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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弗洛伊德认为完整的人格结构由本我、 自我和超我三大系统组成， 人格的形成与发展既

取决于内部的能量宣泄与反能量宣泄之间的关系， 又取决于人对外部环境的求同、 移置和升华等。
毋庸置疑，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对后人研究人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尤其对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

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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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洛伊德早期的思想中， 他注重用潜意识、 前意识和意识的心理结构来解释人的心理活动， 从

而揭示人的行为活动。 但是到了弗洛伊德思想发展的后期， 他发现用这种方法解释人的心理活动有很

大的局限性， 他说： “我们接触到了自我本身中的一些事情， 它们也是潜意识， 它们的行动也像被压

抑一样———就是说， 它们在本身不被意识到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些强大的影响， 它们需要特殊的工作才

能成为意识。 从分析实践观点来看， 这一发现的结果是， 如果我们坚持习惯的表达方式， 例如我们试

图从意识和无意识的冲突中追溯神经症的根源， 我们就会处于一片朦胧和无穷无尽的困难之中。 我们

将不得不用另一种对立———它来自我们对心理结构状态的洞察， 即用现实清晰的自我与自我分离出来

的被压抑的部分之间的对立来取代这个冲突。 ”[ 1] 164-165 因此， 弗洛伊德就转向对人体结构———本我、 自

我和超我的研究， 从而进一步考察个体如何升华。
通过动力学的考察， 使弗洛伊德对潜意识概念作了第一个修正； 通过对心理结构的洞察， 使弗洛

伊德对潜意识概念作了第二个修正， 他说： “我们认识了潜意识与被压抑的东西并不一样； 所有被压

抑的东西都是潜意识， 这仍是正确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潜意识都是被压抑的。 自我的一部分———多么

重要的一部分啊———也可能是潜意识， 毫无疑问是潜意识。 属于自我的这个潜意识不像前意识那样是

潜伏的； 因为如果它是潜伏的话， 那么它不变成意识就不能活动， 而且使它成为意识的过程也不会遭

到这样巨大的困难。 当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着假设第三个不是被压抑的潜意识的必要性时， 我们必须承

认 ‘处于潜意识中’ 这个特征对于我们开始丧失了意义。 ” [ 1] 165 这样一来， 弗洛伊德就偏重于心理活动

的动力系统研究， 并于 1923 年出版了 《自我与本我》 一书， 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由本我、 自我和超我

所构成的人格理论。
一、 人格结构： 本我、 自我和超我

在弗洛伊德看来， 完整的人格结构由本我、 自我和超我三大系统组成。 对于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来

说， 这三大系统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 这三者的有机配合可使人很好地与外界进行交往， 使人

的基本需要与欲望得以满足， 人的崇高理想与目标更好地实现。 反之， 如果人格结构的三大系统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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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 互相冲突， 人就处于不正常的状态， 甚至会产生神经病， 危及人的生存与发展。
1、 本我

本我又叫 “伊底”， 处于人格结构的最底层， 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 最隐秘、 最模糊而不易把握的

部分。 它是 “一种混浊状态， 一锅沸腾的激情”， 它不受任何理性和道德规范的约束， 也不具有任何价

值、 伦理和道德等因素。 弗洛伊德说： “伊德完全不懂什么是价值、 什么是善恶和什么是道德。 与快

乐原则如此紧密相连的效益因素， 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叫数量因素， 支配着伊德所有的活动。 本能

发泄总是在寻找出路， 在我们看来， 这就是伊德的全部内容。 ”[ 2 ] 因此， 在本我中无所谓善恶美丑， 它

只是一味地追求快乐与满足。
本我和躯体是同存亡的， 它是构成人体生命力的内在核心， 是与生俱来的， 靠遗传的本能提供能

量、 激起欲望的， 它不与外界直接进行交往。 在本我中没有时空概念， 不承认时间的流逝， 时间的流

逝不会对心理过程造成影响， 而且终生保持着幼儿时期的特性。 本我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快乐和满足，
“本我的动力表达了个体有机体生命的真实目的， 那就是满足它的先天需要”。 本我在追求满足与快乐

时， 根本无视外界的冲突和实际的危机。
2、 自我

人作为一个现实的人， 生活于现实的环境中， 如果只借助快乐原则而不顾及周围环境的变化来求

得生存， 不但达不到快乐的目的， 反而会增加紧张和痛苦， 这就还需要现实原则， 人与环境的交往就

要一个新的心理系统， 这就是自我。
自我是在本我的基础上分化出来， 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对环境接触不断发展起来的， 是本我与外界

