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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智力落后儿童性行为问题的沙盘游戏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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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索沙盘游戏疗法成功干预一例智力落后儿童性行为问题的关键因素。方法：从荣格分析心理学
的理论视角，对个案的 16 次沙盘游戏作品进行分析。结果：个案在沙盘游戏治疗师创设的“自由受保护”的空间里，
经历了问题的呈现、展开、深入与转化以及最终问题行为的消除四个阶段后，性能量获得了发展，性情感获得满足，
性行为问题得到有效改善。沙盘游戏无意识水平工作和象征性分析的工作原理、母子一体性的治疗关系以及治疗
师对移情与反移情的把握，是该个案治愈的关键因素。结论：
沙盘游戏疗法对智力落后儿童性行为问题的干预具有
独特的优势，
可为该特殊群体的问题行为干预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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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key factors of sandplay therapy intervention on a mental retardation child with sex⁃
ual behavior problems.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ng's analytical psychology, this paper analyzed 16 sessions of

individual sandplay works. Results: After the problem presentation, expansio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moval of problem⁃
atic behaviors, the child’s sexual energy gained development, sexual emotion secured satisfaction and sexual behavior im⁃
proved validly with the“free and protected space”provided by therapist. The key factors curing the case were the principle
of the unconscious level work and symbolic analysis of sandplay therapy, the mother-child unity 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and the therapist's handle of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Conclusion: Sandplay therapy has special advantages
on intervening sexual behavior problems mental retardation children, and thus it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intervention on
the problematic behaviors of special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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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落后儿童由于智力发展的限制，导致性生

在单纯的性知识教育和技能训练上，应该重视智力

理发展正常而性心理发展严重迟滞、性生理欲望的

落后儿童的性情感体验、性个人需求、性价值选择等

出现而性道德规则理解困难，使得智力落后儿童表

人格教育层面，重视智力落后儿童性行为问题背后

现出朦胧的性心理和强烈的、不加掩饰的性行为，并

的性心理与性情感 [3]。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对已

常以不恰当的行为方式在不恰当的场合表达和解决

出现的性行为问题仅靠老师和家长的口头说教与行

[1]

性需求 。因此，对智力落后儿童开展性教育让特

为约束收效甚微，只堵不疏的方法容易将矛盾激

殊教育工作者倍感困扰。目前，智力落后儿童的性

化。因此，急需要探索一些新的途径，来疏导和控制

教育仍然是处于一种被动的、无奈的、等到问题出现

智力落后儿童性行为问题背后的性心理能量，避免

[2]

时才加以语言说教或行为约束的教育现状 。但积

不当的性行为问题给儿童自身的身心发展和生活，

极心理学倡导，智力落后儿童的性教育不能仅局限

以及他人乃至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而沙盘游戏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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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广泛证实是处理儿童情绪行为问题最适合的咨询
方法之一，具有象征性、非言语、易吸引儿童等独特
优势[4]。儿童可以在沙盘游戏过程中去探索、学习、
了解自己和世界，使用沙具来表达自己的经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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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期待、需求及愿望。且在游戏过程中，能够将意

