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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理解性的社会生物，渴望在社会交往中被

他人所理解[1]。现象学的出现将我们对理解的认识

带入本体论的时代，理解成为表明主体“自我”的存

在状态，主体对理解和误解的自我感知及其意义建

构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 [2]。多个研究认为，个体主

观感受到被他人理解通常比实际上被理解更重要，

当个体感知被误解时，会带来各种负面的身心影响，

破坏人际关系的质量，增加关系中的冲突和不信任，

甚至演化为社会危机[3-5]。

Cahn 和 Shulman 最早将感知被误解（Feeling
Misunderstood）概念化，认为感知被误解是交往者试

图与他人相互沟通时，交往失败的自我评估，“不满、

烦恼、不适、不安全、悲伤、失败、不完整和无趣”是人

们感知被误解时最常见的描述[6]。Condon通过对已

有文献的回顾，发现感知被误解的特征可以被概括

为三个内容：不安、不和谐的感觉、对情绪的敏感，并

将感知被误解界定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之间出现

不和谐的感觉，并包含一种对情绪敏感所引发的焦

急[2]。最近的研究将感知被误解与感知被理解看作

是一对相反的概念，是主体带着被理解的期待进入

交往关系中，通过对话获得的一种主观确定性，这种

确定性让主体生成被误解或被理解的自我判断和体

验 [4，7]。虽然已有研究并未对感知被误解的概念达

成共识，但都认同感知被误解是在人际交往中发生

的一种自我感知，其内容指向个体的主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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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家庭是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一种类型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07）。最新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独生子女总量

在1.45亿左右，累计死亡独生子女超过100万[9]。

“失独”带来的巨大压力让失独者产生新的交往

和情感需求[10，11]，强烈渴望在交往中被他人所理解，

以获得支持，发展健康的压力应对策略。“我感到伤

心”意味着什么？这不仅是指向内在世界的经验叙

述，也是一种向外关系的开始，它是失独者的求助信

号，也隐含着失独者对他人理解的期待。有研究支

持，压力中的弱势群体希望拥有更多理解的社会关

系，这有助于他们接受帮助并更好地调适生活[12]。

国内多个研究都发现失独者的社会交往质量较

差，无法满足失独者的情感需求[13，14]，这让部分失独

者在社会交往中频繁感知自己不被他人所理解。失

独的压力事件已经给失独者带来巨大的创伤和意义

丧失，在失独后的交往中感知被误解的经历更是雪

上加霜，可能导致失独者出现自我封闭、排斥外界、

边缘化和适应困难，并进一步加深失独者与他人之

间的隔阂和差异，引发社会矛盾。国内已有的失独

研究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只有少数研究开始关注

失独者的生活世界和内在体验，而感知被误解的主

题研究仍然是一个空白。本研究旨在从失独者的视

域出发，透过参与式的田野，深度诠释失独者感知被

误解的内在体验，以更好地理解和帮助失独群体融

入社会。

1 方 法

2013年 3月到 2014年 6月，研究团队通过某公

益创投项目，为江苏省南京市的14户失独家庭提供

专业服务而结识失独者们，并建立关系、发现问题。

项目结束后，2014年9月到2017年4月，研究团队继

续为失独家庭提供志愿服务，并开展研究的田野调

查和访谈。

1.1 研究者

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本身是重要的研究工

具。研究者的主观性要素可能影响研究过程和结

果，因此，研究者需要拥有专业的训练背景，也应该

具备良好的理解能力和自我反思能力[15]。为此，本

研究组建了跨专业的研究团队，研究者的专业背景

包括社会工作、临床心理学、医学和社会学，每位研

究者都取得了相应的专业资质，并具备丰富的临床

干预和研究经验。本研究使用研究者的自我反思日

记和团队讨论作为辅助工具，帮助研究者对研究参

与者的相关经验进行深入反思和理解。

1.2 研究参与者

本研究采取立意取样的模式，邀请研究参与者

的标准为：失独者；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测试 24分以上的意识清

楚者；可自由对谈、清楚表达个人观点者；接受研究

邀请函并同意参与本研究者。

研究的参与者是7名失独者，分别来自7个不同

的失独家庭，其中男性1名，女性6名。基于对研究

参与者的保密原则，编码将以英文字母顺序A、B、
C、D、E、F、G为代号。基本信息见表1。
1.3 资料收集的方法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的方法收集资

