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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仪式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意义，多学科对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取得
丰硕的理论成果。本文梳理了仪式的心理治疗作用的相关研究，为以后仪式在心理治疗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运用提供可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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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 and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WANG Jingqun1 ， ZHANG Zhitao2 ， JING Kai2 ， MA Ji2
（ 1． Center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2． School of Psychology，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As a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the ritual has a long history and a wide range of
meaning． Many scholar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display astrong interest to it and have achieved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o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ated researches on the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ritual，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ritual in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from now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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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仪式的界定
仪式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它有两个主要研究取向： 一、将仪式放在文化的原初形态，以互
文（ context） 、互疏（ interpretation） 及互动（ interaction） 的方式对古典神话和仪式进行诠释，这一特点在泰
勒、斯宾塞、弗雷泽等学者的著作里都有所体现 ； 二、从审视神话———仪式与宗教之间的历史纽带关系和
探索作为宗教化的仪式在社会结构及社会组织中的指示性功能 、对仪式的宗教渊源和社会行为进行探
［1］
讨，即将仪式视为特定的宗教行为和社会实践 。 如列维、斯特劳斯、特纳、道格拉斯等人的研究。 仪
式吸引了越来越多学科的学者广泛的关注 ，其中也包括了心理学家。
仪式既不是物质的范畴，也不是人脑的观念，而是一种有意义的特定行为方式。 广义的仪式，是被
行为者及其所在社会群体看作具有一定意义的交流手段或表演的形式 ，包括人际交往的规范与行为，如
见面与道别的日常礼仪、以及开幕式等政治典礼。狭义的仪式，则专指宗教的祭祀与礼拜仪式，早期人
类学所指的仪式多与宗教信仰有关。 人类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怎样的行为方式才可以称为“仪式 ”？
由于仪式活动涉及的范围不仅复杂而且宽广 ，如何定义仪式就有了许多不一致的看法。 在 1910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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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仪式的现代定义才问世，它综合了泰勒、兰格、弗雷泽等多位学者的观
点。阿萨德（ Asad） 认为，仪式（ ritual） 被看做规范化行为的一个类型，它象征或表现了某种东西，而且由
［2］（ p178）

。
此与个人意识和社会组织形成了不同的联系
在英语中有两个词汇来表述仪式，一为“ritual”，二为“rite”。“ritual”具有神圣的或宗教的内涵，
“rite”具有世俗的含义。在心理治疗中仪式使用因为来访者独特的情况 ，仪式不可避免地结合了神圣和
世俗的内涵。Denzin 在定义仪式时更侧重神圣的内涵 ： 一个共同的传统庆典活动，涉及两个或者更多的
人，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和神圣的意义 ，聚焦于一个明确界定的社会对象，并且表演赋予参与者一种神圣
［3］
且不同寻常的特殊感受 。Rando 提供了仪式一个更加世俗化的描述： 它是一个表演者或一个群体通
过象征的方式表达一定的感受和思想的一种特定的行为或活动 。它可以是习惯性重复出现的行为，也
［4］
可以是只发生一次的行为 。
在汉语中，“仪”具有法度、准则、礼仪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 》中仪式被定义为： 礼仪的程序和形
［5］（ p1842 － 1843）
。 国内学者对仪式的定义多综
式。《古代汉语词典》中仪式具有法令准则、礼节规范的意思
合和概括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尚缺乏超越西方具有本土特色的仪式理论 ，且对于仪式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宗教仪式或某民族的某一具体仪式的田野考察 。
在仪式的各种定义中，不难看出他们的共同要素即行为的主体是人 ，表达的内容是情感或思想，表
达的方式是一套象征性的行为程序 。不论是神圣还是世俗仪式，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 依据来访者的背
景和需要，仪式可以用于心理治疗，成为一种治疗仪式。

