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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个体思想道德的养成受政治尧经济尧文化以及个体自身心理特征的影响袁总体呈现为个体意识和道德认知

的双向建构遥 具体而言袁个体的思想道德在深层意识结构尧道德情感尧道德意志尧思维方式尧德性观与信念的交互作用

中形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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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思想道德的养成与个体所处的生活世界

的内在特征密切相关袁 是社会文化环境与个体需

要尧欲望等各种性向的融合遥 个体思想道德的形成

通常经历三个阶段遥 一是个体深层意识结构的接

续遥 深层意识结构是个体精神结构的内隐系统袁它
对人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评判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遥 二

是从个体到具备特定价值观念的主体遥 观念的灌输

和内化是个体社会化的主要方式袁家庭尧学校尧社会

是个体观念的主要来源遥 三是个体德性观尧信念的

生成以及个性特征的稳定袁即道德人格范式的最终

确立遥 在个体主体性和个性特征生成的历程中袁意
识尧情感尧思维尧智能尧心理尧习俗尧境遇等多种因素

交互渗透袁 回环往复袁 共同影响着个体的认知尧情
感尧意志和信念遥 主体在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中建

构了自己的认知结构袁业已形成的认知结构也不是

一成不变的袁而是一个动态的渐进过程遥
一尧个体深层意识结构的积淀

人们行为主要受制于改变和发展他们意识的

认知功能袁想像尧推理尧反思在个体有意识的活动中

发挥着主导作用袁但是深层意识结构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脱离自我意识的调节或干预袁按照其固有规律

影响着个体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向袁引起情感尧思想

和行为的显著变化遥 深层意识结构主要指集体无意

识和潜意识袁是先在的意向结构遥 马克思认为袁漫长

的类的实践活动不仅创造了类的心理积淀, 同时创

造了属人的对象世界遥 野因为不仅是五官感觉,而且

所谓的精神感觉尧实践感觉渊意志尧爱等等冤要要要总

之袁人的感觉尧感觉的人类性要要要都只是由于相应

的对象的存在袁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袁才产

生出来的遥 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

物遥 冶[1]恩格斯认识到了经验的遗传院野由于它承认了

获得性的遗传袁 它便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

类曰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袁这不再是必要的

了曰它的个体的经验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

代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遥 如果在我们中间袁例
如数学公理对每个八岁的孩子都似乎是不言而喻

的袁都无需用经验来证明袁那么这只是耶积累起来的

遗传爷的结果遥 冶[2]美国著名文化学家 L.A.怀特认为袁
人作为一个生物有机体,作为一个种类,存在于人要
文化系统之内遥 整个文化领域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袁
甚至对许多科学家来说都是一个野无意识爷的领域遥
在他看来袁人的行为一方面野是机体作用的结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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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超机体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过程作用的结

果遥 个人对决定其行为的两类因素要要要生物的和文

化的要要要某些方面或多或少有点意识袁但对其大部

分是全然无知的遥 冶[3]

集体无意识是人类曾经共同拥有的一些东西袁
如巫术尧图腾尧禁忌尧仪式尧习俗尧宗教尧神话以及生

老病死等重大事件袁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沉睡在人

类心灵深处袁而且无从感知的野经验集结冶袁是先天

遗传的一种野种族记忆冶遥 集体无意识隐藏在人类心

灵的最深处, 是一个超越所有文化和意识的共同

基底袁所有意识和无意识现象都来源于此袁社会文

化遗传是集体无意识的传承机制遥 集体无意识提供

了人的思维尧行为的预先可能性遥 荣格指出集体无

意识是人先天就有并以类的特征显现袁是每个个体

身上一开始就存在的共同基质遥 野集体无意识是人

的演化发展的精神剩余物袁它是经过许多世代的反

复经验的结果所积累起来的剩余物遥 冶[4]列维窑斯特

劳斯认为袁从古至今袁任何一个种族袁任何一种制

度袁它们的底层都有一种无意识的结构遥 无意识结

构自人类脱离动物以来就存在着袁 它是社会习俗尧
制度等文化表象之下的深层结构秩序遥

潜意识是一种未被直接察觉到的非自觉的野内
隐冶式意识袁它由本能尧遗传尧训练等积淀而成袁以人

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为反映方式参与大脑思维

功能的实现遥 潜意识包括未被察觉的欲望尧被遗忘

的记忆尧习惯形成的心理定势等等袁通常在梦中或

突然间不自觉地表现出来遥 后天潜意识指被潜意识

化了的人类意识袁它的形成机理是人通过后天学习

得来的社会文化意识袁 经过天长日久的践行和体

认袁潜移默化为个体社会心理的沉淀物袁存在于人

的意识深层进而转化为一种文化潜意识遥 在弗洛伊

德看来袁意识仅仅是人的整个精神活动中位于表层

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袁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曰无意