料。为贴近研究参与者的内在经验和不同生活情境

的脉络，激发研究参与者分享的动机，本研究采取质

性研究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以感知被误解为特定

议题拟定开放性问题，藉由面对面的接触和语言互

动，运用倾听、同理心、支持、自我觉察等技巧，收集

访谈资料。访谈是具有弹性的、开放的和平等的，是

访谈者与受访者相互沟通、共同建构并寻求彼此都

能理解的共享意义的循环过程。访谈在征求受访者

同意后均全程录音。

参与观察是研究团队通过2年半的时间参与失

独者的日常交往，以感知被误解为主题，记录失独者

与他人交往前、交往中和交往后的语言、场景等信

息，以观察记录、照片和视频的方式被收集。

文本代号

A
B
C
D
E
F
G

年龄

65
64
60
49
59
59
50

性别

女

男

女

女

女

女

女

婚姻状况

丧偶

初婚

初婚

初婚

初婚

再婚

初婚

子女性别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子女死亡年龄

30
25
14
17
26
22
16

子女死亡原因

癌症（脑胶质瘤）

车祸

白血病

癌症（子宫癌）

他杀

癌症（胃癌）

自杀（高考失利）

丧亲时间

4年
9年
18年
4年
6年
5年
7年

宗教信仰

无

无

无

基督教

无

无

无

表1 研究参与者人口学基本信息

注：以上信息统计年限截止2017年12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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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资料处理与分析

质性研究最重要的是将所收集到的资料予以分

析、诠释以及呈现发现结果。本研究最终获得资料

包括：325318字的访谈稿、103190字的观察记录、40
张照片、5段视频和41959字的反思日记。

研究团队基于诠释现象学（Hermeneutic Phe⁃
nomenology）的方法论，对资料进行诠释。诠释现象

学是一种结合胡塞尔的现象学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

的新兴分析方法，是针对人类深刻的生命经验进行

系统性探究的研究方法，它追求人类经验现象的生

活世界，以及主张所有经验现象皆可透过语言加以

诠释 [16]。诠释现象学的分析方法强调研究者必须

“参与”受访者的生活世界，发生交往，才可能真正理

解受访者的内在经验；以及研究者与受访者的“主体

间性”和“视域融合”，即研究者的理解与受访者的意

识流是在互为主体的研究过程中，通过不断地诠释

循环而达成共识的[17]。基于此，研究团队对收集资

料进行反复阅读，文本的诠释步骤如下[18]：

第一，文本的建立和反复阅读。研究团队反复

阅读访谈文本并及时记录。除了访谈文本，观察记

录、照片、视频和反思日记都纳入反复阅读的范围。

第二，意义单元的浮现与分析。在反复阅读访谈文

本的基础上，开始对所浮现的意义单元进行描述和

理解，尽量贴近文本的原意，提炼初级主题。第三，

现象脉络走势的梳理。研究者对初级主题的层次进

行梳理，合并具有共同或相似意义的主题，形成主题

群并寻找更高一层的概念。第四，结构主轴的推

敲。经过团队讨论，制作结构化主题表。基于诠释

现象学的基本立场，研究团队在以上每个过程中都

与研究参与者保持着双向的互动关系，不断审视建

构经验意义的脉络性和结构性。最终，研究团队与

研究参与者就研究结果达成共识。

2 结 果

研究结果发现，失独者在研究过程中频繁报告

自己被他人误解。感知被误解的经验结构可以概括

为五个方面，具体包括认同危机、关系隐裂、抗逆力

丧失、负向情感和努力。

2.1 认同危机

感知被误解会让失独者出现认同危机，包括社

会认同的危机和自我认同的危机。所有参与研究的

失独者都表示，当感知自己无法获得他人的理解时，

如同通过与他人对话反射出这样的感觉：在这里，你

什么都不是，是一个不相干的人。

2.1.1 社会认同危机 这里的社会认同是一种个

体内在的社会认同，即个体主观上认识到TA属于特

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TA
的情感和价值的意义[19]，并发展出群体归属感。失