二、仪式的分类
加拿大的仪式学家格兰姆斯在其《仪式研究的起点 》（ Beginnings in Ritual Studies） 一书中，根据仪
［6］（ p40 － 58）
： （ 1） 仪式化。仪式化是指具有仪式意味的行为或姿态 ，
式的实际用途，将仪式划分为下面六种
任何非实用性的、含有象征意义的姿态、行为，都可以包含在内。（ 2） 礼仪。 格兰姆斯认为，礼仪源自大
众交际和社会生活，是人际间面对面的交往，其特征是“个人间的，形式化的 ”。（ 3） 典礼。 典礼是大型
群体政治性的互动。典礼的特征是“群体间的、政治性的”。（ 4） 巫术。如果一种仪式不仅含有意义，而
且具有效力，它即属于巫术。这种仪式试图调动超凡的力量并伴随着某些期望的结果。（ 5） 礼拜。 格
兰姆斯把礼拜看作是一种精神的实践 ，是一种符号的行为，是期待神圣力量的一种结构。礼拜的特征是
宗教性的、神圣性的。（ 6） 庆典。格兰姆斯认为，庆典中没有交易、没有获得、没有期望的结果，也没有
巫术。庆典是社会的和形而上学的虚构 。当我们身临其间时，一系列现实问题都会消失。 庆典的特征
是玩耍性的、戏剧性的、审美性的。
人类学家阿劳德·凡·根纳普（ Arnold Van Gennep） 将所有仪式概括为： “个人生命转折仪式 ”（ individual life—crisis ceremonials，包括出生、成年、结婚、死亡） 和“历年再现仪式”（ recurrent calendric ceremonials，例如生日、新年节日） ，并将这些仪式统称为“过渡仪式 ”（ rites of passage） 。 与个人生命周期有
关的、在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上举行的过渡仪式，如婚礼、丧礼等，也叫“生命周期仪式 ”（ rites of lifecycle） 。
国内还未见对仪式进行系统分类的相关研究 。通过分析，现有的仪式研究资料主要分为四大类 ： 宗
教仪式、巫术、某一民族的仪式、日常礼仪。与国外学者对于仪式的分类理论一样 ，这四大类仪式并不是
泾渭分明的，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与重叠 。

三、仪式的心理治疗作用
1． 仪式是与超自然力量沟通的一种工具
仪式研究一开始就与神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史密斯 （ Smith，R． ） 认为神话主要是对仪式进行描
述，美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博厄斯认为，仪式就是对神话的表演。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神话是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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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则是实践的，二者并存。 他宣称： 从根本上说，所有的巫术和仪式，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
［7］（ p91）
。巫术通过仪式来实现现实生活中人们所无法取得的结果 ，面对那些无法预知的不幸情况和
求
未知的境地。
在一些文化中人们从超自然的层面理解健康和不适 ，认为疾病是由超自然的神、祖先的灵魂、鬼或
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巫师或巫婆所引起 ，所以人们通常采用宗教或巫术仪式来治疗不适与疾病。 中国
传统文化中讲究人与天地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和谐 ，医疗的方式是通过仪式恢复人与宇宙的秩序与和谐 。
在人类处理与自己及自然的关系时存在一个人力所不能及的领域 ，仪式被认为是一种可以用与超自然
力量沟通的工具或手段。在举行仪式过程中，人类增加了对外界的控制感，相信自己有能力应付超自然
力量保护自己。患者获得了积极的心理暗示，相信与外部世界的冲突正通过仪式得到调解 ，获得了心理
［8］
支持，减轻了内心的压力。 因此许多引导心灵的仪式可以用于治疗多重人格障碍 、上瘾、焦虑、抑
［9］
郁 。仪式作用的方式是在履行仪式的人身上见效的 ，其后果“客观地 ”取决于“魔法仪式的强大主观
［10］（ p166）

，即仪式是通过调动仪式行为者的主观能动性起作用的 。 巫术仪式看似非理性也不科学，
但其实际操作中包含的积极心理暗示 、增强人们心理的控制感等一些灵活的治疗方法和技术可以在心

效用”

