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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paration anxiety of children is receiv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widely, and their behavior
problems are studied deeply by scholars and experts, having achieved considerable resul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selected a child with separation anxiety as an example; by observing his behavior in school and at home, and event sampling and time sampling observation,
the reasons of his separation anxiety behavior were analyzed. Meanwhile, w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th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cure of children
with separation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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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分离性焦虑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学者专家针对他们的行为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理论上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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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上都取得了相当成绩。本文选取一名有分离性焦虑的儿童为例，通过对其在学校、家庭的行为观察以
及事件取样和时间取样观察，着重分析该儿童焦虑行为出现的原因；同时分析评价其行为干预策略，以
期为分离性焦虑儿童的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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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个人在一生中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焦虑，“大部分焦虑通常是在当我们所坚持的对作为自我的存在
非常重的某种交织观受到威胁时而产生的”。“随着他的发展以及面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危机，每个人都
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体验到正常的焦虑。他越能够面对和度过这些‘正常的焦虑’——从母亲那里断奶、
离家去上学以及早晚都要为自己的职业和婚姻所作出的决定等承担责任——他就越不容易产生神经症焦
虑。我们应该坦白地向自己承认，正常的焦虑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有的焦虑由于各种原因的叠加会阻
碍人的发展，甚至使个体陷入困境难以自拔，即使已经有了上述的承认。
DSM-IV 把分离性焦虑障碍定义为，离开父母或家时出现与年龄不适当的、过度的、损害行为能力
的焦虑。DSM-IV 的诊断标准中认为，当幼儿焦虑持续时间超过 4 周，并影响正常的上学等日常生活或
娱乐活动时，儿童可能就患上了分离性焦虑障碍(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SAD)。分离性焦虑障碍是儿
童期最常见的焦虑障碍，患病率约有 10%。虽然存在性别差异，女孩的患病率高于男孩，但分离性焦虑
在男孩和女孩中都十分常见(张鹏，2008)。多数患分离性焦虑障碍的儿童，同时患有另一种焦虑障碍，最
常见的为广泛性焦虑障碍。大约 1/3 的儿童在患病后数月内，出现抑郁障碍。他们还会呈现出某些特定
的恐惧，如对迷路或黑暗的恐惧。在年龄较大的分离性焦虑障碍儿童中，不愿上学或拒绝上学的现象很
常见(翁玉婷，2011)。
从对分离性焦虑的定义出发，儿童分离性焦虑的产生是由离开家或者父母这一类似的具体事件引起
的。然而这其中却暗含了一些不易察觉的对此种焦虑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由此，本文选取分离性焦虑
儿童行为为研究对象，根据个案情况，梳理其行为的特征和发生的条件，着重分析其发生原因，并对其
行为干预策略进行简要评价。

