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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叙事治疗是后现代心理治疗的一个分支 , 兴起于上世纪 80年代。其理论源于后结构

主义 、社会建构论和福柯思想。后结构主义中对 “意义”和 “自我认同”的不同解读 , 社会建构论中

对 “现实”概念的独特阐述以及福柯在知识 /权力上与众不同的观点都为叙事治疗奠定了深厚的哲

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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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事治疗作为后现代心理治疗中具有典型意义

的疗法 ,兴起于 20世纪 80年代 ,由澳大利亚的麦克

·怀特(MichaelWhite)和新西兰的大卫 ·艾普斯顿

(DavidEpston)创始 。但 “叙事学 ”一词最早是由托

多罗夫(Todorov)首次提出的(1969年);1979年 ,心

理学家萨宾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年会上首次提出了

“经验和叙事结构”的观点 ,阐述了叙事对意义的建

构 、人格形成的作用;1986年 ,萨宾的《叙事心理学:

人类行为的故事性 》一书标志着叙事心理学作为一

个正式的领域开始从心理学家族中显现出来
[ 1]
。

叙事 ,顾名思义 ,就是叙说故事 ,通过来访者与

咨询师的对话 ,使 “问题故事”转化为 “较期待故事 ”

的过程。因此可以说 ,故事是了解叙事治疗工作方

式的核心 。而如何对故事进行建构 、阐释和理解 ,不

仅需要叙事工作者掌握一定的治疗技巧 ,更重要的

是领悟其背后深刻的哲学思想 ,也只有这样 ,咨询师

的力量才会更加丰厚和坚定 。

叙事治疗作为后现代心理治疗的中坚力量 ,主

要受到后结构主义 、社会建构论和福柯思想的影响。

虽然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也是众说纷纭 ,没有达成完

全一致的观点 ,但其主流思想还是比较整齐划一的 ,

所以在介绍叙事的三个哲学渊源时 ,会有很多相通

的地方 ,也有少许的差异 。

1　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是和结构主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把