打交道的中介环节。 弗洛伊德说： “每个个人都有一个心理过程的连贯组织； 我们称之为他的自我。
意识就隶属于这个自我； 自我控制着活动的方法———就是说， 控制着进入外部世界的兴奋发射； 自我

是管理着它自己所有的形成过程的心理力量， 在夜间入睡， 虽然它即使在入睡的时候也对梦进行稽查。
压抑也是从这个自我发生的。 通过压抑， 自我试图把心理中的某些倾向不仅从意识中排斥出来， 而且

从其他效应和活动的形式中排斥出去。 ” [ 1 ] 163-164 由此可见， 如果没有自我的加以保护， 本我就难免于毁

灭。 所以， 自我必须根据外界的情况变化行事， 这样以来， 自我就用现实原则取代了在本我中的快乐

原则。
3、 超我

超我， 简言之， 就是道德化了的自我。 超我从自我中分化出来， 它反过来又监督自我的活动， 弗

洛伊德指出： “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 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尚行为的主体。”[3] 超

我是从儿童早期体验的奖赏和惩罚的内化模式中产生的， 即根据父母的价值观， 儿童的某些行为因受

到奖赏而得到促进， 而另一些行为却因被惩罚而受到阻止。 随着年龄的增长， 又受到师长、 社会典范

的影响。 后来又接受文化传统、 道德观念、 价值标准、 社会理想等的影响而逐渐形成。
控制行为， 使其符合社会规范的要求是超我的主要功能。 当自我的思想和行为符合道德准则及社

会规范时， 超我就感到欣喜； 当自我的思想和行为违反道德准则及社会规范时， 超我就感到惭愧和内

疚。 所以弗洛伊德说： “这个新的精神构成部分继续发挥着迄今为止是由外部世界中的人们所起的作

用： 它观察自我， 命令自我， 评判自我， 并以惩罚来威胁自我， 简直就如同它所取代的父母。 ” [ 4 ] 584

在弗洛伊德看来， 把人格结构区分为本我、 自我和超我三个组成部分， 并不意味着这三者之间存

在着绝对分明的界限， 它们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 弗洛伊德曾打了个比喻来形容这三者的关系， 说

一仆不能同时服侍二主。 可是， 自我更为可怜， 其所处的境况更苦、 更惨； 它必须同时侍候三个残酷

的主人， 且需尽力调和此三人的要求。 这些要求总是背道而驰、 互相冲突， 而且常常是水火不容， 这

也就难怪自我常因任务太重而给压垮。 这三个暴虐的主人分别是外部世界、 超我和本我。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自我的目的在于追求现实，超我的目的在于追求完美。 因

而，本我、自我和超我分别遵守快乐原则、现实原则和至善原则。 首先，快乐原则是由本能能量的变化大小

所决定，弗洛伊德说：“不愉快与兴奋量的增大相一致； 而愉快则与兴奋量的减小相一致。” [1] 4 本我既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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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结构中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 因此， 本我只是遵循快乐原则。
其次， 自我在与外界环境的交往过程中， 不断地感知和理解现实， 并控制本我能量的自由发泄， 以确

保人在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使本能欲望得到满足。 这样一来， 本我所遵循的快乐原则就被

自我所遵循的现实原则取代。 再次， 人类在现实生活中， 只有组成一定群体与社会方可生存下来， 这

样社会关系逐渐成为人类生活的本质。 正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行为规范、 价值标准、 道德观

念和社会理想等， 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极为重要的内容， 超我最终把人从一般动物中提升出来， 把

个体发展融入到文明的进程之中， 至善原则正是个体认同和接受社会文明成果的产物。
总之， 从非理性的本我向道德化的超我转化的过程也就是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过程。 弗洛伊德

看到了人格结构中的社会因素， 并竭力解决自然人和社会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这无疑具有积极的进

