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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沙是一个世界，反映着智者的思考和智慧；沙盘中展现出美妙的心灵花园，则是

沙盘游戏治疗的生动意境。把无形的心理内容以某种适当的象征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获

得治疗与治愈，创造与发展，以及自性化的体验，便是沙盘游戏的无穷魅力和动人的力量所

在。” 
 

——申荷永 
 
 

大会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5 月 10 日 

9:00-10:10 大会致辞：中国沙盘游戏治疗二十年 申荷永 

10:10-10:30 合影留念 
 

10:30-12:00 沙盘游戏治疗：现在与未来 Dr.  Rie  Mitchell 

14:00-14:45 沙盘游戏与自闭症的治疗 徐维东 

14:45-15:30 心灵花园沙盘游戏个案 梁晶烨 

15:30-15:50 茶休 
 

15:350-17:30 个案研讨：心灵花园沙盘游戏个案 申荷永主持，李新 

5 月 11 日 

9:00-9:45 沙盘游戏与丧失心理辅导 李江雪 

9:45-10:30 治疗中的治愈因素 李北容 

10:30-10:50 茶休 
 

10:50-12:00 儿童沙盘游戏治疗 高岚 

14:00-14:45 沙盘游戏中的积极想象 冯建国 

14:45-15:30 沙盘游戏的实践 蔡成后 

15:30-15:50 茶休 
 

15:350-17:30 个案研讨：心灵花园沙盘游戏个案 高岚主持；孙华宁 

5 月 12 日 
 

9:45-10:30 沙盘游戏治疗的主题与发展 Rie Mitchell 

10:30-10:50 茶休  

10:50-12:00 沙盘游戏治疗的治愈因素与自性化过程 申荷永 

14:00-15:30 心灵花园志愿者表彰 
主持：许浚、高岚； 
颁奖：Rie Mitchell；申荷

永 



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 

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 

3 
 

大会主题讲座导师介绍 
 

 

 

Rie Mitchell 

博士、教授 

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主席 

美国沙盘游戏治疗学会主席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教授 

Rie Mitchell 见证了沙盘游戏治疗在中国的逐步发展。她

与美国沙盘游戏治疗学会奠基人 Harriet Friedman 合作多

部著作，其中《沙盘游戏治疗：过去、现在和未来》，已

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申荷永教授 

心理分析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CFAP）会长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心理分析师 

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STA）心理治疗师 

爱诺思（ Eranos ）基金会 “ 东西方文化圆桌会议 ”

（1997/2007）主讲人 

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1998-2012）主要组织者 

 

高岚教授 

博士、教授 

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沙盘游戏治疗师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候选心理分析师 

国家级心理督导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聘专家 

心灵花园公益项目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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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历史回顾 
 

全国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大会的前身是沙盘游戏治疗专业研讨会，源于 1998 年第一届心

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后融入心灵花园中沙盘游戏治疗的专业实践，既包括汶川大地

震和玉树大地震的心灵花园心理援助，也包括全国范围孤儿院中的心灵花园。 

全国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治疗大会由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及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暨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中国发展组织联合举办，是目前国内高水平的学

术以及临床实践专业会议，是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治疗同行相聚交流的盛会。 

2008 年—中国昆明（昆明师大）：第一届全国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治疗大会； 

在汶川大地震心理援助的背景下，大会主题集中在汶川大地震中心理援助中的沙盘游戏

实践；大会为心灵花园心灵花园模式，以及沙盘游戏治疗在全国的推广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1 年—中国成都（四川大学）：第二届全国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治疗大会； 

大会主题是：“心灵花园与沙盘游戏，治疗与治愈，创造与发展”。 国际沙游工作协会（IASW: 

http://www.sandwork.org）副主席 Imme Thom 与会并作大会报告。申荷永和高岚等也是 IASW

的主要发起人，他们与 IASW 主席 Eva Pattis Zoja 一起，将心灵花园的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模