得到来访者本人和家长的同意）。

识与无意识整合、身体与心理整合、内在与外在整

2

合，
引发心灵自愈的能力及提升个体的自我控制感，

沙盘游戏干预过程与关键点分析
根据 T 在沙盘游戏干预过程中的变化，大体可

使得人格更为完善[5]。
因此，本文将呈现一例运用沙盘游戏疗法成功

以分为四个阶段：问题的呈现与关系的建立、沙盘游

干预智力落后儿童性行为问题的个案，从荣格分析

戏干预的展开与进展、问题的深入与转化以及问题

心理学的理论视角来理解智力落后儿童性心理发展

行为的消除。具体分析如下：

阶段受阻现象背后的原因，分析沙盘游戏疗法用于

2.1

干预智力落后儿童性行为问题的关键因素。最后，

2.1.1

为沙盘游戏疗法在智力落后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性

受阻

行为问题的干预提供借鉴和参考。

每个沙具站稳、排列整齐。T 从第一个摆放的沙具

1

老虎开始，将沙具从左至右、从沙盘的近心端到远心

1.1

个案背景
个案基本资料

T，男，13 岁，为某市特殊学校启智班三年级男

问题的呈现与关系的建立（第 1-3 次）
初始沙盘：问题的呈现——性能量的聚集与

在初始沙盘的摆放过程中，T 小心翼翼地使

端一排一排地摆放，直至沙盘摆满，最后摆放了一个
有羊妈妈和羊宝宝的羊圈（见图 1）。

生，父母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母亲患有糖尿病，无

工作。T 在 4 岁时诊断为轻度智力落后，韦氏幼儿智
力测验分数为 60。8 岁时曾到普通小学就读，但因

无法适应普通学校的学习与生活，而转至特殊学校
就读。
1.2

个案受理原因

由于 T 在乘坐校车时，常出现触摸女生乳房、大

腿及下体等不良行为，因此由班主任推荐其来进行
心理辅导。
1.3

个案初始印象

T 身体胖墩，小平头，皮肤黝黑，走路一摇一摆，

说话时眉开眼笑，但口齿有些含糊不清。性格活泼

外向，爱说话，很有亲和力。第二性征的表现明显
（即嗓音变化、喉结突出）。能回答自己的姓名和年
龄，但不能正确回答班级、家庭等基本信息，情境性
语言理解能力较好。
1.4

个案心理评估

T 在青春期出现性生理变化，表现出原始本能

的性萌动反应，但由于缺乏对自我的控制能力和对
社会关系、情景的判断能力，出现触摸女生乳房、大
腿及下体的不良行为，因此心理评估为智力落后儿
童发展中的行为问题，属于一般心理问题。
1.5

沙盘游戏的设置

本个案从 2014 年 11 月份开始工作，辅导过程历

时两个学期（寒暑假放假的时间除外），以沙盘游戏

辅导为主（共 16 次），绘画、游戏辅导为辅（共 9 次），
共辅导 25 次。另外，在与个案工作期间，对班主任
进行了 4 次访谈，父亲、母亲各访谈 1 次。T 的辅导

频率是每周一次，每次 50 分钟。
（备注：本案例报告

图1

初始沙盘

从初始沙盘来看，并未有一个明显的沙盘主题，
但却表达了他当下各种无意识层面的对立与冲突的
创伤主题，具体分析如下：①混乱与秩序：整个初始
沙盘满满当当，沙具种类繁多，
沙具一排一排整齐摆
放，而沙具之间并没有联系。T 在混乱中寻找秩序
感的无意识呈现，以及无主题的沙盘提示其心理发
展水平的落后，同时他也希望能把自己规则、有序、
认真的一面呈现给沙盘师，能与沙盘师建立好的关
系。②受阻与流动：在沙盘最下端即无意识的本能
部分，T 摆放了坦克、飞机、消防车、警船等特殊的交
通工具，以及拿锹的工人、持枪的战士、蜘蛛侠、篮球
少年等人物，这些动感十足和能量强大的沙具均背
对着 T 朝向前方，但拥堵无比、无路可行，象征着 T
当下性能量的聚集、受阻、受限，欲向未来寻找出口
却又没有出口。③冲突与转化：在沙盘的远心端即
意识层面，面对着 T 摆放的是羊圈、房子、金字塔、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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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芭蕾女孩、水晶球等具有温暖、滋养、美好及自性
原型的沙具，并且这股柔美、温暖、滋养的阴性力量
与来自本能的男性能量在沙盘中间汇合，形成一个
过渡的中间区域，此区域摆放着鸟、羊、娃娃、熊猫、
虾米、青蛙、贝壳等弱小的、低级的、原始的动物，寓
意着原始的、本能的、受阻的这股强大的性能量需要
在母性的抱持空间、时间的积淀、家庭的守护、爱的
滋养下获得转化与发展。

T 在初始沙盘中，既呈现了问题所在，同时也呈

现了治愈的线索。
2.1.2

建立咨访关系

图2

第四次工作（第 2 次沙盘掩埋的物品）

图3

第四次工作（第 2 次沙盘掩埋的物品）

结合 T 的成长背景与初始沙

盘的分析了解到，T 家庭经济拮据，母亲患病且文化

程度低，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使得 T 的成长尤为缺乏
安全感和有质量的依恋关系。而儿童早期的依恋关

