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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生命的意義

人類生活在意義的國度中。我們無法體驗客觀環境

本身，只能體驗客觀環境對於人類的意義。從根本上來

講，我們的體驗是由人類的意圖定性的。「木頭」意味

着「和人類相關的木頭」，「石頭」意味着「人類生活中

的石頭」。如果一個人試圖擺脫意義，只考慮客觀環境

本身，那麼他就可能遭遇不幸。因為他把自己從人群中

孤立了出來，所以他的各種行為，對於自己或其他人來

說，都沒了用處。簡而言之，他的行為喪失了意義。人

類無法擺脫意義。我們賦予現實意義才能體驗現實，我

們體驗的不是現實本身，而是經過詮釋的現實。因此，

我們可以自然而然地認為，我們賦予現實的意義，或多

或少，總是未完成的、不完整的；我們甚至可以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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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自卑與超越

這種意義永遠無法做到全然正確。意義的國度，就是錯

誤的國度。

問一個人「生命的意義是甚麼」，他可能給不出答

案。大部分的人都不會拿這個問題來庸人自擾，也不會

苦苦思索以求得出一個結果。其實這個問題自人類歷

史之初就已經存在了，在我們這個時代，無論年輕還是

年長，人們總會發出這樣的詰問：「生命的意義何在？

生命意味着甚麼？」然而，我們也可以說，人們只有在

遭遇打擊的時候才會發出這樣的疑問。如果生活一帆風

順，人們不曾面臨困境的考驗，這個問題是不會被問出

口的。這個問題和它的答案必然會體現在每個人的行為

當中。如果我們撇開一個人的言語，只觀察他的行為，

我們就能發現，他對「生命的意義」有着自己的理解。

他的理解指導着他的姿態、動作、表情、行為、志向、

習慣和性格特徵。他表現得好像自己能夠依循生命的某

一個特定詮釋。從他所有的行為中，我們能看出他對世

界和自己隱隱有着一種預期，我們能看出他堅信「我就

是這樣的，世界就是這樣的」，我們能看出他賦予自己、

賦予生命的意義。

世界上有多少人，生命就會被賦予多少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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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所言，每一種意義，或多或少都會包含一些錯

誤。沒人可以掌握生命的絕對意義；或者說，任何一種

意義，但凡有可以採納之處，都不會是全然錯誤的。意

義是多種多樣的，它們全都處於絕對正確和絕對錯誤之

間的範疇。然而，在這些多種多樣的意義中，我們發現，

其中一些能給我們較好的解答，另一些則不盡如人意；

有一些意義包含的錯誤比較微小，而有一些卻包含着比

較嚴重的錯誤。我們可以總結出，相對比較正確的意義

存在着哪些共同點，也能發現偏差較大的意義缺失了哪

些元素。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得到科學、合理的「生命

的意義」，包含着所有真實意義的共同點，從而幫助我

們認識有關人類的事實真相。我要再次提醒各位注意，

此處的「真實」意味着對人類而言是真實的，對人類的

意圖和目標而言是真實的。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真相，即

使有，也與人類無關。人類永遠無法得知其他真相，因

為這樣的真相是沒有意義的。

人生的三大任務

人類有三大羈絆，所有人都必須對這些羈絆加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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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這些羈絆造就了人類的現實世界。人類面臨的所有

問題都與這些羈絆有着直接聯繫。因為總有問題縈繞，

所以人們總是要給出自己的答案，從一個人的答案中，

我們可以看出這個人對生命的意義有着怎樣的理解。

第一個羈絆，是我們生活在這個不堪重負的行星

表面，除此之外，無處可去。我們的發展受到棲息地的

限制，我們的前途也由棲息地決定。無論是軀體還是

精神，我們都要發展，這樣才能在地球上維持我們的生

命，才能為人類的延續貢獻一份力量。生存是每一個尋

找答案的人都要面臨的問題，沒人可以逃避。無論做甚

麼，我們的行為都是我們自己對於人類生命的解讀：從

行為中能看出，在我們心目中，哪些事情是必要的、合

適的、可能的、可取的。我們屬於人類，人類棲息在地

球之上，這一事實給所有人的答案都設下了限制。

考慮到人類脆弱的軀體，以及我們所處的危險環

境，我們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為了我們自己的生命，為

了人類的福祉，我們必須費盡全力，不斷完善我們的答

案，得出富有遠見、連貫統一的答案—就像解決數

學難題那樣，我們必須努力推算出答案。我們不能毫無

章法，也不能瞎編亂造，我們必須採用連貫的方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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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所有可用的方法。雖然我們找不到絕對完美的答案，

