
会弃我而去”，这会导致丧失客体的恐惧（Alonso & Rutan，1988）。
源于被恶劣对待的羞耻感可能会将我们的自我分裂为两个或多个部分——
自欺者和被虐的受害者。通常那个受辱的自我会被看作是真实的身份，而很少
有人怀疑那个自欺者的正确性和施虐倾向。那个自欺的自我常被认为具有更良
好的判断力，诚实且具备美德；而受辱的自我则被认为是糟糕的，活该被责备
的（Lutwak，1998）。

一

内投射（introjection）：精神分析术语，又称内向投射。通常来说，指的是把外部对象或自己
所赏识的某些人物的特点或观点结合到自己的行为和理念中去的过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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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有一些精神分析及团体心理治疗学派的作者曾探讨过团体心理治疗中对
于羞耻感的处理。尽管对于羞耻感的防御不是他们的主要研究动机，但这些作
者还是对其中的一部分防御进行了讨论，我们将在下文做出回顾。海伦·布洛
克· 刘 易 斯（Helen Block Lewis，1987b） 认 为， 人 类 行 为 的 主 要 动 机 驱 使 是
对于维持关系的渴望，而不是减少由于驱力而产生的压力的需要。举个例子来
说，当面对他人的超群智慧，相比于自惭形秽，人们往往会选择（也许是无意识
地）漠视和无动于衷。在保持关系的前提下，漠视的感觉绕过了羞耻感。或者
是，通过投射性认同让其他人感觉他们自己很蠢笨，这也能减轻这种羞耻的不
舒适感。刘易斯还认为，合理地引导组员的攻击性也可以帮助他们避免羞耻感。
对于他人的羞辱常会引发自身的羞耻感，治疗师通过引导小组成员为他们的破
坏性冲动感到内疚并能够耐受和容纳这种内疚感，来避免他们陷入此类羞耻
感中。
莫里森（1990）认为在团体治疗中，失败的共情也会引发羞耻感。当组员
的自体客体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时，就有可能会引发他们自恋的愤怒，对于组员
隐蔽的羞耻感来说，这既是一种暴露，也是一种掩饰。这种愤怒“是自体对于
自己由于意识到自身需求而产生的隐蔽的羞耻感的回应”。此外，莫里森还认
为，自恋脆弱的人常会认为自身自体客体需求得不到满足是由于自己不够好，
而这种认知也会导致他们感到失败和羞耻，这些情感通常都是隐藏起来的。顺
着这个思路，莫里森描述了羞耻感（即使是能够被表达的羞耻感）是如何让个体
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它令我们本能地掩饰自己基于事实或想象的挫败感和自
卑感，而这种行为又会催生更多的自卑”。
两篇更近期的研究文章（Lutwak，1998 ；Wright，1994）则集中关注了团体
治疗中与性别相关的羞耻感研究。卢特瓦克（Lutwak）认为具有羞耻倾向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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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使用丧失活力、人格解体、抑郁、自我攻击、受虐、完美主义和强迫性照
顾（compulsive caretaking）作为她们对抗羞耻的防御机制。她发现团体治疗能
够帮助具有羞耻倾向的妇女柔化她们残酷的内投射。
赖特（Wright）则认为社会给男性设定的形象是强壮、独立、富有行动力并
以成就感为导向的。当以下这些情况出现时——被迫过早与自己的母亲及“女
性化事物”分离，被自恋或忽视儿童的男性抚养者照顾，或者是缺少坚强的男
性榜样并总是因为行动获得赞赏（Krugman，1995），男性会发展出发育不良的
心理结构，难以感觉或者是处理情感，尤其是羞耻感。通过援引一系列相关研
究，赖特证实男性偏向于借助“过度投射和其他一系列消极防御机制”，如理智
化、反向形成、隔离、贬低、认同攻击者或理想化，来对抗自身的羞耻感和相
关负面情绪。
哈恩（Hahn，1994）则认为，在团体心理治疗中，对于羞耻感的体验常常
是由被贬低感或是让人感到被贬低的内向投射而激活的。
这些内向投射的外化会表现为轻蔑和嫉妒，它们二者都是对抗羞耻的防御
机制。菲尔德斯蒂尔（Fieldsteel，1984）曾专门讨论过严酷挑剔的超我在羞耻
的发展和存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阻碍解决羞耻问题的反移情的困难。

为什么羞耻感有隐蔽性
在团体心理治疗中，有两个因素会加剧羞耻感的体验：增强的自我意识
和他人在场。它们会引发或加剧羞耻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他人在场
常常会引发个体后退的渴望。其次，团体成员之间会自发地互相比较，“爱丽
丝所讨论的话题显得比我的更重要”“苏比我漂亮，男人们肯定更喜欢她”“弗
雷德（比我）更聪明，我想治疗师一定更偏爱他”“其他组员肯定都认为我很无
趣”。由于这两点，组员常常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这种羞耻感通常是一种自
我贬损或是透过投射和评估而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轻视和贬低。这些羞耻感总

7

8

团体心理治疗中的 9 个难题

是令人惶恐，人们总会担心，一旦他人意识到了自己的缺陷所在，就会弃自己
而去。
如上文所述，团体活动会加剧组员的羞耻感，所以团体本身会自发地产
生一些对抗这种羞耻情绪以及会诱发羞耻情绪的主题的防御。在下文中我们将
共同探讨以下 6 项防御：①重点关注那些能让组员产生共鸣的话题，例如丧失
与失败；②激发轻蔑与鄙视；③避免讨论当下；④引导内疚感；⑤移情反应；
⑥保持“完美治疗师”的错觉。
尽管以上那些主题是以保护羞耻的隐蔽性为目的而产生的防御，但它们的
功能绝不止于防御羞耻感。显而易见，某些主题，例如丧失和失败，具有很高
的优先级，有些时候它们甚至正是某些小组的成组原因。科胡特（Kohut，1971）
阐述了理想化和移情是如何对心理结构的构建产生重要影响的。

在组员间引起共鸣的话题
有一个好办法可以避免组员间产生令人不快的分歧以及会激发嫉妒的比较，
那就是组织一场关于丧失和失败的讨论。

丧失
谁没有经历过丧失，又有谁能够和一位正在经历丧失之痛的人斤斤计较
呢？团体成员一般不会拒绝对此话题的讨论，然而选择这个主题还是具有一定
风险的。关于丧失的讨论会很激烈，有时候会引发同情、担忧以及共情。通常
这类讨论是积极的、大有裨益的，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通过了解丧失
的细节，组员会加深对彼此的了解。第二，分享痛苦的感受能够帮助丧失者减
轻痛苦，而对于这样一个普遍性话题的彼此交流也能够增强小组的凝聚力。不
过，治疗师有时会过于信赖此类讨论的好处，而忽略了它也有可能激发团体的
某些防御的事实。我们需要牢记，任何治疗方法都具有两面性。正是由于丧失
是一个大家共有、无人能避免的话题，在此类讨论中组员间的分歧和不同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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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掩饰了。然而针对分歧和不同，以及对它们所引发的相应情感的忽视也同
样会阻碍我们意识到羞耻感的存在。分歧与不同能够引发涉及社会阶级、宗教、
种族、性别、人种和文化等方面的羞耻感（Storck，1998；White，1994）。

失败
与丧失类似，失败也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不过，一般来说无法被分享
或谈及的失败才是最令人羞愧的。而过度沉溺于失败的细节，则会令人忽视大
众中这样一种倾向——在人群中想要得到关注只有很少的几种途径：非常好，
或者极端坏。如果没能注意到这一点，作为团体带领者的治疗师就有可能在讨
论中纵容一些不健康的规范被建立并存留于团体里。比如这些不健康的规范中
的一类——“悲惨人生大赛”。在这类模式中，组员们常常会通过绘声绘色地描
述悲惨故事来使自己脱颖而出。这种交流的方式通常构建于一种适应不良的行
为的重复中，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这种行为确保了我们可以持续地得到
关注：只要你始终失败地原地踏步，不离开我们，我们就会一直爱你。
得到鼓励和允许、得以表达自己对于失败的悲叹的团体成员，会有意或
是无意地倾向于崇拜并理想化他们的治疗师。团体的带领者如果允许甚至是鼓
励这种理想化的存在，会使得团体的自尊水平持续低迷。通过投射性认同，团
体成员自发地将自身具有的积极品质都集中到了治疗师身上。如果对于这种倾
向不加以提醒和控制，团体讨论的话题就会集中于成员们的负面品质。比昂
（Bion，1960）关于依赖性团体的基本假设 （basic assumption dependency）描绘
一

的就是此类现象。与之相应，觉察到此类理想化动力，可以让咨询师注意到为
什么有的组员不情愿分享他们的成就。由于人类的奋斗和竞争本能，成就能够
一

比昂的理论，依赖性团体的基本假设是团体需要一个外部客体，为不成熟的个体提供安全感
和保护。获得安全感是团体的基本目标，团体寻求一位领袖的支持，希望从他身上获得精神
上的引导、保护和“养育”。团体成员行为被动，同时，团体的带领者仿佛是无所不能、无
所不知的。当领导者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和期待的时候，团体成员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他
们的失望和敌意。——译者注

9

10

团体心理治疗中的 9 个难题

立刻彰显组员间的不同。举个例子来说，展现组员不同的职业或经济状况会引
发嫉妒（Dubner，1998），从而导致羞耻感。

案例分析
艾德是一名 50 岁的单身男子，最近他遇到了一名曾经和他一起在大学学习
化学的女同学。毕业后艾德选择继续深造理论化学，而那位女同学则选择了分
子生物学。现在，她已是一所著名大学的全职教授，而艾德则是一个毫不起眼
的金融分析师。和这位曾经的同窗相比，他有了深深的挫败感。
在团体讨论中，组员们试图宽慰艾德，举例论证想要让他相信自己只是运
气不好，选择了一个就业率很差的专业。当年还是个学生的他怎么能够预料到，
20 年后分子生物学会变成一个“黄金领域”呢？
作为小组带领者的治疗师询问艾德，他怎么看待其他组员的成功与失败。
艾德详细阐述了自己对于工作的看法并依次评价了每位组员。然而在这一点评
中，他却独独跳过了治疗师本人。当发现没有人意识到这份忽视时，治疗师选
择将它作为一个问题摆到了整个小组面前。
怀着敬意，艾德解释说由于治疗师并未向团体表露过多个人的信息，他无
法对治疗师做出什么评价。他又补充说，早在入组以前他就曾打听过治疗师，
当时从不同的人那里都得到了对于治疗师的好评。然而小组成员们似乎并没有
兴趣知道艾德到底了解到了关于治疗师的什么好评。卡罗尔仍在滔滔不绝她与
男朋友每况愈下的爱情故事。而其他组员选择讲述自己的失败经历作为回应，
过去的几个月来这个小组似乎一直维持着这样一种讨论模式。
看起来整个小组似乎有些过度倾向并关注于失败的话题，于是治疗师继续
提问：“为什么没人愿意分享点好事呢？你们甚至都不愿意听听别人是怎么夸我
的！”“哟，某医生想要我们夸夸他呢。”丽达，一位时常攻击治疗师的组员阴阳
怪气地讽刺道。治疗师没有气馁，而是进一步指出，由于担心被攻击、诋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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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被认可，组员们宁可把他当作一个未加公开的嫉妒对象，也不愿讨论他们
自己的成就。
大家似乎接纳了这种说法。他们开始对嫉妒这个主题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同时开始讨论另一个很少被谈及的话题：组员之间的竞争。凯瑟琳表示，她很
嫉妒团体里有其他三位成员在小组活动之外和治疗师还有单独的个体咨询关系。
爱丽丝则说她把丽达当作竞争对手，并暗暗和她攀比谁更受治疗师的喜爱。山
姆说玛莎总能让他想起自己那个从小就受到父亲偏爱的姐姐。洛伊丝则回忆说，
大约 6 个月前丽达经历了一次情绪的爆发，当她叫嚣着再也不会回来并夺门而
出后，治疗师给她写了一封非常情真意切的信。洛伊丝带着渴望的神情承认，
她从未收到过这样的信件和关怀。接着她又坦陈了对于自身肥胖体态的厌恶和
羞耻，她感到所有的女性组员都比她有魅力。

到底是哪一点启发了治疗师，让他选择面质小组利用讨论失败来避免陷入
其他更加令人痛苦的议题这一现象呢？首先，治疗师注意到了组员们对于听他
的好话不感兴趣。然后，治疗师对自己进行了探索和反思，考虑为什么自己在
决定是否要把团体的注意力导向这个发现时产生了犹豫。最后，当他发现，组
员们更倾向于耻笑他而不是直面自己的阻抗时，他就明白，是时候正式处理这
个问题了。换句话说，治疗师本人由于害怕自己不受欢迎而对这个问题产生的
本能抗拒和他的组员的心理状态如出一辙：分享自己的成就也许会招致嫉妒，
而这些嫉妒会引出来自其他组员的风言风语，使自己受到耻笑和羞辱。
也有些组员是因为竞争和嫉妒以外的其他原因不愿谈及自己的成就。无论
多么成功，他们总觉得自己名不副实，所以在他们心中自己的辉煌成绩总是夹
杂着一丝羞耻的色彩。
请特别留意丧失与失败议题的以下作用：帮助避免组员之间因不同而产生
的嫉妒。嫉妒者总认为是别人夺走了自己需要的资源；他们认为那些更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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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吝啬的，他们拥有那么多却不愿意分享。嫉妒者总是通过无情地批判别
人的所得来避免思考自己所欠缺的部分，并以此来逃避这些欠缺和不足可能带
来的羞耻感。
与此相应地，被嫉妒的人往往会选择先发制人，通过降低自己成就的重要
性来避免陷入被嫉妒的境地（Kreeger，1992）。由于成就可能会令他人产生想要
破坏的想法，而基于这种动机的行动可能会引发羞耻感，这样做就可以有效地
防御此类羞耻感。