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儿童心理正常发展的必
不可少的条件，是原始的驱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着儿童成年后的人际交往以及对他人的信任感和对
周围环境的认同感、安全感 [6]。因此，与 T 建立自由

受保护的空间、建立安全信任的关系也就非常重
要。T 在完成第一次初始沙盘后，第二、三次辅导选

在第五次到第八次的工作中，T 和沙盘师持续

择了轻松的互动涂鸦，与沙盘师共同完成绘画涂鸦、
色彩分割，
表现出愉快的情绪，常常与沙盘师有亲密

的行为，如拥抱沙盘师，T 的正向移情反应悄然发
生。
2.2

沙盘游戏干预的展开与进展（第 4-14 次）
该阶段又划分为两个小阶段。

2.2.1

沙盘游戏持续呈现藏-找主题（第 4-10 次）

在与 T 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后，T 在第四次辅导时邀

请沙盘师一起进行沙盘游戏，T 要求沙盘师闭上眼

着藏-找的主题（见图 4、图 5、图 6、图 7），有时候是 T

埋藏好沙具沙盘师来找；有时候是沙盘师埋藏沙具

T 来找；还有的时候会在结束的时候把沙具藏起来，
和沙盘师约定下次见面时再拿出来。在沙盘游戏
中，许多儿童都会玩埋藏与搜寻的游戏，掩埋沙具表
明当下仍有一些事情是孩子无法面对的。然而，更
为重要的是，有人知道并且见证了那些被沙盘掩埋
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儿童人格的核心所

睛，
待他将所有沙具掩埋后，才允许沙盘师睁开眼并

在，他的真实自性需要被隐藏，
以避免被环境所伤害

把掩埋的沙具找出来，如此持续反复埋藏-找-埋

[8]

藏-找的过程，直至游戏时间结束。值得一提的是，

师的关系，确定自己是否会受沙盘师关注。且在沙

T 最后埋藏的沙具为雪糕和烟头（见图 2 和图 3），且

在取沙具时他会模仿成人用手夹住烟头做用力的吸

。T 在一次次的藏-找过程中，来确定自己与沙盘

盘师的搜寻过程中，重新获得对自我能力与水平的
自信。

烟动作，雪糕也会放进嘴里假装用力吮吸后再掩
埋。
“雪糕”象征着甜甜的、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或
者是口唇期的过渡客体式的满足。而青少年时期的
“吸烟”则象征着儿童由男孩转变成男人，以及男性

个体的独立与成熟[7]。由此可见，T 一方面表现出退
化行为，
退化到口唇期的满足，另一方面生理上的发

育使其产生强烈的成人感，渴望尽快进入成人世
界。潜意识里两股冲突的力量通过沙盘巧妙的呈
现，并通过游戏创造性的解决，T 将其一起埋葬，酝
酿，
寻找整合的方法。

图4

第五次工作（第 4 次掩埋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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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宣泄他对沙盘师的愤怒。T 的沙画呈现出愤怒的
居中的能量场（见图 8）。图 8 为 T 和沙盘师之间移
情-反移情的互动同时所呈现的盘，这是一个充满
能量的场，是儿童自性原型能量的丛集。T 开始对
自我和所有现实的认知有了有意识的觉察。当孩子
成功的形成了与沙盘师分离的感觉，能够与沙盘师
建立关系，并把自性群集为个体人格的中心之时，自
我就会开始形成，进而会沿着发展的阶段循序渐进，
直至形成具有独立意识的能力[11]。
图5

第七次工作（第 5 次沙盘掩埋的物品）

此时，沙盘师要为孩子提供一个自由受保护的
空间，完全地接纳、保护和引导他，并在接下来孩子
的自我发展阶段陪伴他。此次负性反移情的发生，
沙盘师的觉察与处理非常重要。

