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婴互动：Beatrice Beebe的研究——视频中文字幕文本

翻译：张梅 校对：王旭

【音乐】

BEATRICE BEEBE：我们试图了解婴儿的非口头语言，它有很多组成部分。情绪，可以

是面部表情，面部情绪或声音情感。我们也研究定向。也许最重要的是注意力，这肯定是

当你关注并和宝宝玩耍时，最开始注意的地方 - 宝宝是否参与其中？

（柔和的）你好！你好！是啊！是的，那真令人兴奋！是啊！

发言者 1 :（柔和的）嗨！

【宝宝咯咯咯】

BEATRICE BEEBE: 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根源就在于母婴沟通。它创造了一条轨迹，婴儿

- 母亲，婴儿 - 父亲的沟通，这为（人际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并不意味着你不

能够改变它，也不意味着其他事情不会改变它。

这不是线性轨迹，但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形成性的发展轨迹。我认为这正是每个人都会

对此着迷的原因之一。

人类沟通（的过程）如此之快。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它是什么，我们知道

我们受到了它的影响。但它太快了，而且很多是出于意识之外，如果不通过录像回顾的优

势你根本无法回过头去真正了解它。

BEATRICE BEEBE：对我来说，微观分析是一种分析沟通的方式。这是一种计时方式，

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每一小行为的起始和偏移量。最终的目标是一个人的行为流如何影响另

一个人，反之亦然？

RACHELALTSTEIN：Beatrice的研究向我们说明了一些对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直观的事实。

这是我们无论如何都有所了解的。我想，实际上 - 人们对彼此作出反应, 且表现出来，

这很重要。而且我认为在任何关系中我们都可能感到这是真的。

但是要以她拥有的最精微的方式 - 非常微观，但同时又如此微妙，细致入微的方式表达

它。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我们是如何相互影响彼此的。这是个很简练的想法。它

是非常简练的想法。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对于父母拥有孩子，分析师治疗患者以及人们相

互对待彼此是多么的重要。

【宝宝咯咯咯】

噢噢噢

AMYMARGOLIS：正是这一为期四个月的面对面互动的录像带定义了她工作中的典型事

件，借此她可以使用微观分析方法逐秒或逐帧的观察并分析这位母亲和她的婴儿以及他们

自身的行为，或他们如何影响彼此的行为。这是一种非常出色的方法，用于理解这些在两

个人之间发生的微妙的、不可察觉的，意识之外的行为。



BEATRICE BEEBE：面部镜映 - 例如 - 每个人的脸部都朝着相同的情感方向前进，使得

增量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的微笑，越来越多的抬头，变成最美丽、最光彩、张开嘴的微