也找不到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

竭盡所能地使答案接近完美。我們要不斷努力完善自己

的答案，而且這個答案必須要能直接適應人類的第一大

羈絆（我們只能生活在地球—這顆不堪重負的行星表

面），能夠適應棲息地帶給我們的所有機遇和挑戰。

第二大羈絆，是我們屬於人類這個族群。我們身

邊有很多同類，我們的生活與他們息息相關。人類的個

體，礙於自身的弱點和限制，無法獨自達成目標。一個

人如果獨自生活，並試圖憑藉一己之力解決自己所有的

問題，那麼他定會消亡。他無法維繫自己的生命，也無

法延續人類的命運。我們總是與其他人產生羈絆，因為

人類個體有着各種各樣的弱點、不足和限制。謀取人

類個體以及整個族群的福祉，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建立人

與人之間的聯繫。因此，有關生存問題的所有答案，都

必須要考慮到這個羈絆，以及下述事實：人類在聯繫中

生存，在隔絕中消亡。為了生存，哪怕是情緒都要符合

這樣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意圖或者目標，即通過與其他

人類同伴合作，在我們棲息的地球之上，維繫個人的生

命，延續人類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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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還受到第三大羈絆的限制，即人類分為兩性。

個體和族群的生存都受這個事實影響。愛情和婚姻都屬

於第三大羈絆帶來的問題。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不可

避免地要對這類問題進行解答。一個人在面對這個問題

時，無論做甚麼，都可以視作他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人

類解決問題的方式多種多樣，一個人心目中唯一可行的

解決方法總能從他的行為中體現出來。由此可得，上述

三大羈絆為人類設置了三大問題：如何在自然的限制

之下找到生存之道；如何處理好與同伴的關係，攜手合

作，共享成果；如何正確地認識人類的兩性問題，並且

意識到人類的延續和發展與我們的感情生活息息相關。

個體心理學認為，生活中的所有問題都可以歸為三

類：事業、社交、兩性。通過個體對這三類問題的處理

方式，可以準確地看出他內心深處對生命意義的理解。

舉個例子，假設有這麼一個人，他沒有完整的感情生

活，在事業方面不思進取，沒甚麼朋友，而且覺得與人

來往十分痛苦。根據他生活中的諸多限制和障礙，我們

可以得出結論：他認為活着是一件十分艱難且危險的事

情，機遇不多，挫敗重重。我們可以將他行為方式的狹

隘理解成他的態度，即「生命的意義在於保護自己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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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應該將自己圍住，逃避與外界的接觸」。

相反，假設有這麼一個人，他在情感生活中與愛人

親密融洽，在事業上取得了頗有意義的成就，在人際關

係方面交友廣泛且收穫頗豐。對於這樣一個人，我們可

以認為，在他心目中，生命是一項極具創意的任務，機

遇頗多，沒有無法攻克的苦難。我們可以將他直面所有

問題的勇氣理解成他的態度，即「生命的意義在於關心

同伴，融入集體，為人類的福祉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社會情感

通過上述例子，我們能夠了解，關於「生命的意義」

的錯誤理解有何共同點，以及真實理解有甚麼相通之

處。神經質的人、具有心理障礙的人、罪犯、酗酒的人、

問題兒童、性變態和賣淫者，這些失敗的人沒能認識到

生命真正的意義，其原因在於他們缺乏共情能力，無心

處理社會關係。面臨事業、朋友、兩性方面的問題時，

他們不相信可以通過合作來解決問題。他們賦予生命的

意義是一種孤立的意義：他們目標的實現不會惠及他

人，他們的關心僅限於自己。他們所追求的成功僅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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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虛無的個人優越感，他們的成就只對自己有意義。

