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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少年在青春期这个过渡时期会出现不同的问题, 其中心理问题尤为

严重, 它可能涉及早年的父母教养问题, 甚至可能是更上一代人的创伤所致。我们

可以从一个家庭视角看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成因, 以及青少年的转变造成的家庭困

扰。因此, 在青少年的心理干预中, 家庭心理治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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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linical observation it is found that young people have

different 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especially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which may have resulted from influence of their parents in the early years, even the

hurt of older generation. We may analyze causes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adolescents from a family perspective and the family problems caused by the change

of the adolescents. Therefore, in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f the youth, family

psychotherapy plays the pivotal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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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研究

在从事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治疗的过程中, 我发现来诊儿童的比例很小, 更多的是青少年。

从我的临床经验来看, 家庭治疗是更好的选择。家长带孩子来咨询的原因多半是和孩子产生了

不可调和的冲突, 而且孩子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家庭的问题。在面对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或者他

们和父母的冲突时, 我们首先要明确问题是开始于青春期还是开始于更早的时期。如果只是青

春期的问题, 那么只要重新调整家庭的规则, 给予父母和孩子正确的信息和相处技巧即可; 如果

始于更早的家庭问题, 在青春期才爆发出来, 那么就需要比较长期的治疗了。青少年来咨询的最

主要原因是学习障碍, 学习障碍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 如抑郁、恋爱困惑、网络成瘾、学校老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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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行为、父母的过度干涉等。也有少部分家庭只是咨询简单的青少年转变中的问题。下面我

们将介绍家庭治疗的应用, A 案例来自于对正常家庭的访谈, 其余家庭为临床案例。

一、青春期常见问题的处理

青少年在变动的这个时期, 他们变得更聪明、更复杂、更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决策 , 但同时他

们也很容易处于矛盾、困惑和应激之中[1], 孩子要求更多的自由, 表现出更多自己的见解。对于

青少年的这种变化, 父母往往不能及时做出相应的改变, 父母和孩子就会有更多的冲突。而这些

青少年期普遍存在的特征很容易使家庭受到影响, 并对父母和孩子的心理健康产生冲击。

小 A 来自一个正常的家庭 , 在访谈中发现这样的家庭也是受到青春期困扰的。小 A 的妈妈

说小 A 最大的缺点就是老顶嘴, 父亲帮腔说孩子就是不面对自己的错误。小 A 辩解说他觉得自

己是对的, 妈妈认为他是在狡辩。妈妈不听孩子的辩解, 孩子也拒绝接受父母的观点。在争执中

大家的情绪都变得不好。

青少年开始不断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见, 妈妈所说的“顶嘴”就是孩子和父母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 妈妈把它定义为“顶嘴”, 是相对贬义的词汇, 而对于不同的意见 , 亲子之间的交流被称之

