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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确立为哲学使命后，人类对“自我”探索的序幕自此揭开。自
我是科学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我观”则是影响自我的更为本质的存在。文化心理学指出，文化
与人的心理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由此，文化在自我研究中的重要性被提到了首位。对自我的科学研究
源于西方心理学，但其理论忽略了人的文化心理，也没有真正进入到自我观的研究中。自我观受制于个
体所处的文化圈的意义解释系统，是个体长期在社会文化模式的影响下，内化文化价值观后的一连串的
系统观念自我，它指导个体有关自我的各种信念、价值、理想与知识的想法与行为，从而影响个体生活
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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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Socrates, an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established “knowing yourself” as his philosophical
mission, the prelude to human exploration of “self” was unveiled. Self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the research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and “self-view” is a more essential existence that infl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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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Cultural psychology points out that culture and human psychology construct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self-study is mentioned first. Scientific research on self originates from western psychology, but its theory ignores people’s cultural psychology, and does not really enter into the study of self-view. Self-view is subject to the meaning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the culture circle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is located. It is a series of systematic self-concept after internalizing cultural valu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models for a long time. It guides the individual’s various beliefs, values, ideals and knowledge, and
thus affects all aspects of individu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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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的心理包括生理机能、心理机能和文化心理三部分，生理机能以及由此而发展的心理机能，是
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低级心理机能。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如意识、思维、想象、语言等，则是文化建构
而形成的文化心理，是人所特有的心理内容。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的心理之所以会产生差异，正是
由于不同文化建构出来的文化心理的不同，就如前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Vygotsky, 1978)所说：高级
心理过程首先发生于社会的世界，就此而言，文化不是个体心理的衍生物，相反，个体心理是文化“发
明”和建构出来的。
自我是现代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自我观”是自我心理学研究的新主题，是某一特定文化传统
中特有的根深蒂固的自我观念(idea of the self)。简单地说，自我观是由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与信仰理想等观
念组织而成，指的是各个文化或社会团体之成员所特有的对“自我”的看法，其与团体所生活的历史、
文化、社会脉络息息相关，主要包含了一整套与自我有关的、统整的想法或信念，及与自我相关的行为
实践(陆洛，2007)。自我不是自我观，自我的重要维度如自我概念、自我体验及自我行为皆受自我观制约。
社会文化与人的心理相互影响，在某一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生活的个体，为了更好地适应该文化环境，会
自觉或不自觉地习得该文化体系下的价值观及其思维和行动模式，建构起符合该文化体系的自我观，并
以此去理解和评判其他文化。因此，对自我的了解必须深入其背后的自我观，而对自我观的了解则应该
基于特定、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深入探讨自我观与文化的关系，这将有助于完善当前西方心理学的自
我研究，揭示文化对自我观的影响及自我观对的重要作用，并促进多元文化群体的理解和交流，适应文
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 国内外自我观研究述评
2.1. 国外自我观研究述评
“自我”起初源于哲学家讨论的主题，也曾引起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自 1890 年美国心理学家之父
詹姆斯首次提出自我的概念及结构理论之后，心理学各学派代表人物先后展开了对自我的有关研究和论
