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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ental advisory is an effective means of promoting adolescent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family life in today’s society. This study aims at parental advisory,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social psychology-related knowledge, and
selects the perspective of advisory term to conduct the theme design. By referring to Bruner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and Erikson’s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selecting
the individual areas of development (cognitive, emotional, motor skills) and stage of development
(eight stages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he study designs a relatively complete applying theme
of parental advisory, and establishes the parental advisory term standards on this basis. Based on
relevant theories of enriching the parental relationship, this paper provides consultants with an
effective operating model, and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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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亲子咨询是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和提升家庭生活品质的一种有效的咨询手段。本研究以亲子咨询为核心，
结合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相关知识，选取咨询用语的角度进行主题设计。通过参照布
鲁纳教育目标分类学和埃里克森心理发展理论，按个体的发展领域(认知、情感、动作技能)和发展阶段(人
格发展八阶段)，设计出相对完整的亲子咨询的应用主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亲子咨询的用语标准。在丰
富亲子关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为咨询师提供一种有效的操作模型，并为实践教学提供实践性的指导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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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亲子关系是个体建立的首个人际关系，对个体的心身健康十分重要。从古至今，亲子关系一直是备
受人们关注的话题，也是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南北朝时期，颜之推著《颜氏家训》以告诫子孙修身、
治家、处世、为学之道。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
当今社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侧面对亲子关系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进行探讨，得出了许多富有意义的
研究成果。主要研究包括：父母的管教态度和教育方式对儿童的影响(吴明霞，张大均，2010)，父母文化
程度和职业对儿童的影响，父母意识对儿童的影响(李亚伟，朱静敏，张惠影，2012)，亲子关系对儿童社
会化和人格发展的影响，亲子关系对儿童学业成绩的影响(邢秀茶，石彦清，2005)，亲子关系对儿童同伴
关系、师生关系的影响，以及特殊家庭亲子关系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叶子，庞丽娟，1999)等。
作为改善亲子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亲子咨询正是本着促进儿童发展和改善家庭教育的根本目的，
