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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成员的问题产生于人际关系障碍。团体治疗

的关键是人际互动，不是解决问题本身。彼时彼地对

于理解成员此时此地的人际行为提供了背景资料，但

团体不能把过多的时间用于彼时彼地。此时此地是治

疗师关注的重点，它可以帮助成员识别并改变自己的

不良沟通模式，学习建立健康的交往模式。激活此时

此地，要经历当下经验和历程阐释两个阶段，且二者

共生结一，缺一不可。垂直式暴露，是指成员对暴露

秘密本身更深度的探究，会使团体能量集中在过去的

经验中。水平式暴露，对于此次的暴露后，自我此时

此地对人际关系的内心体验及认知的暴露。治疗师要

及时将成员的自我暴露后的话题引向水平暴露，引向

大家共同的话题，让大家互动，使其成为成员学习人

际交往的契机。笔者在系统学习欧文·亚隆的团体治

疗中，接受了美国欧文·亚隆教师团队专家朱瑟琳对

笔者带领的一个20次团体治疗的全程督导。在学习与

实践中，对以上三种关系有了一些理解和感悟，愿与

同行分享。

一、心理问题与人际关系

团体成员的问题产生于人际关系障碍。团体治疗

的关键是人际互动，不是解决问题本身。

（一） 团体成员的问题产生于人际关系障碍

在团体治疗中，当来访者进入团体时，都会谈到

他们进入团体的目标是解决他们各种各样的病症和困

惑。例如，如何处理他们的抑郁、恐惧、焦虑、强迫

等。应如何认识这些病症及问题？在个别治疗中许多

冶疗师会关注来访者的早年生活和不良人际关系的形

成原因，关注来访者压抑的本能或过去生活的阴影。
而欧文·亚隆等心理治疗专家则会从人际关系理论来

看待来访者的问题，并将其理论作为团体治疗的理论

基础。
罗杰斯、罗洛梅、萨提亚、欧文·亚隆等许多心

理学家都认为人的心理困惑和心理疾病都和他们早期

与父母及他人的人际关系有关。人们生活在“关系

网”中。米切尔说：“只有在人际关系的过去和现在

的织锦中，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欧文·亚隆，团

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第五版） 因为人是在交往中体验自我、认识

自我，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和生命的意义感。现实生

活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了真诚的互动，人不能正

确认识和接纳真实的自我，自我冲突，产生了自我的

迷失和生命的困惑。欧文·亚隆说，一切心理问题都

可以从现实人际关系失调上找到原因。每位来访者的

团体治疗中
几个重要关系的处理

蔺桂瑞

摘要 团体治疗是一个复杂的心理动力过程。团体

治疗师在团体治疗中理解和处理好团体成员的心理问

题与人际关系，团体成员的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团

体成员垂直式暴露与水平式暴露的关系等，对于把控

团体动力，实现团体治疗目标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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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或病症终究需要转化成人际词汇后再据以治疗

（欧文·亚隆，人际互动团体心理治疗———住院模式，

台湾科技出版社，2008）。治疗师在团体治疗中的主

要工作是尽可能帮助病人学习认识他们那扭曲的、出

了问题的人际关系并帮助其加以改变。
（二） 问题坦露是团体成员相互联结的方式

在团体治疗中，团体成员对自己问题的坦露，被

看作是团体成员相联结的形式。在自我坦露之前，成

员会感觉自己是孤独的。当他坦露了自己的问题时，

他在内心深处希望得到其他人的回应和理解，希望和

他人联结。他的坦露使其他人感受到被信任，使彼此

疏离的心灵发生了联结。一个成员对自我向题的坦

露，能够被团体接纳，没有受到评判或指责，其他成

员的安全感大大增强，也就会效仿前者尝试进行自我

坦露。成员的坦露，还会起到“一般性”的作用，使

他人感到我与他的问题相似，从而降低了心理压力，

使双方心理接近。
在团体中，尽管我们看到成员想通过问题或症状

找联结，去找到彼此的相似点，但是问题或症状只是

他们相联结的材料，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我们重

点关注的应当是问题或症状下面的人的联结。
（三） 团体治疗的关键是人际互动，不是解决问

题本身

欧文·亚隆认为让团体治疗产生疗效的关键是人

际互动，是创造一个安全的人际关系场，让成员在互

动中通过观察、学习、体验，认识自我、探讨自我、
接纳自我，矫正自我认知偏差所扭曲的人际关系，学

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以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因

