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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人是关系性存在 ,人的关系性活动构成了人现实的生活世界。本文试图从“人的生

活世界”视角出发 ,揭示心理健康的历史时代性前提 ;以“人的关系世界的和谐”重新界定心理健康

的标准 ;挖掘人生活世界中四种和谐的关系 ,即人与自然的共生、人与人的互动、人与自身的同一、

人与“神”的共融对人心理健康的意义 ,真实把握心理健康的哲学性内涵 ,用“人的方式”关注人现

实的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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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从来没像今天这样关注、反思、追寻自我 ;或者更确切地说 ,人类对自我的关注、

反思、追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真实。人对自身生命质量、生活意义的关注是当今人文学科

的相通点。因此 ,心理健康是心理学的社会历史时代性所赋予的崭新内涵 ,是心理学当代

价值的核心体现。

一、心理研究的“生活世界”转向

心理学对心理的研究是人认识、把握自身的重要手段与核心方式。人对自身的认识、

把握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多变的过程。没有任何一门学科承载着如此的“重负”。也没

有哪一门学科像心理学史那样“充满混乱和争吵”。[1 ]总的说来 ,心理学探寻和把握心理

的过程就是人认识、追问自我的过程。受西方独特的思维方式制约 ,心理学 (主要是指西

方)对心理的研究大致分三个阶段。

(一)“本体形而上学”的心理学

这一阶段的心理学也称古典心理学 ,它对心灵的探索像其他学科一样散含在思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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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追问中。人类对心理的认识主要靠理性的反思和理解性想象 ,把心理看成是独立于

人现实生活之外的、具有本体性的实体。从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的“灵魂”,直至以中世纪的超自然实体信仰为纯粹和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一阶

段 ,心理 ( Psycho)即心灵 ,具有鲜明的“本体形而上学”性质。

(二) 科学心理学

虽然形成标志是 1879 年冯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实验方法研究心理的实验

室 ,然而这种把人对象化 ,把心理实体化、把人的现实世界科学化的理念却源于近代自达

芬奇、笛卡尔等对抽象心灵实体的摈弃 ,转而跟随获得辉煌成就的自然科学之后 ,试图象

物理学研究物那样去研究人的心理。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 ,存在于自然之中 ,服从自然

的法则 ,不能超越自然就是在思维中也不能走出自然”。[2 ]在该阶段 ,人对人的本质进行

了纯粹抽象的理性启蒙 ,把人看做是独立于一切“关系”而存在的先验实体。由此心理过

程被分解 ,心理状态被静止 ,心理活动被还原和简化。心理学真正实现了科学化 ,而心理

则成为“主体形而上学”的傀儡。

前两个阶段的心理学从表现形式上看具有明显差异 ,但其实质却一般无二 ,即两者都

以对象化实体的范式研究心理 ,使心理学远离人现实的生活世界。

(三) 关注人现实生活世界的心理学

心理学不再安分于沉静的“科学”而热烈地投向人现实的生活世界 ,是借助第二次世

界大战对心理学的需要。但其背景依据则是在现代社会中人对自身生命质量、生活境遇

的关注 ,是“心理”经历了从对象实体反观自身的漫长等待后重归生活的自觉。心理学各

派都开始尽可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诠释心理学研究的社会性意义和时代性特征 ,力图解

决现实生活中人的心理问题 ;与此同时 ,新兴的“第三势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直接探讨意

识经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关注人自身的价值、需要 ,关注人格、人性问题。随着现代社会

的充分发展及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人已经基本完成了对于人的世界、自身确定的物理性质

的了解 ,不再靠对象或想象的对象存在 ,而是用双脚站立在坚实的大地上 ,人“要通过自己

的创造活动把握自己 ,以完成自我实现的梦想”[3 ] ,就不再需要将心灵本体化、对象化、实

体化来逃避人生的真实 ,而要直面真实的社会生活及现实生活着的人的心理本身。以至

于在整个文化领域起支配作用的既不是经济领域的“经济利益”,也不是政治领域的“平等

权利”,而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4 ]这样 ,对心理的诠释不应再是单个心理学家枯