一方面考虑儿童得到合适的教育和引导；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家长的考虑，帮助他们了解亲子相处的基
本规范，更好的处理家庭关系(陈衍，陈新宇，2010)。亲子咨询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以家长为中心的“家
庭咨询”和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青少年咨询”，其核心内容是促进父母与其子女一起成长，以改变父
母和孩子的互动关系，从而更好地促进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和谐发展，使孩子具备良好的
社会适应能力。在研究主体的确定上，根据本研究的实际现状，拟从亲子咨询关注的儿童成长和青少年
教育为主、协调家庭关系为辅的目的(郭婷，2010)，针对 0~18 岁儿童进行主题研究设计。家长主体的研
究不作为本次研究的重点。
目前，我国 0~18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大约 3000 多万人深受心理障碍困扰，出现厌学、依赖、退缩、
恐惧、软弱、撒谎、攻击、急躁、偏激、倔强、自卑、网络成瘾等情绪与行为方面的问题，需要心理辅
导(周东滨，2008)。而家长在面对孩子们常见的成长问题时，也由于处理不当出现了家庭关系、自我意识
和情感等方面的问题。当前，我国具有专业素质的亲子辅导专业人员不足 2 万人，这与我国 60 万专业亲
子咨询师的需求相距甚远。在这一从业群体中，多是通过培训机构而获得从业资格。现行的行业培训主
要是让咨询师了解亲子咨询教材的核心理念、熟悉团队运作模式和学习如何组织和带领沙龙、掌握团体
及个人心理咨询的技巧、催眠技巧和反观技巧的强化练习、熟悉家庭运作模式等(牛兰春，吴亚欣，2001)。
随着“亲子咨询师”职业培训项目的逐步深入推进，社会认可度不断增加，社会需求量也随之不断攀升，
因而师资力量尤其紧缺。因此，推进亲子咨询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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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是通过文献分析，在参考布鲁纳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埃里克森心理发展理论和心理咨询
理论的基础上，从纵向上按个体心理发展不同阶段所遇到的不同危机进行划分，以针对性的选取相对积
极的危机处理方式，提升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横向上则选取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进行目标分
类，对各年龄段的不同领域采用有差异的用语标准。围绕亲子这一主体从教育目标领域和年龄段的划分
上构建出相应咨询用语的主题设计。通过该主题设计，可为改善家庭关系、协调亲子关系和提升青少年
成长环境提供具有操作性的方案。同时，可为咨询行业提供该主题上完备的操作依据，丰富亲子咨询的
操作理论。

2. 亲子咨询应用设计研究的理论基础
2.1.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
为了促进各类研究学者对教育主体的有效交流，美国教育学家布鲁纳组织一大批学者研究出著名的
教育目标分类理论，从认知、情感、动作技能三个领域进行教育探讨(肖爱芝，2009)。布鲁姆于 1956 年
出版了《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一分册：认知领域)，提出认知领域目标分类的理论和方法；1964 年，他
又与克拉斯沃尔(D·R·Krathwohl)等人撰写出版了《教育目标分类学》(第二分册：情感领域)，提出情感领
域目标分类的原则；1972 年，美国的哈罗(A·J·Harrow)和辛普森(E·J·Simpson)又出版了《教育目标分类学》
(第三分册：动作技能领域)，提出动作技能领域目标分类的原则。这三部分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布鲁姆
教育目标分类体系。他将教育目标划分为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和操作领域三个领域，共同构成教育目标
体系(钱琼，2012)。
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可以分为从低到高的六个层次：知道(知识)–领会(理解)–应用–分析–综合–
评价(陈晓燕，2005)。整个过程从具体知识或抽象知识的辨认、初步的领悟、概念原理的运用、要素的分
析、全面加工组合到理性的深刻认知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明晰了认知教育目标的过程甚至方法。情感领
域的教育目标分为接受或注意、反应、评价或者价值化、组织以及价值体系的格式化，并在不同阶段提
出了不同的目标亚型，从外在的、客观的刺激转化到内在的、个性化的情感特征，有利于教育者抓住情
感的变化过程及个体的人格特征，促进教育目标的实现。而在操作领域，则从动作技能的形成进行了分
