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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绘画具有简便性、非威胁性、控制起来比较轻松、含有

大量的可解释性的内容 ,它已作为一种媒介来表达个体的恐

惧、愿望的实现、幻想等[ 1 ] 。绘制家庭这种方法最早可以追溯

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五、六十年代已完善发展出“画一个

家庭测验”(Draw2A2Family Test) [ 2 ] 。本次研究要求被试画一

张现实的家庭和一张理想的家庭 ,通过两张画的比较可以比较

清晰地呈现被试对家庭关注的重点 ,通过对被试绘画的分析 ,

展示了被试家庭关系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 ,并为家庭关系的

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

对象与方法

一、被试选择

本研究被试为大学生 30 名 ,年龄最小 19 岁 ,最大 22 岁 ,

平均年龄 21 岁。男生 16 人 ,女生 14 人。独生子女为 28 人。

二、实验方法

被试在 A4 纸的一面先画出自己的现实的家庭 ,然后在纸

的另一面画出自己认为的理想家庭。时间大约 15min。被试画

完后 ,让被试用简短的词记录理想家庭与现实家庭的不同。

结 果

一、分组

将家庭的画按环境中是否有人物进行分类计数 ,分为无人

物组和有人物组。

11 无人物组 :在所有 30 个人的 60 张画中 ,有 8 个人 15 幅

画是只有环境没有人。其中 7 个人在两幅画中均没有出现人

物。这 7 个人中 3 个人是关注居住大小的改变 ,2 人希望房子

变大 ;1 人希望变小 ,要简单才好。1 个人是因为原来的家庭闭

塞 ,希望和外界有交流 ,但地点不必改变。1 人是因为受人打扰

且视野封闭 ,希望有一个城堡。1 人是希望从城市喧嚣中搬到

幽静的地方。1 人现实的家庭象书房 ,理想的家庭象实验室。

另外一个人理想家庭是一个房子、山、路 ,没有出现人 ,他只说

要改变环境 ,从图中分析 ,也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以上 8 个人

主要关注的都是家庭环境的改变。

21 有人物组 :60 幅画中有 11 个人 18 幅画是只有人物而

没有存在任何背景 ,其中有 7 个人在两幅画中均只有家庭中的

成员 ;另外 2 幅画是现实家庭的画只有人物 ,其它 2 幅画是理

想的画中只有人物 ,现实中是有室内的一些背景的和人物。剩

下的 27 张画中都是既有环境又有人 ,13 人的两幅画是既有环

境又有人物。环境的表现形式有两种 ,一种是通过室内的一些

物品来提示是在家中 ,如 :沙发、床、桌子、电话等 ;另一种是房

子的外观提示是家。其中 8 个人两幅画都是用房子的内部结

构来表示家 ,有 2 个人两幅画都是用房子的外观来表示家。剩

下的 7 幅画分别属于 5 个人 ,是室内结构的 5 张 ,室外 2 张。

在这些画中只有 2 个被试的 2 幅画活动是发生在室外 ,皆出现

