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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儿童青少年

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培训项目
2019-2021  三年六期

国家外国专家局精神分析引智示范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主办方

国内首个与英国伦敦著名精神分析培训机构及著名高校的资深精神分析培训专家

合作的儿童青少年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连续培训项目

中华医学会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帮助学员得到影响儿童青少年发展和功能方面的洞

察能力。

◆帮助学员发展在与儿童青少年治疗关系中的有效性。

◆帮助学员发展反省潜意识动力和情感互动的能力。

◆通过理解儿童青少年的发展和动力，帮助学员深化

整合观察与理论之间的能力。

◆ 基 于 伦 敦 安 娜 弗 洛 伊 德 中 心 和 伦 敦 大 学 的 教 学 架

构，为学员提供世界知名中心在研究、训练和临床实

践方面的系统培训。

◆通过对不同精神分析流派理论和技术的教学，学员

可以发展出对儿童发展、儿童研究和临床实践方面的

核心竞争力。

◆通过课程、工作坊和小组督导等形式，深化对儿童

青少年发展、发展心理学以及儿童青少年精神病理学

的理解，并发展与儿童青少年工作的核心临床技巧。

◆本项目采用学院制培养方式，旨在通过精神分析系

统观察与干预技术的专业训练，在治疗中促进婴儿、

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发展和心智化功能。

◆中英项目是在英国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传统的

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培训模式下，邀请英国伦敦安娜

·弗洛伊德中心、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伦敦大学

学院、伦敦塔维托克中心、NHS所属机构下众多著名

培训专家，在国家外国专家局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支持

下，由国家外专局精神分析引智示范基地主办的高端

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培训项目。

◆从经典到当代精神分析理论框架（当代弗洛伊德学

派、中间学派－温尼科特学派、克莱茵学派），以及

近年来依恋理论、心智化理论技术与神经科学研究进

展等多学科模块的整合视角来理解，心理健康发展与

心智化发展、干扰因素与临床问题。

项目简介

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培训项目

◆系统的理论课程模块学习与专题工作坊相结合；

◆督导与临床讨论；

◆外教在线，进行网络婴儿观察训练/网络督导。

授课形式

面授培训设置

◆地点：北京

◆时间：2019-2021年，3年6期  5天一期                                                                                                              

◆学费：8250元（一期），49500元（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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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培训项目

◆促进对儿童青少年各个发展（早期儿童、潜伏期、

青少年、成年早期）时期，正常发展现象与临床常见

病理结构的理解；

◆促进对婴幼儿成长中的“正常”和“风险”的识

别；

◆促进对心理发展及家长-婴幼儿关系的认识；

◆提高风险的早期认定和风险评估的专业技能；

◆培养对婴儿-父母和幼儿-父母之间的互动相关的

直接观察技能；

◆加深和促进以治疗为基础的对依恋障碍的早期识别

与干预。

婴幼儿/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常

态与病态

中间学派（温尼克特）

克莱茵学派·安娜.弗洛伊德对心理防卫机制的研究；

·安娜.弗洛伊德发展线；

·安娜.弗洛伊德诊断廓图；

·生命初期的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

·儿童发展精神常态与精神病理；

·临床诊断廓图与儿童期、青春期心理治疗技术。

◆中间学派继承了弗洛伊德对性心理发育阶段的应

用，认为,个体的需要是基本的驱动力，并强调母亲

所提供的促进性情感养育环境的作用，强调婴儿从母

婴关系的体验中发展出来的心理结构。

◆中英培训将系统讲授如下颇具影响力的临床概念，

诸如“足够好的母亲”、抱持性环境、幻想、过渡性

客现象、真我与假我、攻击与关爱的能力、客体的使

用等，以及他对于精神病理、反社会议题的贡献。并

◆克莱因学派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原始本能的观点，

发展了本能与内部／外部客体关系的内在联系，正是

与好客体及坏客体之间的动力性相互影响,构成了克

莱因关于婴儿精神世界的观点。

◆中英课程将自弗洛伊德－克莱因及后克莱因－比昂

学派模型的联结路径展开对其理论与技术概念的介

绍：两位相理论、俄狄浦斯期、防御、涵容与转化，

儿童精神分析的经典游戏治疗技术——在技术层面上

克莱因最大的贡献创立。

讲解中间学派治疗观（如母婴关系般的精神分析情

境、退行至依赖的治疗过程）及自发性的游戏过程。

安娜弗洛伊德学派

◆以安娜·弗洛伊德早期工作为起点与基石，将其扩

展到自我与儿童的实际生活领域，课程包括：

理论主线

发展主线

学习地图

三大主线

发展主线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婴儿期、幼儿期 早期儿童、潜伏期 青春期、成人早期