类：反射动作、基础性基本动作(这两种动作是自然形成的，教学中不设定此目标)、知觉能力：对所处环
境中的刺激所做的观察和理解，并做出相应调节动作的能力、生理能力：动作的耐力、力量、灵活性、
敏捷性(学习高难度动作的基础)、技能动作：熟练完成复杂动作的能力以及有意活动：传递感情的体态动
作，即身体语言(姿势、手势、面部表情)。
本研究以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为重点，以儿童的成长问题为亲子咨询的目标突破点，拟采用这三个基
本的目标领域，对各阶段的咨询用语标准进行不同维度的划分。除此之外，我们试图结合传统家庭教育
的发展水平和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考虑当代素质教育的需求，培养认知能力完善、情感道
德意识明确以及实践运用能力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2.2. 埃里克森心理发展理论
埃里克森是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基本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但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泛
性生物学观点。精神分析学派的埃里克森，在弗洛伊德的研究基础上对个体全程发展进行了八个阶段的
划分，为我们揭示了各阶段个体所面临的危机，启示我们有针对性的采用积极的处理方式。他认为，精
神分析既要考虑生物学影响，又要注意社会文化影响(叶立军，姚信，2005)。埃里克森批评弗洛伊德忽略
了社会文化因素在人格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此他主要集中注意力研究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儿童的影响。
埃里克森认为，个体心理的发展，特别是人格的发展是一个需经历分层次、分阶段而又彼此承接互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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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渐进性的过程。每一个阶段中，都有特殊的矛盾冲突，诸矛盾解决的过程，也就是个体心理发
展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在个体不同的发展阶段中，矛盾的产生是与个人以外的其他客体有关，故称心理
社会发展。
埃里克森把个体心理的社会化发展分为八个阶段：1) 信任对怀疑，主要强调婴儿对母亲的情感依恋，
是影响个体成年期情感发展的重要阶段；2) 自主性对羞怯，强调儿童自尊和自信发展的重要性，若父母
能以理智和忍耐的；3) 主动性对内疚，这一阶段强调父母基于孩子自由和鼓励以促进个体形成主动、积
极的处事态度，否则个体就会产生内疚感、行事畏手畏脚；4) 勤奋对自卑，此阶段个体通过勤奋完成任
务，体验到自信和快乐；5) 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淆，自我同一性包括对自己各个方面的认识，是个体对
自己重新定位的重要阶段，如果不能形成良好的自我认同，就会出现角色混乱；6) 亲密对孤独，个体需
要与别人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如恋爱和婚姻关系；假如不能坦诚面对自己并接纳自己，就无法建立良
好的亲密关系，形成孤独感；7) 繁殖对停滞，也称生产对停滞，这阶段主要的任务就是对家庭和社会做
出贡献；8) 自我整合对失望，老年期个体多喜欢对自己一生的经历进行回顾，以获得一种完满的感觉，
若带着失望的心情回顾一生，就会给自己带来绝望的感觉。其中前五个阶段是儿童所要经历的，后三个
阶段是成年人要经历的。他指出，后一阶段发展任务的完成依赖于早期任务、冲突的解决。他还指出个
体解决危机的方式会对个体自我概念、社会见解产生持久性的深刻影响。以上人生八个阶段，以循环的
方式联系在一起，前一阶段的危机解决后向下一个阶段转化，自我就获得发展。反之，自我就会阻碍个
体自我的社会性发展。

3. 亲子咨询用语的主题设计
3.1. 亲子咨询用语的基本原则
心理咨询语言指咨询师在咨询中帮助解除来访者的心理障碍和减轻其心理压力，为其提供心理援助
而使用的语言(强清，武建芬，2011)。其特点主要体现在：全面性——咨询者通过提问全面了解来访者，
这是咨询语言的特性；迂回性——咨询者可以间接引导来访者而避免与其产生冲突(王烈琴，2012)，从而
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及交流；启发性——咨询者以有效的方法启发来访者进行自我反思，重新认识、整
理自己的思路及思考方式，最终摆脱困扰(韩芳露，2012)。咨询师主要依靠双方言行进行沟通交流的，这
要求咨询师不仅要有敏锐的倾听能力，还要有机智、明了、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能力。理解反馈的准
确性往往能让家长或儿童的情绪得到慰籍，感到被关切、被重视，愿意向你倾诉衷肠(缪小春，1993)。在
亲子咨询实践中，咨询师要针对性的选择适合亲子访谈的口吻，使当事人能在准确回忆家庭事件、体验
