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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自尊是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机源 ,它构成个体人格的核心 ,具有本体论的

意义。自尊水平直接影响人现实的社会生活。在关系世界中生成的自尊才是真正的自

尊 ,只有在自尊的调节下才会生成和谐的关系世界。自尊的教育引导人去反思自我保护 ,

自尊的教育调节人去学会适应 ,自尊的教育关爱人去形成健全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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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尊是指人对自我行为的价值与能力被他人

与社会承认或认可的一种主观需要 ,是人对自己

尊严和价值的追求。①研究表明 ,自尊不仅与学业

成绩、归因、人际关系等因素呈高相关 ,而且是个

体心理健康的核心。②自尊除有高低外 ,还具有异

质性差异 ,即人存在高自尊异质性问题。近半个

世纪以来 ,高自尊异质性问题得到广泛关注③ ,如

假自尊④、防御性自尊、稳定与不稳定高自尊、表

面上的高自尊、相倚的高自尊和真正的高自尊 , ⑤

等等。那么 ,人的自尊只有高低水平之分吗 ? 自

尊越高越好吗 ? 抑或对自尊研究仅仅进行测量而

无视其本质探讨就足够了吗 ?

本文通过探讨、追问、论证自尊的本质 ,探索

自尊原动力的关系世界 ,寻求教育关怀的必要性

与可行性。

一、自尊本质的生命意蕴

自尊是人类所特有的、决定人之所以是人的

核心内在品质。自尊本质的真正内涵在于对人的

生命的解读中 ,只是在有生命之处才会有自尊 ,因

此 ,生命性是把握自尊本质的根本。

(一)自尊起源的生命启示

自尊的产生需要两个生命前提 :一是我与非

我意识的建立 ,二是挫折与死亡对生命的危机。

人在生命初始是以本能反应外界环境的。在他的

世界中 ,没有自己也没有他人 ,更没有自己与他人

的区别 ,因此也就没有自尊。随着认知能力的不

断发展 ,个体的社会认知能力也开始出现 (如依恋

等) ,其最初表现是在意熟悉的人 (如母亲等)对自

己的态度 ,并根据环境及人的状况表现自我的情

绪体验。就个体整个生命历程而言 ,这就是最简

单、原始的自我认可 ,这意味着个体自尊的萌生。

由此可见 ,自尊形成于“我”与“非我”意识的建立 ,

即个体能够区别自己与他人的不同 ,并因这种区

别而产生情绪反映和行为变化。一旦个体确证了

自己与周围世界的不同 ,他就开始以所有努力企

图弥合这种由意识造成的不和谐。然而 ,人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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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消除“我”与“非我”的冲突 ,于是 ,注定要陷

