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研究”
（１７ＺＤＡ１１２）的资助，为其阶段性成果。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得益于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公共性学术论坛”上的讨论，特别是李荣山、肖瑛、黄晓春、孙秀林、徐冰、张江华、阳方、

华红琴、纪莺莺等同仁的建议；匿名评审人也对文章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

谢。文责自负。

① 即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ｏｒｄｅｒ的简称，中文也译作“创伤后应急障碍”，最初出现在美
国精神医学会所编写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简称ＤＳＭⅢ）之中，在最新版的该手册中，ＰＴＳＤ意
味着产生了“伴分离症状”，此外个体还会经历持续性或反复性的“人格解体”和“现实

解体”（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编，２０１４：１２７）。

从“人格崇拜”到“自主自我”

———社会的心理学化与心灵治理

杨　锃

提要：为究明现代人缘何关注自我心灵、认可心理治疗，本文对相关的社

会理论展开了考察，并探讨了心理学化社会的心灵治理。基于“人格崇拜”，

现代社会令个体树立起“人格神圣”的观念。而仪式行为互动论则进一步将

世俗化社会中的个体自我神圣化。情感社会学综合了前两者之说，继而在人

格、脸面的基础上开启了更具抽象意义的心灵神圣观。但是心灵神圣同时伴

随着心理危机，作为重建个体与社会互动秩序的存在，心理治疗不只是解放

心灵，还兼具对心灵的规训。为超越解放与规训的二元对立，实现“心灵解

放”，心灵治理指向了塑造具有“自主自我”的现代人。

关键词：人格崇拜　自主自我　心理治疗　心灵治理　心理学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心理治疗兴起于２００８年，与汶川地震灾后援助有着密切关
联。大批社会工作者、心理治疗师和志愿者奔赴灾区，针对受灾者的

“心理创伤”（ＰＴＳＤ）①等危机的干预和社区重建同时登场。此后心理
治疗在国内进一步普及开来。

在汶川地震催生出大规模心理援助需求之前，心理学知识已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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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断普及，产生过一次次的热潮。首先，这一系列知识的普及，与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所开展的全球化健康促进行动不无关系。在其所
确立的实现福祉（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的健康三维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心理健
康。ＷＨＯ负责精神健康的部门试图实现精神疾病诊断与治疗的标准
化，确立了国际疾病分类（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简称
ＩＣＤ）；该部门不但倡导精神疾病的预防与早期治疗，而且提出面对特
定的社会或经济风险时应予以社会心理学支持（ＷＨＯ，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其次，国内学界对心理学知识的推广和对心理治疗的发展，也是不

可忽视的推动力。① 这股力量得到了市场的助力，除了传统纸媒，网络

和社会媒体的兴起也令公众对心理知识和咨询的消费变得更为便捷：

对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指导、家庭系统治疗以及儿童的情绪管理等在

大城市有广大拥趸；职场人际沟通心理以及自我心理测试等ＡＰＰ更是
层出不穷，在新一轮的知识消费中占有越来越多的份额。面对这些变

化，社会学家敏锐地指出现代社会中存在“心灵”无处安放的问题。比

如，在谈到“年味淡了”的问题时，孙立平认为淡的不是年味，而是心灵

的问题，确切地说，是个体种种抽象的心灵疲惫和焦虑所导致的问题

（孙立平，２０１８）。“心灵”已成为读解现代社会问题的关键词之一。②

就社会建设而言，社会心理问题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阻碍中国公

共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李友梅等，２０１２）。“社会心态”问题受到国
家前所未有的关注，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态被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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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国内，由于心理治疗的发展路径在职业化过程中过度市场化，该职业在国家职业定位

方面正面临困境：在２０１６年职业序列改订中，心理咨询师（即心理治疗师）被列入社会工
作者序列；继而，在２０１７年，由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告暂停“心理咨询师”职业资
格认证（人社部发［２０１７］６８号文），对于心理咨询师重新职业化的政策至今仍不明朗。
“心灵”是一个涵盖面极为宽泛又谱系纷繁的概念，在英文中除了 ｈｅａｒｔ，相似的词汇有
ｍｉｎｄ、ｓｏｕｌ、ｐｓｙｃｈｅ等。本文中对这些词的细微差异一般不作过分强调，通常译为心灵、灵
魂或精神／心理。通过考察现代科学心理学得以确立的历史过程，我们发现，心理学同样
是１９世纪末各种学科制度化的产物之一，其研究对象从“灵魂”（ｓｏｕｌ）转向了“心理”
（ｍｉｎｄ）。但较为特殊的是，在初创阶段，当时的宗教权威及与之有关的政治力量并未构
成心理学的发展障碍：由于心理学把心灵的中心归结为“大脑”，并将心理意识二分为

“意识”和“无意识”，因此反而在当时对基于新教伦理的神学产生了积极影响。换言之，

科学的心理学的核心观念使其与基督教神学之间形成了政治联动（Ｒｅｅｄ，１９９７）。虽然
界定心灵的确切含义以及检验有关心灵的各种知识之真伪并非本文的目的，面对多种多

样的心理疗法、层出不穷的技术手段，探讨其背后的科学性和妥当性更非本文的主旨，但

关注心灵和自我却有着社会学的传统。较早针对心灵概念及其系统开展讨论的是米德。

米德认为有必要将心灵限制在人类有机体的范围内，他认为意义的控制机制构成了我们

所说的“心灵”（ｍｉｎｄ）（米德，２００８：１１７－１１９）。



更宏大的国家治理体系中。这是否预示着中国将直面社会的“心理学

化”趋势，并在治理探索中增加“心灵治理”的面向？① 在讨论心理学化

社会时，值得关注的是社会学的情感转向，②这一转向基于对情感体制

的考察，以更深入地把握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成伯清，２０１７）。情感
发自于心灵，因此与更具抽象性的心灵问题密不可分。如何理解“心

灵治理”，正在成为社会治理领域既有必要而又缺乏探讨的紧迫课题。

上述课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与“个体与社会”这一宏大的社会理

论问题紧密关联。③ 在社会心理学化的进程中，如何理解个体不断向

内寻求心灵的安放地？在这一进程中，围绕自我与心灵，现代社会理论

是如何理解这一演进过程的？在心理学化的社会中，个体在遵循情感

法则、寻求心理治疗的过程中形成了怎样的“心灵治理”之道？心理学

知识和心理治疗技术的广泛应用又是如何影响对自我观念的形塑的？

概言之，本文将通过对和自我与心灵治理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理论问题

的讨论，尝试归纳现代性的“自我心灵”的特性。

二、从人格崇拜、自我神圣到心灵神圣

现代人及其生活方式逐渐呈现出“心理学化”的转向。这一转向

的前提是个人获得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是指个体在社会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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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往国内关注的“治理”通常指向更具宏观意义上的国家治理（渠敬东等，２００９），而这里
的“心灵治理”中所指的“治理”与以往所探讨的国家治理含义不同，其含义更多参照了

福柯在《自我技术》（２０１６：５１－１０４）中提出并得到罗斯（Ｒｏｓｅ，１９９９）批判性继承的主张，
即这种技术在支配他人与支配自我之间形成相互联系。

心灵治理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体现为情感治理。本文试图以现代社会中基于情感表达

而被建构成类似某种实体性存在的“心灵”为考察对象。对心灵关注程度的提高与社会

的“心理学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参照对医学化的考察（Ｃｏｎｒａｄ＆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９２），个体
层面的心理学化是指一种重视心理学知识、以此作为个人思考和行动的价值参照体系并

在人际交往中依据这类知识和技能践行上述价值观的做法。而在社会层面，心理学化则

表现为公众倾向于将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心理问题加以理解和处置的状况。在

一些发达国家，公众赞同而非反对这种心理学化价值观的“社会氛围”已逐渐形成。心

理学化的含义与仅仅站在社会批判维度上的“心理主义化”不同。心理主义化的特征主

要是社会成员遭遇问题时倾向于从心理问题寻找原因：比如，多数人认为社会状况无法

改变，只能无条件适应，当无法适应社会状况时便过度指责自身，等等（Ｇｒｏｓｓ，１９７８）。
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构成了现代学科分界中心理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对于两个学科