2. 分离性焦虑评估考察
2.1. 分离性焦虑的界定和观察
幼儿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很多种，基于幼儿各种条件的限制，观察法是最基础的研究方法，也是获
取信息的重要手段，通过观察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收集信息、进行研究，进而了解差异，得出结论。
观察法有多种实施方式，本研究采用了典型事件记录法、行为记录法和现场记录法。典型事件记录法是
指以特定的事件为研究点，记录幼儿的表现，不受时间的限制，只要出现可研究的事件便可做记录。行
为记录法是指记录幼儿的行为频率，并做出相应的检核，一般在记录前规定好相应的行为然后再进行记
录，在规定的时间里计算其发生的频率。现场记录法是指现场记录幼儿在相关实验活动中的反应和相应
行为，收集资料后进行分类，并加以分析(杨继祖，2011)。本研究同时采用了访谈法，访谈对象包括幼儿、
家长及其老师。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探索内部，从经验开始，有助于寻找到解决心理问题的良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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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运用观察法，则是为了最大限度的重现经验，帮助研究者探索问题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他
们推崇的现象学方法，其中重要技术 Q 分析技术，则是依据现象学的还原技术，把心理事件或直接经验
按其自然呈现的形态来研究。这也是本研究运用观察法的原因之一(徐兴华，2012)。
在丁丁(5 岁，男)家长及其老师的协助下，对该研究对象进行了为期 14 天的观察，并对这 14 天内其
焦虑行为的发生情况进行了统计整理。记录如表 1~表 4 所示。
表 5 列出了《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修订版)》对分离性焦虑障碍的诊断标准。当焦虑
持续时间超过四周，并影响正常的上学等日常生活或娱乐活动时，儿童可能就患上了分离性焦虑障碍。
从对丁丁持续两周的观察以及与其家长和老师的访谈中得知，丁丁在离开家或与爸爸妈妈分离时，
出现过度痛苦和忧伤；担心爸爸妈妈会被坏人伤害；由于害怕和爸爸分开而不愿意上学以及出门；如果
爸爸不在身边陪着睡觉，就会感到害怕担忧；以上情况在丁丁 4 岁时就开始出现。
总结访谈资料和以上观察记录，丁丁在离家或与所依恋的人分离时，就会出现不适当的和过度的焦
虑。丁丁的行为表现符合表 5 所列的第一、二、五、六项症状，并且丁丁的这种焦虑持续时间已经超过
四周。综合以上分析，丁丁可能患上了分离性焦虑障碍。

2.2. 观察结果与分析
2.2.1. 判断焦虑行为是否源于分离性焦虑
从表 1~表 4 可以看出，丁丁的焦虑行为发生在以下四种情况：第一，刚离开家；第二，和爸爸分离；
第三，知道爸爸(妈妈)即将离家；第四，没有爸爸陪着睡觉的时候，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而分离性障碍
的主要特征是：与父母分离或离开家时出现与年龄不适当的、过度的、损害行为能力的焦虑。丁丁
Table 1. Observation of the children at school at workdays
表 1. 周一至周五对幼儿在校的观察记录
事件

行为

刚离开家门

小声哭泣，唠叨着我不去上学，但仍跟着爸爸去上学

学校门口和家
长分离

拉着爸爸不让他走，接着开始哭，吵着要回家。爸爸走后，站在门口不肯进教室，这种情况会持续几分钟，
然后跟着老师进教室

学习

持续十多分钟望着窗外。被老师提问时，低着头不说话。在自己的课本上乱涂乱画。会间断地听老师讲课，
平均每次听讲持续时间不会超过七分钟

课间

自己一个人摆弄玩具，不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平均一周有三次会站到校门口

游戏

会和其他小朋友合作，几乎没有言语交流，其他人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午餐

平均一周有两次会吵着要妈妈，其余都是自己吃

午休

不让老师脱衣服，哭着说我要爸爸，平均持续时间为二十分钟

运动

都参与

小组活动

坐在旁边看同组的小朋友玩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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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Observation of the children at home on weekends
表 2. 周六周日对幼儿在家的观察记录
时间

事件

行为

8:30

知道父母即将外出

大吵大闹，拉着他们不让出门，哭着说外面有坏人……

11:00

幼儿在家，主要依恋对象
不在家

刚发现爸爸不在家时会躲在家里的某个角落里，大声哭喊要爸爸，持续四十分钟左右。之后
跟着奶奶，不停地问爸爸去哪了

20:30

单独睡觉或不同的人陪
着睡觉

当不是主要依恋对象陪着睡觉时，幼儿会不断重复说自己害怕，想要爸爸陪着

Table 3. Event sampling observation
表 3. 事件取样观察
事件

行为

持续时间及事件发生次数

幼儿在家，主要依恋对象
不在家

开始一直不停地对其他人说有坏人会抓
走他们，之后开始大声哭泣，并嚷着：
我要妈妈，我的爸爸呢……

当幼儿发现主要依恋对象不在家时，
开始担心到后来停止哭泣和找爸爸妈妈，
持续时间为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不等。
只要是这类事件发生，幼儿就会出现此类行为