燥干瘪的假设和冥想 ,而是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热情执着的生命之爱。人对

于真实的生活世界中人的心理状态、心理活动、心理内容、心理过程的关注 ,实现着心理研

究的“生活世界”转向。

所谓人的“生活世界”,就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和形成的人的关系世界。人作为个

体不是惟一的和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 ,它通过对象性的活动来实现人的本性。对象性活

动是人之为人的象征和标志。“人作为实在的、现实的、具体的存在物 ,本来就处于关系之

中的 ,人的存在、人的特性、本质和本质力量 ,无不表现为关系 ,并通过关系来实现和确证

的。无论如何 ,关系之外的人是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获得任何现实性 ,因而是不存在的。

人只有处在现实的关系之中 ,才有自己现实的存在和现实的特性、本质与本质力量”[5 ] 。

那些没有关系或不能通过关系表征自己的存在物就不能被称做人。人的现实生活是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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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性活动即对象性活动来实现的 ,人的关系世界同时就是人的对象世界。从关系的

角度来说 ,人的生活世界基本由人的四种对象性活动构成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表现为

人对自然界认知态度、改造方式及自然界对人的影响 ;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人的社会关

系 ,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行为 ;三是人与自身的关系 ,主要指人对自我的认知评

价、情感体验及调节控制 ;四是人与“神”的关系 ,即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怀与信仰。这

四种关系统一于人现实的生活实践。既通过生活实践表现出来 ,又同时通过生活实践生

成人具体而丰富的本性 ,生成人新的现实生活世界。

二、从人的关系世界看心理健康标准

目前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表明 ,“心理健康”既是一个国际普遍性的热点问题 ,又是一个

颇具时代性的焦点问题。人们对心理健康的共同关注已经有理由让我们相信 ,心理健康

问题研究不再是某一单一学科或某一部分人的问题。然而由于“心理健康”本身的复杂

性 ,至今为止 ,关于心理健康的标准仍是众彩纷呈 ,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见解。而现有的对

心理健康标准的界定或者是以个体生活状态 ,包括知、情、意、行的外在表现为依据。如

1946 年第三届国际卫生大会认为 :“所谓心理健康是只在身体、智能及情感上与他人的心

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 ,将个人心境发展成最佳状态。”或者是某种外在的社会期望和

规则、权威者主观鉴定为依据。如社会工作者波蒙 (W. W. Boehm) 提出 :“心理健康就是

合乎某一水准的社会行为 :一方面能为社会接受 ,另一方面能为本身带来快乐”。这些心

理健康标准缺乏“以人为本”,以现实生活世界的人的本性为根基的理论分析 ,多停留于心

理健康的现象化描述 ,结果都因无法全面揭示心理健康的真实而只能界定心理健康的一

部分内容。为避免这一明显缺陷 ,人们在研究中又出现了细微化标准和粗统化标准。即

或者是从某一学科如教育学、卫生学角度 ,从某一职业角色要求出发 (如青少年标准、教师

标准等不计其数) ;或者是弱化标准意识 ,如我国刘华山提出的“心理健康是一种状态更是

一个过程、心理健康说到底是一种人生态度”。这样关于心理健康就呈现出“各说各的理 ,

各有各的理”的研究态势。

其实 ,心理健康是人的健康 ,心理健康的标准必须以人的健康标准为前提 ,而人的健

康必须从真实的人性入手探讨人的生活世界以及人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存在状态。所

以 ,衡量人心理是否健康的标准就是人的关系世界的和谐。人的关系世界就是构成人的

生活世界的关系 ,关系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生成的并标志人的存在样式和存在特征的属

人特性。“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 ,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 ,动物不对什么发生

‘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6 ]人与人意识到的对象构成人现实的生活世界 ,并且人