识才是人的精神主体袁处于心理深层遥 他认为只用

意识来解释人的精神活动是不完整的袁只有假定人

们精神过程中有无意识领域存在袁才能较好地解释

人类的精神生活遥
华夏创世神话和祭典仪式作为社会记忆贮存

器袁饱含着中国传统文化自然宇宙观和根深蒂固的

宗族意识袁保留了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许多原型

要素渊如野天冶尧野帝冶尧野鬼冶等冤尧生命母题(野生要死要
再生冶等)和价值隐喻袁使之成为华夏子孙永不磨灭

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遥 盘古开天辟地尧夸父追日尧精
卫填海都是早期族类意识的形态遥 在人类漫长的种

系进化过程中袁集体无意识通过社会文化遗传方式

成为个体心灵深层传承下来的最原始的认知和行

为图式袁 并能够使个体在无意识中接纳了某些经

验尧思维模式尧行为方式尧风俗习惯尧价值观念渊如
野血缘亲亲冶冤等袁从而实现了类之主体性向个体的

转化遥
二尧个体道德情感和意志的培养

个体通过遗传获得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所

获得的野人本身的自然力冶之后袁就拥有了人之主体

性生成的载体袁即思维器官尧感觉器官和劳动器官袁
人的社会能力及其主体性也将在学习和培养中逐

渐形成遥 皮亚杰认为院野行为的情感方面尧社会性方

面和认知方面这三者之间事实上是不能截然分开

的遥 噎噎情感构成行为模式的动力状态遥 冶[5]马克思

主义认为袁当道德认识同个体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和

道德理想相结合时袁就会形成对现实道德关系和道

德行为的一种爱憎或好恶的情绪袁即道德情感遥 道

德情感是个体道德品质形成的基础袁道德情感一旦

形成袁就会比道德认识具有更大的稳定性遥 在道德

品质构成中袁道德情感可以通过评价作用尧调节作

用和信号作用来影响和调节人们的道德行为袁使个

人的某种行为加速或延缓尧中断或持续遥 道德情感

还可以与道德认识结合起来袁对人们履行某种道德

义务的道德意志和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产生很大

的影响遥
情感指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所

产生的愉快或厌恶尧满意或痛苦尧爱慕或怨恨等主

观体验遥 情感是人类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和基本内

核袁被儒家看作是人道甚至天道之所生遥 孔孟原创

儒学认为道德源于最根本的自然情感袁自然情感是

人性的使然袁也就是人之道德本能遥 叶孟子曳中野孺子

将入于井冶 的譬喻揭示了人的情感能够自然发生遥
在儒家看来袁人具有感觉能力的同时亦拥有理性判

断能力袁当人与生俱来的感官反应融入了道德评判

活动袁情感就成为了主体对于客观事物价值关系的

一种主观反映遥 这样袁人们基于一定的道德认识而

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产生倾慕或

鄙弃尧爱好或憎恶等内心体验和情绪态度袁这就形

成了道德情感遥 孔孟原创儒学野缘人情而制礼袁依人

性而作仪冶袁 表达了以 野情冶 为本体袁 讲求 野不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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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冶尧野孝冶道和礼仪教养袁崇尚野亲亲冶尧野尊尊冶的观

