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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5 在临床心理咨询的来访者中，学习障碍是一种存在于青少年中非

常普遍的问题，一些学习障碍的背后隐藏的是情绪问题，这些可能来自

于不良的家庭互动。因此解决这类学习障碍从家庭入手，采用家庭治疗

的方法会取得良好的效果。通过一个学习障碍的个案的 1 次咨询，系统

介绍了家庭治疗的过程及家庭的变化。

主题词：学习障碍；家庭疗法；青少年

! 引言

在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中学习障碍是一个极为

常见的问题 ! "# $ %。由于此个案的家庭治疗效果很好，因

此提供出来作为治疗学习障碍的一种参考。本案例是

一名初中二年级的男生，!" 岁，他以学习障碍为主诉

预约治疗。治疗从 #$$# % $" 底开始，采用的是系统家

庭治疗，每次治疗时间为 ! &，共计 ’ 次，前两次间隔 #
周，后两次间隔为 ! 周。

" 首次治疗

首次治疗时，林林和父母 （父亲年龄 (’ 岁，母亲

(# 岁）进入治疗室后，林林选了和治疗师 (") 对坐的

单人沙发，妈妈坐在三人座沙发紧邻林林的那一侧，

爸爸选择坐在三人沙发另一侧边上的一个椅子，他靠

在椅子上时三人沙发的靠背对他形成遮挡，从治疗师

斜对他的方向只能看到他半边脸，爸爸的座位选择明

显表明他的不愿参与的态度。

治疗最先询问了是谁愿意来治疗的，林林说是他愿

意来治疗的。因为治疗中心的预约需要排很长时间，预

约的工作是妈妈在做的，她经常打电话询问预约情况，

并终于抓住一个空下来的时间段插队进来，林林和他妈

妈的行为反映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治疗的动机。而爸爸一

直没有参与，他靠在椅子里，几乎要睡着了，在整个治疗

中他真的有睡着了的时候。他的脸色惨白，看起来身体

非常的虚弱，比起他的妻儿，他的精力明显不足。

谈话很快进入林林来治疗的主要目的，林林认为

他的主要问题是学习问题，他觉得自己很想学习，但是

就是学不进去，成绩非常不好。同样的问题转向他的

父母，他妈妈说他们没有给孩子压力* 但以林林目前的

成绩根本连高中都考不上，妈妈觉得考不上就算了，但

是林林却不想放弃。从中可以判断林林的学习障碍不

是来自家庭的对成绩过分期待，在这方面家庭是不存

在问题的。林林有个很好的资源就是在学习方面他有

着极强的向上的动机。

在问及林林的学习障碍发生时间时，他的问题产

生原因得以暴露。他是在小学 ( 年级开始出现问题，在

那个时候，他家原来的房子动迁，他们搬到靠近郊区的

地方，他转入了一个当地小学。那所小学的教学质量

很差，他的成绩迅速下降。当他拿着不及格的成绩单

给妈妈时，妈妈备受打击，妈妈当即出现了严重的躯体

反应，典型的症状是喷射样呕吐，送医院后确诊为高血

压危象，那时妈妈不到 ($ 岁。母子俩相互补充完成这

段陈述，在这个过程中林林的眼中是含着泪水的。从

那次事件后，林林每次考不好的时候都不太敢告诉妈

妈，妈妈的那次生病成了他创伤性的记忆。林林通过

叙述使自己的情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宣泄。

系统家庭治疗中有一个很重要过程是通过访谈描

绘家谱图，它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家庭关系的特征 ! & %。在

林林和他父母的核心家庭中，林林和他妈妈的关系是

非常亲密的，父亲和他们母子的关系都很疏远，从治疗

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父亲基本上就没有参与进来，一

直保持远远的距离。林林父母都是高中毕业，林林的

妈妈普通的私营雇员，工资不高，爸爸是司机，工作时

要保持很高的警觉性，他回家后总是感觉很累，他在家

时做的事情几乎都是睡觉。林林从小是妈妈一手带大

的，爸爸很少参与，妈妈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而

且看起来很乐观，从她不断给接待室打电话可以看出

她是一个有着锲而不舍的精神的人，这些可能都对林

林是很好的榜样作用。

接着是了解林林父母的家庭结构，爸爸是他原生

家庭中的老小，他的父母已经死亡，在他父母死后他几

乎不再和他的哥哥姐姐有任何来往。妈妈的父母也已

经死亡，她是家中的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两个弟弟

在事业上都非常成功，妈妈和她的两个弟弟住得非常

的近，来往密切，他们都很喜欢林林，对林林很好。

根据系统理论，出生的顺序不同，即个体在兄弟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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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中所处的位置的不同，其人格有着不同的特点。例如，

