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乔治·赫伯特·米德 (George Herbert Mead,1863-
1931)在大学任教期间，他选择教授心理学学科。 身为

心理学导师的他致力于解释符号互动论，而在当时，米

德并没有使用“符号互动论”这个名词来解释自己所阐

释的意义。从他的阐述当中可以看出，米德认为人与人

之间的互动,是以“符号”为媒介的间接沟通方式,以此

方式进行的互动，即为“符号互动论”。又受行为主义的

影响，米德认为，人的行动是有目的的、富有意义的。
许多社会行为不仅包括了生物有机体之间的互动，还

包括了有意识的自我之间的互动。在人“刺激—反应”
的过程中，不同于动物的条件反射，人对自己的姿态

及其引起的反应有着明确的意识。 当一种姿态对其发

出者和针对者有共同意义时，这个姿态就成了“有意

义的姿态”，即符号。 米德认为前面所提到的“姿态”就

是社会活动的开端。 在他看来,包含意义的姿态对于

社会个体及其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生活来说具有重要

的社会作用。米德认为广义上的姿态的意义包括个体

的姿态、个体的反应以及它们进行互动的结果。 他指

出：“存在于姿态、适应性反应以及社会活动之结果之

间的这三种关系或者三元关系……是意义的基础。 ”
因此，通过有意义的姿态 ,人们就可以进行有目的的

交流了。 因而他认为，正是通过符号互动，能够将人与

动物区别开来。
在很多后世的学者眼中，米德既是一位哲学家又

是一位科学家，身为科学家的米德，发展了“自我”的

概念，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 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演绎

符号互动的形式及过程，作为其心理学导师，冯特对

产生重要影响，表现为其符号互动论中“姿态”概念是

重要的架构。 本文着意分析心理学导师冯特对米德符

号互动论的影响。
一、经历的重叠使论证方法趋同

米德 1863 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南哈特来，
父亲是当地的公理会牧师。 米德 7 岁时父亲当上奥伯

林学院的布道学教授。 米德 1879 年考入奥伯林学院

就读期间， 对自己从小被灌输的神学观点提出质疑，
进行思想上的第一次革命。 1882 年春天，他试图在哲

学上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反对苏格兰哲学的狭隘枯

燥，寄希望于康德及康德以后的德国唯心主义。 1887
年进哈佛大学开始研究生学习，经过一段时间对新黑

格尔主义哲学家罗伊斯的学习，他又不满哲学家对问

题纯思辨的论述， 不满哲学的远离科学和社会问题。
1888 年，米德选择生理心理学，试图走出概念的解释

而达到新的知识境界。 1888 与 1889 年间的冬季，他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冯特的实验心理学， 由于语言困

难，他只听了些哲 学课程，包 括冯特的“形 而上学基

础”。 一个学期以后他到柏林学习，知道了解释心理学

和描述心理学两派的激烈论争。 而他一心想通过科学

方法从人类的起源和发展分析人类的心灵。 1891 年，
他受聘于密歇根大学，开设生理心理学、哲学史、康德

与进化论等课程。 [1]P（12）

在笔者看来正是由于冯特提供了实验心理学这

样成熟的条件才为米德将其实用主义与行为主义结

合成为现实可能，否则他仍然只是停留在阐述和思辨

的层次上。 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系心理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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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人之一。 当米德前来跟冯特学习实验心理学的时