间的关系，涂尔干在《人性的两重性及其社会条件》的开篇就谈到，社会学源于心理学，

但同时社会学对心理学所做的贡献与它从心理学中得到的一样多（涂尔干，２００６ｂ：１７７）。



中拥有了某种独立自主性，具备了个体人格。涂尔干的社会学无疑为

回答这一问题奠定了知识基石。以往研究认为，涂尔干尝试以社会决

定论建构个人主义，指明了这是现代性转变所牵连的核心问题之所在

（渠敬东，１９９９）。而在洞察从个体人格的独立到自我神圣、心灵神圣
化的问题上，欧文·戈夫曼（ＥｒｖｉｎｇＧｏｆｆｍａｎ）在微观层面对个体间的互
动进行的考察，以及之后情感社会学的发展，都对涂尔干理论有所继

承，并对社会心理学化的理论建构有所延展。

（一）人格崇拜
在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中对个体人格发生机制有着周到的论述。

可以说，人格问题是其社会学探讨的核心主题之一（杜月，２０１２：８）。
首先，在他看来，专业化的劳动分工产生之前的低级社会无法给个体人

格留下任何余地，原因在于那时“根本不存在这些人格”（涂尔干，

２０００：１５４）。前现代社会形成了“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
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即“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

（涂尔干，２０００：４２）。这些意识总体性地覆盖了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体，
个体人格被吸纳进了集体人格之中，也因此个体的行动模式是机械的

而非人格化的。

事实上，涂尔干是把个体人格放置在一个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加以

探讨的。① 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专业化和社会流动的加剧，个体不再

像原来那样依赖于血缘和地缘关系，而是更倾向于在从事特定社会活

动的团体中生活，作为传承集体意识来源的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习惯和

共同信仰也就越来越无法阻止个人的自由变化和发展了（涂尔干，

２０００：２５４）。在共同意识对个体的社会控制日渐削弱的同时，对共同
意识的侵犯行为则与日俱增，导致其逐渐丧失威严。而且，一旦人们由

于摆脱了这些意识的束缚而享受到一定的自由，个体人格也就不再受

到来自外部的集体意识的控制；与之相应的是，个体的差异和个性发展

的空间增大了，每个个体显现出多样性，开始进行相对独立的思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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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诚然，涂尔干关注的是社会分工使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呈现为一种“有机团结”，这类团结

与高等动物的器官之间的关联相类似。虽然高等动物的各器官有着各自的特征和自律

性，但正是这些器官显著的个性特征使其形成的有机体具有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统

一性（涂尔干，２０００：９２）。与之类似，在社会分工导致的团结中，个体的各部分个性以及
与他者相对独立的意识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其自身的思考而行动，进而萌发了自由的思想观念。对此，涂尔干强

调，“这种自由也会像其他自由那样显得必要而又神圣”（涂尔干，

２０００：２５６）。
然而，这种由个体思考和行动带来的自由为何会显得必要而又神

圣？集体意识真的随着原本的宗教和传统习俗力量的削弱而消失殆尽

了吗？涂尔干并不这么认为。相反，他认为，由于人是社会化的存在，

即便这些意识由于日益精细化、专业化的社会分工而在表面上不存在

了，实际上还是转化为了另一种存在形式。这是一种符合康德式的准

则的集体意识，其具体含义在于“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尊重人的人

格，我们对己对人皆该如此”（涂尔干，２０００：３５８）。换言之，尊重人格
和尊重个体尊严作为集体意识在社会中延续了下来，成为人与人之间

相互连结的重要纽带。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涂尔干说：“这并不是说，

共同意识面临着彻底消失的危险，我们只能说共同意识的思想方式和

感情方式已经变得更为普遍、更为模糊了，这无疑为个人彼此不同的发

展留下了余地。共同意识唯有在一处才能显得更加稳固，即它越来越

能看清个人的面目了。当其他一切信仰和行为都失去了宗教属性的时

候，个人就成了宗教的唯一对象。我们对人之神圣的崇拜也越来越像

其他狂热的崇拜一样，具有了迷信色彩”（涂尔干，２０００：１３３）。也就是
说，在宗教以外的所有信念和行动中，随着宗教性质的不断淡化，只有

人的尊严成为了某种宗教式的对象。这意味着，人格尊严成为了现代

人的共同信仰。

这不禁令人追问，人格究竟为何能够成为现代人崇拜的对象？涂

尔干认为，尽管现代人逐渐世俗化，但“神圣观念”依然寄居在人们心

中，被其敬畏和敬爱之情所唤起（涂尔干，２００２：５３）。也就是说，神圣
观念具有双重性，“神圣的对象激励着我们，即使不是心存恐惧，至少

一种崇敬感也会使我们对它敬而远之；同时，它也是我们热爱和渴望的

对象，深深吸引着我们”（涂尔干，２００２：５１）。作为神圣观念的人格即
具备上述双重性。而“人格崇拜”便是指：神圣观念附着在了个体人格

上，人们与他者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侵犯其人格的神圣性，同时又期

待从他者身上获得情感支持。因此，个体人格能够被敬畏和敬爱之情

唤起，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事实上，涂尔干对产生人格崇拜的来源做了明确的回答：“人的存

在正逐渐成为……社会良知的核心，获得一种不可比拟的价值。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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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将人神圣化的。人并没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可以让一种氛围

笼罩和保护他，以防受到亵渎和侵害。唯有社会才能这样来看待他，社

会对人的极大尊重得到了呈现和客观化”（涂尔干，２００２：６３）。涂尔干
洞察到，在世俗化进程之中，神的位置被社会所取代了，正是社会建构

起人格崇拜，把人塑造成了彼此相互扶持的神。而人格一旦成为唯一

的、共同的崇拜对象，也就成为了形成社会秩序的重要纽带。必须指出

的是，与康德式的抽象而先验性的孤立个人观念截然不同，涂尔干始终

强调“个人生活是从集体生活中产生出来”（涂尔干，２０００：２３６）的，人
的个性说到底也是社会性的产物。① 因此，作为被敬重的神圣之物的

人格并非来自于具体的个人。

个体人性中同样存在类似于圣—俗的二元对立，涂尔干称之为

“人性的两重性”（ｈｏｍｏｄｕｐｌｅｘ），即个体的人既是纯粹的有机体存在，
又是一个“社会存在”（涂尔干，２００６ｂ：１８７）。这就意味着个人既是个
别化的生物性有机体，同时又是社会性的承载者。从这种两重性出发，

我们便可看到，人遵从社会理性———即秉承“人格”———所做出的行动

是有其神圣性意涵的。因此，“人格神圣”发端自社会，个体所具有的

神圣性根源必然来自于神圣的社会。

在涂尔干眼中，个体人格的形成必须依靠社会力量才能实现。没

有人能外在于社会而追求自我，换言之，个体只有通过追求社会性自我

才能完善其人格。而个体崇拜的对象实际上也是具有社会性的人格，

而非个体自身。同时，这一崇拜对象又构成了个体神圣性的基础。在

这个意义上，作为普遍性的社会存在，人格崇拜为每个个体的心灵治理

提供了自我审视的价值基础。

（二）自我神圣
如果说生活在现代社会早期的涂尔干对人格崇拜的洞察面向的是

人类社会的总体层面，那么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演进，这一遗产的继承与

发展则集中体现在戈夫曼身上。② 他从人们基于礼仪的行为互动中鲜

明地揭示出了个体人格被赋予神圣性的社会事实（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７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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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认为，涂尔干不仅在统计学、形态学意义上，更在基于宗教研究的哲学意义上证

明了社会的本体论性质的存在依据（渠敬东，２０１７）。
在博士论文中，戈夫曼坦承其研究的理论源泉是涂尔干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功能主义
（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５３）。



