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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 、社会与道德
——— 米德伦理学思想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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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德看来，个体行为道德与否的标准取决于社会共同体的态度，伦理问题产生于个体与他人

的对立而消失于个体与他人的相互认同； 动机论者与效果论者都无法获得某种普遍的道德法则，因为他们认
为欲望针对快乐而非对象。道德行为的动机是指向社会的冲动，诸多冲动有优劣之别，判断标准在于那种冲
动所引起的行动是否又反过来增强了冲动。道德生活的任务就是在相互作用的个体自我之间整合各种冲动，
努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与扩展那些相关的冲动，即让主体间与主体内的冲动得到最大程度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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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的“自我”学说向来广受关注，被视为西方“自

行为形式。道德的标准并非情感或利他主义，而是社会

我”学说史上的里程碑。当代西方关于自我研究的两大

共同体的态度： “一种有组织的惯例体现了我们所称的道

派别（ 符号互动自我学派和社会认知自我学派） 都在很大

德，一个人 不 能 做 的 各 种 事 情 是 每 一 个 人 都 会 谴 责 的

程度上受到米德自我理论的影响 ① 。现在，人们若要研

事。”③ 当共同体发生变化或共同体的态度有所变化，道

究自我、自我的社会化等问题，无法跳过米德的学说。然

德的标准随之而变。于是，曾经被万众唾骂的行为有可

而人们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米德的自我学说是他的

能变成人人效仿的楷模。

伦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他的伦理学思想会

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共同体又由个体所组成，个体的

严重影响到对他的自我学说的把握。由于米德并没有就

态度和行为并非完全被动，任由共同体宰制。在米德看

自己的伦理学做专门系统的阐述，这给如何理解他的相

来，如果一个具体的社会行为过程可以算作个体与共同

关思想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本文旨在克服这种困难，就

体的一次会话，那么个体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视作他的发

米德伦理思想的基本涵义、学术价值给出解答。

一、伦理问题的产生

言，共同体则会针对个体的发言作出反应。通过个体与
共同体的会话式的相互作用，个体也许能够改变某些事
物的秩序或者改变他自己的观念，也许能改变共同体对

社会共同体的态度是个体行为道德与否的标准。在

他的态度或者改变他对共同体的态度。作为共同体的成

米德看来，任何特定的人类社会中，个体的伦理观念产生

员，
个体有权利有责任对共同体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期推

于他 对“共 同 的 社 会 依 赖 ”② 的 了 解 （ sensing ） 、理 解

进社会进步或者让社会满足他的需求。个体可以接受共

（ awareness） 以及自觉意识（ conscious realization） ，个体行

同体的所有约束，也可以要求改变共同体。然而，无论一

为“应当”（ ought） 与否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有组织的社会

个人具有多么独特的见解和多么强大的能力，作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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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无力与整个共同体相抗衡———与共同体相抗衡的唯