与人意识到的对象及其关系状态就是人现实的生活状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 　这种关系状态是人的关系世界中第一层涵义。因为“人直接

地是自然存在物”。[7 ]人之为人的前提就是人自然的肉体生命。人要活着就必须占有物

质力量满足自身基本的生存需要。所以社会现实中的人首先一定是拥有某种占有相当物

质力量的可能性的人 ,他要能以自己的方式在社会中生存。当然他所拥有的占有物质力

量的可能性越大 ,则就越加坚实地实现了和谐生活状态的第一个前提。然而更重要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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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上看 ,并非人占有的物质力量越多 ,人就一定越健康 ;从过程上看 ,并非一切占有物

质力量的活动方式都是健康的。只有在自然的内在“需要”得到尊重时 ,人所实现的需要

的满足才会是健康的 ,这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才会成为人的关系世界和谐的一个必要前

提。

人与社会的关系状态　社会性是人最本质的规定性 ,“是人最根本的属性”[6 ] ( P125)马

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7 ]所谓社会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社会是人与人关系的结果 ;另一方

面社会又先于个体而存在 ,社会及他人影响是个体行为的根本指向。因此 ,人的生活状态

又取决于人与社会及他人的关系状态 ,包括个体对他人、社会的认知、评价及形成的态度 ,

与他人的交往、沟通、互动 ,在此基础上能否建立合理有效的“主体间性”,即良好的情感联

系 ,一定的信誉度 ,适当的合作精神等。社会关系是人的关系世界中最集中表征人本质特

征的部分 ,是人的关系世界的现实化。其他诸关系及其状态都要通过现实性的社会关系

展示出来 ,而社会关系直接反映人的社会性力量即人的力量。人与人交往的和谐性遵循

“互利”原则。交往双方的需要都得到满足 (或基本满足) 时 ,交往才能够得以进行 (或深

入) ;“互利”的内容并非是一一对应的交换关系 ;“互利”的数量要求在外观上也不是完全

相等的 ,即所互之“利”是由交往双方的主观需要决定的 ,所以有时“外人”很难理解两个极

“不和谐”的人却能非常和谐地相处。由此说来 ,能够满足他人需要的人 ,就是能够与他人

和睦相处的人 ;而越是能够满足人内在精神的深层需要的人 ,越容易被更多人接纳、认可 ,

成为有“社会关系”的人。

人与自身的关系状态 　这种关系状态就是指思想意识从我出发指向我并回归我的

“自我意识”状态。包括自我认知 (个体对自己各种身心状况、人我关系的分析、判断的水

平) ;自我体验 (个体伴随着自我认知产生的情感 ,如 :自豪、自尊、自信、自爱、自主自立等

程度) ;自我调控 (在前两者基础上产生的自我监督、自我调节) 。人与自我的关系状态是

人的关系世界中的关键部分。人怎样获得自然力 ,怎样对待他人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

怎样认识自我 ,即对自我的内在本性、需要和自我在外显环境中的地位、特征的意识。所

谓“自知者明”,如果主体自我对客体自我认知合理、调控有效 ,人就容易形成良好的人际

关系和人 —自然关系。

人与“神”的关系状态 　人既是理想性存在 ,也是追求终极理想和永恒的存在。《圣

经》中说 :亚当和夏娃吃智慧果之后 ,上帝担心人知道罪恶与神相似。现在恐怕他伸手又

摘生命树的果子吃 ,就永远活着。于是耶和华就将他俩赶出了伊甸园 ,并在伊甸园的东边

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火焰的剑 ,把守通向生命树的道路。人获得了智慧 ,就有了永生的