步的意义。
二、 人格动力： 心理能量、 能量宣泄和反能量宣泄

弗洛伊德认为， 由本我、 自我和超我组成的人格结构不是一个封闭的、 静态的系统， 而是一个不

断运动、 变化和发展的动态系统。 弗洛伊德运用动力学的思想， 把人类心理活动还原为冲动与阻力之

间的关系， 也就是能量宣泄与反能量宣泄之间的关系。
驱动人格这个动态系统进行运动、 变化、 发展的能量来自人格系统的内部， 被称为 “心理能量”，

这种心理能量是由本能提供的， 而本能活动的中心则是本我。 因为各种各样的本能在一起构成了总的

心理能量， 所以本我是心理能量的最初储藏库。
1、 心理能量的分布

本能的满足是由本我的能量通过反射活动与愿望满足活动来实现的,像饮食、 大小便、 性高潮等这

类的反射活动， 能量通过运动肌的收缩而消耗。 在本能欲望满足的活动中， 能量就被用来产生一个本

能对象的倾向， 从而使能量得以消耗。
本我在释放能量的过程中常会遇到自我和超我的阻力， 本我很想冲破阻力， 如果冲破成功， 自我

的理性活动过程便遭到破坏； 如果冲破不成功， 本我的能量就转变成自我和超我的原动力。 自我和超

我本身并没有能量， 而是由本我能量的转换而来的， 确切地说， 在本我的能量未转到自我之前， 自我

并不存在。 弗洛伊德说： “我们可以把初始的状态描绘为： 爱欲全部有效的能量在于仍没有分化的自

我———本我之中， 并用以抵消同时存在的破坏倾向。 ” [ 4 ] 540 当越来越多的能量从本我转移到自我时， 自

我的能量不断增强， 本我就变弱了。 这样自我就可将能量用于满足本能以外的其他活动中去， 以发展

知觉、 记忆、 思维、 想象等心理活动。 于是世界在人的心目中有了越来越多的新意义， 人就能够更好

地改造世界和利用世界。
超我的自我理想和良心往往与本我和自我发生矛盾和冲突， 力图用至善原则来取代快乐原则和现

实原则， 超我追求尽善尽美。 一个人如果把过多精力用于自我理想， 那么他就是一个品质高尚的理想

主义者， 他的思想行为由道德价值所决定， 而不受现实价值的支配。 本我的能量通过认同机制与自我

和超我相通， 反过来， 自我和超我又用这种能量去促进或阻止本我所遵循的快乐原则。 由于一个人的

心理能量的总量是一定的， 若人格结构的某个组成部分的能量过多， 那其它的构成部分的能量必然会

变少。 也就是说， 心理能量遵循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 它在人格中的不同分布状况决定着一个人的行

为活动。
2、 能量宣泄与反能量宣泄

宣泄是指本能冲动的力量， 反宣泄则是指抑制本能冲动的力量。 本我只有能量宣泄作用， 而自我

和超我同时具有能量宣泄作用和反能量宣泄作用。 反能量宣泄作用是人格内部对本我冲动的一种阻力，
防止任何轻率的行为发生， 所以可以把反能量宣泄作用看作是一种内部的挫折。 外部挫折则是指外部

客观环境对人的限制作用， 并且内部挫折是在外部挫折的前提下产生的。
能量宣泄作用与反能量宣泄作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时常存在的， 从而在人格中形成无数的内心

冲突。 内心冲突可分为两大类： 本我———自我冲突； 自我———超我冲突。 本我和超我也会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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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需要自我来过渡， 所以实际上并不存在单纯的本我———超我之间的冲突。 能量宣泄的持久性主要

取决于两个因素： 本能为宣泄提供能量的多少和反宣泄的抵制程度大小。
弗洛伊德认为， 能量宣泄作用和反能量宣泄作用之间的相互对抗对人们的心理活动及人格的发展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者之间的平衡处于非常微妙的状态， 哪怕是两种力量之间出现细小的变化， 也

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 人格适应： 焦虑与心理防御机制

能量宣泄作用与反能量宣泄作用之间常常处于矛盾与冲突之中， 从而使人的心理处于焦虑之中，
焦虑不仅表现在神经病患者身上，而且当正常人遇到刺激和挫折时也常出现的症状。弗洛伊德说：“焦虑这

个问题是各种最重要的问题的中心，我们若猜破了这个亚谜，便可明了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 ” [ 5 ]

1、 关于焦虑问题

弗洛伊德根据焦虑产生的根源不同， 把焦虑分为三类：
（1） 现实性焦虑

现实性焦虑是正常人所患的焦虑， 它是由对外部世界的软弱态度所造成的， 也就是由于害怕客观

世界的危险所造成的。 如学生考试时的焦虑。
（2） 神经性焦虑

神经性焦虑来源于人的心理内部在于对本我的软弱， 它是担心本我因一时的冲动引起个人去做某

些会使他遭受惩罚的事情。 换言之， 当自我的反能量宣泄作用无法阻止本我的能量宣泄作用时， 恐惧

便立刻产生。 神经性焦虑是在现实性焦虑的基础上产生的， 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人的本能冲动往