到当时的情绪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事人能接受的咨询意见。

3.2. 亲子咨询的形式性主题
3.2.1. 温和型咨询
根据布鲁纳在认知领域提出的教育目标，笔者推演出温和型设计主题，以重点关注儿童在理性思维
上的成长。理性思维是一种有明确的思维方向，有充分的思维依据的、相对温和的引导方式，能对事物
或问题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的一种思维，这与布鲁纳在认知领域提出的教育目标
是基本吻合的。在此类咨询中，咨询师关注的是儿童对事件的分析水平。
第一阶段：知道这种认知目标指导我们在进行亲子咨询时采用询求客观事实的用语，如：“发生
什么事情了？”第二阶段：领会这种认知目标指导我们在进行亲子咨询时采用询问感受的用语，如：
“你的感觉如何？”或“你想要怎么样？”第三阶段：应用这种认知目标指导我们在进行亲子咨询时
针对个体解决能力的询问，如：“你觉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方法吗？”第四阶段：分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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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认知目标指导我们在进行亲子咨询时要注重启迪当事人分析问题、预测后果等，如：“你觉得这个
事情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等类似语言(高一虹，1995)。第五阶段：综合这种认
知目标指导我们在进行亲子咨询时采用的问题可与分析时相似，但要尊重个体的特点，从认知水平、
情绪状态和事件态势有差别的进行咨询。第六阶段：评价这种认知目标指导我们在进行亲子咨询时尊
重个体的主观意见，引导性的提出“你的决定是什么？”、“你希望其他人怎么做？”等(母顺碧，
2009)。
3.2.2. 亲切型咨询
根据布鲁纳在情感领域提出的教育目标，笔者推演出亲切型设计主题，以重点关注儿童在感性性思
维上的成长。感性思维是从混沌感性到清晰感性的整理过程，这个过程从建立基础感觉到进入理性逻辑
整理，只能算作布鲁纳所提出的情感领域的前半部分。因而在亲切型的主题咨询中，笔者加入了对后三
个阶段的运用：评价或价值化；组织；价值与价值体系的性格化，以提高儿童从感性思维中的收获。
第一阶段：接受，其三个亚维度在亲子咨询中既是咨询师对当事人所面临问题的情感判断依据，也
是对咨询进展的一个评价参考：当事人若仍处于觉察阶段，咨询师要选择相对温和的发问语和问题对焦
语，如“这个问题可能…”、“这类情况似乎…”；当事人若处于愿意接受阶段，则可适当加入引导宣
泄语，如“这似乎已经让你感觉到…”等；当事人若处于选择性注意阶段，咨询师则可引导当事人进行
事件相关人员的价值评价等，如“那个人是不是…”等(曹宇，2008)。第二阶段：反应，在亲子咨询中，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当事人从被动的亲子关系改善中提升到满意的反应——自愿的处理人际关系，并能从
中体会到自己的成长和道德的提升。第三阶段：评价或价值化，在亲子咨询中，我们的目标是在为当事
人提供专业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正确的价值分析，让个体逐步形成可以稳定参照的内部价值观。第四、
五阶段，分别为组织与价值和价值体系的性格化，这两个阶段要求咨询师领会当事人的价值观念，从根
源上引导其调整情感冲突(申健墙，曾宪攀，2012)。
3.2.3. 活动类咨询
根据布鲁纳在动作领域提出的教育目标，笔者推演出活动型设计主题，以重点关注儿童在实践操作
上的成长。从亲子咨询本身的发展来看，不止局限在个体的访谈式咨询上，而可以增加对团体成员的活
动式咨询。
知觉能力：对所处环境中的刺激所做的观察和理解，并做出相应调节动作的能力。不同个体对同样
的事件会有不同的理解，相应会做出不同的动作。而在处理亲子关系中，家长不适当的教育行为(打、骂、
罚作业、禁止出门等)会严重影响儿童的成长；相应的，儿童在面对家长不理解等状况时，同样会有偏极
端的处理方式(哭闹、骗人、不讲话、撒娇、自残甚至离家出走等)。这方面，咨询师一方面要引导当事人
采用正确的处理方式，让家长对孩子日常行为和心理分析形成初步认识，让儿童对自己的权益做到基本
的保护；另一方面，则要告诫双方不当方式可能造成的后果。
有意活动：传递感情的体态动作，即身体语言(姿势、手势、面部表情)。在亲子关系中，亲密的肢体
接触是很重要的。母婴时期，源于儿童依恋的需求和身体发育水平的限制，家庭成员之间的肢体动作较
多。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亲子间的肢体动作逐渐减少，而异性父母与儿童的接触明显减少(王云峰，冯维，
2006)。一方面，这与亲子间沟通交流存在紧密联系：适当的肢体动作能传递亲子间的感情、促进亲子交
流，不当或不足的肢体交流会阻碍亲子间感情的交流；另一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儿童成年后
恋爱关系的。因此，引导亲子双方进行适当的亲密动作能有效的改善亲子关系，有时甚至比语言更有效
果。对女儿，父母双方都可采用拥抱、挽手、牵手的方式；对儿子，母亲同样可采用拥抱、挽手的方式，