在理想的家庭中。

二、自我的特征以及关系的改变

11 自我的特征

自我的大小 :在 30 个人的画中 ,有 21 个人有自我的出现。

通过自我与父母的相对大小来对自我进行分类 ,结果是 21 人

中 10 人的自我要比父母小或者是瘦弱 ,有 11 个人的体形是和

父母相似。自我的位置 :21 个人中有 11 个人的自我位置值得

探讨 ,其中 8 个人是理想家庭的图中显示自我是处于父母之间

的 (7 个人)或者紧挨着父母一边坐着 (1 人) ;另三个人是在现

实家庭中自我所处的位置具有同样的特征 ,其中一人在父母中

间手拉手 ,另一人在父母中间和母亲没有距离 ,夫妻距离远 ,一

人是和父亲在一个屋的不同位置 ,母亲在另一个屋。其余个体

的自我位置的特征看不出典型性。

21 关系的改变

21 人中希望和父母关系更为密切的有 14 个人 ,其中 11 最

通常的表示是彼此之间距离的改变 ,或一起做些事情 ,比如吃

饭和看电视。21 人中有 4 人的改变是和父母分离。其中 3 个

人是上述自我位置在现实生活中和父母很近的人 ,他们希望和

父母分离。第 4 个人的分离是现实家庭中 ,家中的三个人分别

在不同的屋子 ,做不同的事情 ,他的理想的家庭的画中是海边

的一边有两个人以及一个房子 ,另一边是父母的两个墓碑。其

它 3 个人的画 ,关系改变属于不易归类 ,有两个女生是希望自

己有个哥哥 ,家中由三个人变成四个人。一个女生描绘家庭成

员 ,她和妈妈 ,妈妈和姥姥之间都有矛盾 ,她认为关系的改变是

只要妈妈变了就可以了。

31 家中孩子数量的改变

在 21 人中有 3 个人在画中表示出希望家中的子女数量有

所改变。其中两个女生是希望自己有个哥哥 ,家中由三个人变

成四个人 ,她们在言语描述中也具体提到了希望有一个哥哥 ,

这是她们比较关注的核心问题。与其对应的是在希望和父母

关系密切的人中 ,有一个男生是在现实家庭画中有两个孩子而

在理想家庭的画中变成了一个孩子 ,并且他是处于父母中间 ,

和父母手拉手 ,在画中他的身材比父母要小得多 ,他在描述中

是希望家庭关系更为紧密 ,没有提到要减少一个兄弟。

三、面孔的朝向及表情

在所有被试中只有两名被试的画中有两个的面孔是相对

的 ,都是父母相对。另有三幅三个人同在饭桌上吃饭 ,但看不

出明显相互的面孔相对。没有出现任何孩子和父母面对面的

画。大多数画的面孔是排成一排 ,看相画面外 ,或者是面孔都

指向电视机 ,也有少部分是家庭成员背对背各干各的事情。有

8 个人的画中人物的表情是有开心的笑容 ,其余被试的画中不

是表情一般就是没有画人物的五官。

四、电视

在家庭的绘画中 ,电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品。在其

中 7 个人的绘画中出现了电视机。有 5 个人是在现实家庭中

画出电视的 ,有 1 个人在理想家庭中同样出现电视 ,而另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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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画的是一家人都坐在那个面对电视的长沙发里 ,但电视没有