轻蔑与鄙视
对一切嗤之以鼻的患者最能影响治疗师的状态，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表现出
不屑和质疑的态度来使治疗师怀疑自己的专业水平。这种影响力一部分来源于轻
蔑者制造的一种错觉。他们总是显得大局在握、为人强硬、立场坚定，尤其是在
他们（而这几乎是无一例外的）认为自己占领了道德制高点的时候。那些被他们
长篇大论攻击的对象，往往不会想到，此类人常是外强中干、充满着对自己的羞
耻感的。通过投射性认同这种潜意识里的防御机制，所有和羞耻感相关的被动和
无助感都丢给了治疗师，从而使得这些倨傲的组员看起来既有理又霸道。
在受到这种攻击的时候，治疗师需要牢记，这些轻蔑和鄙视其实源于攻击
者对于自身那些痛苦的负面感情的防御。这样的组员往往感觉自己痛苦又失落。
那傲慢的外表下藏着自己随时可能破碎崩溃的恐惧。咨询师需要保持冷静的头
脑，对现象背后隐藏的原因保持觉察，因为这些遭受轻蔑和嘲笑的组员是团体
中最容易脱落的。

案例分析
玛莎和爱丽丝同属于一个结构稳固、凝聚力强的长期心理动力治疗团体，
她们两人都很讨厌一个叫作山姆的新组员。山姆是一个 40 多岁的大块头，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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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父亲，山姆患有成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由于无法处理工作中的人际
一

关系，他已经 8 年没有上过班了。山姆有自恋的问题，习惯于把问题归咎于他
人，总是误解别人，与人相处时稍有不满就勃然大怒。他的家人将他视为一个
不孝子，且很少与他来往。
对于玛莎来说，山姆让她想起曾经那些可怕的恋爱经历，跟踪狂、约会时
被强奸以及那个曾经对她施以家暴的前夫。爱丽丝则痛恨山姆冲动独断、专横
又傲慢，常常对别人指指点点。她们俩似乎很享受在一起吐槽山姆的感觉。在
这样的情况下，山姆又一次体验到了儿时的创伤经历。小时候每次搬家到一个
新的地方，作为一个外来者，山姆也是这样被社区里的孩子们指责嫌弃的。
在山姆第三次来参加团体治疗的时候，爱丽丝详细讲述了一次发生在工作
中的、由于她的讽刺天性而引起的冲突，讲着讲着她突然哭了起来，说自己觉
得非常孤独。毫无预兆地，山姆突然从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来，走到爱丽丝面
前跪了下来并递给她一盒纸巾。他说她是个好人，看起来他似乎想拍拍她的胳
膊以示安慰。然而爱丽丝反感地缩回了手，声称自己的私人空间受到了侵犯并
要求山姆赶紧回到他的座位上去。在随后的小组活动中，她不停重复这件事并
用它来佐证自己的看法，山姆就是个“坏蛋加流氓”。她对他持续报以刻薄的嘲
笑和讽刺的评价，甚至建议他离开小组。相对于爱丽丝的尖刻指责，其他组员
对于山姆持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一部分人的看法甚至是积极并且同情的。这
些不同见解原本可以是爱丽丝的一个机会，好好反思为什么唯独自己会对山姆
如此粗暴，然而她固执己见。
我向爱丽丝指出，她对于山姆的轻蔑和鄙视其实是对她自己或是自身背景
的羞耻感的防御。于是她向我坦陈了她母亲在家乡所受到的关于社会地位的偏

一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或称注意障碍（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ADD），是一种常见的精神失调状况，目前常见的案例以儿童为主，但此类
状况也会在成人身上出现。主要特征为注意力分散、过度好动以及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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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原来在爱丽丝 15 岁时父母就分居了，事后她的父亲选择在小镇上唯一一家
加油站打工。爱丽丝认为他这是在故意以此羞辱母亲。爱丽丝也承认，自己继
承了父亲这项令人厌恶的恶习，总是想要羞辱和贬低他人。

对以上这个例子的解释说明并不能公正地阐明团体动力强大的相互作用。
整个小组都在一遍遍讨论着山姆，组员们对他充满了好奇。不过与此同时，他
们无法也不愿承认，山姆所得到的关注和时间其实是他们自己也十分渴望得到
的。这份毫无意义的关注也逐渐使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强迫性努力背后的防御本
质。然而，当爱丽丝对山姆的鄙夷受到了面质和挑战，当她开始意识到并分享
自己轻蔑表象下隐藏的羞耻感时，小组终于可以放弃他们对于山姆持续性的无
果关注。

避免讨论当下
新组员麦克和小组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当他 11 岁时，他的父亲谋杀了
他的母亲。组员们对他的经历感到既震惊又恐惧，他们惊叹麦克是如何做到如
此冷静地分享这个可怕故事的。对此麦克答道：“讲述这桩陈年往事不难，我都
重述过无数遍了。真正难的是和你们分享我对于你们的感觉以及谈论我们之间
的关系。”这件小事反映了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常理：感受和分享当下的痛苦
情感是十分困难的。
羞耻感是人类能体验到的最令人痛苦和挣扎的情感之一。哪怕是独自一人
的时候，我们也会竭尽所能地去否认、回避它的存在。尽管根据阿隆索和鲁坦的
理论，把我们的羞耻感分享给他人可以帮助我们化解和克服它，但在团体中面对
自己的羞耻感依然会比独自一人品味羞耻感更令人沮丧难安。因此，当小组顺应
自己的心意、避开当下而集中注意力在过往事件（彼时彼地）上时，也许正是他
们在试图忽视自己在当下与彼此互动中所产生的羞耻感。而治疗师本人需要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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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对抗团体的这种防御，并持续不断地对自己的羞耻感问题给予关注和解读，
这样才有能力帮助他的组员在更深的层面上探索此类情感。如果治疗师无法做到
这一点，当组员对羞耻感的防御本能使得他们倾向于讨论发生在过去的间接的情
感和信息时，治疗师就可能无法觉察这种防御，或者是陷入困境。

引导内疚感
相比于错综复杂、起起落落的人际情感依恋和关系，弗洛伊德更加关注人
的内在心理动力（Greenberg & Mitchell，1983）。这就使得我们不难理解，为什
么弗洛伊德在研究中会更重视那些因不当的或是被禁止的念头而出现的内疚反
应（内在心理活动），而不是因他人的在场而引起的羞耻感（人际动力）。
弗洛伊德不仅忽视了对羞耻感的研究，也大大低估了内疚在人际关系动力
中的作用，例如内疚感引导。对于引起内疚感和接受内疚感的双方来说，行为
施加者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防御和对抗自己的羞耻感；而接受者，会因为那些
被内疚感激发的种种负面想法而产生羞耻的反应。

案例分析
哈罗德是一名 50 多岁的离异单身男子，他的人生在 20 多岁得到历史博士
学位时达到高峰，之后就一直走着下坡路。某一次，他和小组成员分享了眼下
的约会对象。尽管沉醉于新恋情，但他还是清楚地知道：如果见到自己的母亲，
这个约会对象就会毫不犹豫地离他而去，再也不愿意与他有任何瓜葛。
小组马上就这个话题热烈地讨论起来，组员们各献良策想要帮助哈罗德。
伊莱恩说她曾经也以为如果朋友们认识了自己的父亲，他们一定会厌恶他的，
可实际上并非如此。事后她才慢慢意识到，是她将自己对父亲的厌恶的负面感
情投射到了自己的朋友身上。通过此番反思和觉察，她能够尝试和父亲探讨并
解决部分对他的负面情感。苏珊则说，尽管她的母亲对她很糟糕（小组成员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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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体的例子了如指掌），但她的嫂子却和自己的婆婆（也就是苏珊的母亲）十
分亲密。很显然，伊莱恩和苏珊都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例子鼓励哈罗德。
然而事与愿违，听完组员们七嘴八舌的安慰，哈罗德面色苍白地说自己感
觉更糟了，恨不得一死了之。他还说，组员们都知道，一年前他根本不敢约会。
为什么大家不能就简单地夸奖他终于迈出了社交这一步呢？相反地，他进一步
抱怨道，大家只是给他一些抽象的建议和意见，这些对他来说毫无用处，只能
令他的自我感觉更加糟糕。
听了他的回答，大家感到既愤怒又无力，失望于哈罗德不能领会他们的好
意。他们非常生气，责备哈罗德常常用各种言行给大家带来内疚感。大家承认，
他们时常会觉得很羞耻，因为自己会产生不愿再理哈罗德也不愿意再帮助他的
念头。听到这些话，哈罗德哭了起来。他一边道歉一边承认，他之所以指责大
家，是因为糟糕的自我感受使他忍不住想拖别人下水，一起陷入这种负面情感。
组员们很惊讶，没人预料到哈罗德言之凿凿的指责背后是对自己永远令众人失
望的深深的羞愧。

某些移情现象所蕴含的隐蔽的羞耻
某些针对治疗师的特定的移情反应也有可能会包含着隐蔽的羞耻感。这些
不同的移情现象有一个共性，它们都包含着对不被接纳的感觉的投射，这是羞
耻感的典型特征之一。由于坚信治疗师永远也不会喜欢自己，所以这些移情者
总是先发制人地否定自己的相关需求。他们不去追求那些认为自己不配得到的
东西，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这种否认，否认自己对于爱、关怀以及认
可的渴望，会表现为一系列不同的移情现象，以保护他们免遭因不被接纳而产
生的羞耻和恐惧。
治疗小组拥有两类会加强此类移情反应的特点：一是它的公有性（Nit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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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二是它时常会再次唤醒深埋人们心底的源于早期家庭生活的竞争情绪。
对于父母的爱的强烈的渴望被激发，同时，这种渴望和得不到的羞耻感被暴露
于团体面前。这会调动特定的移情模式作为一种防御，保护自己回避这种得不
到满足的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羞耻感。当这类移情现象开始显露时，治疗师就
应当警惕隐蔽的羞耻感了，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考量因素。
1. 情感上的自给自足：我有我需要的一切。如果治疗师给我一些反馈，当
然很好，但我并不是真的需要它们。
2. 对于被爱的确认：我很明确地知道治疗师是爱我的。不过，这纯粹因为
他是个好人，而不是因为我值得被爱。
3. 对于支持系统的响应：我不需要从咨询师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我有很多
可以帮助我的朋友，只不过我从来不向他们求助罢了。
4. 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用的：在我的生活里没有人在乎我，所以向咨询师提
出任何要求也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要求就不会得到，没有得到我也就不
会意识到自己曾经失去了多少。
5. 不可抗拒的（完美）表现：我的表现是如此优秀，你当然是爱我的。不过
我总是在担心，如果有一天我表现得不再这么优秀、这么完美，你就会
发现其实我毫无价值。
6. 被否认的贪婪：虽然从不承认，但我希望治疗师只喜欢我，只关注我。

保持“完美治疗师”的错觉
心理动力学导向的团体治疗小组的退行本质和治疗师的不透明性（相对于坦
诚开放的组员而言），会放大治疗师的错误。尽管通过思考和分析，组员们会慢
慢接受这些错误并缓和随之而来的情绪，可是它们最初的影响是巨大的，会激
发组员强烈的反应。因此，那些到最后只是会导致一点点失望的错误，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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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初，可能会让治疗师心里产生深刻的尴尬和羞耻感。因此，组员们常常会
用分享彼此失败经历的做法来维持一个完美治疗师的错觉。

案例分析
海伦是一个快 30 岁的单身女性，看起来她似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
举止时常充满恶意。她总是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就算是勾引最好的朋友的丈夫，
她也认为是他们的婚姻不幸在前，自己是出于好意。就算是自杀，她也能振振
有词地找到浪漫而理想化的理由。其他组员对她的故事所表现出的质疑和恐惧
似乎对她没有任何影响。
大约在参与小组治疗 10 个月后的一次集会上，海伦一上来就宣布了两个决
定：本次小组治疗将是她最后一次露面，并且她将提前 30 分钟退场。接下来她
依次与每位组员握手并发表临别赠言。当海伦来到治疗师面前时，治疗师没有
经受住“考验”，与她握了手。
在海伦离开后，小组成员们讨论了这一事件的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大
家津津有味地回顾了她的临别赞美，似乎都很满意治疗师对整个事件的处理。
然而治疗师却感觉很糟糕，对自己接受了海伦的握手感到惭愧。他认为这个握
手就好像是他给了海伦一个许可，同意了她这样不成熟地单方面终止治疗的行
为。于是治疗师向整个小组表达了他的质疑：“你们是怎么做到继续对我保持信
心的？”接下来几周的小组活动主题包括与父母的疏离和对死亡的理解。而整个
小组也在讨论中慢慢恢复了活力。部分组员甚至能够承认，在海伦离开后的那
几周他们也曾动过同样的念头，想要离开这个团体。

上述事件发生在小组成立将满一周年的时候，这其实毫不令人惊讶。对于
一个新成立的小组来说，组员与治疗师常常是在精神上融为一体的。因此，治
疗师的失误和错误就像是组员自己的失误和错误。由此导致的羞耻感是如此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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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并具有毁灭性，以至于在当时的情境下小组成员几乎无法用言语表达它。而
善于发现隐藏羞耻感的治疗师能够协助对此类情感进行表达。设想一下，如果
当时治疗师足够坚决，能够拒绝海伦的握手，会出现什么状况？她是否会留下
来继续进行未完成的治疗工作？还是说她突然离去，把整个团体和治疗师留在
一种未能挽留她的羞耻感中，这其实正是她无法承受的对自己的羞耻感？

结语
羞耻感是一种很容易被团体治疗师忽略的、会给团体治疗工作带来损害
的情感。它普遍存在却又隐蔽而难以察觉。本文的主旨是，通过探讨这种强烈
情感的隐蔽运作所表现出的一些特定的主题，帮助团体治疗师觉察团体中的羞
耻感。
通常我们会担心，如果带着一种假设存在的预判去刻意寻找一些特定的主
题，那不论这些主题是否现实存在，往往我们都会找到它们。但对于羞耻感这
个主题来说，这种情况基本不会发生，因为它或多或少地都与来访者人际关系
的困难症结有关。由于羞耻感是如此令人痛苦和难以忍受，组员们似乎都具备
一种无意识的“伤害预防机制”，以确保自己能够成功地忽略它的存在。我们认
为对抗这种忽视的最好方法就是集中注意力，尽早地主动觉察它。治疗师不只
是发现和觉察在团体成员心中的羞耻感，也要觉察他自己的。我们也要注意，
那些在前文中所探讨列举的对抗羞耻的防御机制，除了防御羞耻感之外，它们
还具备其他的功能。正如我们一向所强调的那样，对于羞耻感的准确判断取决
于临床的判断、合适的时机、对反移情的敏感及觉察，以及最首要的——对于
组员自身需求的关注。

注释
1. 罗伯特·L. 韦伯是哈佛医学院的心理学临床讲师，剑桥医院精神科的核

19

20

团体心理治疗中的 9 个难题

18

D I F F I C U LT TO P I C S I N G R O U P P S Y C H OT H E R A P Y

Note
心心理学教师。他有自己的私人诊所，并出任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集团解决方案
1. Robert L. Weber is Clinical Instructor in Psychology, Harvard Medical
School; Core Psychology Faculty, Cambridge Hospital,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has a private
practice, and L.
Principal,
Group Solutions
作者由衷感谢帕梅拉·L.
恩德斯（Pamela
Enders）博士、伊莱恩·库珀
Network, Inc., Cambridge, MA.
（Elaine Cooper）博士和埃莉诺·F.
F. Counselman）博士对本
The authors would like to康塞尔曼（Eleanor
thank Pamela L. Enders,
Ph.D., Elaine
Cooper, M.S.W., Ph.D., and Eleanor F. Counselman, Ed.D. for their
文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helpful comments.

