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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构建和谐家庭, 离不开构建和谐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系 统家庭团 体辅导对夫 妻关系、亲子 关

系改善有效。其中系统思想的应用与积极取向是系统家庭团体辅导成功的主要理论基础, 在家庭辅导中记秘
密红账、
阳性赋义、角色互换练习是其主要技术应用。建议家长注意夫妻关系的维护与与家庭 界限 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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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构建和谐社会, 离不开
构建和谐家庭。而构建和谐家庭, 离不开构建和
谐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从总体来看, 广大家庭
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是比较和谐的。但是连年

系与婚姻质量密切相关 [ 4] ; 父母行为对亲子关系
有重要影响 [ 5] [ 6] [ 7] 。本研究 将家庭 治疗 的理论
与技术运用到家庭辅导中, 以期达到改善夫妻关
系与亲子关系的双重目的。
家庭治疗( F amily T herapy ) 是以系统思想研

上升的离婚率及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

究家庭内部的心理过程、行为和沟通状况, 改善家
庭中的不良人际互动模式[ 8] 。家庭治疗者认为,

与专家的高度关注。针对现阶段家庭存在的问题

家庭不是由个体简单相加而成; 个体之间的关系

进行有效的对策研究, 便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
要内容。

网络, 以及家庭以外的大系统, 制约着个人的行为

按照社会学家的观点, 随着我国家庭结构的

及内在的心理过程。家庭成员的问题不全是他自
己的问题, 而是家庭系统的功能出现了障碍。因

小型化, 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的增多, 家庭稳定越

此, 通过一些技术 扰动 以引起家庭系统的变化,

来越依赖于夫妻与亲子这两种密切相关关系的好

个体也就发生相应的改变。该方法与传统心理治
疗的区别在于重视环 境与交互作用 对个人的影

[ 1]

坏

。在上古与中古时代, 家庭结构的重心在纵

向( 亲子关系) ; 现在, 家庭重心在由 纵向转为横
向, 由亲子关系转为夫妻关系。家庭结构的重心

响。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

在于家庭结构的基本三角[ 2] ( P66) , 它包含了两种
相互联结的关系, 即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 只有在

也从当初的翻译介绍, 逐步应用到心理咨询与治
疗中。对于家庭治疗在中国文化的适应性也有人

两种关系的分析比较中才能对婚姻问题有深刻理

做了研究。 既继承传统文化特点又借鉴西方文

解, 才能对婚姻质量予以判定。有研究表明, 婚姻
关系、亲子关系呈正相关关系[ 3] ( P608~ 611) ; 夫妻关

化精神的中国家庭文化属性, 为家庭治疗植根于
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 9] 。

的增加, 包括 家庭治疗 在内的心理咨询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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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P63~ 67)

系统家庭团体心理辅导即将家庭看作一个生
态系统, 通过一系列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从改善夫

系。
同时, 每个家庭成员的内在建构与
他外在的行为又会在接受家庭其他成员影响的同

妻沟通模式、
亲子沟通模式入手, 通过教给家长进

时, 反过来也影响其他成员的内在建构与外在的

行情绪管理, 澄清问题所有权, 学习爱的表达等,
达到改善夫妻关系、
亲子关系的目的。与原有的

行为, 其间的关系同样是反馈式的循环关系, 而不
是直线性的因果关系。因此, 根据系统论的家庭

家长学校相比, 它是以家庭成员的和谐幸福为目

观点, 家庭问题常常是循环影响, 抓住家庭人际关

的, 以共同成长为主线, 强调多维沟通, 多种关系

系就抓住了家庭问题的核心。在辅导中我们抓了

改善来进行活动, 而不是仅以儿童发展为中心, 以

两条线: 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 以关系改善作为辅
导的主线, 因此也就抓住了家庭问题的核心。

儿童的教育养成为中心。在本研究中我们对典型
的三口之家的家庭和谐定义为: 婚姻质量高, 亲子
关系和谐。其中婚姻质量高包括在婚姻满意度、
夫妻交流、解决冲突的方式、
角色平等、性生活等