行事”⑤ 。对康德而言，道德命令所涉及的不是行为的质

一途径是建立一个更高级的共同体，这就要求个体应先获

料或由此而来的效果，而是行为的形式即行为所遵行的

得一种能够超越当前共同体的见解，然后综合思考过去与

原则。于是，康德提出道德义务的起源和根据是： “不论

未来的各种见解。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常见的不是与

做什么，总应该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同时能够成为

社会共同体剧烈地对抗，而是不同程度的对立，由此，普遍

一条永远普遍的立法原理。”⑥ 康德假设社会中个体具有

地在个体自我与社会共同体之间产生了伦理问题。
米德认为，自我的内容是个体的，因而是自私的 根
源； 自我的结构是社会的，因而是无私的基础； 自我的理

理性———如果个体的目的或者行为的形式是普遍的，如
果人人都遵从康德所说的那种绝对命令，那么所组成的
社会就是道德的和谐的整体。

性是社会的，而自我的冲动是反社会的。个体自我具有

米德同意康德的观点： “应当”（ ought） 事实上包含普

“客我”（ the me） 与“主我”（ the I） 两个侧面，分别代表着

遍性，每当“应当”的要素参与进来，总是采取这种普遍的

个体自我“社会性的”（ social） 与“非社会性的”（ asocial） 表

形式。米德进一步提出： “只有有理性的存在可能给他的

两个侧面的统一与冲突产生了伦理理想与伦理问题：
现，

动作以普遍的形式。”⑦ 低等动物随心所欲地追逐着具体

“人类社会的‘社会性’（ 这无非是所有个体成员的集

的目的，只有人这种理性的存在者能够并且希望把他的

体自我的社会性） 以及与之相随的所有那些个体对合作

动作及其准则普遍化。即使在某种行动受到质疑，人也

及社会相依赖的感情，是伦理理想在该社会发展和存在

会以“在这种情境下，某某人或所有人都会这样做”为理

的基础； 而人类社会的‘非社会性’（ 这无非是所有个体成

由对某种行为加以鼓励或者辩护。大多数人甚至不愿成

员的集体自我的非社会性） 以及与之相随的所有这些个

为某种普遍行为形式下的例外，而是宁愿让自己作为所

体对个体性、优越于其他个体自我以及社会独立性的情

有人中的普通一员。然而，与康德对形式普遍化的强调

感，造成了该社会的伦理问题。”④

不同，米德认为： “不仅判断的形式是普遍的，其内容也是

自我社会性的一面表现在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通过

普遍的，目的本身可以普遍化。”⑧ 如果我们承认目的本

合作而结合在一起的倾向； 自我非社会的一面表现在个

身可以普遍化，一种社会秩序就可以从这种社会的普遍

体对该群体其他成员的优越感的倾向。所以，“社会的”

目的产生出来。

不一定是道德的，道德的一定是“社会的”。

米德认为康德式的检验标准是理性的： 只要把你的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问题： 是否存在某种普适于人类

行为原则普遍化，看看你正试图做的那件事会带来什么

社会大多数道德情境的道德法则？ 在米德看来，康德和

结果———道德的行为是具有普遍性的，对个人而言是善

功利主义者都把社会作为目的，分别从行动的态度和行

的在同样条件下对所有人都是善的； 确实，一般地说，对

为的效果来说明某种普遍的道德法则，而这是行不通的。

于不合理性的动作，该动作原则的普遍化会取消该动作

二、伦理目的与普遍性

本身的真正价值。但是，米德又认为，康德原则告诉人们
在某些条件下某种动作是不道德的，却并没有告诉人们

对于康德而言，经验性的东西由于具有特殊性和偶

什么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康德的绝对命令假设只存在一

然性而无法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因为道德判断要求具

种动作方式，以该方式行动的动机就是对法则的尊重，然

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所以，行为所追求的结果或者说“幸

如果人们假设存在可供选择的动作方式，康德所言的
而，

福”概念不可以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行动之时的快乐

动机就无法被用来确定什么是正义的。某种普遍性的标

并不等同于行动所带来的幸福，某一行动能否给行动者

准可能使人们判断例外情况，但是在不存在标准的地方，

本人带来幸福，只有在行动结束之后甚至结束很久之后

人们依据什么而判断？ 所以，米德提出： “任何建设性的

才能做出较为准确的评价。另外，同一体验是否让人幸

（ constructive） 动作都超出了康德原则的范围。”⑨ 康德的

福，因人因时而异。因此，貌似必然的“幸福”原理是随主

原则在新情境下无助于人们做出观念上的调整。

观而转移的、从而在客观上是偶然的。

功利主义学者密尔也曾批评康德的第一原理“不论

康德伦理学要把日常生活（ 增进幸福与避免不幸） 的

做什么，总应该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同时能够成为

道德规范与直觉主义（ 否认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 的道德

一条永远普遍的立法原理”。密尔认为，康德从这个第一

规范联合起来，从而为一切道德规范提供基础。他把假

原理推演出任何具体的道德义务时，本来应该说明，如果

言命令（ hypothetisch） 与定言命令（ kategorisch） 区别开来：

所有的理性人都根据一种不道德的规则而行动，就会出

假言命令可以有无数，其统一的陈述方式是： “如果……，

现某种矛盾，就会出现某种逻辑上的不可能，更不必提事

就做 X”； 定言命令只有一条即“我们绝对应照某种方式

实上的不可能了； 可是康德仅向人们说明： 若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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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规则被普遍接纳，其后果是没有人会选择去承受的。

