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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昂精神分析容器理论
吕英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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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拜昂是 20 世纪中后期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客体关系思想家和实践者之一，后克莱因

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扩充和深化了克莱因的投射性认同思想，将其发展为一种独特的人际互
动的容器理论。拜昂认为，容纳是母亲和婴儿最早的沟通方式，也是患者和分析师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
模式。在此过程中，母亲或分析师发挥着容器的功能，将婴儿或患者投射的贝塔元素转变为阿尔法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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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弗雷德·拜昂（Wilfred R. Bion，1897 — 1979）是英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家，克莱因
学派第二代成员中的领军人物。斯蒂芬 . A . 米切尔指出 ：
“被明确称为‘克莱因派’的克莱因理论和概
念，主要是由威尔弗雷德·拜昂进行扩展和阐释的，以至于当代克莱因思想更准确地应称为克莱因拜昂派。
”
（斯蒂芬 . A . 米切尔，2007，第 124 页）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是继弗洛伊德之后
对精神分析理论发展最具贡献的领导人物之一”
（王国芳，2007）。拜昂自 1945 年起开始接受她的个
人分析，前后持续了 8 年，这一经历对拜昂后来成为一名精神分析理论家和分析师产生了重要影响。
拜昂的传记作者布莱翁登把克莱因与拜昂的相遇看成是“女人世界与男人世界之间的碰撞，克莱茵的
分析唤醒了他的巨大创造力，这种创造力一直伴随到他生命的结束。
”
（Bleandonu，1994，p. 2）拜昂在
个体精神分析和团体过程两个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性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这两个领域的发
展。在个体精神分析方面，他提出了容器理论（the theory of container）
，以解释不同主体之间的相遇如
何能够将心理事件转化为有意义的经验，进而促进人格的成长，他的容器-内容物结构模型可以看作
是当前精神分析领域有关主体间性争论的先声。

一、精神分析容器理论的思想渊源
拜昂提出的容器理论是建立在对某些先天无法忍受的心理状态的观察基础上的。这种观察并非
全新，弗洛伊德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压抑（repression）理论来详细解释不
能忍受的心理状态。在弗洛伊德看来，不能忍受的心理状态倾向于被从意识中排除，并被压抑进潜意
识，在那里继续发挥着作用。观念或思想一旦被压抑就不再受制于控制意识和理性思考的规则，摆脱
了其他观念的批驳及后续经验的矫正。然而，被压抑的思想会继续影响心理，其力量恰恰就来源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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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抑，因而意识观念和知觉系统无法对其施加调节作用这一事实。
拜昂的容器理论与弗洛伊德的压抑说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它更直接的根源则是克莱因的投射
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理论。弗洛伊德认为无法忍受的思想被推入潜意识，而克莱因则强调
自体无法忍受的部分被投射进客体。1946 年，克莱因首次提出投射性认同概念，认为婴儿将自我和内
部客体的分裂部分投射给外部客体，并在潜意识幻想中使外部客体认同为这些被投射的部分，从而达
到控制客体的目的。最初，克莱因设想投射性认同是一种攻击性客体关系，即将自我不喜欢的或危险
的部分投射出去，以便摆脱它们，或者攻击和摧毁外部的坏客体。但是不久之后她就认识到，爱的情
感也可以在幻想中被投射进外部客体，从而产生一种爱和仁慈的联结。通过将其再次内射，个体就获
得了在自己内部世界建立一个强大的好客体的手段。这样，投射性认同的范围就扩大了，它不再只是
一种简单的防御机制，而是变成了一种与客体建立关系的过程。然而，在克莱因的理论中，投射性认