首先，个体人格的神圣性来自于“脸面”（ｆａｃｅ）。在戈夫曼眼中，
脸面是个体“神圣自我”（ｓａｃｒｅｄｓｅｌｆ）之“像”（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５５；吴飞，
２００９：１８１）。脸面是一种自我印象的符号，在得到他者积极肯定时，
才彰显出自我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因此，脸面并非身体的附属

物，而是由社会化的互动构建而成的；同时，脸面又因人而异，最具个

体性（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７：６－７）。当人们感到保住了脸面，就会感觉安
心、安全，并显示出自信；而当丢失脸面，则会陷入心烦意乱之中，感

觉羞耻和窘迫，①甚至因产生劣等感而丧失继续参与社会互动的能

力。

因此，人们在互动之中会极力做出维护个人脸面的行动，同时这一

行动又必须与他者期待保住脸面的结果相一致———戈夫曼将这一行动

称为“脸面活”（ｆａｃｅｗｏｒｋ）。脸面活意味着人们彼此对侵犯对方脸面
的行为有所顾虑，因此会在互动中遵从一定的规则。承接涂尔干的人

格崇拜观点，戈夫曼认为，现代人的脸面是“神圣之物”（ｓａｃｒｅｄｔｈｉｎｇ），
为了维护其神圣性而呈现出的互动程式的规则就是“礼仪·仪式”

（ｅｔｉｑｕｅｔｔｅ）（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７：１９）。因而在现代生活中没有亲密关系的人
们之间会基于共同遵从的礼仪展开交流。这类交流表现得措辞谨慎，

体现出礼仪的两大要素，即“尊重”（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和“品行”（ｄｅｍｅａｎｏｒ）。
尊重是在评价他人时传递的礼仪，戈夫曼对此进一步区分出“回避礼

仪”（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ｒｉｔｕａｌ）和“表现礼仪”（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ｔｕａｌ）。如果对回
避处理不妥，会令对方认为其在“社会化的自我”背后暴露出“太过人

性的自我”（ａｌｌｔｏｏｈｕｍａｎｓｅｌｖｅｓ），其行为会被认为是侵犯他人边界，从
而显得无礼（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７：５６）。尤其在公共场合，如拥挤的地铁车厢
或电梯之中，回避行为常以对待陌生人的“文明（礼貌式）的无关心”

（ｃｉｖｉｌｉｎ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的形式呈现，以表现出彼此互不侵犯的样子
（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３：８３－８８）。表现礼仪则要求人在互动中表现出对对方
的评价和关心，同时必须注意分寸，当表现出的关心涉及对方的家庭成

员、收入、职业地位等细致而具体的问题时，又存在侵犯到对方隐私的

可能性。这些行为呈现的是“社会化的自我”（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５９：５６）。在
回避与表现这两种礼仪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矛盾与对立，这一紧张关

系类似于涂尔干所提出的神圣观念的双重性；而戈夫曼对“太过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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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导致困窘的社会根源，可参阅王佳鹏（２０１７）的探讨。



的自我”与“社会化自我”的分析则继承了涂尔干的人性两重性。但值

得注意的是，与涂尔干强调人格具有抽象意义上的道德理想的内化力

量不同，戈夫曼的人格神圣性意味着人们在互动中更为注重礼仪规则，

而规则一方面要求与他者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又要求体现出对他人的

关爱。

可以说，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正是在上述两种彼此交错的互动仪

式中保持着持续的张力，也在不间断的礼仪互动中形塑出维护脸面的

“神圣游戏”（ｓａｃｒｅｄｇａｍｅ）（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７：９７）。当神圣的自我无法在
社会互动中获得“自尊感”时，或当人们导致对方无法保住其脸面时，

又将产生怎样的社会后果？被收容的精神病人的遭遇是这种情境的一

种极端形式。一方面，精神病人常常表现为对上述礼仪的不遵从或者

不具备遵守的能力，在与人的互动中既不表现出尊重又不努力顾及自

身和他人的脸面，因此被贴上标签、遭受污名并在精神病院遭受社会隔

离（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１）。另一方面，正是为了维护集体秩序和他者的自我
神圣性，这种强制排斥不遵守礼仪的麻烦制造者的处置方式具有了社

会正当性。

由于自我神圣性是以礼仪行为的连锁互动过程为存在基础的，需

要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成就，因此这一神圣性实际上是容易受威胁、被损

害、遭侵害的。反之，这也意味着个体自身对维持其神圣性的努力不可

或缺。戈夫曼因而感叹：在众神离去之后，人自身却顽强地努力维持着

某种神圣性，试图有尊严地行动，也在意是否得到了尊重；各种场合都

被人们认为有必要对交往的对方表现出类似宗教式的虔诚态度，因此

每个个体恐怕都有成为神的可能（ｓｏｖｉａｂｌｅａｇｏｄ），能够理解自身被对
待方式的仪式性意义，也能对他人给予自身的反馈做出恰如其分的应

对———此时，与神交流已不再必须经由中介者，每个人都各自成为了自

己的“牧师”（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７：９５）。这里的牧师指的就是参与神圣游戏
的自我（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７：３１）。可以说，戈夫曼提示了一种每个个体在现
代社会中“自我神圣化”的可能路径，即就理想状态而言，要像守职的

牧师一样尊重并践行礼仪。而所谓“神圣自我”，正是在一系列的社会

互动情景中塑造而成的。

概言之，在现代社会早期，涂尔干的社会理论的重要启示在于，个

体的人格崇拜所赋予的神圣性实际上是社会神圣性的一种道德理想的

体现。从对人性的理解来看，戈夫曼与涂尔干的人性论并无二致，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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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戈夫曼继承和发展了涂尔干的人格崇拜观念。但与涂尔干的“人格

崇拜”所具有的丰富而抽象的道德理念不同，戈夫曼更为重视具体承

担社会角色、象征个体自我独特性的脸面，从而把对神圣性的考察寓于

礼仪相关的行为互动之中，认为是个体间以脸面为神圣的表征之物确

立起了替代“神格”的自我神圣性，“自我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观念正是

这样在社会互动中被确立起来。① 在这一意义上，戈夫曼的自我神圣

窄化了涂尔干的人格崇拜，也为之后“自我”在社会心理学化时代的肥

大化埋下了伏笔。

（三）心灵神圣
随着现代社会的演进，尤其是在服务行业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个体

化色彩再强的情感也难免受到商业化和制度化的操控，人的神圣性追

求因而出现了新的转向。对此展开过一系列考察并开创了“情感社会

学”的阿莉·罗素·霍赫希尔德（ＡｒｌｉｅＲｕｓｓｅｌｌ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以下简称
霍氏）是就此种转向开展研究的代表人物。通常认为，霍氏关注的是

人类情感（ｅｍｏｔｉｏｎ）、感受（ｆｅｅｌｉｎｇ）被商业化的过程，以往的国内研究
通常将其代表作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ｄＨｅａｒｔ中的Ｈｅａｒｔ译作“情感”或“心灵”。
但实际上霍氏强调的是关于情感的社会理论必须把握其心理侧面（ａ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ｄｅ）（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１２：２２８－２２９），因此不妨将之直译为
《被管理的心灵》。② 结合“人格崇拜”与“自我神圣”两种视角解读，霍

氏的理论分析框架既有深受涂尔干影响的部分，又展现出对戈夫曼拟

剧论的深化。

首先，霍氏提出的“情感法则”（ｆｅｅｌｉｎｇｒｕｌｅｓ）带有明显的涂尔干色
彩。霍氏把情感法则界定为一整套引导情感活动的规则，文化则是其

中决定行动方向时最具影响力的手段之一（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１９７９，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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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脸面具有神圣性，构成了戈夫曼“自我神圣”观念的重要部分。以一个剥离社会情境的

场所为例，戈夫曼将精神病院等机构概括为“全控机构”，观察这一“社会丧失”的后果：

当个体的自我尊严在一系列“剥离机制”之下丧失殆尽，被收容者仅仅成为赤裸裸的有

机体存在，也即被“非人化”处置了。在这一机制作用下的“脸面”全失，将这些个体身上

“自我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彻底打碎（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６１；杨锃，２０１４）。
中文学术界对“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ｄｈｅａｒｔ”的译法并不一致。大陆地区通常翻译为“被管理的心
灵”（贝拉，２０１１：１８８），台湾地区则译为“情绪管理”。此外，日本学术界将之译作“管理
された心”。综合相关讨论（淡卫军，２００５；成伯清，２０１７），本文将“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ｄｈｅａｒｔ”、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ｈｅａｒｔ”、“ｈｅａｒｔ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等统一译为“被管理的心灵”。