判断的普遍性取决于其社会性。所以说，我们采取了整

密尔指出，要使康德提出的原则有意义，就必定要包含这

个共同体的态度也就是采取了理性的态度，并且，采取共

样的意思： “我们的行为应当遵守的规则，是所有的理性

同体态度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人的意向和

人都会采纳的有益于他们集体利益的行为规则。”⑩
康德认为行为后果不能作为道德判断的标准，而功

态度中包含了目的，动作的实施则体现了意向中的目的，
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其目的必定 也 是 一 种 社 会 的 目 的。

利主义者认为道德判断必须依据行为的效果。功利主义

在采取一系列步骤实现某个结果的过程中，一个人会看

者特别强调，伦理学围绕着“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生存”的

到那个结果，这个人是否道德就在此时显现。

问题而展开，利己主义是利他主义的基础； 道德行为是一

我们的行为应该指向哪种目的？ 其标准何在？ 米德

种能引起最大可能的快乐、且能将这种快乐覆盖到尽可

认为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点，我们的目的应当是本身值得

能多的个体的行为。密尔对功利主义道德标准的阐释是

欲求的目的，即切实使那些冲动得到表达和得到满足的

人们所熟悉的： “把‘功利’或‘最大幸福原理’当作道德基

目的。那些导致我们的社会关系瓦解（ disintegration） 的冲

础的信条主张，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

动、
得到表现之后就消失的冲动、无益于促进其他冲动获

的倾向成正比。所谓幸福，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 所谓不

得表现的冲动以及使我们或其他个体受伤害的冲动……

瑡 在美国学者彼彻姆看来，
瑏
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
功

等等之类的冲动所欲求的对象都不应该成为我们 的 目

利主义思想流派的共识是： “行为与实践的正确性与错误

的。第二点，合乎道德的冲动应当能够不仅增强和扩展

性只取决于这些行为与实践对受其影响的全体当事人的

它们直接由之产生的动机，而且增强和扩展其他能够带

普遍福利所产生的结果； 所谓行为的道德上的正确或错

来幸福的倾向和态度。例如，关心他人的冲动是道德的，

误，是指该行为所产生的总体的善或恶而言，而不是指行

因为关心他人的动机能够增强这种关心的动机本身并扩

瑢
瑏
为本身。”

展其他动机。统而言之，米德提出我们应当选择的冲动

但是在实用主义者米德看来，康德和功利主义者根

或目的的标准是： “目的应当能增加动机，增强冲动并扩展

本上都是享乐主义者———他们认为人类的倾向都是针对

瑧，
瑏
“如果冲动增加其自身并扩展和表现
其他冲动或动机”

自己的主观状态即寻求一种满足的快乐，其共同态度是：

瑨 依据这一标准，
瑏
”
其他冲动，
它们便是善的。
我们就会知

“他们都认为一个合乎道德的动作必定在某个方面具有

道，
那些不能增强自身的冲动、使其他冲动减弱的冲动、导

瑏
瑣 康德希望通过合理性的行为达到普遍的
一种普遍性。”

目的，功利主义者则希望通过整个共同体的普遍幸福达
到普遍的目的，这两派学说都不根据个体所欲求的对象
来说明目的。米德指出： “必须予以普遍化的是你所欲求

因而应该舍弃。
致某种不希望的结果的冲动都是恶的，

三、道德生活的任务
既然道德行为的动机是一个指向社会的冲动本身，

的对象，你要获得成功必须集中注意力于这个对象，必须

那么道德生活的任务是通过反省的努力在相互作用的自

予以普 遍 化 的 不 仅 是 动 作 形 式，而 且 包 括 动 作 的 内

我间整合各种冲动———敏锐地关注并反思那些存在于现

瑤 道德行为的内容与形式都是普适性的。美国学者
瑏
容。”