殺人犯承認，在手握毒藥的時候，他們感覺像是掌握了

權力。但很顯然，他們獲得的這種存在感只有自己能感

受到；對於其他人來說，殺人犯手中的毒藥並不能賦予

他們更高的價值。實際上，孤立的意義根本算不上是一

種意義。意義只能體現在交流之中：如果一個詞只對一

人有意義，那麼這個詞實際上是沒有意義的。我們的目

標和行為也是如此，目標和行為只有在對他人有意義的

情況下才算是有意義的目標和行為。所有人都努力證明

自己的重要性，但如果一個人意識不到自己的重要性存

在於對他人生命的貢獻中，那他就會犯下錯誤。

有一則關於某個小教派領袖的逸聞。有一天，領

袖召集了她的教徒，告訴他們世界末日將在下個星期三

降臨。眾教徒非常震驚，紛紛變賣家產，拋卻了所有世

俗牽絆，不安地等待着預言中的浩劫降臨。星期三過去

了，沒有出現異常。到了星期四，教徒求見領袖，想要

一個說法。「瞧瞧我們被害成甚麼樣了，」他們抱怨，

「我們拋棄了所有傍身的東西，逢人就說星期三是世界

末日，面對他們的嘲笑，我們並不氣餒，反覆說着我們

的消息絕對可靠。可是星期三已經過去了，世界還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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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預言者說道：「可是我的星期三，並不是你們的

星期三。」就這樣，她給星期三賦予了一個孤立的意義，

在質疑聲中保全了自己。孤立的意義永遠經不起考驗。

所有真實的「生命意義」都具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共

通的意義。這是可以與他人共享的意義，是可以為他人

所接受和認同的意義。好的解決方法在解決個體生命難

題的同時，一定也可以幫助他人清掃障礙，因為我們應

該意識到，大家的難題都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即便是

關於「天才」的定義，也是建立在非比尋常的實用意義

之上的—如果人們認為一個人的生命對於他人有着重

要意義，那麼人們會把這樣的人稱作「天才」。對於這樣

的人來說，生命的「意義」一定是「生命在於奉獻集體」。

此處說的不是那種虛偽的深明大義。

現在，讓我們着眼於事業方面，關注成就。在被生

命的問題困擾時，上述那種人會採取有效的行動，彷彿

能自發、深刻地認識到，生命的意義在於關心他人，在

於攜手合作。彷彿他所有的行為都以關心同伴為出發

點，遇到困難時只會通過符合人類利益的方式來解決。

可能對於許多人來說，這種觀點比較新奇，他們可

能會懷疑，生命的意義當真是奉獻自己、關心他人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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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合作嗎？他們可能會發出疑問：「該如何處理人的

個性呢？如果一個人總是考慮他人、奉獻自己、為他人

謀福利，那麼他的個性是否會受到損害？至少對於某些

個體而言，想要獲得好的發展，不能不優先考慮自己。

對於我們中的某些人來說，首先應該學習的，難道不是

維護自己的利益，或者發展自己的個性嗎？」我認為這

種觀點大錯特錯，其引出的議題也是一個偽議題。如果

一個人賦予生命的意義是奉獻自己，而他也全心全意地

想着這個目標，那自然而然地，他肯定會把自己調整成

最便於奉獻的狀態。他會為了自己的目標來打造自己，

在社交中磨煉自己的情緒，並通過練習發展技能。只要

設立了目標，隨之而來的只有一種可能性，他會進行相

應的訓練來提升自己，從而解決人類生命中的三大問

題，發展自己的能力。以愛情和婚姻為例，如果我們關

心自己的伴侶，並且想方設法減輕伴侶生活的負擔、充

實對方的生活，那麼我們肯定也會為自己打磨出最好的

狀態。

如果我們認為，必須要「孤立地」發展個性，而不

設立「為他人奉獻」的目標，那麼我們只會變得傲慢無

禮、令人生厭。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能證明奉獻是生命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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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意義。放眼望去，看看祖先給如今的我們留下的遺

