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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另类选择
周

宁，

刘

将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６５００９２）
摘要：哲学心理咨询是近年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引起了西方哲学与心理学界普遍
的兴趣和关注，但目前仍然没有明确的概念和系统的理论。文章对哲学心理咨询的起源、内涵、理念及其与传统心理咨
询的区别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作为指导人类心灵的一种重要方式．哲学心理咨询为传统心理咨询研宄开辟了新的视角，
扩展了心理治疗与咨询的研究领域。但它并不是对传统心理咨询的取代而只是一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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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心理咨询（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是近年

是作为宗教及人生上的思辩及应用，特别是在指导生

来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

活伦理上的发展；文艺复兴之后，特别是在康德之后，

尝试以哲学的理论与方法，通过系统化与理论化的建

哲学成了纯思辨之学，逐渐远离了大众，偏离了与生活

构，应用于心理咨询活动当中［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

的实际关联；特别是在１９世纪中叶之后，心理学和哲

起于欧洲的哲学应用运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北美等

学逐渐分离，哲学似乎已和现实生活地应用离得愈来

地得到传播和发展。事实上，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

愈远了，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哲学对应用性的重视才

有不少哲学家开始致力于哲学应用的活动，已经把哲

逐渐恢复。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心理咨询又并非是

学实践视为“一种处理人类生命中痛苦问题的方法”，

一个崭新的活动，而是意图返回哲学根源，重新赋予哲

这些古代的哲学家是做为“人类生活的医生”，针对人

学为“爱智之学”之实质内涵，并以其实践之行动力量

们心灵的不适提供慰藉、治疗。到了中世纪，哲学主要

指示一条哲学与人生密切结合的途径。哲学本由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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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发。由西方哲学的根源——古希腊哲学观之，的

２．哲学心理咨询的正式起源

确有许多丰富的人生智慧，如以自律作为克制欲望的

在２０世纪末，哲学与大众之间的疏离与鸿沟有了

方法、重视社会情境下的荣誉等，而今重拾古代哲学家

根本的转变与新的发展。随着当今科技的发展、工业

之智慧，更可以将其作为今日生活的指引［ｚ３。哲学心

化的深人、全球化的推进，人类面临着种种的危机与虚

理咨询也正是当代哲学回归现实、回归社会、回归生活

无。面对着生活的迷失、意义的匮乏、道德的沦丧等种

的时代精神的反映。

种问题与困境，反而激起了大众对哲学的普遍需求。
人们希望通过与哲学的对话过程，寻求生活的意义和

一、哲学心理咨询的起源

人生的价值，并重拾人的价值和尊严，实现人的“理性
的复归”。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需求之下，哲学心理咨

哲学心理咨询虽然有着上述久远的历史渊源和丰

询便应运而生。

富的哲学根据，但当代哲学心理咨询起源是沿着两条

当代哲学心理咨询作为一种正式的专业起源，一

重要的线索展开的：一方面是源于传统心理咨询理论

般而言公认是由德国哲学家阿肯巴赫（Ｇ．Ｂ．Ａｅｈｅｎ－

与方法的哲学本质；另一方面则是当代哲学实践或哲

ｂａｃｈ）在１９８１年发起的哲学实践（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学应用运动的开展与蓬勃发展。

ｔｉｃｅ）或哲学应用（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ｒａｘｉｓ）运动，它的主

ｐｒａｃ—

１．传统心理咨询的哲学视角

要内容是将哲学应用在个人的咨询上，是一种新兴的

与哲学心理咨询不同，本文中的传统心理咨询是

专业，同时也是传统咨询与心理治疗的一种替代性选

指包括在心理学领域内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和心理

择。阿肯巴赫于１９８２年成立了“德国哲学实践协会”，

辅导等在内的广泛的概念。哲学心理咨询与传统心理

并出版刊物，把哲学实践运动致力于国际推广。随后

咨询或治疗难以截然区分，传统心理咨询也关注到哲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哲学实践运动迅速扩展到荷兰，

学在心理治疗中的价值，因此在２０世纪中后期所发展

以霍根狄克（Ｈｏｏｇｅｎｄｉｊｋ）等人为代表的荷兰学者鉴于

出的许多方法，如当事人中心疗法（Ｃｌｉ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

社会变迁、哲学家角色的转变以及大学的压力等社会

Ｔｈｅｒａｐｙ）、意义疗法（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ｒａｐｙ）、理性情

现实，开始探索哲学心理咨询的领域，在对哲学心理咨

绪疗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ｏｔｉ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沟通分析法

询经过数年的探究及训练后，开始进行实践和咨询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存在主义疗法（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工作，并成立了“荷兰哲学实践协会”，出版相关期刊。

Ｇｅｓｔａｌ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几乎同时，法国也在巴黎建立了相应的组织，于周日在