理论主线 安娜弗洛伊德学派 中间学派（温尼克特） 克莱茵学派

临床主线 婴儿观察训练 婴儿观察+临床讨论+督导 临床讨论+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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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方负责人——薇薇安·伊丽莎白·格林教授

（国家外专局高端外国专家团组首席专家）

薇薇安·伊丽莎白·格林教授

莱昂内尔·贝利教授

安娜·菲茨杰拉德
中方负责人——王倩

面授课程授课专家

英国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前培训部主任；

英国儿童精神分析协会培训委员会副主席；

英国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及英国心理治疗学会儿童

心理治疗培训督导师；

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儿童青少年精神动力学心

理治疗硕士课程主任；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副教授。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认证精神分析师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委员会顾问、外联部委员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杂志副主编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理事

中英儿童青少年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中方负责人

中欧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培养项目中方负责

人

英国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前培训部主任；

英国儿童精神分析协会培训委员会副主席；

英国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及英国心理治疗学会儿童

心理治疗培训督导师；

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儿童青少年精神动力学心

理治疗硕士课程主任；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副教授。

创 伤 和 压 力 研 究 法 语 协 会 主 席 ， 伦 敦 大 学 学 院

（UCL）精神分析研究所拉康学派创伤专题课程导

师，教授和督导精神分析理论研究课程。研究兴趣为

儿童心理创伤。欧洲创伤压力研究委员会会员，国际

拉康派协会会员。

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与治

疗高级导师；塔维斯托克中心儿童心理治疗师和团体

治疗师，客座讲师；波特曼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基

金 会 （ N H S ） 客 座 讲 师 。 儿 童 和 青 少 年 心 理 治 疗

师，儿童心理治疗师协会（ACP）会员；

师资团队

肯·罗宾逊

迪尔德丽·道林

凯蒂·刘易斯

英奇·普利特瑞斯

精神分析学家，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会员、波兰精神分

析心理治疗学会荣誉会员，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私人

执业。英国精神分析学会荣誉档案员，弗洛伊德研究

学会和当代弗洛伊德小组主席，以及NEAPP的课程

主任。目前是英国北部成人、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分析

心理治疗培训分析师，以及诺桑比亚大学心理分析客

座 教 授 （ 帮 助 促 进 和 督 导 精 神 分 析 研 究 的 博 士 课

程）。

荣誉学士，儿童精神分析协会会员（ACP），英国精

神分析联盟会员（BPF）。咨询师，儿童、青少年和

成人心理治疗师，独立儿童心理治疗师、督导师和培

训师。曾任BPF独立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分析心理治疗

培 训 的 课 程 负 责 人 ， 与 一 位 同 事 在 萨 里 郡 的

Bookham建立了Lantern家庭中心，为父母和孩子提

供独立的治疗服务，并为专业人员提供培训。

儿童青少年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儿童精神分析协会

(ACP)和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C)会员，波兰精神分

析心理治疗协会的荣誉会员。现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私人执业，目前在督导波兰的婴儿观察项目。诺桑比

亚大学心理分析观察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导师，并协助

促进和督导该大学精神分析取向临床研究的博士课

程。

安娜·弗洛伊德学派代表人物，精通儿童精神分析、

安娜·弗洛伊德学派的历史脉络和学派思想。专攻幼

儿期。英国伦敦安娜佛洛依德儿童与家庭国家中心儿

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师、父母-幼儿服务负责人；伦敦

大学学院和安娜佛洛依德儿童与家庭国家中心精神分

析发展心理学临床导师，兼职工作于英国国家医疗服

务体系西伦敦精神卫生基金会。在分子遗传学和精神

分析领域出版一系列作品。

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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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薇安·格林

