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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坐练习



如何了解并开始学习和使用SE的？

• The Meadows Trauma and Addiction Treatment Center

•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身体从未忘记》

• SE+EMDR+Neurofeedback+ IFS (Internal Family System)，

• In An Unspoken Voice, 《心理创伤疗愈之道》



一次车祸



• 我：描述想处理什么。。。

• SE治疗师M：有注意到你的手和肩膀上在发生着什么吗？

• 我：半握拳，略耸肩。

• SE治疗师M：我们稍微花些时间注意一下。

• SE治疗师M： 刚才说到哪了？然后呢？

• 我：继续说。。。

• SE治疗师M：再注意一下身上什么地方在吸引你的注意力。

• 我： 肩膀。。。



• SE治疗师M：你还记得那天出门时的状态吗？

• 我：有些着急，要去朋友家，有些要迟到了。

• SE治疗师M：去朋友家做什么？

• 我：吃饭聊天，我隔几周会找这位朋友聊聊，和他认识很久了。

• SE治疗师M：看来你和你的这位朋友还蛮要好的，挺期待去见他的。

• 我：嗯是的，就是我定了多米诺披萨，去之前要取，所以比较着急，
开车开太快了。

• SE治疗师M：嗯，想到这位朋友时，给你带来什么感受呢？

• 我： 挺期待和激动的，因为我们在计划一个事情。

• SE治疗师M：这种期待有体现在身上某个地方吗？

• 我：胸口和上半身吧。



• SE治疗师M：还记得那天早上起来的心情和状态吗？

• 我：那天是周末，我起得很晚，很放松和悠闲。

• SE治疗师M：嗯，是啊，周末有许多空闲时间。

• 我：是的，周末我喜欢在家里宅着。

• SE治疗师M：呆在家里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 我：比较舒服和自在，我也比较懒。

• SE治疗师M：看看当我们聊到在家舒服和自在的感觉时，在你身
体中是否会感觉到什么？

• SE治疗师M：感受一下双脚踩在家里地面上的感觉。



资源 Resource

•心理资源：一个让来访更平静，情绪唤起更少的体验



• SE治疗师M：车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警察什么时候来的？有经
过的车来帮忙吗？你是什么知道自己并没有受伤的？你是什么时
候知道自己终于是安全的？

• SE治疗师M：在这里待一会儿，想到这些身上的感受是怎样的？





摆荡 Pendulation: 收缩与舒展

•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本应在，舒展与收缩之间自发地流动与摆荡。

• 但创伤让人卡在收缩里。（自我麻痹、解离）

• 治疗师辅助来访者，慢慢靠近收缩，逐渐让摆荡复苏。





滴定 Titration

• 如何接触收缩，而不陷进去？

• The Black Hole of Trauma— Bessel A. van der Kolk

• 测量创伤黑洞的边缘在哪里。



生命力漩涡 vs. 创伤黑洞



帮助身体完
成未完成的
动作



学习SE的一些个人感想



像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 多重迷走神经理论, Dr. Porges’ The Poly-vagal Theory

• 交感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 

Sympathetic +Parasympathetic System  











治疗师可以不总是引导者

The two most important phrases in therapy, as in yoga, are “Notice that” 
and “What happens next?” Once you start approaching your body with 
curiosity rather than with fear, everything shifts.

与做瑜伽类似，治疗中最重要的两点是，“去觉察”和“看看接下来会
发生什么？”一旦你开始带着好奇心，而非恐惧，去靠近内在体验
时，一切便都不一样了。

——Bessel A. van der Kolk,



化零为整

We deliberately tried to collect just isolated fragments of their 
experience—particular images, sounds, and feelings—rather than the 
entire story, because that is how trauma is experienced.

我们主动地将孤立的碎片化经验收集起来，特别是那些画面、声音
和感受，而不会去抓住事情的全貌，这便是创伤体验的本质。

——Bessel A. van der Kolk



一种视角:
SIBAM



协助身体完成未完成
的动作
• 用好滴定与摆荡，让身体慢慢地去完成。



情绪与动作

• 太极拳

• 瑜伽：Trauma-Informed Yoga, Trauma-Sensitive Yoga



学习资源 Study Resource

• Peter Levine: SE

• Pat Ogden: Sensorimotor Psychotherapy

• Janina Fisher: Parts work

• Stephen Porges and Debora Dana: Polyvagal theory



Somatic Experiencing, Sensorimotor Psychotherapy 



多重迷走神经，Polyvagal Theory 



培训 Training

• SE：https://traumahealing.org

• Sensorimotor Psychotherapy：https://sensorimotorpsychotherapy.org

• Aline LaPierre, PsyD

• Diane Pooler Heller, PhD

• Deb Dana

• Woltemade Hartman Ph.D

……

https://traumahealing.org
https://sensorimotorpsychotherapy.org


学历教育 Study for a Degree

•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Integral Studies: Somatic Psychology Program

• Naropa Univeristy: Body Psych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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