５６）。为了进一步解释这一概念的理论来源，她专门做了周详的注释。
她认为，尽管以往的社会科学家尚未提出“情感法则”之名，但他们对

相关问题已多有论述。她还在注释中大段引用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

本形式》中的一节（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１２：２４９），并认为是否感受到、表露出
某种感情与一个人作为其所在社会成员是否承认、怀有有归属感密切

相关。因此，作为社会成员的行动者会为了感受与情感法则相一致的

感情而进行“情感性工作”。

其次，霍氏基于情感法则把情感性工作划分为“表面表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ｃｔｉｎｇ）和“深度表演”（ｄｅｅｐａｃｔｉｎｇ）两个层面（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
２０１２：３５－４２）。所谓表面表演，就是装作感受到了某种感情，从自身
外部进行情感修饰的形象操作。霍氏认为，戈夫曼拟剧论所提到的肢

体语言、假笑等都属于表面表演的一部分。在服务行业占据主导地位

的后工业社会，情感不断被操控进而被商业化。按照情感法则，最值得

珍惜的自然是自发而真实流露的情感，然而由于工作需要，服务工作者

的人格不断处在表演情境之中，从而难免导致“真实自我”与“表演自

我”的分裂，甚至导致没有能力表达真实情感的后果。

如何避免上述人格分裂所造成的苦痛？霍氏认为，这正需要依靠

情感性工作中的深度表演。深度表演涉及对自身情感的有效变更，可

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为直接作用于初始情感，为对抗之而唤起另一种

情感，以控制住初始情感；二是为发挥想象力，引发出现实情境中被期

待的那种情感（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１２：３８－４８）。也就是说，通过操控情感，
深度表演不再是“装”，而是通过情感性工作既实现对感情的抑制，又

将之变更为与情景相互协调的情感。

然而，行动者为什么必须遵照情感法则来进行情绪管理呢？在霍

氏看来，感情性礼物的交换，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技术之一。实

现情绪管理的日常化，表达符合具体情景的和适度的情感是对他者

“献礼”，以表示尊敬（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１２：８２）。在这一意义上，由于情
感被商业化，情感法则正是能够在与情感相关的交换中决定借贷程

度而展开情感交涉时的一系列准则（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１２：１８）。这意味
着，基于应当共同遵守的情感法则，行动者之间在互动中需要相互奉

献，对于奉献什么也已各自默会，从而依照准则、通过管理情绪而表

达出来。反之，如果违反了情感法则，表达失当，缺乏必要的献礼或

者表示尊重的礼物不够对等，就会被对方认为失了礼。当情感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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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换被严重破坏时，破坏者甚至会被贴上“人格障碍”等心理疾病

的标签。

因此，当我们对霍氏所讨论的情感法则及其情感劳动的理论向前

追溯，并与涂尔干的人格崇拜论相关联时，一种“心灵神圣”的观念便

浮现出来。在涂尔干眼中，正是神圣社会生发出人格崇拜，个体受神

（即神圣社会）恩典，自然必须举行礼拜等仪式向神献礼。到了戈夫曼

那里，个体确立起“自我神圣”的观念，自己既是“神”，又能担当自身的

“牧师”，因此在其个体人格中分担了涂尔干式的集体神圣性。霍氏则

将个体之间的互动以感情性礼物交换的方式描绘出来。在现代社会，

人们的感情交换经由商业渗透而被高度组织化，此时的个体不再满足

于戈夫曼式应对具体情境的印象管理———那不过是霍氏所说的表面表

演———而是更倾向于深度表演。无论是面对生活场景，还是从事情感

性劳动，抑或是追求自然情感的表达，进行深度表演的现代人都必须转

向关注自我的心灵。换言之，现代人之所以把“做更好的自己”作为目

标，只不过是“心灵神圣”的一种世俗化表述。而这一所谓“更好”的比

照标准必定是社会的，即存在于涂尔干所强调的人性两重性的社会性

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心灵成为神圣之物并不仅仅是个体向内寻求自我

神圣性导致的结果，还是作为社会化的自我在面对变得流动、不确定的

社会环境时，尤其当情感法则在具体情境不明确时遭遇行动危机而导

致的。正如贝拉所说：“由于个体感觉和价值都是主观的，要找出行为

的基准线并与他人得体交往，可谓困难重重，令人望而却步”（贝拉，

２０１１：１７２）。面对抽象的社会，人们时常感受到人际交往中的“窘迫”
甚至“羞耻”（王佳鹏，２０１７），当这些问题被心理学化之后，心理治疗的
需求就井喷而出了。换言之，心灵神圣是个体不断面临心理危机时产

生的一种反向效应。因此，霍氏感叹，２０世纪的种种治疗书籍正好比
是１９世纪的礼仪书一般，因为礼仪本身已经深入到情感生活之中了
（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１２：１９２）。

三、心理治疗：解放以及对“解放”的管理

如前所述，尽管在理念层面心灵已成为了现代社会的神圣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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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方面关心自身可能遭遇的心理侵害或心理创伤，

甚至为此陷入不安和焦虑之中，另一方面则时刻警惕，以防范他人可能

施加给自身的非理性行为。除了常见的心理疾患，上述状况还构成了

以“丧失修辞”为特征的话语（Ｉｂａｒｒａ＆Ｋｉｔｓｕｓｅ，１９９３）。这在学校教育
领域突出表现为遭受（或实施）校园暴力、遭受（或实施）性骚扰及性侵

害、药物及游戏等成瘾、学习障碍、人格障碍、自杀愿望等。这些描述心

理问题的话语构成了心理危机的具体内容。各种心理荒芜的现象虽各

有各的定义，但被认为在每个人成长的每个阶段均有发生的可能，这令

所有人都成为预防和潜在的治疗对象。因此临床心理专家、心理治疗

师极力倡导要加强心理教育、心理疾病预防、心理危机干预以及心理

治疗。

通常，心理治疗和社会工作的个案介入都旨在通过强调来访者的

中心地位和当事人的“自我决定”来达成相似的目标。心理治疗和社

会工作专业间关系的建立，都以对个体的尊重为不可动摇的伦理准则

（Ｒｏｇｅｒｓ，１９５１；Ｂｉｅｓｔｅｋ，１９５７）。以“你的存在本身就有无可替代的价
值”为前提对当事人进行尊重和接纳，已成为专业伦理的基本原则。

这一首先几乎无条件接纳和肯定当事人的做法，以及心理治疗师在具

体干预中所采取的每一步介入方案都需要当事人自主做出选择、自主

决定是否继续接受心理治疗的流程要求，实际上都是对个体人格的神

圣性的具体化。结合专业伦理与现实两大维度，“心灵”呈现出了双重

身份：一方面指向神圣性，成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这也意味着须保持

心灵的本来面目，以及无法对其进行人为操控；另一方面心灵又容易遭

受伤害，需要预防和保护，似乎如身体一般带有了某种实体性，呈现出

“物化”状态，是一种可被操控的对象。

本文主旨并非考察心灵本身，而是将“理解心灵”的心理学知识和

处理心理问题的心理治疗实践作为独特的现代社会现象加以把握，在

追溯形成心灵神圣观念的社会理论脉络的基础上，探讨为帮助人们摆

脱心理危机而进行的心理治疗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及其社会后果。与人

类心灵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在临床心理治疗、精神医学和社会工作等领

域已有广泛应用，围绕心灵进行的知识生产成为了解自身与他者心理

状态的主要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用于解决心理问题的知识范

畴，为现代人所接纳，甚至成为日常生活方式和行动的指针，还对有关

自我、家庭及育儿、教育和职业等观念产生着一系列社会影响。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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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将以上现象统称为“社会的心理学化”。① 对此我们自然需要追问的