安娜·菲茨杰拉德

米雪拉·比塞奥  

安娜贝尔·凯特逊

哈瑞特·卡尔威特  

来自安娜佛洛依德中心

来自英国精神分析协会

克劳迪娅·麦克洛克林

来自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

线上课程授课专家  

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师，受训于塔维斯托克学院。

曾在NHS所属的诊所和学校工作了十二年，目前就

职于伦敦的一家小型私立多学科诊所和一家慈善机

构。工作包括直接进行治疗和为其他专业人士提供咨

询和督导。曾在《儿童心理治疗杂志》上发表过两篇

论文，并曾参与撰写《儿童心理治疗手册》。曾在塔

维斯托克学院和伯克贝克学院讲授精神动力学硕士课

程。

英国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前培训部主任；

英国儿童精神分析协会培训委员会副主席；

英国伦敦安娜弗洛伊德中心及英国心理治疗学会儿童

心理治疗培训督导师；

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儿童青少年精神动力学心

理治疗硕士课程主任；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副教授。

英国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与治

疗高级导师；

英国伦敦安娜佛洛伊德中心亲子心理治疗师

安娜佛洛依德中心儿童心理治疗负责人

前牛津亲子项目(OXPIP)临床主任

苏·施雷埃尔

黛博拉·兰伯特

加布里埃尔·克罗克特

苏珊·考尔森  

埃瑞尔·内桑森  

克雷塔·萨姆斯

来自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及其他机构

英国伦敦的米德尔塞克斯医院的NHS母婴中心治疗师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成员

英国心理治疗师协会临床督导师

英国塔维斯托克中心儿童心理治疗师

儿童与青少年心理治疗师主任，塔维斯托克中心访问讲师

伯克贝克学院/英国心理治疗基金人类发展的心理动

力，工作学习研讨会领导者

托比·埃特雷

拥有丰富的个体、母婴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的教学、

培训和督导经验

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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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欧洲精神分析联盟

中欧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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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精神分析联盟认证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证

国家外国专家局精神分析引智示范单位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专业委员会



欧洲精神分析联盟（EPF）与中国心理卫生协会（CAMH）将在中国共

同举办一个连续4年的精神分析教学项目，欧洲精神分析联盟的全体常委将

为中国学生讲授不同精神分析流派的思想和临床观点。

我们来自拥有多元文化传统的欧洲、隶属于意大利、德国、瑞士、西

班牙、比利时和瑞典精神分析协会。如同在欧洲精神分析联盟进行的教学

一样，我们将带给中国学生不一样的精神分析流派与风格。

欧洲精神分析联盟 中欧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教育项目

European Psychoanalytical Federation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欧洲精神分析联盟

欧洲精神分析联盟主席

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副主席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中国和欧洲都有着重视心理健康的悠久传统，中国自秦代就发展出调谐

身心的临床智慧，欧洲则是当代西方心理治疗的滥觞之地。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和欧洲精神分析联盟相聚于中欧项目，共同携手在

科学主义的道路上思考临床实践，切磋研磨，在文化交融的视角下领略精

神分析的独特魅力，是一件盛事。促进全民心理健康、建设健康中国是国

内专业同道共同的愿望，大家对心理健康事业的专注与进取是宏愿实现的

保障，能与诸君共同见证这一历史进程，我深感荣幸！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Méntal Héalth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Mental Health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欧洲精神分析联盟

中欧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教育项目

项目负责人

项目学术负责人



现任欧洲精神分析联盟主席；

历任国际精神分析杂志欧洲区副主编；

第42届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大会主席；

罗马第三大学健康心理学教授、精神病学家。

Jorge Canestri
现任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副主席；

现任欧洲精神分析研究所董事会成员；

历任瑞士精神分析协会副主席；

历任苏黎世弗洛伊德研究所副所长。

Eva Schmid-Gloor

现任欧洲精神分析联盟副主席；

历任德国精神分析协会（DPV）培训部主任；

精神病学家及心身医学专家；

Heribert Blass

现任欧洲精神分析联盟主编；

现任瑞典精神分析协会副主席；

历任瑞典精神分析协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学系教师。

Eva Charlotta Björklind

历任比利时精神分析杂志编委会成员；

临床研究与婴儿精神分析组织培训分析师；

儿童精神病学家。

Catherine Bogliatto
现任欧洲精神分析联盟秘书长；

西班牙科学与教育部下属专攻临床心理学

的心理学家。

Martina Burdet Domblad

FOREIGN 
EXPERT PROFILES

外方专家

Foreign Expert Profiles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欧洲精神分析联盟

中欧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教育项目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认证精神分析师；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委员会顾问、外联部委员；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副主编；