笑 我们称之为咧嘴笑 - 如果你把它放入逐帧的分析中，你会突然明白一些关于母亲和婴

儿的力量和极好的事情，他们非常非常地地相爱。

发言者 5：好吗？

【婴儿低吟】

是的，我们抓住你了

BEATRICE BEEBE：什么是微观分析？它最初是一种识别活动、编码活动的方法 - 也就

是说，张嘴的程度是多少 - 一，二，三，四？什么程度的微笑？一，二，三吗？

头部朝向的程度是多少？在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运动的类型和运动的时间是什么？

所以你正在寻找变化，你停止播放，并且问，时间是怎么样的？变化，变化，变化。现在，

你想要变化的精细程度，对吧？

你知道每秒有 30帧 - 很多数字视频每秒有 30帧，而其他的一些数字视频每秒有 60帧 --

【宝宝咯咯咯】

发言者 6：哦

BEATRICE BEEBE：在一秒钟内，脸部可能会发生很多很多很多次变化。

【咀嚼的声音】

这些事情可能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难以想象。

【哔哔】

你可以开始和他玩耍，就当我不在场。

发言者 1：好的。

BEATRICE BEEBE：你玩上 10分钟。

那么实验室的设置是什么？墙上有两个摄像头。一个拍摄母亲的脸，一个拍摄婴儿的脸。

它将生成一个分屏视图。你会看到母亲和婴儿并排显示，但你必须记住，他们真的是面对

面的。

我们研究 2分半钟不间断的面对面的玩耍的录像。给母亲的指示是和你的宝宝像在家里一

样玩耍。只有一点请注意，不要有玩具。

当陪伴我们的人看别处时，我们都有不同的反应。

发言者 7: 嗯？



【宝宝低吟】

你什么时候亲亲我？

【亲亲】

【宝宝咯咯叫】

【亲亲】

BEATRICE BEEBE：如果宝宝正在寻找、并且回应和玩耍，那对母亲来说会更有趣。

【打喷嚏声】

【宝宝打喷嚏】

发言者 7：祝你健康！祝你健康！

BEATRICE BEEBE：所以，当宝宝看向别处时，母亲的感觉如何？

【歌声】

这实际上取决于她自己的历史，她自己的安全感以及她自己的养育过程 - 所有这些都在

觉察之外。如果她对自己的历史感到非常安全，那么当她的宝宝看向别处时，她也会觉得

非常安全，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而且她知道她的宝贝会回来。

BEATRICE BEEBE：所以这个理念是首先看你和宝宝，并告诉我你认为感受到了什么，

以及你认为宝宝的感受是怎样的。宝宝如何影响你，你是如何影响宝宝的？然后我们会看

着我和宝宝。而且我会告诉你我的想法我的感受，以及我认为宝宝的感受 - 我如何影响

宝宝 -

AMYMARGOLIS：我们从 Beatrice的工作中得知的是，宝宝四月大的数据能预测了一年

的依恋。当她分析了四个月大的数据中的所有模态 - 面部情感，语音情感，头部朝向，

凝视，自我触摸，母亲触摸 - 在所有这些模态中，她可以将四个月大的 2分半钟录像编

码，这将预测一年的依恋模式。

【宝宝低吟】

发言者 2：（唱歌）嗨，嗨。

BEATRICE BEEBE：在大多数研究中，母亲的视线在 85％到 95％至 97％的时间内会在婴

儿身上。因此，母亲是一个不断注视着的陪伴者。而婴儿是发起和停止联结的人。

婴儿的视线离开是婴儿调节唤起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凝视的唤起作用明显。在宝

宝看向别处前，他的心率已经上升了。一旦他看向别处，他的心率就会回落到基线。

BEATRICE BEEBE：所以看别处是婴儿需要做的事情，并且对婴儿自身的社交功能具有

重要作用。

【宝宝低吟】

发言者 2：你想要我的手挪开？噢

【宝宝咯咯叫】



你还好吗。

AMYMARGOLIS：在 4个月时，这个 2分半钟的面对面录像就可以预测一年的依恋关系，

说明了这种方法是多么的强大，以及对此加以研究的重要性，对吗？因为即使从四个月起，

如果可以对母亲有些干预并学习到，嗯，你的宝宝是会把目光移开的。而当宝宝看别处时，

你不必感到沮丧。这对于母亲来说可能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信息。

BEATRICE BEEBE：他有什么感受？

发言者 2：嗯，他不确定。

BEATRICE BEEBE：是啊。是的，试探性地转过身去。

发言者 2：他不确定。

BEATRICE BEEBE：是啊，他在那里做什么。

发言者 2：他想出来。

BEATRICE BEEBE：是啊，拱起来。

发言者 2：他想出来。

BEATRICE BEEBE：是啊，是啊。

发言者 2：尽快马上。

BEATRICE BEEBE：是啊。

发言者 2：他双手伸向他。

BEATRICE BEEBE：嗯-嗯

所以由于母亲不那么安全，并且甚至把婴儿移开视线体验为一种微抛弃或婴儿不想要她或

不喜欢她的微时刻，她可能会追寻婴儿。所以她可能会叫宝宝，她可能拉宝宝的手，她可

能会追逐宝宝。追逐是我们使用的词汇，当婴儿移开他的头 – 这样，我来当婴儿，好吗？

当婴儿移开头时，母亲的头部和身体朝着婴儿移动的方向移动。

这是一种伪同步。这不是真正的同步。因为当宝宝移开时，母亲越追反而越远。

然后你会看到这样的时刻，婴儿会在这里低下头，不再看她，回到这，她会再从另一边追

逐婴儿，并再次把婴儿推走。所以追逐的问题是它会把宝宝推开。它会干扰宝宝的唤起调

节。

因此，母亲的呼唤，拉扯，追逐的次数越多 - 有时候他们会试图强行将婴儿的头部转回

来看她们，因为她们真的可能感觉绝望，真的，绝望地想让婴儿回来。而且他们觉得宝宝

可能不会回来，除非她们迫使宝宝回来。然后，她们追逐的越多，婴儿就越被被唤起，婴

儿调节他的唤起水平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婴儿回来之前的时间就越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适得其反的循环。母亲在那一刻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反直觉，但她需要坐