网络公司（Group Solutions Network，Inc.）的负责人。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Alonso, A. & Rutan, J.S. (1988). The experience of shame and the restoration of self-respect in group therap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38 (1), 3–27.
Alonso, A. & Swiller, H.I. (1993). Group therapy in clinical practice.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Bion, W.R. (1960). Experiences in groups. New York: Basic Books.
Dubner, M.P. (1998). Envy in the group-therapy proce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48, 519–531.
Ettin, M.F. (1992).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group psychotherapy:
A sphere of influence. Boston: Allyn and Bacon.
Fieldsteel, N. (1984). Protection through love: Group psychotherapy
and the benign supereg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34, 541–551.
Greenberg, J.R. & Mitchell, S.A. (1983). Object relations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hn, W.K. (1994). Resolving shame in group psychotherap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Psychotherapy, 44, 449–461.
Harper, J.M. & Hoopes, M.H. (1990). Uncovering shame: An approach integrating individuals and their family system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Harwood, I.N. & Pines, M. (1998). Self-Experiences in group: Intersubjective
and self-psychological pathways to huma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Group Analysis, Vol. 4. Philadelphia: Jessica Kingsley.
Kaplan, H.I. & Sadock, B.J. (Eds.). (1993). Comprehensive group psychotherapy. Baltimore, MD: Williams & Wilkins.
Kohut, H. (1971). The analysis of the self: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Kreeger, L. (1992). Envy pre-emption in small and large groups. Group
Analysis, 25, 391–412.

第1章
THE DETECTION OF SHAME

19

Krugman, S. (1995). Male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ame. In R.L. Levant & W.S. Pollack (Eds.), A new psychology of men
(pp. 91–126). New York: Basic Books.
Lansky, M. & Morrison, A.P. (1997a). The widening scope of shame.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Lansky, M.R. & Morrison, A.P. (1997b). The legacy of Freud’s writings
on shame. In M.R. Lansky & A.P. Morrison (Eds.), The widening scope
of shame (pp. 3–40).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Lazare, A. (1997). Shame, humiliation, and stigma in the medical interview. In M.R. Lansky & A.P. Morrison (Eds.), The widening scope of
shame (pp. 383–396).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Lewis, H.B. (1987a). The role of shame in symptom forma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Lewis, H.B. (1987b). Resistance: A misnomer for shame and guilt. In
D.S. Milman & G.D. Goldman (Eds.), Techniques of working with resistance (pp. 209–226). Northvale, NJ: Jason Aronson.
Lutwak, N. (1998). Shame, women, and group psychotherapy. Group,
22, 129–143.
MacKenzie, K.R. (1990). Introduction to time limited group psychotherapy.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Morrison, A.P. (1987). The eye turned inward: Shame and the self. In
D.L. Nathanson (Ed.), The many faces of shame (pp. 271–291). New
York: Guilford.
Morrison, A.P. (1990). Secrets: A self psychological view of shame in
group therapy. In B.E. Roth, W.N. Stone & H.D. Kibel (Eds.), The difficult patient in group: Group psychotherapy with borderline and narcissistic
disorders (pp. 175–189). Madison, C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Nathanson, D.L. (Ed.). (1987). The many faces of shame. New York:
Guilford.
Nathanson, D.L. (1996). Knowing feeling: Affect, script and psychotherap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Nitsun, M. (1996). The anti-group: Destructive forces in the group and their
creative potential.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Group Psychotherapy
and Group Process. New York: Routledge.
Rutan, J.S. & Stone, W.N. (1993). Psychodynamic group psychotherapy.
New York: Guilford.
Scheff, T.J. & Retzinger, S.M. (1997). Helen Block Lewis on shame:
Appreciation and critique. In M.R. Lansky & A.P. Morrison (Eds.),
The widening scope of shame (pp. 134–154). Hillsdale, NJ: The Analytic
Press.
Storck, L. (1998). Social class divisions in the consulting room: A theory
of psychosocial class and depresssion. Group Analysis, 31, 101–115.

羞 耻

21

22

团体心理治疗中的 9 个难题

20

D I F F I C U LT TO P I C S I N G R O U P P S Y C H OT H E R A P Y

Wright, F. (1994). Men, shame, and group psychotherapy. Group, 18,
212–224.
Yalom, I.D. (1995).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 New
York: Basic Books.
Webster, N. (1983). Webster’s new universal unabridged dictiona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White, J. (1994). The impact of race and ethnicity on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in combined individual/group therapy. Group,
18, 89–99.

The group therapist’s shame: A much undiscussed topic (2003)
Robert L. Weber, Ph.D.1 & Jerome S. Gans, M.D.
团体治疗师的羞耻感：
In a recent article, the authors (Gans & Weber, 2000) examined the
一个鲜少涉及的话题
topic of shame in group therapy in an effort to uncover that hidden

罗伯特·L.
韦伯 1as与杰罗姆·S.
emotion
it manifests甘斯
itself in group members. This topic, so often

neglected insofar as group patients are concerned, has been passedover with regard to group therapists as well. Even those authors
在一篇近期的文章中，两位作者（Gans & Weber，2000）探讨了在团体心
who do address shame in group therapy (Alonso & Rutan, 1988a;
Hahn, 1994; Morrison, 1990; Wright, 1994) tend to avoid the group
理治疗中如何觉察和探索组员隐蔽的羞耻感。然而即便是我们可以意识到团体
therapist’s shame.
治疗中组员的羞耻感问题，团体的带领者（治疗师）的羞耻感问题也常常会被
In the infrequent literature on group therapy treatment related to
therapist shame, authors seem to prefer the term narcissism. A recent
忽视。就算那些着意探讨团体心理治疗中羞耻问题的学者（Alonso
& Rutan，
paper by Horwitz (2000), which discussed group therapists’ narcis1988a ；Hahn，1994
；Morrison，1990
sistic and self-esteem
struggles,；Wright，1994）也都对涉及治疗师本人
never mentions the word shame.
This
preference
should
not
surprise
us for as Lewis (in Scheff &
羞耻感的话题避而不谈。
Retzinger, 1997) pointed out, there is a basic human tendency to
即使在仅有的少量关于团体心理治疗中羞耻感问题的文献中，治疗师本人
bypass shame because of its noxiousness and its tendency to feed
upon itself: We are ashamed of feeling shame. Even though, as
的羞耻感也多被归结于自恋问题。霍维茨（Horwitz，2000）一篇关于团体治疗
Morrison (1989) pointed out, shame is the underside of narcissism,
师自恋及自尊问题的论文中，就完全没有提到“羞耻”这个词。这种倾向并不
shame does not cease to exist just because we highlight its narcissistic features. Speaking directly about shame serves its treatment.
稀奇，因为正如刘易斯（Lewis，in Scheff & Retzinger，1997）指出的那样，由
As group leaders, we can best overcome our patients’ resistance to
dealing with their shame through our willingness to acknowledge, ，人
于羞耻感的巨大杀伤力和自我繁殖性（我们会为自己的羞耻心而感到羞耻）
bear with, and work through our own.
类会本能地避免自省这个问题。莫里森（Morrison，1989）指出，羞耻感是自恋
While unresolved narcissistic issues and debilitating introjects
(Hahn,
2000) play a part in generating therapist shame, this article
的阴暗面，而我们对于其自恋特质的讨论并不有助于它的化解。对于羞耻感的
shows how therapist shame also can result from the dem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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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探讨有助于它的解决。作为团体治疗师，只有当我们能够正视并承认自身
的羞耻感，能够承受它、与之共存并努力化解它时，才能以最好的状态帮助我
们的来访者解除阻抗，进而得以处理他们的羞耻感问题。
未解决的自恋问题和令人无力的内向投射是导致治疗师羞耻问题的原因之
一（Hahn，2000），而本文想要探讨的，是团体治疗小组的自身特质以及此类
工作对带领者的要求导致的治疗师的羞耻感。基于小组互动的复杂性和不可预
见性，尤其是工作过程中的潜意识作用，治疗师在运作一个团体时是不可能面
面俱到、不犯错误的。不同于一对一的单人咨询，团体治疗中治疗师犯错误时
面对的不是一个来访者，而是全体组员，因此治疗师更容易感到羞愧。本文中
我们将首先探讨对于团体治疗师来说最具潜在羞耻感威胁的 5 个话题。接下来，
我们将分析对于小组带来的领导职责的错误理解和反移情困难是如何导致治疗
师羞耻感的。最后，我们将一起看看治疗师如何发展出一套脚踏实地而不是华
而不实的职业的理想自我，从而减轻他们在工作中产生的羞耻感。
在阅读下文时请读者们谨记，羞耻及其相关情感的存在是分为不同严重程
度的。为了便于展开讨论，我们依照从弱到强的顺序预设了以下几种对于羞耻
感的描述：局促、尴尬、羞愧、羞辱以及耻辱（awkwardness，embarrassment，
shame，humiliation，and mortification）。 前 两 种 等 级 的 羞 耻 感 多 由 团 体 治 疗
师工作的相对复杂性和团体对于带领者的索取特质导致。而就我们的工作经验
来说，后两种等级较高、更为激烈的羞耻感多发生在职业的理想自我较为浮
夸的治疗师身上，当他们因种种事件受到挑战和挑战时，他们就会遇到此类
问题。
下文的观察报告、案例分析以及分析总结集作者 50 年临床工作、团体带
领、督导以及团体治疗师咨询经验之大成。尽管对于案例的描述经过了高度浓
缩，并未逐字逐句呈现团体中发生的一切，它们却都是来自现实团体工作的、
活生生的例子。而理论分析层面，作者采用多元化的方法，从不同的团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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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中选择了最符合小组成员情况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尽管这么说，本文阐述
的基本理论导向仍然为心理动力学。

文献回顾
哈恩（Hahn，2000）对于羞耻感的描述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关于团体心理
治疗的文献鲜少涉及“咨询师羞耻感”这个话题：“羞耻是一种对于来访者和治
疗师都普遍存在的情感。然而，它所能引起的强烈自卑与渺小的自我感受令绝
大多数治疗师对其深恶痛绝，因为羞耻感所引发的自我贬低和降低的内在形象
与他们所努力建立的专业的、有能力的、善于共情的自我形象相悖。”
尽管哈恩的观点是针对单人心理咨询工作的，但对于团体治疗师来说也是
这种情况。哈恩总结出两种治疗师回应来访者羞耻感的反移情类型。一种是“一
致反移情”，治疗师通过内向投射扮演羞耻感的施加者或受害人。另一种是“互
补反移情”，治疗师扮演来访者感受的对立面，成为来访者羞耻感的施加者或是
来访者相关行为的受害人。不过这里也是同样的情况，咨询师的羞耻感只是被
当作对于来访者羞耻问题的回应而被摆上台面的，并不是像莫里森（1984）定
义的那样出于对“他们（治疗师自身）羞耻感问题的自省”。
拉扎尔（Lazare，1997）对于“社交情景下的羞耻感”的解读可以被应用于
团体治疗师的羞耻问题。他指出，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好像是时刻被一个标准
组围观着，这个标准组由我们身边的朋辈、督导以及其他专业的同僚组成。我
们认为自己在他们眼里时常被评估、评价着。比如说，阿隆索（Alonso）和鲁
坦（Rutan，1988b）曾写过一篇关于治疗师的羞耻感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
讨论了在督导师充当了标准组的角色的情况下，治疗师在督导中体会到的羞愧
和内疚感。他们的文章指出，作为专业人员，我们在咨询和治疗工作中要持续
对抗羞耻感的问题。而对许多团体治疗师来说，团体的观察者已经远远超出了
小组成员的范围，还包括在小组活动之外与组员进行个体咨询的心理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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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man，2002）以及精神药理学家。此外，对于那些接手同事小组继续治疗工
作的治疗师来说，要面对组员们还留存着对于前任治疗师的回忆以及印象这样
一个现实，无论这个印象是贬低的、理想化的还是实事求是的。而在培训式团
体的工作过程中，资深的团体治疗师也难免会揣测跟他们协同带领团体的受训
治疗师对于他们的评价。
麦克纳布（MacNab，1995）写过一篇很精彩的文章来描述和分析他作为一
名团体治疗师如何暴露自己的羞耻感并得到解脱的案例。他以实际临床案例说
明了浮夸的职业自我理想背后的动力来源（我们将在后文专门探讨此问题）。他
诚实地记录了“对治疗效果的渴望”是怎样演变成“迷失于同情”的；长期“暴
露于小组的退缩、消极、痛苦挣扎之中”是如何使他坚定“信念与希望”的；
以及最终，他“希望拯救小组于危难之中的理想是如何与实际工作中不断增长
的失败相冲突”，使他开始对自己的“专业能力”产生怀疑和焦虑的。
麦克纳布也详细论述了他最终克服反移情带来的羞耻感困扰的三个阶段：
①检视在团体的进程中投射性认同所扮演的角色；②承受团体成员的羞辱，这
是一种主观性反移情天然的澄清器（Ormont，1991）（就麦克纳布的例子来说，
他的主观性反移情是自己儿时的救世英雄理想）；③得到小组对于他的失败的谅
解。在文章的结语中他这样写道，“这场失败和无力感的生动经历所带给我的经
验是任何自学、督导或是咨询工作都无法做到的”。
过 于 严 格、 不 切 实 际 甚 至 是 华 而 不 实 的 职 业 理 想 会 导 致 团 体 治 疗 师 的
羞耻感。在一篇既适用于团体治疗师又适用于个人治疗师的文章中，布莱曼
（Brightman，1984）为“华而不实的职业自我理想”定义了包含“三重性自恋”
的特征，包括：①无所不能（希望自己成为最强大的存在）；②无所不知（希望
自己懂得一切）；③全然的善行（希望自己能关爱并照顾到一切）。然而，正如爱
泼斯坦（Epstein，1993）、马尔茨贝格和布伊（Maltsberger & Buie，1973）和温
尼科特（Winnicott，1949）已经论证过的，残酷的临床现实会与我们的理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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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生激烈的碰撞，这会让我们感受到无助、无力、无能甚至自我痛恨这些负
面情感，而这些导致我们自我批判、逐渐降低职业自我评价的负面情感距离莫
里森（1984）所形容的“我们所自省的羞耻感”只有一步之遥。