图6

第八次工作（第 6 次掩埋沙盘）
图8

第十二次工作（第 9 次沙盘）

在接下来的第 13 次和第 14 次辅导中，T 再次拒

绝做沙盘。而是选择了和沙盘师玩接抛小球的游戏
以及读书活动，沙盘师紧紧跟随、陪伴、接纳和抱持，
关系得到进一步的稳固，并往下一个阶段发展。
2.3

图7

2.2.2

第十次工作（第 8 次沙盘掩埋的物品）

治疗的关系的转折——负性反移情发生（第

11-14 次） 在第 12 次工作时，T 开始制作湿沙盘，
开始对沙盘的接纳与深入[9]。

T 首次在沙盘中使用水，水作为一种隐喻，象征

着那些无意识的和没有形状的能量，
甚至可以说，象

征着没有诞生的能量 [10]。孩子运用水，可以象征性
地回到母亲子宫的水世界中，在与沙盘师共同营造
的自由受保护的空间里，孩子能重新体验到重要的
原生母子依恋关系。但由于沙盘师对其一些不当的
行为（如将沙子扔进垃圾桶、常常想依偎在沙盘师的

怀里等）进行了限制，T 则用强烈的抓-扔沙子的行

问题的深入与转化（第 15-22 次）
T 在前两次的工作中获得沙盘师较好的抱持
后，又开始制作沙盘。第 15 次的沙盘作品（见图 9）
给人带来清晰的现实感，出现房子、人物、桥、水晶
球、交通标志等现实情景的沙具，
沙盘呈现家庭和自
然场景的主题。但在沙盘中间，T 埋藏了三个男性
人物（爷爷、爸爸和哥哥）和一个魔鬼（见图 10），埋
好后在“坟墓”上面插上“香火”，作揖三下。葬礼是
人生中最重要的四种仪式（出生礼、成人礼、婚礼、葬
礼）之一，是转化的开始[10]。当一个人与自己开始一
段新的关系，他需要用仪式来涵容因了解后而产生
的强大转化[12]。T 通过葬礼仪式象征性的处理了他
潜意识中对“父性人物”产生的“阉割焦虑”，对其日
后对父亲的顺从，对男性性别角色的认同有很大的
转化意义。另外，在此次沙盘中出现了桥，
桥象征着
连结，T 运用桥将潜意识世界和意识世界连结在一
起，意识与无意识的经验得以整合，T 的性行为问题
得以深入，被阻滞的能量通过仪式得以疏通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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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在最后的一次沙盘中，依次将飞机、轮船、汽

车和消防车，放在自己用嘴巴
“吹”出的环岛路上，有

序地绕行起来（见图 12）。T 就像这架在跑道上即将
起飞的飞机，蓄积许久的能量终于得以疏通，等待敖

翔。根据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圆形——完整的象
征，自性的象征，自性（Self）是一切心理问题治愈的
核心所在，是最具治愈力量的原型[13]。T 已经到达他
沙盘游戏旅程的终点站。
图9

第十五次工作（第 10 次沙盘）

图 12
图 10

第十五次工作（第 10 次沙盘掩埋的沙具）

于是，T 在第 17 次的咨询中摆放了有房子、鲜

花、绿草、树木等色彩斑斓、生机勃勃的自然主题沙

盘（见图 11）。在沙盘结束后还高兴地告诉沙盘师，

第二十五次工作（第 16 次沙盘）

在咨询结束后与家长和班主任的访谈中，均反

馈了 T 在这八个月来的巨大变化：语言表达比以往
更丰富；情绪表达更为流畅、准确；在学习方面，
对学

习的热情增高、积极主动性增加，并产生了竞争意
识，数学能进行二十以内的简单运算，语文能完成简

周末要去参加一个叔叔的婚礼，说到自己长大以后

单的组词和造句；人际关系方面，
与同学相处更为融

也要结婚。结婚，是男性和女性的结合，是性能量、

洽，没有再发生骚扰女同学的不良行为。

在与 T 辅导的过程中，也指导其父母在家中如

性行为走向符合社会规范的途径。孩子开始朦胧地
意识到性行为与性道德之间的关系，意识到男性与
女性结合的神圣，T 的性道德感开始萌芽。

何进行性知识、性行为和性道德教育，如要求给 T 创
设私密的空间，与母亲分床睡觉，洗漱男女分开，怎

样保护个人隐私部位，怎样注意青春期的生理卫生
等，将无意识中的转化和成长带入到意识化的行为
之中。

3

讨

论

在已有的临床实践研究中，沙盘游戏技术已被
证实能有效解决特殊儿童青少年的各种心理问题，
如读写困难儿童的情绪行为问题 [14]、聋童的社交焦
图 11

2.4

第十七次工作（第 11 次沙盘）

问题行为的消除（第 23-25 次）
T 在后来的沙盘游戏过程中越来越投入，同时
也表现出对知识的强烈渴求。据班主任反应，T 的
学习兴趣变得浓厚了，且有与同学竞争的愿望和信
心。T 即便是智力落后儿童，在性能量活跃期满足
了亲密的安全依恋感之后，成人感也随之而来，
也就
自然地将这股力量投向外部世界，去认识世界，
去发
展自己。