下来等待。如果她可以等待，放松和呼吸，并相信她的宝宝会回来，那么她的宝宝就会回

来。



发言者 1：原来你在这儿！对! 你在这儿！哦哦哦。嗨！

我知道你真的想坐起来。你真的想这样做。你真的想坐！你真的想坐！你就要坐起来啦！

我知道，诺亚万岁！诺亚万岁！

【与宝宝呼吸】

BEATRICE BEEBE：我希望展示一对在第一年末尾是安全型的配对的注视和看向别处的

片段。

发言者 1：那是什么？

【婴儿咯咯叫】

BEATRICE BEEBE：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时刻，热情洋溢的时刻。这是另一个时刻，你

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可爱，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是多么亲密。但现在我要给你展示一个他

们曾经有点挣扎的片段。

你将要看到的是母亲逼近婴儿脸部的瞬间。那么，什么是逼近？逼近是我们用来描述当母

亲从垂直方向移动到正前方，直接逼近婴儿脸部时的一个词。

你将从这幅画面和旁边画面中看出母亲的逼近。从这里到这里。当她在她的画面中移近时，

看看宝宝的脚张开了。如果你看着婴儿的这幅画面，你会看到婴儿的手挡了出去，他的头

向上，双脚蹬出去，嘴巴收紧一点。所以你感觉宝宝有点紧张。

然后在这里，母亲眉毛抬起给婴儿一个美丽的笑容。[呼呼声]再一次，你可以看到宝宝的

反应。他仍然看着她，他带着非常好的感兴趣的面容，但看起来他有点要从椅子上掉下来

了。他就像，有点过度唤起了。像这样，一切都有点不稳定。

然后他看向别处。他闭上了眼睛。他把头转回到相对的位置。

但他闭上了眼睛 - 看到了吗？双手举起，有点像保护手势。而那一刻的妈妈就闭上了嘴，

也许感觉到宝宝需要调节下来。

然后宝宝确实调节下来了。把头低下来，把那个姿势举起来。真的有点切断了，就像一个

真正的“让我冷静下来”。母亲逐渐地 – 随着婴儿在每一个微小的时刻逐渐调低，她也慢

慢收起了她的大大的笑容。

然后宝宝稍微抬起头。他还没开始看。并注意妈妈如何向后移动了一点。她有点直觉感觉，

也许她应该稍微向后退一步。而且，如果你注意到，她的笑容也减少了一点。



在这里，婴儿将他的整个身体移回。而且妈妈冷静下来。然后他看着她了，就在这里。双

手放下了，他开始看了。

他回来了，就在这里。他回来了。他重新有了目光接触。

妈妈实际上在等待。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你看到她待在那里不动了么？这真是太棒

了，真的，因为她正等着看看会发生什么，她在这给了宝宝一点空间。

然后他们俩一起微笑。我喜欢这一刻，因为他们在完全相同的时刻闪亮了起来。她的眉毛

扬起来，妈妈又大大地微笑了起来。宝宝张着嘴巴笑容满面。

然后她开始调情。看看那种可爱的[呼呼声]那种逗弄的姿态。[呼呼声]他的头部运动跟她

的完全一样。和她的一模一样。这几乎就像他们都在调情。这是一个可爱的时刻。

然后她又逼近了。这次宝宝容忍了。宝宝没有离开。他保持着目光接触 - 他应对了下来。

然后他们的头又一起回去，他们一起微笑，他们又来了。这就是修复。

这里真正非常特别的是她如何与他调情，以及他如何调情回来，并以此开始修复过程。所

以他们有这个调情的时刻，她就像这样，而他有了些转变以和妈妈相匹配。然后他逐渐回

来，重新获得活泼，然后进入这个真正美丽的笑容中，他们相聚在一起。他们在同一时刻

完成这项工作。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一个有一点不匹配的时刻，他们两个一起修复，对吧？因为

