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5月9日 星期四

09
主编：杨咏梅 编辑：杨咏梅 设计：王萌萌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52 邮箱:jiatingjiaoyu@edumail.com.cn QQ群：371368053

家教周刊
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专业成长平台

请扫描关注
“家庭教育之声”

儿子从父亲几百双袜子里挑了一双，却
被父亲发疯似的骂了两三个小时，这是为什
么？三代母亲都在女儿三四岁时离婚，第四
代又走到了离婚的边缘，是因为祖坟没有埋
好吗？孩子无法选择父母，他的人生会重蹈
覆辙吗？如何走出不幸、完成自我救赎？

关于原生家庭的影响和伤害，人们表达
出越来越深的忧虑，仿佛父母的不良养育方
式就是造成孩子成长阻碍的直接原因。实际
上，父母的不良养育方式是形式而不是本质，
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孩子与其抱怨父母，不如
努力改变家庭文化编码，完成自我救赎。

过去的经历和环境塑造了个体的选择机
制。在某种程度上，任何人都是生物基因和
文化基因共同驱动下的个体。生物基因来源
于父母，而文化基因则来自父母双方家族祖
先的文化传承和周围社会环境的总和。

伴随着成长过程中的习惯培养和理念形
成，每个人都在逐渐塑造各自的文化基因编
码，这些编码（也称模式）会长期自动控制着
个体的行为和选择，成为外在选择的内驱力，
让人在择业、择友、择偶等方面的选择似乎无
章可循又处处机缘巧合——貌似主动实则被
动，貌似偶然实则必然。

比如说，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是父
母一方或双方成长过程或环境塑造的文化基

因编码出了问题，离异和创伤几乎是父母双
方“编码”驱动的必然表现形式和发展结果。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婚姻失败之
后再次组成家庭往往还会重蹈覆辙。好在重
蹈覆辙不是唯一的出路，通过自我反思或心理
治疗，再婚就可能脱离原有的婚姻模式——因
为“编码”改变了，自我成长了。父母一旦发
生改变，自身的婚姻模式及对待孩子的方式
就会变得不一样。

可见，造成伤害的是父母的文化基因编
码，而非离婚本身。盲目认定父母离异是孩子
成长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既没有
看到父母的成长经历和成长环境这个本质因
素，又给单亲孩子贴上了一个“有问题”的标
签。老问题没有解决，反而带来了新麻烦。

了解父母经历，理解父母行为。家庭是一
个系统，父母和孩子任何一方的成长，都可以
让整个系统斗转星移，产生改变。现在大家
都很关注父母如何改变，我想强调的是，孩子
对待自己的不幸也有主动权，与其抱怨父母，
不如自我救赎。这个过程甚至完全可以不依
赖父母的改变，仅靠孩子自身就可以完成。
自我救赎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家族故事和父
母的生活经历。

美国心理学家巴里·格罗斯科普夫博士
上中学时，有一天参加学校的活动缺少一双
合适的袜子，于是他从父亲的几百双袜子里
挑了一双穿上。不料回家后，父亲大发雷霆，
发疯似的骂了他两三个小时。父亲有几百双

袜子，他就借用了一双，父亲怎么就会忍无可
忍了呢？就在几天前，他擅自开了父亲的新
车还撞坏了，父亲也没有这么大的反应。他
无法理解，感觉受到了伤害，从而疏远了父
亲。

多年后，他通过一些家族故事了解到父亲
的一段经历。来美国纽约之前，他们家生活在
欧洲的难民营里，那年冬天饥寒交迫，为了换
点儿吃的，父亲卖掉了自己的鞋袜，光脚过冬，
因此有着和常人不同的袜子情结。对儿子借
穿袜子的激烈反应，是父亲当年的创伤所
致。格式塔心理治疗有一句话——到达才会
离开。当格罗斯科普夫回到过去，体会父亲
经历此事的“那时、那处、那人”时，他理解了
父亲当年的遭遇和后来的行为，对父亲的怨
恨顿时化解，还对父亲产生了悲悯和敬意。