渴望。这种渴望首先表现在个体希望肉体永远存在 ,但自然决定人只能以智慧的无限实

现人永生的精神追求。这种对终极存在、终极意义的关怀与追求就是信仰 ,它将人对生命

及生命精神的热爱汇集成人生生不息的生命冲动 :在道德领域人要求向善的无条件性 ;在

认识领域表现为人求真的无尽执着 ;在审美领域人则渴望表达无限的终极意义。在人的

一切精神领域都反映了这种终极关切的状态。如果没有意识到或再度丧失这种信仰 ,人

的现实生活就会缺乏意义感或没有意义 ,人就会陷入生命的空乏与荒芜 ,就会很容易丧失

生存的勇气及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因此没有信仰的生活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对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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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世界给予终极意义的追寻和神圣意象的体味 ,是形成人的关系世界和谐的根基。

因为它是前三种现实性关系所要达到的彼岸理想 ,是三种现实关系的行动指向。没有 (或

没有正当的)这种终极关怀 ,人不可能获得真正和谐的生活状态。事实上 ,很多人不能坚

强地面对挫折、困境、压力 ,甚至认为活得没意思、没奔头、没劲头并不是没有工作不能生

存、或者不被人接纳认可、或者自我意识水平低 ,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对生命精神的关

怀和对终极价值的信仰。由此说来 ,这种关系既是过去我们没有足够重视的 ,也是现在将

来要实现人的关系世界的和谐所必须首先重视的。

以上四种关系既彼此独立又相互渗透、彼此依托 ,共同编织成人的生活世界之网 ,通

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表现出来 ,其中一种关系的不和谐状态会直接影响其他三种关系的

平衡 ,从而打破人关系世界的和谐。只有实现人的四种关系世界的共同和谐才能真正实

现人心理的健康。当然 ,在人现实的生活世界中 ,不存在人的关系世界绝对纯粹的和谐 ,

也不存在绝对纯粹的不和谐。事实上 ,人都是处于二者之间 ,人也总是处于二者之间 ;同

时在这些关系中 ,每一种关系相对独立甚至有时相互对立。如 :有的人偏执于自我与社会

关系 ,有的人过于关注自我的状态 ,有的人则沉迷于超现实的精神信仰。而一旦某一关系

打破了人的关系世界的和谐 ,作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人 ,就会处于非健康状态 ;另外 ,“和

谐”的标准是一个动态生成的历史过程 ,具有社会性、文化性和历史性 ,不同的社会背景、

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历史背景 ,“和谐”的涵义不同。对个体而言 ,“和谐”又是人生命

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呈现出来的本然特征 ,不同的年龄阶段 ,“和谐”的标准也各不相同。

三、心理健康的哲学意蕴

从关注人的关系世界的和谐出发 ,反思心理健康的哲学性内涵 ,追寻心理健康的哲学

意味是真正关爱生命、提升生命质量的根本前提。

(一)心理健康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关怀

“心理健康”是人对生命本然的自觉尊重 ———以生命本身特有的方式对待满足人需要

的自然。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 ,这就决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的生命肉体遵循自然界

内在规律 ,人要维持生命存在就必须从自然界获得物质能量。而人又区别于其他动物 ,人

的物质活动是自由自觉的生产活动。因此人自然需要的满足就不可能是一个自然过程 ,

而围绕人的活动构成的自然界在人的眼里也不可能只是能满足人自然需要的纯粹自然。

这样 ,要想保持人对自身存在合理性的认知 ,人只能在满足自身自然需要的同时尊重自

然 ,即以“自然的方式”实现人的愿望。人尊重了自然的需要 ,就尊重了自然中的人自身满

足的需要 ,从而也就筑成了人心理健康的生命性基石。更重要的是 ,人作为非自然存在的

属性决定了自然对人的伦理和审美意境 ,正是这些意境使人脱离了纯粹自然的生存方式。

说到底 ,心理健康是人对自己的尊重 ,是对自然的尊重 ,更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二)心理健康是人与人和谐互动的社会理想

“心理健康”是个体社会化中的角色认同 ———人按社会期望与要求实现自我的关系世

界。社会是人现实的生活世界 ,是人与人的关系及结果 ;是每一个生命个体存息、发展的

空间 ,体现人的意义与价值、丰富性与创造性的舞台。没有社会就没有人。因为人直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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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的产物 ,社会赋予了人以本质 ,使其最终与自然界所有的物种分离开来。人的最基