虑障碍[15]、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等[16]，能帮助特殊儿
童释放和表达消极情绪体验从而达到心理能量的整
合[17]。

在本案例中，沙盘游戏技术在 T 的性行为问题

干预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分析其治愈的关键因素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智力落后儿童由于智力水平落后导致言
语交流障碍，使用语言指导仅能做出部分反应。沙
盘游戏其无意识水平工作和象征性分析的工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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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回避了言语在心理咨询中的主要作用，更强调非

在后期的沙盘作品中开始有明显的主题，沙盘的色

言语创作和表达的重要性。荣格在其理论中指出，

彩也丰富起来，秩序感也开始建立。同时，
在现实生

象征作为无意识原型的一种表达方式，透过象征可
以把无意识中的心灵和姿态引向意识层面，从而带
来释放和治愈的效果。它使意识与潜意识的必要连

活中，T 的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不再是仅仅聚焦于
男女的性关系方面，积极情感体验增多，求知欲望增
强，人际交往能力得到提升。

接成为可能，
这种融合是无法通过理智、理性的层面

综上所述，沙盘游戏对智力落后儿童性行为问

达成的，因为本能本身会反抗，理智和道德也会阻

题有一定的干预效果和优势作用。沙盘游戏制作过

拦。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只能通过象征符号来进
行整合[18]。T 借助沙具、沙子和水象征性的表达了自
己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的冲突被转换到外部，
变得

清晰可见起来。十六次的沙盘游戏工作，T 经历了

程使 T 在性情感方面获得满足，性心理方面得到有
效的释放与疏导，性道德感开始萌芽，性行为问题得

到有效改善，从而促进了 T 积极自我概念的提升和
健康人格的发展。

问题的呈现、问题的深入与转化以及问题行为的消
除等阶段，
最后性能量获得了发展。

其次，本个案由于沙盘师对 T“ 积极母亲”移情

参
1

的较好把握，以及沙盘师负性反移情的及时觉察和

2

种关系的建立是治愈的关键。有研究表明，轻度智

3

督导，T 与沙盘师建立了安全、稳定、信任的关系，这

力落后儿童的同伴关系发展明显落后于智力正常学
生，
父母对智力落后儿童的教养方式更多的是惩罚、
过度干涉、过度保护，更低水平的温暖，自尊水平相
对较低，负面评价较多[19]。T 的生活处境与研究结论
基本一致。T 由于家庭贫穷，母亲患慢性病多年，现

实中的母亲懒散、冷漠、对其责罚多，T 与母亲没有

4
5
6

形成一个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在初始沙盘中，T

7

性特质、消极母亲的意象。可见，与 T 建立安全信任

8

最后，T 在沙盘游戏过程中，因性情感获得满

9

拿的第一个沙具就是老虎，老虎代表的是负面的女
的关系尤为重要和谨慎。

足、性心理得到释放，性行为问题也就自然消除。沙

盘游戏非常强调“母子一体性”的治疗关系，这种关
系能够滋养孩子与生俱来的自性，获得自愈的力
量。在沙盘的问题呈现阶段与深入阶段，我们可以

发现，T 在沙盘师所创设的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里，
心理退行到无序、混沌的最本能的状态，开始使用水

制作沙盘，就像心理退行到母体子宫生命的最开始
阶段。只有重新建构儿童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
母子一体阶段，个体的心理发展才能够得到内部修
养，
并从中滋养出人格发展、智力发展以及心灵发展
所必需的力量[18]。青春期性行为问题背后的需求实
质是亲密关系的需求，表达的是早期亲密情感的缺
失，安全感的缺乏。T 在“母子一体性”关系中，亲密
的情感获得满足，安全感得以建立，心理发展则自然

进入下一发展阶段。在转化阶段，T 能够将对沙盘
师的移情转向内向投射，关注内心的象征生活。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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