產，你能發現甚麼？所有得以留存的遺產，都是祖先們

為人類命運作出的貢獻。目光所至，我們能看到農田、

馬路和大樓；能看到在生活經驗方面，在傳統文化、哲

學、科學和藝術方面，在改善人類生活的技術方面，祖

先為我們傳承下來的成果。留下這些成果的，全都是那

些為人類福祉奉獻自己的人。那其他人呢？那些從來不

與人合作，認為生命的意義不在於奉獻，只關心自己能

得到甚麼的人呢，他們的結果如何？他們沒有留下任何

足跡，人生成了一場空。就好像大自然對那些人說：「我

們不需要你。你不配擁有生命。你的目標和努力沒有未

來可言，你的價值觀、精神和靈魂也沒有未來可言。儘

管去吧！我們不歡迎你。去死吧！消失吧！」對於那些

不將合作視為生命意義的人，人們給予他們的終極評判

永遠都是：「你一無是處，沒人歡迎你。快離開吧！」誠

然，現今的文化中存在着許多不足之處，對於這些不足

之處，我們必須進行變革，但是這種變革必須與人類的

福祉相符。

總有一些人可以認清上述現實，這些人知道生命的

意義在於關心全人類，他們努力培養自己對社會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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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愛。人類的救贖是所有宗教都關心的問題。在世界所

