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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弗洛伊德潜意识来探索人的本质

孙 淑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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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潜意识理论不仅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的基础和核心,而且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人
学思想的理论基石,潜意识包括个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以及这种本能所产生的欲望,是个体之所以为

人的最根本的东西。弗洛伊德对潜意识进行考察与探索, 得知人的本质主要是无意识的和非理性的潜意

识。文章着重从以下五方面进行分析:即潜意识与人的精神的关系、潜意识与人的行为的联系、潜意识与

性欲人的关联、潜意识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对其潜意识理论的评价。
关键词:弗洛伊德;潜意识;人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 B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1730 ( 2009 ) 04 0075 04

收稿日期: 2009 03 26

作者简介:孙淑桥 ( 1974 ),男,山东沂水人 ,讲师,硕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西方

哲学与文化研究。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在其精神分析哲学
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贯穿于整个弗洛伊德
学说之中。本文通过对潜意识的探索来揭示人
的本质,进而说明现实的人的行动。这样以来,不
仅说明了人作为精神的现实而存在,还进一步说
明了人作为行为的现实而存在,从而使人们更好
地对人的本质进行考察与探究。

一、人的精神与潜意识

对于人的精神及其本质问题,在弗洛伊德以
前,人们大都把心理与意识等同起来,认为意识的
就是心理的,心理的即意识的,可是,弗洛伊德却
认为这是对人的心理的极大误解。在他看来,意
识只是人的精神生活中的表层,仅仅是较小的一
部分,而心理生活的绝大部分则处于意识以下的
深层 (人们一般不会觉察的地方 )。他进而提出
了与众不同的观点 人的心理过程主要是一
个无意识的、非理性的过程,意识是由无意识派生
出来的,是无意识分化和发展的结果。弗洛伊德
说:  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精神的和有意识的加以
等同。意识好像正是心理生活的特征,而心理学
则被认为是研究意识内容的科学。这种看法是
如此的明显,以致于任何反对都会被认为是胡闹。
然而精神分析却不得不和这个成见相抵触,不得
不否认!心理的即意识的∀说法。精神分析以为
心灵包含有感情、思想、欲望等作用,而思想和欲
望都可以是潜意识的。 对于潜意识的心理
过程的承认,乃是对人类和科学别开生面的新观
点的一个决定性的步骤。#[1]弗洛伊德认为:  将心
理区分为意识与潜意识,这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
前提;而且只有这个前提才使精神分析学有可能

解释心理生活中的病理过程 这些病理过程
的普遍性像它们的重要性那样值得重视 并
把它们安置在科学的结构之中。#[ 2]弗洛伊德通过
把人的精神区分为潜意识和意识,为精神分析哲
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也为解释人的精神存在
及本质问题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提供了一个新
的视角。
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的精神存在的基本结构

是由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部分组成的。他借
鉴费希纳的观点,从静态学的观点研究了潜意识、
前意识与意识的关系,认为人的精神可以形象地
比作为一座冰山,那露出海面的极小的一部分是
意识;介于水面的那部分,它随着海水的起落忽隐
忽现是前意识;深藏于水面之下并承载着整座冰
山主体的那部分则是潜意识。潜意识、前意识和
意识,三者分别处于人的心理的深层、中层和表
层。这三部分处于相互影响,互相制约的状态,潜
意识与前意识均属于无意识,无意识是人的心理
结构中一个独立的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意识
与意识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逻辑角度上
来看,意识是由无意识发展而来的,无意识是人的
意识的动力与基础。
意识是与直接感知有关的心理部分,而无意

