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心理探索

投入
王学富
☆☆☆☆☆☆☆☆☆☆☆☆☆☆☆☆☆☆☆☆☆☆☆☆☆☆☆☆☆☆☆☆☆☆☆☆☆☆☆☆☆☆☆☆☆☆☆
在面谈中，时常有人向我表达：“我不能投入，怎么办？”
听他们讲述自己一路过来因为不能投入而付出的代价，着实让人同情。这些代价包括：学业不振，工作失误，不能
融入人际关系，以至于到医院看病，被诊断为（量表显示）这“症”那“症”，吃各样的药。还有人几年、十几年
寻求心理咨询，就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我不能投入。
我与一个来访者探究，发现了她“不能投入”背后的一些情况。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不能投入”其实是说“我
不能百分之百投入”。
那我要问：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投入吗？你之所求百分之百投入，天下几人能得？或者，即使一时可得，能够永远
维持吗？因此，“百分之百投入”终不可得。
如果得不到，她会怎么说呢？
她说：因为我太紧张，所以不能投入。
因此她一定要治疗自己的紧张，目的是让自己能够投入。结果是，治疗了十年，还是紧张，还是不能投入，以致她
整个人都变得僵硬了，言语动作如同机器。
她找到了我。我试图帮助她解开紧张和不能投入背后的玄机。其实一点都不玄。
我问：如果不能投入百分之百，投入百分之八十可以吗？百分之六十可以？四十呢？十呢？”
问题就在这里：她不能接受投入百分之八十，更不能接受百分之八十以下。
那么，我要说的改变的玄机也就在这里：能投入百分之多少，就接受自己投入百分之多少。这就是“投入”。
那么，为什么她不能接受呢？
她说：因为别人都是这样（投入百分之百）的。

2

这是她的假设。就是这个假设导致她紧张。因为紧张，她强求自己“投入百分之百”。这些从何而来？追根溯源，
自幼被要求跟人比较，与人竞争，要胜过别人，就要高效，就要投入，“百分之百投入”，“每时每刻投入”，“永
远投入”。周围时而响起催促的声音：“你要投入啊”，时而响起责怪的声音：“你为什么不投入啊”。做作业时，
听到“快快快”。“投入投入投入”，“不能分心分心分心”，“全神贯注贯注贯注”，“集中精力集中集中集中”……
后来工作，也听到快快快——恋爱快快快，结婚快快快，生孩子快快快……因为自幼被强求，后来就自我强求——
强求自己完全投入，百分之百投入，纯粹投入，不能有一点放松，不能有一丝马虎。特别是在高中时期，为了最高
效率地学习，周围任何一点声音都会扰乱。写到这里，我便想起在南京发生的事：高考期间，家长们到考场附近的
大街上去拦汽车，不许通行。更有甚者，家长在高考前一夜把学校池塘里的青蛙毒死了……都是为了保证他们的孩
子投入投入投入。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批人，他们必须投入百八之百，不能容忍投入百分之八十，六十，四十，十。他们不仅强求自
己，还会强求他人。他们不仅责怪自己，还会责怪他人，抱怨环境。他们活在百分之百里，如果不是百分之百，他
们宁愿不活，宁愿活成病人。
这些年来，我接待了许多人，他们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投入（前面说过，其实是不能接受自己不能百分之百投入），
他们强求自己投入更多，不管自己投入多少，他们都会强求投入更多——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因为不能达到，他
们就责怪自己投入不够或不够投入，或者抱怨他人不善，环境不良，干脆放弃，跟生活脱离，完全投入症状。
关于“投入”，我在探讨中发现这样一些本质：
一，“投入”里有一种骄傲：“如果我能够投入，我比谁都厉害。”
二，“投入”里有一种自欺：“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不能投入。”
三，“投入”扎根在不安全感里面，因为害怕，才如此强逼自己投入。
四，“投入”是苛求完美的代称，或者，完美找到“投入”作它的代言人，作它的仆从，戴着面具出现，也是巧立
名目。
我们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强迫的时代，“投入”成了一种强迫的方式。人们把“投入”加以美化，神圣化，绝对化，
教条化，以为“投入”就是一切，“不投入”就是罪。于是，焦虑出现了，强迫出现了，抑郁出现了。
因为不能投入，就感到惶惶不安，仿佛世界末日来临，即焦虑。强求投入，却不能投入，又欲罢不能，即强迫。强
求自己投入，却达不到，就失掉了动力，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即抑郁。
那么，它的解药是什么呢？其实前面透露过了：能投入多少，就投入多少。安然于此，才是投入。
然而，并非明白这句话就可以了。要真正安然接受“百分之百以下的投入”，就需要不断练习，直到它成为一种行
为习惯，成为一种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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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非专业化运动”推动心理咨询行业的“专业化”进程
张国宪
☆☆☆☆☆☆☆☆☆☆☆☆☆☆☆☆☆☆☆☆☆☆☆☆☆☆☆☆☆☆☆☆☆☆☆☆☆☆☆☆☆☆☆☆☆☆☆
——记南京直面心理研究所和王学富博士开创的 ECP 课程