在校门口与父母分别

抓着爸爸的衣服不让他走，会小声哭泣。
站在门口不肯进教室

抓着爸爸会持续十五分钟左右，小声哭泣是从爸爸离开开
始到进教室之后一段时间为止会持续半个小时左右。
周一到周五都会出现

单独睡觉或不同的人陪
着睡觉

不肯脱衣服上床，吵着让爸爸来，如果
爸爸不来会开始大声哭喊，嚷着要爸
爸……

只有当爸爸或是妈妈来到幼儿身边，
并答应和他一起睡觉时，哭闹才会停止。
只要主要依恋对象没在身边，幼儿此类行为就会发生

在学校出现头痛、胃痛、
恶心或呕吐等躯体不适。

对老师说我肚子痛，
想要回家，我要爸爸

平均持续时间为五分钟
(因为老师会确认幼儿是否在撒谎)
一周平均两次，星期一和星期二课间会出现

刚离开家

对送他上学的人说，
我可不可以不去学校。
然后开始小声哭着说，我不去上学……

从出门开始一直会持续二十多分钟，有时到了学校还在持
续，直到进教室后大约半个小时为止。
周一到周五都会出现类似情况

Table 4. Time sampling observation
表 4. 时间取样观察
时间

行为

在校学习时

次数/周
0

在校课余时间内

2
哭闹着要爸爸妈妈

在校游戏时

0

在校午休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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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Separation anxiety disorder
表 5. 分离性焦虑障碍
在离家或与所依恋的人分离时，出现不适当的和过度的焦虑，具有以下 3 种或以上的症状：
(1) 离开家或与主要的依恋对象分离时，或在分离即将发生时，出现过度的痛苦和忧伤；
(2) 持续而过度地担忧主要的依恋对象可能消失或受到伤害；
(3) 持续而过度地担忧因突发事件而与主要的依恋对象分离(如迷路或被绑架)；
(4) 由于对分离恐惧，而持续不愿或拒绝上学或出门；
(5) 持续而过度地担忧独自一人、主要的依恋对象不在家或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形；
(6) 对不在主要的依恋对象旁睡觉或在家以外的地方睡觉，感到持续而过度的担忧；
(7) 不断做有关分离主题的噩梦；
(8) 在与主要的依恋对象分离或即将分离时，出现头痛、胃痛、恶心或呕吐等躯体不适。

