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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一名临近解除强制隔离的戒毒人员的沙盘游戏个案全过程回顾，展现沙盘游戏治疗对

于帮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前提供安全表达空间、厘清家庭关系、促进自我成长、增强戒毒信心等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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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字塔到神农架的心灵回归之旅
——一例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短期沙盘游戏治疗个案报告

1 个案情况与治疗方法

1.1 个案情况

个案 R（为保护来访者和叙述之便，以下称呼其

为“R”），男，1986 年出生，汉族，湖北利川人，小

学文化程度，某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系首次强制

隔离戒毒。R因临近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将要离所回家，

但不知以何面目面对家人，多次想要跟家人联系，又觉

得无从说起，感到焦虑。尤其是对于妻子，R刚刚跟妻

子领了结婚证尚未举办婚礼，即因吸毒被公安机关抓获，

决定执行强制隔离戒毒，R认为自己的行为给妻子及其

家人带来了严重的伤害。咨询师根据该个案的特质，决

定主要以沙盘游戏治疗技术为主开展心理咨询工作。

1.2 治疗工具与程序

1.2.1 沙盘游戏材料

沙盘：1 个，内尺寸为（52cm×72cm×7cm），

沙盘内壁为蓝色，内装三分之一左右洗净河沙。

沙具：共有人物、动物、植物、建筑物、家具与

生活用品、交通运输工具、食物与果实、石头贝壳等类别。

1.2.2 记录工具

数码相机：对沙盘作品拍照。

沙盘游戏记录表：记录作品主题、沙具使用、沙

的使用、自我像等内容。

1.2.3 咨询师

咨询师即为该个案报告作者，为某强制隔离戒毒

所心理矫治中心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7年心理咨询经

验。接受过沙盘游戏治疗、绘画心理治疗的连续培训。

2 沙盘游戏治疗过程与结果

2.1 过程

从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2 月，历时 4 个月，R

共接受了 13 次沙盘游戏治疗，沙盘游戏治疗时间间隔

1~2 周，每次 1小时，地点为心理矫治中心沙盘游戏治

疗室。主要从沙游作品的主题、空间配置、沙具的使用

和象征、自我像、沙的使用方面对 R的沙游治疗过程

予以呈现。

2.1.1 初始沙盘：蕴含再生的可能与力量

沙盘游戏治疗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强调的是它的

治疗作用。不过，对于治疗师来说，沙盘游戏还是一个

很好的评估工具。Dora Kalff 和 Harriet Friedman 为初始

沙盘提供了分析线索，让治疗师可以从来访者的初始沙

盘中得到很多信息。

R的初始沙盘以《古埃及》命名（图 1）。从整体

上看，该沙盘以中线为轴呈现对称分布的形态。对于初

始沙盘，R表示金字塔是他最喜欢的沙具，因为法老的

遗体放在金字塔不会腐烂变质这一现象是最吸引他的部

分。被 R称之为“古埃及人”的沙具形象被其认为是

自我像。自古以来，埃及的金字塔就因其巨大和神秘而

位于“世界七大奇迹”之首。但是，法老的遗体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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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腐烂变质是经历了历时 70 天的加工过程。在这个

部分，R对于金字塔的喜好是将其外在形象和承载法老

遗体以及遗体不会腐烂之一使用属性和特质联系起来，

所以思考这个部分要将三种因素结合起来。虽然 R自

述“防腐”是金字塔吸引其之处，但咨询师不能忽视其

作为坟墓的象征意义：是躯体转换为精神，或准备再生

的场所，也是人类被淹没在暂时而又不可避免的黑暗深

渊。由于初始沙盘中出现象征意义强烈的沙具，咨询师

在咨访关系与“面具沙盘”之间进行考量。由于在开始

沙盘游戏操作之前，咨询师与 R进行过晤谈，可以感

受到 R 的意愿与态度，虽然沙画在空间配置上有对称

性，力图呈现对称美，但同时沙画既有神秘感，又有荒

芜死寂缺乏生命动能的感觉，咨询师认为 R的初始沙

盘尽管有一定的面具沙盘的成分在，但不影响 R的问

题呈现。于是结合R提到的防腐之中隐藏“保持本真”

