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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对立面转化

郑敏
(武警合肥指挥学院。安徽合肥230031)

摘要：无论使用哪种心理咨询及治疗理论及技术。最终目的都是促使来访者异常心理向正常心理的

转化，心理咨询师必须找准对立面转化的基础，发现对立面转化的条件，保证异常心理向着“自己对立面”的

方向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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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一种心理咨询与治疗理论和技术，都希

望来访者从异常心理状态转化到正常心理状态。如

果说人们对于来访者异常心理的领悟，仅仅是咨询

主体在观念上实现了这种对立面转化的话．那么心

理咨询师如何调动来访者的积极性，和他们共同努

力，在咨询客体身上也实现这种对立面的转化，使

来访者的异常心理转化成正常心理，就成为心理咨

询和治疗追求的最根本目标。

一、对立面转化的准备——异常心理向正

常心理转化的基础

正常心理和异常心理是一对矛盾，矛盾的统一

性“有很多含义，如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相互一致、

相互贯通、相互联结⋯⋯等．但其中最主要的中心

含义就是相互依存。”plle9心理咨询师的任务，就是

找准异常心理和正常心理是怎样互相依存的，是怎

样互相统一的。找准了对立面转化的基础，就为以

后对立面的转化作好了准备，就能达到异常心理向

正常心理转化的目的。

使用精神分析疗法时，咨询师经常发现，来访

者意识中清楚地感觉到异常心理的存在，自己被折

磨得十分痛苦，就是不明白症状的含义，不能觉察

症状产生原因，他们更没有想到，导致症状的根本

原因。深深地埋在潜意识之中。

精神分析的焦点不在于消除来访者的症状，而

在于揭示其内在的心理冲突过程及其产生原因，在

于让来访者明白自己意识中异常心理的来源，是自

己潜意识中的异常心理。如果能够把潜意识的异常

心理转化到意识领域，心理问题就能得到解决。显

而易见，对立面的一方是意识中急待矫正的异常心

理，另一方是深深埋在潜意识中的异常心理，两种

异常心理具有统一性。它们“相互渗透、相互贯通、

相互联结等。其中最主要的中心含义就是相互依

存。”咨询师的任务就在于。从潜意识里准确找到和

意识领域异常心理相互依存的另一种异常心理。以

便解除来访者的症状。为实现异常心理向正常心理

转化打下基础。

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讲述过一位老

太太患有“嫉妒妄想”的症状。这位老太太已经有30

多年幸福的婚史，突然接到一封匿名信。揭发自己

的丈夫和某女人私通。经过老太太本人的调查、了

收稿日期：2010-09-25

作者简介：郑敏(1971-)．安徽固镇人．武誓合肥指挥学院副院长，教授，研究方向为哲学。

万方数据



·106· 黄山学院学报 2010血

解和判断，加上丈夫的细心查找，此事很快得到妥

善解决．老太太再也不去相信丈夫会发生这种事，

至此，事情好像已经烟消云散。但是，从此之后，老

太太潜意识中关于此事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只要

看到那位女人。甚至只要听到她的名字，老太太都

会怒火中烧、无限忧虑，有时还会破口大骂。症状似

乎比以前更加强烈，而且可能危及家庭安全。

这个现象使很多精神科大夫也觉得不可思议．

分明已经完全解决的问题．怎么还会一直压在老太

太的心上，使她久久不能释怀呢?原来。她迷恋上了

自己年轻的女婿，“这种不可能的奇情，自然不能侵

入她的意识的心灵之内；但它仍存在着，潜意识地

予老太太一种沉重的压力。”【211％在老太太意识中。

关于“丈夫的不忠实。实际上是对自己痛苦伤痕的

一副安慰剂。关于她自己的爱。那是她永远不自知

的。”嘲糯意识里怀疑丈夫不忠，潜意识里却是内心

世界自己不忠的影子。关于这种现象，钟友彬先生

写道，神经性心理冲突处于意识中。幼年性冲动处