独者的社会认同危机表现为失独者通过社会交往，

发现TA无法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也无法从该群体

中得到所需要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其最直接的表现

就是失独者感受到强烈的差异性、感觉被排斥和缺

乏归属感。

“我就会感觉不一样，真的，跟她们都不一样。

她们有小孩，我没有，我经历了，她们没有经历。她

们的共同语言就跟我不一样，以前都能讲到一起去，

现在，讲不到一起去。就觉得自己格格不入，很边

缘，只有你一个人跟人家不一样。自己一个人待在

那里，无法插话，感觉我融不进去，不合群。”（失独者

A）
“家里人不让我讲小孩的事情，她们就讲她们小

孩的事情。跟社区邻居在一起，如果我要对着她们

讲我家儿子怎么样，她们就不要听了。她们一个个

都讲得很开心，都是谈带孙子外孙的，到我这儿，她

们就停了。最后变成我只能坐在那里听，很少讲话，

因为我就一个人，她们考虑不到的。她们根本不在

乎你。”（失独者E）
2.1.2 自我认同危机 让失独者感知被误解的交

往，不仅让失独者体验着糟糕的社会认同，也重创了

失独者的自我认同，具体表现为失独者感觉羞愧和

失败。羞愧的产生是由于失独者通过交往对话意识

到自己说到了大家认为不应该说的事情，并且自己

和在场的他人都见证了这种行为，并受到他人消极

地评判。

邻居：“我这个脚就是在XX医院动手术给搞坏

了，现在越来越差，当初就不应该开刀。”

失独者：“我们儿子当初也是在 XX医院做手

术，遭那个罪啊，所以我现在自己就不敢去医院，一

到医院就害怕。”

邻居：“不要想这些东西！你要注意，你这个事

情，我们都很同情，但讲一遍就行了，不要多讲，这是

为了你好，知道吧。你讲这些，他们也回不来。你老

想，像你们这种家庭永远迈不出去。”

失独者C沉默。

——观察记录：失独者A与社区邻居的闲聊

“我就感觉自己做错了事，很尴尬，不知道该怎

么应对，哪个都能来说你，哪个都能来批评你。”（失

独者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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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者在访谈中也表示从感觉属于某个群体到