等哲学式的心理治疗与咨询方式。这些方法都宣称其

咖啡馆进行哲学实践的讨论和交流，并出版与咨询相

心理治疗方法中，采纳了哲学观点。１９７８年临床心理

关的通讯；美国则有“美国哲学、咨询、心理治疗协会”

学家柯斯坦堡（Ｋｏｅｓｔｅｎｂａｕｍ，Ｐｅｔｅｒ）意图整合哲学与

集中于哲学心理咨询的研究和运用；其它诸如在以色

心理学，柯斯坦堡认为临床心理学需要坚实的哲学基

列、挪威、南非、加拿大等国家，也都有类似的组织和活

础，他界定临床心理学应该是以深层心理学与存在的

动［川。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及完形治疗法（Ｔｈｅ

现象学模式（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ｂｅｉｎｇ）及存

哲学实践或哲学应用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受

在人格理论（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做结合，但

咨询心理学的影响，逐渐演变为哲学心理咨询。而哲

同时也认为哲学只应附加于治疗之上，不能取而代之。

学心理咨询这一概念也更准确的表达了“用哲学来解

柯斯坦堡也认为当前接受心理治疗与咨询的人，事实

决困扰个人身心生活的各种难题”的含义［５］。哲学心

上是遭遇哲学问题而不是心理疾病，若心理治疗师能

理咨询正式提出后，迅速的在欧美兴起一股潮流，通过

深层地检视心理学方法所呈现的，则会发现人类存在

研究、对话、工作坊、国际学术会议以及专业的咨询辅

的核心答案¨］。因此根据柯斯坦堡看法，只要在心理

导等形式展开，似乎意图将沉睡象牙塔多年的哲学重

学方法之内，对哲学层面加以关注，就可以充分处理当

新唤醒，使强调“爱智”精神与方法的哲学重返生活世

事人的心灵苦痛问题，而并没有涉及以“哲学心理咨

界。

询”作为另类选择，也没有称自己为哲学心理咨询师。
这种观点实际上仍旧是以心理学而不是哲学作为其咨

二、哲学心理咨询的基本内涵与理念

询或治疗的基础，与根植于哲学传统的哲学心理咨询
仍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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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在找寻定位时，对此相关的研究便在各种领域内

择，那就是哲学心理咨询”，它可提供当事人另一种思

被扩展并深化其内容的成长。其理由在于这不是一门

考方式、另一种视角，进而改变想法，甚或改变情绪［７］。

崭新且颠覆传统的强势理论，它本源于古老以来强调

也就是说，哲学心理咨询作为一中探索活动，其目的不

的哲学实践，并让智慧的探求与检视自身的目标这原

是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也不是解决困惑的问题，而是解

本属于哲学的本源，在科技发达的学术状态下，重新回

决人们对问题的困惑。

到哲学本身，使其能够持续的保持哲学的生命力。

哲学心理咨询就是一场自由的对话，通过对话，将

哲学心理咨询目前并没有一致认可的统一定义。

内在思维转入一种主体间性的交流（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拉翰夫（Ｌａｈａｖ）认为很多学科也对其本身没有一致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以达到让来访者能拥有较好的“自我理

定义，因此哲学心理咨询也不尽然需要统一的定义与

解”。要真正达到“自由的对话”这一目标，“平等观”的

观点［６］。然而为求后续研究能有一致的观点与基础，

导人便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研究者初步认为哲学心理咨询系一种将哲学付诸生活
指导的活动，当人们对生活、心灵、情感、做抉择等问题

三、哲学心理咨询与传统心理咨询的区别

难以得到思想上的澄清时，哲学心理咨询师以其专业
的哲学心理咨询训练，与来访者一同由哲学的探问厘

哲学心理咨询与传统心理咨询两者之间存在着客

清问题，并讨论可能的选择与结果，使当事人做行动的

观的差异，这并不仅仅是语义或概念的不同。与传统

决定或情感的安置，最后希冀在哲学心理咨询的过程

心理咨询不同的是，哲学心理咨询是一种用哲学“帮

中，使来访者习得哲学思考的技巧，并透过哲学的观点

助”或“关心”的方式。其基础是“哲学”，因此，不能简

改变其人生观，以臻独立自主的境地。哲学心理咨询

单地把它划归于心理学领域，更不是心理学的一个分

所关注的焦点基本上是在于意义、价值等这些两难层

支学科。传统心理咨询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心理学”，

面。要引导来访者，使其能够发挥自身内在本有的能

因此，传统心理咨询的最主要根据是心理学的理论、方

力和智慧，激发其自身存在的意义感与价值观，进而帮

法和技术。传统心理咨询蕴涵着发展、治疗、恢复以及

助他们看清问题的症结，度过人生的难关。哲学心理

痊愈等含义。事实上，哲学心理咨询所解决的问题与

咨询是要协助来访者能够明了自己所面对的问题是什

传统心理咨询并没有质的不同，哲学心理咨询的独特

么，同时通过对话，分解问题的结构及其含意，并予以

之处就在与不将这些问题或行为视为“疾病”或“病

归类。同时协助来访者找出最佳的解决之道，这是一

症”。事实上，传统心理咨询中的病理化的概念与术

种哲学方法，与他们的信仰体系相容，与来访者共同合

语，往往才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作辨识出他们的信念，探索价值、意义及道德等一般性