后来，格罗斯科普夫帮助很多受到父母
伤害的人，通过这种“回到过去”的方式达到
了理解父母、谅解父母的目的。

谅解父母的伤害，完成自我救赎。孩子
如果不能从父母行为的伤害和影响中走出
来，身心成长就会停滞或扭曲，其模式（文
化基因编码）就和父母的模式紧密纠缠在
一起——有的不自主地重复父母过往的模
式，有的带着心理创伤走向自己的生活，把
畸形的家庭关系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个体无法独立于家族系统而独善其身，
当孩子理解甚至谅解父母“伤害”自己的行
为，看清影响父母模式的机制，就可能获得心

理上的解放。这不仅有助于走出父母伤害的
阴影，也有助于在自己的人生中不走父母的
老路。

我参加一个家庭治疗工作坊时，有个女
同学的妈妈、外婆、外婆的妈妈都在自己女儿
三四岁时与丈夫离婚，这个女同学和丈夫也
走到了离婚的边缘，女儿也刚好三岁多。这
个魔咒，到她这里似乎要重复四代了，她们家
一直叨念说“祖坟没有埋好”。

通过咨询发现，原来外婆的妈妈在当初
丈夫有了新欢要离婚的时候，带着女儿跪下
恳请丈夫留下，未果，于是带着女儿切断了和
丈夫的所有联系，并一直向女儿传递“男人靠
不住、婚姻是坟墓”的思想。女儿长大后不信
任男人、不想结婚，即使后来由于现实原因结
婚了，也时刻担心男人出轨，动辄跟踪盘问，
最终把丈夫逼到另寻寄托的境地。这种模式
就这样代代传了下来。

在老师的帮助下，这个同学看清前面几
代人的模式，不久就从所谓家族的“诅咒”中
解脱了出来。她看到“男人靠不住、婚姻是坟
墓”并非事实，而是家族创伤所致，于是重新
对自己原有看待男人和婚姻的观念进行了

“编码”，对待丈夫和孩子的言行进而发生了
变化，原本濒临破碎的家庭得以保全。

通过谅解父母的伤害，她不仅完成了自
我救赎，让传承三代的模式戛然而止，也获得
了重新追寻自己生活的自由。

（作者系北京中亲联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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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李子勋解读原生家庭
吴颖

去年 10 月去世的著名心理学家李子勋是中国第一批心理治疗师，在 《父母必
读》 杂志上第一次向公众介绍什么是家庭治疗。他为读者讲解家庭治疗中的关键问
题，用专业知识和大爱之心安抚焦虑，是带领读者用中立、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家
庭，帮读者学会剖析自我、理解孩子、重塑家庭关系。

李子勋是一位心理医生，也是一位父亲，他一边学习一边总结自己的育儿之
道，坦承自己也曾暴躁、不能容忍孩子的过错、对孩子的种种毛病深感无助，也是
渐渐学习摸索如何去成就孩子的。

针对父母育儿的各种焦虑，他写了 《和孩子相处的艺术》《慢慢成长的果实比
较甜》《不要光教对与错》《任何性格都开心》《吃饭慢不是缺点》 等文章，这些看
上去就减压、让人心生暖意的标题，让人感到他是无比理解父母焦虑的人，更是那
个最懂孩子的人。

提到离异家庭，大多
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也许
是同情，尤以对孩子的同
情为最盛。我们习以为常
的是，离异家庭的相处模
式一般情况下都是直截了
当的三个字——不相处。

解除婚姻关系后，很
多人不知道应该如何继续
与曾经的另一半建立联
系。但对孩子来说，父母
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生活的幸福指数。

作为单亲环境下长大
的孩子，我们不得不寻找
一条路，希望能更好地平
衡，看到更多的光亮。

感恩在丹麦安徒生国
际幼儿师范学院学习的这
段短暂的经历，我发现了
一点点光亮的缝隙，单亲
之痛似乎开始被疗愈了。

感恩母亲帮我与
父亲温和相处

第一束光来自我的亲
身经历。

我 11 岁那年，父母终
于决定结束他们十几年的
婚姻关系。在我从小生长
的这片土地上，离婚、单亲
这类词只能让人联想到悲
伤的情绪和糟糕的感觉，
我比从前目睹暴力发生却
无能为力更难过。