为“狡辩”。青少年变化的不适应会导致双方情绪都受到影响。比如妈妈说她自己挺生气, 而且父

母描述孩子赶上情绪不好也会生气。青春期对父母和孩子而言都是相当艰难的, 需要父母和孩

子不断地相互调整和磨合。否则很可能导致激烈的冲突, 以至于两败俱伤。除此之外, 家庭的其

他方面也会影响着家庭, 比如青少年需要更多的空间和信任, 父母却没有做出适时的调整等。

青少年虽然开始要求更多的自由和弹性, 但并不是要和父母完全分离 , 他们要求的是与父

母有一定程度的分离, 但仍然保持和父母的密切关系。父母仍应是青少年支持的主要来源, 而不

应被不断扩大的代沟彼此分离成敌对的双方[1]。他们还期待信任。青少年承受的不只是来自家

庭的压力, 还有来自学校的环境以及自身学业的压力; 在外界的压力下, 青少年更希望获得父母

的支持, 家庭仍是青少年不可忽视的力量源泉。

在针对这样短暂的青春期问题做咨询时, 家庭治疗的切入点主要是将青春期发展正常化,

要能看到积极的一面, 给予家庭足够的信息。对于小 A 的家庭, 治疗师要对父母表达共情, 理解

父母在权威受到挑战后的心理不适。同时我们要让父母理解, 正是由于孩子在智力和语言方面

都有了大的发展, 才可能在争辩中和父母形成对抗的局面, 让父母和小 A 看到青春期正性的一

面。在这个案例中, 小 A 的家庭还是很好的, 虽然父母不是很高兴 , 但是争辩还是被允许的 , 这

个家庭仍然具有一定开放度。向他们的家庭解读这一信息, 可以让家庭对自身更有信心也更为

接纳。对于小 A, 除了让他理解这种和父母的冲突是青春期正常的表现之外, 还要让他知道他在

青春期的变化是主动的, 而父母是被动的, 不得不做出很多适应性的调整。如果小 A 给父母一

些调整时间, 能理解父母改变的艰难, 那么小 A 的困扰就会有所减轻。

家庭治疗师还可以帮助父母更好地知觉和理解孩子传递出来的信息, 特别是这种需要更多

私人空间的要求。父母要学会如何与孩子进行适度的谈判, 而不是强势地要求孩子继续遵守原

来的规则, 更不必用攻击和内疚的方式试图保持自己的权威。谈判是青少年家庭治疗中非常关

键的内容, 妥协是相互的, 父母和孩子都要做出适当的让步。家庭治疗的好处是治疗师可以作为

谈判的中间人, 让谈判能在公平且有规则的方式下进行, 减少相互的攻击和指责, 并可以给家庭

示范如何进行谈判, 解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尤其是青少年在获得自己更多权利的同时, 要有更

多的责任感。

正常的青少年在成长中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困扰, 通常他们的父母不会寻求家庭治疗的帮

助。一般经过一定时间, 这样的家庭可以做出适度的调整, 不需要治疗师的介入。当然也会有家

庭因此而来寻求专业的帮助, 治疗师的有效介入会使得家庭更平稳地渡过困难时期。这从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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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角度也提示我们, 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前给予父母和孩子相应的心理教育 , 将有助于家庭为即

将发生的改变做好心理准备, 让父母和孩子对未来的变化更有控制感、更积极、更正性。

二、青少年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

青春期极易出现与父母及他人之间的人际问题。要区分他们的心理问题是开始于青春期还

是开始于更早的时期。青春期经历的问题相对短暂, 会在成年开始的时候得到有效缓解, 很少发

展为长期问题。就如前面提到的对青少年一般问题的处理, 心理治疗相对简单, 需要的时间也相

对较短。如果问题始于更早的时期, 比如童年期或者上一代的问题, 情况则更为严重和复杂, 治

疗也更为困难, 需要的时间更长, 但青春期本身的特点往往会掩盖早年存在的问题。有效识别早

年的问题将有利于心理治疗的深入, 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下面一些案例将从不同方面介绍

来诊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特点以及相应的分析和处理。

1. 源于童年的创伤

林林, 15岁, 男, 初二学生, 来诊原因是学习问题, 这是我曾经发表的一个案例[2]。问题转向父

母, 妈妈说没有给孩子压力, 从中可以判断林林的学习障碍不是来自家庭对成绩的过分期待。在

问及林林学习障碍发生的时间时, 原因得以暴露。他在小学4 年级开始出现问题, 他家搬到靠近

郊区的地方, 他转入一当地小学。那所小学教学质量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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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即出现严重的躯体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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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岁。母子俩相互补充完成这段陈述, 在这个过程中林林的眼

中含着泪水。从那次事件后, 林林每次考不好都不太敢告诉妈妈, 妈妈的病成了他创伤性的记忆。

由此叙述可以看出, 林林学习不好与妈妈的身体问题有着密切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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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父亲的身体也不好,

而身体不好和死亡有着密切的关系。对父母死亡的担忧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成长过程有着极

为负面的影响。死亡的问题在家庭中一般是禁忌, 孩子担心父母身体不好, 却会极力回避父母死

亡的问题, 而这通常又是症结所在。剪断脐带就标志着孩子走向独立, 但是如果婴幼儿离开父母

的抚育和保护仅靠自己的力量生存,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3]! 因而这种对父母离开和死亡的恐惧

从更深层次上讲是孩子对自身死亡的恐惧。所以对于死亡这个核心问题的处理, 对于早年妈妈

因他学习不好而发生高血压危象那个严重创伤的修复, 是整个治疗能否成功的要点。

早年问题如果被治疗师忽视, 治疗就可能会停滞不前。但触碰创伤时要十分小心, 必须注意

家庭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应对这个问题, 否则咨询只是扒开创口, 使得问题更加严重。

2. 源于上一代的创伤

小 D, 15 岁 , 男 , 初中一年级学生 , 来诊的主要原因是学习问题 , 父母认为他上课不注意听

讲, 聪明但学习成绩不佳。咨询中发现他主要是人际方面的问题。他在人际交往时充满了敌意,

非常担心别人看出他的内心世界, 时刻保持着紧张状态。他对整个世界及所有人际的解释都是

较负面的, 认为别人都是恶意的, 都可能会伤害他, 总是处于防御的状态。事实上, 这都是他投射

出的对外界的敌意。他的紧张和防御状态、对自身敌意的压抑会耗损很多能量, 不能开放地、安

全地面对外界, 这直接影响了他的学习。

在询问小 D 人际问题的过程中, 上一代的创伤进入了治疗师的视野。小 D 的爷爷是在“文

革”的时候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 由于当时恶劣的环境郁郁寡欢而得癌症去世了。小 D 的奶奶