念袁使得德性的培养迎合了人类的天然情感遥 在西

方袁沙夫茨伯里主张野情感冶是道德的基础遥 他认为

人天生具有一种能够直接感悟道德善恶的野内在感

官冶要要要野道德感冶袁人能够直觉地判断善恶遥 在他看

来袁人的天然情感包括慈爱尧同情尧爱群尧友谊尧感激

等袁人们行为的善恶无非是驱动行为的情感不同所

致遥 大卫窑休谟认为情感与生俱来袁情感是道德之根

源与基础遥 野我们最初的袁最自然的道德感既然建立

在我们情感的本性上袁并且使我们先照顾到自己和

亲友袁然后顾到陌生人袁因此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有

像固定的权利或财产权那样一回事遥 冶[6]休谟指出袁
意志尧德行尧道德判断等都不是单纯的事实袁而是种

种感情的共同作用遥
道德的深层本质应该是发于情尧出于自我意愿

的行为遥 情感结构承担着将个人体验上升为社会经

验的功能袁同时它也是一种再认识的功能遥 道德情

感与道德认识交织相生袁道德情感随着人的道德认

识的提升而有所变化袁道德情感与道德认识的凝聚

就形成了道德意志遥 意志是人的意识所特有的主观

能动性的表现袁它是人们追求目的或理想时表现出

的一种不怕困难袁自觉且坚定行动的能力袁通常表

现为人的自我克制尧信心尧毅力等顽强不屈的精神

状态遥 法国解释学派创始人保罗窑利科认为袁意志是

构成性的袁它通过动机尧器官尧条件等概念使一切非

意志的行为都成为人的活动曰 意志又是原初性的袁
即主体并不能在经验上决定自己是否有意志遥 他指

出意志行为就是现实的行为本身袁它以身体为野器
官冶袁与作为我的情意的世界沟通遥 中国传统思想认

为袁意志是维持意念与世界的关系并实现个人愿望

的心力遥 叶商君书窑定分曳曰院野夫微妙意志之言袁上知

之所难也遥 冶不论是地上的人还是想像中的野天冶都
具有生命意志袁 整个宇宙弥漫着万物的生命意志袁
生命意志是万物与生俱来的特征遥

三尧个体思维方式的建构

人类感知活动的过程几乎同时伴随着思维活

动遥 思维方式是长期普遍存在的尧具有代表性的思

维习惯尧思维定式和思维方法遥 思维方式与脑组织

结构尧遗传机制尧实践活动尧知识结构尧行为习惯和

生活环境密切相关袁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着不尽相

同的思维方式遥 思维方式是贯通主体和客体尧主观

和客观的桥梁袁 思维方式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向尧路

径和结果袁制约着人的认识尧观念和行为袁它是观念

认同和行为意向的驱动力量袁是个体主体生成的基

础要素和整合工具遥 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背后

对人类行为起到支配作用的稳定要素遥 马克思认

为院野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袁分析它的各种发展

形式袁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遥 只有这项工作完

成以后袁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遥 这点一

旦做到袁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袁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遥 冶[7] 这个

野先验的结构冶就指主体的思维方式袁具有野先验冶的
特质遥 在认识发展的进程中袁意象之前是具象袁其后

是抽象遥 具象反映的是单纯的个别性的经验袁抽象

则是普遍性的纯理性遥 意象具有抽象的形式却实质

上未脱离个别经验遥 意象通过感性形象的概念尧符
号来表达世界的象征意义袁意象实质是心与物融汇

贯通的表现遥
原始思维的主要形态是具体形象思维袁也包含

一些前逻辑思维的内容遥 原始思维是远古时期原始

人类的思维袁是一种发生着的思维雏型遥 列维要布

留尔认为原始思维以集体表象为基础袁受野互渗律冶
的支配袁其主要表现是图腾尧巫术和神话思维遥他说:
野形形色色的互渗则混进知觉所直接提供的材料中,
组成了实在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的合而为一冶遥 [8]弗
雷泽将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归结为相似律和接触律院
野如果我们分析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便可以发

现它们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院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

同因院二是耶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

还会继续远距离的互相作用爷遥 前者可称之为耶相似

律爷,后者可称之为耶接触律爷或耶触染律爷遥 冶[9]华夏先

民较早地意识到自然界的物象与人自身的某种神

秘的联系遥 叶周易窑系辞上曳曰院野在天成象袁在地成

形遥 冶叶易窑系辞传曳曰院野叶易曳者袁象也遥 象者袁像也遥 冶
野象冶的表层意义指的是卦象袁深层意义指事物本身

及其表象袁具有象征意义遥 象与象之间彼此对立袁相
互转化袁表达着不断变化的感与意遥

经验思维即同经验认识相联结的思维袁它是人

脑对经验材料进行选择尧整理以获得初步认识的一

种思维形式遥 经验思维建立在个体经验自明性基础

之上袁 自明性是个体对自身和外界身心合一的确

证袁这种确证是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在自身与社会

的符号互动中完成的遥 中国古代注重从野身心合一冶
角度考察人的经验遥 野身冶的本义是躯体尧形体遥 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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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窑释诂下曳曰院野身,我也遥 冶关于野心冶袁徐复观解释