入永不停息的自我确证之中。自我确证的实质是

追问自我存在意义的过程 ,无论其形式如何 ,“人

是这样的一种动物 ,他们毕生都在努力使自己相

信其存在不是荒谬的”⑥ ,他们毕生都在确证自我

的合理性与价值性。

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 ,自尊构成个体人格的

核心 ,是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机源。由于自尊的

存在 ,人作为个体存在才可能具有价值和意义 ,人

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自尊的这种特性又源

于人另一个生命的前提 :只要活着 ,每个人都要面

临挫折和死亡 ,任何人都无法逃避。这是生命的

悲哀 ,却成就了人的自我认可、自我拯救的本能 ,

因为人必须“超越”挫折和死亡才能确证生命的意

义。在自尊的鼓励和支撑下 ,人才有勇气真正地

面对挫折和追求生命精神的永恒存在。挫折是对

个体生命存在的暂时否定 ,挫折来源于外界 ,他

人、他物与自我产生的冲突有时被个体体验为某

些特定的伤害 ;死亡来自个体本身自然 ,是对每个

个体都必然存在但又不明确何时存在的“永久否

定”。挫折和死亡是对生命的否定 ,由于不能实现

生命的永恒存在 ,个体就只能以自尊的方式保存

自己 ,这种努力便是他真正的本质。个体企图永

远保存自己是生命的本性 ,它形成了以自我认可

为中心的人的整个实践过程和结果 ,形成了人最

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 ,人在自我认可中实践着生

命精神的永恒 ,又在永恒的生命精神中发展和不

断升华自我认可的境界 ,实现人自身生命的尊严。

(二)自尊完善的生命历程

自我认可是一切生命维持的前提 ,而自我保

护方式的不同却表征了不同的生命境界 ,也区分

了不同的生命层次。为呈现自尊本质的真实面目

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现实世界中人的生活状态 ,有

必要区分自尊的类型。根据个体对自身和周围世

界关系的意识程度 ,以及相应的对自身合理性的

维护方式 ,可以把自尊分为自在的自尊、自为的自

尊、自由的自尊。

自在的自尊即一切生命的本然性自我关注。

生命个体对自身及周围世界的意识处于一种“自

然而然”的状态 ,对自身合理性的维护方式是直白

的、素朴的、也是最容易改变的 ,它是生命最初的

自我保护形式。自然人一般表现于生命的初期 ,

随着实践的深入和对现实生活的改变 ,人会逐渐

地提升自己的生命意识 ,自觉思考生命问题 ,越来

越主动地摈弃自在本能 ,并形成自我保护的第二

种类型 :自为的自尊。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

关注。个体自觉到自我的唯一目的性 ,并由此确

定自我价值的选择标准 ,自己是自己存在的合理

性根据。从广义上说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现代

理性主义就是建立在这种意识基础上的。通过它

获得启蒙的现代人彻底挣脱理想与现实的樊篱而

实现了完整的独立 ,从此 ,无节制的主体性成为彰

显“万物之灵”唯一的凭证 ,人的存在等同于人的

自由意志 ,人的自我保护等同于唯我保护。“个体

是某种全新的东西和创新的东西 ,某种绝对的东

西 ,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固有的。”⑦在生活中 ,处于

这一自尊水平的人较多地表现为认知上的自我辩

解与自我维护 ,或自大自满、自卑自闭 ,这都是狭

隘的自我中心主义。这种自尊状态虽有意识 ,却

是尚未经过反思的意识。与自在的自尊相比 ,自

为的自尊标志了人的价值及合理性 ,使人的生命

获得了自我拯救的希望。然而 ,由于这种拯救的

片面性和极端性 ,使人在遗忘了自我本性的羊肠

小路上越走越远 ,最终遗失生命的家园。自在的

自尊与自为的自尊是自尊完善过程中的两个阶

段 ,因生命成长的过程性特征而很难简单超越或

避免。两者都在对自身及世界的不同意识程度和

维护自身生命合理性的不同方式中实践着人的现

实生活 ,并且都是缺乏完整人性的自我保护 ,是丧

失自尊本质的自我保护。如果按照黑格尔“扬弃”

的观念 ,自我保护的表现形式应有第三种类型 :自

由的自尊 ,即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追求自身合理性

及价值的动态平衡。自由是人所特有的自在自为

活动 ,它是对具体关系的自觉 ,在适应一定环境的

同时又以人的尺度去改造世界 ,并在实践活动中

生成并提升自己。这样的自我保护是有“我”又有

“他”的 ,在与现实生活世界的诸关系中呈现平

衡 —不平衡 —再平衡的动态发展。

自尊呈现的三种类型就是自尊发展的三个阶

段 ,个体呈现出什么样的自尊类型与其对生命和

生存意义的意识程度相关。或者说 ,对生命和生

存意义的诠释构成了自尊的全部内涵。怎样的生

存意识产生怎样类型的自尊 ,与个体客观状况 (如

年龄、身份等)不相关 ;每一种类型的自尊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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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发展的不同阶段 ,因而不完全稳定地表现在

一个人身上 ,个人可能在某一阶段更突出地呈现

出某一种类型。自尊的三个阶段呈逐渐成熟趋

势 ,拥有较为成熟的自我保护方式是完美人格的

关键。一般说来 ,前两个阶段是第三个阶段的准

备 ,三者顺序是不可逆的。

二、自尊原动力的“关系世界”

自尊是在关系世界中生成的。同时 ,拥有真

正自尊的人又生成新的关系世界。自尊对于人的

本体论意义是通过人对生活世界的理解与建构来

实现的 ,自尊的现实品质是通过选择与言说生活

来表达的。只有在关系世界中 ,人才会拥有自我

保护的真实内涵 ,拥有真实自尊的人才会更主动

地建构和谐的生活世界。

(一)解读“关系世界”