理治疗中运用。
2． 仪式是获得一种新身份的渠道
根纳普在《通过仪式》（ 又译作《人生礼仪 》） 一书中提出： “任何社会里的个人生活，都是随着其年
［11］（ p3）
。仪式帮助了个人或集体完成他们生命过程中
龄的增长，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序列 ”
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换，并记录人生的重大变化，提高了个人或集体的状态或地位并形成了新的
人际关系。例如青春期的仪式可以帮助青少年获得成人角色 ，从而使他们的父母及周围的人以成人的
方式与其交往。
死亡是每个人都必经的一个过程 ，死亡对于逝者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但对于生者即是一种严重的丧
［12］
失，也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心理创伤。葬礼围绕着逝者进行但不只是处理尸体的一种礼仪 ，在操作中
也显示着为生者利益服务的一面 。生者通过葬礼宣泄了丧失的哀伤 ，恢复原本的生活秩序，适应了新环
境，获得机会重生。
人们缺席了婚礼或葬礼这样的仪式 ，同时也就丧失了在生命过程中安全渡过转变或成功处理生活
危机的机会。心理治疗就成为这些缺失仪式的现代的替代品 。当人们被现有的身份或人际关系所困扰
时，咨询师可以协助来访者构建一个治疗仪式处理未解决的危机 ，获得遗失的身份与地位，摆脱曾经的
自己或困境，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获得生命的继续前进。Gilligan 描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R 遭受与儿童时
期身体虐待有关的问题困扰。有一件事特别能代表他遭受的精神创伤 。他回忆到，在一个圣诞节，他的
父亲反复殴打他因为在他徒劳地寻找一辆玩具火车的小零件时不小心将火车弄坏了 。Gilligan 和他的
来访者一起创造了一个仪式，让 R 摆脱了其受害者的身份且变得更有力量。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写日
记、挑选象征过去和未来的物品，R 和 Gilligan 在十字路口举行了横穿铁路的仪式 。在铁轨的一侧，R 阅
读和销毁象征玩具火车的信件和照片 ，然后将碎片抛向空中，接着跨到轨道的另一侧。 正是在这另一
［13］
侧，他大声朗读象征未来和新身份的信件 。来访者通过治疗仪式摆脱困扰自己的精神创伤和受害者
的身份，获得了新的生命。仪式相对于言语来说更容易进入人格的潜意识里 ，因此仪式提供了强效的手
段，便于我们达到重申事实、运用原型的能量，顺利度过转型阶段而获得新的角色 。
3． 仪式提供了一个特殊的阈限期
根纳普提出的过渡仪式三阶段理论 ，隔离 （ separation） 阶段、阈限 （ 1iminal） 或转换 （ transition） 阶段、
重整（ reintegration） 阶段。维克托·特纳的仪式理论全盘接受了根纳普三个阈限的划分，并对“过渡仪
式”及所对应的“阈限阶段”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在《仪式的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一书中，他详细地讨论了过渡仪式。 特纳认为，过渡仪式不仅可以在个人
的人生转折点上举行，也可用于社会性活动上。 他把人类的社会关系分为两种状态： 第一种是称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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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结构”（ structure of status） 的日常状态，在此种状态下，人们的社会关系维持着相对固定的结构模
式。“位置”（ status） 指的是包括政治地位、职业等社会地位、个人的社会成熟状况 （ 如“已婚”、“单身 ”
等） 以及人在特定时间里的生理、心理或情感状态。第二种是不同于日常的仪式状态，仪式是处于稳定
结构交界处的“反结构”（ anti—structure） 状态，仪式过程就是转换仪式前后两个稳定状态的过程 。 特纳
［14］（ p94 － 96）
，是指处于“反结构”状态的时空及关系阶段。
把仪式过程阶段称为“阈限期”（ 1iminal phase）
仪式的“阈限”（ 1iminality） 有公开性与隐秘性的不同。 公开性的阈限常发生在季节性的庆典仪式

（ 如播种仪式、节气庆典） 当中，而隐秘性的阈限经常发生在个人的过渡礼仪中 。 在公开性阈限阶段，每
个社会成员都成为“阈限人”（ 1iminarsor threshold people） ，在仪式进程中表现出正常的社会关系的彻底
颠倒（ 如王公贵族暂时失去权势，平民大众作威作福等 ） 。 当仪式一旦结束，人们的社会关系又回到日
常状态中。在隐秘性的阈限阶段中，阈限人无贵贱之分，直到阈限期结束后，地位和身份才重新发生变
［15］

