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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理解的自杀

要以大学生个案为例的心理动力学解读
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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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文章基于真实个案，
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对自杀行为中的理性或可理解的成分进行分

析。自杀在大学生群体中经常被主体意识或无意识地作为表达性的工具使用，其目的可能是为了
逃离不可忍受的痛苦，或是为了维持和内部自体客体的联接，也可能是为了向重要客体表达攻击
和报复。自杀并不是非理性的冲动，
而是一种去功能化的自体在绝望的情境下作出的受限选择。
关键词院自杀曰大学生曰个案曰可理解的曰心理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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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本身是否是理性的和可被理解的袁在精神
医学界和心理学界就一直是争议话题遥 由于自杀者
的现实检验功能受损袁精神医学和经典精神分析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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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今后咨询可能的工作方向遥

一尧 不可忍受的痛苦

向于将自杀行为看作是一种病理表征袁即认为自杀

自伤或自杀经常被解释为对不可忍受的痛苦的

的发生是精神异常的转归遥 但随着近年来对安乐死

一种应对方式遥 如果心理活动主要受到唯乐原则调

等话题的探讨袁相关研究表明在美国心理学会这样

节袁并以消除不愉快的紧张状态为目标的话袁从单纯

的专业组织内部袁认为自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性

的计算角度来看只要对当下痛苦的抽离欲望大于对

成分者超过了八成 咱员暂遥 简单地把自杀意图或行为归

死亡及其未知的恐惧袁自杀作为一种选项即可成立遥

因于病理性的异常是一种将自杀污名化的做法袁这

在语义学上袁这个概念有两层涵义袁野不可忍受冶提示

种回避策略无助于对自杀者状态的理解遥 而在大学

自体处理应激的功能可能存在障碍曰而野痛苦冶则指

校园袁日渐增多的自伤自杀个案和相对滞后的自杀

内部或外部刺激的性质袁 以上两个概念在心理活动

相关研究已经成为高校心理工作者面临的主要困难

过程中共同发生作用遥本文关注的是后者袁即诱发不

之一袁对自杀的发生发展过程的理解不足带来的压

同个体产生自我毁灭意图或行为的痛苦之间存在着

力放大了咨询师的焦虑袁缩减了咨询师的容量遥 这

的共性因素是什么遥首先袁自杀意图或行为的出现一

使我们更易与学校其他部门产生共谋袁单纯地将自

定伴随强烈的情绪唤醒袁其核心是绝望的体验袁更确

杀归类为一种冲动的非理性行为袁以便简单直接地

切地说是被击垮和被困住的双重感受 咱圆暂遥 个体面对

加以处理遥 事实上袁分析每个自杀危机个案中所具

着当前无法处理的困境袁 同时认为在可预期的一段

有的可被理解的成分袁既是评估风险程度的现实需

时间内袁这种糟糕的情况不会有所改变遥此时当事人

要袁也有助于咨询师对案主的共情和后期咨访关系

感觉自己是无力和无能的袁 如果事件本身引起了对

的建立遥 本文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着眼袁从个案面

早期创伤性记忆的意识或潜意识层面的回应袁 情绪

临的外部应激和自体对内部冲突的处理方式这两方

体验将尤为剧烈咱猿暂遥 在临床工作中袁危机个案的来访

面探讨自杀中的可被理解的成分袁其目的在于结合

者有时会试图将现在的处境与过往的经历联系 起

实际个案袁描述性地构建自杀者语境下的内部心理

来袁与修通式的自我理解不同袁这种唤起方式展现的

活动袁借以更深入地了解自杀意念和行为的成因袁并

是长期的无助带来的苦难袁 并会在短时间内显著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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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负性体验的程度遥 以笔者的工作对象 匀 为例袁她

纳性不足的抚养者作为一个可怕的外部客体在经过

具有典型的边缘型人格的特质袁同时存在着冲动控

内化处理后变得不再那么具有威胁性遥 而为了与喜

制的问题袁其来访目的是希望解决和舍友间似乎无

怒无常的他们保持和谐以维系实际脆弱的联接袁来

时无刻不在的冲突遥 事实上袁在大多数时候 匀 采取

访者自小就熟练地运用着压抑和伪装在生活遥 正如

友进行想像中的攻击并进而取胜遥 在进行了五次咨

人的关系时所说的院

的人际交往策略是不表达真实情感袁而在内心对舍
询之后袁她在第六次咨询中把自己在宿舍与舍友的
冲突与之前的成长经历相联系袁内容如下院

在挂科后自杀未遂的男性大学生 蕴 谈到自己和 家
野我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袁所以我就把他们想
要的表现给他看遥 但这一次的事情让我必须告诉他

