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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失独家庭和失独父母越来越引起社会

和媒体的关注。“失独”特指失去独生子女的现象。

在国外也有独生子女离世的现象，然而，在我国，由

于“独生子女”的政策，失独者的数量更庞大，问题更

加复杂。失独父母是指其独生子女因疾病、意外、自

然灾害等原因死亡的父母，他们的年龄多在45岁以

上，由于年龄或其他等原因他们不能或不愿再生育、

收养子女 [1]。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

计年鉴》所显示的各年龄段人口疾病死亡率来推算，

15岁至 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 40人／10万

人，由此估计，目前我国每年15岁至30岁独生子女

死亡人数至少7.6万人，由此带来的是每年约 7.6万

个家庭的分崩离析。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失独家

庭，官方没有给出确切的数据[2]。《大国空巢》的作者

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推断：中国现有2.18亿
独生子女，会有 1009万人在或者将在 25岁之前离

世。这意味着不久之后的中国，将有1000万的失独

家庭，假设父母都健在，则将产生 2000万的失独父

母[3]。

丧失至亲至爱是最痛苦的生活事件之一，丧亲

者会经历一系列哀伤反应，而在不同的丧亲类型当

中，丧子者的哀伤反应是最严重的[4-8]，由此可知，失

独之痛是“痛上加痛”。我国传统文化当中存在着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思

想，这大大加重了失独父母的伤痛。对湖北省独生

子女死亡家庭的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独生子女伤

残死亡家庭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9]。失独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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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是在我国历史和政策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丧亲

群体，也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全社会各

个层面的关注。以往国内对失独群体的研究主要来

自于人口学[10]、社会以及政策[11-14]方面的研究，只有

少量关注失独父母的心理方面的研究[15]，而聚焦于

失独父母的哀伤研究就更少了。

丧失和哀伤是非常私密的经历和体验，人们往

往不愿让陌生人接近这段记忆、甚至也很少让自己

再去触碰，因此关注丧亲人群哀伤情绪的研究步履

维艰。直到最近三十年，这个缺口才被慢慢打开。

国外丧亲及哀伤领域的研究和讨论已涌现出了大量

有意义的成果 [16-18]，而在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近几年

才刚刚起步 [19-26]。贾晓明发现，中国文化中有独特

的丧葬祭奠礼仪（如送殡仪馆、亲属戴孝、报丧等），

这种葬礼仪式有着心理动力学的意义[23]。徐洁等对

丧亲青少年进行质性研究，发现丧亲青少年的哀伤

过程有4个共同主题：面对生活的巨变，体验丧亲的

痛苦与失落，在哀伤中继续生活，和重新诠释死亡
[24]。唐信峰和贾晓明通过对中国农村丧亲个体的哀

伤反应进行质性研究，发现丧亲者的哀伤反应涉及

情感反应（伤心、想念、痛苦等）、认知反应（不相信、

不公平、闯入性思想等）、行为反应（退缩、人际冲突、

回避等）和生理反应（疲惫、记忆力减弱等）四个方面
[25]。另外，唐信峰等发现，中国农村个体的丧亲者的

应对丧亲策略可以归为丧失指向和恢复指向两大

类，个体的应对策略在这两者之间摆动[26]。

不同的丧亲群体其哀伤反应可能具有一些自身

的独特性，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索失独父母

的哀伤反应。这一方面可以丰富以往哀伤理论的研

究，同时也将为我国的失独父母的哀伤辅导提供一

定的依据和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质性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它是以研究者本人

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的

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

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

意义重建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27]。质性研究

看重在微观层面对问题和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

和分析，其目的不是操纵变量和验证假设，而是重视

当事人看问题的视角。质性研究方法适合过程类、

意义类的研究问题[27]。本研究要求研究者深入失独

父母的内心世界，探索其哀伤体验，倾听每位失独父

母对于丧子事件的叙事。因此，质性研究方法更加

适合本研究的研究问题。

1.2 研究者

质性研究中，研究者的专业背景、性别，年龄，个

人能力、个性特质、过往的研究经历、态度及经验将

影响研究的效度。研究者本人需要对自己的身份始

终保持反思与觉察：研究者是临床心理学专业的专

业工作者和研究者。接受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

系统培训，对于失独父母而言，研究者是一个“局外

人”，该身份有利有弊，研究者应始终保持学习者的

心态，对他者保持了解。此外，在整个研究过程中，

要始终将避免“二次创伤”作为首要原则。

1.3 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4位北京的失独父母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男性1名，女性3名。研究在2013年10月至