“关系世界”是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和形成的

现实生活世界。人的关系世界就是构成人的生活

世界的诸多关系。关系性是人在实践活动中生成

的标志人的存在样式和存在根据的属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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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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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个体 ,不是唯一

的和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的 ,它通过对象性的活

动来实现人的本性。如果说 ,人与动物的区别在

于人的意识活动 ,那么 ,这种活动也是关系意识的

活动。从关系角度说 ,人的生活世界基本由四种

对象性活动构成 :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表现为人

对自然界的认知态度、改造方式及自然对人的影

响 ;二是人与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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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关系统一于人现实的生活实践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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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人与自然的关

系是人的关系世界中第一层涵义 ,是其他诸关系

的前提。因为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只有在自

然的内在“需要”得到尊重时 ,人所实现的自我需

要的满足才会是健康的。社会关系是人的关系世

界中最集中表征人的本质特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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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直接反映人的社

会性力量 ,即人的力量。能够满足他人需要的人 ,

就是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的人 ,同时 ,越是能够满

足人内在精神深层需要的人 ,越容易被更多人接

纳、认可并获得更多的尊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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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力和怎样对待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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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现实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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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谐的根基 ,它是前三

种现实性关系所要达到的理想彼岸 ,是三种现实

关系的行动指向。

自尊是生活在现实关系世界中的人的自我保

护 ,是在人的对象性实践中体现的理性思想与经

验活动的统一。因此 ,自尊是一个现实生活问题 ,

又是一个超越现实生活的理论意识问题 ,它需要

生命自身精神的省思 ,也需要在生活世界中围绕

实践而展现。人的自尊在现实的“关系世界”中生

成 ,只有在现实的“关系世界”中生成的自我保护

才会生成合乎人完整需要的现实生活世界。因

此 ,作为个体的人的自尊应该是以个体为中心 ,向

现实关系世界的态度和行为的辐射 ,现实世界的

关系状态又同时反馈并影响个体的自我保护。任

何单一关系所构成的自尊都是虚假自尊 ,凭借虚

假自尊维护自我的人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因

此也不可能有健康、幸福、和谐的生活。

(二)“关系世界”的调节方式

自尊是在关系世界中生成的自我保护 ,而人

一旦在关系世界中保护自我 ,就意味着人与其他

一切存在在本质上区别开来 ,并开始生成新的关

系世界。关系是以“我”为根据 ,并围绕“我”发生

意义的对象 ,是个体生命意识的主观设定 ,个体意

识到的关系状态怎样 ,就在怎样的水平上维护自

我保护 ,个体现实世界的生活也就怎样。自尊对

个体现实世界的生活发生作用是在被意识到的关

系状态下 ,通过个体具体的调节过程来实现的。

自尊水平不同 ,调节自我保护的方式就有消极与

积极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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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消极调节的方式维持自我保护相对应的是