候，冯特的实验心理学课程正处于大受欢迎并持续升

温的状态，自 1879 年起，身为莱比锡大学哲学教授的

冯特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之后，自然科

学的实验方法已经不仅仅停留在 1862 年刚提出时候

的理论阶段，越来越多的实验被现实操作，标志着新

心理科学的诞生 [2]，实验室的理念也正符合了米德对

于亲自验证和通过操作的方式探究心灵的愿望。
值得一提的是， 米德与冯特两人的父亲同为牧

师。 从小受到神学熏染的二人，在哲学上认识到很多

现象难以用纯思辨的论述去解释， 从而产生疑惑，并

期望通过实证的方式去解决。
二、实用主义特性的延续

前面已经提到，在科学上，米德是一位社会心理

学家，而在哲学上，他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从两者中

提取出米德一以贯之的一种观念，即实验验证思辨理

论的思想。 19 世纪末， 进化论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理

论， 正如数学和物理学曾经被认为结构稳定一样，进

化论意味着不仅仅是人类这个有机体，整个心灵生活

都必须在进化发展的范围内予以解释。 因此米德认为

心灵必须在行动中出现， 可能还必须在行动中保留，
必须把社会本身想象为复杂的生物实体，并使它与进

化的范畴相符，后达尔文主义思潮使生物学、心理学

和社会学的术语变得重要起来。 米德用它们重新解释

心灵和智能概念，并从这一新的观点出发重新考虑许

多问题和人物，成为实用主义的哲学人物。
除了对于哲学难以解释和再现关于人的一些问

题之外，这种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或许与冯特创建实

验研究方式条件成熟有关。
1862 年，冯特首次提出“实验心理学”一词。 在课

程中，他开始使用来自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以及神经

生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研究心理学。 在冯特看来，心理

学是对直接经验的科学研究，因此只要把心理理解为

某一特定时刻经验的总和，那么心理学就是研究人类

的意识或心理。 至于心理在某一特定时刻能够拥有多

少观念，冯特认为传统的哲学内省不能提供可靠的答

案。 因为没有实验的控制，试图内省出某个人心理中

的观念数目是徒劳的。 为此，需要运用一种实验，用以

弥补传统的内省，使之完备，并产生数量结果。 鉴于这

一理由， 冯特把生理心理的实验方法用于该领域，并

用统觉学说予以解释。 [3]冯特开创的实验法成为之后

心理学研究者广泛使用的方法以及对结果予以信任

的一种方法论。 米德就是其中之一。
冯特最初的实验是检测人的短期记忆，从而试图

发现人的意识运行机理。 通过让被试者短时记忆字

母与单词的实验发现了短时记忆容量， 经过实践的

检验，其结果与现代测量结果相符。 并且他发现，在

这一实验中，被试者对有些字母可以清晰地知觉到，
而对另外一些字母只能模糊地知觉到。 冯特发现意

识似乎是一个巨大的场，其中分布着观念要素，场的

一个区域处于“注 意”的中心，那 里的观念能 够清楚

地被感知， 而处于中心区域之外的要素只能让人模

糊地感到其存在，即不能辨认，而这种经验的科学必

须用内省的方法来研究直接的经验， 而不是旧的哲

学。 在冯特看来,“意识的科学只能根据可以复制和系

统变化的标准条件建立在客观的允许重复的基础之

上”[4]。 为进一步说明心理学上观察与科学实验两种

方法，冯特做了这样的阐述进行区分：一种是内部知

觉，涉及前科学的空想、主观、内省等方法。 这种内省

是由任意的、无控制的方法来实现的，不能指望它对

科学心理学产生有用的结果。 另一则是实验的自我

观察，一种科学内省形式。 在这种内省形式里，被试

被置于标准的、可以重复的情境之中，并要求用简单

的、确定的回答来作出反应。 显然他更倾向采用的方

法为后者。
而对于米德来说，正是由于冯特的“铺垫”，其实

用主义的理念才有径可循，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将

其理论和发现向前推进。 米德的研究领域归根结底属

于“人际关系”的研究，而人 际关系心理 学的研究方

法，诸如观察法、实验法、测量法、现场研究方法等，都

带有通过事实去验证的意味，而不是从哲学和神学的

角度去解释，米德的符号互动论作为能够解释人际关

系的理论之一，它将语言符号作为自身研究和理论的

着眼点，通过这个变量对人的行为以及他人的反应行

为作出归纳，这实际上是在社会这个试验场进行实证

的研究，与冯特的理念一脉相承。
三、对于“姿态”概念的“扬弃”