12月间进行。研究对象的平均年龄为59±8岁，失独

的平均时间为 10±8年。基本信息详见表 1。FB01
是研究者申请加入一个失独QQ群认识的。研究者

与 FB02曾经有过其他合作，后来她同意参与本研

究。FG03和MB04都是北京某街道下属失独活动室

的成员。研究者进入该活动室进行长时间田野观

察，建立较好的关系。整个研究过程，研究者的研究

身份是公开的。

表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注：第一个字母代表被研究者性别，M为男，F为女；第2个字母表示

丧亲对象，B是丧子，G是丧女；第3个数字代表研究对象的序号。

1.4 收集资料的方法

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和实物收集法。在访谈之

前，研究者准备了录音笔、访谈知情同意书以及访谈

提纲。访谈提纲只是作为一种提示，在访谈过程中，

始终充分跟随着受访者的情绪和意识流，适时地追

问与互动，以求更多的了解受访者的内心体验。问

题举例如下：他/她去世后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他/
她的离去，对您的观念（或情绪、身体、行为）有什么

影响？“实物”包括所有与研究问题有关的文字、图

片、音像、物品等[27]。将实物作为质的研究的资料来

源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任何实物都是一定文化

的产物，都是在一定情境下某些人对一定事物的看

法的体现。本研究所收集的实物有：与研究问题有

编号

FB01
FB02
FG03
MB04

年龄

(岁)
51
58
57
70

婚姻

状况

初婚

分居

离婚

初婚

宗教

信仰

无

佛教

无

无

丧亲

时间(年)
9
2

22
8

逝者

年龄(岁)
14
28
9

29

丧子

原因

肿瘤（白血病）

自杀（抑郁症）

肿瘤

自杀（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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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研究对象的QQ日志，新浪博文等。收集资料