父母签离婚协议时，
我选择了和母亲在一起。
当时我很恐惧，无法想象
未来，也无法想象如果母
亲有一天遇到自己喜欢的
人，我该以什么样的姿态
和他们一起生活。这种恐
惧和不确定，像个铁皮箱子一样罩在我头上，很长一段时
间里我都觉得自己喘不过气，见不到光。

随着时光的流转，我并没有生活得如何不幸，甚至
过得比从前更幸福了一点儿。个中原因，与母亲及她努
力维护的与父亲的联系有很大的关联。父母刚刚离婚的
时候，我是有一点儿仇恨父亲的，我觉得在他们的婚姻
里，父亲做得太过、错得太多。所以我时常与父亲吵
架，有时也当着母亲的面责备他，甚至用了很过分的语
言。我觉得母亲会支持我这样做，但事实上她并没有。
当我与父亲怄气时，她最常说的话是:“他是你爸爸，
他永远都是爱你的，他心里永远都会为你着想，但是他
确实不会表达。”

如果没有这句话，我可能很难与父亲温和地相处，也不
会像现在这样获得和暖的幸福。因此不管什么时候想起这
段往事，我都很感激母亲。她在一段感情里受到了伤害，却
能在与我沟通时保持理智，不带偏见地述说真相。同时我也
很感激父亲，能在与母亲分手以后继续和她保持联系。这是
我找到的第一束光，让我知道，虽然父母离婚了，但还能保持
理智；他们都受伤了，但这不会成为纵容伤害的理由。

父母离婚不意味着家庭破灭

第二束光和丹麦奥尔堡大学的约翰·尼斯教授有关。
约翰教授一家到中国旅游时，我曾经有幸给他们当

过小导游，于是我今年3月去丹麦学习期间，在约翰教授
家里小住了一段时间。教授一个人住着一栋房子，工作
日时他的女儿克拉拉会牵着宠物狗来看他，周末他就开
车去另一个城市的女友家。有一次我做了中餐，邀请他
们父女俩一起用餐，席间说说笑笑，聊到克拉拉的前男
友。约翰开玩笑说：“你怎么不跟他在一起了？我觉得他
还挺好的。”克拉拉说：“不关你的事，老爹，你怎么不跟你
的前‘女友’复合？”然后两个人就在饭桌上相视而笑。

我觉得很有意思，父母离异对我始终有一点儿创痛
的意味，但他们却可以在饭桌上彼此打趣。晚上克拉拉
走了，我好奇地和约翰聊起这事。他告诉我说，他会和前
妻一起为女儿庆祝生日，也会和他的家人、前妻以及她男
朋友的家人一起庆祝重要的节日。“只是不再拥抱和接吻
了，我们还是朋友。”老约翰笑嘻嘻地说。我很惊愕，我觉
得我的家庭相处模式已经很理想了，他却告诉我像他们
这样的相处模式在丹麦很正常。

第二天我和克拉拉一起骑完马开车回去的时候，我带
着点儿找碴儿的意味问克拉拉:“你的爸爸妈妈离婚以后
一直可以这样相处吗？”克拉拉回答说：“也不是，离婚后第
一年他们几乎没办法和对方正常说话，后来才慢慢好起
来。”我一下感觉好轻松，原来时间会让人感受到:父母离
婚后，家庭并不会因此而破灭。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接受彼
此，但终有一天会放下过去，成为彼此生命中特别的朋友。

放下愧疚，坦然相处

第三束光与丹麦女伯爵文雅丽有关。
在童话王国丹麦，曾经发生过一个真实的童话故事：

1995年，香港平民文雅丽邂逅丹麦王子约阿希姆，两人迅
速坠入爱河，一年后在丹麦举行婚礼。在这场被称为世纪
婚礼的盛典中，欧洲王室迎来了历史上首位亚裔王妃。

10年后，文雅丽和约阿希姆离婚。两年后文雅丽与
丹麦摄影师马丁结婚，摘掉王妃头衔，改称腓特烈堡女伯
爵，重归平民生活。我曾经看过一期有关文雅丽的节目，
当记者询问她离婚的原因时，她面对镜头很从容地微笑
着说:“你知道，有些事情就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但是我
现在感觉很自由，我终于又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了。”谈到
他们的关系时她说:“他是我很重要的朋友，对我而言他
意味着很多，但是我们却不能再做夫妻。”