化，使男孩转变为成年男子，使单身成为已婚等

。

仪式的阈限期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疗法中提出的治疗氛围有极大的相似作用 。人本主义心理治疗
的核心假设： 个体在其自身内部有着广阔的潜力可以用于自我理解 ，改变自我概念、态度和自我导向的
行为———并且只要向其提供具有促进作用的一种可界定的氛围 ，那么这种潜力就能被开发出来。 在仪
式阈限期，仪式行为者可以自由表达出与问题有关的情感 ； 周围人接纳并承认这些消极的感情，在接纳
时并没有不认可。当个体的消极情感已经完全表达出来后 ，行为者随之就会尝试性地表达出促进成长
［16］（ p58 － 68）
。
的积极冲动，更多的积极转变最后通过象征的方式展现出来
仪式行为具有“虚拟性”： 即仪式的行为方式、仪式表演手法、仪式场景布置以及仪式行为者心理时
空等的虚拟性，但仪式行为者的情感与心态却是真实的。 在心理治疗中，可以运用仪式对“此时此地 ”
的情感进行关注，使来访者有一个合适且安全的情绪发泄通道来表达内心的思想或情感 ，而不用担心自
己“失控了”或是行为不合适。葬礼中的哭泣不仅是社会文化中孝的象征也是悲哀之情的一种表现及
安全的宣泄。在处理丧失所带来的巨大伤痛中 ，治疗师可以利用仪式帮助个体挑战丧失所带来的空虚 、
无助等消极心理，增加人们的控制感并获得积极的成长 。家庭治疗中，夫妻双方可以在心理治疗师的协
助下建立“争吵仪式”使争吵限定在一定的安全范围，这样不仅不会产生新的问题而且找到情绪宣泄的
［17］（ p86）
，有利于维持夫妻关系的和谐。
共同出口
4． 仪式是叙事的一种方式
仪式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环境、场景中展开的一系列的综合行为 。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把仪式
看作是一种“文化表演”（ cultural performances） ，把宗教仪式看作是宗教表演； 意大利宗教学家西奥多 ·
加斯特（ Theodor Caster） 则将仪式看作是对神话的表演。 仪式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文化
和社会紧紧连结在一起。在举行仪式过程中就叙述了整个民族或族群的族源和先祖的历史 （ 如纪念性
仪式） 。在社会经历了灾难之后，仪式以叙事的方式讲述了集体共同经历的不幸与伤痛 ，加深彼此的情
感联系、缓解哀伤的情绪同时抚慰受伤的心理 。
在家庭生活中，家庭仪式叙述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组织及建立一个集体的意义单元的 。
Selvini Palazzoli 将家庭中的仪式定义为： 某种行动或一连串的行动，伴随某种言语惯例而出现，并且涉
及整个家庭。就如同所有的仪式一样，它也必须包含一套规律的步骤，以供家庭成员在适当的时机和场
［18］
合里采用 。文化及生态背景所包围的家庭仪式以一种更贴近的方式记录着文化是如何影响家庭规
则的。家庭仪式展示了个体与家庭层面间交流的要素即家庭生活怎样影响个体的调整与适应 ，以及个
体观念和个性是怎样影响整个家庭的功能 。家庭仪式提供联结，加深家庭关系、情感交流、维持和稳定
家庭成员的接触，在单亲家庭提供机会建立特殊意义的时刻 （ 睡觉仪式、节日庆典等 ） 。 也有很多涉及
到大量时间和工作的不利的家庭仪式 ，可能引发家庭冲突。在心理治疗中，仪式提供给我们一扇窗户，
让我们可以看到来访者关系互动中的信念 、价值，及其与所属群体之间的联结方式 。我们也可以通过修
改或新建仪式来修复不良的关系及状态 ，Wolin、Bennett 和他的同事研究了怎样通过家庭仪式保护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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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避免遭受酗酒家长的伤害 。
5． 仪式是建构意义的一种手段