式做了国际性推广。 

2013 年—中国广州：第三届全国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大会即将开始。 

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主席 Rie Mitchell 与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会长申荷永教授，

以及全国心灵花园公益项目负责人高岚教授等将作大会主题报告，对国际沙盘游戏治疗的发

展、中国沙盘游戏治疗实践、心灵花园心理援助的沙盘游戏个案等作专业研讨。第三届全国

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大会是中国沙盘游戏治疗发展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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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会介绍 
 

本届大会围绕“沙盘游戏的现在与未来”，将高度结合临床经验、现实实践，探索当下，展

望未来，丰富内容如下： 

大会将要邀请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协会（ISST）主席 Rie Mitchell 对世界沙盘游戏治疗的现在

与未来结合临床经验予以解读。为大家带来更多沙盘游戏治疗领域的前沿发展知识，并为沙

盘游戏治疗的未来实践模式留下思考与探索的空间。 

大会将邀请全国心灵花园公益项目负责人高岚教授对过去近 10 年沙盘游戏治疗在中国的

实践发展进行总结，并结合心灵花园多年的实践经验积累，给大家生动讲解沙盘游戏治疗在

社区、高校、灾区、企业如何开展工作，与会成员可进行借鉴、交流、学习。 

 为了更直观让大会成员探索中国沙盘游戏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与效用，大会将由心灵花

园志愿者代表以临床经典案例报告的形式，配以三位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师 Rie、申荷永、高岚

（申荷永与高岚是大陆仅有的两位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师）的现场联手督导，给大家带来深刻

的学习与领悟。 

大会将会邀请国际沙游工作协会主席申荷永教授就沙盘游戏治疗中的治愈因素与心理工

作者、来访者的自性化过程结合临床经验展开讨论。 

 

沙盘游戏简介 

 
沙盘游戏治疗是一种以荣格心理学原理为基础，由多拉·卡尔夫发展创立的心理治疗方法。

沙盘游戏是运用意象进行治疗的创造形式，“一种对身心生命能量的集中提炼”；其特点，是在

医患关系和沙盘的“自由与保护的空间”中，把沙子、水和沙具运用于意象的创建。沙盘中所表

现的系列沙盘意象，营造出沙盘游戏者心灵深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持续性对话，以及由此

而激发的治愈过程和人格发展。 

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心理治疗体系，尤其是作为心理分析技术与艺术和表现性心理治疗方

法相结合的主流发展，沙盘游戏被广泛地运用在了心理咨询、心理评估、心理治疗、心理教

育、人力资源开发和 EAP，以及专业心理分析的诸多领域；尤其是沙盘游戏与学校心理教育的

结合，在我们国内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沙盘游戏的主要功能和作用包括：心理诊断与综合性

心理评估；各种心理压力、紧张和焦虑的辅导与缓解；各种心身疾病的专业性心理分析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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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同时，沙盘游戏治疗也可以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心理教育技术，可以在心理健康的维护与

人格发展，艺术表现与创造力的培养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引导来访者获得

以及以自性化为目标的人格发展与心性完善，感受心灵所能达到的境界。 

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会长申荷永教授说：“一粒沙是一个世界，反映着智者的思考和智慧；

沙盘中展现出美妙的心灵花园，则是沙盘游戏治疗的生动意境。把无形的心理内容以某种适

当的象征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获得治疗与治愈，创造与发展，以及自性化的体验，便是

沙盘游戏的无穷魅力和动人的力量所在。” 

 

                 

       卡尔夫沙盘室（瑞士）             Ruth Ammann 沙盘室（瑞士）     Harriet Friedman 沙盘室（美国） 

 

更多相关知识可浏览：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论坛 http://www.psyheartbbs.org/ 

申荷永“洗心岛”新浪博客（荷永微博）； 

 

 

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在中国 
 

 1994 年，在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创始人申荷永教授的邀请与安排下，国际分析心理学会