老大是比较有责任感的，力求完美；老小是被关注被保

护的对象。系统理论还认为如果一个人和其配偶在排行

上是匹配的，例如丈夫是老大，而妻子是老小，或者相

反，那么这种婚姻的长期稳定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 #。在

林林父母的身上这一理论是有着深刻的体现，虽然爸爸

不参与，但是他们的婚姻稳定的，妈妈是可以接受爸爸

的行事风格，妈妈是执行照顾爸爸的角色。妈妈作为老

大的责任感还表现在她对弟弟的照顾，以及对林林的照

顾。作为老大，妈妈也经常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对很

多事件都表现出很强的操纵性。

在治疗的过程中，林林曾一度表现出他很有幽默

感。针对他的幽默感提问，使得这个话题进一步深入，

他说他在课堂上经常接老师的话，对老师的话做歧义

的概括，很像接三句半的最后半句话，经常逗得同学

哈哈大笑，他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是非常得意的。治疗

师给他解释是，这种幽默是需要很高的智力水平的，

而且对语言要有精准的把握。

在问到他什么时候都会用这种幽默吗，他说在很

厉害的老师的课上他不会，只有在不会伤害他的老师

的课上，他才会逗大家乐。对于这一点治疗师也给他

做了解释，就是他有很强的人际敏感度，对自己的行

为有很强的控制能力，他很聪明地知道如何保护自

己，也知道何时需要做出妥协。

因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很好，以及幽默感所必须具

备的语言能力，治疗师推测他的语文会很好，治疗师的

陈述本身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他也证实了这一点，他的

语文成绩不一定很好，但是他的作文水平是很高的，这

一直是他考试的拿分点，他在说到这些时是很兴奋的。

治疗的气氛从这个话题后开始发生转折，这是一

个发现资源的过程，不仅仅是向孩子呈现他的资源，

也让父母看到孩子的资源。家庭治疗是非常强调资源

取向的 ! $ #，对于孩子资源的发掘和以及正性的肯定，有

利于孩子形成正性的自我概念，并使其认识到他有能

力为自己负责任。

之后话题又回到了他的学习问题以及和妈妈的密

切关系。以前他妈妈都是监督他学习，到了他初中的

时候，他妈妈觉得精力不够而且初中的内容也不懂

了，就不再做他的伴读了，但他妈妈的拒绝是突然的

和全面的，不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孩子是有不适应的。

在这里治疗师对林林做了一个小小的挑战，治疗师问

他是不是他和妈妈的关系太密切了，他是不是想和妈

妈永远绑在一起。

以上是首次治疗的主要内容，在治疗中，更多的是

通过循环提问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呈现自己对事件的看

法、信念和价值观，促进家庭成员的理智思考，这是自

我分化必不可少的过程。这个家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

的资源是他们家庭中是没有什么禁忌的，他们都说在

家里面说什么都是可以的，如果一个家庭有极为痛苦