不属于是十分痛苦的，这让TA觉得自己很失败。

“本来小孩没了，跟人家在一起就很自卑了，现

在越交往越有挫败感，有时候你也会怀疑，觉得自己

很失败，你做的事情在她们看来都是没用的。我只

能偷偷的，给你看，别人来我是不给的，因为他们不

理解。”（失独者F）
2.2 关系隐裂

当失独者在交往中感知自己被误解时，还经历

着一种关系隐裂的体验。失独者将它描述为一种贴

近他人的同时却又经历着交往活动的逐渐疏远，这

是一种感觉自己外在与他人在一起发生交往对话，

但内在是连接断裂、与他人分离的矛盾体验。

“很难讲，就感觉我是跟她们在一起，大家都在

说说笑笑的，看上去好像很好，但我是我，她们是她

们，其实并没有真的玩到一起去。原来很好的关系

也会有裂痕了，越走越远。有时候我也是表面上接

受，但心里已经没有什么想跟她们在一起的想法

了。”（失独者F）
关系隐裂的具体表现是多样的。在隐裂的关系

里，失独者通过交往的对话，时常体验到自己是不被

他人所信任的；

“就好像我说的都是假的，我跟我们家人讲（所

有参与研究的失独者都出现过持续性连接的表征，

例如看到死去的孩子或闻到孩子的香味、有意义的

梦、祭祀等。），她们都以为我是吹的，她们都不相信，

以为我神经病。你看我还像头脑有毛病的啊？”（失

独者A）
或者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被他人忽略，没有被

听到；

“他们其实并没有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打断我，

根本不听你在说什么。”（失独者D）
同时，失独者还会出现失望的感受，也可能会感

觉自己受到伤害；

“作为姐妹、朋友，本来应该最懂你的人，反而

这样讲你，换了谁也接受不了。她们还没你们对我

好。你说我还失望啊，我就觉得她们怎么会这样，想

不通，我也没做错什么，真的很受伤。”（失独者G）
缺乏内在连接的关系，让失独者体会到孤独的

滋味。

“你就感觉没有人真正关心你，没有人真的愿意

换位思考，来帮助你，你就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人，

没有人懂你，很孤独。”（失独者F）
2.3 抗逆力丧失

抗逆力是指一种个体的心理复原力，是个人所

具有的某些能力，使个人处于危机或压力情境中时，

能发展出健康的适应策略[20]。这种能力包括在压力

下保护自己完整的能力，以及积极建设生活的适应

能力[21]。

感知被误解让失独者体验到无助感和无力感，

出现抗逆力的丧失。失独者在访谈中提到频率最高

的一句话便是：没办法。

“也会感觉很累，心太累。但自己的亲人，又没

办法，只能自己劝自己，想开。没办法，怎么办呢，没

得办法。”（失独者E）
这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了；二是我很无力、很无助，这是失独者抗逆力丧失

的根源。有研究发现无力感和无助感会让个体在应

对压力情境时出现个人化，无力感的个体会倾向于

内化问题来针对自己；普遍化，认为问题影响了生活

的所有方面或所有的人都无法帮助自己；以及永恒

化，认为问题是永远不可能被改变的非理性信念，从

而导致抗逆力出现问题[21]。例如，失独者在访谈中

会使用“都”、“永远”、“所有”等非理性概念来描述自

己的观点。

“你就觉得自己干什么都不行，怎么讲，弄得我

自己都感觉自己不是一个正常人了，自己跟自己较

劲。”（失独者B）
“尤其是不能解除人家对你的误解的时候，很无

力。怎么办，没办法。我就封闭自己，放在心里吧，

但放在心里又很难过，不知道找谁讲，觉得所有人都

不理解我。”（失独者E）
“感觉没经历过的人永远都不会理解我，谁会理

解啊，只有自己能理解自己。”（失独者C）
2.4 负向情感：愤怒、害怕和伤心

感知被误解也让失独者的情绪产生变化，出现

各种负向的情感。负面情绪所带来的体验感觉往往

充满了消极、敌意和焦虑[22]。研究团队对失独者话

语背后的情绪进行甄别，发现感知被误解所伴随的

负向情绪主要有三种：愤怒、伤心和害怕。三种情绪

常常同时出现、相互隐含。

“很难受，本来就很伤心了，听到她们讲那种话，

气不打一处来。这些人是不是头脑有问题！真是让

我寒心，想起来心情就不好。”（失独者D）
“他们就讲我，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动不动就

发脾气，脾气不好了，有时候他们跟我讲话，我都反

应很激烈。他们讲的话，你听了都会觉得寒心。”（失

独者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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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想想也觉得害怕，这种样子以后靠谁