同完全是在潜意识幻想中操作的，其目的是排除内在的焦虑和危险。
拜昂在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分析实践中发现，在投射性认同运行过程中，潜意识幻想常常伴随有
想要唤起客体在现实上产生被投射的心理状态的欲望。他将这种现象称作现实性投射性认同。投射
性认同具有现实成分这一事实意味着，分裂和投射人格的某一方面进入客体的能力需要对客体一定
程度的（通常是潜意识的）依从。因此，这个过程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投射者的心理状态，也取决于客
体的心理状态。其结果是，客体的心理状态能够影响主体对投射性认同的使用，进而影响他的心理状
态。这成为拜昂容器理论的切入点。对投射者来说，无法忍受的心理状态的“现实性”投射产生了一
种可能，即它们仍然可以被其他人的心理所忍受，其他人在接受这些投射并将其转变为比较能够忍受
的形式后，再将其返还给投射者。投射者和接纳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导致人格的分裂和被投射进客
体的过程可以逆转，分裂和投射变成内射和整合。这就是拜昂所谓的容器理论。在容器理论中，投射
性认同除了是一种防御机制之外，它还是人际间的一种交流模式、客体关系的主要形式和心理变化的
途径。作为一种防御，投射性认同使个体产生了远离自体不想要的、令人恐惧的内容的心理感受 ；作
为一种人际交流模式，投射性认同是在另一个人身上诱发出与自己相一致的情感，从而创造一种被认
为与这个人相一致的感受的过程 ；作为一种客体关系，投射性认同是与分离的部分客体建立关系的手
段 ；最后，作为心理转变的途径，投射性认同是一种过程，借助该过程由另一个人对那些个体与之作斗
争的情感进行心理加工，然后以修正后的形式再次将其内化。

二、贝塔元素和阿尔法元素
拜昂在 1962 年发表的论文《思考的精神分析研究》中第一次提出了“容纳功能”（containment
function）概念，又称之为阿尔法功能（α function）或梦工作阿尔法（dream-work-α）。拜昂用这个术
语来描述将无法忍受的心理状态转变成可以忍受的复杂加工以及将未加工的生理感觉转变为具有心
理意义的内容的过程。
（Rafael，2003，pp. 26 — 27）“阿尔法功能作用于患者觉察到的无论什么样的
感觉印象和情绪。一旦阿尔法功能成功地起作用，就会产生阿尔法元素（α factor）
，这些元素适合贮
存和梦思的需要。如果阿尔法功能受到妨碍而无法发挥作用，那么患者所觉察到的感觉印象和所体验
到的情绪就会保持不变。我将它们称为贝塔元素（β factor）。”（Bion，1962a，p. 6）
（一）贝塔元素
1948 年，拜昂在《团体体验》一文中提出了一种原始心理系统（proto-mental system）的结构，他说，
“我将原始心理设想为在其中身体与心理或心灵是无差别的一种系统。它是一种基质，从中可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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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似乎——在心理水平和根据心理学研究——只是彼此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不连续的情感”
。
（Bion，
1961，pp. 101 —102）后来，拜昂用构成贝塔元素心理的那部分取代了原始心理系统，他指出 ：
“贝塔
元素这个词，代表着最早期的基质，思想可以从其中诞生。它具有无生命客体和精神客体的特征，两者
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区别。思想是事物，事物也是思想，它们是具有个性的。
”
（Bion，1963，p. 22）最初，
拜昂将贝塔元素界定为没有通过容纳功能进行转化的“未消化的或非梦到的事实”
，后来又将其界定为
“不真实的或死的客体”
。
（Bion，1992，p. 133）在他看来，贝塔元素首先是一些未被命名或没有消化的
感觉性印象，这些感觉会引发挫折。比如，它们可能是一些抑郁迫害性的情感和内疚，或者是一些与灾
变感相联系的东西。
“未被消化”意味着贝塔元素与阿尔法元素不同，它们不是现象（phenomena）
，而
。拜昂用“
‘现象’一词来概括康德所称的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至
是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
于‘物自身’一词，则和康德一样，指的是人类无法知道的对象”
（Bion，1962a，p. 100）
。贝塔元素不是
处于一种可以被思考的状态，不能用言语词汇表达，也不能产生意义，但是可以转化。需要强调的是，
拜昂所说的贝塔元素无意义是从其不能被思考的角度来说的，并不是真的没有任何实在意义。因此，
贝塔元素的无意义性相当独特，体现在它具有极大的效力。它不同于一系列随意的声音或手势的无意
义，因为真正无意义的东西对容纳者的心理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而贝塔元素对容纳者具有非常强烈的
影响。它们起着某种催眠暗示的作用，是心理的外来物。这些外来物自成一类，不属于任何共同体，因