中国心协精神分析专委会常委；

王倩
德中心理治疗院（德国注册）常务理事；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德心理医院创始人、首任院长；

中德心理医院专业顾问与督导老师。

曾奇峰

LOCAL 
EXPERT PROFILES

中方专家

Local Expert Profiles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欧洲精神分析联盟

中欧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教育项目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系医学心理教研室副主任；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德班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中方总负责人兼教师；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杂志编委。

仇剑崟 张海音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和治疗专委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

上海市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心主任；

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理事长。



APPLICATION CRITERIAS

申请标准

Application Criterias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欧洲精神分析联盟

中欧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教育项目

基础组

1.拥有心理动力/精神动力心理治疗系统受训的经历（二者满足其一即可，需

提供证明）：

具备2年以上从事心理动力/精神分析取向心理咨询或治疗实践的工作经历；

或具有国外/国内临床心理学、健康心理学或相关学科学士及以上学位； 

2.课程学习证明：学习过心理动力／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的基础课程(需提

供证明)；

3.至少40小时督导下的心理动力／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工作；

4.半年以上，每周一次的心理动力／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个人体验 ；

5.至少一年在政府、精神卫生部门、医院、高校、私人或志愿机构任职，与

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年人工作; 接受过风险议题、安全防护和其它临床干预

领域方面的培训(需提供证明)；

7.提供推荐证明：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推荐信或两封督导师

提供支持该学员参加培训的推荐信；或两封督导师提供支持该学

员参加培训推荐信（需提供证明）；

8.提供一份连续治疗12次以上的中文案例报告。 

6.国内同等水平的针对心理动力／精神分析性心理咨询、治疗的

专业认证(需提供证明，包括劳动部咨询师认证、卫计委心理治

疗师认证、以及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的认证等等)； 



APPLICATION CRITERIAS

申请标准

Application Criterias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欧洲精神分析联盟

中欧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教育项目

提高组（交传翻译）

1.拥有心理动力/精神动力心理治疗系统受训的经历（二者满足其一即可，需

提供证明）：

具备5年以上从事心理动力/精神分析取向心理咨询或治疗实践的工作经历；

或具有国外/国内临床心理学、健康心理学或相关学科硕士及以上学位；

2.课程学习证明：学习过心理动力／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疗的系统课程(需提

供证明)；如中德、中美、中英、中挪、中法培训等国内连续培训项目；

3.至少80小时督导下的心理动力／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工作；

4.一年以上，每周一次的心理动力／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个人体验；

5.至少三年在政府、精神卫生部门、医院、高校、私人或志愿机构任职，与

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年人工作; 接受过风险议题、安全防护和其它临床干预

领域方面的培训(需提供证明)； 

7.提供推荐证明：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推荐信或两封督导师

提供支持该学员参加培训的推荐信（需提供证明）；

8.提供一份连续治疗20次以上的中文案例报告。 

6.国内同等水平的针对心理动力／精神分析性心理咨询、治疗的

专业认证(需提供证明，包括劳动部咨询师认证、卫计委心理治

疗师认证、以及中国心理学会注册系统的认证等等)；  



国内首个英国精神分析协会认证课程

中间学派（温尼科特）理论与实务系列工作坊（2018-2020）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英国精神分析协会



培训地点

北 京 北 大 博 雅 国 际 酒 店

培训时间

地面教学
第一期 ：
2018年4月5日—7日（实务）      
2018年4月8日—10日（理论）
第二期 ：2019年4月
第三期 ：2020年4月
线上教学
引论1： 2016年11月3日—5日
引论2：2017年4月26日—28日

目 录

引论一
引论二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专家简介
文献导读

03
03
04
04
04
10
17

CONTENT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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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学派（温尼科特）理论系列工作坊