识则有两种:一种是潜伏的,但能够变成意识的,
这一种即为前意识;另一种是被压抑的,是不能变
成意识的即为潜意识。前一种是以记忆的形式
保存过去的观念与经验,因与现实关系不大或根
本没有关系,遂被逐出意识领域。但如有需要,这
些被暂时遗忘的记忆可以通过集中注意力或加
以提醒而被召回意识层,正是因为前意识可以进
入意识,当然意识亦可退回到前意识 (后面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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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明 ),这说明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的,正是
这一转化的可能性才使精神分析成为可能。后
一种是指潜藏在精神结构深层的为人所意识不
到的心理过程,它是人的各种原始本能的储藏库。
这种无意识 一般不能进入意识#,这种无意识则
是潜意识。弗洛伊德对心理结构的这种划分在
其许多著作中都有论述,当然每次论述的理论背
景多少有些不同,但其无意识一词在大多数情况
下是指潜意识。

潜意识包括个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以
及出生后所形成的与本能有关的欲望,这些冲动
和欲望是传统习俗、伦理道德和宗教法律所不能
允许的,而被排斥或压抑到意识之外,是 一种只
能保持自身状态,并被排斥在意识之外#[3]的东
西。但是,潜意识并没有被消灭,仍在不自觉地积
极活动,追求快乐与满足。潜意识是心理深层的
基础和人类活动的根本内驱力,它影响决定着人
的全部有意识的生活,人的言行无不受其影响。
因而,弗洛伊德把被压抑的潜意识看作为人的真
正的精神现实。

在人的精神系统中处于基础领域的潜意识,
尽管很难或根本不能进入意识,但它并非与前意
识和意识毫无关联。前意识与潜意识都属于无
意识,但大多数潜意识活动一般不能转化为有意
识的心理过程,而前意识活动则随时可能转化为
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弗洛伊德说:  与其说前意
识接近潜意识,大概不如说它更接近意识。#[4]弗
洛伊德还从动态学的观点研究了潜意识、前意识
和意识的关系。他认为,潜意识是心理过程的源
泉,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动力,前意识和意识只不过
是潜意识派生出来的。也就是,在人的精神过程
中,每一种心理活动都是从潜意识开始的,它是任
何心理活动必然要经历的初始阶段。从精神活
动的动力关系来看,弗洛伊德认为,前意识可以不
费半点力气就可以进入意识,而潜意识则不可这
样轻松容易地进入意识,若要进入意识则必须付
出极为艰辛的努力。

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的区别既是相对的、又
是绝对的。一般说来,当无意识的强度增加到足
够大时,它就进入到意识中,只有当其强度变微弱
时,它才保持在无意识中。在潜意识和前意识之
间有一道审查关,在前意识和意识之间还有另一
道审查关。前一道审查关是对危险性和破坏性
潜意识的阻拦,而对危险性和破坏性不大的潜意
识的放行。潜意识总是努力企图蒙骗过关,从而
躲过第一道审查关变成前意识。这些蒙骗过关
的潜意识还要面临第二道审查关。这些前意识
一旦被这道审查关识别出,仍将再次被驱逐回去。
但是,潜意识并没有停止而是在不自觉地积极地
活动着,并以各种衍生物来表现自己,通常以精神
病、梦、过失、诙谐等形式来表现自己。

二、人的行为与潜意识

人不仅仅是作为精神的现实而存在,同时还
要作为行为的现实而存在。人的行为总是要受
到精神的支配或制约。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

现实主要是潜意识,因此,潜意识活动必然支配或
制约着人的行为,潜意识是人的一切行为活动的
内驱力,弗洛伊德说:  潜意识活动的规律和意识
活动的规律是大相径庭的。#[5]这是因为潜意识及
其支配的行为遵循 唯乐原则#,只是一味地追求
快乐与幸福,而意识及其支配的行为则遵循 唯
实原则#,即根据外部世界和可能来行事。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具有原始性、冲动性、

非道德性、非逻辑性等特征。
所谓原始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个

从发展的角度来讲,潜意识是人的精神系统中最
初级、最简单、最基本的因素,是人在进化过程中
通过获得性遗传获得心理存在的形式。另一个
从产生的角度来讲,潜意识的产生早于前意识和
意识,而前意识和意识则是由潜意识发展而来的。
所谓冲动性,是因为潜意识总是企图寻找有