往会为了一时的满足与快乐而引起了终生的后悔， 这样人也就开始恐惧本能对象性发泄。 弗洛伊德把

神经性焦虑具体分为三类： 其一是期待的恐怖， 患有这种焦虑的人往往以为某种灾难会降临， 将某种

偶然事件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其二是恐惧症， 主要表现为恐惧的程度远远大于所害怕的东西的实际危

险程度， 例如坐车担心遭遇车祸、 乘船怕船沉遭灭顶之灾、 过桥怕桥梁中断、 吃饭怕饭中有病菌等；
其三是同癔病同时产生的一种焦虑， 其焦虑和危险之间并无明显的关系。

（3） 道德性焦虑

道德性焦虑也是正常人的焦虑， 不过它是更高一级水平上的焦虑， 它也来自人的心理内部， 它是

对超我软弱的一种表现， 是自我对罪恶感和羞耻感的内心体验。 其产生的原因是人们害怕自己的行为

或思想不符合自我理想或良心的标准而受到良心的惩罚。 道德性焦虑随着一个人超我发展水平的变化

而变化。 在现实生活中， 道德高尚的人实际比道德败坏的人更经常体验到道德焦虑， 仅仅不好的念头

就足以使有道德的人感到无地自容。 道德高尚的人的超我往往比道德败坏的人强， 所以道德品质差的

人想起了不道德的事也不会有太多的良心谴责。
2、 关于心理防御机制问题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防御机制是解决各种心理冲突、 保持心理平衡所采取的心理措施。 自我防御机

制不是采取现实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是采取了否认和歪曲现实的办法来解决焦虑的。 弗洛伊德把

自我防御机制分为以下几种： 压抑、 投射、 反向、 合理化、 否认等。
压抑是自我防御机制中最基本的一种， 就是从清醒的意识中把一切引起的焦虑、 冲动排挤到潜意

识中去， 从而使个人意识不到它们； 投射就是把自己真实存在的但若承认就会引起痛苦的事转移到别

人身上的一种防御机制； 反向就是用过分夸大的相反举动来压抑激起焦虑的欲望冲动， 如有些思想很

败坏的人却故意装作很正经的样子； 合理化就是采取错误的推理使引起焦虑的不合理化的行为合理化；
否认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拒绝承认那些使人感到焦虑痛苦的事， 似乎其从未发生过。

以上自我防御机制虽然有助于减轻焦虑， 但是都不是解决焦虑的有效办法。 它们通过歪曲或否认

现实， 来达到暂时焦虑的解决。 其实这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只能是更多地耗费了本可以更有效的自

我活动的能量。 当自我防御机制一旦影响太大就会统治自我。 一旦防御机制突然失效， 自我就由于突

然失去依赖而陷入更大的焦虑之中， 甚至导致精神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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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格发展： 求同、 移置和升华

人在个体生长发育阶段， 人格有显著的发展变化。 进入成年以后， 人格行为模式更为清晰， 本我、
自我、 超我之间的能量转换以及它们与外界环境的能量交换更为方便及时。 人格的发展变化是在人们

努力缓解和消除挫折、 冲突与焦虑等心理活动过程中， 在获得一定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
而求同作用、 移置作用与升华作用则是人们顺应和克服这些心理障碍的方法。

1、 求同作用

求同是一个人把外部对象， 特别是他人的性质纳入自己的人格系统中。 弗洛伊德把求同分为四种

情况。
（1） 自恋型求同

若他人有自己所爱恋的特征， 自己就会把自恋能量发泄到他人那些特征上去。 只要在一些人中有

一种共同的东西， 他们就会互相认可， 自恋型求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成某一组织或团体中各成

员之间的紧密联系。
（2） 目标型求同作用

这种求同作用普遍存在且对人格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目标求同作用的对象往往是他人的某

些特征， 而未必是全部特征。 这样一来， 一个人若对另一个人的某些特征认可， 他往往也对那个人的

其他特征也认可， 即所谓的 “爱屋及乌”。
（3） 对象丧失型求同作用

当人失去或不能拥有其所爱恋对象时，为了重新拥有该对象，他会力求模仿该对象而弥补其损失。
（4） 强制型求同作用

这种求同作用是对权威人物所制定的戒律的认可， 以免其遭受惩罚， 尽管从内心中可能对权威人

物并非认可， 但是为了避免受到权威人物的惩罚， 也做出相应的认可。
在上述四中求同作用中， 除了自恋型求同作用， 其余三种的动力均来自于受挫、 焦虑。 求同作用

在决定人格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人们可以通过求同达到对付挫折与焦虑的目的。
2、 移置作用