Theoretic Specialized
Workshops of Independent Tradition

中间学派（温尼科特）理论与实务系列工作坊（2018-2020）



第一期：梦、游戏空间与创造力

课程简介：本次工作坊主要介绍中间学派的历史与发展、中

间学派对早期发展与相应环境的基本观点、温尼科特关于

“过渡空间”的思想观点。还将详细介绍“过渡空间”的相

关主题，包括象征化能力、创造力，以及梦境和游戏对象征

化能力、创造力发展的促进作用；并通过临床案例讨论中间

学派对梦、游戏的态度与分析。

时间：2018年4月8日—10日

地点：北大博雅国际酒店

费用：3960元

具备：引论1、引论2

1  精神分析中中间学派的历史和英国独立派的发展

2  早期发展及对环境的态度

3  象征化和创造力

4  梦境和游戏【进阶】

第一期

时间：2019年4月

地点：北大博雅国际酒店

费用：3960元

具备：引论1、引论2、第一期

课程简介：本次工作坊将着眼于中间学派对咨询的设置、移

情、反移情的理论观点，介绍中间学派对咨询中促进性环境

的重视，并在安全的促进性环境中，实现无意识沟通；如何

利用移情、反移情的材料资源进行分析，让病人更了解自己

的情感、想法与客体关系。此外，还将介绍中间学派理论家

对攻击性的理解，以及他们从攻击性的创造性维度发出的新

思考。

5  设置【进阶】

6  移情【进阶】

7  反移情【进阶】

8  攻击性

第二期 第二期

时间：2020年4月

地点：北大博雅国际酒店

费用：3960元

具备：引论1、引论2、第一期、第二期

 9  创伤

10  独立精神分析的发展—从唐纳德 ·温尼科特到迈尔 ·帕森斯

11  倾听和解释【进阶】

12  从大论战到现在的变化和延续

课程简介：本次工作坊将重点介绍英国中间学派的整体轨迹

和知识发展以及对精神分析的独特贡献，并介绍艾拉 ·弗里曼

·夏普（EFS）、马乔里 ·布里埃利（MB）和西尔维亚 ·佩恩

（SP），在1941年至1945年大论战期间描述的中间思想，以

及他们的想法和建议是如何影响后来中间学派的精神分析师

的。除此之外，还将介绍中间学派如何理解“创伤”和“累

积创伤”，以及对咨询中倾听和解释的目的与意义的深入思

考，对精神分析中传统的解释方式的质疑与扩充。

COURSE SYNOPSIS
课程简介

Course Synopsis

04

第二期：中间学派的治疗过程 第三期：中间学派的治疗技术新进展



Tamar Schonfield
是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AS）的会员，私人执业的精神分析师

英国心理治疗基金会成人和儿童心理治疗培训的教师与督导

伦敦大学学院（UCL）精神分析单位高级讲师

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AS）和英国心理治疗基金会（BPF）教授临床课程

Elizabeth Wolf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私人执业的全职培训和监督分析师

英国心理治疗基金会中间学派精神分析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协会的培训分析师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独立精神分析师协会组委会的成员和联合主席

Ruth McCall 
理学硕士，英国精神分析协会（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成员

伦敦大学学院理论精神分析研究硕士课程的课程组织者和高级讲师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AS）和温尼科特基金会董事

Barbie Antonis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员，私人执业

在英国国家卫生健康署工作20多年，担任成人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师

在剑桥大学儿童发展部门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

“中间学派女性精神分析师的贡献”培训候选人

Renée Danziger 
是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PAS）的成员

私人执业的精神分析师

伦敦大学学院（UCL）精神分析单位的荣誉高级讲师

中间学派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

英国心理治疗基金会，中间学派精神分析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协会训练治疗师

外方教师

Lesley Caldwell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项目的培训和督导师

英国精神分析协会（BPA）成员，目前在伦敦私人执业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精神分析单位的荣誉教授

中间学派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培训教师，精神分析师培训委员会成员

Winnicott信托基金的董事和编辑

《温尼科特全集》的联合总编辑，《阅读温尼科特》的编辑

专家简介

Expert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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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琪嘉
医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教授

主任医师，中国注册心理督导师（D-06-066）

中德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一期班成员

武汉中-挪精神分析督导师连续培训项目负责人

武汉市心理医院副院长

武汉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

中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精神分析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湖北省心理卫生协会理事长

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

王浩威
台湾心理治疗学会常务理事

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董事兼执行长

台大医院精神部兼任主治医师

台湾精神医学会教育委员会委员

中华团体心理治疗学会常务监事

中华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

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台湾荣格发展小组主席

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澳门城市大学荣誉教授

张海音
医学博士，主任医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

上海市心理咨询和治疗中心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和治疗专委会副主委

精神分析专委会副主委

心理危机干预专委会副主委

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督导师

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理事长

曾奇峰
精神科副主任医师

中德心理医院创始人、首任院长

中德心理医院专业顾问与督导老师

德中动力性心理治疗培训（中德班）中方教师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德中心理治疗院（德国注册）常务理事