的焦虑行为主要发生的四种情况均在上述所列分离性焦虑障碍的主要特征范围中。并且从表 1 可以得知，
丁丁在运动与游戏时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焦虑行为，即是说丁丁的过度焦虑表现仅出现在与父母分离
以及离开家时。这就排除了丁丁患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可能，且与 DSM-IV-TR 对分离性焦虑的主要特征
的描述相符。可见，丁丁的焦虑行为仅在分离性的情境中发生。因此，丁丁的焦虑行为源于分离性焦
虑。
2.2.2. 焦虑行为出现的原因
儿童分离性焦虑属于焦虑的范畴，前人对焦虑的研究不胜枚举。本文则主要以罗洛·梅的焦虑理论
为出发点对儿童分离性焦虑进行原因分析，焦虑行为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存在受到威胁是焦虑行为产生的原因。
罗洛·梅把焦虑定义为“个人的人格及存在的基本价值受到威胁时产生的忧虑”，是“人类对威胁
其存在或威胁使他与其存在相认同的某种价值的基本反应”。可见，罗洛·梅的焦虑理论和存在有密切
联系。罗洛·梅在解释焦虑的本质时提到：“焦虑是当人的存在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心理活动状态。这种
威胁可能针对生命，也可能针对与生命同等价值的信念和理想，还可能针对人的价值观或象征。”由此
推论出：年幼儿童的存在受到威胁，也会引起其焦虑的产生。对于年幼儿童来说，由于其自身认知思维
等的发展水平的限制，针对生命的威胁可能是对他们的存在的最大威胁。而养育他们的成人恰好能化解
这种危机，所以年幼儿童趋向于这些成人的保护中。相反地，年幼儿童与这些成人的分离就意味着年幼
儿童的生命受到威胁——存在受到威胁，因此产生了焦虑。
在对丁丁的观察中发现，实际上，丁丁已经把对其自身存在的威胁等同于“爸爸妈妈永久性消失”。
其前后关系如图 1 所示。
丁丁在离开家时或离开主要依恋对象时，其过度的担忧才会出现。换句话说，与家或主要依赖对象
的分离应经成为丁丁焦虑行为发生的条件。这种条件是否是丁丁焦虑产生的原因呢？实际上，在对家长
的访谈中发现丁丁真正担心的是爸爸妈妈会永久性地消失，永远都不能见到爸爸妈妈。也就是丁丁口中
所谓的“外面有坏人”，他害怕“坏人”会把爸爸妈妈抓走，再也不能和他在一起。因此并不是分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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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焦虑，而是由分离引起的“爸爸妈妈会永久性地消失”的这一想法导致了焦虑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
说，丁丁的担心已经和威胁存在的因素相等同了。综上所述，丁丁由分离意识到了存在受到威胁所以焦
虑产生。即如图 1 所表明的。
由分离引起的不合理的想法被等同于对自身存在的危险，由此导致焦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等同呢？
这个问题可以从什么被等同于存在入手分析其原因。在上面的分析中已经提到对于年幼儿童来说，由于
其自身认知思维等的发展水平的限制，针对生命的威胁可能是对他们的存在的最大威胁。而养育他们的
成人恰好能化解这种危机，所以年幼儿童趋向于这些成人的保护中。实际上，在儿童那里存在已经被等
同于对成人的依赖，即是发展心理学中研究的依恋。依恋被等同于存在，因此与主要依恋对象的分离被
间接地等同于对存在的危险。
根据实际的调查了解到，丁丁属于安全型依恋，与爸爸或者妈妈在一起时，能够自由地玩耍，只有
在知道爸爸或妈妈将要离开时才会紧紧跟着他们。由此可推断，丁丁对同等性的看法实际上是简单且直
接的，认为分离等同于威胁。换言之，丁丁的焦虑行为则是由存在受到威胁引起的。
第二，化解对存在的威胁是焦虑行为产生的另一种原因。
“分离性焦虑在某个年龄阶段对年幼儿童的生存是重要的，也是正常的。从 7 个月到学龄前，几乎
所有儿童都曾因与父母或其他亲近的人分离而焦躁不安。”为什么从 7 个月开始呢？因为一般认为“6
个月以后婴儿的学习能力又有了新的发展……社会性认知和社会性学习长足进步(出现了‘认生’现象)”，
即是说 7 个月左右的婴儿已经出现了认生的现象，这就为分离性焦虑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年幼儿童不仅
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的发展都不足以应对有关其自身生存的问题，然而养育儿童的成人却能够解决这一
类问题，相应地为年幼儿童的生存提供了保障。因此，年幼儿童的分离性焦虑就像皮肤拥有痛觉一样对
自身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就像痛觉能提醒人注意一样来引起大人的关注。
简而言之，年幼儿童、养育儿童的成人、分离性焦虑以及存在威胁共同组成了一个循环。年幼儿童
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生存问题，而养育儿童的成人能替他们解决生存问题，分离性焦虑则是儿童呼唤成
人为其解决生存问题的手段。其关系如何组成如图 2。
儿童通过自身的焦虑行为引起成人的注意，以至于让成人代替儿童处理他们不能应对的存在威
胁，而这种焦虑则是由分离引发。这实际上符合有些情绪心理学家认为情绪具有动机的性质的主张。
其中，伊扎德认为情绪具有动力性，它组织并驱动认知与行为，为认知与行动提供线索。由于儿童
本身各方面发展水平不足的限制，儿童的分离性焦虑虽能组织并驱动认知与行为，但这些认知与行
为并不能恰好地处理存在威胁。另一方面，分离性焦虑的一系列表现能引起成人的注意，组织并驱
动养育儿童的成人的认知与行动，以此来处理儿童不能应对的存在威胁，正如图 2 所示。儿童的分
离性焦虑正如痛觉，具有保护机体免受伤害的作用。所以，化解对存在的威胁是分离性焦虑产生的
一种原因。