两者对比起来加以说明 ,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其精髓。

结构主义追求事物恒定的结构 ,主张一个 “中

心”的思想。同时也认为 ,所有的事物和现象都是

由深层的元素所构成 ,这些元素可以被分类。这就

意味着凡事存在着对立的两极 ,非此即彼;后结构主

义是 20世纪 60年代在结构主义根基上逆生出来 ,

70年代开始进入整个人文学科 ,迄今已经深刻影响

和改变了西方学术和思想面貌的一种理论或思维方

式
[ 2]
。其焦点主要是 “消解中心 ”,即并不认为存在

着静态的两极对立 ,也不认为任何事物和现象都由

一成不变的深层元素构成 ,表现出对非理性和非逻

辑的推崇。

后结构主义中对叙事治疗最重大的影响就在于

对 “意义 ”和 “自我认同 ”的看法与结构主义存在着

本质区别 ,详解如下。

1.1　意义

结构主义认为 ,生活的意义是元素的反映 ,确定

的元素就决定了生活唯一的真理 。依据这种观点 ,

人们对于生活和存在的意义也就几乎是一成不变的

了 ,它忽视了人主观能动性的表现 ,有些陷入宿命论

的意味 。

后结构主义认为 ,生活的意义是通过叙说的形

式建构的 ,并不是对客观世界单一元素 “刺激 —反

应 ”式的映像 。生活本身可以有多元化的阐释 ,不

同的阐释给人带来不同的意义 ,因此 ,生活本身并不

存在普遍成立的唯一的真理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

的阐释和建构生活意义的方式 。在这里 ,两者的不

同并不单纯的是指对意义的看法不同 ,同时也融入

了哲学释义学的一些思想。贝特森认为 ,人们不可

能了解客观世界 ,所有对客观世界的 “知”都是通过

自己的诠释去赋予意义的 ,这种诠释不是一种方法

论 ,而是人们创造意义的方式
[ 3]
。比如说 ,对于一

个不和睦的家庭来说 ,传统的治疗会认为是家庭功

能的失常导致了成员间关系的紧张和各自的行为 ,

但是叙事治疗关注的焦点在于 ,家庭成员赋予事件



的意义决定了其关系行为的走向。叙事不再把焦点

放在挖掘事件的原因上 ,而是关注 “问题 ”生存需要

哪些条件 ,这些条件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的 ,人们

对这样的条件又持怎样的看法等。

1.2　自我认同

结构主义认为 ,自我认同是自我的产物 ,个体的

内部元素(气质类型 、性格元素)决定了人的自我认

同 ,深藏在人性的中心 ,是不可改变的。受结构主义

影响的心理学认为 ,在我们自己的内部有一个稳定的

“心理结构”、“认知机制”或 “人格”、“个性 ”等可用于

解释我们的行为 ,依这种观点 ,我们害羞 ,是因为我们

有害羞的人格
[ 4]
,而不是由外部的情境导致的。

后结构主义认为 ,自我认同是社会的产物 ,是经

由历史和文化塑造的 ,一个人的生存背景决定了其

行为的方向。后现代重要的代表人物福柯认为 ,人

的本质———假如人有本质的话———并不是一种与生

俱来的 、固定的 、普遍的东西 ,而是由许多带有历史

偶然性的规范和准则塑造而成的 ,而那些规范和准

则 ,又是由每个人都必须在其中成长的风俗 、习惯和

制度所规定的 。所有的文化都为生活于该文化之中

的人们灌输了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 、行为

规范和道德习俗
[ 5]
。后结构主义对 “自我认同 ”的

看法对叙事治疗的影响尤为深远 ,如 ,一个学习成绩

不好的孩子 ,在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中 ,人们会过分关

注其成绩不好的一面 ,而忽视了这个孩子曾刻苦努

力的一面 ,也忽视了人们自己看重学习成绩这个主

流文化的意义 。在叙事治疗中 ,治疗师不关心这个

孩子的成绩为什么会提高不上去 ,而是与其探讨成

绩对于孩子意味着什么;即使成绩不好 ,孩子自己眼

中的自己是什么;自己如何看待自己与成绩不好的

关系的等等 。通过这样的对话 ,使孩子摆脱 “成绩

不好自己就一无是处 ”的想法 ,进而将其对自己的

认同转到更为客观的一面上 。叙事治疗的好处就在

于 ,使人不仅看到了 “症结 ”所在 ,更让人看到了自

己的力量和能力。

总之 ,因后结构主义关注的是构念 ,是构念塑造

并构成人的生活和知识以及指导人们生活和知识的

技巧 ,一切被置于被怀疑的境地
[ 6]
。所以叙事治疗

也同样去质疑一切已成型的事实 ,在对根深蒂固的

客观事实进行讨论和批判的眼光中发现新大陆。

2　社会建构论

社会建构论的早期形态产生于上一世纪 20年

代 ,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融合了库恩的

范式论思想以及知识社会学家伯格和拉克曼的思

想 ,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既是心理学理论 ,又是社会科

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理论
[ 7]
。社会建构论对 “现

实(reality)”这一概念的理解影响着整个叙事治疗

的世界观。

2.1　现实是由社会建构的

现代主义者们认为 ,一个文化下的社会规范 ,经

由人们几代相传 ,会由 “这件事该怎么做 ”变成 “这

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 ,这就是现实 ”。伯格认为 “一

个制度化的社会……会被当成客观的事实 ”
[ 8]
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任何社会团体在建构并维持其 “现