( 二) 积极取向的系统家庭治疗技术的应用
每个家庭都做过很多解决问题的尝试。辅导
不是着眼于教育培训与支招, 而是将着眼点投向

方面满意度较高, 亲子关系和谐指亲子之间相互
尊重与接纳, 平等交流与沟通, 父母对孩子进行适

未来, 投向新的、
问题解决的可能, 并不去追求 究

度关注、合理的保护, 夫妻均以积极的态度, 采取

改变或者修正以前的错误 。这样做不给成员下
诊断、贴标签、判公平, 而是打乱以前的 游戏规

积极的方式处理冲突, 且教养态度一致。
具体活动安排是根据城市家庭文化特点设计
出一系列的以自我觉察、沟通、
情绪管理为主题的

竟是谁的错 , 而只重视 现在我们能做些什么以

则 , 让系统重新自我组织, 建立新规则, 使成员能

系列家庭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包括以下主题: 自

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摆脱了心理负担, 从而产生
出积极的改变行为的动机。

我觉察与民主家庭氛围的构建、
倾听与同理、尊重

咨客并不缺什么 是系统式家庭治疗的工作

与接纳、
情绪管理、表达与沟通、
行动感等。分六
个单元 20 小时对家长进行团体辅导。实验结果

假设之一, 其核心是相信咨客对自己的问题比治

表明: 1、
通过对家庭成员的辅导可以促使夫妻关

疗师更了解, 咨客系统已经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资
源, 只是未被发现或不再被使用罢了。基于这一

系改善。在反映婚姻质量的 12 个方面中, 在夫妻

思想, 我们在辅导中一直鼓励成员寻找和使用这

沟通、
冲突处理方式、
性格相容性、
婚姻满意度几
方面辅导前后都有显著提高; 2、通过对家庭成员

些被忽略或未被发现的资源, 应用各种手段进行

的辅导 促使亲子关系 改善。在反映 亲子关系的

积极的暗示和预言, 告诉成员自己已经具备这种
潜力, 只是有所保留而已。这与团体辅导要求的

10 个方面中有 4 个方面辅导前后差异显著, 这 4

民主的态度、平等交流、无批评原则是相一致的。

个方面是严格支配、期待支配、
不安保护、溺爱服

即资源取向, 引导成员挖掘自己的 潜力, 建立自
信, 从而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 系统家庭团体辅导后在以上几方面参加者均
能降低均值。

二、系 统 家庭 团 体辅 导 有效 的 理 论
分析
( 一) 系统论思想是家庭治疗的首要观点
将系统论的观点运用于家庭治疗, 也就是把

系统式家庭治疗的中心是帮人自助, 而达到
这一目标则有很多可操作的技术, 这就是系统式
家庭治疗之所以能够给人解除痛苦的原因。我们
的团体辅导理念也是积极取向, 利用成员各自的
资源。主要技术有:

家庭看成一个系统, 将家庭成员看成是组成系统

1. 记秘密红账
人人都爱听好话 , 听到表扬能使人保持良

的成分, 并认为家庭中每个成员都有他( 她) 自己

好的心境, 进而诱导出积极的行为。可是在日常

的认识事物的模式, 称为内在建构。内在建构决
定一个人的一贯行为模式, 一个人的内在建构与

的生活中, 我们有很多的教师和家长似乎总舍不

他外在的行为是相互作用、
彼此影响的, 其间的关

得给学生或子女以更多的表扬和肯定, 而是咬住
学生、
子女的缺点、
不良表现不放。系统家庭治疗

系不是直线性的因果关系, 而是反馈式的循环关

中利用 人人都爱听好话 的这一原理设计了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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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 记秘密日记) 治疗技术。我们在辅导时也采用
了此项技术, 要求参加培训的家庭成员对另外家