（IAAP）主席托马斯·科茨和秘书长默瑞·斯丹等访问中国，开启分析心理学会在中国发展的同

时，也带动了沙盘游戏治疗在中国发展，随行的珍·科茨便是著名沙盘游戏治疗师，与多拉·卡

尔夫一起做沙盘；简·斯丹则是国际表达性治疗的重要学者。 

1998 年，与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合作，申荷永教授组织与主持“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

国际论坛”，国际著名心理分析师与沙盘游戏治疗师与会，为沙盘游戏治疗在中国的发展做了

铺垫性工作。 

 随后，申荷永教授开始指导研究生进行沙盘游戏治疗的研究，并建立了最初的沙盘游戏

治疗工作室，以及沙盘游戏治疗在学校的工作基地。目前已有数十篇有关沙盘游戏治疗的博

士和硕士论文。 

http://www.psyheartbb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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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由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举办的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Harriet 

Friedman 和 Eva Pattis 等心理分析师和沙盘游戏治疗师做了沙盘游戏治疗的专业培训和会前工

作坊，为沙盘游戏治疗在中国的发展，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培养了骨干力量。 

 2003 年—2006 年，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特别邀请 Harriet Friedman, Rie Mitchell, Ruth 

Ammann, Eva Pattis, Joyce Cunningham 等国际著名心理分析师和沙盘游戏治师，在广州先后举

办了五场“沙盘游戏治疗专业研讨会”，奠定了沙盘游戏在中国的专业基础。 

 2004 年，申荷永教授主编出版了“心灵花园：沙盘游戏治疗丛书”，并与高岚教授合作撰

写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沙盘游戏治疗专着：《沙盘游戏治疗：理论与实践》，国际沙盘游戏治疗

学会主要奠基者之一凯·布莱德温（Kay Bradway）为此书的出版撰写了序言。 

沙盘游戏治疗专业研讨会也是全国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大会的前身。2007 年 3 月，经过

一年多的筹备，高岚、申荷永与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心理分析专业团队，在广州儿童福利院

正式启动心灵花园公益项目。至此，沙盘游戏在中国的发展与公益、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

沙盘游戏治疗技术在全国各地心灵花园的运用实践中，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心灵花园公益

项目也成为了国际认可的心理援助模式。 

       

2008 年，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治疗大会在云南昆

明召开。在四川地震的背景下，大会对四川地震中沙盘游戏心理援助实践工作进行总结报告，

包括四川震区在内的全国心灵花园志愿者们参加了此次交流学习；大会为心灵花园模式在全

国的推行发展奠定了基础。 

 2011 年 5 月 11 日至 15 日，举办第二届全国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治疗大会在成都四川大

学举行。大会主题是：“心灵花园与沙盘游戏，治疗与治愈，创造与发展”。东方心理分析研究

院与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秘书长 Eva Pattis Zoja 一起，发起成立“国际沙游工作协会”

（IASW, http://www.sandwork.org）的动议，将心灵花园的工作模式做国际性推广。 

2013 年 5 月 10，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心理分析与沙盘游戏治疗大会，将于在广州举行。国

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主席 Rie Mitchell、Alex Esterhuyzen、申荷永教授、高岚教授等将

就沙盘游戏的实践工作展开讲解。 

http://www.sand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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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其他大纪事 

 
▪ 1998 年-2012 年，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从筹备到成立，与国际心理分析学会（IAAP）、国

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国际意象体现学会（ISEI）合作，云集国内外心理学专家，

先后举办了五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为东方文化与西方心理学搭建了良好的

国际交流平台；  

▪ 1998 年 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主题"灵性：分析与体验； 

▪ 2002 年 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主题"灵性：意象与感应"； 

▪ 2006 年 第三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主题"灵性：伦理与智慧"； 

▪ 2007 年，启动"心灵花园"公益项目，运用沙盘游戏治疗技术为孤儿提供专业心理帮助与

支持。目前在全国范围的孤儿院，以及四川震区和玉树震区，已经发展有五十几所"心灵

花园"志愿工作站； 

▪ 2009 年 复旦大学 第四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主题"心理分析中的意象"； 