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资料收集情况

1.5 资料获取与分析

在征得访谈对象的同意之后，对访谈过程全程

录音。将录音资料逐字转录成文字，最终转录稿共

约为 80524字，通过质性分析软件NVivo 7.0管理和

辅助分析访谈资料。资料的分析采用类属分析方

法。具体使用的是Braun和Clarke的主题分析方法
[28]。主题分析被认为是质性资料分析中一种基础的

分析方法，它是一种在资料中确定、分析和报告主题

的方法。本研究中进行主题分析遵循以下 5个步

骤：首先，研究人员反复阅读访谈转录稿，让自己沉

浸在文字资料中，熟悉内容的深度与广度。第二，产

生最基本的代码（generating initial codes），即开放编

码（open coding）。第三，形成主题，将代码分到不同

层次潜在的主题中。第四，检查主题（reviewing
themes），将一些不够好的主题合并、拆分或删减，主

题应该达到内部同质性和外部异质性的标准；第五，

定义和命名主题，确定每一个主题的本质（es⁃
sence），包含哪些方面。主题之间不要有太多重合，

所以要仔细思考主题本身以及主题之间的关系。

2 结 果

孩子的离世对于父母乃至整个家庭系统都带来

了巨大的影响。从四位失独父母的访谈资料和实物

资料来看，孩子去世后他们的哀伤反应主要有情绪

反应、认知反应、行为反应和生理反应四个方面。

2.1 情绪反应

2.1.1 思念/想念：没有一天不在想你 十个月了，

305个日日夜夜啊，在时光中穿梭着：想你，念你，更

爱你。305天里，无论清晨醒来，还是在梦里，你的

相貌、你的话语，你的影像，你的歌声，都旋绕在我的

眼前、脑海、心间。305天来，你的妈妈——我，没有

一天不想念着你。（FB02的博文）。失去唯一的孩

子，从此与孩子阴阳两隔，父母会产生深深的思念。

本研究中，4名参与者都体验到了强烈的想念。本

研究发现，失独的母亲在文字当中表达的更加直接，

而失独父亲表达较为含蓄。

2.1.2 孤独/孤单：始终无法逃避孤独的网 常常

是在夜里两三点，没有睡意，便倚靠在床头，或在房

间里踱步，或临窗远眺夜中的繁星…孤独成了我通

幽之精神曲径。我要学会在独处中，在寂寞、无聊、

空虚的境地中升华到孤独的境界里去，感受更为深

邃寥廓的人生美质，在孤独中修身养性，在孤独中完

善自已，创造自已。我不停地工作充实自己、麻痹自

己，回到家后，始终无法逃离孤独的网。（FB01的 qq
日志）；有时候也感到挺孤单的，看到别人一大家子，

觉得自己的命运怎么这样，孩子那么小…（FG03）。

孤独感是失独父母常常体验到的。尤其是随着年龄

的增加，逐步迈入老年，这种孤独感更加强烈，当周

围的人都在享受天伦之乐时，他们尤其会体会到深

深的孤独感，而且孤独感往往是长期的。

2.1.3 后悔/自责：孩子断送在我的手里 后来我

也后悔，还不如不让他上学，继续休学，把所有的治

疗都做完了再那什么（上学）。但孩子又比较认真、

比较要强。在重点中学，天天十一二点不睡觉。一

下子复发了，复发了而且还转型了。一点办法都没

有了。……那么好的一个孩子，断送在我的手里

了。（FB01）；我们曾经非常自责：为什么不早点学习

研究抑郁症的相关知识，从而能敏锐地捕捉到儿子

病发的迹象，并二十四小时守护着儿子，不让你离去

……（FB02）。当孩子离世之后，父母常常会产生许

多后悔和自责的情绪，当孩子是生病离开的，父母可

能自责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孩子生病的迹象，或者后

悔自己做的某个医疗决策；当孩子是自杀离开的，父

母又自责自己没有及时发现孩子自杀的企图。总而

言之，父母认为自己应该为孩子的死负责任，自己应

该保护孩子，自己应该阻止孩子的离世。

2.1.4 不舍/可惜：我是真不舍得啊 ……我就觉

得挺可惜的，那么好的一个孩子。（FB01）；我就是不

舍得，我一直有预感，那么多年胆战心惊的，生怕他

要走了。我总是隐隐的有一种感觉，他这么好，人家

都说，太好的东西不长久。可是我真的不舍得啊。

（FB02）。唯一孩子，年纪轻轻的离开人世，父母会

感到非常的不舍和心疼；尤其有的孩子特别的优秀、

善良，父母也会产生十分惋惜的感觉。感叹为什么

这么好的孩子，寿命却如此之短。

2.1.5 无奈/无助/无望 赶上你了，你怎么办啊？

断代了，绝后了，我这一支是完了。嗨，怎么说呢，眼

泪往自己肚子里面咽呗，是吧，那怎么办呢？嗨，这

都是突然事件，谁也说不好。人生这一辈子，谁也不

知道会怎么样，变化无常啊。人生路上，有走早的，

有走晚的，早晚得走这一步。本来一个好好家庭，她

编号

FB01
FB02
FG02
MB04

访谈地点

某大学心理咨询中心

对方家中

某失独活动室

某失独活动室

访谈次数

1
1
1
1

访谈持续时间

1小时12分
5小时20分
4小时22分
1小时36分

实物资料

QQ日志4篇
博文11篇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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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在机关，我做老师，儿子大学毕业，都工作