的并且害怕他人触碰的事情时，治疗就会相对困难。

! 第 ! 次治疗

第 ! 次治疗时，林林的情绪要比第 " 次好。在问及

他有什么改变时，他讲了一件小事。他说有一天在自

己的房间做作业的时候，他的妈妈到他房间里来回晃，

他不喜欢妈妈呆在他房间里，他就打手势让他的妈妈

离开，他妈妈说刚开始她还不懂孩子是什么意思，后来

终于猜出来孩子是想让她出去。他在解释为什么采用

这种打哑谜的方式时，他说这种方式比直接要求妈妈

出去更不伤人。妈妈对这件事没有受伤的感觉，她没

有想再把她和儿子的关系拉回到原来的位置。

林林这种要求保有自己更大空间的行为是有很强

的象征意味的，这体现了他和母亲密切关系做出的修

正，是一种成长。这种成长一部分来源于他对自身能

力的认可，也可能还含有对治疗师上次治疗的挑战做

出的反击，毕竟他处于青少年期，对权威的反抗是这个

时期非常重要的心理特征。#$%&’ 系统家庭理论非常

强调的就是自我的分化 ! %& ’ #，林林已经开始学会关注自

我，以前他是把更多的能量投到妈妈身上，他对妈妈的

病是超级敏锐的，现在他和妈妈的交流中已更为理

智。这次治疗，爸爸依旧选择坐在他上次坐的位置，治

疗师说他在那个位置治疗师看不到他，要求他坐在三

人沙发上，爸爸选择坐在离妈妈最远的那一侧，中间还

有一个人的空位。在家庭中的三角关系是家庭中最为

稳定的单位，家庭中一个成员的变化会影响到整个家

庭，这种位置的变换拉近了爸爸和家庭的成员的距离，

而林林和妈妈的距离已经在变远，这可以使原先家庭

的三角关系得以矫正。

治疗的话题很快又回到林林学习不好与他妈妈的

身体关系的问题上，作为一个未完成事件，林林的许多

能量都集中在这上面，因此这个话题在治疗中会反复

出现。治疗师对此做了一个关键性的提问：他是不是

担心爸爸妈妈会死了，他就没人管了。当治疗师问完

这个问题后，林林的表现是非常的犹豫，不知道该如何

回答，就这样处于僵持气氛有一段时间。然后是妈妈

打破了僵局，妈妈保证他们是不会死的，而且说即使他

们死了，他的舅舅们也会照顾他，而且以前舅舅就答应

林林如果能考上大学，舅舅出学费。林林听完这些后

表情变得很放松，这个长期困扰他的问题得到了满意

的答复。

这种关于死亡的问题在家庭中一般是禁忌，孩子

会担心父母身体不好，但是却会极力回避父母死亡这

种问题，但是这通常又是症结所在。从脐带的剪断就

标志着孩子走向了独立，但是如果人类的婴幼儿离开

父母的抚育和保护而仅靠自己的力量生存，那么等待

他们的只有死亡 ! ( #。即使孩子逐渐长大，但在没有独立

生活能力之前，这种对父母离开和死亡的恐惧依然存

在，而更深层次上是孩子对自身死亡的恐惧。对于死

亡这个核心问题，在触碰时要十分小心，必须注意到家

庭是否有足够的资源能应对这个问题，从林林的家谱

图中可以发现母亲这一方的家庭支持系统是非常好

的，这也是调查代际关系时可以抓住的重要线索。

当话题回到爸爸身上后，在说到他爸爸的身体不

好，什么都不参与时，治疗师对林林做了一个假设性提

问：他会不会觉得他更像爸爸，爸爸更像儿子，他在照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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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爸爸。对这个问题林林很兴奋地回答说对呀对呀，