▪ 2012 年 澳门 第五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主题"梦，心灵的象征语言，自然与

文化。 

▪ 2013 年 3 月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国内首届两年心理分析专业课程正式开课，全国一百多

位心理咨询师参加了此课程并进行持续两年的培训，在未来两年培养国内心理分析骨干；

同时启动了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中国职协 PAT 项目沙盘游戏咨询师课程。 

▪ 2013 年 10 月将在青岛举办红皮书、积极想象、易经主题活动暨中国“爱诺思圆桌”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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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Chinese Culture  

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历史与愿景(1998-2012) 

 

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于 1998 年 9 月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和肇庆七星岩举

行。七星岩附近的新兴国恩寺，是中国禅宗六祖慧能的故里。30 余位国际著名心理分析师和

沙盘游戏治疗师及 70 余位国内学者参加了大会。大会主题是：“灵性：分析与体验”。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 Luigi Zoja 在致辞中说，“能够对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届心理分析与

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传达我的祝愿，使我感到非常愉快。荣格分析心理学会早已与中国和中国

文化结下了深厚的渊源。我相信，若是荣格教授本人得知我们正在举行的这样一个会议，也

一定会感到由衷的欣慰。” 

 

瑞士爱诺思（Eranos）东西方文化基金会主席 Christa Robinson 在致辞中说，“梦并不是我

们唯一的财富，但是它可以在一种深层的原型意义上，把我们不同的国家和人民联系为一个

人类的整体。所以，这次会议也是一种特殊的机会，为我们开启一种具有无限意义的相互交

流的体验，以此为基础，真正的会议将会超越可能分隔我们的种种障碍，而在人们的交流与

理解之中产生。”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任主席 Murray Stein 在致辞中说，“我希望，这（第一届心理分析与

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只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系列性学术交流的开端。当然，西方心理学已经从

中国文化思想中受益匪浅，但是我仍然希望，目前正在开幕的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

能够在将来达到东西方之间更为深入的相互理解与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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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开幕式 1998 

 

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于 2002 年 9 月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五十余位国际

著名心理分析师和 100 余位国内学者参加。大会主题是：“灵性：意象与感应”。国家卫生部副

部长黄洁夫教授发来贺词，其中提到：“心理分析是心理治疗以及临床心理学的重要基石，结

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心理分析有着深远的意义，必能促进心理分析学术研究的深入。通过国

际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我国的心理分析及文化心理学必能不断发展，并能发挥其积极的

心理教育和促进人们心理健康的作用。”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颜泽贤教授在致辞中说，“我相信，这次会议仍然是一次跨学

科的高水平交流。‘东方与西方不再遥远’曾是一句名言，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便是拉近东方与

西方的一个基点。我们大家一起参与着这充满意义的工作。” 

 

第二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开幕式（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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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 Murray Stein 在致辞中说，“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对发起和支持这种

会议的热情，可以追溯到荣格本人长期以来对西方心理学与东方哲学和宗教进行对话的关注。

荣格感到，东方思想能弥补西方理性传统的片面性缺陷。这种弥补非常重要。同时他也不同

意全盘否定西方科学的成果。他认为东西方思想的相遇，不是舍此取彼，而是融会贯通。要

做到这一点，必须本着互相关注、互相尊重的态度，进行真诚的对话。” 

瑞士荣格学院院长 Brigitte Spillmann 在致辞中说，“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观念本身便包含着多

重文化的意义，同时，荣格也总是对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怀有兴趣和热情……因此，心理分

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十分重要。我们希望，在此充满危机的世界上，通过沟通与交流，能

够阻止产生诸多恶果的阴影投射，能够促进多文化间更好的理解。” 

瑞士爱诺思（Eranos）东西方文化基金会主席Christa Robinson在致辞中说，“‘用心去倾听’……

这是所有人与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实质性必然条件。若是有心中和谐，那么将会有真正意义