的含义加上金字塔暗含的“再生”之意，咨询师联想到

R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有去除污垢回归本真或是对新生的

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初始沙盘中，尽管咨询师在指导

语中已经告知沙盘游戏的操作规则，但 R并未动沙，

与无意识产生联接并非易事。

2.1.2 第 2~6 次沙盘：光影照进现实

R 在第 2~6 次的沙盘游戏作品中，除了第 4 次，

其他的沙盘游戏作品都呈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其感

兴趣的电影作品为蓝本进行创作。在国家心理咨询师的职

业资格鉴定中，电影被用来作为考核心理咨询从业人员案

例分析的重要技术手段。对电影和其所刻画的人物形象进

行深入的理解，可以提供给专业人员许多与临床案例研究

相匹配的素材 。咨询师关注到 R的这个特点，着意从

其沙游作品本身结合相关电影作品入手，发现其投射，

探寻其情结。该阶段也是 R的内心冲突呈现的阶段。

R的第二次沙盘以《异形战场》命名（图 2），R

认为异形极为恐怖，但以牛仔作为自我像的他在沙盘游

戏作品中将与异形展开殊死搏斗。R的此次沙盘游戏作

品取材于《异形》系列电影 , 剧中异形生物脱胎于人类

女性母体，但同时对人类凶残虐杀，也就是说，异形与

人类的关系是极端的矛盾综合体，联系 R的戒毒人员

身份，咨询师联想可能是其内在矛盾的显现。社会见诸

报端的关于毒品和吸毒行为的宣传多以“死神”“魔鬼”

等负面形象出现，结合 R的吸毒经历，在其内心可能

存在一个正向能量的自我（牛仔）与负向能量的自我（异

形）矛盾对立的局面。另外，可以看到在沙画中牛仔的

对立面除了异形之外，还有坟墓与骷髅的沙具，通盘看

来，这两个沙具与死亡的意味更接近一点。这与初始沙

盘中金字塔背后所隐藏的坟墓的属性吻合，是隐藏属性

的显现，也是受伤主题呈现。

在接下来几次参照电影的沙盘游戏作品中，R分

别以《敢死队》《鹿鼎记》和《速度与激情》为蓝本进

行，这几次沙盘作品中 R认为均无自我像，最喜欢的

沙具分别是军人、一家之主、警察。通过分享，咨询师

认为此现象可能与 R对自己在家庭排序中的期望和自

小对军人和警察的崇拜有关。在主题的表现上，《敢死

队》（图3）有对抗、攻击的表现；《古代家庭》（图4）

有一定的防御表现，《速度与激情》（图 5）则显示出

明显的限制。尽管 R使用喜好的影片作为蓝本进行沙

盘游戏创作，但在最终呈现出画面格局时还是会与其此

时此地的心境有关，这与其正在戒毒场所接受强制隔离

戒毒的现实处境相符，多数以受伤的主题予以呈现。

R的第4次沙盘游戏做了一个名为《沙滩之旅》（图

6）作品是 R第一次动沙的沙游作品，R表示在他过去

的生活经历中没有亲眼见过这样的大海，有一次在电视

图 1 R 的初始沙盘《古埃及》

图 2 第 2 次沙盘《异形战场》

万方数据



Chinese Journal of Drug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2019.  Vol.  25,  No.3