中方教师

专家简介

Expert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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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剑崟
医学博士, 主任医师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系医学心理教研室副

主任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副主任，心理咨询

与治疗研究室主任

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心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心理卫生协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

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心理治疗督导师

中德班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中方总负责人兼教师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精神分析师候选人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杂志编委孟馥 
中国心理学会首批注册心理督导师

第三届注册工作委员会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治疗学组副主任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心身医学与临床心理专委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心理学会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心理卫生学会常务理事

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GCPA）常务理事

同济大学心理咨询与教育培训中心顾问、临床督导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医师

王倩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认证精神分析师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委员会顾问、外联部委员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杂志副

主编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副秘书长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英儿童青少年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中方总负责人兼教师

国家精神分析引智示范单位办公室主任

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心理学系办公室主任

中方教师

专家简介

Expert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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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学派（温尼科特）实务系列工作坊

Technical Specialized
Workshops of Independent Tradition

中间学派（温尼科特）理论与实务系列工作坊（2018-2020）



第一期：治疗过程中的移情反移情

本工作坊中Lesley Caldwell和 Dieter Burgin将深度讨论中国学员呈报的临床

案例，也会展示一些他们自己的临床资料供大家讨论。前两天，每天由两个中国

学员呈报两个临床案例供讨论，教师会带领大家仔细审视治疗的过程，看看发生

了什么，尤其会关注其中移情和反移情的交流。第三天，Caldwell和Burgin 教

授分别会呈现一个临床片段供中国学员们讨论。通过仔细审视录像资料，我们希

望关注于治疗中的动力，能从病人的精神病理中了解到什么以及病人在治疗中的

心理状态是怎样的。

课程总览

在精神分析式心理治疗的初始，治疗师通过一定的工作铺设治疗设置，为病人塑造

出治疗空间的形态，而后开展治疗，这一空间与治疗室之外的其他交流空间完全不

同。治疗设置不仅是用来确保分析性工作可以顺利展开，还可以确保治疗双方恰当

地使用分析性空间，获得承托与保护。

对治疗师而言，设置（框架）实质上是一种精神上的态度，具体而言，是指在治疗

过程中尽量不带入其他干扰因素的这样一种伦理态度。可以想见，当两个人同处一

室，一人邀请另一人讲出头脑中涌现出来的任何思绪，这一过程体现着强烈的亲密

性，需要依靠治疗师的持续一致的、可靠的专业服务。

在治疗过程中，治疗技术可以帮助治疗师清晰地整合治疗过程，为揭露无意识创造

出适当的设置，这在治疗互动中尤为重要。使用技术是为了在治疗中保持一定的张

力，可以说，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的根本就在于所应用的分析技术。

课程框架

第一天 临床案例督导(Dieter Buergin教授，两个案例)

第二天 临床案例督导(Lesley Caldwell教授，两个案例)

第三天 临床案例展示(Lesley Caldwell,  Dieter Buergin的案例)

时间：2018年4月5-7日；2019年4月；2020年4月

地点：北大博雅国际酒店

费用：3960元

时间：2018年4月5日-7日(3天)

地点：北大博雅国际酒店

费用：3960元

课程主题

4月5日 临床案例督导(Dieter Buergin教授，两个案例)

4月6日 临床案例督导(Lesley Caldwell教授，两个案例)

4月7日 临床案例展示(Lesley Caldwell,  Dieter Buergin的案例)

课程简介

Course Synop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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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方教师