上的相逢和会议，这种相逢和会议也将能激发灵感和促成转化，创造新的形式。分析心理学

与丰富的中国文化的交流，一直都是我的心愿，你们身体力行推进此灵性事业，使我由衷欣

慰。我深信此次国际论坛将获得其必然的成功，确信其对于加深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贡献。” 

 

第三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于 2006 年 9 月在广州龙洞天麓湖洗心岛畔举行，百

余位国际著名心理分析师和二百余位国内学者参加。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后 5 任主席同时出

席，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主席、秘书长及诸多沙盘游戏治疗师同时与会。大会主题是“灵性：

伦理与智慧”。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 Christian Gaillard 在致辞中说，“中国，特别是我们与中国以及中国

文化的关系与交流，属于一种真正的内在心灵的需要。因为从一开始，从国际分析心理学会

成立的时候，甚至是从荣格分析心理学和荣格心理分析建立的时候，就与中国和中国文化发

生了这种内在的联系。于是，我相信，我们正向东方开放我们的心灵，而我同样相信，这次

国际论坛的主题，伦理与智能，东方与西方，正是我们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迫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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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王国健教授在致辞中说，“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渊

源。荣格教授本人在吸收中国文化精神来发展其心理分析体系的时候，也将中国文化传向了

世界。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蕴藏着丰富的人类深层心灵经验，这可以是心理学和心理分析

取之不竭的源泉。荣格先生已经为我们架起了一座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心理学桥梁，今天，来

自世界各国的心理分析家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学者们，在这座跨越东方和西

方的桥上再次相遇。” 

瑞士驻中国大使馆专门发来贺电，“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是瑞士的心理学家，他的思想奠定

了分析心理学的基础。他同时也是促进东方与西方积极的文化交流和理解的先锋。荣格与卫

礼贤这位德国汉学家的相遇，在西方思想与中国传统之间架设桥梁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荣格认识到东方哲学和宗教能极大地丰富西方的心理学，因此在思想开放、多元文化的理解

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起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对话。我们衷心希望‘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

际论坛’在丰富这一宝贵遗产方面获得成功！” 

 

第三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开幕式（2006) 

 

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颜泽贤在致辞中说，“1994 年，我曾与申荷永教授一起，邀请

Murray Stein 主席和 Thomas Kirsch 主席等代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访问中国，Murray Stein 主席

称其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回顾这 10 余年的历程，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正在逐渐显现。

此届国际论坛以‘伦理和智慧：东方和西方’为主题，在注重心理分析方法与技术的同时，深入

于内在心性的本质分析；既注重‘道’的体现，也注重‘德’的内含，吸引了来自国内外诸多领域的

著名专家和学者。我相信这次大会也必将获得成功，衷心祝愿大家获得丰富与充实的感受，

获得美妙和愉快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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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开幕式（复旦 2009） 

第四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于 2009 年 4 月 10-12 日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如期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近 260 心理分析师和有关学者参加了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心理分析中的意象，

积极想象在文化和心理治疗中的转化作用”。大会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申荷永教授主持。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主席 Hester Solomon 在大会致辞中说，能够在具有深厚心理学历史和荣

誉的复旦大学召开第四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感到十分的欣慰。国际分析心理学

会与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的合作已有十多年的传统，成功举办了 1998、2002、2006 的三届国

际论坛，逐渐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传统。但这种传统，也孕育着创新。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

结合，便具有创新性的意义。我们能够感受到，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包括传统与创

新，在中国，以及在上海，作为一种充满活力的涌现……传统与创新作为一种主题，就在我们

今天复旦大学第四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再次开启，并且会通向不可估量的未来。 

颜泽贤校长在祝辞中说，今天心理分析与国际文化论坛在著名学府复旦大学顺利召开，

我表示热烈祝贺。“跟大家不一样，我作为一个非心理学专业的人来参加这次会议，我是为了

表达一种情结和我本人对申荷永教授的一种承诺。就象申荷永教授刚才说的，15 年前，既 1994

年，我和申荷永教授都在广州的华南师范大学工作。我和申荷永教授一起，他当时是心理系

系主任，邀请了当时国际心理分析协会的主席 Tomas Kirch 教授和 Murray Stain 教授等访问中

国，标志着我们华南大学的心理学专业，特别是我们申荷永教授的心理分析研究，已经跟国

际接轨。从 1998 年开始，而后的十多年，连续 3 届的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都在华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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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召开。正如 Hester Solomon 主席所说，把呈现于西方的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