（一）提取冯特的“姿态”概念

“姿态” 概念可以说是米德符号互动论的重要框

架。 米德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见到别人的行动并进行

解码，对其意义进行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意识

到这个行动传达的意义。 有某些东西传达了行动发出

者的目的，可以是一个眼神或者身体的姿态，通过姿

态的做出与对方的反应， 个体之间建立起完善的交

流。
从米德的专著中可以看出，这一观点是延续并延

伸了冯特对于人与动物通过 “姿态” 进行交流的现

象。 冯特通过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与人之间用姿态

进行通畅交流的例子来说明 “姿态” 的信息传递功

能。 当主人拿起帽子和手杖，他的狗便知道他准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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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 表现出一种喜悦的迹象和其他一些明确的姿

态，以表示它愿意跟着一起出去。 冯特甚至讲述了他

们家的聪明的狗的故事： 我每个星期六要对我自己

的一条长卷毛狗进行一次彻底的洗澡， 可它却对之

十分厌烦。 当它看到屋子里正在进行的各种准备时，
就意识到星期六已经到了。 于是， 它一清早就不见

了，直到傍晚时候才回来，此时它对冷水的一切恐惧

已经结束。 那一整个白天，它通常是在屋前的广场上

度过的，期盼地望着窗口，显然在回家的意愿和对洗

澡的厌恶之间踌躇不决。 [5]在冯特的论述中，“姿势”
的刺激与反应使得人与动物达成某种默契， 在这个

过程当中，“姿势”传递着某种特殊的意义，动物通过

条 件反射或者 是其他机理 理解意义并 且做出反 应，
完成整个交流过程。

在冯特初步提出“姿态”概念并进行论述的基础

上，米德将“姿态”看做交流的整个过程，“姿态”不仅

仅 是达尔文所 说的“情绪的 表达”，它开 始被看做一

个有机体动作的前阶段， 而另一有机体对它做出的

反应表明该社会动作的后阶段。 米德明确地从社会

角度考虑姿态，并从这样的“姿态”出发阐 释了真正

的语言交流的发展，因此，在某种意义 上说，米德所

走的道路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冯特指出的， 并且很显

然，通过使用社会性范畴，冯特帮助他纠正了个人主

义心理学的不 足之处。 米德 认为，在“姿 态”的会话

中，有一种合作性的活动，因为没有任何对所有人都

意味着同样东西的符号， 当然有理智的个体在这种

环境之下可能把这些姿态转译成表意的符号， 不过

人们不需要停下来把它译成那种术语， 对于合作行

动中的姿态会话来说， 这样一种普遍的话语并非是

必不可少的。
（二）延伸出“有声姿态”概念

20 世纪， 学者们逐渐把注意力放到语言的社会

性上，这种转变在德国尤为明显，经过在德国求学经

历，接受德国这种文化氛围感染，米德也认同，“语言

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有无数的记号或符号可以起到

我们所称的‘语言’的作用”。 “语言”是将人与动物区

分的重要标志。 于是米德在冯特的基础上提出了“有

声的姿态”（1930 年）。 根据米德的说明，生物个体转

变为具有心灵的有机体即自我，是通过语言这个媒介

发生的，而语言优势以某种类型的社会和某些个体有

机体的生理能力为前提的。 [6]从冯特的观点来看，姿态

会话是中介的行动。 某群体的不同成员对一种刺激所

做的有理智的反应本身不伴有任何交流， 既然如此，
人们如何获知真正的语言？ 冯特设想存在与某些刺激

相应的心理状态， 并且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某些景象、气味，特别是声音，是与某些观念联在一起

的，如果当某人用某一声音时心理有那个观念，而它

所用的那个“有声姿态”在另一个人那里引起了同样

的姿态，那么后者的那个姿态会在他心中引起同样的

观念，说到敌人这个词，会引起一种敌意的反应。 [2]如

果对该群体所有成员都具有这一意义，那便有了借助

于表意的符号进行交流的基础。 为说明表意的符号，
米德用了这样一个例子，即当人们在拥挤的剧院里看

到烟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喊起来：“火！ ”当喊出“火！ ”
这一倾向像影响他人一样影响提出者时，当它本身受