移置作用是指本能不能获得第一对象时， 就把能量转移到另一个能够获得的对象上的过程。 当能

量发生移置时， 本能产生的根源和目的保持不变， 所发生改变的只是目标或对象。
影响移置作用的途径和方向主要有两个因素。
（1） 社会影响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 在幼儿期通过父母的影响知道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 从而影响儿童移置作

用的途径与方向。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又受社会规范、 道德法律等影响， 去做社会所提倡的事情， 从

而影响人的移置作用的途径与方向。
（2） 原选择对象与替代对象之间的相似程度

一个人如果不能选择他最喜欢的途径来达到减轻紧张与痛苦时， 他就会选择与这个途经相近的途

径 ， 如果还不能实现， 他就以此类推， 继续选择――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当然， 在一系列的移置过程

中， 原有对象与替代对象之间的相似程度越来越小。
3、 升华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 在能量宣泄的移置过程中， 如果替代对象是社会文化领域中的较高级目标， 这样

的移置作用就是升华作用。 “升华” 这一术语是弗洛伊德在 1905 年出版的 《性学三论》 一书中首次使

用的， “升华” 是从遗传学的角度， 从原始本能要求中派生出来的文化活动的动力。 他在 1914 年的

《深层心理学的论文》 中， 把 “升华” 作为他人从宗教及压抑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可选择的伦理标准。 弗

洛伊德说： “升华是一条出路， 这条出路能够满足 ‘自我’ 欲望， 而又不使 ‘自我’ 感到压抑。 ” [ 6 ] 升

华是一种对本能进行控制的方式， 这种控制方式可以展现所有思想内容的意识成分， 包括原始的肉体

欲望等， 弗洛伊德说： “这种从对象力比多向自恋力比多的转化明显地暗示了目的的放弃， 暗示了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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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性欲———所以这是一种升华作用。 ” [ 1 ] 178

弗洛伊德主张， 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不断发展， 就在于人能够主动地对自己的原始本能冲

动进行控制， 并把因受阻而不能直接发泄出来的能量移置或者升华到社会认可或赞赏的活动中去， 像

科学研究、 文学艺术创作等都是本能升华的具体表现。 所以弗洛伊德说：“我们可以预期得出这种观点，
即我们文明的许多具有很高价值的宝贵财富， 都是牺牲了性欲和通过对性驱力的限制而获得的。 ” [ 4 ] 520

在人格的发展过程中， 求同作用、 移置作用和升华作用的实质都是采取肯定现实的方法以达到解

除心理紧张之目的。
五、 人格理论的评价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规模庞大、 内容丰富、 体系完整。 人们对其评价，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始

终无统一的定论。 有的认为： “他在人格理论领域中的开拓性工作打开了对人及其行为思考的一种新

途径。 ” [ 7 ] 而心理学史研究的权威人物波林却说： “因为精神分析太富于主观色彩， 以至在超我、 自我

和伊底的概念中保藏有 ‘幽灵’ 的嫌疑。 布吕克如果泉下有知， 他在 1845 年与赫尔姆霍茨几个人签订

的使生理学保持物理主义的盟约， 竟在一百年以后导致了这样一种信念， 认为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

三个作战的幽灵， 就不免大吃一惊。 ” [ 8 ] 显然， 这 “三个作战的幽灵” 即是指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中的

“本我”、 “自我” 和 “超我”。
对任何一种理论的全盘肯定或是全盘否定都是不正确的， 都没有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原则， 我们应

当辩证地对待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继承近代西方科学与哲学发展的思想， 关心人， 重视人， 把人作为自己研究

的对象， 并通过揭示人类心理内部的潜意识活动和人格理论发展的奥秘， 来直接把握人的存在与本质，
这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人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弗洛姆说过： “弗洛伊德之全面地研究人是 17 世纪以来

西方思想最重要趋向的一部分———也许是顶点； 即把握和接触实在， 使人摆脱遮蔽实在和歪曲实在的

幻想。 ———康德、 尼采、 马克思、 达尔文、 克尔凯郭尔、 柏格森、 乔伊斯、 毕加索是同一道路上的另

一些伟大名字， 他们同样想去掉遮蔽， 直接把握实在。 ” [ 9 ] 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