则经历了双重的丧失, “文革”中丈夫的死亡以及早年她父亲因为政治的原因死亡 , 痛苦的经历

让她形成了谨小慎微的性格特征。小 D 的爸爸作为家中独子, 承袭了家庭中所有的苦难, 他在

极不安全的环境中长大, 因为曾经的身份在升学就业等方面受到过很多的限制 , 他的成长隐含

了很多被迫害的成分。现在他有博士学位, 在工作单位中是中层领导, 但他却很难摆脱被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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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小 D 的妈妈家庭中虽然没有这么严重的创伤, 但是因为她是家中排行中间的孩子, 受到

了一定的忽视, 也有些自身的问题。

“文革”过去了 30 年 , 留在小 D 爸爸身上的印记依旧存在 , 甚至在他儿子身上也有深刻的

体现。小 D 父母在解释外界事物包括人际关系时, 话语中依旧留有他们被伤害的感觉。小 D 发

展出的策略是替爸爸和爷爷报仇, 向攻击者认同而不是成为受害一方。但是成为攻击者是会受

到报复的, 他又不得不压抑他的攻击性, 在施害者和被害者之间摇摆。

这个案例的治疗要点是让来访者认识到, 现在已经不是三四十年前了 , 要活在现在而不是

过去; 承认“文革”时期的危险与恐怖, 爸爸和奶奶的谨小慎微是当时发展出的最好的策略。但是

时代变了, 整个家庭要有更好的应对外界的策略, 现实相对“文革”而言是更为宽松和安全的世

界, 要更为积极地看待世界 , 使整个家庭走出“文革”的阴影。小 D 在治疗的过程中学习方面表

现出明显的进步, 上课能注意听讲, 成绩有了提高。

3. 青春期恋爱的问题

小 E, 15 岁, 男, 初中二年级学生 , 因为学习问题和恋爱问题来诊。家庭中同样存在上一代

的创伤, 这里我们单就恋爱问题进行讨论。和小 E 的家庭进行了一次家庭治疗, 发现父母没有

对小 E 的恋爱有过度的反应, 不需要对家庭做更多的处理。之后, 因为涉及到小 E 不愿意告诉

父母他恋爱的情况, 转入针对个体的治疗。

小 E 喜欢一个女孩子 , 后来和另一个男孩子还有一场“决斗”, 他输了 , 那个女孩子选择了

那个男孩。他觉得这次恋爱失败如同世界末日到了; 另一方面, 他觉得大家都会知道他是一个失

败者, 而事实上只有他、那个男孩和女孩在场, 没有别人看到。

治疗师问小 E: “你觉得一个人从恋爱到结婚, 可能会谈多少次恋爱? ”小 E 很防御地说: “不

同的人, 次数不同。”他拒绝正面回答问题。治疗师继续问: “平均一下会有多少次? ”他犹豫了一

会儿说: “大约 10 次。”当他回答出这个数字时, 感觉他松了口气, 不再觉得自己那么失败。在我们

中国的教育中不提倡青少年恋爱, 其中一个解释原因是青少年的恋爱都不会成功。这种说法是对

青少年的误导, 其中暗含的意思是如果是成人就可以一次恋爱成功, 或者青少年认为只有成功的

恋爱才可以被认可, 或者我们推崇的是绝对不可以有失败的恋爱。而实际上, 即使成人恋爱的过

程也是不断尝试的过程, 一次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当小 E 以为一次失败就是全部失败时, 他的情

绪会受到非常负性的影响; 而当他了解这次失败只是生命长河中的小问题时, 他对自己的整体评

价就不会那么负性了。

青少年认知能力的改变表现在自我意识的提高。当我们有自我意识时, 我们思考其他人怎

么思考我们, 这是一种能力、一种成长。但同时, 由于自我意识的增强, 青少年会想象他/她的行

为成为他人关注的中心, 就好像有一群想象中的观众在看着他/她[4]。小 E 心情不好的另一个原

因是, 虽然只有他们三个人知道那场所谓的“决斗”, 但他会觉得学校的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失

败。治疗要做的是让他了解并没有那么多同学会记住他的事情, 会有很多人关注他完全是他想

象出来的。另外, 他注意的是“决斗”的失败, 我们重新建构这个事实的时候, 也可以解释为也许

同学会认为他很有勇气, 或者输了也表现得很有风度等。通过这些认知方面的改变, 小 E 由恋

爱所导致的情绪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小 F, 女, 16 岁, 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 来诊原因是恋爱影响了学习成绩 , 她和妈妈一起来咨