經歷的各種大型變動中，人類一直在努力嘗試提高自己

對社會的關心程度，在這個方面，宗教是最偉大的嘗試

之一。然而，人們對宗教存在着諸多誤解，並且不知道

它除了現有的作用還能實現哪些更高的價值，除非宗教

能讓人類更進一步地履行「提高關心程度」這項共同任

務。個體心理學通過更科學的方式得到了相同的結論，

而且提出了科學的解決手段。我認為這是一種進步。

相比於其他政治性或宗教性運動，科學的方法在提高人

類對其同伴及全人類福祉的關心程度上可能會更有效。

雖然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嘗試解決問題，但目標是一致

的—提高對他人的關心程度。

生命的意義對於我們的事業可以起到守護天使的作

用，也可以起到纏身惡魔的作用。因此有一件事情極為

重要，那就是我們應該了解這些意義是如何形成的，了

解它們之間的區別，以及如果這些意義中出現了重大錯

誤，我們應該如何對它們進行修正。這些正是心理學要

研究的問題。與生理學或生物學不同，心理學將告訴我

們如何理解生命的意義並謀求人類福祉，以及生命意義

對人類的行為和命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第一章  生命的意義  013

兒童成長期的經歷

自童年起，我們似乎就在無意識地探索着「生命的

意義」。即使是小嬰兒，也會估計自己的力量，估計自

己在身處的世界中所佔的分量。在剛滿六週歲的時候，

孩子就已經有一套固定的行為模式了，他們在解決問題

和完成任務的時候，具有自己的風格。這時候的孩子，

對世界和自己的期許已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觀念。從這

個時候起，他們已經開始通過一個穩定的認知體系去看

待這個世界：他們獲得經驗之前就已經對經驗有了認

知，他們的認知總是與他們最初賦予生命的意義相符。

即使這個意義大錯特錯，即使這種解決問題、完成

任務的方式不斷給我們帶來不幸和痛苦，我們也不會輕

易放棄這種意義。如果我們賦予生命的意義出現了錯

誤，想要修正，那就只能重新思量我們當初形成錯誤認

知時所處的境況，認識到錯誤，調整我們的認知體系。

或許在極少數情況下，錯誤的方法產生的後果可能會迫

使某個人對其賦予生命的意義進行修改，而且他憑藉個

人的力量也有可能完成此類修改。可是，如果沒有一些

社會壓力的影響，如果這個人沒有意識到舊的方法會導



014  自卑與超越

致自己走投無路，那麼他永遠不會調整自己賦予生命的

意義。通常來說，一個人若想修正自己的生活方式，最

好藉助他人的幫助—專業人士能夠更好地理解生命的

意義，發現原始錯誤並提供建議，幫助形成更加恰當的

意義。

我們可以通過一個簡單的例子來看看對童年境況的

不同詮釋方式。對不同的人來說，童年時期不愉快的經

歷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有些擁有不幸過往的人，

不會沉湎於這些不愉快的經歷，除非他們能感受到這些

經歷中包含了一些對未來具有補救作用的東西。他們會

認為：「我必須努力消除這種不幸的境況，保證我的子女

可以享受更好的條件。」但另一種人則會覺得：「生活真

是不公平，其他人總是能佔盡好處，既然生活用這種方

式對待我，我為甚麼還要以德報怨呢？」正因如此，在

談到自己的子女時，有些父母會說：「我小時候也經歷了

很多磨難，我都熬過來了，為甚麼他們不能熬過來呢？」

而第三種類型的人會想：「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應該得到

諒解，因為我有一個不幸的童年。」從這三種人的行為

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們詮釋童年的方式；而且，除

非他們的詮釋方式發生了改變，否則他們的行為永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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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改變。在這一點上，個體心理學突破了決定論。經歷

不會帶來成功，也不會導致失敗。經歷帶給我們的衝擊

（即所謂的「創傷」）並不是一種遭遇，相反，我們可以

吸收這些衝擊來幫助自己完成目標。我們為自己的經歷

賦予意義，從而決定自己的人生。如果我們認為某些特

定的經歷會從根本上影響到未來的生活，那麼我們就會

誤入歧途。境況不能賦予生命任何意義，是我們對境況

的解讀方式決定了我們的人生。

然而，某些特定的童年境況常常會導致個體形成一

種十分謬誤的人生意義。大多數失敗的原因都可以溯及

這種童年境況。首先，我們要探討一下器官有缺陷、身

患疾病或幼年體弱的孩子。這種類型的孩子背負着超常

的負擔，他們很難意識到生命的意義在於奉獻。除非他

們身邊有這麼一個人，可以幫助他們把注意力轉移至別

處，幫助他們關心他人，否則他們的世界很有可能被自

己的感覺佔據主場。隨後，他們可能會拿自己和別人比

較，從而感到挫敗。在如今的社會中，他們自卑的感覺

甚至還有可能因為同伴的同情、嘲笑和疏遠而變得更加

強烈。由於上述種種原因，這種類型的孩子可能會心事

重重地封鎖自己，不再寄希望於為人類共同命運貢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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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力量，他們會覺得受到了這個世界針對性的羞辱。

在研究器官有缺陷或腺體分泌物異常的孩子所面

臨的困境方面，我認為我是第一人。這個領域的研究已

經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進展，但其發展的方向並不是我所

樂於見到的。自一開始，我就一直在尋求克服這些困境

的方法，並不是想尋求一個理論依據，將失敗的責任推

卸給遺傳條件或生理條件。器官的缺陷並不一定會導致

生活方式出現偏差。我從未見過某個腺體會對兩個孩子

產生同樣的影響，但經常能看到克服困境或者正在克服

困境的孩子為了實現某種目的而培養出非凡的才能。這

樣看來，個體心理學並不能很好地闡明優生學選擇計劃

的優勢。許多為社會作出貢獻的傑出人士，最初的時候

都承受着器官方面的缺陷；很多傑出人士的身體狀態都

很不好，有些人還會早逝。這些人奮力克服身體缺陷以

及外界的困境，作為主力，作出很多貢獻，推動人類歷

史文明的發展。克服困境的過程賦予他們力量，讓他們

繼續勇往直前。因此，我們無法從軀體的狀態判斷出精

神的發展是好是壞。然而，至今為止，那些承受着器官

缺陷和腺體異常的孩子，絕大多數都沒有得到正確的指

引。所以，沒人理解他們面臨的困境，大家的關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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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正因如此，我們才看到，幼年時期