利的时机显现为意识,因而潜意识具有极强的冲
动性。弗洛伊德认为:  被压抑物具有一种向上
的强大的内驱力,具有一种努力进入意识状态的
冲动。#[6]这种冲动性实质上来源于它的原始性,
只有潜意识才能有这种本能冲动的能量,前意识
和意识则只有借助于潜意识的能量才得以实现。
所谓非道德性,是指潜意识活动作为人的非

理性、本能的、原始的心理冲动,根本不知道道德
为何物,对行为活动也无所谓好坏之分。弗洛伊
德说:  潜意识 (UCS系统 )中的活动,很少与现实
有关,它们的命运只取决于它们拥有多大的力量,
还取决于它们是否服从于快乐与痛苦原则。#[7]这
说明潜意识是人的本能冲动的产物,这种本能冲
动与道德是不一致的,随着个人的成长,潜意识的
本能冲动逐渐被压抑下来,但它依然遵循着 唯
乐原则#强烈地活动着。而性在本能的冲动中具
有最重要的地位。弗洛伊德还说:  性功能在生
命初期便开始,甚至儿童时期便有一些重要迹象
证明它的存在。#[8]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神经病患
者就是由于性冲动受到强烈的压抑而导致的。
性冲动也常常在梦中通过大量的象征方式表现
出来,这表明潜意识中的性冲动在白天受到道德
意识压抑,只有在夜间通过做梦的方式将其释放
出来。
所谓非逻辑性,指潜意识是没有知识内容、

无概念化的语言符号、无因果联系,只是一团混沌
的 意象#,一般地说不受标志自觉意识的理性特
征的逻辑规律的制约,相互矛盾的命题在潜意识
中是随处可见的,尤其是在梦中,这种非逻辑性极
为常见。
因为潜意识活动具有原始性、冲动性、非道

德性、非逻辑性等特征,因此,潜意识只是遵循  唯
乐原则#行事。而意识则具有自觉性,目的性,逻
辑性和道德性等特征,因而意识就循规蹈矩,明辨
是非,并且受到理性思维的严格控制,它就遵循
 唯实原则#行事。但是从有机体自我保存的角
度来看,如果一味地放纵欲望而不顾客观环境,则
个体是很难生存下来的。因此在自我保存本能
的影响以及意识的监控之下,唯实原则代替了唯
乐原则。当然,唯实原则并非要最终放弃获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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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与幸福的目的,而是处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暂时
先放弃这种快乐与满足,时机成熟再去求得快乐
与幸福,以此作为通向快乐与幸福的一个曲折的
中间环节。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从最终目的和
产生的根源来看,唯实原则其实只不过是在唯乐
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唯乐原则的延伸,因
而人的各种行为最终还是服从于唯乐原则。原
因在于,唯乐原则是原发性的,唯实原则是继发性
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的联系。人们按照
唯实原则行事,总是把人的行为控制在获取适度
的快乐范围之内。

三、性欲人与潜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中蕴含着各种本能欲
望和原始冲动,在这些本能欲望和原始冲动中,性
冲动、性本能和性欲望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
的。尽管这些性本能通常被压抑或储藏于意识
之外,但它具有很强的冲力,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发
泄出来的机会。弗洛伊德称这种潜藏在心底深
处、威力巨大无比的  性力#为  力比多# ( libido),
它是性本能的一种内在的、原始的动力和能量,它
通常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潜意识欲望,所有的心理
能量和行为动机都取决于力比多 ( libido)。当然,
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欲是一个广义的、非常宽泛的
概念,首先以快感为目标,追求快乐与满足是其首
要的原则,其次才为生殖服务、才与生殖器及对异
性肉体的追求与享乐有关。弗洛伊德所讲的性
欲已远远超出狭隘的生殖本能的范围,在范围和
深度上都已扩展和追溯到生命的基本活动法则
这一境地。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前一种意
义,他在其后期著作中明确地将其上升到 爱欲#
高度。他还认为,潜意识是个体的真正的精神现
实,潜意识的基本内涵就是性欲的冲动,这种冲动
是现实的人的本性。由此可以推出,现实生活中
的人只能是 性欲人#,而非 理性人#。弗洛伊德
说:  坚持性欲乃是一切人类成就之源泉,以及性
欲观念的扩展,自始便是精神分析学的重要的动
机。#[ 9]弗洛伊德就是通过性本能去分析人的个体
的存在及其本性的。