实生活中具体情境下的各种价值，努力使那些相关的冲

大卫·L． 米勒对此解释说： “当一种行为是道德的，该行

动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与扩展，即让主体间与主体内的

瑏
瑥 欲求快乐即追
为的形式和内容（ 对象） 必然是普适的。”

冲动得到最大程度的和谐。正如米勒所说： “米德的目的

求某种感受，欲求某种对象本身即是想得到一种普遍形

在于表明人类的冲动如何能够明智地指向社会目标的实

式的东西。在米德看来，欲求对象可以消除动作在动机

瑩 米德想要说
瑏
现，这个目标被整个社会的成员所共享。”

和预期的目的之间所造成的裂痕； 承认欲望是针对对象

的是，由种种冲动组成的个体自我致力于寻求能够满足

而不是针对快乐，可以摆脱康德和功利主义者的局限。

那些冲动的对象，使自我成为社会的目的是善的，反之，

在米德看来，针对对象（ 目的） 本身的冲动是道德行

使自我脱离社会的目的是恶的。米德指出： “只有当你把

动的动机： “我们的所有冲动都是幸福的可能源泉，并且

你自己的动机和你追求的实际目的与共同的善认同，你

就它们得到自然的表达而言它们导致幸福。在合乎道德

才能达到道德的目的并获得合乎道德的幸福，因为人性

的动作中我们满足所有的快乐； 不过，目的存在于对象之

本质上是 社 会 性 的，合 乎 道 德 的 目 的 也 必 定 是 社 会 性

瑦 动机由
瑏
中，而动机存在于针对这些对象的冲动之中。”

瑐
瑠 衡量一种冲动是否具有价值的标准在于，那种冲
的。”

目的来检验，如果目的增强了冲动本身，动机就是好的；

动在满足自身之后，调和了而非抑制了其他冲动。如果

如果对象本身较好，则可以断定该动机更好。对于米德

某种冲动永远不能被满足，或者满足之后无益于其他冲

而言，人是有理性的存在，因为他是社会的存在，而理性

动的满足甚至增加了其他冲动的冲突，那种冲动就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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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价值的或具有消极价值的。

思想的学术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这是令人遗憾的。

作为社会的存在，个体自我必然关注各种冲动在社

因为米德的思想为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多种道德哲学争论

会范围的协调，我们应该依据社会情境而非从自己的观

提供了一种很有启发性的路径。笔者以为，从米德的道

点做出道德判断。米德提出： “道德动作必须考虑所有相

德哲学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关的价值，而且它必须是合理的，……伦理学能够提出的

首先，自我是社会的，所以不存在“自我在反省活动

唯一规则是，个体应当合理地对待在某个具体问题中发

中如何能够考虑他人之类”的心理学问题，也不存在“自

瑡 特定情境下存在着特定的利益，我们
瑐
现的所有价值。”

我中心”的困境。米德指出： “唯我论在心理学意义上是

应该在考虑所有的利益之后制定一个能够合理地对待那

不可能的，心理分析也已充分表明我们可以把这一判断

些利益的行动计划。事先规定了某种规则会妨害我们的

瑣 个体拥有
瑐
用于感知的自我，一如我们将之用于他人。”