承受着器官缺陷的人裡，出現了很多失敗的人。

第二種類型的境況也經常導致人們為生命賦予意

義時出現偏差，這種境況就是嬌縱的童年。由於培養方

式的原因，嬌縱的孩子總是認為自己的意願應該被視作

金科玉律。這種孩子理所當然地享受着別人的重視，不

用努力去證明自己的重要性，漸漸地，他就會認為別人

的重視是他與生俱來的權利。這樣一來，當他身處的環

境不再以他為焦點，周圍的人不再以考慮他的感受為第

一要務時，他就會感到特別迷失，覺得這個世界背棄了

他。他只會等待別人的給予，而不會給予別人。

這種人從來沒有學習過用別的方式面對問題。身邊

的人一直對他百依百順，以致他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

不知道自己的事情可以由自己來完成。他全心全意只關

心自己，永遠理解不了合作的作用和必要性。這種人在

面臨困難時，只有一種處理方式—向別人提出要求。

在他看來，如果他可以重新獲得重要的地位，如果他可

以提醒別人將他視作一個特殊的人，滿足他所有的意

願，那麼他的境況就會得到改善。

這些嬌縱的孩子長大之後，可能是人類群體中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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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的一類人。其中的一些人可能會極力強調自己的善

意，變得十分「可愛」，只為獲得欺壓別人的機會。但

是，他們會抗拒合作，不會將自己視作普通人，不會用

合作的方式完成普通人的任務。另外還有一些人，他們

會進行更加公開的反抗：當別人不再像他們習以為常的

那樣，對他們熱情相迎、百依百順，他們會覺得自己遭

到了背叛；他們會認為社會對他們充滿了敵意，並試圖

向同伴實行報復。如果社會對他們的生活方式表示不滿

（這種情況幾乎是必然的），他們就會以這種不滿為證，

證明自己遭到了虐待。正因如此，懲罰措施總是收不到

成效，唯一的作用就是讓他們更加確信「其他人都在和

我對着幹」。然而，無論是抗拒合作還是公開反抗，無

論是通過示弱來控制別人還是暴力地報復別人，這些嬌

縱的孩子們犯的其實都是同一種錯誤。誠然，我們也遇

見過一些人，分別在不同時期採取了兩種不同的方式，

但他們的目標沒變。他們認為，「生命的意義在於凡事

爭先，在於獲得別人心中最重要的地位，在於得到一切

想要的東西」，只要他們不改變這種關於生命意義的觀

點，那麼他們採取的所有方法都將是錯誤的。

第三種容易讓人誤入歧途的境況是童年時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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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被忽視的孩子一直無法理解關愛與合作意味着甚

麼—在他們對生活的解讀中，不包含這些友善的力

量。可以想像，這種孩子面對生活中的問題時，會高估

問題的困難程度，低估自己在他人的善意幫助下解決問

題的能力。在他們看來，社會對自己很冷漠，並且將會

一直對自己如此冷漠。他們尤其不會明白，自己可以通

過有益於他人的行為來贏得別人的好感和尊重。因此，

他們會懷疑他人，也無法信任自己。

沒有任何體驗可以取代無私的情感。母親的首要任

務就是幫助孩子體驗信任其他人的感覺。隨後，母親必

須擴展這種感覺的範圍，直至這個範圍覆蓋孩子生活的

環境。如果母親沒能成功完成第一個任務—培養孩子

關心、關愛以及合作的意識，那麼這個孩子就很難對他

的同伴產生社交性的關心以及密友般的情感。每個人都

有關心他人的能力，但這種能力必須經過學習和鍛煉，

否則其發展將會受阻。

如果真的存在完全被忽視、厭惡，或者完全不受

歡迎的孩子，那麼我們將會發現這類孩子完全意識不到

合作的存在，因為他是孤立的，無法和別人交流，對有

助於他與別人合作的東西一無所知。然而，正如我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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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這種情況下，個體注定消亡。一個孩子可以安然

度過嬰兒期，這件事本身就可以證明這個孩子得到了一

定的照顧和關愛。因此，我們從來沒有遇見過完全被忽

視的孩子：我們遇見的是那些獲得的關注少於常人的

孩子，或者是在某些方面沒被忽視，但在另外一些方面

被忽視的孩子。簡而言之，被忽視的孩子就是那些從來

沒有遇見過值得信任的「他人」的兒童。對我們的社會

來說很可悲的是，很多失敗的人都是孤兒或私生子；從

整體上來看，我們必須把這一類孩子也歸入被忽視的孩

子中。

以上三種境況（生理缺陷、溺愛、忽視）是巨大的

挑戰，會造成對生命意義的錯誤理解。經歷過這三種境

況的孩子，幾乎全都需要幫助，以便調整自己解決問題

的方式。他們必須在別人的幫助之下，才能為生命賦予

更加恰當的意義。如果我們在這方面有心（有心意味着

真正關心這些孩子，並且接受過相關的訓練），那我們

就能夠從這幾類孩子的各種行為中看出他們對生命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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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記憶與夢境