了。挺好的。突然就这样啦。赶上了你怎么办啊。

在这个方面打击很大，自己觉得自己断代了，绝后

了，我这一支就完了，结束了。（MB04）；我现在，说实

在的，对生活没有什么希望，当然你看到这种状态以

为我还可以，实际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希望，就是过一

天算一天。（FB01）。孩子的离世已成事实，虽然父

母是多么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却又无力回天，因而

会产生深深的无奈和无助感，而孩子又是家庭的期

待与希望，父母生命的延续，通常父母会感到自己的

希望破灭了，继而产生无望感。在本研究参与者当

中，男性会强调自己断代了，绝后了。这反映了中国

传统的传宗接代观念给他们带来的影响。

2.1.6 害怕过节，节日综合症：过年我真受不了

我现在就是怕过年过节，越过年过节我越觉得不舒

服。（FB01）；我现在根本不敢在国内过年，平时我还

受得了，过年我真的受不了，我受不了…（FB02）。

害怕过节和团聚的日子，是许多失独父母的体会。

很多失独者都有了节日综合症。过节时候，人人合

家团圆，其乐融融会刺激其想到失去孩子的痛苦。

另外，在过节的气氛下，文化又不允许他们表达哀

思，所以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

2.1.7 空：太空了 开始这几年，太空，每天基本上

放学老觉得背后坐着一个人，每天上下学就去接，突

然好像后面什么都没有了。（FB01）。孩子突然从生

活中消失了，原本孩子占据家庭系统和个人情感的

位置被腾了出来，原来的很多计划和希望都破灭了，

有时候会产生一些空虚感。

2.1.8 烦躁：莫名其妙地烦 这几年，一到休息，闲

得没事儿，特别烦，就莫名其妙地烦。（FB01）。亲子

关系也是依恋关系，父母失去了自己所心爱的孩子，

关系消失了，就像依恋关系断裂一样，会产生烦躁不

安的感受。

2.1.9 震惊：天哪，天哪 我知道之后，你知道，我

说的什么话吗？我说，天哪，老天爷，还是把我儿子

夺走了。我一直就有这种恐惧，因为他太好了，他太

好了，我总是有这样的恐惧。我总觉得他在我身边

呆不长。我说，天哪。就像一个宝贝，我护了这么久

的宝贝，你还是把他带走了。（FB02）。接到孩子离

世的消息，父母通常是非常震惊的，尤其当离世是突

发没有预期的情况，即便有预期，真正听到这个消息

的那一刻也是十分震惊的。

2.1.10 痛苦——度日如年，世界末日，锥心之痛

反正这么多年确实是……开始那几年就跟过世界末

日似的。（FB01）；这一百八十三个日日夜夜的心路

历程比前五十几年走得都要艰难漫长。只有亲历者

才知道这种撕心裂肺的痛，切肤的痛。如从天堂堕

入地狱，这大喜到大悲的人生经历，锥心的疼痛。

（FB02）；你 有 了 ，失 去 了 ，人 怎 么 都 不 舒 服 。

（MB04）。失独之后，各种各样的哀伤情绪，最终就

汇集成一种痛苦的感受。这个痛苦来自于对孩子的

想念，却生死相隔；来自于现实生活由于孩子的离开

而发生的巨大变化；来自于依恋关系的断裂；来自于

对世界原本所持有的信念的崩塌。

2.2 认知反应

2.2.1 不相信 正如人们不相信你怎么会离去，我

们——你挚爱的父母，被这猝然发生的悲剧震惊和

迷惑。（FB02）。当听到孩子离世的消息，父母通常

会不相信，尤其当孩子并不是在自己身边去世，父母

对于孩子死亡没有预期时，第一反应是往往是不相

信，不相信他/她会突然去世。孩子比父母先离开人

世，这挑战了人们固有的思维，因此，没有一个父母

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2.2.2 不公平 我会觉得老天爷有点不公平，你说

孩子那么优秀，哪怕跟那些孩子（不好的）换换，有时

候会有这种感觉。那会儿我就说，那些罪犯枪毙，还

不如跟我孩子换条命呢！（FB01）；不公平啊，我这辈

子没有做什么坏事啊。（FB02）。面对孩子的离世，

生者常常还会有不公平的感觉，因为孩子走的太早

了；或者有的父母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为什

么这样的厄运会降临在自己头上；有时候是因为孩

子太优秀了，很善良，因而产生了不公平的感觉。

2.2.3 自己倒霉/造孽/赖自己：是不是我上辈子造

孽了 晚年这个事情，很倒霉吧，算是倒霉吧……你

赶上了怎么着啊，我也说是不是我上辈子的事情。

是不是，我上辈子造什么孽了。（MB04）；我觉得跟社

会没关系，这就是你自己赶上了。我觉得这个谁也

不赖，就赖你自己。是你赶上了。我没觉得是谁欠

我的。就是你倒霉。（FB01）。对于孩子离世原因的

解释，许多父母会认为是自己倒霉，厄运赶上自己的

头上，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原因，有的人会采用佛

教的解释，是不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很多父母在

心理上会觉得孩子的死跟自己有一定关系，是赖自

己，是自己的责任。

2.2.4 幻觉 由于对孩子的过分思念，父母可能会

产生一些关于孩子的幻觉。想让自己走出来，不是

那么容易的事情，经过好几年，可以说是 3年的时

间，才让自己主动从这里头往外面走。在这之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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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的，总是有幻觉，好像看到了什么，好像跟自己