对于团体治疗师来说包含潜在羞耻感风险的话题
团体治疗师在工作中需要面对许多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在未能得到合理
解决时就会引发治疗师的羞耻感。这些话题主要包括以下五种，金钱、分诊、
诉讼及其影响、对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的贬低以及处理具有羞耻倾向的话题。

金钱
金钱问题可以算是咨询师工作盲点上的头号选手。关于定价、涨价或降价，
解释取消或缺席的制度，对付迟到或者是逃避付费这些问题都很容易使咨询师
做出非理性的应对。这是因为治疗师常常不明白，自己内心的潜在冲突会影响
自己与来访者在经济问题上的沟通，所以一旦要面对来访者指责自己贪婪、偏
袒、残酷无情或者有失公平时，他们就会显得特别脆弱（Gans，1992）。治疗师
很容易被类似的指责击中要害，因为从某种模糊的意识层面上来说，治疗师会
怀疑自身行事的合理、合法性。这种脆弱的、被暴露的感觉会很容易演变为咨
询师自身的羞耻感，认为自己没有达到应具备的职业素养标准。

案例分析
史密斯医生很不满，他的一位来访者乔治已经三个月没有按时缴费了。正
巧乔治的保险公司错误地将过去三个月的报销支票寄给了史密斯医生（本该寄给
乔治）。在没有事先与团体商量如何处理保险公司的错误的前提下，史密斯医生
就自作主张地兑现了这张支票。在事后的督导中，史密斯医生承认，他为自己
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他认为自己越权兑换这张支票的错误做法其实把自己对
乔治的不满付诸行动来表达。他认为乔治在经济问题上伤害了自己，便想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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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法来报复他。史密斯医生还认为，如果其他组员知道了自己这种打击报复
的行为，他一定会更加羞愧。

分诊
如今无论是来访者本人还是医生都不再对来访者的分诊问题具有决定权了。
卫生保健系统中的第三方支付者和个案管理员会直接根据他们的老板定义的分
诊系统来决定对于患者的分诊安排。而与工作在第一线的专业治疗师相比，他
们通常并不具备同样完善的专业知识。统一的医疗管理系统取代了曾经的那些
受人尊敬、富有经验、善于根据来访者情况做出分诊和小组安排推荐的资深治
疗师。
眼下，资深治疗师关于分诊问题求助于自己的后辈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
些情况有时也会对治疗师曾经牢不可摧的职业自尊心和骄傲带来打击，造成他
们的羞耻感。
曾经，团体心理治疗一度被认为会受到医疗管理系统的青睐，因为团体治
疗具有更好的成本效率和治疗效率（MacKenzie，1994），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位于医疗管理系统首位的分诊推荐永远是个体心理咨询治疗。因此，很多团体
心理治疗师都会感到自己不如其他同行受人尊敬，尤其是那些刚刚进入这个领
域的。就算是那些已经习惯了不受分诊重视、小组工作因此受到局限的老治疗
师，有时也会因此感到受挫。

案例分析
有一位资深的团体治疗师，他本人也是一个由团体治疗师组成的小组的组
员之一。在一次小组活动中，他向大家袒露了目前自己在工作中的困难。在结
束了一个长程小组之后他发现由于缺乏分诊推荐，自己无法再组织起一个新的
小组了。而且他的同行看起来都没有类似的困扰，他们都能成功地获得分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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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源并组建团体。在这个团体治疗师的小组里，其他的组员——那些临床医
师们意识到，他们这位资深的同行正在遭受双重羞耻感的折磨：一方面，他为
自己那个未能得到维系的长期小组感到惋惜和惭愧；另一方面，当同行们的事
业都在蒸蒸日上时，他却止步不前，没有能力建立新的小组。大家都对这位同
行的困境感同身受并愿意团结起来帮助他。

诉讼及其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爱打官司的社会中，团体咨询师从未像现在一般感受到投
诉和官司对他们的影响。责任制在规范护理水平、患者满意度、治疗进度和治
疗结果报告等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由于临床治疗师注定会面对由于
临床失误、共情失败所引起的羞耻感，这种来自患者、同行以及专业监管机构
的日渐严苛的监督使得他们更加感到如履薄冰。
若干情况会加剧被起诉所带来的阴影，使得咨询师更费心力，这会更加伤
害到他们对于职业的胜任感。这些情况包括来访者不切实际的期待、对于令人
失望的咨询结果的指责以及患者对便利的法务咨询系统的倾向。
在当今的临床工作环境下，治疗师在从业过程中遇到对于治疗不当的投诉
甚至被起诉的情况越来越多。且不论这些行为是否合理，成为被投诉或起诉的
对象这件事情会极大地增加治疗师的耻辱感和羞愧感。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治
疗师会特别紧张于咨询过程中的沉默片段，担心来访者的满意程度以及小组的
运转是否顺利。这些额外的压力都有可能带来不切实际的期待，从而造成治疗
师在临床工作中更容易感到失败和羞耻。

案例分析
两位团体心理治疗师在讨论前任来访者对自己提出的投诉。尽管最终这些
投诉都被他们各自的专业监管机构裁决为无效，但他们俩依然感到身心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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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忧虑。他们承认自己很不愿意面对这些投诉，担心自己的职业声誉和工作
受到负面影响。潜在的负面经济影响是投诉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此外，这
种羞耻和害怕受到羞辱的感觉使得他们只愿意跟自己的律师和医疗事故保险人
去谈论这些投诉。然而由于律师和保险人工作的特殊性，在投诉或诉讼审查期
间，他们常常会被要求披露一切相关信息。由于监察委员会的处理缺乏效率，
这两例投诉中的一例被拖延了足足两年才在一次面对面的听证会中被正式驳回。
这期间，那位治疗师一直为之感到羞耻并称“只有得到证实的无辜才能洗刷自
己的耻辱”。

对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的贬低
对心理健康从业人员的贬低这样一种现象在社会上以及心理学界内部同时
发生着。无论电影中描绘的我们的形象或是媒体上关于我们边界侵犯的报道是
否真实，不可否认的是团体治疗医师在心理学界和整个社会大环境下所受到的
重视和尊重程度已经大不如前。
这种倾向我们可以从来访者如何选择团体就能看得出来。现在那些来访者们
在寻找合适的小组和小组治疗师时，不再遵从于转诊建议，而是自作主张地四处
打听。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日益增强的消费主义意识，也反映了我们团体治疗师
头衔上日益暗淡的光环。相信我们的同行们都有过如此经历，在一次感觉良好的
组员评估后，你评估的这位来访者告诉你，你只是他长长的选择名单上的一员。
这样的经历多了，无论是多么资深的治疗师，都难免（哪怕仅仅是短暂的一瞬间）
怀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而由此产生的羞愧感，我们常常选择自己默默承受。
甚至有些时候，哪怕外界社会没有贬低我们，我们也会自我贬低。比如说，
咨询师总是最早觉察行业中的尊卑顺序的。尤其是对于一名在综合医院受训的
临床医师来说，他很快就能觉察到哪个研究领域是行业老大，哪些专业更容易
有权有钱、更受人尊敬。就算是在团体心理治疗组织内部，各种流派之间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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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嫉妒乃至互相打压也层出不穷。由此可见，为了摆脱自身的羞耻感困扰，
人们常会下意识地选择羞辱别人。

案例分析
一位资深的精神科医生，在临近退休时将自己带领的一个长期私人小组转
介给了一位资历稍浅的心理学家。自从这个交接生效后，有一位组员就开始不
断地攻击和贬低这位新的小组带领者，质疑他的专业性。这名组员叫作菲尔，
也是一名精神科医生。
起初，治疗师试图无视菲尔的攻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攻击开始
慢慢生效了。他开始感到自己的报复心在逐渐增强，生怕自己某一天会脱口而
出“究竟我们俩谁是患者？是你！不是我！”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之后他变得不安，
担心自己会在某次团体活动时不小心失控，说出什么不合时宜、令自己受辱的
话来。于是他向自己的治疗师求助，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处理自己的反移情。治
疗师帮助这位带领者更好地觉察到了在他和这个来访者之间发生了什么。这名
身为精神科医生的来访者只是试图在专业上感觉自己高人一等，以此来防御和
抵抗自己的羞耻感。通过当着全体组员的面羞辱心理学家的专业性，他攻击了
带领者心里的职业的自我形象。

处理具有羞耻倾向的话题
有一系列格外容易引起团体心理治疗师羞耻感的话题。其中两个应该得到
我们的特别重视，它们分别是与性相关的讨论，以及与性无关但涉及人类身体
的话题。

案例分析
一位团体治疗师对一名组员的刺鼻体臭深感厌恶，她为自己的反应而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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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愧。而令她更加惭愧的是，她花了整整 7 个月的时间才克服心结，在督导中
谈到了这个问题。
一位名叫莎拉的组员来参加小组活动时总是穿得很撩人。她经常会穿低胸
衫和超级短裙，同时还会选择一种会暴露自己私处的坐姿。她会详细回顾她的
男朋友如何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向众人宣布她在房事中“口技”惊人。面对这一
切，她的男性治疗师意识到，自己从莎拉的行为中得到的小快感影响了他的本
职工作。他本应对这些举动做出严肃的探讨，带领小组深入觉察和理解莎拉看
似引诱和伤风败俗的举止背后所隐藏的痛苦和缺失。在督导中，他倾诉了自己
把莎拉看作一个快感对象的羞耻感。
在一次督导中，两位女性团体治疗师分享了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尴尬经历。
其中一位新近生产，刚刚重回工作岗位。一天晚上小组活动结束大家纷纷离场
时，一名女性组员突然问她：“你是用母乳喂养吗？”猝不及防地被问到这个问
题，治疗师没有多想，直接回答道：“对啊。”当所有组员离开了治疗室之后，
她马上就去检查自己的衬衫，看看有没有溢出乳汁留下痕迹。这之后她意识到，
自己存在着一种对于无法全然控制生理本能的羞耻感，生怕乳液外溢这样的尴
尬场景会在自己没注意到的情况下发生。另一位治疗师则回忆说有一次在小组
活动中她例假突然来了，于是整个小组过程中她都在担心自己的经血可能会不
小心弄脏裤子被人看到。这种对于有可能到来的羞耻感的担心和折磨贯穿了当
天的整个工作疗程。
在一个运转良好的小组的某次活动中，组员琼突然询问治疗师为什么他手
指上贴了块创可贴。面对这个出其不意的提问，治疗师说自己不小心切到了手
指。然而这是一个谎言，他自己也立刻就为之感到深深羞愧了。这块创可贴原
是用来防止治疗师啃指甲边上的皮肤的。
有多少治疗师曾试图掩饰过他们的缺点、癖好或是生理限制呢？例如一
些神经质的小习惯、听力下降、尿急、一次小手术造成的跛足、胃痉挛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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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感染和服药造成的肠胃不调。为了避免尴尬和丢脸，我们总是试图掩饰
自己的生理不适和个人怪癖，在来访者面前掩饰自己作为普通人人性的一面
（Grunebaum，1993）。面对不可避免的自恋创伤，我们没有向来访者展示一个
榜样的作用，如何优雅得体地处理它们。相反的，我们试图隐藏一切，而这种
避而不谈的处理方式正是我们的来访者早在他们的原生家庭时代就已经熟悉的。
当然，优雅得体地处理自身的限制并不等同于不加节制的自我暴露。例如前文
提到的那个手指上贴创可贴的治疗师，如果不是因为事发突然，在找到一个更
好的回应之前，他也许可以询问琼和其他组员，看看他们对于这个情况的自由
联想是什么。

小组带领者的职责和反移情困难
团体动力的多样性会激发小组带领者的羞耻感。哈恩（Hahn，1994）在讨
论解决团体小组成员的羞耻感问题（但未提及小组带领者）时指出，对于羞耻
的感受多来源于被贬低的或是正在降低价值的内向投射。对于小组带领者来说，
与小组活动有关的被贬低的内向投射有时被团体成员激活，有时会被带领者自
己激活。治疗师自己激活这些内向投射的原因至少有两种：对于小组带领者职
责的错误解读和反移情困难。