事實證明，夢境法和聯想法可能會起到作用。人在

夢境中的人格與清醒時的人格一樣，但人在夢境中不需

要承擔太大的社會壓力，所以人格得以顯現，沒有那麼

多防備和掩飾。然而，為了迅速理解一個人賦予自己以

及生命的意義，最有效的幫助手段是研究他的記憶。人

們可能覺得有些記憶微不足道，但每一份記憶對他們來

說都象徵着一些值得記憶的東西。這些東西之所以值得

記憶，是因為與人們所設想的未來相關，這些記憶告訴

人們「這應該是你所期待的」或者「這是你必須要避免

的」。我們必須再次強調，經歷本身並不具有特別的重

要性，重要的是這些經歷一直留存在記憶中，可以用來

分析一個人賦予生命的意義。

每一段記憶，都是值得紀念的。我們可以通過一個

人孩提時期的記憶來研究他面對生活的獨特方式能夠延

續多久，從而分析出他最初形成自己的生活態度時處於

甚麼樣的境況。每個人最初的記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原因有二：其一，最初的記憶包含着他對自己以及

所處境況作出的根本評價，概括了他最初的樣子，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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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對自己形成比較完整的印象；其二，這段記憶是

他客觀上的起點，是他為自己的人生書寫的第一章。因

此，我們通常能在這一段記憶裡發現一種對比，即這個

人對自己弱點和不足的認識，與他想獲得力量和安全感

的理想目標之間存在的對比。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一

個人心目中最初的記憶究竟是不是他能記住的第一件事

並不重要，甚至連這段記憶是不是真實發生的事件都不

重要。記憶重不重要，只取決於它們被「當作」甚麼、

被如何詮釋，以及對當下和未來生活的影響。

在此，我們再舉一些有關最初記憶的例子，來探究

一下這些記憶如何確定「生命的意義」。「咖啡壺從桌

子上掉下來，燙到了我。」生活就是如此，我們應該能

想到：人生之書中有如此開篇的女孩會時刻感到無助，

會高估生活的危險性和困難程度；她會在心裡斥責別人

沒有給她足夠的關照—竟然會有人如此粗心大意，把

一個小女孩置於如此險境之中。類似的世界觀還會出現

在另一種最初記憶當中：「我記得三歲的時候，從嬰兒

車裡掉出來。」這段最初記憶會導致一個重複出現的夢

境：「世界末日降臨，我在半夜醒來，發現天空被火光映

得通紅。星辰紛紛墜落，我們即將撞上另外一個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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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在撞擊發生之前，我醒來了。」我問這個學生，是

否有甚麼令他擔心的事情，他的回答是：「我擔心自己

不能擁有成功的人生……」很明顯，他的最初記憶及那

個重複出現的夢境，對他來說是一種阻卻，加強了他對

失敗和災難的恐懼。

有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因為尿床以及不斷和母親

發生衝突，被帶到了心理診所，他描述的最初記憶是這

樣的：「母親以為我走丟了，她跑到街上，大喊我的名

字，十分害怕。其實，我一直藏在家裡的櫥櫃裡。」從

這段記憶中，我們能分析出他的觀點—生命的意義在

於製造麻煩來博取關注，可以用欺騙的手段來獲取安全

感，雖然我被忽視了，但我可以愚弄別人。尿床是一種

令別人擔憂並博取關心的手段，而他的母親為他流露出

的那些焦慮和緊張，更是讓他確信了自己對生命意義的

理解。和上文的那些病例一樣，這個男孩在孩提時代就

產生了這樣的印象，認為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危險，他得

出結論：只有別人從他的角度考慮問題，他才會是安全

的。他只能用這種方式安慰自己，別人在他需要的時候

可以出來保護他。

有一位三十五歲的女性，她的最初記憶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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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三歲的時候去了一次地下室。我有一個比我大一點