到院野从心向上推一步即是性曰从心向下落一步即是

情曰情中涵有向外实现的冲动尧能力,即是耶才爷遥 性尧
心尧情尧才都是围绕着心的不同的层次遥冶[10]叶管子窑心

术下曳对意尧形尧思尧知作了很好分析院野心之中又有

心袁意以先言袁意然后形袁形然后思袁思然后知袁凡心

之形袁过知失生遥 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野孝冶尧野悌冶尧
野仁冶尧野义冶尧野礼冶尧野智冶尧野信冶尧野耻冶尧野忠冶尧野道冶等范

畴都建立在身心经验之上袁这种自明性是所有人都

能直观的尧无需过多解释的不证自明的标准遥 在西

方袁查尔斯窑威廉窑莫里斯较早意识到身体是自我的

核心袁是人进行自我建构的基础袁他说袁野认识我们

的身体袁认识身体的细节及其所有形式是高度的智

慧遥 冶[11]乔治窑米德认为袁野心灵与自我本质上是社会

的产物冶袁[12]野心灵是在社会过程中尧在社会相互作用

这个经验母体中产生出来的遥 冶[12]渊P118冤

随着认识能力的发展袁人类逐渐能够凭借直觉尧
顿悟尧想象等形式直观事物的内在联系袁并结合已

有的概念尧判断经过推理形成理论体系袁从而实现

了从经验思维方式向理性思维方式的转变遥 理性思

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袁是通过观察尧分析尧抽象

与概括从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一种思维方式遥 由

这种思维形式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袁可以接受现实

的人类实践的检验袁具体验证其客观真理性遥 马克

思主义哲学肯定了感性认识和理性思维的划分袁并
强调二者的辩证关系以及全部认识活动遥 马克思指

出院野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袁经过更切近的规

定之后袁 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曰
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袁直到我达

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遥 冶[13]恩格斯说袁野事实上袁一切

真实的尧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院我们在思想中

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袁然后再从特

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曰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袁从暂

时中找到永久袁并且使之确定起来遥 然而普遍性的

形式是自我完成的形式袁 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曰它
是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无限的东西遥 冶[2]渊P554冤列
宁说院野认识是人对自然界的反映袁但这并不是简单

的尧直接的尧完全的反映袁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袁
即概念尧规律等等的形成过程遥 冶[14]