对于小组带领者职责的错误解读
有两类团体带领者会特别容易受到引发羞耻感的内向投射的困扰。一类带
领者会感到一种过度的急迫感，认为自己应该要带着这个团体到达某种工作的
深度和成就；另一类带领者则因为焦虑于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让组员们能够活下
来而负累不堪。如果治疗师对于患者的进展投入比患者自己还要高，那这样的
工作状况可能往往会起到反作用，使得治疗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假设我们在讨
论的患者是那些需要在挑战权威的方面发展自己的人，那对于这些患者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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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我们这些治疗师帮助他们也许是达成这个目标的最好的方式。例如给建议，
建议往往是基于善意提出的，却并不具备共情性。我们的良好心愿既不能帮助
来访者理解他们的行为模式，也似乎跟他们觉得自己需要改变的方向关联不大，
因而显得不合时宜。相应地，这些来访者就会对他们好心肠的咨询师产生不满，
因为他们在团体中没有被共情到。而咨询师就会感到受挫而羞耻，甚至有时候
会心怀怨怼地认为来访者不识好歹，不懂得感激他们的好意。当这些羞耻感变
得难以忍受时，治疗师还可能将它们投射到其他组员身上。如果组员们接受了
这些由咨询师投射的羞耻感，就可能导致以下三种不良结果：①小组带领者失
去了治疗自己的羞耻感的机会；②小组成员被迫承受了本不属于他们自己的羞
耻感；③小组中治疗师与患者的身份可能对调。
有一些治疗师错误地认为他们的任务是需要保持小组成员能够活下来。当
小组中存在一名或多名具有自杀倾向的组员时，这种误解会带来很多问题，甚
至是给小组带来毁灭性打击的。疲于维持这类组员的求生欲望，而不是仅仅保
证他们的安全，很容易会让治疗师感到压力过大因而力不从心（当然，如果患者
已经处在显而易见的危机状态下，最终是由小组带领者来决定是否需要让他们
立即入院治疗）。在不能体察到自己的害怕和无力感时，治疗师可能会对有自杀
风险的组员感到愤怒，认为他们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并且破坏自己的小组
工作。由于不了解自己的愤怒所在，小组带领者会错误地认为这种不满来源于
这些怀有自杀倾向的组员。因此小组带领者会过高地估计实际危险，并将全部
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具有自杀倾向的组员身上（Maltsberger & Buie，1973）。而
剩下的组员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忽视，他们也许会表达对于治疗师的失望或者是
理想化。这些情感通常会逐渐演变成为挫败感、丧失感甚至愤怒或仇恨。在这
种情形下，这些被抛弃被忽视的组员会攻击治疗师，而治疗师则会觉得委屈又
不平。最终治疗师会一边厌弃、怨恨自己的小组，一边又觉得自己有违职业形
象。结果就是治疗师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深深的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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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移情困难
组 员 们 突 发 的、 强 烈 的 正 面 或 负 面 情 感 和 治 疗 师 尚 未 解 决 的 自 恋 问 题
（Horwitz，2000）都会导致反移情困难。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一些关于反移情困
难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些挑战的形成，着眼于这些挑战是
如何暂时打破治疗师的平衡状态的，而并非讨论治疗师自己的心理病理性问题。
在此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治疗师的羞耻感正常化，让这种情感不再那么不
可言说。相信一些读者也能够通过我们提供的例子对号入座。与此同时，我们
也并没有忘记，一部分深受自恋问题困扰并对其妥协的治疗师无法正常识别、
接受并专业地处理自己的破坏性冲动（Horwtiz，2000 ；Nitsun，1996）。由于难
以调整自己不稳定的自尊，这些治疗师常会因为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敌意而
产生羞耻感、挫败感甚至开始变得对一切冷漠而无动于衷。
以下是 4 类常见的情况，它们所引发的反移情困难会导致咨询师的羞耻感：
①维持团体中角色锁定或替罪羊的现象；②无法对投射性认同抱持接纳；③负
面移情；④对治疗师的理想化。
维持团体中角色锁定或替罪羊的现象
角色锁定（role lock）与替罪羊（scapegoating）现象可以界定或扭曲团体
组员的自我表达。通过寻找一个替罪羊角色，组员们不愿面对和表达的情绪会
通过某一个特定的组员表达出来，而成为替罪羊的组员的自我表达将会被夸大
和扭曲（Wright，Hoffman & Gore，1988）。与此相对，角色锁定指的是限制
某个组员在小组中的参与度，使他只能展现部分的自我（Bogdanoff & Elbaum，
1978）。而受到这两类小组力量影响的组员某种程度上常会感到自己的个人领域
受到了侵犯。团体的带领者如果对此类团体动力姑息并维护它们的存在，就会
增强团体成员对于治疗的阻抗，并且，回到我们讨论的主题上来，在这样的状
况下，小组带领者牺牲了团体的完整性，危害了那些受到这些动力影响的组员
在团体中的存在。一旦团体成员或者是带领者自己对这个现实有了觉察，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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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者会体验到十足的羞耻感。

案例分析
团体治疗师在小组治疗中好几次都受惠于组员奥黛丽超凡的外交能力。她
总是能柔和地化解小组成员之间的冲突，这使得治疗师能够更加顺利地展开工
作。然而与此同时，这也将她自己固定在了一个常见的照顾者的角色上。在一
次小组活动中，奥黛丽突然一反常态，恶毒地挖苦了另一名组员塞尔维亚。治
疗师以自认为共情的方式对奥黛丽的行为做出了回应，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
好几名组员都质疑他为什么要责备奥黛丽。事后治疗师才意识到，由于潜意识
里害怕失去奥黛丽这个得力助手，他的焦虑影响了自己的反应。他也认识到了
自己在无意识地试图将奥黛丽固定在外交家这个角色当中。他为自己这种剥削
性的冲动和行为感到很羞愧。

无法对投射性认同抱持接纳
投射性认同是一种潜意识层面上的人际互动，在这种人际互动下，团体中
的某个人或者某个子团体会为自己不想承认或者面对的一部分自我找到一个新
的承载对象。他们会把这部分体验投射出去，而投射接收者会认同这些投射，
认为那正是自己的体验，是自己的一部分。接收者对于这些负面投射的消化、
排毒和抱持接纳程度从某种层面上决定了投射者对于这些先前难以接受的自我
的重新接纳的能力（Ogden，1979）。

案例分析
某天，亚历克斯突然毫无征兆地攻击起小组治疗师来。他发现治疗师通过
精心梳理来使稀少的头发能够遮住自己的整个头顶。亚历克斯情绪激动又极富
煽动性地指责道，这种虚伪的掩饰证明了治疗师是个不值得被信赖的人。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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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家庭办公室的塑料墙板也被他用作攻击的佐证，证明治疗师所表现出的关怀
和照顾都很虚假和不真实。对于亚历克斯的攻击，治疗师并未给予回应，反而
把话题和注意力转移到了另一个组员苏珊身上。这时候另一个组员山姆也向治
疗师提出质疑，他想知道为什么治疗师要打断亚历克斯并转移注意力。此时治
疗师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全神贯注地体会后背的肌肉紧绷的感觉，而这只是为了
把他的注意力从山姆的攻击中抽离出来。

对于这次互动的督导揭示了治疗师在此场景中这样的心理过程：治疗师对
于日渐衰老的忧虑，尤其是对于自己脱发问题的苦恼使得他没有能够与亚历克斯
有效共情，并探究他此番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力。对于这个发现，治疗师感到很羞
愧，他没有能够启发小组成员来帮助亚历克斯认清他攻击治疗师行为的含义和真
相。领悟到这一点后，治疗师又能够在工作中共情地跟随、抱持亚历克斯了。3
个月后，亚历克斯终于能够对小组敞开心扉。他充满愧疚地表示，他总是怀有一
种幻觉，觉得自己是个秃子，这种扭曲的自我认知使得整个小组都深受震动。
负面移情
突发的、有尖锐针对性的、带有移情色彩的评论很容易打乱治疗师的阵脚，
尤其是当这些评价带有一定的真实性时。通常情况下，治疗师深谙移情和投射
性认同的原理，这会帮助他们在分析和看待问题时时刻牢记患者的感受和过往
背景。然而，这种突发的评论能够穿透治疗师的防御并激发他们自我保护或是
报复性的反应。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咨询师都会在事后后悔自己没能做出专
业的应对。而自己的反移情困难被暴露在整个小组面前，也加剧了这种羞耻感
体验。接下来的这个例子是一个对于此类易犯错误的成功应对案例。

案例分析
一群新晋的精神科住院医师在一名资深精神科医生的带领下参与每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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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这个活动将贯穿他们的首年驻院实习生涯。对于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
说，这份经历都是宝贵而有益的。当最后一次团体活动还有 10 分钟就要结束
时，最高大强壮的组员站起身来，径直走向小组带领者，居高临下地看着这名
医生，他说：“史密斯医生，我必须要告诉您，这段训练课程是我所参与过的最
无聊、虚假、浪费时间和糟糕的学习经历。”史密斯医生直视着这名学员，毫
不犹豫但饱含着同情和关怀回答道：“那么你为什么一直等到课程结束时才告
诉我？”
组员们立刻意识到他们见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尽管被突然无理攻击，
小组带领者依然保持了关切的状态，并没有奋起反击。他对自己的职业素养有
足够的信心，也坚信自己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任务，所以带领者能够正确地对待
这个强烈的移情反应，并没有将它当作对自己的人身攻击。相反地，如果小组
带领者对自身的价值和自己的工作能力存有疑虑，这份攻击就可能真的会击中
他，并给他带来强烈的羞耻感。

对治疗师的理想化
来访者期待拥有一个理想的、完美的治疗师，而这份期待也常常与治疗师
自己的内在期望相吻合。要在与组员的工作同时独自与自己的自恋需求做抗争，
这项任务原本已经很困难。而试图迎合组员的期待去成为一名完美的治疗师，
尤其是这种理想化治疗师的需求被小组中每一个个体加以放大后，这种情况就
更容易给治疗带来困难和问题。下面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案例分析
艾伦是一名 35 岁的女性组员，过去的多年来，她一直挣扎在生存线的边
缘，饱受性侵、暴力和时刻发生的言语虐待的折磨。由于从未得到过体贴和关
怀，她深埋于内心的破坏性冲动也从未被体察和处理过，因此艾伦形成了一种

37

38

团体心理治疗中的 9 个难题

非常礼貌和逆来顺受的人格特质。鉴于她始终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扮演着“和
事佬”的角色，在小组活动中她也很自然地被组员们“选中”来为治疗师唱赞
歌。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小组对于治疗师的喜爱和崇拜正好迎合了治疗师过度
希望从团体中得到尊重和赞扬的需要。当然，这种情况是无法长久维持的，麻
烦很快就出现了。在小组活动进行到第二年时，当治疗师结束了一次为期 5 周
的假期、带着两名新组员重返小组工作后，艾伦代表全体组员向治疗师表达了
他们对他日益增长的失望和愤怒。
起初，这种不满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被表达出来的。小组故意无视治疗师
的工作，组员们尝试自己和自己工作，忽视治疗师的在场。而治疗师本人的自
恋情结使得他没能及时发现这种隐蔽的抗议并及时对之处理；相反地，他更加
努力地想要帮助组员，让自己在团体里变得有用。这种尝试让组员们越来越明
白，治疗师实际上是试图在团体中治疗自己的伤口。艾伦无法接受治疗师表现
出如此明显的局限性，她开始持续不断地攻击治疗师。最终这种矛盾在一次小
组活动上爆发了，艾伦注意到了治疗师紧握着双拳，于是她指责治疗师满怀愤
怒、想要殴打自己。面对这些指责，治疗师感到十分受伤，感到自己有一种被
暴露和被迫面对真相的感觉。最终他羞愧地承认，艾伦的指责是对的。
治疗师的认错成了艾伦的治疗进程和整个小组工作氛围的转折点。艾伦
开始认识到治疗师并不完美，他也会有愤怒和攻击的欲望，而这些愤怒和攻击
正是她一直以来都有但是无法平静地面对和接纳自己的部分。当艾伦开始体会
到这个部分，她的怒火慢慢地平息了。而治疗师自己也意识到了艾伦对自己的
理想化膜拜是如何默默加强了他自己的完美主义倾向的。于是他逐渐调整了自
己的工作方式，使之更符合实际情况。最终他战胜了自己的自恋倾向，并没
有让自己一味沉溺于那个备受爱戴的虚假的职业形象，而是真实地展现了自
己作为一个普通人不完美的、愤怒的一面，那个和来访者一样的普通人性的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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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治疗师减轻羞耻感和体会自豪感的建议
用一个脚踏实地的职业的理想自我形象取代原来那个浮夸而不切实际的自
我期待，这能够有效地减轻治疗师的羞耻感。而对于羞耻的感受可以从羞辱以
及耻辱降低为尴尬和遗憾。同时，相比较于全知全能与全然的善行这样不切实
际的期待，建立和实践一个切合实际、脚踏实地的目标更能够帮助治疗师在工
作中取得成就感。一位足够好的小组带领者应该能够通过自己的经验认识和做
到以下几点。
1. 在带领小组的过程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些错误能够提供给我们更
多学习和进步的机会，它们之中也蕴藏着更多的治疗可能。
2. 这种学习和成长很多时候是关于治疗师本人的。不要被错误打败，积极
吸取经验教训并本着治疗的目的将它们与整个小组分享，这样做能够为
组员树立一个有力的积极榜样并能使小组体验更为真实。
3. 如果我们在小组工作中强烈感受到小组在当下正在发生着一些违背小组
整体情感与观点的事情，我们需要相信自己的感觉，并尝试把它表达出
来。尽管也许我们要表达的东西会导致自己不受欢迎，尤其是“叙说那
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时。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情形会发生在与边界、界
限问题相关的互动与交流之间。我们渴望说出“真相”并承担相应后果，
尽管相悖于我们希望自己是“正确的”并得到相应的自我满足感，但执
行前者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正直感和勇气。
4. 组员们从彼此身上学到的要比从治疗师那里得到的更多，承认这一点总
是令人欣喜又有点心酸。然而不应该忽视的是，如果不是通过治疗师的
良好协调和团体的工作，组员之间这样的联结和共同成长也不会发生。
5. 作为一名小组带领者，我们所代表的带领者的形象和作为带领者的基本
职责对于大多数组员都非常重要。我们坚定、可靠、公平、善于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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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的一面是保证团体安全和信任的氛围的基础，而安全和信任感是心
理治疗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前提。这些品质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我们的
洞察力和对来访者问题的阐释能力。我们应该为自己能表现和使用这些
品质进行工作感到自豪，因为要做好这些并不容易。
6. 当我们感到自己失去了对于组员们需要承担的部分的控制时，我们应该
享受这种失去，而不是哀叹或者是尝试用别的方式来弥补。面对单方面
的关系中断、迟到或者是缺席的困扰、自恋创伤以及那些令人不安的反
馈，组员们往往会体验到深切的挫败、沮丧、失望和痛苦。我们可以共
情这些复杂的情感，就这样跟他们在一起，敞开胸怀去等待一切发生。
能做到这样本身就已经具备了非凡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可以为自己能够
做到这些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7. 从值得信赖和比我们资深的同行处得到的朋辈督导能够提供给我们滋养
的、抱持的环境，从而帮助我们提供给组员同样的支持。此外，在朋辈
督导中分享案例得到的反馈也能让我们感同身受地去进一步思考我们的
组员身在小组中的体验和感受。
8. 尽管管理式医疗系统和社会舆论中普遍存在对心理治疗的诋毁现象，我
们应该时刻牢记，自己在做一份非常特殊和荣幸的工作。时刻谨记这一
点能够帮助我们抵御这些轻蔑和非议的慢性侵蚀，这样的负面态度在工
作中恰恰是需要我们去抱持和接纳的。尽管心理咨询需要付出昂贵的经
济代价，然而一个好的团体治疗的产出是无价的。