Dieter Buergin
医学博士教授；

瑞士精神分析协会副会长、培训精神分

析；

巴塞尔大学医学院院长；

督导巴塞尔大学校医院每周四次的儿童及

青少年精神分析治疗；

瑞士医学科学院委员；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第二届研究委员

会成员；

组织在巴塞尔举办的欧洲精神分析联盟

（EPF）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分析大会；

发表300多篇文章，出版五本书籍

Lesley Caldwell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国项目的培训和督导

师

英国精神分析协会（BPA）成员，目前在

伦敦私人执业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精神分析单位

的荣誉教授

中间学派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培训教

师，精神分析师培训委员会成员

Winnicott信托基金的董事和编辑

《温尼科特全集》的联合总编辑，《阅读

温尼科特》的编辑



主办单位： 

国家外国专家局精神分析引智示范单位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认证

2017-2021年  五年五期

躬尝至理，亲灸宗师——中英心理治疗专项训练培养系列

克莱因学派基本理论与治疗实务系列工作坊  



2018-2021年  课程主题 

克 莱 因 学 派 基 本 理 论 与 治 疗 实 务 系 列 课 程 主 题 安 排

如何与我们的病人谈话？后克莱因方法的解释

爱与恨

所有的事情都是恋母情结（俄狄浦斯情结）

重归内部世界

2018

2021

2020

2019

COURSE SYNOPSIS
课程简介

Course Synopsis



COURSE CONTENT
课程内容

Course Content

2018年10月23－27日

10/23 
理论简介及历史  

移情／反移情及强烈的理想化移情

精神分析的内部设置I

精神分析的内部设置II

10/25 

10/26 

10/27 

10/24 

技术：与自恋性和抑郁性病人谈话I

技术：与自恋性和抑郁性病人谈话II

始于初始访谈中的精神分析性相遇

关于访谈的一些观点

临床研讨会

临床研讨会

2 0 1 8 年 工 作 坊 课 程 主 题 ： 如 何 与 我 们 的 病 人 谈 话 ？

——心理治疗师对病人在与治疗师的关系中所呈现出的内在世界进行框架化和解

释性的活动。

——试图定义和探索治疗师心理的“内在设置”，即在咨询室里，治疗师与患者

之间需要保持的心理态度和思维方式，

包括一方面，在倾听和容忍不确定性之间保持平衡, 另一方面, 能够构想出并有

勇气向患者作出解释。

——研究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解释和干预，着重于技术方面；在几种不同的情景下

关注对需求的敏感性和解释的好时机，

包括在评估访谈, 短期工作,长期的心理治疗等不同的情景，

以及与不同类型的病人,在不同的心智状态下,尤其是研究我们如何与受迫害状态

或接近精神病状态的病人谈话。



Phillip Crockatt
曾任英国伦敦卡姆登心理治疗基地主任10年，

英国伦敦精神分析协会临床中心主任3年，

期间担任临床心理治疗师与精神分析师；

从事个人心理治疗、精神分析、心理咨询、

临床督导与心理治疗培训超过40年；

伦敦林肯中心教师、督导师；

儿童心理治疗协会—伦敦心理治疗中心督导师、精神分析师；

瑞典诺尔雪平心理治疗协会客座督导师、讲师；

担任多个组织与机构的咨询顾问，

帮助其建立相关服务体系与培训项目。

Penelope Crick
伦敦精神分析诊所，成人服务部临床主任；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和精神分析研究所成员；

塔维斯托克与波特曼国民健康基金会会员；

塔维斯托克心理治疗师协会会员；

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

成人心理治疗师。

Sharon Numa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和精神分析研究所会员；

塔维斯托克心理治疗师协会会员；

塔维斯托克和波特曼NHS信托基金会会员；

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

成人心理治疗师。

Cyril Couve
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和精神分析研究所成员；

精神分析师、成人心理治疗师。

外方专家

Foreign Expert Profiles

FOREIGN 
EXPERT PROFILES



电子邮箱：guohejidi@126.com

报名电话：18910691458

微信公众号：Caring Your Mind

微信号:guohejidi

网 站 ：http://adyy.luyoue.com（展示课程）

http://adyy.luyoue.com/web/html/train/industry/notices.html（课程通知）

1.请填写报名回执表、专家推荐信、案例报告，申请参加中英面授课程，

 审核通过后您会收到录取通知书。

2.汇款时请务必打电话确认录取情况,缴费时请备注“中英项目报名+姓名+电话”

注意事项

联系方式

项目概览

线上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培训

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网络连续培训项目（2018-2019）

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婴儿观察培训

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督导小组培训 

克莱因学派心理治疗督导小组培训       

中英线上文献导读课程培训（中英儿童及青少年、中间学派、克莱因）

国际认证短程精神分析疗法培训

英国安娜·弗洛伊德中心认证课程�� 动力人际治疗培训

英国安娜·弗洛伊德中心认证课程�� 心智化治疗培训

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培养项目

中英精神分析取向儿童青少年心理治疗学院制培训项目（2015-2018）

中欧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学院制连续教育项目（2018-2021）

精神分析经典专项培养项目

中间学派（温尼科特）理论系列工作坊（2016-2020）

中间学派（温尼科特）实务系列工作坊（2018-2020）

克莱因学派理论与治疗实务系列工作坊（2017-2021）

Program Out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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