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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iry tale is a metaphor for the evolution of mind. Beauty and the Beast portrays a beast suffering
from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who finds true love and recovers from a beast to a prince.
The essay discusses the origin and behaviors of his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based on the
archetype theory of Cael Gustav Jung in the tale. Finally,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healing process
hidden in the tale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how beast breaks the control of the shadow, finds his
inner anima and regains the ability of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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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故事是人类心灵进化的展示，《美女与野兽》讲述了患有自恋人格障碍的野兽，通过找到真爱的过
程，打破野兽的面具，回到了王子的本来面目。本文运用荣格的原型理论分析了野兽的自恋人格障碍在
童话中的具体表现，并阐述了野兽自恋人格障碍的起源。以及野兽如何打破阴影的控制，找到内心的阿
尼玛，重新获得爱的能力，展示出了童话中隐藏着的自恋人格障碍治愈的过程。

文章引用: 李娇娇, 李燕(2018). 《美女与野兽》中野兽人物形象的心理分析. 心理学进展, 8(7), 984-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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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女与野兽》简介
《美女与野兽》讲述了王子因自私冷酷而受到了女巫的惩罚，被女巫变成了野兽，幽禁在森林的城堡
里。女巫给王子留下了玫瑰花，如果他不能在最后一片花瓣掉落之前找到真爱，就永远无法变回王子。在
森林附近的镇子里，住着发明家莫里斯和他善良勇敢的女儿贝尔。美丽的贝尔受到了加斯顿的狂热追求，
但是她很讨厌这个傲慢又残忍的伪君子。有一天，莫里斯要去参加展览会，他答应回来带给贝尔一朵美丽
的玫瑰花做礼物。莫里斯回来的路上遭遇了狼群的围攻，不小心闯进了野兽的城堡。莫里斯离开的时候，
想摘一朵玫瑰花给女儿做礼物，但是不巧被野兽发现了，野兽十分生气，他把莫里斯关进了牢房。
贝尔不忍年迈的莫里斯受牢狱之苦，就用自己的自由做了交换。城堡中的仆人都十分激动，因为如
果贝尔和野兽相爱，魔法就会被破除。仆人们为贝尔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晚餐后，贝尔在城堡中四处散
步，好奇地走进了野兽的房间。野兽勃然大怒，咆哮着让贝尔滚出去，贝尔哭着离开了城堡。在漆黑的
森林里，狼群发现了孤身一人的贝尔，向她发起了攻击。幸好野兽及时赶到，从狼群中救出了命悬一线
的贝尔。贝尔搀扶着受伤的野兽回到了城堡，并且细心照顾他。他们原谅了彼此，一起吃饭、读书、跳
舞，过着平静的生活。
村民们得知野兽的存在后，十分害怕。加斯顿带领着愤怒的村民闯进了城堡，开枪击中了野兽。野
兽倒在了地上，痛苦地哀嚎着，正在这时，加斯顿失足从桥上摔了下去。眼看着玫瑰花的最后一片花瓣
就要掉下来了。看着奄奄一息的野兽，贝尔深情地说道：“你不要死，我爱你！”她话音未落，女巫的
诅咒奇迹般地消失了，野兽变回了英俊的王子，城堡恢复了原貌。