第一，与哲学心理咨询最大的差别在于，传统心理

的问题。其实来访者可能早有自己的哲学观，并且期

咨询中治疗师把病人的陈述表白看作是某种心理问题

待能更清楚地将它表达出来，哲学心理咨询是站在指

或病症的外在现象和表现，试图寻找话语背后的某种

导的角度，激发并清楚地阐述自己的看法，也有可能提

心理情结或偏差。然而，与上述普遍化或简约化方式

一些新的建议。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哲学心理咨询是

不同的是，哲学心理咨询中哲学家则考虑到每个人的

用哲学来助人自助的过程，其本身并不是哲学，它也不

独特性，在他们的对话过程中，来访者的话语本身就是

是摆出来一大堆哲学家的思想或格言教育人，而是把

事理本身，在倾听来访者的话语时，哲学家并不去挖掘

那些高深的哲学理论化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让所有

出什么“背后的秘密”，也没有探求话语和事理背后的

的人都能够得到哲学的帮助。

意义。而是在交谈的过程中倾听交谈，随着深入到事

传统心理咨询对来访者的基本预设是“有病”、“异

件本身的洞察与领悟，推动并促成自我表露的分享。

常”、或至少是“有问题”之人。哲学心理咨询的最大的

第二，人的心理上的问题或困扰，并不一定必须要

独特之处就在于，其隐含这样一个假设或理念，即“人

心理医生来治疗，有时连心理医生也束手无策。诚如

人都是生活的智者”。两者之分野虽非尖锐对立，但他

阿肯巴赫所言，人们缺乏身处危机、恐惧和抑郁状况时

们对“人”之基本形上预设有异，因此所关注的焦点便

生活的选择权，此时心理学家和治疗师有限的课本知

不尽相同，形成哲学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之区别所在。

识帮不了多大的忙，而哲学心理咨询提供的丰富思考

玛林诺夫（Ｍａｒｉｎｏｆｆ）认为“对于无法满足心理或精神

和智慧启迪倒可能发挥作用。因为哲学心理咨询不是

治疗、甚至持反对态度的人来说，现在还有另外一个选

将某一固定、完备的哲学理论生搬硬套到个别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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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上。相反，哲学，ｔ３理咨询是与具体问题一起创造

有着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与传统心理咨询存在着

性地思考。

一定的脱节，表现出典型的成人化取向，对传统心理咨

第三，在传统心理咨询中，咨询师与来访者处在一

询的批评过于苛刻和武断，其自身的许多概念和体系

种不对等的关系上，二者关系是典型的“医生”与“病

也含糊不清等［９］。当然，哲学心理咨询的发展并不会

人”的治疗关系。在这种“医一患”关系模式下，咨询师

因其尚存许多问题而停止。哲学心理咨询符合当前社

对来访者在这样的情境下进行治疗，都存在某种“扭曲

会发展的需要，也能很好地诠释当前的许多社会和个

的沟通”。与此完全不同的是，哲学心理咨询中所采用

人困惑，那我们就应该对其在理论上继续探讨并在行

的对话形式，正好证明和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平等、自

动中贯彻践行。

由和理性的哲学式的对话决不是治疗的模式。来访者

总之，心理咨询虽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但哲学却

面临着种种情况与问题，但不是“病症”，他们需要的是

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在一个古老的文化上换上新时代

对话，而不是诊断。

的方法及面貌，哲学心理咨询可以说是一种全新的尝

第四，哲学心理咨询的主要的焦点集中于现在，并

试。哲学在它过去两千余年的岁月中助人无数，但其

以未来为导向往前看，而不是回顾过往，这也是与传统

使用的方法和路径并不一定完全符合当代的心理咨询

心理咨询最大的差异之一。哲学心理咨询不是去挖掘

理论，也不能够因此而控诉它的无效性。哲学心理咨

来访者过往的伤痛，而是注重当下解决问题和重建生

询的出现和正统的心理咨询并不构成一场文化的冲

活的信念。在没有了对来访者早期经验和过往伤痛的

突，相反却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只有彼此合作，借鉴

考古式的发掘，哲学心理咨询就来访者当前面临的问

才能臻于更好的解决人类自身的种种困惑与矛盾。

题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来访者也更容易和哲学咨
询师建立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关系，使来访者处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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