判断，只有在实际问题中弄清楚存在哪些价值，我们才有

心灵但不存在集体的心灵或超越一切的灵魂，而个体心

可能做出合理的动作； 不清楚那些价值或者没有根据那

灵的拥有需要一个社会组成———他人的态度和共有的意

些价值而合理地动作，那个动作就是不合道德的。米德

义———这从心灵的起源上使唯我论不可能。在社会互动

反对“道德的标准在于施行最为社会性的善”这种难以实

过程中，“客我”的立场即社会的或他人的立场，他人或社

现的功利主义观点———抽象的理论会在具体的生活情境

会的利益会转化为“客我”的利益。利己的也是有利于他

下变得模糊而无力，正确的行为总是在具体的情境中产

人的、为他人的也是为自己的———米德的这种观点超越

生并且具有客观性与普遍性，因此也会得到所有理性存

了“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为己还是为人”之类的伦

在者的赞同。进而言之，“正义”不是某种永恒不变的本

理学争论。

质，也不是某些人主观的设定，而是在人类社会范围内伦

其次，米德揭示了道德与科学密不可分并且相互促

理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普适性。相比根据个体自我的态

进。依据米德的学说，道德的生活是一种紧张而活跃的

度而言，根据社会的态度更能够恰当地处理个体之间的

生活，不仅充斥于现实生活，而且给现实生活带来生机。

利益，而社会的态度是包括所有当事人的共同体的整体

道德的目的是社会，手段是科学知识，动力是“主我”的创

态度。米德指出： “人类在实施自己权利的时候，必须认

造性。伦理生活离不开科学手段，伦理学涉及各种目的

识到公共利益，而且在他自己的行为过程中申明这种公

之间的关系，而科学则感兴趣于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

众利益，表明他的目的是道德的。不过，来自他自身之外

理想社会并不固守一套现存的或由权威制定的价 值 标

的和给他施加道德需求的不是公众的利益，驱使他实施

准，
而是坚持用当下最有用的知识与最好的方法，实验性

瑢 道德的行为是理智的并且
瑐
行为的也不是自私的偏好。”

地与可错地重新解释各种情境，从道德的角度制订新的

指向社会的，行为者像顾虑自己的利益一样考虑他人的

价值准则。

利益———当所有人都这样做，就会使社会内各种孤立的
利益整合成整体的社会利益。

再次，根据米德的思想，我们可以把国际联盟中的国
家类比于社会中的个人。正如各个社会群体奖赏发挥各

在米德看来，由道德的人构成的社会也是一个民主

种不同作用、做出不同贡献的个体自我，国际主义并不要

的社会。民主社会并不提倡平均主义以让平庸无能之辈

求消灭各个国家，而是要求它们在社会自我的道德水平

受惠，而是奖励那些做出巨大贡献的特殊人才，个人通过

上肯定自我。在国际联盟建立的初期，作为组成部分的

做出特有的贡献而在他人中实现自我。道德决定价值而

那些国家还没有担任适宜的角色以发挥作用，只是凭借

非价值决定道德。理想地看，民主社会对其成员的评价

权势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把国际联盟当成了攫取国

标准在于是否履行了社会职能而非阶级、地位、财富和权

家利益的平台。这个时期的国家，就像还没有获得心灵

力的大小多少。尽职尽责地为社会作贡献，会使社会成

的生物个体，只有本能的冲动寻求利益满足，缺乏理性的

员产生优越感与自豪感，也为他人所仰慕与艳羡； 相反，

自我意识以共享好的生活。如果非要说这个时期的国家

没有为社会作贡献甚至破坏了社会，就会产生自卑感与

也有本能的自我，那么它们只有“主我”而没有“客我”。

耻辱感，也为他人所鄙夷和唾弃。一旦社会中个体的自

身处更广阔的社会过程之中，当国家学会扮演其他国家

我变成了道德的自我，随着扮演他人角色的能力的提高，

的角色，也就能自觉地合乎道德地参与国际生活。通过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向民主社会的理想生活。

道德生活，国际联盟可以使参与其中的国家达到一个更

四、米德伦理学思想的启示
米德的道德哲学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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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Herbert Mead’s Ethic Thoughts
Li Lin ＆ Chen Yajun
Abstract： According to Mead，whether an individual’s behavior is moral depends on the attitude of the social community． Ethic problems emerge from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other and vanish with their mutual identification． Neither motive thinkers nor effect theorists can
obtain universal principles，because they both think that desire is related to pleasure instead of object． The motive of moral behaviors are the society-oriented impulsions that can be good or bad，the
judgment of which depends on whether the impulsion-aroused behaviors strengthens the impulsion
vice versa． The task of moral life is to integrate various kinds of impulsions among interacting individuals，striving to utmostly satisfy and expand the related impulsions，i． e． to utmostly harmonize
the inter- and intra-individual impulsions．
Key words： motive； effect； impul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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