而不受观念共同体的其他成分的限制。这给予它们一种绝对性，免予任何怀疑性的批评。它们的效力
和无意义性都是其自恋特征的结果，同时也是作为绝对观念而与其他观念不存在联系并不受其他观念
影响这一事实的结果。它们无意义性的源泉也是其效力的源泉。
贝塔元素在个体头脑中被当作内部坏的东西，只能够通过排泄加以处理。但是，当这些驱逐物太
多，且不能由容纳功能进行加工时，就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病症。例如，在身体上，当贝塔元素被排入身
体的某些部分，就会引起机能性的或身心的疾病，其症状可能涉及分裂情绪经验，睡眠紊乱也可能与
贝塔元素的过剩有关。在关系方面，如果投射性认同的操作是成功的，那么接收者将体验到分裂的情
绪。在某些情况，尤其是在边缘型患者中，投射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因此，每一个接收者都负担着
一组贝塔元素。在精神病中，积极的精神病症状，如妄想和幻觉可能是贝塔元素的一种直接表现。不
过，拜昂强调，贝塔元素也具有潜在的治疗功能。正是由于贝塔元素的存在，
“精神病患者才有能力唤
起分析师的情感。他的联想是企图引发解释或其他反应，贝塔元素较少与其精神分析解释的需要有
关，而更多涉及制造某种情绪的联结需要。”（Bion，1962a，p. 24）分析师由于具有阿尔法功能，因而
被期望能够接受这些贝塔元素，作为这些原始思想的思考者发挥作用。
（二）阿尔法元素和阿尔法屏障
阿尔法元素是阿尔法功能的产物，包括“视觉形象、听觉模式、嗅觉模式，适用于梦思、清醒时的
潜意识思考、梦、接触屏障、记忆”
（Bion，1962a，p. 26）
，它是“真实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仁慈的客
体”，
（Bion，1992，p. 133）能够给婴儿提供满足。阿尔法元素可以被存储、被压抑，可以进一步被转变
和抽象化。它们以一种可提取的形式存在，可供大脑在潜意识、前意识以及意识的心理工作中建立必
要的联系，这些心理工作诸如梦、思考、抑制、回忆、忘记、哀悼和从经验中学习，等等。
阿尔法元素与贝塔元素根本不同。首先，阿尔法元素可以运载和传送意义，而贝塔元素则不具
备这种功能。其次，阿尔法元素之间能够彼此结合或联结在一起，就像原子以特殊方式联结在一起
形成分子那样，而贝塔元素则不能相互联结或与其他任何事物联系在一起，就像惰性气体的原子，注
定要永远保持分离状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拜昂的理论中，意义性（meaningfulness）和可思考性
（thinkability）与联结有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观念能够与其他观念相联系，那么它就是富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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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阿尔法元素彼此联结的特点，使得它们不是绝对的，只是观念共同体的一部分，它
们对心理的影响本质上更多地与其他阿尔法元素的联结有关。
随着阿尔法元素的激增，它们组织和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接触障碍（contact-barrier），拜昂将其命
名为阿尔法屏障（alpha screen）
。阿尔法屏障是他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借用来的一个概念。弗洛伊德
用这个术语描述后来被称作突触的神经生理单元，而拜昂则用它来表示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具有接触
和屏障的双重功能。阿尔法屏障的形成是通过阿尔法元素的联结实现的。不管在睡眠还是在清醒时，
阿尔法功能都会将与某一情绪经验有关的感觉印象转变为阿尔法元素。在这些阿尔法元素逐渐增殖
（proliferation）的过程中，它们会聚合在一起形成网状物，起着意识和潜意识元素分界线的作用，将外
部现实与内部现实区分开来。阿尔法屏障的性质取决于其中阿尔法元素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
系。接触屏障中的阿尔法元素可能连贯一致，聚集成块 ；可能有次序地组成叙事的形式，就像在梦中
发生的那样 ；也可能以逻辑的或几何学的顺序组合在一起。接触屏障可以发挥具有通透性的膜的功
能，防止幻想被各种各样现实生活中的事实所湮灭，同时它也可以使与现实的接触不被来自内部的情
绪所干扰。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扮演着一种连接休止符（articulating caesura）的角色，从而使思考与交
流成为可能。根据从意识到潜意识或潜意识到意识转变的性质，阿尔法屏障可能会影响记忆和某些特
殊记忆类型的特征，它还可以确定防御的性质，决定意识行为与潜意识的关系，或者压抑它，或者容许
它成为意识的并将其用于可能会揭示真相的思考。拜昂提出的阿尔法屏障概念在客体关系学派中产
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如同一时期的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西格尔提出的象征能力的形成就借鉴了拜昂的这