的传统文化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就会涌现或者说突现出新的高层次的内容。这十多年的

事实已经证明了申荷永和他的团队的工作成就，突现的要素标志着在学术上已经涌现了很多

学术成果，在人才上，已经聚集了一批国内外心理分析的学者，在学科建设上，初步形成而

且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今年是 09 年，第四次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这个原因众所周知，随

着申荷永教授来到了复旦大学，这个会议也在复旦大学召开，因此我本人跟着来到复旦大学

参会。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个过程，所以申荷永教授来到复旦大学是非常正

常的，就像我从华南师范大学来到澳门这所新的大学做校长一样。所以人不管在哪里，事业

总要发展下去。事实证明，这次会议的规模以及与会的国内外学者都比前三届多，我想这既

是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与复旦大学的知名度是分不开的。最后，预祝大会圆

满成功！ 

荣格孙子 Andreas and Vreni Jung 夫妇给大会主席申荷永教授写来专信函：“亲爱的申荷永

教授：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们参加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第四届国际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

论坛。未能前来加入你们，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太太和我两年前曾经访问中国，我们对

中国的地大物博、人们的友善以及中国令人赞叹的名胜古迹和现代化城市的惊人发展都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在当今巨变和革新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基础，一个稳定而坚实的基础，

一个我们能够在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中获得的坚实基础。所以，我

们非常赞同你在复旦大学的工作和举办的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感谢你为寻找分析

心理学的本质所付出了心血和巨大努力。我们衷心希望这是一届成就圆满的会议，祝愿此次

会议可以取得丰硕的成果。希望你和所有与会者都幸福愉快！” 

 

 

 

大会主要组织者 

左起(from left)： 

IAAP 副主席 Tom Kelly、 

CFAP 会长申荷永、 

IAAP 主席 Hester Solomon、 

IAAP 下任获选主席 Joe 

Cambray、 

IAAP 秘书长 Paul Kug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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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复旦 2009）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前任主席 Thomas Kirsch（他是 Murray Stein 之前的 IAAP 主席），在其大

会致词中说：“亲爱的申荷永和第四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的与会者：此次大会的主

题‘心理分析中的意象：积极想象在文化和心理治疗中的转化作用’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我们多语种的世界，意象可以直接表达，不需要翻译。这也是分析

心理学以及荣格心理分析的重要基础和特色。通过梦的分析，沙盘游戏，以及积极想象，意

象的本质可以触发心灵的成长和治愈。分析心理学运用意象治愈作用的一个重要例子，便是

申荷永教授和他的妻子高岚所组织的心理分析志愿者团队在最近中国大地震中的心理救助工

作，他们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运用心理分析的专业技术来帮助修复灾区受难者的心理

创伤。复旦大学是当今中国最著名的三所大学之一，20 世纪 20 年代便拥有了心理学学院，高

觉敷教授也在那时将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翻译引入了中国。现在，我们拥有了申荷永组织

的复旦大学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这也正是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重要发展。亚

洲尤其是与中国传统有关的亚洲人中，似乎对荣格有着强烈的兴趣。我们的心与大家同在，

祝愿大会的圆满成功，期待着从新老朋友和同事们那里听到会议的盛况。” 

 

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主席 Ruth Ammann 在致词中说：“亲爱的申荷永教授：谨

以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ISST）主席，以及我个人的名义，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国际沙盘游