此，治疗师要始终促进成员间的互动，而不是解决每

个人所暴露的问题本身。
例如，在小组中，一个成员不断地诉说她担心自

己会得癌症的恐惧 （实际没有），请求大家的帮助，

而当有的成员给他回应时，她总会说：“是的，可是

你说的我都用过，但对我都没用。”治疗师要做的，

是深入到人际关系的层面，而非她所说的问题本身。
治疗师问团体：现在你们已经听到她说她是如何地害

怕癌症，你们对她的认识有改变吗？你们觉得跟她靠

得更近了吗？还是觉得被她推远了？她说的这些，是

怎样影响了你们对她的看法？现在你们的关系发生了

什么变化？你们想如何去与她发生联结？一个帮助过

她的成员给予了她回应：“你是在请大家帮助，但是

你又不考虑我们的意见，我们没办法帮到你。”治疗

师再问那个寻求帮助者：“我想知道的是，你通过来

谈你对癌症的害怕，你是不是希望让别人跟你更近？

但是在我看来，别人好像是离你更远了。”治疗师藉

此让请求帮助者看到了她在人际交往中想与别人联

结，又拒绝别人的模式。
在团体中永远把重点放在促进成员间的互动上，

发现成员的人际问题，而不是单独解决成员的问题。

二、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

团体治疗中，治疗师要着重于此时此地的工作，

但彼时彼地对此时此地有重要的作用。
（一） 彼时彼地的作用和使用

首先，彼时彼地是指在团体成员发生在团体治疗

之外的事情。在团体治疗中，彼时彼地相对于此时此

地，不是治疗师关注的重点，团体永远不能把过多的

时间用于彼时彼地。但这并不意味彼时彼地不重要，

在团体过程中，它对团体咨询的进展具有不可或缺的

作用。
其次，彼时彼地的作用和使用。彼时彼地大体包

含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成员进入团体时带来他的

问题或病症。当一个人自我暴露他的问题或症状时，

是暴露他和别人人际关系的背景事情，治疗师要通过

背景事情，看到他在过往人际交往中的行为模式，看

到他在人际关系中对自己、对他人扭曲的认知等。把

这些资料作为团体此时此地互动时的参考，增加对此

时此地成员互动行为的熟悉感，增强团体治疗的有效

性。第二种情况，在团体中成员发生在团体之外的事

情。例如，团体成员做的事，彼此间的交往行为等。
这些看似是团体之外的事，但都是团体内的互动所引

起，都是此时此地的延续。成员在团体内分享这些

事，一方面可以帮助团体更进一步验证前次此时此地

中个人的人际行为，为新的此时此地的互动提供更为

现实的资料，另一方面也会由此带来新的互动。第三

种情况，成员在团体治疗结束后发生的事情。团体治

疗是人际关系的一个实验场，成员在团体中获得的学

习与改变最终要回到团体外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中

去。治疗师要积极推动成员完成从团体内到团体外的

转变，用良好的人际交往模式适应社会生活。
（二） 此时此地的作用和使用

此时此地是指将焦点放在当下治疗过程中所发生

的事件上，也就是放在咨询室中的此时此地所发生的

事件上。
首先，此时此地是团体治疗中最关键的疗效因

子，它对于团体治疗具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是发现成员的人际问题。欧文·亚隆认为，团

体是来访者人际行为的切片，是团体中每位来访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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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社会缩影。要获悉问题的本质，治疗者不需要详