实 ”知识的方式时 ,有三个重要的历程:典型化 、制

度化和正当化。人们利用典型化的过程 ,把认识的

观念分门别类;用制度化维持并传播好不容易得来

的知识;最后再借由正当化把两者结合并合理

化
[ 9]
。在这个过程中 ,由于每个独特的人和文化所

用的典型都不是唯一可能的典型 ,会出现偏差的知

觉 ,使人看不到其他的可能性 ,因而也会忽略到个体

存在的差异性。

因此 ,社会建构论认为 ,人周围的现实世界(制

度化的社会)不是客观的存在于社会中等待人们去

认识和发现的 ,而是存在于人与人的互动之中 ,由世

世代代人们所赋予的不同意义建构的 。换句话说 ,

人们对一个事物的看待 ,其实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 ,

这个所谓统一的标准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建构出

来的。也就是说 ,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或不同的时

代变迁中 ,人们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标准和观点 。

受这种世界观影响的叙事治疗 ,不再关注 “通则 ”,

而把兴趣点放在 “例外 ”上 ,对人们常常忽略但却始

终影响人生活的细节进行好奇 ,使人们看到自己的

独特和价值 ,进而重构对生命的看法 。比如说 ,一个

因肥胖自卑而前来咨询的女孩 ,叙事治疗会关注

“胖 ”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 自己是怎么看待 “胖”

的 ? “胖 ”是如何影响她的生活的? 有无对其与他

人的互动造成影响 ? 除了 “胖 ”自己是怎样看待自

己的等等。所有这些提问的目的都是使其更加清楚

地看到自己与 “胖 ”的关系 ,自己还有哪些不曾意识

到的独特之处和价值 ,这样全面而系统地看待自己

也许是来访者以前并不曾做过的 ,因此会产生新的

视角和变化 。

2.2　现实是透过语言而彰显的

现代的观点认为 ,语言仅是人们表达思维世界

的一种工具和中介 ,思维在先 ,语言在后 ,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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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了语言在人际交往和表达情感上的效用;而社