到这些效果的支配时，这个有声的姿态就成了一个表

意的符号：个体意识到他在做什么，他已经达到真正

语言的阶段而不是无意识的交流，现在可以说他在使

用符号，而不只是对记号做出反应，现在他获得了心

灵。
米德把人的动作称为“有意义的动作”，以别于动

物的“动作的交互作用”。 生物个体并不是有意识地交

流自我。 要使这些结果出现，符号或姿态必须成为表

意的符号或姿态。 个体必须知道他要做什么，知道他

自己而不是只知道那些对于他做出反应的人，必须能

够解释他自己的姿态的意义。 从行为主义的角度看，
也就是说，生物个体必须能够在他自身唤起他的姿态

在他人身上唤起的反应，然后利用这一他人的反应来

控制他自己下一步动作。 这样的姿态是表意的符号。
通过使用这些符号，个体在调整他自己行动的过程中

扮演了 “他人的角色”， 人在本质上是扮演角色的动

物。 在自我和他人身上唤起同一种反应，为意义交流

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共同内容。
并且，通过冯特的平行论 [7]，米德进一步发现，语

言与姿态的模仿 的关系：在 人类那里，就“有声的姿

态”这种和语言有关的重要姿态而言，似乎存在着模

仿关系。 在冯特的平行论里，冯特假定了一个对于动

物的行动具有某种意义的物理情景，另一方面，他又

假定了一种观念的心理复合， 这种复合在某种意义

上体现了生理学或生物学的意义。 因而其实在心理

学家得出更精确的分析之前， 语言学家坚持这样的

假设：我们模仿自己听到的声音，在某些动物身上似

乎也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点， 特别是那些利用比较

丰富的语言发音的动物例如鸟类那里： 让麻雀接近

金丝雀， 可以教麻雀模仿金丝雀等等例子可以验证

这一点。
（三）倾向“行为主义”阐述交流与心灵

米德观点的重要一点是他摆脱了自我主义的框

框，将视角投降“社会化”。 根据冯特对交流所做的心

理学分析，一个做出反应的有机体如何得知做出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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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姿态的人对这一姿态所具有的想法，或经验到他

的心理状态？ 其中的难点在于为了解释社会过程中的

交流。 冯特的做法是预先设定自我为该过程的前提。
事实上恰恰相反，自我有必要用社会过程和交流来说

明，必须在交流（即不同个体心灵之间的接触）成为可

能之前， 便把个体引入该过程的一种本质联系之中。
单单身体还是不是自我，只有当它在社会经验背景中

发展了心灵，他才成为一个自我，冯特没有想到在社

会经验过程中或根据这一过程来说明自我与心灵的

存在与发展，他假定是心灵和自我使社会经验过程及

其中的交流成为可能，这使他对那一过程的分析变得

无用，因为如果像冯特那样，一开始便假定心灵存在，
用它来解释社会经验过程使该过程成为可能，那么心

灵的起源及心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便成为不可思议的

事。
米德对冯特的上述观点提出异议，如果把社会经

验过程看作先于心灵而存在，并用那一过程中个体之

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心灵的起源， 那么不仅心灵起

源，而且心灵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被看作是心灵的

本性固有、并有心灵的存在或发展所决定的）不在是

神秘或不可思议的，心灵通过交流产生，而不是交流

通过心灵产生，交流是借助与社会经验过程中的姿态

的会话而进行的。
在米德看来，冯特并没有对人类的交流与心灵本

性做出明晰的阐释和演绎， 为此他提出通过行为主

义的理论完善心灵本性的阐述。 米德直指冯特所忽

视的一个重要事实， 即交流对于我们所说的心灵的

本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正是由于认识到这一事实，
才发现行为主义对 心灵所说明 的价值和 优势。 [8]因