是，如果将个人对“心灵神圣”的崇拜与所体现的总体性社会趋势结合

起来考察，那么心理学知识对心理治疗及其相关干预产生了怎样的社

会后果？对该问题的考察将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秩序在内在整合机制

上的变化。现代社会中宗教和道德所产生的社会控制之功能逐渐式

微，其影响力逐渐被心理治疗所替代的机制，这在福柯、贝拉、吉登斯、

罗斯等人的研究中均有讨论，本文试图就该问题做一综合性考察。

（一）解放个体的心理治疗
当相关研究者谈及对心理治疗正面而乐观的评价时，心理治疗实

现个体解放的效用便自然浮现出来，并成为被探讨的问题。首先，心理

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就足以构成对传统道德的挑战。个体接受

心理治疗，在一定意义上是从家庭等共同体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寻求自

我独立的表现。吉登斯就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心理治疗是一种有关生

活规划的方法论：多数心理治疗尽管以实现控制为目标，但又能够在个

人自决的意义上对自我反身性投射（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ｏｆｓｅｌｆ）加以解
释，并确认个体生命周期与外部道德约束之间的分离。因此，心理学知

识是将人从道德、习俗以及各类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达成自我实现并

形成平等、民主的人际交往的一种路径（吉登斯，２０１６：１６６－１６７）。
具体而言，吉登斯通过考察针对“迷恋症状”的心理治疗项目，肯

定了心理治疗对幼年期情感挫折的化解作用，认为其是使孩子从“有

毒”的权威型亲子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积极力量。他肯定治疗师的建

议，认为当个人直接或在假想情景中对“有毒”父母说“我不能”时，就

已开启了维护自主性的行动。他进而分析道，尽管孩子或许还无法用

语言表达自身需求，让未成年人维护权利是反事实的，但心理治疗通过

对自我的反身性投射重建了新型的个人生活伦理。吉登斯总结认为：

“宣布从父母那里获得‘情感独立’是一种手段，它同时开始改造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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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医学话语及其处置方式在诊断、治疗等过程中不断扩展而试图将人与社会的几乎所

有问题都纳入医疗介入范围的倾向，通常被称为“医学化”（Ｃｏｎｒａｄ＆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９２）。
与之相似，“心理学化”不仅仅指心理学知识的不断普及，还指由于知识的普及而导致对

自身、他人及社会问题进行处置和解释的心理学知识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运用（Ｇｒｏｓｓ，
１９７８）。与医学不同的是，心理学为在现代社会中生活的个体提供了一整套建构自我身
份的知识系统，因而仅影响私人领域，更影响着公共领域（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６５）。



我的叙述和对自我权利的维护（也引导人心悦诚服地承担责任）。个

体行为不再依据对童年生活的强制性重演来建构了”（吉登斯，２００１：
１４２）。

可见，在吉登斯眼中，治疗不是某种调适工具，而是能够展示出现

代性所催生的混乱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是一种普遍化的反身性表达

（吉登斯，２０１２：１６８）。基于这样的观点，对现代人而言，心理治疗不仅
是反思自身、加深自我理解的工具，还能令人达成对过去的和解，有助

于自身在积极面对当下的同时规划未来。

应当追问的是，现代人追求心灵解放的愿望真的能够实现吗？在

导致感情越来越商业化的过程之中，由于情感性劳动无处不在，“不被

管理的心灵”反而因其稀缺性而显得弥足珍贵了（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１２：
１９２）。而想要形塑类似的心灵，个体学习并掌握心理学知识被认为是
必不可少的，人们甚至主动追求恢复情感的自发性和想象力。另一方

面，被过度管理的心灵也被认为需要依靠心理疗法来回归本来状态。①

与吉登斯类似，贝拉承认“心理治疗观是通过帮助个人在不受各

种社会角色的强制性限制……等情况下认识自己的欲望和利益”，从

而实现“个体的解放”的（贝拉，２０１１：１３５）。通过对美国中产阶层的访
谈，贝拉探寻了这一阶层所接纳的心理治疗观及相应的道德观。在他

看来，占据心理治疗世界观中心地位的就是个体的“自主性”。以此为

中心，心理治疗形成了三大理念：首先是强调认识并接纳真实的自我，

只有真实的自我才能与他人建立有效的关系；其次是强调期待获得他

人之爱的前提是必须先学会自爱；再次是强调不借助他人来确定自身

基准和欲求，而是以个人为自我标准的本源（贝拉，２０１１：１３０－１３１）。
因此，心理治疗以肯定“自主自我”和多元价值观为基本前提，是

追求各自心灵的最大幸福和充实感的基础。这种心理治疗观全面影响

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令心理治疗师与治疗对象之间的关系成为几

乎所有人际关系的典范。比如，爱情和婚姻关系就被认为可以参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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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霍氏的回答显得意味深长。她想象了当那位主张成为“高洁的自然（野蛮）人”（ｔｈｅｎｏｂｌｅ
ｓａｖａｇｅ）的卢梭在达美航空的飞机上遇上空姐时的场景。尽管高洁的自然人的特质受到
心理治疗师的赞赏，但卢梭显出一副未受情感法则支配的面孔，并不会像赞赏者所期待

的那样行动，既不会掩饰自己的愤怒，也不需要因自己情感起伏剧烈而接受须付费的心

理治疗。总之，对他来说，无法想象情感上的商品化。实际上，由于不存在和感情相互联

系的算计和意识，在现代社会中，高洁的自然人看起来真像是野蛮人———当然，霍氏强调

的是，这些也使他看起来显得更自然（Ｈｏｃｈｓｃｈｉｌｄ，２０１２：１９３－１９４）。



理治疗关系———传统婚姻关系中的任何形式的义务和责任首先被否定

掉，因为对于解放了的个体而言，任何义务都是爱情关系的障碍（贝

拉，２０１１：１３４）。从责任与义务中解放出来的夫妻双方可以开放、坦诚
而对等地充分交流，彼此都能成为对方的心理治疗师。这种心理治疗

观教会个体不再接受父母等权威的指导、不再理会虚幻的爱情和空洞

的承诺，并帮助个体不受社会角色的强制束缚，而是去认识自身欲望和

利益，从而实现对个体的解放。

与吉登斯的乐观态度不同的是，贝拉进而认为，以“自主自我”为

中心目标而开展的心理治疗及其形成的一系列话语，在导致宗教和公

民传统衰落的同时，增强了对自我表现和自我利益的追求。这一类个

体解放恰恰使现代个人主义陷入了困境，即这种个人主义“正在产生

一种无论个人或社会都无法维持下去的生活方式”（贝拉，２０１１：１９２）。
作为典范关系的心理治疗是一种亲密而疏远的独特关系，是“既公事

公办又拉近乎”的奇妙结合。这种关系强调现实的相互主观性，它导

致参与者必须有限度地介入，而不是将自身看法过度地推及对方，因此

这种关系与传统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习惯做法相比，除了“相互沟通”之

外并未留下“共同行动”的余地（贝拉，２０１１：１６２）。如此看来，心理治
疗非但真正解放了个体，反而造就了大批表现型和功利型的个人主

义者。①

（二）实现个体管理的心理学
相比贝拉所言及的心理治疗对个体的监测，心理治疗驱动个体适

应从而达成社会控制的观点实际上由来已久。早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
代，伴随着“反精神医学”思潮对精神障碍者的机构化治疗后果的揭

露，福柯提出了“规训权力”，并借此对治疗相关的知识展开批判。② 这

些批判部分基于他对诞生心理学的历史条件的探讨。他认为，直到１７
世纪中期，疯人才因被收容而导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产生分离；而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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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类似的观点还来自宗教学研究。维特斯从宗教学立场出发对心理治疗导致的道德相对

主义进行了批判（Ｖｉｔｓ，１９９４）。
与“处置心灵”十分密切的领域是精神卫生领域。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前后，受来自于“反精
神医学”思潮及其相关的社会运动的影响，精神卫生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然而