自在和自为两种自尊水平。自在自尊类型的人一

般不在意自我形象 ,往往是明显地遭到否定后才

产生本能的反应。关于自我保护事件的归因往往

直接而简单 ,能引起个体主动维护自我的事件是

个别的 ,只涉及其维持基本生命存在的少部分需

求。陷入自我中心主义的自为自尊由于太看重自

己和过分维持自我而忽视了现实的“关系世界”。

这种人往往很敏感 ,也因此极容易受伤害 ,虽然能

洞察生命或生活世界的某些现象 ,但无法把握自

我与现实的关系世界的本质而表现出两种相反的

生活态度和行为倾向。一种是自恋式。这种人具

有天生的自我优越感、极为牢固的自我保护防御

系统和自我辩护的完美途径 ,能顺利地缓冲由生

活中的挫折引发的焦虑 ,但容易把问题归咎为环

境和他人 ,攻击性强、性格冷傲、不负责任。另一

种是自怜式。这种人有着一切由我、一切归我的

认知方式 ,因意识到所有问题都源于自己而形成

自哀自叹、自暴自弃、自卑自怜的人格特点。这两

种倾向都由于割裂了自我与“生活世界”的关系而

无法正确对待他人的评价 ,不能适当地对社会环

境做出反应。

与自由自尊相对应的行为调节方式是积极调

节。积极调节对个人生命价值的提高及生活意义

的实现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关键在于这种自

尊根源于人的关系本性 ,从人的关系和谐的基本

原则出发 ,去实现自我认可的生命追求。因此 ,这

种人也一样具有自我保护和维护自我存在的生命

本质 ,但他们能够根据现实世界的诸关系调节并

控制自己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 ,合理判断、评价

自己。目标和理想的设定与行为能力的实际使个

体能够通过自我努力适应并建构自己的生活世

界 ,在调控自身活动的过程中生成健康人格。自

由自尊生成的过程就是个体人格完善的过程 ,也

是个体心理走向成熟的过程。

(三)“关系世界”的文化特质

自尊问题既是个体人格特征问题 ,也是社会

文化问题。“社会实际上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

不论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体 ,或者因为自我满足而

无需参与社会生活的个体 , 不是野兽就是上

帝。”⑨社会对自我而言就是他人或者说是作为人

的其他存在 ,自我的生命首先以其他人为前提 ,自

我的生活状态也首先取决于非我。没有哪一个人

在哪一刻能实现绝对的孤立 ,否则它就不再具有

人的本质特性 ,也就不能再称为“人”。社会是人

的群性组织 ,文化就是活动的规则。这些规则由

一群人相约而成 ,其中有些是生活自然形成的结

果 ,有些是为了维系群体而指定的章法。规则作

为一种“公设”和先在的背景假设 ,是群体的标志 ,

也是群体中个人身份的象征。文化是人的群体性

意识活动的产物 ,人是文化的存在。这样看来 ,自

尊决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 ,更是社会的问题和文

化的问题。个人保护自我的内容和方式取决于他

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其他人的特性与规则 ,因此 ,在

不同社会文化前提下自尊的内容和方式也明显不

同 ,甚至全然相反。

概言之 ,西方文化中的自尊注重自我的先在

性与绝对性 ,追求自我需要的满足。自我保护的

内容是个人的自由 ,是通过我、为了我、完成我的

自我实现。他人和环境状况只是自己选择生活的

一种参考 ,他们可以在其他人完全不理解的情况

下仍继续坚持自我选择 ,实现自我价值的保护。

因此 ,西方人总能创造出古怪、冒险的生活方式。

日本文化则拥有相互依赖的自尊感 ,如 1993 年小

和田雅子放弃她的事业和独立的生活嫁给日本德

仁太子一事 ,许多西方观察者感到迷惑不解 ,然而

日本人却认为雅子的选择是好的、自然而然的决

定。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尊不仅在内容上具有

极大差异 ,而且表现方式上也各具特色。如美国

人极为看中自我感受、自我选择 ;中国人的自尊是

与极强的承受、忍耐力粘和在一起的 ,其自我保护

的方式相当隐蔽和委婉。

社会文化先在地决定自尊的内容及形式 ,形

成个体自我认可的普遍一致性表现。这种决定可

以是自觉的引导、疏通 ,也可以是个体不自觉的被

动接受 ,而个体成长中诸多的影响因素使这种决

定表现出明显差异 ,每个个体的自我认可又具有

特殊性。自尊本身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这种

成长不会自然地能顺利进行 ,它既需要个体自己

的觉醒 ,更需要社会文化适宜的催化与哺育。

三、自尊的教育关怀

教育在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延续着生命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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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成为人类自身生命发展和生命创造的根本源