3. 行为干预实施及讨论
罗洛·梅所谓的焦虑是和存在密切联系的。它的实质是：1) 焦虑是当人的存在受到威胁时的一种心理
活动状态。这种威胁可能针对生命，也可能针对与生命同等价值的信念和理想，还可能针对人的价值观
或象征。2) 焦虑是对存在价值受到威胁的一种反应。这些价值对人的存在时至关重要的，一旦它受到威
胁，仿佛人的存在核心受到了打击，焦虑就是对这种威胁或打击的一种反应。3) 焦虑是对非存在(即死亡)
威胁的一种体验。非存在也是存在的一部分，是谁也避免不了的。当人意识到这种非存在时，就会产生
痛苦的内心体验，这就是焦虑。4) 焦虑不同于恐惧。恐惧威胁的不是人的基本价值或存在基础，而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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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inking logic
图 1. 思维逻辑

Figure 2. Circulation
图 2. 循环

有明确而具体的对象。焦虑则威胁到人的基本价值，而焦虑者却说不清他究竟为什么焦虑，其对象模糊
不清。5) 焦虑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冲突。当个体面对其潜能时，往往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因为潜能一方
面会使个体的存在得到实现，另一方面又会使个体的安全感受到暂时破坏。一个人要想实现其潜能，就
必须进行新的选择，改革起现状，这就必然产生焦虑(郭本禹等，2008)。
相应地，罗洛·梅在《存在心理治疗的贡献》一文中提出了存在心理治疗的原则：1) 理解性原则。
罗洛·梅认为，存在心理治疗主要依赖于对病人的理解，治疗技术也必须来自理解。2) 体验性原则。心
理治疗应该使病人亲自体验到他的自我世界。这种体验包括充分意识到他的潜能，并使这些潜能发挥作
用。3) 在场性原则。存在心理治疗应把医患关系视为病人心理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心理治疗者必
须进入病人的这个心理场，才能真实地理解病人当前的存在情境。4) 付诸行动原则。这是要求医
患双方全身心地投入治疗实践的一种原则，也是人们“认识真理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罗洛·梅
认为，人的选择发生在认识之前，这种选择是人们趋向存在的一种态度。只有当病人学会选择正确
的生活方向，并沿着这一方向做出付诸行动的初步选择时，他才能促使自己去寻求知识、探索真理
和回忆过去。
儿童分离性焦虑并未超出焦虑的范畴，它是一种特殊的焦虑，其特殊表现在主体和诱发事件上。即
是说，分离性焦虑仅在儿童身上出现，并且与分离性事件相关。罗洛·梅的焦虑理论是联系上存在来进
行阐释的，且相应的心理治疗的原则也是从存在出发进行论述的。罗洛·梅的焦虑理论正恰好解释了分
离性焦虑的产生，在原因分析中已经做了充分论述，所以不再赘述。因此依据罗洛·梅的理论来制定干
预策略是最好不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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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干预疗法
“求助者中心疗法”强调求助者的经验和自我概念(范艳，2009)。经验是指求助者在某一时刻所具有
的主观精神世界，自我概念是指求助者对自己的真实本体如何看待。这符合罗洛·梅的理解性原则和体
验性原则。把事件还原于经验和自我概念中，能够让咨询师更准确地帮助求助者理解以及体验自我世界，
促使求助者发现自我的潜能并发挥潜能的作用解决自身的焦虑问题。
“求助者中心疗法”同时也符合在场性原则和付诸行动原则。该疗法强调治疗中的气氛是关键，认
为咨询师与求助者两者的关系如何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咨询效果。咨询师尽量创设一个求助者感到适宜
的环境气氛，帮助他进行自我探索，促进其自我概念向着更接近自我的经验和体验的方向发展。再者，
该疗法的主要咨询技术包括：无条件积极关注、设身处地的理解以及非指导式治疗技术。这些技术都强
调咨询师与求助者的良好关系，以及求助者的中心地位。从上述的分析可知，分离性焦虑的产生有两种
原因，两种原因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是把分离等同于对存在的威胁，导致产生了不协调的自我。而求
助者中心疗法的治疗宗旨是把不协调的自我转变为协调的自我，重建个体在自我概念与经验之间的和谐。
综上所述，可以对幼儿丁丁使用求助者中心疗法。
求助者中心疗法强调求助者有自我治愈能力，注重咨询师的态度以及咨询关系的质量，尤其把能否
建立起良好的咨询关系作为治疗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在治疗目标上，不仅仅要解决求助者眼前的问题，
还要促进个体的自我成长，使其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人。
首先，与丁丁建立良好的关系，让幼儿体验到一种安全的氛围。其次，用言语交流设身处地地理解
丁丁的情感和认知信息，让丁丁在自由地表达和交流中逐渐了解自己的真实自我，把等同于对存在有威
胁的分离这一经验转化，达成自我的协调统一。最后，在咨询结束阶段，丁丁能够自由表达不想要爸爸
离开并且学会怎么去处理与亲人的离别。咨询需要家长的协同，并且在每次咨询进行前与家长沟通该次
咨询内容。