一观点。她认为，如果象征功能正常完整，那么一个人就可以与其潜意识进行有意识的象征性接触，
而潜意识本身仍然保持潜意识状态。
（Segal，2007，p. 176）

三、容纳功能观
拜昂的理论并没有清晰、严谨地界定阿尔法功能的涵义，而是对其过程进行了描述。他说 ：
“［婴
儿］……被令人痛苦的粪便、内疚、濒死恐惧、极度的贪欲、吝啬和尿液所包围，需要排泄这些坏客体
使之进入不在那里的乳房。这样，好的客体就会将无乳房转变成乳房，将粪便和尿液转变成乳汁，将
濒死的恐惧和焦虑转变为生命力和信心，将贪婪和吝啬转变成爱的情感和慷慨，婴儿吸收的坏的性质
现在被转变成好的性质，并被再次返还回去。”（Bion，1963，p. 31）从拜昂的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概
括出阿尔法功能发挥作用的基本步骤 ：首先，母亲接收并吸收婴儿在幻想中投射给她的自体、客体、情
感和未处理的感官经验中那些难以忍受的部分 ；其次，为了能够思考和理解它们，母亲必须忍受这些
投射对其精神和身体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拜昂将这一过程称为转化（transformation）；接下来，婴儿的
经验在母亲的心理上被转化，并成为她自己的思想，母亲必须逐渐将这些东西以一种被消毒和被消化
的形式返还给婴儿，同时展现出她对待婴儿的态度和方式。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拜昂把最后这个过程
称为“公布”
（publication）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解释。
拜昂指出，分析师要想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对患者的症状给出了真实的解释，关键是要看这种解释
是否描述了那些对分析师来说是明显的，而对患者而言是未注意到的现象。患者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
题，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知觉力，被自己的潜意识妄想控制，不具备识别需要加以解释的问题的能力。
分析师可以利用自己的阿尔法功能将患者投射的贝塔元素从妄想转变为单纯的妄想象征物，即能够对
之进行理智思考的东西。当然，拜昂所说的分析师的解释本质上并不是给予患者情绪体验，而是使他
能够获得一些他以前完全不能体验的东西。因此，分析师的作用主要是接受患者的贝塔元素，将它们
转换成可以理解和体验的形式。至于患者是否确实思考、体验或梦到了这些内容则超出了分析师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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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分析师主要依靠患者这样的倾向来判断。
在正常发展中，婴儿内射母亲的不同部分，同时会将母亲的容纳功能作为部分客体内射。容纳功
能的内射增加了婴儿的忍耐力，使他能够等待和忍受诸如缺少乳房这样的挫折，进而使无乳房发展为
能够被容纳功能加工的阿尔法元素。拜昂认为，精神分析治疗活动至少部分地依赖于患者被分析师容
纳的程度，有效的分析应该不仅有助于患者忍受当前的心理状态，而且还要有助于他在没有外部客体
帮助的情况下更好地忍受未来可能出现的心理状态。这样，
“容忍挫折的能力使心理发展出思考这一
手段，借助它的帮助，被人忍受的挫折本身变得更加可以忍受。”
（Bion，1962b，p. 309）反之，如果母亲
式的人物感觉迟钝，不能发挥容纳功能并实际修正婴儿或患者的焦虑，那么她就会极大地挫伤婴儿或
患者利用思考过程处理其环境的最初尝试。换句话说，当“婴儿未成熟的意识与母亲幻想之间通过投
射性认同而发生的相互作用出现崩塌”时（Bion，1962b，p. 309）
，思想和思考的正常发展就会受到长
期严重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
“因母亲的幻想能力的破坏而留下的未完成的任务就强加给了［婴儿］
未成熟的意识”
（Bion，1962b，p. 310）
，这种创伤可能会严重破坏认知发展和阿尔法功能的发展。

四、容器-内容物结构
拜昂提出的容器-内容物结构描述了具有接受性质的容器与具有渗透性的内容物之间的关系，他
用具有男性化和女性化的符号♂和♀来表示该结构。拜昂认为，容器-内容物是对应于精神分析现实
的一种抽象模式，是精神分析的元素之一。作为一种关系形式，它在个体生命之初就已经存在，它使
得情绪和思考过程的成长得以实现，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意义才实现了增殖。因此，容器-内容物就等
同于思考本身，它代表着拜昂思考理论的最高形式。
“容器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个过程。它是梦进行潜意识心理工作的能力，它的运行与前意
识似的梦思考相呼应，同时也与对思考进行更充分的意识再加工的能力相呼应。”（Ogden，2005，
p. 101）虽然上述潜意识做梦、前意识幻想和意识反思三种思考类型都具有容纳功能，但拜昂最重