“反精神医学”的阵营十分复杂，福柯当时是否自觉站在这一立场上还有待考证，但是他

的诸多研究结论事实上部分地构成了“反精神医学”的意识形态（杨锃，２０１４）。



着疯狂被否定、成为排斥的对象，人们基于理性而努力将非理性转化为

理性，这些过程共同催生出了疯狂心理学（福柯，２０１４：６６－７２）。
福柯对于历史上凭借“慈善”之名展开的所谓对疯狂的治疗嗤之

以鼻，认为是在“一种‘解放’的虚伪类别下”针对疯癫的道德化虐待。

因此，心理学从诞生时就已陷入了一种逻辑悖论中，即“心理学永远都

不可能说出癫狂的真理，因为癫狂掌握了心理学的真理”，但是心理学

又掌握了其本质，逐步将人与其自身建立起了关系———这就是“心理

人”（Ｈｏｍ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ｕｓ）———也就是现代心理学化个体的诞生（福柯，
２０１４：７３）。这也就意味着，心理学在诞生的那一刻起，本质上就不是
为了预防和战胜心理疾病，也根本不存在通过控制心理疾病而将它

“治愈”的可能性，因为一旦治愈了心理疾病，心理学本身也就终结了。

因此，福柯对现代人的主体性也作出了一种悖论式的理解。借助

对边沁式监狱空间中对囚犯监禁机制的分析，他以“全景敞视主义”

（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ｉｓｍ）概括现代个体的主体性与自主性特征（福柯，２０１２：２４２－
２５５）。概言之，福柯认为，现代人在服从中自我监视，从而在主动选择
自我控制之中获得“主体性”。

早年福柯的自我规训说超越了心理学批判。如仅就与心理治疗

相关的社会现象而言，福柯的观点引发的主要讨论点在于：心理学是

否提供了一整套知识，为建构自发性服从的主体出谋划策，并成为维

护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的技术系统？在这一脉络中，依据心理学知识

所形成的心理量表测试、智力和能力测试实质上都是实现对人的管

理。虽然心理测试和心理学、精神医学结合之后经历了形式化的科

学主义改造，但福柯断言，对个体的心理测试始终是被规训权力所塑

造的，因而与后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福柯，２０１２：２５３）。在这一意
义上，以测试、面谈、询问、会诊等形式开展的心理治疗并非都是科学

的，①它们不过是从传统的规训权威中夺取了其中对“个人问题的管

辖权”而已。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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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这一领域，更细致的实证研究可详见古尔德的《人类的误测》（古尔德，２０１７）。作者主
要通过对智商（ＩＱ）测试的科学史考察，以极丰富的证据来证明智商测试的背后是社会
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优生学、遗传论的技术运用，是为种族主义、不平等的阶层分

化提供支撑的彻头彻尾的“伪科学”。

类似观点可参照职业社会学视角下对精神医学兴起的历史过程的考察，这些考察呈现出

了确凿的历史证据（阿伯特，２０１６：４２５－４５３）。



与福柯的历史视角不同，贝拉从一系列社会现象中揭示心理治疗

的管理手法。比如，当和工作相互结合时，心理治疗可以按照企业的要

求来达成员工对工作的适应。许多生产部门和专业机构运用心理治疗

技术使工作环境充满“人情味”的氛围，从而提高人的生产性。可见，

心理治疗可以成为对作为人力资源的人加以更有效的利用的一种管理

方法。更隐蔽的是，心理治疗习惯于监测自身和他人的反应，也可以渗

透到官僚化的组织之中开展工作，并能够缓和工作环境，但也因此始终

无法消除把人本身作为目的和将人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这两种观

念之间的冲突（贝拉，２０１１：１６３－１６６）。

四、迈向“自主自我”的心灵治理

综合而言，贝拉讨论了心理治疗体现的双重性：心理治疗既是对个

体的解放，又是对个体的管理。但他对公众广泛接纳追求心灵最大幸

福的心理治疗观所引发的社会后果表示忧虑。他发现，心理治疗观被

中产阶层广泛接纳，使得两种个人主义抬头，即表现型个人主义和功利

型个人主义（贝拉，２０１１：１４３）。尤其是表现型个人主义展现出和心理
治疗文化的亲和性，“不仅拒绝采取道德立场，而且对‘道德’极不信

任，认为心理治疗意义上的契约关系才是看待人的行动的比较完整的

参照系”（贝拉，２０１１：１７０）。这实际上是将道德相对主义化了，认为个
体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道德基础，否定道德的公共性意义，从而造成了

个人生活与共同体生活之间的过度分离。此时，共同体的作用也大大

缩小，只是提供机会的场所，或是为了交换而存在的市场，而道德也降

格为仅仅是类似咨询关系的“契约化的同意”。

究其原因，“契约化的同意”事实上是现代社会理性化进程的一种

表现，也是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心理治疗观的内在逻辑正符合现代理

性化的特征。正如基于知识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者考察经典精神分析文

本时所发现的那样，在弗洛伊德的原始文本被英译的过程中，对其德文

原文的“灵魂”以及一系列相关表述的翻译出现了 ｍｉ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ｅ
等多种译法，即在转译过程中也呈现出了“理性化”的特征（孙飞宇，

２０１７）。
话语塑造人。随着心理治疗观被广泛接纳，抱有“心灵神圣”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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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之间却变得越来越主观化。与传统个人主义相关的文化传统是

否还可能延续？共同体生活是否还有重建秩序的可能性？贝拉给出的

答案是肯定的，即用建立“忆旧共同体”的方式，以“伦理个人主义”来

替代上述两种个人主义（贝拉，２０１１：２０３－２０４）。心理治疗观使每个
个体都强调自身独立性，可实际上却构建了“个体都是独特的”这一伦

理共识。这种追求合理性和个体真实的做法貌似在摆脱传统，但事实

上“连反传统本身，也是个人主义传统的一部分”（贝拉，２０１１：１８６）。
贝拉据此推论心理治疗观实际上依然是在坚守个人主义的传统，这是

对心理学化的美国社会如何处置个体心理危机、直面传统公共生活瓦

解的问题给出的肯定回答。

贝拉没有回答的是，心理治疗所产生的解放与管理这对看似矛盾

的作用意味着什么、有无超越对立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果存

在，超越解放与管理的二元对立就具有了实现的可能路径，这也就意味

着运用心理学知识可以实现“对心灵解放的治理”。在深受躈柯影响

的罗斯看来，随着人性化经营管理理念的兴起，受社会心理学尤其是斯

金纳行动主义的影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自发性在企业生产

管理过程中大受重视。企业为了让雇员能够长期自发性保持积极工作

的动机和动力，重视的往往并非是遏制人性中非理性的部分，而是反过

来尝试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令劳动者深信积极投入工作才有利于

实现自我、获得幸福（Ｒｏｓｅ，１９９９：１１５－１１６）。这一经营管理领域的心
理学化，使得原本对雇员的强制性管理转变成尊重个体意愿、鼓励自我

实现的管理范式，呈现出一种对自我解放的治理。

上述对自我的治理范式与福柯的“自我技术”有着紧密的传承关

系，其中呈现出一种现代心灵治理的总体性社会目标，即这里浓缩着现

代人的理想社会形象———“自主自我”（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ｓｅｌｆ）———并倡导形
成具有自主自律的个体。正如罗斯（Ｒｏｓｅ，１９９９）所提示的那样，这一
现代个体自觉开展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尊崇普遍化的道德和社会共同

价值，以自身的理性意志克服非理性。相比从个人身上体现社会道德

而言，这更是一个能够自主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能主动追求“被管理

的心灵”的人，对于发生问题的原因和责任，也总是从自身而非外部去

寻找。

然而，上述自我的心灵实质上依然是被管理的，与真正运用“自我

技术”形塑的自我之间仍有巨大隔阂，这一点从晚年福柯所思考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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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为对象的技术治理之中可以得到确认。福柯将技术分为四种类