组成员将他们日常常见的问题情境提出来, 由小
组成员扮演不同角色, 指导者鼓励成员从不同的

庭成员的进步和良好表现进行秘密记录, 不准记

角度去分析、
体验不同的心理状态。活动后的 分

不良 表现和症状, 直到下次 活动时才进行分享。
这是一种积极诱导, 也是一种积极的 扰动 , 而

享 也非常重要, 可以促使团体成员相互启发、相
互影响, 这是个别咨询或教育难以达到的, 也是团

不是 缺陷取向 , 这就打破了原来家庭的不良 循

体活动特有的作用。

环 沟通模式。

( 三) 针对家庭主要问题的训练

2. 阳性赋义、
重新界定
所谓 阳性赋义 , 指的是在系统家庭治疗中,

从经验性家庭治疗的观点看, 否认冲动和压
制感 受 是 家 庭 问 题 的 根 源, 撒 梯 尔 ( Virginia

对一个所谓的 病理性 行为从积极的方面重新进

Satir) 强调沟通中掩饰自己感受的破坏性, 人们沟

行描述, 以使家庭重新给这个行为一种新的意义,
或者使家庭发现这个行为可能具有的某种功能。

通中有 4 种不诚实的方式: 责怪、
讨好、漠不关心、
[ 10]
超理智 。这些不良 沟通 模式背 后是什 么呢?

通过这样一种过程, 家庭中的互动模式可能会得

低自尊。如果人们对自己的感觉很差, 也很难说

到重新塑造。在重新定义的过程中传达了这样一

出他们的真实感受, 如果别人说出了他们的真实

个信息
情景是相对的, 是可以改变的, 对心理
行为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来看, 改变以往的以轻

感受, 那在他们看来是具有威胁性的。生活在稳
定家庭中的成员, 都会彼此深深地关爱对方, 人本

蔑、
指责看问题的 阴性强化 而代之以一种新的

取向的经验性治疗师鼓励家庭成员开放自我, 坦

看问题的观点。观点的改变对于找到新的自助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在辅导中就

诚表达 他们的爱。我 们借鉴钟思嘉 亲职辅导内
容, 加上了 分清问题所有权与我的讯息 [ 11] , 还

运用了该技术。对于孩子或配偶的很多问题我们

有 爱的表达 练习, 让家人学 会 倾听与表达 。

可以用这种观点重新赋义。比如对一个总爱生病

我们训练成员学会倾听, 在和配偶、
孩子交谈时做

的孩子做这样的阳性赋义: 可以增加医院的收入,
可以使她的爸爸妈妈有更多的机会照顾她, 可以

到不做判断, 接纳对方, 尊重对方的感受, 克服自
己的偏见。 倾听不仅仅是采集信息的过程, 也是

避免参加即将来临的考试, 从而使老师的平均分

主动接纳、关爱的过程; 不仅要听说出来的, 还要

保持良好

解析 弦外之音 , 有时还必须听 无声之音

。这样做, 并不是粉饰太平, 而是将

;在

成员从消极的 疾病、症 状、负疚 体 验中解脱出
来, 使他/ 她能够 一分为二 地看问题, 其目的是

辅导活动中, 我们还进行倾听与沟通技巧训练, 将
现实中常见的 7 种不良沟通语言进行转换练习,

改变对个人、
家庭、
群体的理解, 以便开始新的尝

学习促进沟通的语句, 在我们的家庭文化中, 特别

试, 因为任何症状对于个人或群体都有其特定的
内涵。 多动的孩子有什么好处? 从冲突中我得

缺乏爱的表达, 对于练习表达爱这一点, 虽然有些
家长感到不习惯, 但是从心理上是接受的。我们

到了什么益处?