本的规定性 ,即人与其他一切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他的社会性。只有在社会中生活的人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全部生命过程和最终目的就是社会化。社会化

就是使自然人具备社会属性 ,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个体的社会化都是按照社会对个体所

承担某一具体社会角色的期望进行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就会产生个体不同的社会化方

式 ,会生成不同的人格特点 ,必然就会形成不同的心理及心理健康标准。

人与人和谐互动的特征还表现在人类互动交融的文化寻根上 ,即从文化的维度把握

心理健康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文化即“人文化成”是人全部生命实践的过程及结果。人是

文化的存在 ,文化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濡化人的心理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文化 ;同

时文化又是构成人生活世界的常识性公设和原则先于个体的存在 ,因此有什么样的人就

生成什么样的人。心理的诸多种非健康状态首先是某一区域文化内部的必然产物 ,是人

既适应传承某种文化状态又生成创造新的文化因子的对象性活动产生的暂时性不和谐或

矛盾。不仅如此 ,文化尤其在当今社会呈现出动态开放的特征。不同区域、不同结构、不

同理念、不同形式的文化越来越频繁并无可逃避地碰撞、交流、互动 ;不同思维方式、价值

理想、生活信仰的冲突又会成为非健康心理的重要因素。由此看来 ,心理健康是一个文化

性问题。文化及其存在状态不仅是产生心理不和谐的因素 ,而且心理健康水平也由文化

规定。不同文化境遇中的心理健康标准有相当甚至是本质的差异 ,人们对同样的行为评

价标准不一样 ,有时对他人同样评价的自我理解也不一样 ,当然所产生的心理内容、心理

状态、心理品质也就不一样。

(三)心理健康是人与自身和谐同一的成长过程

“心理健康”是人类自我意识成长成熟的标志 ———人把目光从天上转回到人站立的大

地上 ,从抽象的概念和冥想拉回到人通过实践生成着的生活世界。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 ,

人类没有注意和研究心理是否健康、心理也会生病这样的问题 ,但人也一样实践并创造着

人的生活世界。因为人一度把自己对象化为某种实体 ,以纯粹理性的原则描述人活生生

的现实世界。人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了人的世界的“物性”认知与改造 ,实现了人独立地站

立在坚实大地上的基础。从此 ,人作为主体才可能开始真正分析解读自我。这里的自我

(即被意识到的自我)是现实地生活在“关系”世界中的自我 ,拥有人最丰富的本性。既直

接是自然的存在物 ,又同时是超自然的存在物 ,具有自然界、社会、文化、历史所赋予的全

部内涵 ;是物质存在的又是精神生活的 ;是感性冲动的又是理性束缚的 ,是多彩、鲜活、立

体的自我。

“心理健康”是当代社会人类生活的自我关注 ———反映现代人一定程度的生存困厄与

生活困境。就生活方式而言 ,现代人拥享着获得幸福的钥匙 ,即较比古人更多的独立性与

自由。人在更大程度上从对物种的依赖中解释出来 ,彰显着人作为生命主体的主动性。

然而现代人却越来越多地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的冲击 (如无休止的竞争引发的越来越重的

压力) 。人的“生活世界”并不像刚刚启蒙时人们热切而美好的憧憬那样令人满意 ;相反 ,

无论是“现身情态”的自我体验 ,还是诸多思想家的深察洞见 ,都可以对现代人的生活及生

活世界窥见一斑 :现代人不仅面临着一般意义上人生所遭遇的痛苦 (如疾病、老死) 、灾难

(意外的不幸) 、挫折 ,也面临者“现代”生活带给人的“关系世界”不和谐状态 ,表现为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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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神”的不平衡、不“健康”、不正常关系 (对此现当代的西方