泉。由于自尊对于人的生命及生活世界、生活状

态的本体性价值 ,笔者提出“自尊的教育”。自尊

的教育追求的是对人类生命本性的诠释和生命未

来的珍爱 ,是教育对人性的关怀。

(一)引导人去反思自我保护

从自尊呈现的三种类型可以看出 ,自我保护

的成熟并非一蹴而就或水到渠成。在个人的生命

历程中 ,可能有人一生都处于自然状态 ,也可能有

人一生都停留于自为状态 ,还有人可能在短时间

里在现实的关系世界中保持自我保护的和谐。自

尊的教育就是要适时、适当地引导学生形成良好

的自我保护内容与形式 ,启发他们的生命意识 ,让

他们在对自然、他人、终极信仰的尊重和关注中实

现自我保护 ,并通过引导来改变学生纯粹本然的

生存状态 ,自觉到自我保护的关系性与现实性。

一般地说 ,从儿童期到青春期 ,教育引导的重心是

超越自然原始的自我保护 ,摆脱本能的关系调节

方式 ,学会认知关系世界的存在。青春期初期 ,学

生自我保护获得初步确立 ,但极容易陷入个人神

话和自我中心主义的旋涡 ,用自己单一的尺度去

衡量一切。青春的热情与冲动会让他们所向披

靡 ,成长的懊丧与失意也会使他们意乱心迷 ,他们

的自我保护经常表现得极端化和绝对化。因此 ,

此阶段的教育应引导学生意识到现实生活世界的

诸关系 ,要启发学生回答类似“我的世界里存在哪

些关系 ,这些关系与我的生活有什么必然联系”的

问题 ,引导学生形成合理的自然观、社会观、信仰

及价值观、自我观 ;让学生懂得学习既是实现有关

自我的关系世界现在和谐的中介 ,也是实现未来

自我关系世界和谐的中介 ;学习不仅是知道自然

知识的过程 ,更是理解、尊重他人 ,树立人生信念 ,

提升自我的过程。

(二)调节人去学会适应

教育的过程是师生共同成长的过程 ,学生自

尊水平的提高依赖于教师教育策略的完善 ,教师

教育策略的完善本身又促进教师自尊水平的成

熟。自尊的教育关注学生与教师作为教育主体的

自主发展、自我完善 ,它强调教育实践过程的互动

性。教师与学生只能在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才能共

同完成课堂教学 ,他们相互作为对方的关系世界

而存在 ,教育的结果由双方互动的程度和内容决

定。因此 ,自尊的教育绝不仅仅是教师尊重学生、

学生尊重教师的单向度或单一的关系 ,它包含了

教师与学生在关系世界中维护自我的一切实践。

教师行为的关系性是教师角色的基本内容 ,自尊

水平是教师角色能力的根据。自尊水平高的教师

具有较强的调节自我与生活世界诸关系的能力 ,

包括积极地关爱学生、追求真理、自我完善。自尊

的教育强调教育的平等性和学习的选择性。平等

不是完全没有差异的绝对平等 ,这种平等只是一

种理想 ,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教育的平等是一

种相对的人格平等 ,它摈弃人格权威或人格主宰 ,

重视对话与合作。学习的内容与形式对每位学生

来说都是可选择的 ,而选择的能力就是自我保护

的水平。学生在选择中可以获得有关自我与生活

世界的认知 ,由自我选择而获得的自我的充实和

提高是实现成熟自尊的本质性力量 ,对自我发展

的目标设定及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的过程就是学

生发展自尊的过程。

(三)关爱人去形成健全人格

“人的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发展状

况才是衡量‘发展’的最深层的指标。这是一种人

道主义的转变。”�瑏瑡自尊的教育是以现实的方式

真实地关注人生命状态的社会影响 ,是用心灵铸

造心灵的生命艺术。它强调从心处着眼 ,育心育

灵 ,出发点和整个过程都在于成长 ,在于调节关系

世界的自由意识不断生成延续和维护生命存在的

无穷力量 ,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在心智的成长中拥

有和谐的生活世界及健全的人格。

自尊的教育是超越单一文化 ,形成丰富人格

的生命奠基。人发展的根本动力是自我发展。自

我发展的内在机制是自我保护与生活世界诸关系

的持续互动 ,在关系世界中生成自我保护 ,自我保

护又生成新的关系世界。自尊的教育受制于文化

传承的要求。社会文化先于自尊的教育而存在 ,

自尊的教育不能完全脱离社会文化独立进行 ,因

此 ,自尊的教育表现为一种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

在此意义上 ,传统文化是自尊的教育所能依据的

最重要的线索 ,自尊的教育本身即是一种特定的

文化规则。然而 ,虽然每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

特色 ,并因为这种特色而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 ,但

文化自身也有一个不断丰富的问题。文化没有高

低贵贱之分 ,却有贫瘠与丰盈、单一与多彩之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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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样式生成不同特点的人格 ,因此 ,丰富文

化的过程也就是丰富人格生成的过程。在世界文

化交融的趋势下 ,中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与渗透

加快了单一文化样式走向丰富与成熟的脚步 ,中

西方文化传统中维护自我认可的方式都会在文化

差异、冲突中整合 ,这种时代精神所支撑的完整人

格正是自尊的教育追求的生命境界。在自尊的教

育中 ,学生被启迪的生命意识逐渐成为发展自我

的生命冲动 ,自尊的日益成熟将成为他们创造和

谐世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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