型，除了生产技术、符号系统技术和权力技术之外，他还分析了“自我

技术”：这是一种使个体能够通过自身力量或他者援助对自身身体、灵

魂、思想、行为等的一系列作用从而达成自我转变的技术，个体经由这

一技术所获得的是“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福柯，

２０１６：５４）。同样是挖掘历史资源，“自我技术”起初显出了积极的一
面。在讨论全景敞视机制时，福柯将自我放在权力技术之中加以探讨，

并呈现个体心灵如何通过外在权力而发生改变；而回溯古希腊到早期

基督教时期，福柯则认为，那时的人是运用“自我技术”、通过改变自我

而达成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生命追求（福柯，２０１６：１７４）。
这一种指向“关注自我”的自我技术基于自我关系———自我与自

我之间的操作———并追求人的自主性，以最终达成一种幸福的状态。

福柯以古希腊文明为对象，分析了自我技术的构造，并从这一时期文明

向基督教早期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抽离出“自我技术”的原型及其形变。

比如他在谈及斯多噶学派的自我技术时，列举了“自我揭示”、“对自我

与良知的审察”以及“修行生活／自我修炼”（ａｓｋēｓｉｓ）（福柯，２０１６：８１）。
这类自我技术在早期基督教那里发生了形变，原因在于“基督教把自

我视为必须摒弃之物而不再是可供创造的艺术品”（福柯，２０１６：１７５）。
而自我技术原本的自我与自我的关系也同时出现了变化：在基督教那

里，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类似于牧师与羊群之间的关系，对自我的塑造

方式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受自我技术的启示，一种基于自我与自我关系的“心灵治理”跃然

纸上。就治理过程而言，心灵治理意味着以所有个体心灵为对象而展

开的一系列既具个体化又体现总体性程序的治理。受福柯的启示，为

了达成特定目的而采用具体的理性化处理的项目或策略对人自身施加

一系列影响的操作皆可称为“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Ｒｏｓｅ，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① 当这类治理与个体自主的相关体制和机制相互结合时，为
了达成公共的理性化目标，个体就必须能够自主自律地承担责任。

反过来，社会目标的达成也需要个体拥有自主选择并做出自我决定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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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践而言，心理学在从专注于为心理治疗提供知识转向对普罗

大众的观念变革之后，便不再停留在例如接受治疗的前提是由被治疗

者自主决定是否接受治疗这类问题上，而是追求在生产组织之中的更

广泛的运用，以促进经营管理的进一步理性化。而一系列的心灵治理

机制之所以能顺畅运作，也与其治理过程中不断增强的自主自律的自

我观密不可分。首先，受到心理学知识的影响，自主自律的个人主体性

可被具体化为动机、自我引导和自我责任等维度来衡量。① 每一位合

格的（甚至追求卓越）的劳动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照这些维度，一边

明确自身投身工作的积极动机，一边自主开展自我管理（如时间管理、

健康管理等）。这种以依靠自身处理与自身的关系为特征的自主选择

的能力观不但为人们提供了理解自我的基础，同时促进着人们反观自

身，以习得对自身欲望、行动模式的自我操控术。这意味着，个体可以

基于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对自身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改善，达

成心灵治理的目标（Ｒｏｓｅ，１９９８：１９１－１９２）。
其次，吸纳并系统运用心理学知识体现在对以经营绩效为目标的

管理方式的转变上。经营管理者开始在管理中重视人的灵活性、自主

性、积极性以及个体间的协作，强调造就自主自我之个体的重要性。因

此这也是一种抵制强制、反对暴力的管理方式。基于心理学知识，经营

管理者被认为须引导员工时刻保持积极的工作动机，反复让每一位工

作者感受到自身独特的价值，并时刻令其体会到通过工作实现自我的

重要意义———这些心理学知识造就了心理学化的劳动者形象。概言

之，不管人们是否相信心理学知识，这些“理性化”了的知识都有效对

接了生产组织对个体的心灵需求，把自主自我的观念、在行动中自觉追

求自我实现的观念与心灵神圣观紧密结合起来，倡导实现“自我管

理”。从这一角度来看，心灵治理所依据的心理学知识具有重要的中

介作用，使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价值与生产经营领域的利益追求

达成了无缝对接。这一支撑心灵治理的心理学知识在“人性化”生产

关系的过程中是如此重要———借用博尔坦斯基等人的概括，简直堪称

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博尔坦斯基、希亚佩洛，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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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类外在管理的隐蔽性，迈向自主自我实际上并非易事。尽

管罗斯将福柯的生物政治学运用到了心灵治理之中，但她并未就如何

形塑自主自我的一般机制作过多论述。在这一点上，与福柯式的“自

我与自我关系”相类似，米德对自我、心灵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讨论清晰

揭示了其中的内在机制。在米德看来，首先，心灵从来都不是单独的存

在，而是一种社会存在，必须在社会互动作用这一经验母体中产生（米

德，２００８：１１９－１２１），也就是说心灵的发展和演化是一种社会性演化过
程（米德，２００３：４５３）。同心灵在社会过程中的产生相一致，自我也同
样“在其中有它的主创性的社会过程的地方”，是社会过程的另一面向

（米德，２００３：４５４）。其次，自我和反身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身性
构成了形成自我的一般机制。正如米德所说：“正是通过反身（个体经

验返回到他自身），整个社会过程被引入该过程所涉及那些个体的经

验之中；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个体能够对他自己采取他人所取的态度，

能够有意识地使自己顺应那一过程，并且在任何特定社会动作中用他

自己的顺应更改那一过程的结果。因而，反身（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ｎｅｓｓ）是心灵在
社会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米德，２００８：１２０）可见缺乏
反身性就无法产生自我反思的心灵，反身性是达成个体与社会相互关

联的基本机制，同时又是形塑自主自我心灵的重要机制。

最后，为了避免社会心理学化的消极性，即导致极端利己、自我中

心等自我“肥大化”的社会后果，米德强调用“一般化他者”（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ｏｔｈｅｒ）来使达成社会共识成为可能。米德呈现了一种与涂
尔干类似的主张，即个体因属于社会而具有人格。也就是说，只有对共

同事情的共同反应在个体身上被唤醒时，自我才被唤起。由于个体依

赖共同体成员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又是抽象的态度，因此公认的态度就

构成了“价值观”（米德，２００８：１４５）。换言之，要克服孤独与虚无、避免
成为自私自利型自我膨胀的“自我”，就必须将自我放置于“一般化他

者”的位置上，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和发展；而具有“这样一组有组织

的反应的人便是我们在道德意义上所说的有品格的人”，这样的“人”

体现了个体自我的人格化（米德，２００８：１４６）。因此，真正的“自主自
我”必定是占有和分享共同体“集体人格”的自我。如果回到涂尔干，

自主自我的所谓“自主性”也必定是具有道德性的（涂尔干，２００１：
１１８），个体正是通过在自我心灵中培育出“自主性”的要素，才建立起
摆脱或走出极端利他主义或宿命论的困境（赵立玮，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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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结与讨论

自我是人类一切活动的终极目的，个体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

题因而始终是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考察了从“人格崇拜”到

“自我神圣”的某种社会理论的演进过程，又依据情感社会学综合二者

之说，试图勾勒出现代自我的“心灵神圣”观，以期对现代人关注自我

心灵、接纳心理治疗的社会心态提供一种社会理论上的解释。此文无

意讨论心理学知识的真伪或心理治疗是否有效，同时也并非是要进行

类似弗雷莱式的“压迫者的教育学”那样的心理学批判（弗雷莱，

２０１４）。因为仅仅把接受心理治疗的人描述为被压迫者或弱者、把掌
握心理治疗方法和技法的人等同于拥有权力的压迫者，显然有失妥当。

诚然，在探讨心理治疗的双重性时，解放个体与管理个体的效应初

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但是，任何个体都是借助着某种被认为值得信

赖的知识而在社会生活中塑造自我的。对于现代人而言，心理学知识

就是这种塑造自我和心灵的知识系统，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社会变得

心理学化了。受心理学知识的左右，现代人的心灵实际上包含着双重

的社会含义：这一方面指对表达自然情感的“心灵”进行的神圣化，另

一方面指基于理性控制的情感法则，通过管理感情、抑制冲动建立起以

“自主自我”为理想的人格信仰。

然而，如何才能令个体真正拥有自主的心灵？换言之，如何达到心

灵的自主性或回归成为自然主义意义上“高洁的野蛮人”，抑或参照福

柯言及的状态，把关注自我及自我的存在作为至上的“艺术”或一种审

美的目标来加以追求？“自我技术”对现代人的“心灵治理”对该问题

有启示意义。伴随着心理治疗观对理想个体的构建，一种“自主自我”