－ 170－

上看到三亚的海，印象深刻，非常向往，希望可以和老

婆一起去这样的海边度假。在这次分享中，R向咨询师

讲述了他和他爱人之间的关系，恋爱之前两人相识3年，

但从确定恋爱关系到登记结婚却仅仅几个月时间，他们

在老家举办了婚礼，一个月后来浙江也办了一次婚礼，

在这次婚礼后的第二天 R就被公安机关抓获。目前 R

对自己的婚姻前景感到悲观，而且周围的戒毒人员对于

婚姻看法普遍比较悲观，环境因素加深了 R的看法。

在这幅沙游作品中，海洋和帆船处于最远端，有预示现

实与理想的心理距离的可能。海军水手是R的自我像，

帆船是 R最喜欢的沙具，水手与帆船之间的连结是 R

在沙游作品中力量与动能的显现。这幅沙画内容与现实

生活的连结比其他以电影为蓝本创作的沙画更为紧密，

也表明 R具备了与潜意识对话的能量，开始与潜意识

进行联接。

2.1.3 第 7~13 次沙盘：漫漫回家路

R 的第 7~13 次沙盘游戏在 R整个治疗过程中占据

了一半的篇幅，从阶段上来分，这是第三阶段，在这阶

段中除了第 9次名为《龙之战》的沙盘游戏作品是以电

影《侏罗纪公园》为蓝本进行创作的之外，其余的沙盘

游戏作品均围绕家庭展开，分别是第 7次沙盘游戏作品

《完美的婚礼》、第 8次的《美满的家庭》（图 7）、

第 10 次的《回家过年》、第 11 的《回家》、第 12 次

的《广场习武》和第 13 的《全家福》。在这一阶段，

R的内心冲突得以深入，并获得转化。

从 R的心路发展历程上看，第 7和第 8 次沙盘游

戏作品是承接了第 4和第 5次的，沙盘游戏的主题围绕

着爱人展开，表达是自己对新生家庭的向往与想象。在

《完美的婚礼》中，R最喜欢的沙具是新人，但同时 R

表示没有自我像，这能反映其内心的矛盾与纠结：R很

向往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婚礼，但碍于现实，需要选择

放弃。第 8 次沙游作品中 R延续了这种心境，虽然名

为《美满的家庭》，但其意境名不符实 , 主题表现略显

空洞抑郁，这可能与R“向往又不敢多想”的心态有关。

R表示此次沙盘游戏作品仍无自我像，但对于所选用的

沙具都喜欢。R所构建的二人世界是一幅“男主外，女

主内”的画面，虽然他表示没有自我像，但不排除其内

心的向往，他选用了沙具“白雪公主”来表达女主人的

形象，而没有选择一个与男主人相对应的现实人物形象

图 3 第 3 次沙盘《敢死队》

图 4 第 5 次沙盘《古代家庭》

图 5 第 6 次沙盘《速度与激情》

图 6 第 4 次沙盘《沙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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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具，可能反映 R的内心对于未来的家庭组建抱有