2. 野兽自恋人格障碍的起源——巫婆的影响
“当一个人对爱、赞赏和承认的需求以病态的形式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的时候，人们就可以把这
种现象看成是一种自恋人格障碍。”(勒尔，2003)患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会表现得缺乏同情心，丝毫不
在乎他人的感受和愿望。童话中的野兽正是这样的形象，他迫切地渴望着爱情，又拒绝一切情感体验。
对于野兽而言，他身边的仆人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为他提供服务的冷冰冰的物品。主管葛士华先生变
成了衣架，管家变成了一个古董般的挂钟，女仆和她的孩子阿奇则变成了一套茶具……
童话叙述到，在寒冷的夜晚，王子试图赶走一位丑陋的乞丐老婆婆，老婆婆十分不满，突然变成了
美丽的女巫。王子连忙乞求女巫的原谅，可惜为时已晚，她将王子变成了狰狞的野兽，只给他留下了玫
瑰花便愤然离去。这个片段可以理解为由于王子的傲慢和残忍，他失去了母亲的爱和关注。即使是最好
的母亲也会有人格的阴暗面，会对孩子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在每个人的身上，我们都能感受到人格
的光明面或阴暗面，通常人们只会关注和肯定光明的一面，而尽力去压抑和否定自己的阴暗面。母亲的
阴暗面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但人们总会避免直接指责母亲形象，而是用继母的形象来代替。在这个童话
中，则是通过巫婆来表现母亲身上不良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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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一个孩子的母亲无条件、按照孩子本身的发展去接受和爱孩子的时候，孩子才有可能拥有
无忧无虑的童年。”(勒尔，2003)为了获得母爱，王子压抑了自己的愤怒、羡慕、嫉妒等等母亲不喜欢的
情感。在这个童话中，爱的象征——玫瑰花，是野兽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当爱不能如同获得一件礼
物一样而不需要任何回报的时候，患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会想办法帮助自己，会用成绩去填补那个没有
得到爱的空白的缺口。”(勒尔，2003)完美主义者往往会认为：为了得到爱，自己必须做很多。他们认为
完美主义是一种证明自己的方法。在敏感脆弱的童年时期，母亲的冷漠和拒绝让王子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他认为只有强大和不可接近的自我才能保护自己。为了让自己不再受伤害，王子选择了逃避和伪装。狰
狞的野兽面具就是他封闭内心的外在表现，这个面具既保护他不受伤害，也阻碍了他与人亲近，让他无
法感受爱和发展爱。

3. 野兽自恋人格障碍的具体形象
3.1. 野兽形象——人格面具
荣格认为：“人格面具是人公开展示的一面，其目的在于给人一个很好的形象以便于得到社会的承
认。”(卡尔文·霍尔，弗农·诺德比，2017)这个童话中，王子公开展示的是野兽的一面，他希望通过这
个面具显现出自己的强大和不可接近。“所谓面具，就是戴在脸上以隐藏本来面目的工具。荣格以面具
这样象形的概念，表示人在现实生活中为了适应不同的情境和需要而展示的不同人格面。人的人格结构
是一个复杂变动的整体，为了适应节奏和情境，人会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因而展现出不同的人格
特征。”(向倩，2012)通常情况，城堡给人的感觉是温暖舒适的，但是这个童话中的城堡是阴森和冰冷的。
王子被变成了丑陋的野兽，独自住在冰冷的城堡中，像是被关在监狱里。这种完全被抛弃、与世隔绝的
形象给人以绝望的悲伤和孤独。王子被压抑在野兽形象下，这不是他自己本身的形象，而是他自我保护
的象征。在童年的时期，他因为自我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感到受伤，所以想要退回自己想象中的世界。
在孩童的想象世界中，自我是万能的、完美的、了不起的。自我(王子本身)由于太弱或极少得到发展，因
此无法抵抗各种形式的伤害。而野兽是一个强壮有力的形象，这个形象是他适应家庭生活的面具，也让
人们无法靠近他，从而保护自己不再受伤害。