学者有许多评述 ,所以不再赘言) ,这些关系状态构成人追求心理健康的基本框架。“心理

健康”的本质是现代科学世界中的人文关怀 ,是人对自身生活质量的关注。

心理健康实现的基本和关键途径是“自己解放自己”———人追求自身解放所奏响的凯

歌。人是对象性存在。因为人“直接的是自然存在物”,人是有形体的 ,呼吸着一切自然力

的存在物。所以人是感性的、现实的 ,也是非完满的存在 ,人只有把自己当作对象并通过

对象性活动才可能走向完满。现实的人是处于对象性关系中的人。人不是市民社会的利

己主义者所想象的存在 ,不作为对象又不拥有对象的人即“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人 ,是

抽象的、孤立的、假设的存在物。人的本性的对象性决定了人的活动的对象化 :一方面 ,人

受关系世界中的对象制约 ;另一方面 ,人的对象不是直接呈现的客观本然 ,而是人的对象

化活动的产物。所以“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 ,只有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

量”,[8 ]人自身是实现自身生命追求与生活和谐的本质力量。人对自身、他人、自然、终极

意义的理解与态度决定了人现实的实践活动方式 ,也就决定了人现实的生存与生活状态。

人怎样生活 ,生活得怎样 ———这取决于他是怎样的人。由此看来 ,实现个体心理健康的根

本途径是自己解放自己 ,即人的自我意识的成长与成熟 :个人对自我世界合理的诠释 ,和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我情感体验、自我心理与行为调控 ,并实现人的关系世界的和谐。

(四)心理健康是人与“神”和谐共融的意义追寻

“心理健康”是当代社会人类自我关照的理想追求 ———当代人在实践活动中对人生活

的应然或完满状态的理解。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 ,人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完全纯粹的心理

健康。因为人是富于理想的开放性存在 ,人总是不满足于已经存在的现有关系状态 ,并按

照理想和追求去生成新的生活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人永远都在途中。人的生活世

界的生成性及人实践活动的创造性的本质就体现在 ,人总是在“打破平衡 —寻找平衡 —达

到平衡 —再打破平衡”的过程中发展人的各种“关系”: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改造 ,对自我的

评价与调控 ,对他人的态度与交往 ,对终极意义的追求与信仰。其中 ,对于人的任何一种

关系打破平衡 ,都意味着人的心理要承受不和谐状态并产生特定的认知态度 ,通过自我整

合实现心理平衡 ,完成个体心理不断的成长。在这一过程中 ,人表现出人作为人的本性

———在矛盾运动中占有并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

心理健康是人对生命的自然形式的超越和对永恒生命精神的追寻。“神”是人追求向

往之理想存在。理想就是人对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超越 ,人之所以要追求理想 ,是因为现

实是不合理、不完满、不尽如人意的 ,是因为人自身及人的生活世界的有限性。人总是追

求自己欠缺之物 ,追求自己没有的 ,追求更善、更真、更美的。只要有人并活着 ,人的追求

就不会停止。心理健康是人不断的超越当下、追寻意义的过程。在终极意义的追寻过程

中 ,实现理想与现实、愿望与能力、目的与手段的完整统一。人什么时候真实领会了生命

的意义 ,什么时候就会获得心理的充实、欢愉、宽容与坚强 ;人在什么程度上领会了生命的

意义 ,也就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存在与追求 ;人在什么意义上领会了生命的真谛 ,也就在什

么样的生活世界中睿智、丰盈、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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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ical Thinking of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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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human being is a kind of relative existence , which constitutes the realistic living world of peo2
ple. This paper ,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human beings’living world”, tries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e2
poch premise of mental health and redefines the criteria of mental health by“harmony of human beings’rela2
tionship”. It discloses the four kinds of harmonious relationships in human beings’living world , namely , the

symbiosis of man and nature ,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man ,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 beings and their

egos ,and the signification of mental health by merging man and“god”. It tries to grasp the real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mental health , and focuses attention to the human beings’realistic life quality through“the

fashion of man”.

Key words : mental health ;philosoph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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