不只是母亲进行修复。宝宝需要多少接受调情的那一时刻，然后逐渐回到她那里，他做到

了。

那么现在我们回到同一对母亲和婴儿。这又是一个干扰和修复，逼近以及如何修复它的故

事。但我之所以喜欢这个片段是因为这次的修复更加彻底。

我们开始的地方是，母亲已经逼近了（婴儿的视野画面）。而且婴儿的手已经有了一点点

举起来。下一帧显示你从这里到这里，从这里到这里，这些已经告诉你，她已经逼近了，

她变得更积极，所以她正在增加刺激。

宝宝抗拒了一点，把手从这里拉到这里。他有点说，嗯，不，这不行。然后他实际上转身

离开并将他的手放得更高，所以他这样做，你知道，这真的非常强力。一般来说，我把它

解释为，不要碰我 - 那种感觉。这就像是一种真正拒绝她的状态。

那一刻她如何回应？她向后退了一步。她感觉到了什么 - 她向后移动。她从那个非常大，

扬起眉毛的笑容中淡出 - 看着她的眉毛降下来。



然后他偷看了一眼。在这里，他就像那样“做”。他偷看了一眼。

与此同时，她又回来了。再次，眉毛有点下降。因此，通过这些小动作，婴儿感觉到她感

觉到了自己的状态。

这就是他如何感受到它。他感觉到她调节了下来。即使那调整很小，他也会感知到。

他偷看得更多，抬起手臂看到更多，她仍然向后移动。她向后移动更多，而且她的面容逐

渐归于感性去的状态，，从更高的、更刺激性的主动状态淡化下来。因此，她自己的唤起

水平和她的面容正在下降，节制下来。

现在，他重新朝向了妈妈。但他还在防卫 - 仍然把手臂举在那里，就像嗯嗯，我不太确

定。在那里，你真的可以看到嘴巴充满紧张感，宝宝还不开心。现在你看看妈妈这里的调

整，她继续往后退，她更加冷静一点。所以她继续逐渐调整到他感到的麻烦当中。

然后他放下手臂，但他看向一边。他实际上并没有看着她。然后她继续后退。她仍然直觉

地感到宝宝需要更多的空间。

然后宝宝开始看了。看看他如何转移视线？这很微妙 - 他真的把目光从这里转移到了这

里。你必须看着眼睛，“躲猫猫”。

她（目光）进来了。当他回头看她时，她（目光）进来了。就像她使用它作为许可，提示，

说哦，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

然后他告诉她，他很高兴。这很有趣 - 他笑得很开心，他很兴奋，但他仍然介意那件事

情，这是一种混合的信息，对吧？我真的很开心，但我还在介意那件事。

所以，你看，她也能感受到一些东西，因为她没有露出灿烂的笑容。她只给了一个“哦”。
因此，她也看出这不是一个彻底的修复，所以没有彻底的笑容。他没有完全回来。

因此，从这帧画面到下一帧画面是有趣的，因为婴儿向下调节。实际上，他往下看。双臂

向下移动，但他往下看。

妈妈笑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准备好了。他还在一点点下调。

然后他回头看着她，他没有露出一个完整的笑容 - 他有一丝微笑 - 但你可以从他的胳膊

和腿上看到，他很兴奋。所以这里真的有某种兴奋时刻。她被点亮了。



然后[笑]这部分真的很有趣，因为它们有点匹配 - 他们玩味表情，并且他们的表情彼此匹

配。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对吧？这里他们都一起张开嘴。

看到了吗？ [砸吧嘴的声音]两个人一起张嘴。然后，他们又都以真正匹配的表情一起闭

上了嘴。他们有点像在用他们的脸玩耍。

然后他们都有了适度的笑容。所以，他们再次处于非常相似的状态。婴儿的手臂上升了，

所以你觉得他越来越好，他感觉好多了，他回来了。

然后他有更多微笑，更多微笑，手舞足蹈。她也笑得更开心。所以她感觉到了。她没有移

进或移出，但她笑起来，真的感觉到他要回来了。这对宝宝来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笑容。

然后婴儿抬起头，嘴巴张开，“妈哇”，这是一种兴奋 - “妈哇”。这不是一个微笑，但它是

一种不同的兴奋。“妈哇”。

她喜欢这个。她笑了。然后他歪着脑袋。哇噢。她也笑了一下。哇噢。

然后他重新向下调整。又一次调低，它不一定一定会有。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已经挣扎了