此， 冯特对交流的分析未能够从心理学上说明对于

能够交流的心灵存在的先决条件， 相反他用交流和

社会经验来解释和说明心灵的存在， 而且由于他把

心灵看做一种从交流过程和一般社会经验中产生发

展起来的现象（因而一改过程为前提，而不是该过程

以他 为前提）， 这一 分析才能 真正 地 说 明 心 灵 的 本

性。 冯特保留了姿态（或符号）与观念、知觉过程与心

理内容之间的二元论或分离， 因为他的心身平行论

使得他局限于这种二元论， 虽然他认识到需要根据

社会过程中的交流过程来确立他们之间功能上的联

系， 然而在他的心理学基础上所能确立的唯一的这

种联系根本不能阐明社会经验过程对于心灵的存在

即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9] 只有行为主义对交流的分

析， 根据有该分析得出的交流对心灵本性做出的陈

述，才能提供这样的阐述。

从这一点上， 可以看到正是通过米德兼收并蓄、
敢于批判的科学精神，才会在借鉴冯特“姿态”观念完

善其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更加求真的方法与视角将符

号互动论完善成具有成熟“自我”概念的理论。
四、后记

在有生之年，米德并未出版过展现学术思想的著

作， 但是经过其学生将课堂笔记及部分手稿进行整

理， 汇编成 4 卷文集：《当代哲学》《心灵、 自我与社

会》《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和《行动哲学》，可以看到

其思想在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多个学科都有重要

影响。 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米德在其开设的高级

心 理 学 课 程 中 一 直 着 力 阐 释 符 号 互 动 论 的 思 想 主

张，成为符号互动论的奠基者。 米德曾赴德国莱比锡

学习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又在柏林接触了解释心理学

和描述心理学。 因此在米德的学术生涯和研究成果

中，能够看到皮尔士的符号理论、詹姆士的“主我”与

“客我”、冯特的“姿态”概念、库 利的“镜中 自我”、杜

威的个体与社会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黑格尔的唯

意志主义、 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等著名人物及其思想

的印迹。 他在汲取这些理论的基础上加以融合创新，
在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内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提出自己

的见解和发现， 最后他可以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体现

自己的理论，也因此他在社会学、心理学和新晋学科

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对此，杜威曾

经作过这样的评价：“米德是美国近代在哲学上最有

创见头脑的思想家。 ”[1]（P25）米德的学术积累与他那非

凡的创造力相结合,构成了他作为社会哲学家所依赖

的坚实的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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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指环王》矛盾普遍性在人物塑造中的体现
申 霞

（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武汉 430079）

摘 要：在《指环王》三部曲中，矛盾普遍性不仅体现在主题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宏观层面还体现在人物刻画

这样的微观层面。 矛盾普遍性的体现实则在《指环王》通篇均有体现。 托尔金以其瑰丽的想象、精湛的描述、神奇

的刻画创造出一个宏大史诗般的世界呈现在读者眼前，通过选取对特定人物的矛盾对立性格的刻画，来引证矛

盾的普遍性在《指环王》中人物塑造的体现。
关键词：指环王；托尔金；奇幻小说；矛盾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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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Wundt’s Theory on Mead’s Symbolic Interaction
WU Qi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George Herbert Mead, whom Dewey regard him as an important pioneer, is the founder of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H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talented scholar because of his efficient learning on the essence of
others’ idea and making his own insights in many across multiple academic fields as philosopher and psychologist.
In philosophy, he is pragmatic; in science, he is a social psychologist. He studied psychology following Wundt, the
originator of psychology. He inject the concept of the "gesture" into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and made it one of
the important frameworks of this theor In methodology, the two share the same faith and in the interpretation on
experiment, while in theory, Mead, based on Wundt, put out furthermore the concept of "Vocal Gesture", and explain
precisely the shortcoming of Wundt’s theory on enlightening the soul thus the behaviorist ideas emerged.
Key words: Mead; Wundt; symbolic interaction; social psychology; Vocal Ge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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