述。西方心理学的自我研究历经 100 多年的历史，总体而言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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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化主题直至 20 世纪末被纳入自我研究的范畴。早期的自我研究几乎陷入文化真空，自我是局
限在个体内部的与外在文化隔绝的孤立自我。随着自我研究的深入实践，自我与文化的关联逐渐被重视。
文化对个体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影响个体自我概念的形成、结构、功能，继而对人的认知、情绪、动
机及行为等产生影响，文化心理差异的实质源于文化差异。文化塑造个体的人格，这种塑造作用的实质
是个体接受文化影响的程度，塑造作用在个体人格形成的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马前锋，孔克勤，
2007)。自我并非“取决于个体内部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随着生理机能的成熟而发展，而是在外在
文化的影响下内化形成的高级文化心理，它随着外在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
第二，西方心理学对自我的研究以自我结构和自我历程为主，没有进入到本质的自我观层面研究。
从詹姆斯的自我结构，到后续研究者有关自我结构的进一步探讨，研究的都是自我发展历程。
20 世纪末，马库斯跳出了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范式，提出自我建构论，将文化纳入自我研究的主题，
强调社会文化与自我的联系。然而这种联系仍无法动态地概括文化与自我的关系。直至“独立我”与“互
依我”的出现，文化对自我的影响得到关注，此即“自我观”的雏形。但后续的研究者并没有进一步深
入自我的本质，自我观的研究至此进入停滞阶段。
自我结构与自我发展历程研究的是个体内在的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它们是文化心理得以建构形成
的“先天条件”。自我观是个体在不同文化圈中建构起来的人类特有的高级文化心理，这种文化心理一
方面通过外在文化教化的方式，对已知世界进行有意识的文化建构，使伦理、道德等高级的集体文化心
理内化为个体自我观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通过文化的无意识濡化模式习染而成，强调语言、风俗、集
体意识和宗教信仰等无意识的集体文化心理对个体自我观的影响，帮助个体适应自然与文化环境。研究
自我观，对了解人的自我心理、预测人的行为具有独特的贡献。
第三，西方心理学的自我研究基于客位研究方法，以“客我研究”为主。詹姆斯对自我的主客二分
后，认为主我是无法被研究与认识的，只能对客我进行研究，后续的研究者多在此框架下研究自我。多
年来心理学研究者将“自我概念”作为“知觉对象”即客我的主要研究主题(杨国枢，陆洛，2009)。
心理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非完全客观、实在的无文化存在物。生活在不
同文化规范下的人所具有的心理与行为特征深深地根植于该文化圈中的文化传统之中，把握和理解现实生
活中真实的人的心理，需要从文化、历史、社会、生态、整体和意义的维度进行经验研究。文化心理学重
视个体的文化心理与行为的真实性、意义性和运行内容，开辟了一条独特而合理探究自我观的道路。
第四，西方心理学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采用来自西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的、富裕的和民主
的国家的被试为研究对象(Henrich et al., 2010)，其有关自我的观点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只关注个体内在的
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对自我的影响，忽略了人的高级心理活动是源于外部的文化心理。
人的心理至少包含自然机制和文化机制两种性质不同的机制：前者主要包括心理的生理机制和心理
的认知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等内容，通过生物进化形成，不同文化圈中的人的心理多具有相似的自然机制；
后者主要包括人的社会心理机制(如自我观)和审美心理机制等内容，主要通过文化的濡化而形成，具有较
大差异性，不同文化建构不同的文化心理机制。西方心理学领域也出现过“关系性自我”(Cross & Morris,
2003)和“关系我”(Andersen & Chen, 2002)等概念，但这些概念立足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背景，研究对
象基本上为美国的白人。因此，西方心理学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影响下所描述的“自我”对全人类的自
我而言不具有普适性，比如它与中国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建构的自我观及形成的自我具有不同的特点。
许烺光(Hsu, 1985)认为，西方人常用的表述人的特殊属性的“人格”(personality)一词不能贴切地表达中
国人概念中对“人”的解释。西方心理学实质上研究的西方白人的西方本土心理学而非全人类心理学，
其研究发现并不具备普适性。从文化心理的层面找寻意识与行为的差异，是对西方心理学研究的一种重
要的补充，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人类的意识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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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自我观研究述评
我国有关自我的研究大概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但国内大多数研究以西方心理学有关自我理论和实
证研究的范式为主，是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科学主义范式下自我研究的套用和跟随。自马库斯
有关“独立我”与“互依我”概念的提出，自我观有了雏形，同时有关自我研究的本土化问题遂成为诸
多学者关注与突破的方向。
在自我研究的本土化呼吁中，我国学者对于华人的自我结构理论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主要
以台湾杨国枢的华人自我四元论和香港杨中芳(2009)的多层次道德自我理论为主要代表。此外，华人自我
结构理论的神经生理学机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北京大学朱滢团队首次对中西方自我结构提供了神经科