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学说， 更应该是一种人生哲学。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内容极为丰富， 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是人格的系统性。 弗洛伊德

主张， 人的心理活动是由不同层次， 不同功能的有机系统构成。 前期他将人的心理活动划分为潜意识、
前意识和意识三个部分， 并详细论述了它们的功能。 弗洛伊德发现了潜意识， 拓宽了心理学的研究领

域， 传统心理学把心理和意识等同起来， 而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应包括潜意识、 前意识和意识三个部分。
潜意识的提出使人们了解了精神世界的一个向来被忽视了的奇异领域， 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心理活动

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后期则侧重把人格化分为本我、 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 并详细阐述了它们不同的

功能及内在的联系。 本我、 自我、 超我分别具有人的生物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这样一来， 弗

洛伊德既注重了人的自然属性又注重了人的社会属性。 这三种功能如果保持和谐一致， 人就能正常而

健康地发展， 否则人就处于焦虑和危险的境地。 第二是人格的发展性。 弗洛伊德主张， 人格结构不是

一个静态的能量系统， 而是一个动态的能量系统。 人格的形成与发展， 既取决于内部的能量宣泄与反

能量宣泄之间的关系， 又取决于人对外部环境的求同、 移置和升华等。
由此可见，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不仅摆脱了传统由单一意识层面和静态的心理活动去考察人格心

理的方式， 并重新建构了由潜意识、 前意识和意识， 本我、 自我和超我之间多层次、 全方位的矛盾冲

突所形成的人格系统， 而且也摆脱了传统哲学单纯从人的外在形式或某种能力出发去探讨人的本质的

作法， 并且很好地注重了在人与环境、 个人与他人、 个体与社会的联系中， 考察人类精神活动和个性

特征的形成过程， 从而丰富和深化了对人的研究。
但是， 弗洛伊德贬低意识、 理性的作用， 片面夸大潜意识的本能和欲望的作用是错误的。 弗洛伊

德认为， 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潜意识的。 他把潜意识的本能和欲望说成是一切行为的基础和动力， 而

把意识和理性仅仅看成是本能和欲望的派生因素， 这是不符合人类发展的客观实际的。 人类发展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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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和科学研究一再证明， 人是理性的动物， 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意识的、 理性的活动。 这是人类长期

进化的结果， 也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 同时， 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也不难看出， 他更注重于从

人的心理活动和精神活动出发来解释人的现实存在与人的行为动机， 进而来解释社会物质文化生活，
而不是注重从社会物质文化生活方面去解释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动机，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 而是生

活决定意识”。 弗洛伊德看不到人格内部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社会文化历史冲突在人的精神活动中的反

映， 具有把人类社会心理学化， 把人的心理生物学化的倾向。 正如赵旭东所说的： “他把人的东西自

然化， 把心理的东西生物学化， 把社会的东西心理学化， 其结果， 必然是使其从生物决定论到精神决

定论， 最后步入唯心主义的阵营。 ” [ 10 ]

总之，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既有真理， 也有谬误， 我们不能因其功绩而忽视其谬误， 也不能因其

谬误而将其理论说得毫无价值。 对其人格理论应采取科学的、 实事求是的态度， 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
毫无疑问，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 在某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 尤其是深化了对人类心

理活动和无意识的精神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认识。 它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近现代社会由于过多关注理

性科学本身， 而忽视了人本身同时具有非理性存在的这一方面， 结果造成了人性压抑和人格扭曲的重

大社会现实问题。 因此， 它主张在科学和理性原则的指导下， 通过心理分析的方法， 来引导人们发泄

出内心那种无意识的不满和压抑，以平衡人们内在的心理矛盾冲突，调节外在的社会人际矛盾，升华人们

的精神世界，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社会生活。 这些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然有着积极的借

鉴意义。 我们完全可以批判地吸收这一重大理论，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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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ersonality Theory of Freud
SUN Shu-qiao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of Bijie University, Bijie,Guizhou551700, China）
Abstract: Freud thinks that the complete structure of the personality consists of Id, ego, super-ego and

the three system components. Personality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not only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energy within the outlet vent and anti-energy, but also depends on seeking the same, relocated and
sublimation of the person’ s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o on.No doubtly, Freud's personality theory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scendants to study people,especially,it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building a harmo-
nious society with people-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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