的做法是首先避免相互指责的语句, 练习说自己,

我的担忧意味着什么? 该技术

对于减缓问题家庭的压力与情绪也是有益的。
3. 角色互换练习
由于角色的固定性或界限分明的特征, 夫妻、
亲子交往时往往站在 各自角色的立 场上去看问

再慢慢习惯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这些训练可
直接转换为家庭中良好的沟通行为。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题, 这种方式很容易造成意见分歧, 甚至出现冲
突。为了形成良好的夫妻、
亲子关系, 在交往时使

( 一) 三角关系的偏离与夫妻关系的维护
在家庭养育孩子的过程中, 母亲被赋予特殊

用角色互换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互换的基

的责任, 因此也赢得了特殊地位, 而父亲较少参与

本观点是: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分析看待某一问

养儿育儿, 因此很多家庭的三角关系变成了一边

题。角色互换的目的是理解对方的行为, 从而达
到心理 相容。角色互 换练习重在体 验与学习迁

关系( 母子) 过密, 另两边( 父子、
夫妻) 过疏。母子
关系过于密切, 夫妻关系淡漠, 这样的家庭结构也

移, 将这种体验迁移到日常生活中。在活动中小

是不和谐的。因为在核心家庭中首要关系是夫妻

邢秀茶, 曹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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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夫妻关系淡漠必然会产生问题, 从而影响亲
子关系, 在这样的家庭孩子常常成为家庭问题的

发展普遍持有较高的焦虑和过分的关注, 而孩子认
为父母对自己有太多期待, 太多不安, 太多溺爱, 太

替罪羊, 在这种关系中母亲常常不公正地成为被

多盲从, 这些家庭的问题属于母子界限不清。对于

责备者或牺牲品。在我们辅导的家庭中纠缠型母
亲/ 脱离型父亲综合症相当多。对于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家庭辅导, 我们的目标是重新调整亚系统的
边界, 在单亲家庭中, 要特别避免孩子替代丈夫或

首先需要调整的是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和谐了, 家

妻子的角色。边界不清常使得家庭结构发生变化,

庭三角关系即会得到改善, 有效的夫妻关系会提

一些人因此不能承担其职责而是整个家庭系统不

供安全感, 并使夫妻凭借好的婚姻互动模式来以
认真负责的态度教导子女。因此在家庭关系中首

能正常发挥其功能, 某个成员便会以某种症状出
现, 以维持家庭的自稳形态。在家庭中如何使夫妻

先要重视夫妻关系的调整与维护。

关系与亲子关系的 界线 合理, 系统家庭治疗理论

( 二) 家庭 界限 随家庭生命周期而调整
家庭是一个有边界的系统。夫妻、亲子、兄弟

的有关边界理论也值得家庭教育借鉴。
除了增加稳固家庭的数量之外, 世界上没有

姐妹分别构成家庭系统中的子系统, 家庭成员组成

[ 12]
什么事情可以让人类生活更幸福的了 。
致力

次级系统来负担一些特定的家庭功能; 系统和次级

于稳定夫妻和家庭关系研究已成为社会科学家们

系统及个人与外在的环境由一种看不见得东西所
分开, 称为界限。它可以保护系统的完整, 区分内

的研究方向, 把过去一味研究家庭问题的注意力
转移到预防上来是符合正向心理学取向的。因此

外。就我国家庭当前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家庭

家庭研究应致力于家庭关系的探究与调整。本研

边界僵硬和模糊。如果随着孩子的成长, 这种界限
仍然不能松动, 就会阻碍孩子主动性、探索精神的

究表明系统家庭团体辅导在和谐家庭的建构中有
一定的作用, 因此本研究可以应用于健康家庭的

培养。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父母对孩子的成长与

构建与问题家庭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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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ous family as a target of systematic family education
XING Xiu- cha, CAO Xue- mei
( Department of Educat ion, Shijiazhuang U nivers it y, S hijiazhuang, Hebei 050035, China)

Abstract: T he harmonious family is inseparable f rom harmonious connubiality, and harmonious parent hood. T he syst ematic educat ion helps w it h t he improvement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So the applicat ion
of systemat ic education toget her w ith the posit ive ent husiasm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theoret ical basis. In
the pract ical educat ion, certain t actics are t aken such as conf ident ial coding and role exchanges, so as t o
maint ain healt hy connubiality , and proper adjust ment of the fam ily borders.
Key words: family ; parenthood; connubialit y; harmony; psychological rescue; family reme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