四尧个体德性观与信念的生成

人的心灵依赖于信念的支撑袁信念的根基在于

人之存在的意义感遥 任何层次和形态的信念都建立

在人的意义感体验之上袁都蕴含着人的欲望尧动机尧

兴趣尧爱好尧情感和意志遥 罗素认为院信念野是由一个

观念或意象加上一种感到对的情感所构成的遥冶[15]在
此表述中袁认识并不等于信念袁它只有与人的感情

紧密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成为信念曰而且袁信念还须

使人感到野对冶袁也就是能令人野相信冶遥 休谟深刻地

洞察到院野信冶与野不信冶的差别不在于所指的内容袁
而在于理解的方式曰信念能给予观念以更多的影响

并使观念嵌入到个体心灵之中袁成为人们一切行为

的支配原则遥 在他看来袁野信念冶表达的首先是主观

倾向和态度,野对象冶尧野内容冶和野所信冶反倒不紧要遥
休谟说院野所谓信是比想象单独所构成的构想较生

动尧较活跃尧较强烈尧较坚牢尧较稳定的一种物象的

构想遥冶[16]休谟认为袁精神活动分为印象和观念袁刺激

心灵最强烈的知觉是印象袁在思考和推理中得出的

意象是观念遥 印象能够通过一种生动的概念使公众

对当事者的性格尧姿态和个性形成一个判断袁影响

力和生动性的频繁再现会促使观念上升为信念袁而
缺乏印象或习惯联结的观念袁在经过许多次重新评

判后其影响力将日渐式微遥 野信冶植根于人性之中并

且是人之生存尧思考和行动的基础遥 野信冶实质是个

体的德性与某种超越信念之间的贯通遥
个体德性是维系个体生存与人格完善的价值

根基袁 德性观念在中西不同语境中的表述较为宽

泛袁 内心的向善和行为的合宜是德性的主要标准袁
这是因为真尧善尧美是人类社会不同时期共同指涉

的价值取向遥 儒家认为野德性冶是人自然向善的禀

性遥有德行的人通常能明于情理袁重义轻利遥 叶礼记窑
杂记下曳曰院野君子上不僭上袁下不逼下遥 冶叶礼记窑曾

子问曳曰院野君子不夺人之亲袁亦不可夺亲也遥 冶即有

德行的人不剥夺别人对父母的哀情袁也不剥夺自己

的哀情遥 在儒家看来袁仁又是义的根源袁义是区分是

非的标准袁又是衡量仁的尺度袁这是顺应天理人情遥
儒家强调袁对于真正的儒者袁金玉财货并非人生至

宝袁而忠信美德才是无价之宝遥 叶礼记窑儒行曳曰院野儒
不宝金玉袁而忠信以为宝曰不祈土地袁立义以为土

地曰不祈多积袁多文以为富遥 冶爱与敬是原创儒学的

主要德性遥 夏尧商尧周三代以前袁野敬冶主要是迫于生

存的需要而对不可掌控的神秘未知自然力量袁如天

命尧鬼神的敬畏和顺服遥 到了孟子时代袁野敬冶的对象

从主要是天帝尧 鬼神转向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

人遥儒家认为野敬冶需要内心的真诚遥 叶尚书窑太甲中曳
伊尹申诰于王曰院野呜呼浴惟天无亲袁克敬惟亲遥民罔

常怀袁怀于有仁遥 鬼神无常享袁享于克诚遥 冶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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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袁要得到上天的眷顾尧鬼神的福佑尧人民的拥护袁
关键在于君王能否做到敬尧仁尧诚遥 叶礼记窑祭统曳曰院
野身致其诚信袁诚信之谓尽袁尽之谓敬袁敬尽然后可

以事神明袁此祭之道也遥 冶叶礼记窑中庸曳曰院野唯天下

至诚袁为能尽其性曰能尽其性袁则能尽人之性曰能尽

人之性袁则能尽物之性曰能尽物之性袁则可以赞天地

之化育曰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袁则可以与天地参矣遥 冶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伦理实体的日常生活袁在

塑造人之主体性的同时培养了人的道德情感和认

同感袁使信念融合于个体的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操修

养的实践之中遥 儒家认为人的精神可以超越生死袁
流芳百世袁名传千古遥 孔子说院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

称焉冶(叶论语窑卫灵公曳冤遥野君子去仁袁恶乎成名冶渊叶论
语窑里仁曳冤钥 孟子说:野生袁亦我所欲也曰义袁亦我所欲

也遥 二者不可得兼袁舍生而取义者也遥 生亦我所欲袁
所欲有甚于生者袁故不为苟得也曰死亦我所恶袁所恶

有甚于死者袁 故患有所不避也冶渊叶孟子窑告子上曳)遥
野君子有终身之忧袁 无一朝之患也遥 乃若所忧则有

之院舜人也袁我亦人也曰舜为法于天下袁可传于后世袁
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浴 是则可忧也遥 忧之如何钥 如舜

而矣遥 冶渊叶孟子窑离娄下曳冤儒家一直把野仁冶尧野义冶尧
野礼冶尧野乐冶背景下的修身养性作为落实自己价值理

想的主要手段遥 叶礼记窑大学曳曰:野自天子以至庶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遥 冶叶礼记窑学记曳曰院野古之欲明明

德于天下者袁先治其国曰欲治其国者袁先齐其家曰欲
齐其家者袁先修其身遥 冶传统儒家认为袁野性冶指人性

即人的本性或本质袁野情冶指喜尧怒尧哀尧惧尧爱尧恶尧欲
等多种情感袁使个体道德理想不被迷失的根本路径

在于修身养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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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l Mechanism's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Ideological and Ethical

ZHANG Kun
(School of Marxism, Beifang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Yinchuan Ningxia 750021,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hinks,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ideological and ethical is influenced by external factors as politi鄄
cal, economic, culture,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t presents the two-way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con鄄
sciousness and moral cognition. Specifically, individual ideological and ethical is formed in the interaction of the deep con鄄
scious structure, moral emotion, moral will, mode of thinking , concept of virtue and beliefs.

Key words: individual; ethical; emotion; ideolog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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