野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到现在袁我就一直处不好和

们我不敢说的事袁我不喜欢这个专业袁不喜欢这个学

别人的关系袁总是被抛在角落的那一个遥 有一点你

校袁 也讨厌他们要我走的路袁 一想到这个我就很害

说得对袁这不只是别人的问题袁我自己要负大部分责

怕遥 在老家那里亲戚都把我当榜样教育我的兄弟姐

任袁我可能生来就惹人厌遥 冶

妹袁现在脸都被丢光了遥 冶

显然 匀 意识到了某些一贯的模式阻碍了自己

蕴 像木偶一样被其强势的双亲操纵至今袁 在他

与他人的互动袁但却还没有准备好去讨论更深处野我

缺乏赞许的成长历程中父母似乎永远无法被满足遥

周围的人总是不断离开我袁我希望他们对我好一点冶

像许多类似个案发展出的模式一样袁 取悦父母成为

的需要遥 这种场景再现般的前后关联自动地给出了

了 蕴 的责任和目标袁而这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又使他

一个内归因的尧用来展现自疚的负性结论要要
要野都是

反复受挫遥在挂科之后袁他担心与父母之间小心维系

因为我不够好冶袁并加重了 匀 无可奈何的宿命感遥 在

的联接会因为一门考试挂科而受损袁 更害怕自己不

之后的两周内袁匀 出现了自伤意念袁原因是她认为即

得不在解释挂科原因时把之前压抑的愤怒释放出来遥

使在学校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也不可能改变这长久

这种对作为控制者的双亲发起的攻击尽管只是想像

以来循环般的困境遥 除了绝望和无奈的情绪体验袁

中的袁却足以唤起 蕴 原本就潜伏的不安全感和对联接

该个案还提示了痛苦变得无法忍受的另一个因素袁
即原有的回避方式或退行手段不再适用遥 匀 通过短
期的咨询获得了不完全的自省袁但这同时也动摇了
她一直以来惯于使用的保护性防御袁使她无法自动

崩坏的焦虑遥 蕴 本想要联系父母说这件事袁最终却没
有拨通手机袁这符合 酝葬造贼泽遭藻则早藻则咱远暂对自杀者抵制和拒
绝支持系统帮助的解释要要
要自杀者对爆发性体验带
来的失控的恐惧超过了求助于人的愿望袁此时他们可

采取攻击渊即使是潜在的冤的方式减缓对自身的冲

能转向酒精或药物曰也可能采用与内部客体对话的方

击袁不得不去体验之前被漠视和抛弃的现实袁这是咨

式代替与实际客体的互动袁蕴 选择了后者袁 随后在想

询中时刻存在的一种难以回避的风险袁能否及时发

像的交流中确定他将不可能从父母那里获得理解遥 无

现和处理考验着咨询师的敏感度遥

论以上哪种方式袁都将破坏自体的整合性袁引发自杀

二尧 对野失联冶的恐惧与自我价值感的受损
在对高校发生的高风 险个案进行回溯的过程
中袁适性不良的亲子间依恋模式是很常见的状态袁正

意念的出现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自杀意念暂时消解了焦
虑和恐惧袁作为一种强有力的非语言表达方式体现了
与重要客体维持现有联接的愿望遥
案例带来的另一 层思考是 蕴 在陈述中提 到了

如 匀燥造皂藻泽 指出的袁成年期的自毁行为是早期生活中

野丢脸冶这个词袁体现了其自我价值感受到了损害遥笔

接造就了低阈限的情绪唤醒和碎片化的自我意识 遥

感到惊讶袁在这里袁野丢脸冶提示了社会化过程中的文

在临床实践中袁 此类来访者大多会因为镜映的不完

化因素起到的作用遥 翟学伟在其有关中国人脸面观

全导致心智化过程出现问题袁 从而在分离自身感受

的论著中着重指出了野面子冶与野脸冶的区别袁其认为

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时遇到困难袁 安全感不足亦促

相对于面子具有的可交换性袁 脸的概念更接近于存

使他们在人际互动中不断试图打破界线袁 以此来满

在本质的因素袁 即个体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及其在

足和他人融为一体渊却从未被抚养者回应冤的原始爱

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咱苑暂遥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们习惯

破坏性关系体验的结果袁 安全感和容纳性的缺失直
咱源暂

欲咱缘暂遥这种对保持与他人联接的强烈需求从另一面来

者经常对危机个案在谈及感受和体验时用词的精准

于根据位置来确定自我的价值袁蕴 来自于一个边远

看即对于失去联接的焦虑和恐惧袁且其程度远较心

省份的县城袁 考上大学使其在家族中处于了中心位

智化过程顺利者为甚遥 需要指出的是保持联接的对

置遥 然而现在 蕴 却面临着失去维系自己价值感的可

象并非现实客体袁而是经由内化产生的内部客体袁容

能袁并且其家庭本身袁包括父母亲族也可能连带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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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遥 在这里袁丢脸的后果等同于失去野容身之处冶