孩子有关系的，看到这些东西，自己就特别疑惑，好

像总是看到她跟我说什么。看医生呢，医生说我有

幻觉，受刺激了，说严重了就是精神分裂，那个时候，

就是这样的，还给开了一些药，我吃了，没有什么效

果，就是睡觉，这个药嘛副作用还比较大，老是心慌

啊，拿不住碗，当时他们让我吃啊，我就不吃了，我说

什么都不吃了。（FG03）。在丧失初期，出现的幻觉

可能是正常的一些哀伤反应，这时候容易被误诊为

其他精神疾病。

2.2.5 闯入性思维 闯入性思维指的是突然产生

的、跟孩子有关的想法、冲动和画面。到旅游的地方

一看，哟这么好的地儿，都没带孩子来过。然后什么

心情都没有了，肯定哪儿都不想去了。（FB01）；那会

儿，最难受的时候，孩子睡觉的那屋，进去是进去，能

不想吗？家里头，你说，吃饭的桌子，少人了，别扭不

别扭啊？这个是儿子的筷子，这是他的书包，这是他

的东西，你说别扭不别扭？在街上看到这么大的小

伙子，说多好啊，甭管男孩女孩，多好啊！我那孩子，

你说，都27，28岁了，怎么会这样呢？……有一段时

间，到哪儿都不行，哪哪都能跟他连上，在家里，出去

也是，哪哪都能连上。（MB04）。
2.2.6 反刍 反刍是指各种反复性的、事件相关的

思考，包括了解事件的意义、解决问题、对事件的回

想及对未来的预期[29]。失独父母的反刍体现在对于

孩子离世原因的追问，对于生前和孩子相处的某一

个细节反复回忆等。你是那么地热爱生活、珍惜生

命，怎么可能以这样的方式离去？！“生活太美好！

你为什么还要离去？”、“一个笑得如此灿烂的大男

孩，一个正值生活、事业璀璨的人，我不明白，真的不

明白，你究竟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FB02博
文）。

2.2.7 自我贬低：生活与活着，我跟别人没法比，竹

篮打水一场空，抬不起头 我说你那都是生活，我这

是活着。你们是生活得有滋有味，我是活的没滋没

味……大部分人都说，别想那么多，他们说其实你说

养儿防老，防不了老。到老了他有他的事儿，你有你

的事儿。但是有跟没有不一样。这确实是不一样。

我现在就觉得我跟谁都没法比。人家都过的挺好

……我付出得太多了，我有点寒心了。忙活一辈子

了，到头来，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FB01）；最痛苦

的有一年多，差不多两年。就好像抬不起头来似

的。觉得自己这一辈子白活了。有失败的感觉。觉

得前功尽弃。这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办成了。

（MB04）。失去孩子的父母常常感到自己是一个失

败者，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自我认同都受到了很大

的冲击。因而出现很多自我贬低的思想，比如觉得

自己跟别人已经是不一样的啦，没有办法比较了；认

为自己这一辈子什么价值都没有，自己的付出都付

诸流水。

2.2.8 自杀意念 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不同程度

的不想活的念头，只不过谁都不说。……其实我那

时候也想过，死了算了。（FB01）。在刚刚听到孩子

死讯的时候，有的父母会产生自杀的意念，甚至是行

动。因为觉得一下子打击太大了，不知道活下去的

意义是什么。过去了，可能好一些，但是有时候还会

出现，尤其是迈入老年之后，身心的急剧变化，精神

世界的空虚，无意义感都可能引发抑郁情绪，产生自

杀意念。

2.3 行为反应

2.3.1 哭：我哭得心脏都不行了 你知道，原来我

一那什么（难受）时候我就要哭，哭一小时后之后我

心脏都不行。……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上

街，上那个小区里边，哭一会心情好一点再回家。

（FB01）。失去孩子是如此的悲伤，哭泣是非常常见

的。受文化的影响，有的父母可能不当着别人的面

哭，尤其是男性。在访谈这些失独者过程中，回忆到

孩子的时候，即便过了多年，这些失独者还是会失声

痛哭。四位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有两位有明显的

哭泣反应，另外两位明显眼眶湿润，声音哽咽，但是

没有哭出声来。

2.3.2 社交退缩与回避：我想隐身了，我跟别人谈

什么啊？ 我那会儿跟谁都不爱说话。（FB01）；我

这个人，不太愿意让别人知道，让别人关注我，我不

喜欢这样。我为什么躲着远远的，我想隐身了，我不

想让别人知道我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的过去。（FG03）；我那会儿，我尽量躲着人呗，人

家没法跟你说话，你也没有办法跟别人说话。说什

么啊。我们这个年纪都该谈论孩子啊，孙子啊，我谈

什么啊（MB04）。在承受失落后，想从人群中退缩是

很正常的；有的失独者会短暂的回避人群，而有的父

母则是长期回避人群。他们往往认为人群的热闹气

氛和自己的悲伤心情有点格格不入；他们害怕进入

到社交场合，别人会无意中提及孩子问题，他们不知

道怎么应对。此外，由于文化对于死亡话题的忌讳，

认为孩子走了是不吉利的，有可能他们也会被边缘

化。

2.3.3 回避提醒物：搬家，置换家具 我为这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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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房子都卖了，因为老是这个环境，我一进门、一开