于潜意识中。二者不是处在同一个意识平面上，来

访者为了避免焦虑．只好“运用精神防御机制把幼

年性冲动。化装改制成外表看来和性无关的神经性

症状。在意识上表现出来。”娜

把潜意识的异常心理改头换面地在意识层面

上表现出来的现象，即像老太太把自己潜意识里的

迷恋女婿。反倒在意识里怀疑丈夫对自己不忠，在

来访者和一般人看来。两者风马牛不相及。而精神

分析专家清楚地意识到，两者之间正是一枚硬币的

正反两面，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依赖，看到正面，，必

须想到。还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反面，缺少任何一

面，另一面将不再存在，硬币将不再是硬币。要想达

到矫正意识中异常心理的目的，一定要千方百计找

到与之相联系的潜意识中的异常心理，一定要找到

“老太太嫉妒妄想产生的”异常心理，找准了，就能

把这些潜意识之中的异常心理，顺利地转化到意识

之中，获得解释，转变成正常心理。否则，这种潜意

识中的异常心理。就会作为一种压力，一直压得来

访者喘不过气来，痛苦不堪。求医无门，有的甚至于

走向轻生。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中的普遍规律，使用精神

分析疗法，应该遵循这一规律，使用其他咨询和治

疗技术，也应该遵循这一规律。心理咨询的理论及

其技术的表现形式是千姿百态的，其中所遵循的哲

学原则却是共同的。

二、对立两转化的条件——异常心理向正

常心理转化的桥梁

“一切矛盾着的双方。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向

着它的对立面转化．这种相互转化的过程之所以能

够发生，能够实现，就是因为对立面之间，本来存在

着由此达彼的贯通性。”脚这些条件和贯通性虽然
贯穿于整个咨询过程，但无声无息，无影无踪，是否

善于发现和抓住这些条件。常常是衡量咨询师水平

高低的重要标志。

心理咨询一般分为诊断、咨询和巩固三个阶

段。诊断阶段是咨询的准备，在这个阶段，咨询师需

要澄清来访者的问题。确定正常心理和异常心理是

怎样互相依存的．为以后的咨询打好基础。咨询阶

段是最核心、最重要的。在这个阶段，咨询师的主要

任务是帮助来访者分析和解决闻题，把他们的异常

心理转化成正常心理。如果说在诊断阶段找准对立

面的相互依存，确立对立面转化基础的话。那么到

了咨询阶段，寻找、发现并抓住对立面转化的条件，

就是实现对立面转化的关键。只有如此。才能够较

好地实现对立面的转化。

寻找并发现对立面转化的条件，是不断探索的

过程，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

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与来访者的不断会谈，

大量接触到来访者的外在症状。通过不断思索．逐

渐接触到隐藏在症状背后的条件。当咨询过程越过

山重水复，就要绝处逢生，进入柳暗花明的转折点

时，常常出乎意料地遇到来访者的阻抗，来访者力

图回避某种焦虑情绪。否认那些痛苦经历，阻止隐

蔽条件的暴露。来访者以不同的形式表现他们的阻

抗，有的来访者原本自由联想得十分流畅，一下子

变得少言寡语，甚至一言不发。有的来访者却一反

闷声不响的常态，表现出夸夸其谈，出口成章，和咨

询师谈论很多心理学、医学或者其它与其异常心理

无关的知识，表面上是与咨询师交流思想和情感．

实质上是在这种交流的保护下，防止咨询师进一步

了解自己的自我结构，有的来访者感觉到咨询师对

自己的某种经历感兴趣，就去加以渲染，转移咨询

师的注意力。不去继续诉说自己不适当的心理与行

为。一句话，对于来访者，阻抗的目的是存在于潜意

识的，却也无意识地把异常心理向正常心理转化的

条件继续隐蔽起来。咨询师要想尽快地发现这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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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就要善于处理这些阻抗．巧妙地促使对立面“由