父亲如觉不适可采用搭肩、击掌等方式(胡会丽，陈旭，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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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亲子咨询用语的阶段性主题
4.1. 针对儿童期的特殊用语形式
婴儿期(0~1.5 岁)：基本信任与不信任的心理冲突。此时是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心理冲突期，因为这
期间孩子开始认识人了，当孩子哭或饿时，父母是否出现则是建立信任感的重要问题。该阶段儿童最为
孤弱，咨询主体主要针对家长，通常是那些不能较好领悟幼儿传递的非言语信息的家长(黄书光，2012)。
咨询师要注意引导父母以慈爱和惯常的方式来满足儿童的需要，形成基本信任感。首先，咨询用语要与
来访家长的心情保持一致，交流时多用和家长一致的称呼，如“宝宝”、“宝贝的爸爸”等亲切的词语
增进与父母的交流，避免用相对成熟化的称呼。其次，提醒父母一方面要了解基本的幼儿心理，从孩子
的神情和哭啼中感受其心理变化；另一方面，要多陪伴孩子玩耍甚至进行单方面的话语交流，引导家长
应把他们当做“需要特殊呵护的普通成年人”，咨询时多强调对孩子需求的尊重(周宗奎，1995)。再次，
对于成长初期的孩子，通常是整个家族的重点关注对象，这意味着初为人父、人母的家长不仅要接受来
自育儿的压力，也会一定程度上感受来自家庭其他成员的压力，要引导来访家长正确理解压力源，达到
认知领域的咨询目标。在咨询的过程中咨询师要特别注意引导宣泄语的使用，在其倾诉中找准压力源。
儿童期(1.5~3 岁)：自主与害羞和怀疑的冲突。这一时期，儿童掌握了大量的技能，如，爬、走、说
话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怎样坚持或放弃，也就是说儿童开始有意志地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该
阶段儿童迅速形成许许多多的技能，但咨询主体以家长为主，极少数咨询对象为儿童。该阶段，儿童现
在能“随心所欲”地决定做还是不做某些事情，因而儿童这是就介入了自己意愿与父母意愿相互冲突的
矛盾之中(叶一舵，白丽英，2002)。父母则须按照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向，履行控制儿童行为的精心任务，
而又不伤害其自我控制感。在咨询用语的选择上，针对儿童成长中容易出现的羞怯与疑虑，可提出敏感
教育问题，比如“父母是否有溺爱或体罚”、“孩子是否偏向爸爸或妈妈”、“家长是否保持相对一致
的教育理念”等。
学龄初期(3~5 岁)：主动对内疚的冲突。在这一时期如果幼儿表现出的主动探究行为受到鼓励，幼
儿就会形成主动性，这为他将来成为一个有责任感、有创造力的人奠定了基础。该阶段，儿童能更多
的进行各种具体的运动神经活动，更精确地运用语言和更生动地运用想象力，亲子双方如果处理不好
儿童独创性行为和想象力的问题，都会面临情绪和自我意识上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对来访家长要更
关注其工作，弄清对方的身份、背景：对于工作量较大的家长，他们会希望在育儿得到他人的帮助或
依赖，这时要求有礼貌地选择合适的拒绝语并鼓励其多参与到儿童的想象性活动中去；对于有时间陪
伴儿童的家长，要引导儿童在想象中多发现，可询问家长“孩子是否对新鲜事物感兴趣”、“感兴趣
的时间通常是多久”、“孩子是否愿意和你分享他的想法？是一直有还是逐渐减少”等关注儿童创造
性培养的问题(陈晶晶，陈红，2012)。另一方面，对于来访儿童，尊重他们注意力不易长时集中的特点，
选择吸引力较大的沟通方式并在 15~20 分钟进行一些调解；在咨询用语上，要在保持和儿童思维水平
相一致的基础上，采用该阶段儿童的简单语进行沟通，也可增加一些儿童动画里的人物进行类别描述，
增强当事人的参与度。
学龄期(6~12 岁)：勤奋对自卑的冲突。这一阶段的儿童都应在学校接受教育。学校是训练儿童适应
社会、掌握今后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的地方。该阶段，儿童进入学校集体生活学习各种必要的谋生
技巧以及能使他们成为社会生产者所具备的知识，其内部发展阶段也正在“步入生活”而准备。他们在
这一阶段所学的最重要的课程是“体验以稳定的注意和孜孜不倦的勤奋来完成工作的乐趣”。家长应关
注儿童的勤奋感是否形成，咨询师的主要问题也因以“学校生活”为主体，关注儿童在集体生活中的情
感、道德自我意识和人际关系等社会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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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针对青少年的特殊用语形式
青春期(12~18 岁)：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一方面青少年本能冲动的增强会带来问题，另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青少年面临新的社会要求和社会冲突而感到困扰和混乱。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青春期