门就认为孩子坐在那儿。后来我实在受不了。我就

把房子卖了。卖了，又在附近置换了一套。所有的

家具全都换了样儿了。（FB01）；我女儿死了以后，我

在这里呆不下去，我就到郊区去了，租房子了。

（FG03）。丧亲者会试图回避和逝者生前共同经历

的场景，回避能够引发回忆的场景。比如通过搬家、

置换家具等。

2.3.4 冲动行为：暴走 我下了班，难受，我就出

去，我不在家里待着，满处溜达溜达，走到平静之后

才回家。（FB01）；刚开始骑着自行车，跟疯子似地，

到首钢，又跑到通州去了，往回骑的时候天都黑了，

真害怕啊，路两边，都没有开发呢，风一刮，冬天哗哗

响，挺可怕的。万一那里藏着人，窜出来怎么办呢，

那时候，就是没走出来才那样，那时候没有人诉说，

说了也没有用，挺苦闷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发泄。

（FG03）。在遭遇丧子之痛之后的父母，内心的痛

苦，压力无处释放，有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冲动行

为，在本研究中，有暴走等。

2.3.5 保存/整理遗物：保留骨灰，整理照片 到现

在我孩子的骨灰我都没有勇气去给它安葬。还在我

家放着呢，所以我一点都……（FB01）；他走了之后，

我就是拼命整理他的东西，他的照片，他写的东西…

（FB02）；我当时，我孩子骨灰盒一直都没有下葬，让

她跟着我，我带着她，上哪儿上哪儿，我带着，一直带

着 5年，带了五年。（FG03）。孩子离开之后，无法实

现与孩子身体的接近性，父母仍然希望能够跟孩子

有联结，往往会通过整理孩子的遗物去回忆孩子生

平的点滴，保存着跟孩子有关的物品，好像孩子还

在，甚至有的父母，不将孩子的骨灰下葬，就好像孩

子没有离开一样。

2.4 生理反应

丧子事件还会给父母们带来一系列的生理上的

反应，疲惫、睡眠增多、失眠。四位受访者都报告了

不同程度的疲惫和失眠现象。FB01的丈夫还曾因

为长期失眠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症。

此外，做梦也是一个很好的与逝者进行持续性

联结的方式。孩子离开之后，有许多父母会出现非

常丰富的梦境，在梦里，父母和孩子对话，有时候是

孩子跟父母道别，有时候是孩子给父母托梦表达一

些心愿，有时候是孩子鼓励父母继续坚强活下去。

梦见好像孩子打电话说要吃什么饭，要送饭，你

看，到现在我还经常做这种梦。老认为孩子还没有

走嘛。（FB01）。

曾经以为幸福已远离我们，不会再回到我们身

边。但不是这样的：当你时不时地显现、昭示你的存

在；时不时来梦里陪伴我们；时不时影响我们的思维

和行为的时候，我们为失而复得的幸福而泣！

（FB02）。
3 讨 论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失独者的哀伤反应表现

在情绪反应、认知反应、行为反应和生理反应四个方

面。Worden在其《哀伤辅导与治疗》一书当中提到，

他的导师Gordon Allport教授在 1957年的演讲稿中

说：人有所有人的共同性，有和某些人的相似性，也

有个人的独特性，而我们的研究是确认每个人的相