视的是潜意识的梦工作。他告诫分析师不要“因心怀偏见而偏爱与睡眠时的心智状态相对的清醒
时的心智状态”。（Bion，1978，p. 134）“内容物同样不是一件静止的物品，而是一个活的过程”。
（Ogden，2005，p. 101）在健康的状态下，这个过程在连续不断地扩展和变化着。“内容物”最基本
的成分是与情感体验相关的感觉印象，即贝塔元素。虽然意识和前意识中的思想和情感有时也可
以成为内容物的一部分，但拜昂所说的内容物主要强调的是潜意识思想。在他看来，容器-内容物
概念关注的不是我们思考的东西，而是我们思考的方式，比如我们怎样去加工处理亲历的经验，以
及当我们无法对这些经验做心理工作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心理变化。
根据灌注进容器的情绪的性质，容器-内容物结构起着促进或阻碍个体成长的作用。如果进入容
器的是嫉羡（envy）
，那么它会剥夺容器-内容物的基本特性、意义和活力，这种关系是成长的对立面，
拜昂用符号 -（♂♀）来表示，与此相反他用 +（♂♀）符号表示朝向成长的关系。两者之间的主要区
别在于，后者具有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基础是忍受怀疑和挫折。-（♂♀）关系导致堕落。当
人格的精神病部分被 -（♂♀）所主导时，排斥从经验中学习的全知的超我就会取代容纳功能。拜昂
提出，
“容器”和“内容物”之间的基本关系主要有共栖、共生和寄生三种。
共栖关系（commensal relations）是一种“两个客体分享第三者而有助于三方利益的关系”。（Bion，
1970，95）第三者指的是参与者创造和分享的“分析第三体”（analytic third）（Ogden，1994）。在共栖
关系中，对话过程的情感关系成为双方都感兴趣的主要主体，情感因其提供信息的功能受到重视，参
与者努力用话语来容纳和交流情感，这样话语就可以被参与者思考和共享。语言发挥着容器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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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用来组织和解释意识和潜意识的情感体验，同时语言也作为内容物存在。精神分析关系的一个重要
部分是分享、吸收，并逐渐通过我们所说的来理解我们所说内容的意义。共栖关系的典型特征是强调
自我分析、感受、思考的意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那些没有公开分享，而被压抑或付诸行动的内容
放入对话。在精神分析过程中，要保持共栖关系，分析师必须置身于冲突之中，而不是之外。容纳功
能要完成患者冲突的情感、思想和幻想的言语转换，还要考虑分析师自己过去和当下的冲突。
共生关系（symbiotic relations）指的是“一个依靠另一个来达到彼此获益”（Bion，1970，p. 95）。
在这种关系中，容器和内容物的互动涉及通过共情来吸收和理解那些一个人觉得能发展成思想的东
西。语言通过内投和投射机制成为人际之间联结的工具，语义内容反而未得到重视。例如，一个患者
可以存储（内射）分析师的话，从恰当的说话行为产生联结和舒适感 ；个人也可以通过说话排出（投
射）情感，利用语音、语调或言语的重复等来建立有效的接触和影响。共生反映了某种自我状态，在这
种状态中，自体与客体未完全分离，自体仍然与具体的情感象征和情绪化所指（signified）相联，象征
和所指也只是部分地区分开来或融合在一起。要维持共生关系，治疗师需要分析任务，提供温暖、安
全的环境，直到患者为精神分析对话做好准备，同时分析师要积极思考和策略性地应对咨询中潜隐的
强烈情绪反应及分析师自身的反应。此外，分析师良好的共情能力对于共生交流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的。理想情况下，容器与内容物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共生的，
“为了彼此的利益而互相依赖，而且不会伤
害对方”。
（Bion，1962a，p. 91）这样，容器和内容物都会得到成长。前者的成长反映在潜意识心理工
作的能力，忍受“不定、莫测或疑虑的能力”
（Bion，1970，p. 125）增强 ；后者的成长则表现为思想和情
感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如以前似乎没有什么意义的经历，对患者来说突然有了情感意义。
在寄生关系（parasitic relations）中，
“一个依靠另一个来产生第三者，这种关系对三方都具有破坏
性”
。
（Bion，1970，p. 95）当寄生动力占优势时，容器-内容物结构代表一种敌对和破坏性的过程，两
者间的通道被严重堵塞。因为早期婴儿-母亲关系失败带来的创伤，个体或其人格的创伤部分就会将
容纳和被容纳体验为不可信赖的、痛苦的、危险的，必须加以阻挡或颠覆。沟通的目的是逃避，甚至摧
毁意义和有意义的情感交流。思考本身作为引发困扰和导致痛苦的过程受到憎恶。在病态的情况下，
容器和内容物也会彼此破坏。一方面，
“容器可能比较僵硬，会挤压内容物，致使他们无法活动，或者
甚至剥夺了它们原来的特性。另一方面，内容物也会猛烈地扩张，以至于容器被拉伸到接近或超过破
裂的临界点”
。