的问题将发生在自我同一性未曾建立上，这将导致“角色混乱”。
该阶段是个体面临一场内部生理发育的革命，面临着成年使命的时期，相对之前四个阶段也是更容
易出现亲子矛盾的时期。在咨询中，儿童通常不易将自己的想法主动的说出来或不易准确定位自己的矛
盾来源，这需要咨询师更注重问题对焦语和挑战语的使用，如“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理解你的
想法可不可以…”等(秦振荣，2009)。同时，要在满足他们“个人神话”需求的基础上引导其辩证思考和
换位思考的能力，如“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处理”、“当时对方的想法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情况…”等。
这样的用语能在给与他们成年人一样的信任感中引导其理性思考。

4.3. 针对其他时期的特殊用语设计
成年早期(18~25 岁)：亲密对孤独的冲突。只有具有牢固的自我同一性的青年人，才敢于冒与他人发
生亲密关系的风险。因为与他人发生爱的关系，就是把自己的同一性与他人的同一性融合一体。
该阶段的危机如果得到成功解决，就会形成爱的美德；如果得不到成功解决，就会形成混乱的两性
关系。弗洛伊德曾经把健康的人定义为一种充满爱而辛勤工作的人，埃里克森赞成这个定义。而父母一
方作为个体生命中第一个接触的异性，个体童年与异性父母的关系对个体成年期的两性关系也有重要影
响。因此，亲咨询师应建议来访者调整自己与父母尤其是异性家长的关系，鼓励和提醒他们与家长保持
亲密的心灵和身体接触，如“你有多久没和母亲拥抱了”、“你的父亲上次牵你(女儿)\搭你的肩膀(儿子)
是什么时候”等。在面对该阶段的来访者是，要在了解其童年期与异性父母感情的基础上关注其两性观
念。在咨询时，要注意对敏感词汇的选择和情绪把握，客观、公开、平和的对来访者所面临的相关问题。
成年期(25~65 岁)：生育对自我专注的冲突。当一个人顺利地度过了自我同一性时期，以后的岁月中
将过上幸福充实的生活，他将生儿育女，关心后代的繁殖和养育。该阶段个体多已为人父母，亲子冲突
的产生除了来自育儿的烦恼，更有来自自我繁殖对停滞的冲突。繁殖子在建立和指导下一代中是头等要
是，虽然有些人由于不幸而不能运用这方面特殊和真正的天赋。一点那一个人的繁殖比率比停滞高，那
么就会以关心的美德顺利通过这个阶段；反之，这会遇到内心矛盾心理。在咨询中，一方面要引导个体
正确面对这种停滞感的出现，尤其是更年期父母的焦躁情绪；另一方面，则是提出适当的建议让其产生
新的繁殖感，如参加集体舞蹈团、参加社区工作等。
成熟期(65 岁以上)：自我调整与绝望期的冲突。老年人对死亡的态度直接影响下一代儿童时期信任感
的形成。因此，第 8 阶段和第 1 阶段首尾相联，构成一个循环或生命的周期。埃里克森认为在人格发展的
八个阶段中，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确定的危机为其特征。该阶段的个体，他们开始面临“死亡”，回顾自己
的一生感到所度过的是丰足的，会具有一种满足感和圆满感；而回顾挫败人生的个体则体验到失望。后者
可能在面临死亡时感到更多的恐惧和不甘。在亲子关系中多扮演祖辈的身份。在隔代抚养孙儿时，易与自
己的子女出现教育理念上的差异，如过分溺爱孙儿等。在咨询中，对这样的问题咨询师需要引导其积极面
对自己的一生，在用语上可采用亲切、柔和的话语。注意选择得体的告别语并明晰值得注意的禁语。

5. 结语
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亲子咨询主题和咨询用语标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目前在亲子关
系和青少年研究领域仍存在许多争议和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亲子咨询用语在三个目标领域(认知、情
感、动作技能)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是否存在的量化上的差异，今后研究可从问卷、量表形式进行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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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前并没有研究表明咨询用语在个体内隐认知上能多大程度上能发挥拟定效果(缪小春，1993)，如
果能通过追踪个体的后续成长发展以确定亲子咨询用语在个体成长不同领域发挥的实效，将能更有效的
完善该主题设计。其次，关于其他年龄段个体在亲子咨询中的主题设计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现有的
大部份研究关注青少年成长(李维维，高狄，2011)，但是大学生个体出现的成年早期危机也日益成为社会
关注的话题，是否也可以从亲子关系入手进行相应主题设计？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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