通过谈话就能有效地治疗一个人的心理疾病，这就是“谈话治疗”，这是心理咨询最初也是最核心的部分。但
时至今日，中国心理学界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从民国时期蔡元培教授等倡导心理学算起），许多心理学界的从
业人员仍对单纯的谈话就能治疗持怀疑和忽视的态度，他们总是忙于模仿西方种种新异的咨询流派，不练基本功，
没有扎实的研究，更谈不上创新和本土化了。这种浮躁的风气对心理学界的危害可谓深矣，对普通大众的误导可谓
深矣，不断伤害社会大众对心理咨询的信任和期待，在特殊的环境中甚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医生”的怪诞现
象，令人沉痛不已。
“中国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第一人”王学富博士在直面辅导延伸课程（ECP，Extended Counseling Program）系列
教材的序言中指出：“希波克拉底讲‘谈话治疗’的时候，很少人知道他在说什么；荣格的祖父（也是一位医生）
思考‘谈话治疗’的时候，当时的人根本不理解这一点；后来，弗洛伊德开始从事‘谈话治疗’的时候，很多人还
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但这种情况后来改变了，心理咨询和治疗在西方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助人体系。”正所谓
此心同，此理同，如果你真正理解了西方心理学的本质，你也会领悟到中国文化中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所以王老师
进而指出：“其实，中国的文化传统里也有相当丰富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资源，只是许多人根本不知道。传统中医
对身心关系的治疗理论非常符合现代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观念，古代就有人对‘谈话治疗’做过尝试，并探索出一些
经验和方法，如用现代心理治疗所说的‘脱敏疗法’治疗恐惧症等。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寓言故事也有很丰富
关于心理症状及其治疗的观察与描述。我们的文化里有一句话叫‘话匙开心锁’，意思是说，一个人处于情绪困扰，
走不出来，他的心如同上了锁一样，而好的话语可以打开这‘心锁’。”这段话看似简单，实则准确而深刻。
虽然传统文化（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中有丰富、有效的心理学思想和资源，但心理咨询行业的出现却是意义重
大，科学心理学从弗洛伊德起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早已肆虐已久的心理问题开始得到重视、研究和治疗，心理咨询
服务为大众打来了福祉。然而，真正让心里咨询走向普通大众进而焕发巨大活力的却是心理咨询的“非专业化”运
动，心理咨询不再囿于狭隘的生物—医学模式，丰富多彩、深刻入理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传统宗教与文化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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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心理学相互碰撞和渗透，心理咨询开始从专业机构推广到社会上各方各面，以更多的形式和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使
更多人受益。尤其是人本心理学和存在心理学的出现，更是为心理咨询注入了深厚的人本内涵和生命内蕴，心理咨
询的应用更为广泛、深刻而灵活，也推动了跨文化心理咨询的发展和心理咨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运动。
今天我们心理学界出现的种种问题和不足，说是因为专业化和基础研究的水平低，毋宁说是因为“非专业化”
运动的欠缺。由于后发优势、社会的巨大需求以及中国文化的深厚基础，在中国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中，民间机构
和民间学者起的作用实际超过了各大高校、研究所和医院对行业的推动。通过在民间普及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让更多的个体、家庭、公司、社区切身经验到心理咨询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技巧，可以帮助更多的患者和普通
人直接受益，获得治愈、成长及增进社会关系和适应能力。这会进一步推动心理咨询的专业化进程，因为我们都记
得那句名言，一种社会需求对科学研究的推动超过十所研究所。
正是基于对中国心理卫生运动多年的思考和负担，美国心理协会（APA）“夏洛蒂和卡尔·彪勒奖”获奖机构
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在一群有志之士的参与和推动下，他们有的是留学归来的博士、国外来访学的年轻学子、
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老师和研究生、南京模范社区的管理者和基层社会工作者，还有更多的在各种助人行业一线
工作的心理咨询师、教育工作者等，在 2005 年就开创了 ECP 课程，并自主编辑了全套 12 本教材和其他辅助资料。
ECP 课程在爱德基金会等公益机构的支持下，还在安徽、山东、北京、湖北等省市许多城市建立了教学点，结交了
一大批共同推动心理卫生运动的良师益友，王学富博士、孙闻老师和直面的工作人员十年来坚持定期去各个教学点
授课，让更多三、四线城市的居民和基层工作者得到正规而前沿的心理教育，播撒着心理健康和社会和谐的种子。
ECP 课程为二年制心理咨询函授培训，它的梦想是——为中国社会培养 2 万名掌握最基本、最实用的辅导技术
的心理咨询员，它大致可以实现以下几个目的：
第一：许多人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书，但是却只有书本上的知识，不能真正从事心理咨询。ECP 课程可
以帮助他们加深对心理学理论和基本概念的理解，更主要地是训练咨询技巧和获得实践机会，通过系统学习获得生
命成长和专业提升，逐步成为合格的心理咨询师。
第二、ECP 函授培训的宗旨是“帮助你自己和你周围的人”，是为那些有愿望自助和助人的普通人提供的机会，
不管是关注孩子的心理成长、希望与孩子有良好沟通的父亲或母亲，还是在婚姻情感上存在困扰、不知如何经营夫
妻关系的妻子或丈夫，还是在企业团体中遭遇工作压力和人际冲突、有种种情绪和心理不适的员工或管理者，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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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生、行政工作者等等，都可以通过该课程获得支持和帮助。
第三、现在我们国家提倡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心理工作者我们相信，心理咨询是从文化最根本的地
方入手，不仅能帮助个体处理心理危机，促成精神成长，还能帮助一个群体建立相互理解、互助互爱的文化，进而
帮助整个民族重建文化自信和培育开放进取的良好氛围，这是“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内在基石。
最后还有说明一点，直面研究所在不断构建一个系统的心理学培训体系，最基础的层级正是 ECP 课程，经过两
年的学习后，学员们还有机会进一步学习直面独有的“直面—存在—人本心理学分析师课程”。这一课程首先基于
王学富博士创导的、享誉国内外的本土心理学流派——直面疗法，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咨询师必备的系统训练。第三
个层级是直面学塾，成立于 2011 年，目标是在中国培养心理学实践与研究的高品质的专业人才，接受直面心理学
的深度训练，体认中国文化系统，提升专业实力和学术水准，能够与西方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对话。2012
年，直面学塾招收了第一批“直面弟子”，2015 年开始已招募两届“直面驻修生”，开始成为年轻的精英们提升专
业品质和国际视野、开展本土化创新研究的“稷下学宫”。直面书塾不仅为 ECP 学员提供了晋升学习的巨大空间，
更为项目培养合格的培训老师，以保证全国各地的学员们都能享受到低价优质、深入浅出、系统实用的心理普及教
育。