的表哥，在我站在黑暗的樓梯裡時，他打開了門，跟着

我走了下來。我非常害怕他。」從這段記憶中可以看出，

她很可能不太適應和其他孩子玩耍，尤其是異性，這會

讓她感到特別不安。我猜測她是獨生女，這個猜測被證

實了，而且她仍然未婚。

下面這段記憶體現了一種發展得更完善的社交情

感：「我記得母親讓我用嬰兒車推我的小妹妹。」然而，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還是能發現一些跡象，表明這個人

只有與比自己弱的人相處，才會感到安心；此人還有可

能比較依賴母親。培養合作意識的最佳機會是在新成員

出生後，讓年長一些的孩子學會照顧、關心弟弟妹妹，

分擔保障弟弟妹妹健康成長的責任。如果他們形成了合

作意識，就不太可能認為父母給予弟弟妹妹的關心會削

弱自己的重要性。

渴望陪伴並不一定能夠證明一個人真的關心別人。

我問起一個女孩的最初記憶，她回答道：「我和姐姐，還

有兩個女生朋友一起玩。」根據這段記憶，我們可以肯

定，這個女孩接受過交際方面的培養。然而，當她提起

最恐懼的事情時，我們對她產生了新的見解，她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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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孤單一個人。」由此，我們應該可以尋找到缺乏獨

立性的跡象。

一旦找到並理解一個人賦予生命的意義，我們就可

以對其整體人格進行探索。有些人宣稱，人類的特質是

不可轉變的，但這種觀點只適用於那些沒有對自身境況

進行正確解析的人。正如我們所知：如果發現不了原始

錯誤，任何觀點或治療手段都不會取得成功；唯一的改

善途徑，就是幫助人們以更具合作意識、更具勇氣的方

式來面對生活。

學會合作的重要性

面對神經疾病的發展，合作是我們唯一的保障。因

此，培養並鼓勵孩子們形成合作意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

事情。應該讓孩子們有機會在與同齡人的相處當中找到

自己的方式，比如完成共同的任務、一起進行遊戲。合

作意識方面的任何阻礙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舉個例

子，被寵壞的孩子只會關心自己，他會帶着這種不關心

別人的習慣去上學：只有在他認為可以得到老師的偏愛

時，他才會對課程感興趣；他能聽進去的內容全都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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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他認為對自己有利的。在他即將成年的時候，他在社

交情感方面的缺陷會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災難性後果。

錯誤初現時，他就已經停止培養自己的責任感和獨立性

了。缺乏面對生活考驗的能力，導致了如今的痛苦局面。

現在，我們不能因為他的缺陷而責備他，我們只能

在他意識到後果的時候，幫助他修正這些缺陷。我們不

能指望一個沒有學習過地理學的孩子順利答出一份地理

學試卷；我們也不能指望一個從來沒有學習過合作的孩

子，在面臨考驗合作能力的任務時，給出準確的答案。

然而，生活中的任何問題都需要具備合作的能力才能找

到解決方法。每一項任務都必須在人類社會的框架內完

成，並且應該採取能夠延續人類福祉的方法。一個人，

只有明白生命的意義在於貢獻，才會有面對困境的勇

氣，才能有很大的概率獲得成功。

如果老師、父母以及心理醫生明白「人們為生命賦

予意義時可能會出現錯誤」，同時這類錯誤沒有發生在

他們自己身上，那麼就應該對孩子的未來抱有信心。我

們要相信，社交情感方面有缺陷的孩子，最終都會對自

己的能力及生活的機遇形成更好的感受。他們遇到問

題時，不會放棄努力；不會尋找捷徑；不會試圖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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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把責任推卸給別人；不會要求得到特殊對待，博取

更多同情；不會覺得丟臉，伺機報復；不會問生命的用

處以及自己能從中得到甚麼。他們會說：「我們必須過

好自己的生活。這是我們自己的任務，而且我們都有能

力完成這個任務。我們可以掌控自己的行為。如果必須

推陳出新，那麼只能由我們自己來執行這個任務。」如

果用這種方式對待生命，把生活視作獨立人類之間的合

作，那麼人類的發展就不存在甚麼限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