童话般的憧憬，另一层意思也可能是 R对于现实中爱

人的形象开始模糊，是一种释然的表现。

第 10 次沙盘游戏开始到最终结束，R的沙盘游戏

主题集中围绕其原生家庭展开，清晰地显示出回归家庭

的线索。第 10 次的《回家过年》显示了 R结合自己剩

余戒毒期限和可以获得的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奖励

这一背景下的设想，也是当下他的一个愿望；不过最终

R并没有实现回家过年的愿望，他实际离开戒毒所的时

间已经过了当年的春节。不过这并没有中断他渴望回家

这条心理路线的脉络，第 11 的《回家》（图 8）和第

12 次的《广场习武》（图 9）两个作品分别是印象中家

乡小镇的老街和当前家乡县城的广场的实景再现。这三

个作品虚实结合，是 R渴望回归家庭的心境显现。在

这过程中，R向咨询师更深入地讲述了生活环境、原生

家庭情况和成长经历中的重要事件。在这一阶段中，R

跟咨询师的关系达到一个新高度，他向咨询师表达感谢

的同时，希望自己在离开戒毒所以后能获得自己沙盘游

戏作品的照片，他将会把这些照片存在手机里，看到照

片会想到参加沙盘游戏治疗的体会和感悟。

图 7 第 8 次沙盘《美满的家庭》

第13次沙盘游戏是R在与咨询师约定的最后一次

沙盘，作品的名称是《全家福》（图10），作品在部局

上呈现出“曼陀罗”的趋势：家庭成员及房屋面朝向中心

的“水田”围绕（R找不到相应道具，用草地代替表达）

站立摆放。R在分享中提到，这是想象中家的样子，家人

都在，从戒毒所出去以后就要回到家里，那里既有父亲和

哥哥、嫂子，也有爱人。从结束沙盘游戏作品格局上来看

呈现出某种秩序，结合R的反馈，咨询师认为在结束沙

盘中已经显示出R的心理经历了一定的整合，沙盘游戏

自我疗愈功能的效果在这次沙盘游戏作品中得到体现。

2.2 结果

纵观 R的沙盘游戏作品，不难发现有这样一条历

程 : 从最初的以金字塔等沙具描绘的《古埃及》，到以

三亚海滩为蓝本的《沙滩之旅》，再到分别以老家小镇

和县城广场为内容的《回家》《广场习武》，最后以描

述自家房屋和水田实景内容的《全家福》结束，向咨询

师展示了一条始于埃及，途经三亚，转道湖北利川，最

后到达老家的心灵回归之旅。R与咨询师的交流中表示

通过沙盘游戏的制作以及与咨询师的分享和交流，感受

到自己内心对于离开戒毒所之后该去做什么的思路渐渐

图 9 第 12 次沙盘《广场习武》

图 8 第 11 次沙盘《回家》

图 10 结束沙盘《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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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起来。对于自己之前想到回家面对家人，特别是愧

对妻子而产生的忐忑之心已减轻。R对出所以后重建自

己的生活感到增加了信心。

3 讨论

在案例中，沙盘游戏治疗成功地将R的内在冲突

外化，其沙盘游戏过程经历了问题的呈现、深入与转化，

获得一定程度的自我疗愈。总结R的个案，咨询师有以

下心得：①个体心灵的自我疗愈能力得以显现，这不是

由咨询师的意识引导的，而是由个案本身的无意识引导，

疗愈的过程是由内而生，而非源自于外；②咨询师培养

了个案的信任，而个案也启发了咨询师的同理，个案感

觉到咨询师与他同感时，会对咨询师产生信任，相信咨

询师尊重他心中的心理素材；③沙盘游戏过程中存在线

性与非线性发展线索，在沙盘游戏中，个案的心理线索

可以是线性发展的如前文所述之始于埃及金字塔终于湖

北利川老家的心灵回归之旅，但个案的情绪感受线索可

能是非线性发展的（如表一），这由个案在沙盘游戏中

使用沙具的数量变化可以窥得一斑 ;④电影为沙盘游戏

治疗提供了丰富且个人化的媒才；⑤根据咨询师以往沙

盘游戏治疗实践，结合此次短程沙盘游戏治疗过程中个

案的主观报告，认为沙盘游戏对于戒毒人员厘清家庭关

系、理清回归家庭后的思路效果明显。

图 11 R 沙具使用数量情况

接，吸毒者多会作出配合治疗管理的选择[1，2]，显现出“消

极关注”的无意识思维效应。

展望

在“消极关注”的实践中需要戒毒临床医生不断

学习，丰富临床经验和心理学知识，增加职业敏感、察

觉并把握住戒毒者在情绪上的细微变化，提高作出及时

反应的能力。用这一方法对收戒时较极端的消极情绪进

行大胆的应对，对戒毒临床中的其他张力不高的消极情

绪也可进行尝试性应对，这样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循环，

“消极关注”方能精进。

由于戒毒临床中较极端的消极情绪与行为有可遇

不可求、变数较大等的特殊性，再有每个医生对这一情

形应对风格的不同和地区及管理模式上的差异等，给“消

极关注”的进一步研究提出很大的挑战。就像治疗疾病

或研究无意识思维效应一样，“消极关注”不是百分之

百的奏效，可能也不是最好的应对消极情绪与行为的方

法，但与强硬的对抗和一味的迁就从而耗费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相比较，还是显得要更快速、人文和专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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