（Symington & Symington，1996，p. 52）寄生交流可能会挑衅式地直接表现出来，也可能
会是很微妙的，难以直接识别。面对寄生攻击，分析师需要一个容器来容纳自己被刺激产生的情感。
稳定有效的治疗框架、专业知识学习和培训、临床医生的合法权利等都可以提供这一基本功能。分析
师容忍憎恨和被憎恨的同时，保持对患者的仁慈及对互动的好奇心的能力特别重要。分析师通过保持
对破坏治疗行为的非报复性反馈，最终会消除寄生沟通，并逐渐建立起共生或共栖关系。

五、结语
拜昂“所关注的，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过一个学科所能拥有的，并且这是一种他的大部分同事都
不具备的态度”
。
（Robert & Malcolm，2003，p. 242）他为精神分析实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丰富着我
们关于如何处理分析遭遇战的思考。可以说，弗洛伊德提出了一种元心理学，将无意识作为对抗现实的
驱动力。克莱因试图了解内部客体和幻想的具体特性，认为“婴儿通过不断地运用投射、内射、分裂等机
制去控制强烈的需求、恐惧和焦虑，使自己感到安全，并建立客体关系。
”
（郭本禹，2006）拜昂的切入点
则完全不同，他在客体与对象和思想之间，个体心灵之间的交界面去寻找变化的联结，使变化成为可能。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容器理论揭示了“一个新的自然定律，一种新的组织材料方式，这种方式展现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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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秩序的新途径”
。
（Grotstein，1979，p. 110）然而，尽管“容纳”理念在当今各种形式的精神分析实践
中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和普及性，但不同学者在理解和应用“容器模型”时也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因而，
该理论仍处于深入探索之中。拜昂本人说，
“我不是对精神分析或精神病学理论或任何其他理论感兴趣 ；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所谓的‘真正的东西’：
分析实践，治疗实践、交往实践”
（Bion，2005，p.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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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n and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Container
L

Ying-jun

Abstract：Wilfred Bion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and practitioners of the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nd the primary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 in post-Klein school of thought. Inheriting the
idea of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from Klein，he substantially extended and deepened Klein’
s theory，developing
it into his own characteristic interpersonal containment theory. According to Bion，containment is not only
the earliest way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mother and infant but should be the mod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patient and psychoanalyst as well. The psychoanalyst plays a maternal role and functions as the containment，
which transfers the projective β factor from the infant（client）into the α factor.
Key words：Bion；α factor；β factor；container；the con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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