的自我功能而言袁 分辨整体和部分的能力是被冻结

和野立足之地冶袁个体用以维持野阴冶与野阳冶的平衡被

的袁因而 郧 无法将其分离出来袁而只能把它视为整

打破袁这对个体认同的完整性和自尊具有摧毁性的
作用袁连带而来的罪疚感对自我价值体验也极具破

个客体并展开攻击遥另一方面袁要为自杀意图转化为
行 为铺 平道 路 袁运造藻蚤灶 咱员园暂 认 为 个 体 必 须 处 在 野非 我冶

渊灶燥贼 皂藻冤的状态袁将自体进行客体化袁从而获得一种

坏性遥

三尧 报复性攻击与重生幻想
如果说自杀者不惜肉体受损甚至毁灭也要竭力
维持与重要客体的联接体现了爱欲的本能袁

对自身存在偏执和僵化的态度遥 这在与自杀者的咨
询中普遍存在袁 自杀者在陈述自己的故事时如同在

讲第三者的经历袁一如 郧 在短信前半部分中条理分
明的表达袁而其自我却处在一个抽离现实的状态遥此

酝藻灶灶蚤灶早藻则 对自杀动机的分析则直指人类潜在的攻

时对自体袁特别是身体意向的客体化袁为实施指向自

杀前留给父母的短信的片段院

一个敌对性的迫害者袁 从肉体上消灭它成为了摆脱

咱愿暂

击性遥 在展开讨论之前袁先看一下大学男生 郧 在自

我的暴力攻击解除了限制袁 自杀者感到体内存在着

野每次看到你们对我失望的样子我都特别难受袁

痛苦最便捷的手段 咱员员暂遥在最后的步骤中袁受虐者内心

我这次实在是无法想像你们到底会怎么想袁 我没有

存在的强大的施虐者被唤起袁 原本就由攻击性组成

办法再看你们那种失望的目光袁我只能这么做遥 其实

的超我因为自体功能不良无法分辨出破坏冲动指向

吧袁我觉得活着挺累的袁不仅为自己活袁还要为别人

的是内部客体还是实际客体袁而被统一认为是后者遥

活遥 冶噎噎野如果有来生我还做你们的儿子袁这次我就

既然如此袁 怀有攻击甚至谋杀意图的自己必须受到

先走一步遥 让我不要再受这些事情的烦恼遥 冶噎噎野请

惩罚袁罪恶感和羞愧感在加工下转化为野被杀冶的愿

你们原谅这个不孝顺的儿子遥 儿子不孝袁给你们丢人

望遥在这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袁本我与超我达成了

了浴 你们眼中满是期待袁而我总是给你们失望袁我保

共谋袁将自我袁尤其是肉体上的自我作为了自杀这一

证这是最后一次了浴 好想再见你们一面浴 冶

变相谋杀的牺牲品遥

在 郧 所遗留的片段中袁除了上文提到的对重要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袁即 郧 所提到的野来生冶概

客体关系受损的恐惧渊无法忍受失望的目光冤袁自我

念遥这个隐喻指向了回归母体借以获得下一次生命的

价值的破坏渊给你们丢人了冤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

重生体验袁 对自杀者而言这个幻想非常具有诱惑性遥

渊累尧烦恼冤之外袁还可以感受到一种潜藏的强烈情

在这里袁悦造葬则噪藻咱员圆暂用来反驳自杀的理性而使用的野死亡

绪袁郧 没有在意识层面表达出来袁或者说无法表达出

是不可知的袁所以无法思考其可能性冶这一观点袁反而

来袁相反袁在短信末尾他使用了爱的意向渊好想再见

成为了致命的许诺遥 正因为不可知袁自杀者在绝望与

你们一面冤来包装自己的愤怒和攻击遥 在体会到自

无助中看到了可选的希望袁即借由毁灭旧的尧不好的

杀者的攻击性之后袁需要解答一个重要的问题袁在自

存在来创造新的尧好的东西遥 通过下一次机会袁自杀者

杀者的内部结构中袁到底是野谁冶想杀死野谁冶钥

认为自己可以打破重复的循环袁拥有更稳定的自我功

云则藻怎凿 经由描述野丢失要寻回冶的儿童游戏说

能袁建立更符合自己期待的人际间互动袁或者单纯地

明了婴儿会利用扔掉玩具来报复母亲这一重要客体

比现在这个没有价值感的自己更好遥 从这个角度来

离自己而去的行为袁同时重新获得对自身的主动控

看袁在自杀者的语境下袁潘多拉的故事颠倒了因果袁潘

制权遥 在很多自杀个案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表达攻击

多拉并非是因为好奇打开了盒子袁 只留下了希望曰相

性的心理路径袁自杀者因为害怕来自强大客体的报

反袁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希望在盒子里袁而为了抓住这

复袁或者是受限于焦虑和恐惧对攻击行为的抑制袁唯

唯一的可能性袁即使释放出再多的妖魔鬼怪乃至自我

有通过伤害自身这种避重就轻的方式来达成报复的

毁灭袁身为自杀者的潘多拉也在所不惜遥

咱怨暂

目的并藉此宣泄破坏的冲动遥 在这种模式里隐含的
逻辑是野如果我死了袁一定有人会受到伤害冶袁自杀者

四尧结

论

的潜意识深刻理解自己的死亡对重要客体袁尤其是

自杀并不是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袁 也并不是单

抚养者的毁灭性作用遥 事实上袁攻击对象并非是客

纯的病理学现象袁 它更像是一种由功能不良的自体

体的全部袁而是 郧 的原话中那个会野感到失望冶的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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