结语
在 一 本 非 常 实 用 的 著 作 中， 埃 德 维 奇 和 布 罗 茨 基（Edelwich & Brodsky，
1980）描述并探讨了“帮助性职业”中潜在的“耗竭”现象。他们注意到，这
些行业中的专业人士往往都对他们的工作怀有一种“理想化的热情”，这些热情

第1章

羞 耻

会促使他们对于自己的表现和工作产生过高的“期待”，这些期待在现实中常常
落空。假以时日，工作上积累起来的沮丧和挫败感会使他们从充满干劲变得冷
淡漠然，最终为了自保而退缩不前甚至放弃。事实上，这描述的就是削弱人的
羞耻感会造成的后果，这些由过高的自我理想带来的不现实的也无法实现的目
标会打击我们的自尊心并带来不可修复的自恋创伤。
当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并持续发酵时，我们就只能被迫要在以下两种情况
中择一而行：继续坚持以这种不那么脚踏实地的理想来激励鼓舞自己，或者是
允许自己那些不切实际的构想让位给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职业自我理想”。
通常情况下，继续坚持这种“浮夸的理想的自我”会导致各种各样不同程度的
适应不良的防御性行为，比如歇斯底里、强迫症状甚至是反社会的行动。真正
的解决之道是承认并接受自己先前华而不实的职业自我理想只是空谈，我们是
无法实现它的；哀悼它的丧失；然后重建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计划，一个考
虑到我们自身知识、能力和情感局限性的职业计划。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我们
才能够真正有效地为自己的来访者提供支持，让他们免受源自我们自身自恋和
羞耻问题激发的防御的影响。

注释
1. 罗伯特·L. 韦伯是哈佛医学院心理学临床讲师，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麻
省总医院精神病学系集体治疗中心从业人员，马萨诸塞州大波士顿集团解决方
案网络公司负责人，并在马萨诸塞州剑桥的私人执业。 杰罗姆·S. 甘斯是哈佛
医学院精神病学副教授，麻省总医院精神病学临床助理，马萨诸塞州大波士顿
集团解决方案网络公司负责人，并在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和剑桥私人执业。
作 者 感 谢 苏 珊 娜·L. 科 恩（Suzanne L. Cohen） 博 士， 帕 梅 拉·L. 恩 德
斯 博 士， 纳 尼 内·R. 尤 因（Nanine R. Ewing） 博 士 和 杰 里· 莱 因 哈 特（Geri
Reinhardt）为本文所提出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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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手记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大脑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思考，却在首
次公开发表讲话时卡壳了。同样的陈述也适用于描述敌意：面对它时，
治疗师常会停止思考。不期而至、喷涌而出的敌意就像是心理学上的
心搏骤停；如果我们缺乏熟练的应对之道，就很难在当下做出合适的
反应。
敌意源自于没能得到合理化解的愤怒，这些愤怒被隐藏起来并逐
渐发酵恶化，最终在他人身上爆发出来。这种情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难以处理的。愤怒是对于特定刺激的一种瞬间反应，很多原因会
令它无法及时清楚地被表达出来。愤怒的感受者也许会有足够的理由
相信，直接去和让自己产生这些痛苦和失望的感情的对象表达这些情
感不是当下最明智的做法，也许跟他们直接表达愤怒会带来更多的伤
害。例如一个孩子，对自己患有慢性病的父母感到愤怒，他可能会无
意识地希望或害怕对于这种愤怒的表达会杀死父母。一个丈夫或者妻
子，在夫妻间的冲突里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能或不愿去面对和承担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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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中自己的那部分责任。从童年时期开始累积的那些委屈和愤懑的情绪，也
许不够理智，但具有强大的力量，这些情绪可能会影响家庭成员解决发生在
彼此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会持续破坏家庭的和谐和凝聚力。然而无论是基
于哪种原因，这些被掩饰起来的愤怒都会慢慢演化为怨恨，最终发展成为
敌意。
10 年前的一场经历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在下文中它也将间接地被
讨论到：治疗师如何向小组表达他的敌意和不满。那是一个发生在我们邻居
身上的悲剧。某个周日的上午，这对夫妇在小镇的池塘边进行例行散步，期
间夫妻俩分头走了大约有 10 分钟光景。当丈夫返回到之前和妻子约定的碰
头地点时，却发现她已经被残忍地谋杀了。这位丈夫是一名毕业于哈佛医学
院的著名医师，他是我的哮喘医生、朋友也是同事。他的妻子是我妻子的好
朋友。我们两家非常亲近，我们熟识这对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并知道他
们生活得非常幸福。
这场谋杀震惊了所有人，媒体报道蜂拥而至，由于我在家办公，那些来
来往往的患者也开始向我打听，想知道是否我认为那名丈夫就是凶手。我总
是回答“绝不可能”，我们两家认识已有 25 年时间，这场谋杀是一个巨大的
悲剧，我们都希望凶手能够早日被绳之以法。
警察没收了那名丈夫的电脑并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先前不为人知的线索。
早在谋杀发生一年多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网络上寻求性服务并有招妓经
历。在妻子被谋杀 6 个月后，他被正式起诉。在经历了漫长的 15 个月审判
过程后，他被判定有一级谋杀罪，并被处以终身监禁，不得保释。
我的妻子、三个孩子以及我本人都被深深卷入了这个悲剧当中。无论是
我的家庭还是我的职业都失去了隐私，我们被暴露在了大众面前。那些住在
附近、并不与我们熟识的人开始骚扰我们，想要从我们这里了解关于这场谋
杀的更多细节以及那对夫妻孩子的近况。我的妻子是一名律师，也是受害人
的好友，审讯期间她几乎全程旁听了整个审判过程，并坚信警方所收集到的
证据并不足以定罪。直到今天，我们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仍不能相信那名
丈夫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然而真相已无从得知。这场重大创伤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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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证实了“死亡的必然性”。如果一定要从其中找出什么闪光点来的话，
那就是我们多了三个孩子，成了代理父母，而后祖父母 —— 现在我们已经
是一个拥有六个孙辈的大家庭了。
在这名丈夫的性丑闻被广泛报道而审判结果尚未明了的时候，我的一
部分来访者开始攻击我的判断力，他们深深质疑一个像我这样缺乏感知的
人怎么值得被信任，甚至怀疑我根本无法在工作中帮助到他们。在数月的时
间中，我努力尝试共情他们对我的深深的失望。然而终于，在一次小组活动
中，当我再次面对那些恶毒的揣测和评价时，我看清了这件事情的本质：我
的组员们已经变成了一群残忍的暴民。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就认定那名丈夫有
罪，对他充满了愤怒，团体中甚至有一些组员认为他应该被判处死刑，以命
偿命。他们指责他毁了自己孩子以及他们的后代的生活，一部分组员则是没
完没了地攻击我糟糕的判断力。忍无可忍之际，我终于开口表达自己的看法
了：“老实说，我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未像现在一般生气沮丧。在没有被明确
证明有罪之前，我愿意相信人性本善，我也愿意相信我们国家司法系统的公
正性。你们中间对自己感觉最糟糕的人看上去也是最言之凿凿地确定这个男
人一定有罪的人。我想，有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对象，可以让我们
把自己的仇恨情绪发泄在他身上。”
我这一反常态的失控引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治疗师的敌意。工作
是否有这样的时刻可以允许治疗师表达自己的敌意和不满呢？治疗师对于自
己的敌意和愤怒的表达究竟是一种正当的勇气表现还是一种反移情的错误处
理？就算它是一个“错误”，来访者们是否能够受益于这种咨询师作为一个
真实的人真性情流露的瞬间呢？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有的时候治疗师在来访
者面前展露真实的想法和反应，而不是始终躲在咨询师这个角色背后理性地
运用各种技巧，更具有积极的临床心理治疗意义呢？换句话说，这种罕见
的、在患者面前治疗师作为一个人展露真实人性的时刻，对于患者内化治疗
效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呢？

第2章

敌 意

团体心理治疗中的敌意
杰罗姆·S. 甘斯

敌意是一种指向他人的愤怒表现。它是涵盖了从烦躁恼怒（irritation）到前
俄期愤怒（preoedipal rage）多层面情绪感受的统一体。对敌意的研究在团体心
理治疗学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不同于一对一的个体咨询，在团体心理治疗
中，来访者不仅要面对和讨论自己内在的愤怒，他们还可能身处于愤怒的组员
关系当中。
正确地理解和处理敌意对于一个团体治疗师能否顺利展开工作十分关键，
原因有以下几点。
1. 维持早期小组的安全性，这使得新组员们能够顺利地度过小组成立的最
初几个星期（Day，1981）。
2. 包容、调节并尊重含有敌意的交流，建立小组中不评价、不含偏见、接
纳情感的各种方式的表达环境。
3. 能够对于潜伏于敌意的交流之下的那些不太明显甚至是很隐蔽的防御保
持敏感和探索的心态。
4. 在这种强大的情感面前，治疗师能够平衡自己对于它的感受和反应。
尽管在通常情况下，来访者的生活经历以及个人独有的人格特质使得他产
生带有敌意的交流，但治疗小组本身的某些性质以及小组发展性的需要也会对
组员的个人议题产生一定的催化作用。

敌意的来源
小组早期
在成立初期，团体心理治疗小组总是带有困惑、不信任和缺乏安全感这些
特质的。组员们多被焦虑、依赖和无助的感觉困扰着。在此阶段内敌意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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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主要包括：淹没性的焦虑、面对攻击的脆弱、偏见与对被孤立的恐惧、失
控及自恋创伤。
淹没性的焦虑
新成立的小组总是充斥着紧张的情绪，这是由对陌生人的焦虑、害怕自我
暴露和由此而生的羞耻感造成的。无力的感觉常常会造成行事上的冲动。最终
往往会有一个组员跳出来攻击治疗师、其他组员或是整个小组，以此来证明这
个小组中仍有人有能力挑战权威。然而这种释放行为对于整个小组来说的益处
是十分短暂的，因为敌意往往会使团体的氛围更加紧张。
面对攻击的脆弱
在小组成立的早期，组员们很容易受到来自彼此的攻击。小组的存在从某
种程度上激发了组员们冲动、野蛮原始的一面。而那些退行性的行为和情感表
现通常会攻破其他组员的防御，使大家对这些团体工作素材的呈现产生个体化
的不同理解。
在第 6 次小组活动时，凯蒂首次向大家吐露了心声。她告诉大家，在她
11 岁时，她的父亲是如何谋杀了她的母亲的。听了这番话，大家都惊呆了，恐
惧和同情的情感把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当凯蒂继续讲述这种由此产生
的对男性的不信任感是如何持续恶劣影响自己和丈夫的关系时，另一名组员
卡罗尔出于好意插嘴道：“啊，你这就是所谓的移情吧，对不对？”整个小组
都对卡罗尔群起而攻之，埋怨她用理智化的解释打断了当时那种动人的情感
交流。
通常情况下，组员还没有弄明白是什么在攻击他们时，被伤害的感觉就已
经产生了。这时候他们就会像被困住的野兽一样，做出铤而走险、盲目反击的
举动。尽管这些举动看起来危险又有害，需要花费好几次的小组活动时间去处
理，然而成功的处理常会带来显著的个人成长和组员间信任感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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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与对被孤立的恐惧
团体心理治疗中的小组在形成初期也常受到偏见的干扰。与一群陌生人共
处一室是很令人紧张的，而偏见可以帮助我们制造一种假象，让我们感觉自己
能够对他人做出判断，他们其实并不是全然的不可知，由此减轻我们的焦虑感。
由于这种先入为主的预判是对他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独特性的否认，这种行
径常常会激起愤怒的回应。
布里吉特讲话带点口音。在这个新小组的第二场聚会中，一名组员鲍勃忽
然问起她是哪里人，她回答说“欧洲”。等到了第四场聚会时，另一个组员比尔
追问她：
“你到底是从欧洲哪里来的呢？”
“德国。
”布里吉特回答道。“我就知道，”
比尔说道，“我意识到如果我没有提及对你们德国人的偏见的话，可能没法了解
你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一面，我确实是想要更了解你的。”整个小组立刻联合起
来攻击他，认为他是个假惺惺的自大狂，并再也不愿意搭理他。
失控
在小组形成的早期阶段，组员们会感到有很多事情都不在他们的掌控之内：
谁能得到发言的机会，谁的故事会被认真聆听，什么时候改变讨论话题，治疗
师会选择对谁做出回应，会让组员们缺席的事件，以及面对同一事件大家的不
同见解。由于他们不够了解，一定程度的不可控性是团体治疗小组的特性之一，
组员间会很容易产生一种敏感的张力，从而加剧敌意攻击的现象。当组员们尝
试要获得信息、提出建议或相互安慰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时，情况就会更加恶化。
在这个过程中挫败和失望的情绪日渐累积加深，最终，那些一直以退缩或者是
顺从的姿态被动地表达的愤怒会直接喷发出来。
有的时候，组员也许会将自己对小组的归属感渴望误解为小组要求他分享
更多。由此导致的被动地分享更多的秘密会使得组员感到不安和危险。玛莎在
向小组承认了她长久以来的自杀倾向后，突然变得充满敌意了。对此她自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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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解释，现在大家可能会想要阻止她的自杀行为，而她痛恨这种不能掌控自己
人生的感觉。
组员们也可能会对自己的情绪反应失控。通常，小组会给不同的组员设定
不同的角色，每个角色负责表达相应的情感。举个例子，小组会选择最心怀不
满的那个组员作为“愤怒者”，当小组需要一个容器来转移他们对于自身的愤怒
或焦虑的关注时，“愤怒者”就会被邀请释放他积攒的不满和愤怒。这种时刻，
这名组员就很容易表现得失控、发狂。
自恋创伤
自恋创伤是小组成立早期最常见的敌意来源之一（事实上，它对敌意的滋生
作用贯穿整个小组发展过程）。尽管会痛苦，但在团体心理治疗小组中自尊受挫
其实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治疗潜力。事实上，在团体心理治疗中，大部分的疗效
都来自于组员间的互动，通过彼此对于自身伤痛和问题日益增长的坦诚和分享，
组员们彼此治愈。这些问题包括不受重视、受到排挤、被遗忘、被误解、被欺
骗、失望、羞耻和被暴露。通常来说，人们对这类情感创伤的本能反应是愤怒
和敌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组员们会在治疗师的帮助下逐渐认识到，自己
身处的环境中没有“无辜的旁观者”，小组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拥有能够改变
现状并承受他人回应的能力。由此，整个小组的情绪基调就会慢慢改善了。最
终，团结与合作会逐渐取代力量争夺、嫉妒和组员之间的破坏性竞争。