啊。”（失独者C）
2.5 努力

感知被误解让失独者在一些情景中放弃，在另

一些情景中继续前进。在心理学中，努力是主体在

进行活动时用力发挥的一种主观体验。研究团队发

现，被误解的状态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内容，在感知被

误解的经验结构中还包含了一种失独者的创造性努

力，类似于一种建构希望的经验结构，失独者是“在

沮丧中构想可能性，在努力中面对无助与隔离”[23]。

这具体表现为失独者尝试各种新鲜的事情来帮助自

己从感知被误解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这种努力会由

交往的对话中延伸到对话外，内容包括改变说话的

方式、忙碌、尝试新的方法证明自己、发展新的关系

等。

有的失独者在访谈中提到，感知被误解会让她

觉得不甘心，第一反应是会努力尝试沟通，改变说话

的方式来面对他人。

“不甘心，我也会努力试试，尝试跟她们沟通，努

力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刚开始，我提到就会哭，后

来觉得不行，就控制一下情绪。”（失独者G）
有的失独者还表达说，忙碌起来可以帮助他从

感知被误解的状态中脱离出来。

“我每天就往外跑，安排满。早上，下去锻炼，上

午去小饭桌吃饭，下午去做做理疗，晚上再去湖边走

走。自己找事情来做，每天’上班’，有时候陪老婆去

超市，时间就过掉了。忙起来也觉得好一些。”（失独

者B）
在交往关系中感知自己的话不被信任的失独

者，尝试运用拍照片、视频的方法将自己所做的、所

见的记录下来，以此证明自己，化解被误解的感受。

“你看，这些都是我拍的，拍下来是个记忆也是

留个证据，给她们看，不然我说什么她们都不相信。

我拍下来，给她们看，意思就是我到过这里了，我办

过摆桌了（摆桌是指在祭祀逝者的时候所准备的饭

桌。），我自己过节了，有人来关心我了，我有吃有喝，

我都拍下来，告诉她们我现在跟哪个在一起。不是

我嘴上讲的，都是真的，不是我吹的。”（失独者A）
感知被误解会让失独者降低与误解者之间的交

往愿望，在隐裂的关系之外发展新的关系。有的失

独者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误解，便对新朋友隐瞒了失

独的事实。

“我现在就不想跟他们呆在一起，认识了几个新

的饭桌朋友，是在一起吃饭的老年人。”（失独者D）

“我每天下午去做理疗，那几个理疗的小姑娘都

挺好的，对我不错，我也喜欢跟她们在一起。她们都

不晓得我的事，我也不想讲。”（失独者G）
3 结 论

失独者在社会交往中感知被误解的现象是常

态，具有复杂的经验结构。第一，感知被误解会让失

独者感受到认同危机，包括社会认同危机和自我认

同危机。根据参与研究的失独者描述，感知被误解

让失独者在社会交往中感受到强烈的差异性，感觉

被他人排斥，缺乏归属感，甚至无法从群体中获得所

需要的情感和价值意义；同时还会产生自我羞愧和

失败感，重创失独者的自我认同。第二，感知被误解

会给失独者带来一种关系隐裂的矛盾体验。失独者

将它描述为表面贴进他人的同时，内在却经历着不

被信任、不被听到、感觉失望和受伤害，甚至孤独的

疏远。第三，感知被误解让失独者出现无助感和无

力感，从而导致失独者的抗逆力丧失，压力适应能力

下降，无法发展健康的应对策略。第四，感知被误解

包含的情绪体验都是负向的，愤怒、伤心和害怕是失

独者感知被误解时出现频率最高的情感。最后，研

究还发现感知被误解的经验结构并不完全是消极

的，感知被误解的痛苦也会激发失独者的努力，尝试

在另外的情境中积极构建希望，以缓解被误解的心

理压力。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已有的失独者服务有着重要

启示。首先，求助者感知被误解的体验对其接受帮

助、调适压力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却常常是被忽略的

实践话题。临床工作者、家人和朋友应该体谅并尊

重失独者的自我感知，深入理解失独者行为表现背

后的内在需求，觉察失独者感知被误解的主观体验，

并及时给予关怀。其次，研究发现提醒临床工作者

重新认识失独者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哀伤（Compli⁃
cated Grief）和延迟性哀伤（Prolonged Grief）。部分

失独者在临床辅导中会出现复杂性哀伤，我们常常

将此归因于失独所带来的哀伤反应[24]，而本文的研

究发现提醒临床工作者要谨慎评估失独者的此类哀

伤反应。哀伤反应究竟是丧失还是社交障碍所引起

的？失独者在社会交往中被误解的体验可能与失独

所带来的压力叠加，共同作用于失独者的身心，从而

出现复杂的情绪和行为反应，甚至社会性的危机。

再次，感知被误解的体验具有矛盾性，既给失独者带

来认同危机、关系隐裂、抗逆力丧失和负面情绪，也

同时激发了失独者的努力。这启示临床工作者觉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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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运用失独者的努力作为治疗中改变发生的“希望”

和“资源”，有效帮助失独者解决交往问题。最后，我

们也建议临床工作者组建跨专业的合作团队，关注

失独者与他人的社会交往质量，促进失独者与他人

的相互理解，建立新的社交体验，真正促进失独者的

社会融合。

国内已有研究关注到性别差异在失独研究中的

影响[25]。不仅是参与研究的动机和丧亲的经验，男

性失独者在社会交往中的主观感受也与女性失独者

存在差异。本研究只纳入了一名男性参与者，未来

的研究需要加入更多男性参与者，丰富感知被误解

的经验研究，挖掘性别影响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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