询。她很想好好学习, 但是恋爱会牵扯很大的精力, 男朋友的一举一动都让她的情绪有所波动。

早年经历对目前的状况有很大的影响 , 小时候父母关系不好 , 在她初二时父母离异 , 她跟着母

亲, 后来母亲再婚。对现在家庭的评估结果是母亲和继父都是能给她提供支持的人。

小 F 童年时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 父母冲突时 , 她会去调停并安慰妈妈 , 承担了一个孩子

不该承担的责任。她担心妈妈没有能力, 要照顾妈妈的情绪而承担了过度的责任, 但是她对情感

有着强烈的需求, 导致了她和男友之间的纠缠。Minuchin 的结构家庭治疗认为 , 家庭中要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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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等级结构, 父母的等级要高过孩子, 这样的家庭才是功能良好的[5]。而在小 F 家庭中等级出

现了翻转, 治疗师让小 F 和妈妈看到小 F 的功能过度, 以及让小 F 看到妈妈不是像她想象的那

么无能, 妈妈是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 让小 F 重新体验作为小孩子被保护的感觉。她可以向妈

妈撒娇, 可以向妈妈叙述她的情绪, 从而减缓她对男友的强烈情感需求。

小 F 在学校里除了男朋友外没有其他朋友, 在青春期本该发展的同伴关系她没有完成。在

咨询中, 小 F 了解到同伴特别是和同性别同伴交往的重要性, 她同意努力在学校找几个心态比

较阳光的女生做朋友。当小 F 退回到孩子的位置, 重新体验被关爱、被保护的感觉后, 她对男朋

友的情感需求就不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同时她在学校交了三四个女生做朋友, 也在一定程度

上减少了和男朋友的情感纠缠。她发现她的一些压力在同伴身上也或多或少存在, 这也缓解了

她的部分焦虑。虽然她的学习成绩还没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她的情绪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

来自恋爱的困扰也显著缓解。

4. 父母的过度干涉、情绪问题

小 G, 女, 初中二年级, 因学习成绩非常差前来咨询, 由妈妈和继父陪同。在咨询中发现, 小

G 和妈妈的冲突非常严重, 她妈妈不仅仅干涉她在家里的行为, 还把触角伸到小 G 的学校。小 G

有什么情况老师都会通报给妈妈。孩子暴露在妈妈和老师的监视之下, 失去了自由。妈妈也拒绝

对此做出改变, 女儿也不相信妈妈会改变。

小 G 在叙述中说父母的期望是她能考上重点大学, 她的妈妈说她教育小 G 考不上大学就

没文化, 就不容易找工作, 就要像他们楼下的服务员给人端盘子。当问小 G 听完这些是什么感

觉时, 她的回答是“吓人”。

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往往不是调动孩子学习的正性动机, 而是试图通过负面信息, 以恐

吓或者内疚的方式来达到刺激孩子学习的目的, 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孩子希望能和父母商量, 自

己有发言权。当然这并不是要父母完全采纳孩子的意见, 只要采纳部分合理的意见孩子就会满

足。家庭能够做适当的调整, 表明家庭的弹性和适应性好。此案例的家庭比较僵化, 相互之间拒

绝让步和妥协, 最为严重的是孩子根本不相信妈妈会改变。

妈妈的原生家庭中, 她父亲( 孩子的外公) 是老干部, 因为没有学历, 在职务上没有得到进一

步晋升, 这是她父亲打不开的心结。他希望子女学习好, 但是妈妈这一代因为“文革”等原因未能

达成, 所以妈妈把所有的未完成的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

此案例中, 孩子表现出明显的情绪问题, 有抑郁的倾向: 没有学习动机、情绪低落、无助、退

缩、绝望等。咨询调整的目标主要是妈妈。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咨询, 首先要面对妈妈家族的创

伤, 帮助妈妈修复创伤, 其次是教给这个家庭如何谈判以增加家庭的弹性 , 如何给孩子以空间 ,

让妈妈减少在语言上对孩子的攻击, 增加正性的交流等。

从以上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 孩子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孩子的问题 , 而是过

去的问题和现在青春期存在的普遍问题纠缠在一起。青少年心理工作者需要理清其中的脉络,

而不是被一片混乱的家庭互动所蒙蔽。若能够识别哪些是青少年的一般问题, 那么给予家庭相

关的知识、正常化父母和孩子眼中所谓的异常、缓解家庭的压力, 就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当涉

及到过去的问题时, 则对治疗师的洞察力、治疗理论和治疗技巧有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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