会建构论认为 , “语言的意义并非源于思想 ,而是源

于运用语言的过程 ”
[ 10]
,也就是说语言不是表达思

维 ,而是规定思维 ,什么样的语言会让人脑中形成什

么样的思维世界 ,人们对现实的认识都是借由语言

而限定的 。正如 Anderson所说的那样 ,语言并不是

像镜子般反映自然 ,而是创造我们所知的自然。

叙事治疗也认为 , “不是人说话 ,而是话说人 ”。

语言不仅是用以描述事物的抽象工具 ,它更多地用

于建构我们的意义世界 ,并因此使事件发生。与不

同的人说话 ,传递和接受的信息会有差异 ,这种差异

反馈给说话人 ,并在其脑中赋予不同的意义 ,引领人

不同行为的产生。丰富和细腻的话语可以让人有身

临其境的感觉 ,会带出一些原来没有的感受和意义。

这里所说的感受和意义是指 ,人对自己生命生活的

价值与目的的觉察 ,即个体知觉到 “自己是如何的

以什么样的姿态存在于世界”中。叙事心理治疗所

要做的不是对当事人的问题提供一个具体明确的答

案 ,而是要关注人们怎样使用人际的语言习惯来解

释自己的经验以及如何对事件做出反应 ,这才是心

理治疗的关键所在
[ 11]
。同时 ,在叙事中 ,故事是核

心 ,而故事的建构离不开语言 ,无论是来访者的语言

还是咨询师的语言 ,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话和

关系的走势 ,如何用更积极细腻的语言去建构自己

的主观世界 ,是叙事治疗中重要的一环 。

此外 ,前面也介绍过叙事治疗的过程是使 “问

题故事”转为 “较期待故事”的过程 ,也可以这样说 ,

叙事心理治疗的核心思想是使当事人改变自己原来

的叙事风格或角度 ,把目前 “成问题”的话语转移到

另一种更为流动的话语
[ 11]
。通过双方对话的互动

和碰撞 ,产生出新的思维和火花。

2.3　现实由故事组成并得以维持

故事就是生活 ,故事使我们在一起 ,也使我们分

开。我们都住在自己文化的伟大故事中 ,我们凭借

故事而生活 ,我们靠着自己种族的当地故事而生

活
[ 12]
。可见 ,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

故事和情境中 。人们通过叙说来组织经验和记忆 ,

将日常生活中琐碎的经验串联起来 ,统整为一个有

意义的实体。当叙说的时候 ,一些零散 、不起眼的时

间依发生顺序(时间)组织成有意义的情节 ,事件有

了意义 ,故事就鲜活了起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

故事不仅仅是 “故事本身 ,它还构成或者说塑造了

人的自我和生活。改变自我和生活 ,也就意味着改

变故事 ”。

叙事治疗家认为 ,每个人都用故事来为生活体

验赋予意义 ,故事是多种多样的 。对个体而言 ,总有

一个主流的支配性故事 ,是个体解释现实世界的主

要途径 ,另外一些是处于边缘的故事 ,其中却常常蕴

含着改变的潜能
[ 13]
。叙事治疗最重要的就是发现

那些处于边缘的故事 ,从中发掘力量 。同时 ,叙事认

为 ,在一个人的故事中 ,没有描述出来的故事永远比

描述出来的更丰富 ,哪怕是再详细的叙说 ,也包含许

多在 “此时此地 ”没办法一时诉说出来的细节。因

此 ,此疗法更加珍惜人们的 “替代故事 ”,而不愿在

令人痛苦的 “主线故事 ”上继续重复。此外 ,因为相

信人的经历总比他们能说出来的故事更丰富 ,所以

也就把主动权交给了来访者自己 ,使 “每个人都是

自己生命的专家 ”成为可能 。

2.4　没有绝对的真理

社会建构论认为 ,由于我们无法客观认识现实 ,

所以我们能做的只是诠释经验 ,而诠释经验的方式

有很多可能性 ,可是没有哪一种诠释是 “真正 ”的真

理 。在诠释真理的过程中 ,语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使人建构了不同的 “自我认同”,这种 “自我认同 ”和

主流文化所认为的 “符合标准的自我认同 ”必然有

一定的区别 。

叙事治疗并不是让咨询师帮助来访者找到其

“真实的自我”,而是找到 “较期待的自我 ”,然后带

着自己喜欢的自我去发展人生 。比如说 ,一个离家

出走的孩子 ,一般人会认为这是个问题的孩子 ,但是

叙事治疗关心的是他的离家的过程中是如何照顾自

己的 ,再透过照顾自己这个特质去看待自己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然后将类似的闪光特质串成一条线

(即支线故事),帮助其克服现在的困难 。可见 ,对

于同样事件的不同角度 ,可以发现不同的意义 ,最后

也许会达到曲径通幽的效果 ,再次证明真理的不唯

一性。

2.5　社会建构论对叙事治疗的意义

以上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社会交媾论对叙事治疗

的影响 ,它不仅为叙事治疗提供了世界观和理论支

持 ,也为咨询的方法和技巧提供了借鉴 。它认为心

理现象是一种社会文化的 、语言的建构 ,个人的自我

认同 ,决定于文化脉络 、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与资

源 。而任何一种社会建构都会给人们的思想带来限

制 ,因此叙事治疗所强调的特殊意义事件可以透过

文化的桎梏把人的心灵解放出来
[ 14]
。叙事治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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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话语”的作用 ,对咨询师来说 ,好的问话技巧不