在弗洛伊德提出性欲理论之前,人们一直认
为儿童时期是天真的、单纯的、幼稚的,没有性欲
的时期,若儿童身上偶然出现性活动,那他就被当
作是堕落或早熟学坏或是一种怪异的天性而遭
到压制。而在弗洛伊德看来,作为个体的人从婴
儿时期就开始作为性欲人而存在,并一直发展到
成熟的性欲人。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普斯情结对
性欲人的人格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俄狄
普斯情结是弗洛伊德性欲人理论的一个核心概
念。他认为男孩在 4- 5岁时,便对母亲逐渐产生
了强烈的依恋感和占有欲,同时对父亲开始抱有
一种敌意并想取而代之,因而形成一种较为复杂
的精神状态,称其为  俄狄普斯情结#。

幼儿情欲的第一个客体就是母亲,因为母亲
的精心照顾满足了幼儿身上每一个敏感区的快
感需求,并促成了幼儿性欲的形成,这时以唯乐原
则为主。由于父亲的存在,幼儿不能独占母亲的

爱,便诱发了对父亲的仇恨。随着年龄的增长,唯
乐原则被自己的衍生物 唯实原则所代替,父
亲代表着社会所做的种种禁令及道德规范,并成
为人们行为活动的准则。弗洛伊德认为,幼儿心
灵中蕴含的许多性冲动和与之相关的欲望,将都
要被意识无情地压抑到潜意识之中,但是它们决
不会销声匿迹,将永远存活于潜意识之中,并不时
寻找机会发泄出来。个体的人格、气质、性格等无
不与这种幼儿时期的性冲动及其受排斥的各种
变形有关,这样以来,性本能就成了人的活动的主
要动力,人的各种活动就成了性本能的表现。

四、人类社会与潜意识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不仅研究个体的人,
同时,他的潜意识理论也关注人类社会。他说:
 只是在极少数的、十分例外的情况下,个体心理
学才可以忽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个体
的心理生活中,始终有他人的参与。这个他人或
是作为楷模,或是作为对象,或是作为协助者,或
是作为敌人。因此,从一开始起,个体心理学,就
该词语的这种被扩充了的、然而是完全合理的意
义上说,同时也就是社会心理学。#[10]由此弗洛伊
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个体心理学即社会心
理学。
把力比多 ( lib ido)联系看作是人与人之间最

根本的联系,潜意识是社会群体形成的关键的基
础和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弗洛伊德运用潜意识理
论来说明人类社会的最根本的观点。弗洛伊德
说:  一个集体的本质在于它自身存在的一些力
比多联系#, [11]由此可见,弗洛伊德所说的这种把
不同个体联合为一个集体的这种力比多联系看
作是一种新的力比多联系,一种特殊的爱的联系,
也就是其本来目的受到抑制的性爱本能的联系,
它就是 构成集体心理本质的东西#。[12]当其本来
目的未受到抑制的性本能的联系时,其最初目的
是自恋,然后才是对直接的性对象的爱恋,当这些
目的受到抑制时,就转化为对其他人的爱恋,这种
爱恋是一种理性的、神圣的爱。这种其目的受到
抑制的性冲动,是无法得到完全满足的,因此它才
能在人们中间造成一种持久的永恒的联系。未
受到抑制作用的性本能若要长久的存在,只有通
过 自居作用#的机制,来形成集体中各成员之间
的联系。
弗洛伊德说:  自居作用是最早的,最原始的