学的证据。研究表明，中国人的内侧前额叶既表征自我又表征母亲，而西方人的内侧前额叶只表征自我，
不表征母亲。研究还表明，不仅大脑调控自我这样复杂的社会认知过程，而且文化还影响着大脑的功能
组织(朱滢，2007)。
以上研究让我们看到，本土心理学研究中，文化与自我关系得到了高度重视，这源于跨文化心理学
和文化心理学的重要影响。除以上自我研究的主要代表理论和科学研究外，我国还出现了其他有影响力
的自我研究理论，如文化会聚自我/混融自我理论和折衷自我理论等。
目前国内有关自我的研究百花齐放，在国外自我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第一，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在自我研究中的影响加大，使得自我研究不再仅是针对个体内部
进行，开始突显文化、情境、语言等要素在自我研究中的重要性，尝试脱离自我的本质主义范畴。
第二，华人开始注意到，自我观受到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圈中的个体的自我观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西方自我心理学研究取向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密切相关，不可照搬至不同国家，自我研究应基于本土
文化下进行研究方可彰显其价值和意义。
中国儒家文化建构的自我观，强调适应所处的家国文化情境。受此影响下的“我”不仅包括自己，
也包括自己在家庭与家族中的角色、身份的意识和家庭、家族中的其他成员的角色、身份的意识。马塞
勒(Marsella, 1988)等人通过对生活于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个体自我观的研究发现，不同文化中的个
体对社会环境与人际关系的重视程度不同，使得个体对自我结构的认识产生差异。而且，不同文化圈中
的个体对内在自我与社会自我、经验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关系认识也有差异。以语言符号象征为基础
的社会文化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自我观是在文化迁移中不断丰富其内容的，个体总是依照其所处的文
化圈的规范化的符号来塑造自我观。在与文化圈中的有意义他人的互动中，个体理解其自身所处的文化
内容进而有选择性地进行内化，从而形成有差异的自我观。
第三，研究表明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人的独立我有差异，多围绕“互依我”展开研究，且互依我包
含了它复杂的成分、内涵和运作过程。本土心理学自我研究的前提，应是通过对文化本身的深入研究，
进而探索文化对自我的影响过程，而这正是目前有关自我研究的空白，而“自我观”的研究正弥补了这
一空白。
第四，未能摆脱西方主流心理学的主客对立研究范式，以“客我”研究居多，基本上都没有进入到
本质的“自我观”层面。

3. 不同于“自我”的“自我观”
根据以上国内外有关自我观的研究述评，我们了解到“自我”不是“自我观”，“自我观”不同于
“自我”。自我是人格的核心，自我观则是影响自我的更为本质的存在，它与个体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自我观是由个体对自己的身份与角色的观念构成的，而个体对自己的身份与角色的观念是在其所处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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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响下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自我观受文化影响而不断变化和重塑，个体自身所处的
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其与周围他者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对自我观的形成和动态发展过程具有重要影响。
自我观与文化的互动是一个连续性的整体，当文化发生变动时，自我观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新的
自我观的建构是为了适应文化的变动。不同的文化中建构起来的自我观存在差异，通过对自我观的研究，
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
其出版的《文化模式》一书中强调“文化”与个人人格心理特征密切相关，“文化是人格在典章上的扩
大”。美国人类学家博阿兹在《文化模式》的序言中提出：“个人在文化中生存，文化是个人在其中生
存。”在不同的文化中，自我观存在着差异。自我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与个体所处的环境中有意义的他人、
物质和对象、观念、信仰和价值等方面的内容互动的结果(庄孔韶，2015)。可见，自我观是一个在个体与
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建构和发展的动态概念。
目前的自我研究中关注最多的“自我概念”是较为表层的有关自我的知识，在后现代心理学、社会
建构论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影响下，自我的研究走出了传统心理学的个体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范式，更
接近本质的自我。台湾心理学者陆洛(陆洛，2007)认为，自我观是文化价值观内化的自我体系，是文化特
有的自我观念。自我观是超越了任何个体的琐碎细致的自我知识，环绕着文化最核心的价值与理想组织
而成，是“作为一个人”的最抽象但也最为统整的建构，具有更广泛、更高层次的意涵。陆洛构建了“个
人取向/社会取向”的“双元文化自我观”，并在自我调节方面发展了“折衷自我”的理论(陆洛，2003)。
但“折衷自我”体现的这种动态性和整合性，并不能深层次解释自我观的运作，需要进一步对自我观的
文化内涵做深入研究。
彭彦琴，杨宪敏(2009)认为，西方心理学将自我视为精神发展的核心，以自我为立足点来研究自我，
中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倡导对自我的超越，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不仅表现为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独立自
我/依赖自我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惟我”与“无我”的差异。这种中西方自我观的差异，是自我意识动
态发展的不同轨迹，而对于“自我观”是什么，并无明确清晰的阐述。
有关自我观的内涵，除陆洛外，其他学者并没有关注或进行解释。陆洛对自我观的解释接近本质的