戏学会为拥有你和高岚作为沙盘游戏治疗在中国的如此优秀代表而感到骄傲。Harriet Friedman

和 Rie Mitchell 是国际沙盘游戏学会和沙盘游戏治疗方法的卓越大使。我希望又有许多学生和

学者会为 Harriet 和 Rie 的讲授深深吸引；希望大家对沙盘游戏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感谢申荷

永教授为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和沙盘游戏治疗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我希望下次能和你在

上海相见。请在 11 月来东京参加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大会。请转达我对所有国际沙盘游戏

学会和国际分析心理学会的同事们的问候！愿大会圆满成功，友谊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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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nalytical Psychology and Chinese Culture, 2012 

 

第五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 2012 年 6 月 6-10 日在澳门（澳门大学）举行，由国际分

析心理学会与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以及澳门大学、澳门城市大学和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

联合举办。这是历史上国际分析心理学会与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首次联合举办国际会议，

双方主要负责人，主席、副主席和秘书长等均与会。国际著名心理分析师暨著名沙盘游戏治

疗师，以及两岸四地专业学者数百人参加了会议。 

 

第五届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大会主要报告人向与会者祝酒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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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介绍 

 
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CFAP）成立于 2008 年 5 月，创办会长申荷永是澳门城市大学教授，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心理分析师，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和美国沙盘游戏治疗学会心理治疗师，

同时也是 IAAP / ISST 中国发展组织负责人，瑞士爱诺思（Eranos）东西方文化圆桌会议主讲人。 

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的名誉会长唐志坚先生，是澳门劳工子弟学校的创办校长，澳门科

技基金会主席；名誉会长颜泽贤先生，是澳门城市大学校长；名誉会长车文博先生是国际著

名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副会长徐峰是广东省政协常委，副会长罗少霞

曾获 2008 年南丁格尔奖，副会长高岚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特聘专家，副会长范红霞、刘建新、

陈侃、曾美有，理事长柳蕴瑜、江雪华等均为心理分析博士、教授和资深心理医生；诸多国

内外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担任了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的顾问。 

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一种有效的心理分析理论，包括方法和技术，是我们的期望

与努力。这种心理分析不仅可以运用在临床水平，起到基本的心理治疗的作用；而且能够帮

助人们心理的发展与创造，增进心理健康，发挥其心理教育的意义；同时，心理分析还可以

在认识自我与领悟人生意义的水平上，获得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感受。以中国文化为基

础的心理分析，致力于心性真实意义的追求与实践，致力于探索与呈现心灵所能达到的境界。 

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与国际分析心理学会暨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合作，组织三年一届

的“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与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和瑞士政府合作，组织二年一届的

“中国荣格周：心理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与澳门城市大学心理分析研究院、复旦大学心理分

析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和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分析研究所等合作，支持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方

向的博士、硕士和博士后及国内外访问学者培养项目，支持《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丛书》、《心

理分析新视野丛书》、《点金石心理分析丛书》、《心灵花园：沙盘游戏治疗丛书》等专业著作

的出版，支持有关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的专业研究。 

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在“512 四川大地震”的第一周，即派出了以心理分析博士和硕士组

成的专业志愿者团队，建立了北川中学心灵花园工作站、德阳东汽和德阳天元心灵花园工作

站、汶川水磨小学心灵花园工作站和都江堰心灵花园工作站等专业心理援助和心理重建机构，

与国际分析心理学会和国际沙盘游戏治疗学会合作，在四川震区举办了多次灾后心理援助专

业培训；华人心理分析会的主要成员，也在推动国内孤儿院心灵花园工作站建设的心理援助

计划。 

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下属分支机构：华人沙盘游戏治疗学会（CSST）、华人意象体现技术

学会（CSEI）、华人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研究会（CAPH）、心灵花园公益项目发展组织，以及华

人心理分析联合会各地办事处，提供专业资质认证，心理分析服务、专业督导和专业培训，

以及心灵花园公益项目的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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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psyhearter@gmail.com 

网址：www.psyheart.org 

http://www.psyhear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