这些话一下子打动了我。她和孩子们坐在一起，凝
视她的小王子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婚姻问题，眼神里没有
愧疚，只有爱。

这是疗愈我的第三束光。我从前总是听单亲家庭的
母亲们说她们觉得亏欠孩子许多，从文雅丽的故事里我
却能感受到：离异的父母并不需要说亏欠孩子，也许我们
以为的亏欠，只是标错了幸福的起点。

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当下，在我们的文化仍然为离
异的问题撕裂着、痛苦着的时候，丹麦人坦然面对的心
态，也许能启发我们找到更多的光亮。

（作者系甘肃省兰州第一中学高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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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7 月，李子勋发表 《探寻问题的
本源——家庭教育与家庭治疗》，第一次对公
众讲解什么是家庭治疗。

面对孩子的“问题行为”，生物学家易看
到孩子家庭个性遗传或脑生化代谢的紊乱，社
会学家和教育学家易看到家庭和社会教育的失
措，心理学家却用发展的眼光看孩子的症状，
认为孩子的问题是成长的问题，可以通过促进
孩子长大去解决。

上世纪 50 年代，西方的一些精神病学家
和心理学家观察到儿童精神疾病、儿童神经症
及儿童行为紊乱的家庭有一些特殊的情感关系
和交流方式。如果改变这些方式，病儿的症状
大多能得到自然缓解。他们认为孩子的症状来
源于家庭的结构和功能不良，并由此产生了一
个新的学科，就是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的方式就是，当一个孩子出现心
理和生理症状时，一家人都来到医生的诊室，
与心理医生共同形成一种治疗小组。医生走进
家庭，用一些专业技术参与、引起和促进家庭

成员间的互动与交流，从中发现家庭在结构、
界限、权力等级、亲密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家庭治疗风靡全
球。家庭被视为一个功能系统，家庭的问题是
经过无数次成员之间的互动、重复、叠加、强
化才得以形成的。也就是说，家庭中某个成员
所表现出的“病态”或行为障碍，很可能并不
仅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家庭的平衡出现
了偏差。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家庭的问题。

这些专业、严谨的提法，给当时的心理学
界、教育学界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种看待家
庭的视角，注重儿童问题产生的情景、问题被
维持的条件、问题如何改变家庭现实和家庭规
则，给那些因为孩子有“问题行为”却又无力
改变的绝望家庭带来了希望——问题并非不能
改变，而是我们用的力气不对。

从此之后，李子勋开始写专栏，将家庭治
疗所包含的重要意义普及到千家万户，犀利而
深刻地用各种生活情境点出了家庭关系中存在
的问题。

孩子的问题源于家庭功能不良

在李子勋看来，家庭治疗并不玄妙，它的
精髓在于对事物的观察与众不同。

父母原来习惯于问题取向的观察方法，总
要为孩子的不良行为、情绪、学习状态、人际
关系找到原因，讨个说法。慢慢地，孩子会呈
现出问题来满足或解释父母的困惑。也就是
说，很多孩子的问题是在问题取向的心理互动
中被父母“观察”出来的。心理治疗师则对这
些“被观察出来的问题”采用一种资源取向，
利用它去改善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改善孩子与
社会的关系，让孩子和家庭从中受益。

事实上，家庭中的许多问题经常是过渡性
的，会随着家庭的发展而变化，如果认为问题
是固化的，麻烦就大了。比如孩子今天考了
76 分，父母认为孩子一辈子都会考 76 分，就
把问题扩大化了。其实考 76 分仅仅是孩子成
长中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有时间性的东西。

有时候家庭会出现一些分裂现象，不一定
非要处理，只有家庭成员都觉得这种关系不
好，不舒服，自己愿意变，才是安全的转变。
李子勋说：“我希望家长能够扩大眼界，看到
更多层面的、不一样的东西。家庭中的不平

衡，其实就是家庭存在的方式，并不值得急于
处理，否则可能就会把问题搞大。”所以他从
不建议家庭治疗师告诉父母：“你错了，你要
改变。”