3.2. 讨论
治疗者中心疗法是建立在对丁丁具体情况的理解上的，即理解丁丁的经验以及他的自我概念，这说
明该疗法遵守了理解性原则。体验性原则着重强调的是心理治疗应该使病人亲自体验到他的自我世界，
这在该疗法的设身处地的理解中有所体现，让丁丁在咨询者的帮助下在自我的世界中体验。实际上，治
疗者中心疗法的三个阶段都充分体现了在场性原则和付诸行动原则，即是说在丁丁统合自己的经验的过
程中，咨询师都是全程参与的，作为帮助者，帮助丁丁去整合那些不协调的自我概念；而这一具体的领
悟则是需要丁丁付诸行动才能实现的。理解性原则、体验性原则、在场性原则和付诸行动原则是罗洛·梅
提出的存在心理治疗的原则。因此，治疗者中心疗法符合罗洛·梅所提出的存在心理治疗的原则。而本
文对丁丁的分离性焦虑是依据罗洛·梅提出的理论来分析的，且在上述已有说明：存在心理治疗的原则
是根据其理论提出的。综上所述，利用治疗者中心疗法来消除分离性焦虑是完全合理的，且对其焦虑的
减轻效果是比较突出的。
需强调的是，求助者中心疗法具有较强的逻辑推理性(徐兴华，2012)，对于年幼儿童来说逻辑性思维
并没有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这就要求在进行求助者中心疗法的时候，必须注意语言的运用，做到运用
的语言是幼儿所熟悉，且语言的运用形式也必须是幼儿所能接纳的。再者，分离性焦虑的儿童对陌生人
是抗拒的，但不同的情况其抗拒的程度有所不同。例如，案例中的丁丁在爸爸的陪伴下才愿意和陌生人
打招呼。所以在实施求助者中心疗法时时必须有幼儿的家长陪同，最好是主要的依恋对象。实际上，在
生活中对幼儿进行求助者中心疗法比在咨询室中进行的效果更加好，因为幼儿比较相信身边熟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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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求家长和老师快速地学习以及能够灵活地运用求助者中心疗法中的技术，让幼儿不协调的经验与自
我概念一点一点地协调最后达成统合，相应地其焦虑行为也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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