3.2. 加斯顿形象——阴影原型
荣格对阴影的定义是：“阴影是个体不愿成为的那种东西。”(施春华，2002)他一直强调我们每个人
都有阴影，就像有阴影的地方必定会有光。“阴影是人格的消极方面，是个体想要隐藏的不愉快特征的
总和，是人性中卑劣的、无价值的和原始的方面，是个体心中的异己，是个体自己的黑暗面。”(施春华，
2002)童话中加斯顿的形象是野兽阴影原型的体现，他的性格与野兽完全相反。他是一个很受村民追捧的
形象，与城堡中孤独的野兽形成鲜明的对比。野兽引以为傲的万卷藏书在他这里一文不值，贝尔对读书
的热爱也遭到了加斯顿的蔑视。人性中善的一面，在他这里几乎不存在。童话中，莫里斯冲进小酒馆求
救，加斯顿假装要随他去救贝尔，其实是想借机威胁莫里斯把女儿嫁给他。随行的人纷纷离开后，加斯
顿立刻凶相毕露，他想娶贝尔的要求遭到莫里斯拒绝后，立刻恼羞成怒，将年迈的莫里斯打晕遗弃在了
森林里。加斯顿是野兽的阴影原型，他的暴行则是内心被病态地扭曲的体现。后来，莫里斯终于从森林
中逃了出来向村民们说出了真相，面对指控，加斯顿毫无愧疚，反而设法把这位无辜的老人关了起来。
加斯顿的性格可以概括为：阴暗、卑鄙、暴力。
“每个人都有阴影，而且它在个体的意识生活中具体表达得越少，它就越黑暗，越密集。如果一种
低劣的东西能被意识到，个体就总是有机会去改正它，它也就能遭受矫正。如果阴影被压抑，并且与意
识隔离开来，他就永远不会得到修正，从而就倾向于在潜意识的某一时刻，突然地爆发出来。”(施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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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如果阴影原型没有得到正确疏导，遇到特定的情景它就会以病态的形象呈现出来。在野兽的成长过
程中，他一直忽略和拒绝自己的阴暗面，因而阴影也没有得到矫正。

3.3. 贝尔形象——阿尼玛原型
“阿尼玛和阿尼姆斯是‘灵魂的意象’，它们都是非我，属于人的精神或灵魂。一个男性的非我可
能对应女性的某种东西，是一个男性身上优先的情绪、反应和冲动。”(勒尔，2003)对于男性而言，阿尼
玛形象是指如母亲一般温暖照顾他人的能力，也指他能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
“如果一个男性展现的仅仅是它的男性气质，他的女性气质就会始终遗留在无意识中而保持其原始
的未开化的面貌。”(卡尔文·霍尔，弗农·诺德比，2017)对于野兽而言，贝尔就是他未开化和发展的阿
尼玛形象。在这个童话中，贝尔的角色笼罩着母性的光辉。去野兽城堡之前，她和父亲莫里斯相依为命，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父亲，与镇子里的每个人都和谐相处。即使遭遇了野兽的囚禁，野兽受伤后，
她还是选择悉心照顾他，教他礼仪、舞蹈。这正是野兽所缺少的“母亲似的照料的观念和能力”。母亲
原型代表着关心、同情、抚育等充满爱和生命力的一切。贝尔是野兽精神意义上的母亲，为野兽提供一
个安全、温暖的家。正是因为野兽的内在拥有善良的阿尼玛，野兽与贝尔的相爱才能成为必然。

4. 野兽自恋人格障碍的治愈过程
4.1. 打破阴影的控制
“愤怒的镇民们推开城堡的大门，穿过桥，走进柱廊。带领这支暴徒队伍的是一个骑在黑色公马上
的男人——加斯顿……他正举着一把大枪，枪管直接对准了野兽……接着加斯顿开枪了，野兽从塔楼的
边缘掉了下去。”(美国迪士尼公司，2017)埃·诺依曼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个性化，就必须承认与阴
影相关的倾向，并且允许这些倾向得到某种程度的认识。”(埃希利·诺依曼，1998)加斯顿是野兽阴影原
型的具体表现，他前往野兽城堡就象征着野兽的阴影被感知、被承认。
童话中，加斯顿是野兽与贝尔相爱的最大障碍，这象征着阴影对野兽体验真实情感的阻挠。“患有
自恋人格障碍的人，会形成一种虚假自我的生活态度，他们认为只有当他们不是自己而去适应他人的期
望时才会被爱。”(勒尔，2003)这种虚假的生活态度也能带来一定的好处，但是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样冷酷无情的生活态度会让自己很痛苦，从而导致(心理)不健康。加斯顿所代表的阴影是一种虚假的自
我，但是这种自我从一定程度上占据了野兽的生活。加斯顿的快乐和礼貌都是假装出来的，愤怒和仇恨
是他主要的情感。野兽很难体验到他内心真实的情感，内心的仇恨和愤怒阻碍了他寻找真实的自我。
如果让加斯顿获胜的话，王子的人格又有危险了。所以童话采取了一个很极端的办法，让加斯顿失
足掉下去。“阴影使一个人的人格具有整体性和丰满性。它容纳着人的基本的和正常的本能，这些本能
使人富有活力、富有朝气、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卡尔文·霍尔，弗农·诺德比，2017)加斯顿的死亡，
象征着阴影得到了个性化，被自我的接受和容纳，和谐地组合到了他的精神中。阴影失去了对人格的控
制权，野兽变回了王子，他感受到了属于自我的生命的活力，他可以发展自己本来的形象，去体验自己
内心的情感。