的理想观念正在普及（或常被庸俗化为“人性化管理的手段”）。换句

话说，在抽象化的社会中，已不存在普遍化的道德理想，而是以个体

“心灵神圣”的观念为前提，形成一种追求“自我实现”的共通性价值

观。正是因为接纳了这一共通的价值观，“自主自我”才可能成为现代

人的人格理想。

对照这一理想型，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心理危机时，或依靠牧

师般角色的心理治疗师来应对这些危机，或通过“自我修行”重新适应

社会生活。和福柯有所相似的是，贝拉在谈及现代美国文化的改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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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已洞察到一种通过“自我修炼”达到自我实现的现象，并认为这些个

体在试图发现自我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贝拉，２０１１：３８４）。
“心灵治理”的目标因而变得明确，即塑造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自我与

自我之间的关系：关注自我并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要使自我和心灵

不脱离社会而得以存在和发展，又必须要求自我具备米德所说的反身

性特征。

尽管中国还没有达到公众普遍认可心理援助、主动寻求心理治疗

的社会发展阶段，但心理学化的现象已在一些领域（如教育）彰显。一

方面，受到“心灵神圣”观的影响，学生的自我尊严似乎变得神圣不可

侵犯，教育部甚至需专门发布规定，认定教师有权批评学生（教基一

〔２００９〕１２号）以应对这一趋势。另一方面，以往以“道德品质恶劣”等
道德化问题处置学生的方式，正在被以“人格异常”“发展障碍”“学习

障碍”等心理诊断和治疗的更加心理学化的方式所替代。此时，“宅文

化”和“佛系青年群体”的出现也在引发我们思考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出

现的某种心理学化的趋势。

值得强调的是，如米德（２００３：４５３）所言，心灵和自我的发展与演
化其实都是一种社会性的演化。心理治疗观逐渐被中国社会接纳，正

是社会性演化的一种表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自我、心灵的社会

心理学化转向的社会理论演进进行考察，对当前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意义。首先，社会治理须包含心灵治理的维度。从心灵治理的维度来

看，如果把汶川地震作为现代中国心灵治理的开端，那么随之在２０１０
年发生“十三连跳”的富士康职工跳楼事件则警示我们：当个体已在心

理学化社会中接受心灵神圣的观念而又无法独自面对心理危机、生产

经营方式却未能及时实现现代转型时，类似的社会后果是难以避免的。

近年来，国家做出了加快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反应，将社会心态纳

入到社会治理的总体格局之中。而探索本土个人与社会的“心灵治

理”，把握当前社会心态的发展趋势，正可以成为这一社会治理总体格

局的一个重要维度。同时，在借鉴美国社会工作发展经验时，我们也须

警惕“科学主义”的陷阱（李伟，２０１８），反思如何避免过分偏重以诊断、
矫正和治疗的方式发展社会工作从而陷入医疗化、心理学化的困境。

以中国社会工作的实务和研究为例，近年来对心理治疗相关的专业服

务能力建设已颇受重视。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致使社会工作

界越发关注“农村留守人群”“失独老人”“老漂一族”等亟待心灵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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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并试图参照既有“行为科学”的相关结论来展开临床实务———

这也提醒我们关注将本土个体的身心疾痛经验放置在其社会历史脉络

中加以理解。另一方面，心理治疗和相关的临床社会工作也开始成为

检验投入公共资金所产生的服务成效时的重要取证手段。以证据为本

的循证社会工作助推着社会工作科学化、专业化地发展，使相关的心理

治疗和临床社会工作成为本土社会工作的主要方向之一（齐铱，２０１７；
张婷婷、张曙，２０１７）。

为解决当前中国的社会心理问题，选择科学化、专业化的解决途径

是必由之路。然而，正如涂尔干所告诫的那样，只有通过历史分析才能

真正发现作为社会存在的人“是由什么构成的”（涂尔干，２００６ｂ：１７８）。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重塑自我观、寻求内在心灵安放地的可能路径也

存在于构成其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之中。《金翼》中的主人公黄

东林在十四岁时因祖父去世，整整一年多都沉浸在悲伤之中。放在当

下都市生活中，长期陷入悲痛的东林会被诊断为 ＰＴＳＤ而接受心理治
疗。但林耀华先生冷静地描述道，因祖孙俩人“异常亲近”，这位小男

孩才头一次体会到了悲伤，并进而分析道：“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好

比一个由竹竿构成的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用橡皮带紧紧地绑在一

起……将其中一根完全抽离，我们都会混乱、痛苦，直至崩溃，而所有的

节点都会暂时松弛”（林耀华，２０１５：３）。在他看来，松弛是暂时的，因
有家人在一起生活，所以东林总能从悲痛中被再次拉回来。中国人常

常就是这样通过努力达成社会生活格局的重新平衡，以摆脱自我的心

理危机。

对照欧美社会，自主自我的观念在现代中国可以说仍然只是初露

萌芽，同时社会文化传统也并未全然离场。以“差序格局”为人际互动

特征所形成的个体为中心却公私不分的社会结构和互动模式仍在演进

过程之中（张江华，２０１０）。而如果上溯到朱子的《敬斋箴》，中国传统
中本不缺乏探讨“心灵”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在《敬斋箴》中，朱熹所列

出的十条箴言皆是围绕“心之主宰性”而展开的，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

是作为心灵主宰的“敬”（子安宣邦，２０１７：５２）。因此，比照心理学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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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儒学东渐的成果之一，在日本近世儒学之中，山崎?斋及其学派正是通过对“敬”这

一“心的主宰性”的功夫进行挖掘，对其加以形而上学的重新解读，而再建构了“朱子学”

（子安宣邦，２０１７：５４）。



会的现实和一般化理论，就中国社会而言，国人在面对自我与心灵问题

时，也可以从历史积淀的“修身”传统之中挖掘经验，依照“物格而后知

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王国轩译注，２００７：
３）的阶序来践行，寻求心灵治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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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ａｒｒａ，Ｐ．＆Ｉ．Ｋｉｔｓｕｓｅ１９９３，“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ＪａｍｅｓＡ．Ｈｏｌｓｔｅｉｎ＆ＧａｌｅＭｉｌｌｅｒ（ｅｄ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ｌｄｉｎｅ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

Ｍｅａｄ，Ｇ．Ｈ．１９３４，Ｍｉｎｄ，Ｓｅｌｆ，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

Ｒｅｅｄ，Ｅ．Ｓ１９９７，ＦｒｏｍＳｏｕｌｔｏＭｉｎｄ：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ＥｒａｓｍｕｓＤａｒｗｉｎｔｏ

ＷｉｌｌｉａｍＪａｍｅｓ．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Ｒｏｇｅｒｓ，Ｃ．Ｒ．１９５１，Ｃｌｉ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ｔ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ｓｔａｂｌｅ．

Ｒｏｓｅ，Ｎ．１９９８，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９，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ｌ：Ｔｈ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Ｓｅｌｆ．Ｌｏｎｄｏｎ：Ｆｒｅ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ｏｏｋｓ．

——— ２００７，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ＬｉｆｅＩｔｓｅｌｆ：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Ｖｉｔｓ，Ｐ．Ｃ．１９９４，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ｏｆＳｅｌｆｗｏｒｓｈｉｐ．Ｃａｒｌｉｓｌｅ：ＴｈｅＰａｔｅｒｎｏｓ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

ＷＨＯ，２００２，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ｗｈｒ／２００２／ｅｎ／）．

——— ２０１３，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ｗｈｒ／ｅｎ／）．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林　叶

３８

论 文 从“人格崇拜”到“自主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