单纯地能引发来访者思考 ,而且还能帮助其重组故

事;在来访者的叙说中 ,以往单薄的闪光事件不再是

零星地散落在人的生命历程中 ,而是通过 “话语 ”串

联成一条极具生命力的有弹性的 “线”。咨询关系

的稳固与否 、探讨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深入与否 ,

都与两人共同 “对话 ”水平的高低有重要关系 。

3　福柯思想

米歇尔·福柯 ,作为后现代的主要代表人物 ,其

许多观念深深渗透到了叙事之中 ,成为叙事哲学观

中最亮丽的一点。他对权力观点的独特阐释 , 对

“自我 ”与众不同的看法以及对压制人性的制度的

批判 ,都强而有力提供给叙事治疗源源不断的动力

支持 。

3.1　知识 /权力

福柯所说的权力和以往的权力不同 ,它不是掌

握在少数当权者的手中 ,而是弥散在社会的各个角

落;它并不是某些人所占有的一样东西 ,而是人与人

之间 、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力量关系 ,是整个关系运作

的结果
[ 5]
。

“主流知识 ”即权力 ,是福柯对知识和权力的经

典论述。他认为社会的论述决定了什么样知识是该

社会中真实 、正确或适当的知识 ,所以控制论述的人

也控制了知识 ,同时特定环境中的主流知识也决定

谁能占据有权力的位置 。也就是说 ,知识就是权力 ,

权力就是知识
[ 7]
。当知识经过历代的传承变为真

理的时候 ,就会成为一种权力来压制人们。

在叙事治疗中 ,麦克 ·怀特也指出人有内化其

文化中 “主流故事”的倾向 ,而这样就会使人们忽略

到其他的故事和可能。任何文化中成为故事的个人

经历毕竟是少的 ,还有很多事件没有成为故事 ,这意

味着 ,当生活叙事带来有害的情况时 ,如烦恼 、痛苦

等都可以唤回以前的不同事件 ,组成新的故事 ,或者

从另类故事的次文化中寻求支持
[ 15]
。比如 , “功课

好才是好学生 ” ,会主宰我们的行为 ,成为主流知

识 ,而人们也想当然地认为那是唯一的真理 ,成为一

种权力。正像在社会建构论中提到的 “没有唯一的

真理 ”,叙事的哲学就是要鼓励人们成功挑战把人

压制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 。

3.2　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

福柯认为 ,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 ,而不是被

发现出来的。如果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 ,人本

身就没有任何不可改变的规则 、准则或规范 ,也就不

存在什么隐藏在外表之下的本质。一个理想的人

“并非那种努力去发现他自己 、他的秘密的 `真实 '

的人 ,而是那种力图发明他自己的人 ”
[ 16]
。这和社

会建构论 “人是在社会环境中建构 ”的观点一致。

对于叙事治疗的影响 ,就是治疗师不会以静态的视

角去看待人们的问题 ,治疗师帮助来访者通过自己

的叙说 ,打破其负向的自我认同 ,人就可以重新建构

较为积极的自我 ,带着较期待的自我去发展人生。

3.3　“正常”与 “异常”的分类

福柯认为 ,主流文化和传统 ,或是透过科学实证

得出的结果都会让人们看到何为正常 ,何为异常。

科学的分类以及社会 、文化以及主流知识 ,规定了什

么样的人是成功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失败的人。如

果人们用这种观点去看待周围事物 ,就会是一种集

权的方式 ,使人们不再尊重个人的选择 ,不再对 “个

人独特性”的闪光点好奇。

叙事的哲学认为 ,并没有所谓的 “异常 ”的生命

形式 ,只是有些形式的 “常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只

要人们深知自己的观念并不是唯一的真理 ,并坚信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专家 ,愿意带着谦卑好奇的

心态去探索其他生命故事的历程时 ,他人生命故事

中的力量才会被看到和闪现出来 。

4　结语

总之 ,后结构主义 、社会建构论和福柯的思想对

叙事治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成为其治疗方法的理

论根基 。麦克·怀特曾说过 “把这个学说定义为一

种世界观是不是比较好呢? 也许吧 ,可是即便如此 ,

还是不够。也许该说它是一种认识论 ,一种哲学 ,一

种个人的承诺 、一种策略 ,一种伦理 ,一种生活等

等
[ 17]
。”这不仅表明叙事治疗是一种治疗的手段 ,更

说明它受惠于其哲学渊源而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态

度 。叙事治疗师不仅要学习其外在的治疗技巧 ,更

重要的是带着一种谦卑的世界观去看待来访者 ,从

灵魂深处相信来访者不等同于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也只有这样 ,才是真正地掌握了叙事的精髓 。尽管

叙事治疗在发展的道路上也受到了一定的批判 ,但

其尊重人 、相信人 、鼓励人的精神仍值得人们去领会

和发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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