小组互动活跃期
当小组发展到活跃的互动阶段时，控制和权力问题是组内人际互动的核心。
此阶段组员对于小组的归属感和投入程度是充满矛盾并摇摆不定的。组内成员
之间投射层出不穷，严重影响着他们。组内的规则一再地被挑战和调整（Rutan
& Stone，1984）。整个小组就像一个巨人般的青少年，一边挑战自己的极限，
一边期待成长。此阶段组内敌意的来源主要有：通过他人进行自我面质、同胞
之争、移情和过早地终止和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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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他人进行自我面质
很多时候组员们会激烈攻击他人的某些特质，而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发现，
这些特质同样深深地烙印在自己身上，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无法容忍的。他
们这些充满敌意的攻击可以被看作是他们自我认识和反省的第一步。这些敌意
是可以通过投射性认同的运作机制来被解释的（Horwitz，1983）。在投射的作
用下，那些我们不想要、不愿意面对的自我和情绪会被丢到外在世界，并完全
地被我们回避了。而不同于投射，在投射性认同中，一个人会将自我厌弃的部
分有目标地嫁接到另一个人身上。投射者会通过批判他人身上的这些品质来逃
避自我的这个部分。
同胞之争
同胞之争是小组活跃的互动阶段强烈敌意的重要来源。它在两种情况下特
别明显：当有新组员加入小组的时候，以及在小组运转过程中的长期固定老组
员之间。在前一种情况下，问题的重点不仅仅在于一位新组员的到来，而是团
体中又多了一个生病的孩子。因为担心新来的病孩子会得到过多的关注，老组
员们会对这种潜在的威胁感到愤愤不平；或者是因为反向形成的作用，表现出
对新组员过分的热络和关心。
而在已经完整建立起来的小组中，老组员之间的同胞之争常突然爆发于看
似正常的人际交往时刻，这往往与组员的童年经历有关。
诺玛询问治疗师一般都会去哪里度假，治疗师一反常态地回答了这个私人
问题。娜塔丽对此表现出了怨恨和失望，她感到治疗师的这种行为让她重新经
历了小时候在家的遭遇。那个时候她的妹妹总能得到娜塔丽向父母要求却被拒
绝的东西。
同样的，小组成员也会因为认定治疗师更偏爱某个组员（而那个人往往不是
自己！）或是对所有人都公事公办地一视同仁而感到愤怒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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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
移情是一种投射，当源于组员过去的那些未解决的愤怒在小组关系中重演
时，它就成了小组活跃期敌意的一个重要来源。
莉莉安是一名 45 岁的中年女子，自从父母离婚后，她已经 20 年没跟自己
的父亲说过话了（她父亲为此心怀怨恨），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否还在人
世。她总是认为治疗师残忍、冷酷，不愿意为增加小组的安全感做出努力。
尽管通过艰苦的努力，莉莉安最终意识到了自己是将那个被仇恨的父亲的
影子转移到了治疗师身上，她还是离开了小组。
组员之间的移情同样可以十分强烈。一位女性组员对另一名男性组员大发
雷霆，认为他总是不顾别人的感受而固执己见。而事后我们了解到，这位女性
组员曾和她的母亲因为同样的原因争执多年。
过早的终止与脱落
尽管过早的终止和脱落会在小组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产生，但它在
小组活跃期所激起的敌意是最大的。在这个时期，由于一部分组员对于自己对
团体的归属感尚未完全确定下来，他们会对那些决定离开的组员的决断和自由
产生嫉妒，并以敌意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些对于提前离组的组员产生了强烈移
情的组员们，则会觉得自己丧失了得到治疗的机会，从而变得失望又恼怒。有
一部分自认为更正直的组员会鄙视提前离开的组员的意志力，认为他们只是满
足于症状的缓解，即便受到面质，也不愿更进一步地改变人格，并追求发展更
好更成熟的人际间交往与心灵的成长。而剩下的组员们对于提前离组的组员的
敌意也许是一个更准确的反应：认为他们是在使用自己的提前离开伤害整个
小组。

小组成熟期
当组员们能够根据彼此和治疗师的反应来组织自己的言行，而不依靠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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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个体成熟性时，我们就认为这个团体小组发展到了成熟期。
总的来说，小组成熟期所酝酿的敌意要远远少于小组早期和活跃期。有时
某个特定组员会对整个小组表现出极大的烦躁和不耐心。这可能是此名组员即
将脱落的预兆，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去真实世界中寻找和建立更加令人满意
的人际关系。在此阶段，组员的愤怒证明他们开始认识到团体治疗中失望是不
可避免的，不管在此之前的疗效有多好。
同时，和前两个小组发展阶段一样，移情和自恋创伤依旧是小组成熟期的
重要敌意来源。

治疗方面的注意事项
出于治疗目的的考虑，治疗师必须既重视敌意的负面效应，也关注敌意在
团体中的积极影响和正面效应。如果治疗师一味地否定敌意，就会限制对于这
个话题的表达和探索。敌意的破坏性人人皆知。潜伏在敌意背后的是对于不安
全感的害怕、依赖性和控制欲；而敌意的后果有团体的分崩离析、产生报复心
以及孤立隔绝于他人的状态。敌意还会造成猜忌、愤怒和烦躁的恶性循环，这
会导致组员们无法坦然地对彼此提出良性质疑。
敌意的积极影响和正面效应则常被忽视和低估。团体心理治疗的先驱斯拉
夫森（Slavson，1964）曾指出，对于敌意的表达是最有效的治疗媒介。其他执
此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敌意并不是爱的对立面，冷漠才是。我们总是对那些对
自己很重要的人生气（当然，如果那些无关紧要的人威胁到了我们看重的人或
事，我们也会生气）。表达敌意是他们仍怀有希望并在为之努力的表现。对于
两个吵得不可开交的人来说，他们的对愤怒的表达中包含着希望和未来，暗示
着事情仍有转机。当我们为不平等抗议时，愤怒会带来改变。愤怒在一个冷漠、
捉摸不定且无法解释的世界里是无法存在的，因此它起到了保护因果关系的作
用。敌意也会激发其他一系列冲动（报复心、原谅及和解），这些都有可能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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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深刻和有意义。
在团体心理治疗中对于敌意的处理方式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1. 对不同的心理学理论模型对于敌意在生理性、心理性、社会性以及文化
性方面的解读的熟悉程度；
2. 对于敌意的防御功能的理解；
3. 对于敌意的沟通功能的理解。

理论模型
理论知识是临床操作的基础。对于各种理论模型的熟悉提供给我们看待和
理解一个特定场景的多种角度和方法。有时，针对一个特定的带有敌意的互动，
某些理论模型会比其他模型更为适用，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解视角。治疗师
应该尝试使用多种理论模型分析，然后再选择治疗效果最佳的模型进行应用。
不过治疗师应该始终将对患者的理解放在第一位，而不是生搬硬套任何的理论
知识。海文斯（Havens，1973）将这种风格称为多元化治疗。
在一个小组第三年的一次活动中，组员莎拉谈到了整个小组对于组员山姆
袒露自己耻辱过去的接纳和抱持，她对于团体给予山姆的接纳深有感触，并以
此和自己那个总是充满了刻薄批评的原生家庭做对比。塞斯于是邀请莎拉和小
组多分享一些关于她原生家庭的故事。然而她尖刻地拒绝了：“你们永远不会了
解我的家庭。”莎拉对于塞斯好意的断然拒绝使得整个小组都对她很不满。
在考虑了数种学术观点后，治疗师猜想这也许是共情失败，一种来自自体
心理学的观点（Kohut，1977）。然而不久他就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设想，因为这
种观点无法很好地解释事件发生的过程。为了避免草率地把莎拉当成承受指责
的替罪羊，接下来治疗师考虑把小组看作一个整体来解读：“小组为什么这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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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就又一次受到莎拉的刺激，做出反应了呢？”这个分析源自比昂（1961）的
“基本假设理论”。比昂认为，参与团体心理治疗小组的过程会唤醒组员们源自
婴儿期精神症的感受，梅兰妮·克莱因（1946）认为这种幼儿的精神失调是人
人都会经历的正常成长发展的一部分。在比昂的观点中，小组作为一个整体所
做出的不同类型的“基本假设”行为，反映了小组对抗这种来自成长早期的精
神失调后遗症的共同努力（Kauff，1979）。可惜这种解释依然不是很符合现状，
因为在小组成立的最初两年，治疗师已经数次尝试应用这种理论对团体的行为
进行解读和干预，而小组也已经通过这种治疗对莎拉的习惯性挑衅产生了抗体，
不再对她做出一触即发的攻击。通过对比小组运作历史以及莎拉的个人治疗，
一个新的基于对莎拉个体关注的想法诞生了：莎拉需要帮助，她需要学习理解
自己这种对抗他人的需求，并为之负责。顺着这个思路，治疗师开始思考：“到
底激怒小组会给莎拉带来什么好处呢？”
在这里，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论似乎最为适用。可以用于这个场景的是弗洛
伊德学说中的客体关系（Greenberg & Mitchell，1983），它被认为可以帮助缓解
紧张的情绪。在找到了合适的理论支持后，治疗师开始进行干预了。首先他指
出，莎拉无意识地激起小组对于自己的愤怒，她的行为把小组变成了一个惩罚
性客体，以此来缓解自己的内疚感和由此引发的紧张情绪。为了努力和莎拉共
情并共同处理她的问题，治疗师尝试从新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解读她的早期经历。
在这种理论模型下，愤怒和敌意是对具有威胁性环境做出反应的产物（Horney，
1939）， 并 不 是 自 发 的。 这 些 诱 因 包 括 拒 绝、 残 酷 的 批 评、 嘲 笑、 冷 酷、 羞
辱——这些苦头莎拉都在成长过程中尝过。接下来，根据新精神分析理论，治
疗师的任务是引导小组体会莎拉的挑衅。尽管莎拉的攻击和挑衅给小组带来了
很多困难和问题，但他们应该尝试理解，这是莎拉自童年时自创的、对抗冷酷
世界的生存手段。在这个思路基础上，小组成员们对莎拉的行为有了更多的理
解。慢慢地，莎拉逐渐可以开始以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和大家互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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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也具有防御功能和沟通功能，有时这些功能是在潜意识层面进行的。
在这一点上，治疗师理解和解读这些功能的能力十分关键，因为组员们需要得
到引导，他们需要认识和找到新的思考方式，用于理解和应对这种令人不适的
情感。

防御性功能
小组可以利用敌意来逃避工作。作为一种阻抗而产生的敌意可以是源自某
一个组员、子团体或是整个小组的（Rosenthal，1987）。
盖尔对于小组的一切反馈都报以充满敌意和戒备的、长篇大论的反驳。
三名女性组员与五名男性组员就近期的一次小组收费涨价展开了尖刻激烈
的争执。
在将车停在咨询室门前而收到罚单后，整个小组对治疗师群起而攻之，后
者曾承诺他们在门口停车是免费的。在临近的街区都是可以免费停车的，如果
不是治疗师的承诺他们本可以不必受罚。
在以上的三个例子中，那些充满敌意的互动都是持续发生并毫无建设性的。
在第一个例子中，盖尔利用敌意逃避面对自身的核心问题，即她拒绝承认自己
对任何人和事的需要。
在第二个例子中，对于涨价的争执掩盖了问题的真正所在。这三女五男分
别从事卫生健康领域的两种不同职业。女性组员们认为她们的行业工资太低导
致自己的身份低微并且备受歧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小组里谁是真正拥有权
力一方的讨论。
在第三个例子中，小组的怒气反映了他们潜意识中对于一个全能的治疗师
的期待。治疗师偏心、犯错或是提供过期信息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无法
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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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性功能
情绪是担负有沟通功能的。它们所传达的信息也许是直截了当、简单易懂
的，比如“我讨厌你，我想要伤害你”。当情绪所负载信息的形式是间接或元信
息沟通形式的，它的含义可能就会较难被破译。通常状态下，元信息沟通所揭
示的关系的真实性质与所被表达的情感（敌意）相去甚远。举个例子来说，一个
正在对着某人怒吼的人，实际想要表达的可能是“你对我来说很重要”。

临床案例
合同违约
指出违约行为常常会激发愤怒。作为小组带领者的治疗师常常会被看作是
一个严厉的权威人物，强迫大家严格服从遵守合同的限制，举例如下。
一个新成立的小组签署的小组合同明确规定组员们应该按时付款。第四个
月的一次集会时，治疗师在一开场就宣布组员阿兰还没有支付第二个月的账单。
组员爱丽丝认为治疗师是在公开羞辱阿兰，爱丽丝感到很愤怒。亚历克斯则不
满于治疗师占用了大家的时间来讨论一个只关乎他和阿兰之间的私人问题。安
德烈则埋怨阿兰没有遵守一个大家都在努力遵守的条约。
与此相对应地，那些明显缺失敌意的小组的治疗师们通常是无法良好地控
制管理违约现象的。
小组的合同中会预见一些对小组有害的、破坏性的行为，并对之进行明确
的要求和约束。通过取得每一位组员对于合同内容和相关责任的同意，治疗师
占据着一个有利位置，得以组织小组成员们对于不可避免的违约行为进行讨论。
未加讨论的违约会通过过激的行为和情感表现出来，这是整个小组、有时甚至
包括治疗师都不愿意面对的情况（Langs，1977）。治疗师如果与组员达成某种
无声的共识，不去讨论这种破坏合同的行为，那就剥夺了小组对抗破坏性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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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好最有利的方式：公开地承认它们、讨论它们，以此来探讨和理解其背后
所蕴藏的含义的机会。
因此，治疗师公开宣布阿兰拖欠账单的行为所引发的讨论最终带来了以下认知。
1. 爱丽丝不肯承认自己想要羞辱他人的愿望，并认为是治疗师具有这种试
图羞辱他人的冲动。
2. 亚历克斯渴望与治疗师拥有一种排外的、唯一的关系，而这个心愿是通
过置换（displacement）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他认为阿兰和咨询师应
该私下一对一地解决他们之间的欠账问题。
3. 安德烈对于治疗师的理想化和维护其实源于她希望激发整个小组对于阿
兰违约的愤怒和指责。
4. 治疗师的工作点在于把小组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组最
终愿意原谅阿兰违反了一个人人都在遵守的合同条款，这使得大家最终
意识到，原来每一名组员都在通过评价阿兰的违约行为来表达自己对小
组的不满。这种认识导致每一名组员都开始公开表达他们的怨言、失望
和隐忧，而这一切之后，他们也承认了对于小组的积极感情。这里最值
得重视的是，一条很重要的元沟通信息被传达了：在小组活动中负面情
感也应该受欢迎，应该得到重视，对它的讨论是可能的，也是可以带来
建设性的成果的。
而对于另一类违约行为的讨论可能就没那么从容了。尽管组员们都同意，
在团体中应该用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情感和幻想，而不是行动。但是在某
些极端的情况下，也许仍然有某个组员还是会把情感和想法付诸身体暴力表达。
这种类型的敌意表达需要治疗师立刻做出干预。如果这个暴力组员被要求离席，
治疗师必须要做出当下的第二个临床决定：如果这名被驱逐的组员已经失去控
制或陷入疯狂，那么目前究竟是谁更需要治疗师 —— 是剩下的组员还是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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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员？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考量因素。如果当下该组员的安全没有受到
威胁，治疗师就不应该抛弃剩下的“好”组员们，而选择用自己的陪伴去嘉奖
被驱逐的组员。这么做可能会从负面强化小组的某些情绪。