他是经常照顾爸爸，爸爸回家后，他就为爸爸做这做

那，他在执行爸爸的功能。通过这种提问使得家庭结

构中的问题暴露出来，迫使爸爸和儿子都重新正视这

种异常的家庭结构。

系统家庭理论认为对父母问题高度敏锐的孩子可

能采取对家庭过度帮助的方式深深地卷入到家庭问

题之中，但这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过度的负担最终也会

使孩子出现问题。只有当父母关注的是对自己负责

任，并且尊重他们与孩子之间的界限，孩子才会对自

己负责任，并能够尊重与父母之间的界限 ! " #。

在这次治疗快要结束时，妈妈对整个治疗很不满

意，她认为治疗师并没有教她儿子怎样学习才能提高

学习成绩，妈妈说这些话时是非常愤怒而且是咄咄逼

人的。治疗师对妈妈做的反应是告诉她如果孩子的学

习障碍是因为心理问题，那么我们可以解决，但是治

疗师不是老师，不会具体教授林林如何做每一道题

目。因为在两周后学校已经放假，这学期不再安排治

疗，就和他们商定如果需要下个学期再决定是否继续

治疗。本次治疗在很不愉快的气氛下结束。

去除三角关系是治疗关系中关键的一环。因为在

家庭中三角关系是比较稳定的关系，为了系统的稳定

往往有第三者的被卷入，在治疗中很可能是治疗师成

为被卷入的第三者，家庭成员把家庭中存在的焦虑传

递给治疗师，因此治疗师要在治疗中避免被卷入。治疗

师在拒绝被卷入的过程中，也为家庭其他成员树立了

榜样，即如何成为独立的个体、如何摆脱三角关系的束

缚 !$ #。治疗中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治疗不是为了取悦于

来访者，在拒绝接受妈妈的操纵过程中，治疗师是要承

受很大的压力的，但是只有这样孩子才能从治疗师身

上学到如何和母亲分离，如何从三角关系中脱离出来。

! 第 ! 次治疗

! 周以后这个家庭又来到治疗室，令人很吃惊。因

为上次治疗结束时和林林妈妈的冲突很大，所以预计

这个家庭很可能拒绝治疗。而且这个治疗是两周 ! 次

的，两周后放假不再安排治疗了，由于林林十分想在

这个学期再来治疗，他妈妈就每天往治疗中心打电

话，正好有个家庭不来空出了一个时间段，他们又一

次插队进来。

在问林林为什么这么急于来治疗时，他的回答是

他上次治疗后感觉特别好，但是他具体也说不清楚到

底好在什么地方。妈妈对林林这段时间的表现是肯定

的，林林从第 ! 次治疗到现在有 " 周的时间，他的作业

都能认真完成，不像以前那样总坐在那儿学习，结果

却一点效率都没有。在这次来治疗时，爸爸也是比以

前热心参与，妈妈说爸爸这回开车送他们来是非常主

动的。家庭中的这些变化看起来很小，其实这种变化

是惊人的。

在这次治疗中，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林林的价值

观。林林提到他学校的老师，他对那个老师的某些行

为很不满意，但是只说了一点点就觉得不对，就解释

说其实这个老师也有好的地方。问他为什么这样表

达，他说妈妈认为说别人坏话不好。对林林做出的解

释是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你妈妈也会做这

样的事情，治疗师也会，这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表述

不满，不等于说就认定你不满的对象一无是处。

孩子的价值观很容易受到父母的影响，当孩子的

超我过强时，其很可能采用的行为模式就是压抑自己

来符合父母的极端完美的道德要求。这样做的结果是

孩子会认为自己本身的情感、想法以及行为是不好的，

他们试图扮演父母理想中孩子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往往迷失了自我。

此次治疗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林林又描述了一

些相似的问题，比如他很不满意他现在的中学同学，因

为他的同学多是农村来的，都很不注重卫生。他知道

他可以说出心理的想法，在治疗室里不会对他做出道

德的评判，以前他就担心别人说他歧视，在这里让他明

白的是他在呈现的是一个事实，与歧视无关。本次治

疗就此结束。

到了下个学期打电话询问他是否还需要预约治疗

时，是林林接的电话，在电话里，林林显得很高兴，他说

他不用来治疗了。在问及他的学习时，他说他的成绩

已经全面提高了，他举了 ! 个例子，他以前的数学成绩

多是四五十分，现在能达到八九十分，他不再需要来治

疗了。林林的治疗到此就全部结束。

" 讨论

林林来访时的问题看起来是学习障碍，但是实际

上却是一个家庭关系的问题，在解决了家庭问题之后，

林林的学习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林林治疗后的改变是

非常快的，但并不是每个治疗都能见效迅速，有些治疗

的进展可能会非常的缓慢。林林的迅速转变是因为他

有很多的资源，如林林有很强的学习动机；这个家庭也

有很强的求治动机，而且家庭功能相对较好；林林的智

力没有问题，林林的自尊没有受损；而且家庭关系问题

也不是很严重等等。而且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不断让家

庭成员了解到他们的这些资源，并且充分利用了资源

来使患者有能力面对其核心的问题。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在做以儿童为中心的家庭治疗时，除了要注意治疗

的重点是调整家庭关系，还要具备相应的关于儿童青

少年心理的知识，这样才能够使得治疗得以深入。

注：本文中林林为化名。

致谢：本文在钱铭怡教授指导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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