李子勋认为不少精神分析问题是被制造出
来的。比如精神分析医生喜欢问早年的问题，
幼年的创伤，尤其是跟亲密关系者的创伤。当
一个人在家中打妻子的时候，就给他找一个理
由：小时候他挨打。“这解决问题吗？没有解
决问题。这只是精神分析家制造出来的问题。”

家庭治疗强调关系，看是什么样的关系令
人不舒服，提问总是围绕家庭中的关系，而不
是这个家庭在干什么。有的家长会问：“老师
很重视孩子的学习，你不强调孩子的学习，那
我的孩子在班上老受气怎么办？”对于这类问
题，家庭治疗师会说：“在班级里，有的人就
是扮演被表扬的孩子，有的人就是扮演被惩罚
的角色，这就是一个游戏。每个教室中，都有
两三个孩子是榜样，他们是老师和整个班集体
培养出来的；也有几个孩子是淘气的，你的孩
子就不幸成了淘气包。但这仍是孩子成长中的
一个过渡，一个状态，不要把它固化起来。”

从关注问题转为关注家庭关系

一个小学四年级的男孩，对学习一点
儿兴趣也没有，甭管考试成绩多差都蛮不
在乎，而且在班里交的朋友也都是一些学
困生。妈妈很担心他会跟那些朋友学坏，
还担心他从小这么没有上进心，长大了会
很没出息。

而李子勋认为，家长害怕孩子犯错误、
变坏，所以格外关注所谓不良信息和孩子
可能变坏的征兆，并且强迫孩子去改变。
但越放弃美好的假定，越去关注坏信息，这
个孩子身上的坏信息就会越多，直到有一
天，这些坏信息把父母跟孩子一起压垮。

李子勋提醒说，孩子的很多所谓缺点，
实际上是父母的价值观建构出来的。人的
认知过程非常神奇，不要以为我们看到的、
听到的、触摸到的就是真实的，其实常常只
是被我们的价值观建构出来的结果。就像
孩子的许多所谓缺点，实际上只不过是父
母过度焦虑的副产品。

在李子勋看来，如果我们认为人性并
不美好，人都是不可靠的、贪婪的、自私的，
甚至是具有攻击性的，我们就会害怕跟人
接触，就会选择防御，就会对别人缺乏起码
的信任。久而久之，这种不良假定会成为
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举例说，就像如果你
总是提防着你的朋友，就会发现他也在提
防着你，这就是心理学所说的投射现象。

同样，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不珍惜，也
就不会珍惜他人、珍惜这个世界。很多低
自尊的人觉得自己不重要，假定自己是多
余的，就会放弃自己，比如嫁一个不该嫁的
人，做一些不该做的事。

李子勋讲过一个似乎与教育孩子无关
的故事。有个妻子发现先生手机里有个暧
昧短信，便问他：“你是不是有外遇了？”先
生回答：“没有。”这时候，妻子该怎么做？

心理治疗师的建议是，如果你要问，就
必须要相信先生的回答，如果你不相信他，
宁可不问。因为你问出答案后又不相信，
提问就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妻子又重获
幸福感，相信先生是忠贞于爱情的。

可是 5 年以后，妻子发现自己最初的
怀疑是对的。是不是妻子就失去了什么？

假设时光倒流到 5 年前，妻子不相信
先生的解释，经常去跟踪，跟先生争吵。5
年以后，她终于证实先生不爱自己了。

同样是 5 年，哪一种选择过得更好？
选择美好假定，妻子这 5 年仍然是幸福的，
夫妻关系也相对和缓，孩子的心理也不会
受伤；选择怀疑，妻子这 5 年是痛苦的，孩
子的心理也会因为父母不断争吵而受伤。
况且许多例子表明，当婚姻濒临破裂的时
候，选择信任与坚持比选择怀疑与排斥拥
有更多挽救婚姻的机会。

所以，选择美好的假定，并没有失去什
么，却获得了与这个假定同在的幸福感。

同理，父母一定要对孩子做美好假定，
必须有勇气相信孩子的未来会比自己强、
比自己好，这样父母想教育孩子的欲望就
会减轻，就会更多地欣赏他成长，看着他发
展，给他支持。而孩子也会一步步成长为
父母假定的那样。这就是内在塑造的美妙
过程。

（作者单位：《父母必读》杂志社）

成就孩子有时只需一个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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