迁怒于替罪羊
在迁怒于替罪羊的现象中，许多组员会团结起来共同将他们的厌恶情绪集
中加之于某一组员。这种行为会重新唤醒那位被选中组员的童年噩梦：被群起
而攻之、被奚落、被嘲笑、被羞辱并被排挤。最糟的一点是，这位替罪羊会开
始认同小组对他的评价，导致自己的自尊进一步降低。
在前文提到的例子中，小组集体攻击了对德国人怀有偏见的组员比尔。他
们选择群起围攻比尔毫不令人惊讶，因为每个人都害怕被人排挤。他们甚至应
该感谢比尔，后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可以被排挤的对象。然而，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由于每个组员都感同身受并极度害怕这种被抛弃的感觉，他们可
能会持续不断地做出攻击，直到小组中的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已经安全、不会陷
入同样的境地为止。
治疗师一定要支持被选中作为替罪羊的组员，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 使得替罪羊组员不会遭受前文所提到的情感折磨。
2. 令抱团的组员们明白，当他们陷入同样的境地时，也会有人保护他们。
3. 帮助组员们认清他们所逃避面对的自我情感。
通过支持被驱逐者并使小组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治疗师把小组作为一个整
体进行的解读制止了迁怒于替罪羊的行为，并重新团结了被排挤的替罪羊组员
（Borriello，1976）。因此，在小组对比尔歧视德国人的行径做出了一轮疯狂攻击
后，治疗师评论道：“看来比尔跳出来做了这个房间中最明显的偏见鬼，让你们
每个人都松了口气啊。”当组员们也开始陆续坦白自己的偏见之后，比尔表现得
明显轻松多了，并重新融入到了小组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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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恋创伤
自恋创伤常常以敌意的形式被表现出来。在应对此类敌意时，治疗师一定
要注意区分自恋创伤和拥有自恋人格特质的组员受到的创伤。
自恋创伤是发生在团体活动中某项明确的交际行为导致组员自尊受损。这
种情况下，无论治疗师干预与否，小组通常都能够绕过敌意的干扰，认识到伤
害及其形成原因，并帮助相关组员克服心结。
而具有自恋人格特质的组员表达敌意或成为其他人的攻击目标时，这种情
况就会较为复杂。自恋者表面看起来像是在与其他人互动，然而实际上他并没
有在这些人际关系中真正投入感情。相反地，自恋者总是在尝试维持或重建他
脆弱的、不稳定的自尊。其他那些认为自恋者是在真实地与他们联结着的组员，
最终会感到一种感情无从寄托的沮丧感，变得愤怒但又不明白原因何在。
弗雷德缺席了前一次的小组活动，于是在这周的活动中，他数次打断别人
的陈述并试图弄清楚上一周团体中发生了什么。罗娜烦透了他的这种捣乱行为，
骂他是个混蛋。弗雷德为此感到既受伤害又很莫名其妙，于是反过来责骂罗娜
是个“婊子”。
自恋者在这个例子中受到了三重羞辱：①他试图修复自尊的防御行为并没
有成功；②其他组员拒绝了他；③他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被拒绝。
治疗师出面干预了这场争执，他问罗娜，如果弗雷德能够克服心结向小组
坦白“我上周很想你们”，她会感觉如何。这项干预主要是基于以下假定和推测
做出的，①眼下的弗雷德过于迷茫、受伤又充满抵触情绪，他无法忍受小组的
集体关注，这只会加重他的羞耻感；②罗娜对于弗雷德的愤怒是源于她难以感
知他人的脆弱，以及无法容忍不确定性，而后者无疑就是弗雷德不断提问的直
接原因；③如果在当下有其他更为坚强的组员能够承担欣赏和接纳弗雷德的问
题，那么对弗雷德来说，倾听治疗师对他的问题的分析就会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④治疗师并不期待弗雷德能自主意识到他的自恋问题，反之，治疗师选择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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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自恋者核心困境的理解：他不能让自己或是其他组员知道，其他组员对
自己来说有多重要。

反移情
治疗师可能会对小组的某些特定现象表现出敌意。在这种情况下，敌意是
一种反移情反应。同样地，治疗师也可能会对小组所表现出的敌意做出一系列
反移情回应。
治疗师的敌意
小组有时会伤害到治疗师的自尊。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伤害是因为小组会
妨碍治疗师想要洞察一切、照顾一切并治愈一切（Maltsberger & Buie，1974）
的自恋的期待。比如，组员们总是准时出席小组活动却并不真正令小组工作运
转起来，由此，治疗师没有可以干预和处理的工作对象。组员的破坏性行为包
括，攻击新组员，或是在有新组员加入时故意诋毁小组来打击他的积极性；附
和、证实另一名组员的负面移情；无论情况是否属实，无情地抨击治疗师的错
误；拒绝好转；诽谤、贬低治疗师的专业性或是私人生活；以及当一切尝试都
不成功时，试图毁灭小组。对于以上这些所有的潜意识驱动或有意为之的行为，
如果治疗师不加注意，都可能会引发他自己无助、无价值感的感受，最终导致
治疗师的反击。
治疗师可能会对那个给小组活动捣乱的“坏家伙”组员生气。提前脱落的
组员也可能会使治疗师感到受到背叛，并由此导致怨恨。挑战治疗师权威、并
成功将他引入一场权力争斗的组员，可能会激起治疗师的征服和控制的冲动。
违约现象，尤其是缺席小组会议，会使治疗师感到愤怒又无力。在小组进行到
后期时，治疗师也有可能对那些敢于破坏小组亲密和谐气氛，主动提出小组活
动的终止这个话题的组员感到不满。
治疗师对于小组敌意的应对
在理想状态下，治疗师应该：①判断这种敌意的表达是对小组工作的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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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这项工作进程的一部分：②通过把小组注意力转移到敌意本身来保护被攻
击对象（Ormont，1984）；③将承担敌意的重担转移到整个小组身上（在初始阶
段这是好过让某个组员独自承担的）。
遗憾的是，所有的团体治疗师都心知肚明，想要一直维持理想的工作状态
是相当困难的。当小组的敌意暂时性地扰乱治疗师的工作状态时，后者就可能
会犯一系列错误。治疗师可能会在工作中通过发展一系列行为准则来鼓励礼貌，
压制某些真实却负面的情感表达，从而表现出他对于一个“好的小组”，而不是
一个充满敌意的小组的偏爱。治疗师也可能对小组的攻击做出反击。通过潜意
识里的反向形成这个防御机制的作用，这种报复的冲动可能会以爱的形式表现
出来，从而使得治疗师错过了理解和处理自己内在愤怒的机会。治疗师还可能
会参与小组寻找替罪羊的行为，与他们一起共同惩罚某个令人厌恶的组员。如
果对敌意互动的积极作用持有怀疑态度，治疗师也有可能会鼓励提前脱落的行
为。对自己的内疚和想要得到惩罚的潜意识毫无觉察的治疗师会受虐性地服从
于团体的敌意，这种状态会严重阻碍治疗师进行工作。对治疗师权威的愤怒挑
战会激发治疗师对于叛逆组员的控制欲和征服欲。出于对被喜爱的渴望，治疗
师可能会无法及时认出伪装成崇拜的敌意。面对讨厌的组员，治疗师可能会错
误地回应以心理上的终结，或者是干脆抛弃他们，就算这些敌意的发生会在治
疗中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正面效应。最后，由于无法准确判断对于敌意的表达所
蕴含的能量是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的，治疗师可能会忽视对底线的设置，并因此
纵容一些带有伤害性的互动在小组中持续发生。例如，治疗师可能会没有觉察
到或者是忽视了那些毫无缘由、重复发生的对于其他组员的攻击的破坏性本质。
纯粹的伤害或毁灭，对保密协议的违背，对他人私有财物的损毁以及对于组员
或者是治疗师本人的人身伤害，这些攻击统统都只是为了伤害而伤害。与此相
对的，治疗师也有可能阻止有效的敌意表达。例如对于反治疗性规范的不满、
移情反应、对于他人对自身的侵犯所引发的愤怒，以及对于未被意识到的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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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承认的治疗师治疗错误的反馈。
总的来说，治疗师对于自己的此类愤怒只应该体会，而不应表达。在治疗
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此类愤怒是一个临床错误。无论治疗师的愤怒是确实存在或
是源自反移情，在几乎所有的状况下，治疗师都不应该为了刺激对方而带着敌
意反击。在极少数情况下，当治疗师需要做出相应的反击时，他应该清晰说明
自己的反应是针对来访者的行为，而不是来访者本人。
反移情与前俄期愤怒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需要谈谈从反移情反应到前俄期愤怒。前俄期愤怒源于
未被满足的口欲，总的来说这是一种十分令人憎恶的情绪，会进一步摧毁剥夺
口欲需求的客体。前俄期愤怒的爆发往往极为突然和剧烈，能够穿透治疗师的
防御并导致严重的治疗错误。如果这种错误发生在小组中，在全体组员的见证
和放大加剧下，往往会给治疗师和小组都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尽管处理前俄期愤怒时反移情倾向造成了如此明显的不利因素，相对于个
人咨询，团体小组的设置在这个议题的处理上还是有三点优势的。第一，小组
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在愤怒的组员和治疗师之间起到缓冲的作用，从一定程
度上缓解组员狂怒的情绪。第二，一名愤怒的组员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来自同
伴的反馈，而不是治疗师，同伴们可以做出治疗师无法做出的评价；同时，来
自多数的舆论力量总是要比来自某个人的权威更有说服力。
在 谈 到 第 三 点 优 势 之 前， 我 们 需 要 先 来 看 看 反 移 情 与 投 射 性 反 认 同 之
间 的 区 别。 在 传 统 定 义 上， 反 移 情 是 治 疗 师 对 于 来 访 者 移 情 的 潜 意 识 回 应
（Kernberg，1975）。如果将组员们也看作某种形式上的治疗师，以这种方式来
分析一个拥有 7 名组员的小组，那么针对某一个愤怒的组员就有可能会产生 8
个不同的反移情反应（包括来自真正治疗师的反移情）。
但 是 当 前 俄 期 愤 怒（一 种 比 一 般 愤 怒 更 为 具 体 的 情 感） 存 在 时， 情 况 就
有所不同了。在这种愤怒的影响下，对这名愤怒的组员，其他七名组员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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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patient-therapists）常常会体验到同一种反应。同样地，治疗师也可能会分
享这种相同的反应。这种普适性的反应，与反移情相对，被称作投射性反认同
（Grinberg，1979）。在反移情中，治疗师未被消化的个人情感被来访者的移情所
触动和唤醒；相对于此，在投射性反认同中，治疗师的反应（无论这里是真正的
治疗师还是组员治疗师）根本上都取决于那名愤怒的组员所投向治疗师的那些充
满怨恨和毁灭的情绪。
这种定义上的区别，对于这些患有人格障碍的组员和针对他们带入小组的
前俄期愤怒的治疗是有很大影响的。在对这种愤怒做出正式回应前，治疗师拥
有一定的优势，他可以首先观察、体会和化解那 7 名组员治疗师的投射性反认
同。这样一来，治疗师就可以选择和剔除组员治疗师们的干扰性反应，从而集
中精力来高效地对那名愤怒组员做出干预。

结语
在团体心理治疗中，敌意是不可避免并可以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对于它的
理解和管理是成功团体领导的关键。敌意的来源可以取决于小组发展的不同时
期，或者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敌意本身有时会作为团体的阻抗而表现出来。
治疗师本人对于敌意是更具有建设性还是更具有破坏性的解读倾向，决定
了这种情感的表达在小组活动中是受到鼓励还是会被阻止。对于敌意的治疗性
处理可以通过对于多种理论模型的熟练运用，以及对敌意本身防御功能及沟通
功能的理解得以加强。治疗师对于违约行为的公开谈论可以鼓励组员们敞开心
扉。对于迁怒于替罪羊现象——团体中一种常见的敌意表达方式，其最佳处理
方式是把小组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读。自恋创伤和对于一个带有自恋人格特质
的组员的伤害都可以表现为敌意；然而对于这两种敌意的干预方式却所有不同。
反移情反应包括治疗师针对小组的敌意和治疗师对于小组中敌意表现的反应。
对于前俄期愤怒的普遍反应与反移情是相对立的；我们还讨论了在小组设置环

comment on contractual violations encourages the acknowledgment
of feelings which otherwise, would go undiscussed. Scapegoating, a
common expression of hostility, is best handled by group-as-a-whole
interpretations. Both narcissistic injury and injury to a member with
a narcissistic character can present as hostility; however, therapeutic
第2章
intervention for each condition differs. Countertransference reactions include the leader’s hostility to the group and the leader’s
reaction to hostility in the group. Universal reactions to preoedipal
rage are contrasted to countertransference; implications for handling
境下处理前俄期愤怒的影响。
preoedipal rage in a group setting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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