细了解来访者的问题、情况及原因，只需要创造一种

安全的团体氛围，让来访者放下他们的防御机制，自

由地交流与互动，那么，就可以协助他们了解别人眼

中的自己，了解其和团体中他人交往时所出现的不适

应行为，可藉此让他们看到自己在现实社会交往中的

问题。
二是矫正问题。以此时此地为焦点不仅可以提供

每位成员了解自我人际问题的信息来源，同时也是成

员实验其新行为模式的安全场所，在这里他们可以尝

试改变自己的不良沟通模式，学习并建立新的健康的

交往模式，并将其成功地复制到团体外的行为中。
其次，此时此地的使用。如何激活此时此地，

取得好的治疗效果。欧文·亚隆认为要经历当下经验

和历程阐释两个阶段，而且两个阶段共生结一，缺

一不可。
一是当下经验阶段，即觉察阶段。在这个阶段，

治疗师必须要让团体成员的互动聚焦于此时此地，让

他们活在当下，体验此时此地的经验感受。治疗师要

避免让团体成员谈论团体之外的话题，讨论过去的生

活事件，引导他们聚焦于此时此地的互动。如同欧

文·亚隆所说，治疗师必须像牧羊人般持续不断地避

免羊群误入歧途———误入“外面”的题材。同时，还

应让他们体验当下互动的感受。例如，“你说你一听

到有人说误解自己的话就不想理他了，我想问你，在

今天的小组中有没有谁说了什么话让你感到被误解

了，你听了那句话的感受是什么？”再例如，发现一

个成员正在发言，而被另位一位成员中途打断，治疗

师可以询问被打断者：“刚才你的话被打断了，你有

什么感受？可否直接跟他说说。”同时邀请打断者回

应。协助他们发现并体验这一沟通过程中自己的行为

模式及感受。不仅如此，还要避免成员进行抽象的讨

论，例如，来访者说：“我很爱得罪人。”治疗师要

引导成员把抽象的转为团体内具体特定的行为和感受

上。例如，“在刚才的谈话中你觉得得罪了团体中的

哪一位？”“你最怕得罪这里的谁？”也可以问其他成

员：“你觉得被得罪了吗？你的感受是什么？”由经验

与觉察，来访者可以发现自己过去未曾发现的自动化

的交往模式，从而产生改变的重要起点。
二是阐释或了解阶段。如果没有第二个阐释或了

解阶段，团体治疗仅停留在第一阶段，则不具有治疗

作用。阐释阶段是一个认识的过程，让成员从当下成

员间互动发生的情绪、行为和小组成员整个互动过程

中发生的情绪、行为进行检视、觉察与反省，从中达

到对自我的认识和改变。治疗师的职责是要去澄清或

阐明有关过程的某些点———即团体成员间关系的观

点。阐释或了解阶段的技巧为解说、澄清、阐释或过

程评论。因此，治疗师必须掌握促进自我省察的技

巧。例如，在一个大学生团体中，一位成员表达自己

渴望得到父母关注，但因父母忙于生意而未能满足

时，则以后经常对父母“报喜不报忧”，压抑真实想

法讨好父母；一个成员坦露了自己太在意别人对自己

的评价，不想展现自己失败的一面；另一个成员坦露了

自己在别人面前很阳光，但内心隐藏了太多东西……
虽然他们每个成员的议题在表现形式上不同，但都聚

焦在“自我内部的冲突与不一致，不能接纳自我的不

完美，不能活出真实自我”的共同议题上。治疗师洞

察到此时此刻团体互动下面的自我认识问题，协助成

员觉察到在团体中真诚表达增强信任，而信任又促进

自我的和谐一致，协助他们自我接纳，做真实的自我。
在团体治疗中，要重视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之间

的平衡，而关注此时此地永远是重点。

三、垂直式暴露与水平式暴露

在团体咨询中，正确处理垂直式暴露和水平式暴

露问题对团体动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所谓垂直式暴露，是指团体对某个成员坦

露的问题有关秘密本身更深度的探究，使其本人做更

深入的坦白。例如，当一个成员说他一跟女性的眼光

对视时，就有性冲动的反应。这时候，成员们如果去

询问他这一反应“从什么时候发生的”、“对什么样

的女性有这种反应”、“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等

等。所有这些“垂直地”深挖某人问题的行为都被称

为垂直式暴露。
垂直式暴露在团体中会使团体能量集中在过去的

经验中，而非聚焦于此时此地成员的互动。它有可能

使自我坦露的成员成为“替罪羊”，使其承担过多的

团体压力，从而增强他的不安全感，影响他与成员间

的互动。同时，这种垂直式暴露，对其他成员也会产

生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使有些人担心在团体内的自

我坦露的心理压力暂时获得解脱，因为所有的关注点

都在那里，自己不需要做些什么；另一方面，这种深

挖，使一些安全感不强的人产生恐惧心理，担心下一

个被深挖的人会是自己。垂直式暴露造成团体动力失

衡，因为所有的能量都在那里，最终会削减团体动

力，使团体治疗无法运行。
其次，所谓水平式暴露，就是自我暴露者对于此

次的暴露后，自我此时此地对人际关系的内心体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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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作用，让新生党员从参与党组织