此达彼的贯通性”逐步暴露出来。

钟友彬先生曾经接待过一位“强迫检查”的患

者，13年的病程中，患者除了不厌其烦地检查丈夫

和儿女们的衣物之外。还无休止地检查自己的衣

物，把衣物翻来覆去，里里外外，抖动无数次才肯放

手。做会计工作时，反复检查票据，做档案工作时，

反复检查档案，在家做饭时，反复检查碗筷是否沾

上票据。当客人离开自己家时，要送很远很远，生怕

他们鞋底带走了票据。由于症状越来越严重，只好

停止工作。住进精神病医院，治疗8个月，没有效

果。转经钟先生治疗过几次之后，效果仍不明显，一

谈到关键问题，来访者就闷声不响了。

后来。钟先生让她仔细回想家庭、夫妻关系等

生活情景。在钟先生耐心启发，诚恳开导下，来访者

讲出了一个想过多次，又多次不愿说出来的细节，

13年前一个夜间，和丈夫房事后，“把避孕套丢在地

上，次日扫地时，把避孕套和其它垃圾一起扫出去，

堆在屋门口，被大院里的青年看到，曾说了几句逗

笑的话。丈夫知道后，认为‘丢人现眼’，为此事与病

人争吵好几天，病人也自责粗心。此后，每天早晨起

床后都要数次检查被子，扫出的垃圾也要检查几次

才放心。”【3】18
‘

从这些材料中，钟先生发现，来访者在家里时，

反复检查丈夫、孩子、自己的衣物，工作时，反复检

查帐目，送客人离家时，反复检查客人的鞋底。这个

意识里的症状——“反复检查”。是由潜意识里的异

常心理(“反复检查”被子、“反复检查”扫出去的垃

圾)引起的，这个潜意识里的“反复检查”，又是由意

识里另一种“反复检查”(检查避孕套和垃圾)的正

常心理压抑到潜意识里的。这个过程就是由意识里

的正常心理，转化(压抑)到潜意识里的异常心理，

再由潜意识的异常心理，转化成症状里的心理障

碍。“反复检查”就是这些对立面“由此达彼的贯通

性”．就是对立面互相转化的桥梁。就是咨询师潜心

寻找的对立面转化的条件，顺着这条桥梁走过去，

就能把过度的不正常的表现为心理障碍的“反复检

查”，经过咨询和治疗，转化成意识里正常的“反复

检查”。

三、对立面转化的方向——异常心理向正

常心理转化的保证

黑格尔说：“在对立中，有差别之物并不是一般

的他物，而是与它正相反对的他物⋯⋯此一方只有

反映另一方，才能反映自己。另一方也是如此。所

以，每一方面都是它自己的对方的对方。”【s弘棚在

心理咨询中，来访者异常心理“自己的对方”，就是

咨询师追求的对立面的转化方向，找准过i、方向。

朝着这个方向转化，才是有意义的，否则，都是劳而

无功。

在来访者身上，心理咨询师遇到的异常心理是

十分复杂矛盾的一方，来访者感觉到的，和他们向

咨询师诉说的，表面上也是需要转化矛盾的一方。

实际上，这一方往往不是真正需要解决矛盾的那一

方，真正需要解决的矛盾，大都隐藏在来访者所诉

说矛盾的背后。咨询师要想获得满意的结果。解决

来访者的问题，必须找准隐藏在背后真正需要解决

的矛盾，从这个矛盾的对立中，找到“与它正相反对

的他物”，找到真正需要解决矛盾的那一方。即矛盾

“自己的对方”，向着这个方向转化过去。才能解决

来访者的问题，满足来访者的要求，获得咨询的成

功。

一些不能适应人际冲突的来访者认为，他们需

要解决的矛盾是与别人相处不善的矛盾，对立面的

一方是自己本人，另一方是周围的人．咨询师如果

按照这个方向转化矛盾，转来转去，总不能把矛盾

转化过去，不能获得成功。万一转化成功了。来访者

的人际关系并未得到改善。其实，他们真正需要解

决的矛盾，表面上是自我与周围别人的矛盾。实际

上，则是自我内部的矛盾，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个矛

盾，根本就不可能分析和解决这个矛盾，所以，原有

的不良入际关系不仅没有得到改变，自己的焦虑和

烦恼反而越来越多。咨询师必须意识到。来访者真

正需要解决的矛盾，不是表面的自我与周围人的矛

盾，而是隐藏在来访者背后自我与自我的矛盾。这

个矛盾的一方是来访者自我，另一方仍然是来访者

自我，如果这样朝着对立面“自己的对方”转化矛

盾，结果就大不相同了。

罗杰斯接待过一位年轻女人，她在叙述自己的

问题时说：“我老是想使我周围的人感到轻松自在

⋯⋯我总能把事情搞得顺顺当当⋯⋯有时，我惊讶

地提出与我真实想法完全相反的意见⋯⋯因为如

果不这么做，负责召集的人就会不高兴⋯⋯开始。

我只是不坚持自己的信念，到后来，我已经不知道

我是否还有什么应该支持的信念。我从来没有诚实

地成为我自己。”唧
在这位女士看来，她的人际关系不良，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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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没有顺应周围的入，没有讨好领导，没有处理好

自己和周围人的矛盾，如果把这些都做好了．与周

围人的人缘处理好了，也就自然改善了人际关系。

与这类来访者看法不同，求助者中心疗法认为。来

访者真正需要解决的矛盾，不是外在的自己与周围

人群的矛盾，而是来访者自我内部的矛盾。处在这

个矛盾中的自我，实际上已经一分为二，一个是“虚

假的自我”，上述女性用来对付周围人群的，就是这

个经过价值条件化的“虚假自我”．这个“虚假自我”

对待外部世界时，一直带着假面具，说着讨好别人

的话，干着取悦于别人的事，装出别人满意的表情．

自己内心却是非常痛苦、焦虑，又不知为什么会这

样。另一个是“真实的自我”。这个“真实自我”虽然

包含了来访者自身内部的各种积极因素。却一直忍

受着“虚假自我”这个假面具的欺骗和愚弄，只能隐

藏在假面具背后，但它确实是“虚假自我～自己的

对方”。来访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两个“自我”．更

不能分析由这两个自我组成的矛盾。所以。尽管经

过许多咨询和治疗，都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正确使

用求助者中心疗法，就能撕破这个假面具。促成“虚

假自我”逐步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真实自我”

上，来访者由此变成了她自己，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在咨询实践中。能不能自觉地运用对立面转化

的原理，能不能准确地抓住来访者真正需要解决的

矛盾，促进来访者的异常心理向着“自己的对立面”

转化，尽快地把来访者的异常心理转化到“自己的

对立面”上。常常衡量着咨询师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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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s and the condi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to make sure that abnormal psychology is to transform to its

opposite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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