4.2. 找到内心的阿尼玛
“他的愤怒和仇恨开始逐渐消失，他转过身看见贝尔正在看着他们，她的眼里充满了期望，似乎在
说她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事情，相信她会成为那个最好的自己。一瞬间，愤怒和仇恨全都烟消云散了。”
(美国迪士尼公司，2017)野兽找到了真爱，象征着他把内心的阿尼玛统一到了自我中来。这个片段可以理
解为阿尼玛对他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他想到贝尔的时候，他能确认自己与贝尔之间紧密的情感联系，他
DOI: 10.12677/ap.2018.8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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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明白爱就像一件礼物可以无条件地获得。阿尼玛积极向上的影响是野兽内心的向导，野兽曾经的困
难是他没有办法产生积极意义上的依赖，母亲的阴暗面给他造成的影响让他总是与人保持距离。现在他
终于承认和感受到了自己曾经忽略和否认的那些情感，他摘下了自己的面具。当他发自内心去爱一个人
的时候，他的自我不再需要强大的野兽形象来体现，而是通过爱来体现。阿尼玛的积极部分与人格中温
柔和善良的部分融合起来，他的人格变得更加完善，他具有了自爱和发展爱的能力，能够无条件地爱自
己和他人。
从一定程度来讲，这个童话巫婆不是一个绝对的坏母亲，玫瑰花就是她给野兽留下的希望。野兽由
于失去了母爱的庇护，他将自己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惧抽象为邪恶的巫婆形象。“巫婆悄悄地走入房间，
站在阳台上那支魔法玫瑰旁边，她摘下斗篷的兜帽，将手伸向了玻璃罩。一瞬间，那个罩子消失了，只
剩下绯红的花瓣还有一些金色的尘土。”(美国迪士尼公司，2017)这个结尾象征着不能接受他的母亲(母
亲的阴暗面)失去了对他的影响。罩子的消失意味着王子不再害怕未知的世界，他能够放心大胆地参与到
社会生活中。玫瑰花——爱的象征融入了野兽的身体，他被从痛苦的诅咒中解救了出来，恢复了王子的
形象。对于患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爱应当从自身开始。奇迹的发生，王子的苏醒，意思就是他找到了
真实的自我，他有意识地认识到自己的悲剧，他学会了自爱，并且开始承担自己的责任。
“通过使本来是无意识的东西成为被意识到的东西，一个人就可以与自己的天性保持更大的和谐。”
(卡尔文·霍尔，弗农·诺德比，2017)野兽认知到了阴影的存在，并找到了内心的阿尼玛。经历了这一切，
野兽加深了对自己的理解。他认识到他的痛苦早就开始了，他不得不成为现在这样。正如童话中所描述
的一样，那些有自恋人格障碍的人在他们的早期发展中很少体验过真正的爱，他们的障碍大同小异，即
人们无法接纳自己。童话《美女与野兽》中能看到的正是这类人。这类人应该做的是把自己从悲剧中解
放出来，通过自己的自愈力量与自身的阴影和解，摘下自己的人格面具，拥抱自己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
去接纳自我，享受爱与被爱。

致

谢
在论文完成之际，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燕的热情关怀和悉心指导。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中，

李燕老师倾注了大量的汗水和心血。从最初的论文选题、建设逻辑框架，到最终逐字逐句的修改定稿，
我都得到了李燕老师悉心的教诲和无私的帮助。她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学术素养、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使我终身受益，在此向她表示深深的感谢。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也得到了许多同学的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致以真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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