似和独特性[30]。这一说法也很好地适用于本研究的

研究结果：①失独父母的哀伤与人类哀伤经验存在

许多共同之处：比如，失独父母对于孩子的强烈思

念。研究表明，分离痛苦是哀伤反应的核心症状[31]，

比如想念和孤独感。本研究研究结论与陈维樑和钟

莠荺，Worden所总结的哀伤反应有许多相似之处[32，

33]。②失独也属于丧子，有着与丧子个体类似的哀

伤反应。Klass曾和丧失子女的父母工作多年，证实

这些父母和逝去的孩子保持联结的必要性[34]。失去

子女的父母永远无法完全忘记逝者，因曾在生命中

如此珍视对方，也无法完全从心中撤回所曾投注的

一切。③失独者的哀伤反应具有独特性。失独父母

丧失了唯一的孩子，哀伤反应更加强烈。哀伤反应

会受到人口学、丧亲相关因素、社会文化、个性特质

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1，8]。从本研究四位失独父母

访谈及实物资料来看，他们对于丧亲事件的叙事是

各不相同的。此外，失独父母的哀伤反应受到了中

国传统观念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的

影响。失去了独子，意味“绝后”，“绝后”对于失独父

母，尤其是父亲的影响和打击极大。这一研究结果

启发专业工作者在进行哀伤辅导工作时，既要了解

哀伤经验的普遍性，更要看到个体哀伤经验的独特

性，尊重每一个人独特的哀伤反应。

我们发现，情绪、认知、行为、生理感受彼此之间

又是相互影响的。如：当失独父母对于丧子事件表

示出不相信时，就会出现震惊与困惑的感受，这又会

进一步引发失独父母对于孩子离世事件的反刍，如

对于原因的追问；父母对孩子强烈的思念、不舍可能

也会引发与孩子相关的幻觉和闯入性思维，也可能

引发哭泣、保存和整理遗物、做梦、回避提醒物等行

为；失落的父母可能会产生空虚感、烦躁以及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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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为了应对这样的痛苦，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冲动

行为，如暴走等。此外，丧子事件会极大的损伤父母

的自我认同，父母会因此自我贬损；而当无助无奈无

望的情绪出现时，失独父母可能会产生自杀意念、冲

动甚至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将失独者的哀伤反应

纳入到认知行为疗法的三角模型当中去看，认知、情

绪、行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这有利于我们从认知行

为概念化模型中看待哀伤反应，给哀伤的认知行为

干预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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