一段时间，你就会明白。他调低了下来，他向下降低了一些。

她感觉到了。她通过改变了表情显示出她注意到了这一点。当他向下调节时，妈妈挪进了

一点点。

然后他说，哇，对吧？他走了，呜！他一下子伸出双臂，伸出双腿，说，你知道，这很棒。

然后从那里回来一点。他的唤起有点下降了。他拉起双臂和双腿。他的嘴闭上了一点。

妈妈脸上有点意外。但她继续玩耍，她喜欢它。他向下调节。

然后他说，哇！哇！我喜欢它。这很棒。那是最后的修复时刻。

每个人有时会处在稍微超过或稍微低于最佳状态的时刻。真正重要的是这个配对修复关系

的能力。

BEATRICE BEEBE：我们有什么反馈吗？

发言者 1：我们做了一点点。我们有一次。

BEATRICE BEEBE：你还记得那是什么吗？

发言者 1：是的，我认为你告诉我的是让我跟着他的声音节奏 - 你说的那样。



我记得在那里。我记得作为一个新妈妈。我记得我太爱我的小宝贝了。

我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获得有关我如何变得更好的信息的机会- 听到我做得好的部分，

听到我做得不好的部分，成为我能做到的最好的妈妈。这是我们没有被训练过的- 你就是

生下这个小宝宝，然后别人希望你成为一名母亲。

【哦哦啊啊】

我带着四个月的诺亚来看 Beatrice，然后在 12个月后再回来。然后在我有了安德鲁之后，

我在他四个月后再次回来，然后在他 12个月后又一次回来。所以我来了她的实验室四次。

作为父母，孩子可以自我调节可能是我能想象到的最重要的生活技能。

BEATRICE BEEBE：你的节奏非常适合他，因为你可以感觉到他处于不快乐的边缘，对

吧？因为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这些小小的鬼脸。

发言者 1：是的。在那些他们看别处的时刻，或者他们往下看，就好像说，我能做些什么

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就想解决它。

BEATRICE BEEBE：我们回去吧。

发言者 1：我认为只要有信心，他当然会回来 - 他需要我。我现在就是他的全部。他会

回到我身边。

BEATRICE BEEBE：再一次，我认为你在录像里所做的一件美妙的事情就是确保你在初

始部分没有过度刺激他，当他处于（情绪的）边缘状态。渐渐地，当他变得平静时，他能

够更多地露面并且更善于交际。

发言者 1：是的。

BEATRICE BEEBE：但在此期间你非常小心没有过度刺激他。

发言者 1: 嗯嗯

发言者 8:妈

发言者 1：妈

发言者 8: 妈

发言者 1: 妈

发言者 8:妈

发言者 1：我觉得 Beatrice和我在一起时，她允许我让儿子表现出快乐以外的情感。如果

他有一个时刻感到伤心，这是正常的。（成年人）你也会难过，有时对吧？

他一直很开心是正常的吗？逗乐他不是你的工作。倾听他才是你的工作，所以他知道有人

在倾听。

BEATRICE BEEBE：这是你和第二个孩子的第二次访问。

发言者 1: 是的

BEATRICE BEEBE:安德鲁

SPEAKER 1: 是的

BEATRICE BEEBE: 他 16个月。

发言者 1：是的，自从我和诺亚来已经快四年了。

BEATRICE BEEBE：哇。四年。



发言者 1：我在心里听到了 Beatrice说，没关系，和他呆在一起。他在哪就在哪加入他，

并允许他伤心。让他知道你明白他很伤心，他的感情是真实的，而且没关系。

AMYMARGOLIS：当你的宝宝看向别处时，没关系。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在生理上需

要看别处并调节他们的心跳。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你。

【音乐声】

你知道，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我们能够从容应对 – 你有一个宝宝，宝宝看向别处

时，它不会令我们感到不安。但对许多母亲来说，这是令人不安的。直到有人可以教她们，

给她们看，瞧，你的宝宝看向别处，看看你脸上发生了什么 – 你觉得你当时感觉怎么样？

这就是 Beatrice可以帮助这些母亲观察到的部分。然后，我们可以进行有效的干预，我们

从她的研究中所了解到这些让我们可以做出有效的干预，产生非常持久的影响。

【歌声】

RACHELALTSTEIN：很奇妙的是情况出了问题，情况又变得更好了，对吧？所以我认为

这可能会让那些感到受指责或审查的妈妈们不再那么刺痛。

【婴儿哭】

了解到母亲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包括恼怒，是令人安心的，对吧？这是健康和必要的。

发言者 1：我认为 Beatrice有独特的能力给人们信心。而且她似乎有（让人让事情）在一

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放慢速度的方法。

BEATRICE BEEBE：微观分析最擅长的是捕捉瞬间。我认为人们之所以对微观分析非常

感兴趣，是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解开我们直观感受的体验和互动。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

情境中）退后进而能够思考（母婴互动关系）的方法。它使得人们更加鲜活，使得人们更

有人情味，它将人们带入（那个关系的）瞬间。

【音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