生活到筹划设计党组织生活，进一步增强其主人翁意

识。另一方面，党支部内的老党员与新生党员结成

“一对一”帮扶小组，在支部内形成“老带新、老帮

新、老推新”的良好氛围。
新生党员在党支部内不断学习、进步。调查显

示，在我校本科生党支部书记中，有53%的学生参加

过新生党员培训；在201 0、201 1 级新生党员中，有

85%的学生在本科生党支部中担任支委职务；新老党

员帮扶效果显著，98%的新生党员认为结对老党员对

其成长有较大帮助，帮扶面覆盖从如何适应大学生活

到社会工作、思想情感。
3．搭建新生党员发挥作用平台，履行党员责任，

争做模范先锋。新生报到之初，学校统一布置，新生

党员提前报到，担负起协助其他新生办理入校手续，

帮扶困难新生的工作。同时，施行新生党员宿舍挂牌

制，亮明党员身份；新生党员签订“党员宿舍管理责

任书”，明确学生党员在宿舍管理中应该履行的工作

职责，以充分发挥新生党员的骨干带头和先锋模范作

用。新生党员积极参与“优秀学生党员引领工程”微

宣讲活动，在班级、学生组织、宿舍中讲述自己成长

的故事，传递正能量。在军训期间，设立“党员先锋

岗”，维护军营纪律，新生党员成立“党员志愿服务

队”，帮助身体不适和训练不佳的同学。新生党员还

积极参与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工作，引领和带动

入党积极分子向党组织靠拢。

三、新生党员培养教育工作的成效

经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我校本科新生党员培

养已形成以学生党支部为主体，“双百工程”为核

心，多重资源共享的科学型、创新型教育培养体系，

取得一定效果。第一，引导新生开启大学生活，启航

未来人生。新生党员培训工作贯穿大一学年，通过培

训使新生党员更快地熟悉大学生活，成为学习标兵、
工作榜样和生活模范。第二，提升新生党员党性修养

和理论水平。新生党员培训工作始终以加强理论学

习、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为根本任务，通过多种形式的

教育与培养，使他们具备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政治素

质要求。第三，激励新生党员争做先进模范，发挥引

领作用。201 1 级新生党员平均GPA为3.01 ，高于该年

级学生平均GPA水平。在201 1 级新生军训中，新生党

员全部被评为“军训标兵”。根据党员满意度调查显

示，90%以上学生认为身边党员在学习、工作和生活

中表现优秀，并成为班级、学生组织中的骨干力量，

成为学风建设、网络文明、公益服务、校园文化建设

等方面的引领标兵。德
育

（作者单位：北京化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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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暴露，即后设暴露，特别是此次暴露后对他人

反应的看法的暴露。治疗师协助其暴露更多的，是关

于他对于人际关系扭曲的假设与认知相关水平讯息，

而非垂直的讯息。例如，一个自我暴露者在小组的第

四次活动中谈了自己的失败婚姻，她谈的时候，始终

眼睛朝向上方，不看大家。治疗师在她讲完之后，首

先鼓励她的自我暴露，同时问：“很感谢你向我们说

了你的秘密，这个问题你压抑很久了，我想知道是什

么使你在这个时候敢于说出的呢？”。她回答：“觉得大

家都是可信任的。”治疗师又问：“当你说出来时有什么

感受？”对方答：“感觉轻松多了。”治疗师接下来问：“你

注意到了吗，你在说的时候眼睛一直朝上看？”协助她

觉察到自己还有些恐惧。她说：“虽然说出来了，但

总怕别人看不起。”治疗师可以问：“在团体中，你会

担心谁看不起你呢？”在她选了特定的成员后，治疗

师再邀请她验证这些假设。这种水平式的暴露能够让

暴露者在现实的人际互动中体验自我、觉察自我、体

察别人，与别人建立健康关系，同时也使其他成员在

互动中觉察与反思自己的人际沟通问题，学习有效的

沟通方式。这些是在垂直暴露中所无法达到的。
在团体治疗过程中，自我暴露永远是一种人际间

的互动，重要的不是暴露自己，而是一个人暴露在和

他人的人际关系背景中的重要事情。因此治疗师要把

握团体动力的方向，及时将成员自我暴露后的话题引

向水平暴露，引向大家共同的话题，让大家互动，让

互动成为成员学习人际交往的契机。
在团体治疗中正确理解和处理团体成员的心理问

题与人际关系，团体成员的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团

体成员垂直暴露与水平暴露的关系，是提高团体治疗

成效的重要问题，需要治疗师不断提升自己的治疗技

能。德
育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北京

高教学会心理咨询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教育部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心理学会认定的国家首批注册心理咨询督导师）

[责任编辑：杜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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