仪式对于仪式行为者来说是有“意义 ”的。 仪式是一个充满象征的意义世界，仪式中的各种要素
（ 语言、物件、行为等） 都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行为者通过“象征”表现和体验意义。 象征通过外部
物质世界中的符号显示内部精神世界的意义 ，它们超过原来可以轻易用语言表达、分类、以及理解的概
念，是连接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介 。象征符号是充满能量的意念，有了象征符号提供的驱策力，心
灵的构造才会从机能不良转化为适应无碍 。当新的象征符号出现，新的情感和观念也随之产生。
家庭仪式对子女的适应、个性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心理咨询师帮助来访者家庭成员维持因压力
面临中断的仪式可以使子女获得稳定及安全感 ，可以使用仪式来培养归属感和提升团体亲密感。 在哀
伤治疗中，治疗师可以协助来访者建立对自己具有特殊意义的仪式来化解内心的伤痛 ，例如来访者可以
在逝者周年纪念日时点上一些蜡烛 （ 象征物） 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与痛苦； 也可以种上一颗树表达对逝去
［20］
亲人的怀念与感激 。这些物件已经不是原来的物件，它们已经被来访者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和特定
的意义事件产生了联系，对来访者来说它们是精神意义外显的代表 。
心理治疗中，治疗师可以通过积极鼓励来访者在治疗仪式中为他们自己建立象征 ： 他们的精神创
伤、他们的丧失、他们的将来、他们的智慧、他们感到安全的场所、他们新的自我等的象征来增加仪式的
治疗力量与意义。治疗仪式中新的象征物、新的仪式行为的出现，意味着来访者形成新的行为模式及人
际关系，新的意义就开始建立。
Paddock 和 Schwartz 报告了一个双职工家庭通过建立“回家恢复联系 ”的仪式，来开始和满足彼此
［21］
沟通和联系的需要，缓解原本紧张的夫妻关系 ：
Y 夫妇被彼此间不断的争吵所困扰 。分析何时及何种方式的争吵最具典型性之后，下班到家后成

为连续干预的重点目标。在了解了实际发生的行为序列之后 ，我们鼓励他们各自思考自己在经历了一
整天的劳累之后回到家后希望发生些什么 。Y 先生希望傍晚回到家后获得妻子热情的问候然后彼此分
享一天的经历。妻子希望驱车回家后有段独处的时间 ，没有工作中的人与人的接触。 多数时候是丈夫
已经先于妻子下班且在家独自呆了四十多分钟 ，这加剧了他交流的需要也阻止了妻子第一时间寻求独
处的需要。Y 女士对丈夫即刻的询问感到烦人和困扰 ，同时她对分离一整天后没有对丈夫进行回应感
到内疚。Y 先生因妻子明显矛盾的心情和拒绝回应他的问候感到不满和受挫 。
在收集了这些信息之后，我们通过建立“回家恢复联系”的仪式帮助这对夫妻协调自己的喜好。 我
们建议他们这样安排他们的日程 ，如果可能的话她先到家中这样有足够的时间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放松
（ 例如短跑、洗热水浴） ，此外鼓励她在劳累了一天后自我减压 。 我们让这对夫妇发明了一种象征行为，
从中她可以确认丈夫没有超越自己为进一步的互动和交流的节奏 。 从“外星人 ”这部电影中获得了灵
感，他们设计了一个小的身体行为，通过彼此食指的相互触碰她开始加入了联系 。这样让彼此了解到她
在用自己独处放松的方式后可以开始更多的交流 ，除非妻子先于丈夫到家且已经完成了独处放松的需
要。

四、讨论
仪式是人类在跨时间跨文化中保持良好适应的重要遗产 。国内学者对仪式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现
在虽越来越重视仪式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田野考察层面 ，尚未上升到系统的理论探讨阶段 ，理论研究成
果也尚未能超越西方，具有本土特色的仪式理论也很匮乏 。当西方心理治疗师在开始探索使用仪式进
行心理治疗时，一些人仍然把它归为魔法或迷信领域 。随着仪式在心理治疗中研究成果的积累 ，仪式作
为心理治疗的一种新手段也越来越被心理治疗师所接受 。各文化中众多传统仪式历经几世纪以来的检
验与修正，可谓是心理技术学的大汇集。在我们根据来访者的文化背景选择相应的文化仪式进行心理
治疗的同时，也要重新发掘其中的心理治疗技术及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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