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 2017 全年度培训计划一览
☆☆☆☆☆☆☆☆☆☆☆☆☆☆☆☆☆☆☆☆☆☆☆☆☆☆☆☆☆☆☆☆☆☆☆☆☆☆☆☆☆☆☆☆☆☆☆☆☆

2、3 月活动预告
时间：2 月 24 日-26 日，ECP 面授班第三学期开课啦！
课程内容：家庭婚姻关顾、亲子关系与教育、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
地点：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
费用：3800 学员价：1500
时间：3 月 28 日起，直面分析师第二阶段课程开始
地点：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
费用：3800 老学员：2200 老学员阶段复听：800
时间：3 月 8 日起，全国各地的 ECP 带领者将会定期举办免费的线上心理沙龙
活动采用 YY 语音的方式进行，具体时间会在微信上提前通知
直面的 YY 频道 ：59715659（直面心理）
欢迎各地的 ECP 学员和心理学爱好者踊跃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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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形式

授课老师

面授
2 月 17 日

2 月 24 日至 26 日

王老师畅谈 ECP 并回答学员问题

ECP 面授班第三学期课程

网授

王学富老师

面授

王学富老师

线上活动

ECP 带领者

面授

王学富老师

面授

王学富老师

全国各地 ECP 带领者
3 月 8 日起
心理沙龙（免费）
3 月 28 日起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

直面分析师第二阶段课程
存在治疗第二阶段
第一期课程并招募现场案例

4 月 15 日起

美满健康家庭第三阶段课程

面授

孙闻老师

4 月份

释梦工作坊

现场活动

Dr. Erik Craig

4 月 25 日起

直面心理学课程

网授

王学富老师

5 月 18 日至 21 日

工作坊：与潜意识连接+释梦

现场活动

王学富老师

存在与梦

面授

张国宪老师

面授

王学富老师

现场活动

王学富老师

6 月份

存在治疗第二阶段
7 月 14 日至 16 日

第二期课程并招募现场案例

8 月 3 日至 6 日

工作坊：神经症的意义

8 月 25 日至 27 日

ECP 面授班第四学期课程

面授

王学富老师

直面分析师第三阶段课程

面授

王学富老师

9 月 12 日

现场活动
不定期

全年招生

直面分享会（免费）

ECP（心理辅导延伸项目）系列课程
12 门心理辅导基础课程，随报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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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

直面邀请嘉宾

王学富老师
函授

孙闻老师
ECP 带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