自我：首先，自我观是一种抽象且统整的建构，是与文化核心价值有关的“作为一个人”的建构；其次，
自我观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文化价值观内化的自我体系；最后，自我观是超越于自我之上的指导体系。
他把自我观看成是对“自我”本身的想法、信念及行为，超越了个体琐碎细致的自我知识，且这种指导
体系在“调节各项心理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并没有进一步阐述，
并且不能揭示文化与自我观的动态关系。
总之，自我观是个体的文化心理建构，是其文化内化形成的系统的观念自我，这种系统的观念自我
有一种的巨大的主导性力量，它主导个体有关自我的各种信念、价值、理想与知识的想法与行为，从而
影响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先，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文化是一个个个体组成的社会所构建，没有个体所参与的文化，个体
不可能去接近他的潜在的那些东西，文明的任何成分归根结底都是个体的贡献(露丝·本尼迪克特，2009)。
文化本身蕴含着个体主动性和能动性的结果，而个体的主动性与能动性贯穿于个体创造文化和文化再次
影响个体本身的过程。由于个体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同一文化环境下对个体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然
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是巨大的，即使个体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在同一个群体中仍呈现出集体的
行为范式和统一观念。因此，人的自我与文化的动态关系得以展现。
其次，文化心理学将人的文化心理作为一个整体，强调人的文化心理是不同文化建构的结果。人的
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是文化加工心理内容的内在“模板”，而文化是进行加工的外在“素材”，文化与
生理机能、心理机能的结合形成人的心理内容。因此，离开了历史、地域、语言、价值、伦理、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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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因素，自我观将失去建构的基础。个体的生理机能与心理机能是与生俱来的，具有普同性，而
在不同文化中建构的文化心理具有特殊性，正是由于文化心理，使得不同文化圈中的个体的自我观有所
区别，从而形成不同的意识与行为。
从以上对于“自我观”概念的解释，“自我”与“自我观”的差异昭然若揭。西方心理学研究的“自
我”，是“客我”的各种面相，“自我观”主要是我国学者提出的概念，是自我的本质，是文化建构的
产物，是自我存在的核心指导体系；自我是基于西方文化下以个体为主体的分析式研究，而自我观是跨
文化视野下，文化心理学衍生的整体式的本质自我的概念；自我观可以指导自我，自我是自我观的内容
与表现。
区分自我与自我观，对自我观的研究具有根本性意义。成熟的自我观可以有效指导协调人的自我及
言行，反之，人的自我和言行将失去内在的指导，迷惑于外部的刺激而无法有效抉择，久而久之会产生
各种自我的问题，包括心理健康的问题。每个人自我观的发展与成熟，主要与其所处文化环境有关。根
据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外在的文化环境通过其文化模式作用于个体后建立个人的自我观。文化模式是客
观的文化心理结构，文化模式是通过无意识与意识的方式内化为个人的自我观，从而支配与指导自我及
其心理与行为。

4. “自我观”研究展望
“自我观”概念与理论的提出，旨在呼吁学者超越表面的自我，关注更本质的自我。自我观具有动
态性，是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对人真正起着指导作用、深刻影响的观念体系和精神力量。然而，
有关自我观的研究仍处于酝酿和起步阶段，以下研究方向有待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
第一，需要进一步明确自我观的内涵，充实自我观的内容、结构和功能。在陆洛的自我观概念架构
中，包含个人取向自我观和社会取向自我观，且这两套自我观的内涵包含“本体性和结构性”和“功能
性与运作性”两个内涵。“本体性和结构性”响应的是自我作为哲学本体的实在及自我在构成成分上的
特性，“功能性与运作性”是自我作为心理系统的运作及自我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主要功能。陆洛的
自我观的内涵以及架构，有待后续学者进一步探讨和证实。
第二，自我观应基于文化心理的基础进行研究。不同地域文化下生活着的人具有不同自我观，因此
研究不同文化心理中的自我观将成为后续自我观的进一步研究方向。目前大多数学者专注于研究中西方
文化对立下的自我及其自我观，有关的研究着重在于不同文化下的自我或自我观差异，然而，笼统将西
方文化称为个人主义文化，东方文化称为集体主义文化，此种对于文化的简化概括显然忽略了文化本身
所具有的丰富内容。其实，我们的研究对象也要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文化，文化的差异不只是体现在中
西方文化的不同，即使中国不同地区也存在小范围的文化差异。差异不是绝对的，即使不同地域的文化
环境存在差异，但也必然存在共性，而且文化是流通而相互影响的，因此自我观应在多元文化基础上进
行整合研究。
第三，自我观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是要深入对文化心理本身进行研究。自我观是文化模式下构建的
产物，研究整体的文化模式中的文化心理是研究自我观的前提与关键。有关文化心理的研究，心理学必
须借助于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心理学和跨文化心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第四，自我观的研究方法要借鉴人文主义的方法。科学、客观、理性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限制了自
我研究本身，难以探索自我的本质。对于人类高级的心理过程，运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更符合心理学研
究的意义(莫雷等，2006)。
总之，深入探究多元文化并存时代背景的个体自我观，对于减少文化差异引起的各种冲突，促进不
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构建稳定、和谐、健康的个体自我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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