情感联系形式。#[13]自居作用最初表现于俄狄普
斯情结之中,也就是幼儿以其父亲自居。在集体
中,自居作用则表现为每个成员互相以他人自居,
这不但产生了一种人人平等,大家都一样的满足
感,而且还产生了对他人的爱恋情感,从而为相互
协作团结共处奠定了基础。这样以来各成员之
间形成这种的力比多联系就使他们之间的关系
变得更为持久而永恒。
各成员的这种自居作用,在其幼儿时期以其

父母的完美形象作为自我典范,在其成长发展的
岁月中又以老师、模范人物等作为自己的典范。
个体不断地去效仿这些典范,最终形成了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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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崇拜和模仿。

五、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评价

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极为丰富,但是人们对
其评价,历来说法不一,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定
论。赞成者认为,弗洛伊德发现了潜意识在人的
精神中的现实存在和巨大作用,可以和哥白尼相
提并论;反对者则认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论是歪
理学说、无稽之谈。而他本人则认为,他的潜意识
理论是人类思想领域内的一场革命,是继哥白尼
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对世人传统观念
的又一次彻底的公开的反叛。他说精神分析哲
学有两个信条最足以触怒全人类,其中一个是:
 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
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14]

他认为潜意识理论给人的自恋所造成的打击要
比哥白尼的 日心说#,达尔文的  进化论#更为沉
重,人们不应再把意识的力量看得高于一切,也不
能再把理性看作是评判一切的标准。现代脑科
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弗洛伊德的潜意
识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进一步说明了这一
理论的合理性。

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把潜意识放在非常
重要的位置上,冲破了传统的理性主义,进而使人
们对心理意识的认识更加深入、更为全面。他首
次把潜意识与人的生理本能、遗传以及后天影响
联系起来,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唯物主义倾向。弗
洛伊德认为人的行为并不完全依据对客观规律
的认识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主要受爱欲、自恋等
各种本能的内驱力的支配。通过对心理不同层
次的揭示,深化了人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认识。

当然,这并非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是毫
无缺陷的,弗洛伊德的最大的缺陷在于他把性本
能冲动设定为潜意识的内容,把性本能看作一切
行为的根本源泉,看作人的活动的主要动力,把人
的各种活动都看成是性本能的表现,是不符合客
观实际的,性本能仅仅是人的众多本能中的一种,
并且只有当人成长到一定年龄时才能表现出来。
显然,  把各种活动都看成是性本能的表现是不

符合实际的。#[ 15]他并用潜意识的理论来解释人
类社会的存在,从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用心理分
析的方法可以来解释社会历史。塞弗曾说:  这
就无异于接受这样一个公设:个人的心理可以成
为作出解释的万能形式,可以成为人类生存的一
切事实的现实基础。而由此又产生一系列二级
公设: 社会的心理化、心理生物化、人的自然
化#。[ 16]也就是说弗洛伊德用潜意识的心理分析
来解释人与社会,而不是用社会历史的观点去解
释潜意识现象,并由此把社会的东西心理化,心理
的东西生物化,人的东西自然化。
总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哲学的潜意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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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理论说的一无是处。
对其理论应采取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
对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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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Human Nature Through the Subconscious of Freud
SUN Shu qiao

(D epar tm ent of E conomy M anagement, B ijie Un iversi ty, B ij ie 551700, Gu izhou )

Abstract: Freud s' theory o f the subconscious is not on ly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of the sp irit analysis philoso

phy, but a lso the cornerstone of the ph ilosoph ical theory of Freud s' spirit analysis. The subconscious inc ludes the o

rig inal im pulse and instinc,t and the desire generated by inst inc,t and it is the m ost fundam ental reason w hy the

person is person. Freud knew that hum an nature is principa l unconscious and irrationa l subconscious through in

specting and exploring the subconscious. The artic le focuses on the fo llow ing five areas to analyze: the re lationsh ip

betw een the subconscious o f peop le w ith the sp iri,t the subconsc ious and hum an behav ior, the subconscious of peo

ple and the desire o f people, the subconsc ious o f people w ith hum an soc iety, and its evaluation o f the theory of sub

consc ious.

Key words: Freud; Subconscious; H um an N 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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