画出来。有两个人在理想家庭中画了电视。在围绕电视做出

改变的家庭皆为一家人都肩并肩坐在电视面前的长沙发中 ,有

3 个人也有 4 个人紧挨着并排坐的 ,他们用这种方式描述了家

庭的亲密程度。

讨 论

一、人物的缺失

首先 ,这些画面反应了未完成事件 ,在这些被试的心目中

环境是第一优先的考虑的 ,从环境的观感上都是有许多积极的

改变。其次 ,被试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压抑 ,推测被试根本不愿

面对或无法面对家庭人际关系 ,这种相对禁忌的话题就被压抑

到潜意识中去了。第三 ,有两个人中在描述时存在和家庭外沟

通的问题 ,他们都表达了对外界的不满 ,对这种不满的应对策

略是比较具有逃避性质的 ,他们不是关注家庭内部的人际关

系。在过去的研究中有相似的结果[ 3 ] 。

二、成长与分离

在画中描述成长与分离的人数相对较少 ,成长是一个不断

和父母分离的过程 ,但是分离不等同于成长。只有有 3 个人表

达了成长的欲望和动机的 ,他们在拉开和父母的心理距离 ,希

望有自己的空间 ,但是他们没有表示不再和父母来往。另有一

人表达中暗含着父母的死亡才会使其和父母真正分离 ,这符合

Bowen 系统家庭理论中的情感断绝 ,这种情感的距离并不代表

孩子和父母的情感真正的做出了分离 ,和父母彻底断绝并不代

表情感上的独立和成熟[ 4 ] 。

三、心理的趋近与不分离

结构家庭理论认为健康家庭的界限是父母与孩子分离并

组成各自亚单位 ,但是也允许各亚单位之间充分交流以达到亲

密与合作的最大化 ,父母应该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行为和孩子建

立清晰的界限 ,这样才是婚姻的基本关系[ 4 ] 。中国的父母多是

以孩子为中心的 ,但是如果没有健康的家庭代际之间的界限 ,

和孩子的过度亲密 ,是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的。在关系的改变中

有一半左右的人是希望关系更为密切 ,他们多是用躯体距离的

拉近来表示 ,其代表的更多的是心理上渴望拉近距离。在婴幼

儿时期孩子和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会使孩子变得更有能

力且有独立性[ 5 ] ,如果童年的依恋没有解决 ,自我就无法和父

母分离 ,个体的成长就会受到限制。

四、自我的力量

本次研究的被试都超过 18 岁 ,他们的身体应该是属于成

人的范围。但是在 21 个有自我的绘画中有一半左右的人的自

我要比父母的小的多 ,这显示虽然被试的躯体已经成年 ,但是

在心理是成熟度上是落后于年龄的 ,自我的力量是相对比较弱

的。在中国文化中父母相对于孩子是处于优势地位 ,父为子

纲 ,可能作为一种无意识的代代传承 ,孩子会潜移默化地形成

这种相对于父母自我来说比较弱小的自我。

五、子女数量的改变

青少年大多为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相对于非独生子女可能

更会感到孤独 ,有 2 个女生期望理想的家庭中增加哥哥。她们

希望另一个孩子是男孩 ,且比她们年龄大一些。一个人的人格

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在家庭中所处的功能位置所决定的 ,长子

在家庭中是领导者 ,他们努力工作能耐受挫折 ,对他来说接受

责任是很自然的事情[ 4 ] 。由此推断两个被试更希望自己是被

照顾者 ,而不是去照顾他人。在画中潜含的内容是在潜意识里

他是希望另一个孩子消失 ,他可以独得父母的关爱。从中可以

推测在和兄弟姊妹的竞争中 ,他是没有优势的。

六、人物的面孔的朝向

所有被试几乎没有出现两个人彼此面对面的画面 ,特别是

子女和父母之间没有彼此眼光注视的画面。大多数情况是父

母和子女的画中是排成一排的 ,还有是父母和子女的角度是九

十度 ,或父母和子女是分成上下两排的正面像 ,以及彼此背对

各自为政。家人的目光不是朝向一个方向 ,就是指向不同的方

向 ,各干各的事情。虽然许多被试的理想是家庭的内部关系更

为密切 ,但是画中人物面向的位置却提示家庭的交流存在着问

题。被试通过各种方式拉近和父母的距离 ,但是都没有出现人

际间彼此目光的注视 ,即使希望成长的被试其现实家庭的也没

有出现目光的交流。

七、互动的主动性

Wegmann 对人际互动的主动水平是这样分类的 ,主动和被

动的。主动的互动是指至少两个人有相互之间带有行动性质

的分享行为 ,例如打球、吃饭、彼此说话 ,野餐等等。被动的活

动为一起看电视、在同一个屋内读书、站在同一个地方等等[ 6 ] 。

在本次研究中的发现主动性活动的非常少的 ,基本上都是被动

参与或没有活动。被试基本上不是和父母呆在一起没有提示

干什么 ,就是看电视、吃饭、读书。图中基本的人物活动都在室

内 ,只有 2 个人的人物在室外 ,但也看不出在做什么活动。在

所有的画面中没有出现任何一种与体育有关的活动 ,人物都是

缺乏动感的。

八、电视在家庭中的作用

电视在画面中呈现的重要位置是一种投射 ,提示我们对电

视节目的关注可能远远超过人际间的亲密 ,人际间的亲密仅仅

是看电视过程中的副产品。在整个的 30 个人的画中 ,除了电

视 ,几乎没有人提出其它方式的娱乐活动 ,没有其它的途径可

以把大家吸引到一起 ,这可能提示我们生活的相对单调 ,整体

上缺乏变化。电视对我们生活的侵入的是极为深刻的。

对于绘画的研究 ,目前在国内还处于摸索阶段 ,但是绘画

作为一种投射测验还是能给我们提供很多我们纯访谈或问卷

调查所看不到的东西。虽然绘画的解释更受解释者的个人知

识背景的限制 ,但是此种分析依然可以为其它研究方式提供补

充的内容 ,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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