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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道德心理视域下道德创伤的治疗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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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paths of moral injury from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mor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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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mergence and results of moral injury involve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culture, society
and psychology, et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especially the
traditional moral psychology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behavior of the people.
In terms of the treatment of moral injury, we can learn from the traditional moral psychological content,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symptom types of moral cognition, moral emotion and moral will, correct mor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introspection of my mind”, repair moral emotion through “reasoning and restraint”,
and strengthen moral will through “self-denial”.
【Keywords】moral injury; traditional moral psychology; moral cognition; moral emotion; moral will
【摘

要】 道德创伤的产生和结果涉及文化、社会、心理等多重维度。以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中华

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传统道德心理的思想，深刻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就道德创伤
治疗问题，可以借鉴传统道德心理的思想内容，从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及道德意志这三方面症状类
型入手，以“内省吾心”纠正道德认识、以“以理节情”修复道德情感、以“正身克己”坚定道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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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素。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美国近些年从文化视角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道德

研究道德创伤的发生和治愈，美国临床精神病学家

建设，对加强立德树人、以文化人等各项工作做出一

Jonathan Shay提出道德创伤是作战中“高危情境下法

系列重要指示，尤其是2019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

定权威人士对社会公正的背叛”。2012年，美国德克

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将

萨斯州教会大学布莱特神学院成立了灵魂修复中心，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

以宗教文化为研究视角，探求道德创伤的应对策略。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而要加强道德建

由此，将文化分析引入道德创伤的治疗研究中，进行

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就要关注社会中的反道德行

有效的哲学思辨，是修复创伤的可行之道。中华文化

为和事件。

博大精深，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倾向，尤其

道德创伤是社会的反道德行为对个体道德良知造

传统道德心理思想，对于道德的传输和接受、社会的

成的创伤。道德创伤涉及心理、社会、文化等多重因

良性运转有着深刻影响。因此，道德创伤的治疗可以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青年项目（2019EKS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军事学项目（2019-SKJJ-C-022）；上海市教育科
学一般项目（C20038）
作者简介：王璐颖。军事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伦理学。Tel:15800610624，E-mail:15800610624@163.com

71

Negative
Vol.12 No.1 2021
吸取和借鉴传统道德心理的内容。

囿于封建伦理规范之中。荀子的性恶说从人的生理和
心理结构解析道德规范的客观必要性。孟子和荀子虽

1 道德创伤的实质是对社会文化的背离

然在人性方面学说截然不同，但在心性与道德的关系

道德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具有浓厚的文化品性。

上，他们把人的善恶品性与生理、心理联系了起来，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之中。马克

构成了道德心理的主旋律。两汉时期，董仲舒提出了

思、恩格斯在回答“人类何以有文化”这个基本问题

“性善情恶”为特点的“性三品论”，认为性是与生

时，指出文化的本质是在实践过程中“人化”与“化

俱来的自然素质，而善则是教育培养的结果。唐代的

人”的统一。不同类型的文化以其独有的价值观影响

韩愈进一步地阐发，认为人性存在上、中、下三个不

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进而形成不同的生活

同品级。由此，虽然古代哲人对人性问题的看法有着

方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会有多种评判标准，

不同特点，但始终基于道德，又归于道德。

这种标准包括从道德上如何去判定他人和自我，把自

2.2 涵养“心性”之方法

己同别人相比较。文化价值观影响着道德价值观。文

基于道德心理与道德现象、道德行为的关系，古

化不同，道德价值也会迥异。道德通过解释人“如何

代哲人认为要涵养心性，坚固德性，要“内省”“以

行动”“何以为人”“如何待人”等基本的规范和意义

理节情”“修己明志”。

问题，建立一套关于人的生活“应该如此”的解释系
[1]

统，用以指导人们行为的伦理关系和伦理行为 。人

通过内心反省来调节道德行为。而如何内心反省，孔

们都会戴着某种“价值之境”来审察所遇到的道德问

子提出“学”
“思”，即通过“内省”和学习圣典，

题。从个体来说，当面对道德冲突时，个体会依据内

获得启发后而得到道德知识，是一种内在的顿悟。所

心的价值体系、兴趣以及某种文化前见，选择自己认

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和思是相伴

定的路径来解决。尽管表面上看，每个人都有各自的

的。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提出“尽心”
“养性”
“反

道德标准，但这种道德标准不是随心所欲的个人主

求诸己”的内省功夫。董仲舒提出了“内视反听”说，

张，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印记。从这一角

主张闭目塞听，与外界隔绝，以一种神秘的内省去体

度来说，道德创伤的本质可以视为个体的价值体系同

认天所赋予的“本心”
。王阳明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

反道德事件所折射出的价值观的冲突，是外在不良文

是“心”所固有，只需“自己心上体认”
。

化对主流意识之间冲突给个体造成的困顿。

2 传统道德心理的思想内容

其次是“以理节情”。人性的内容不仅有理，还
有情，即感官感受。人的情感是由外物的触发而引起
的。张载认为，情感来自于外物，“感亦须待有物，

道德是社会文明的需要。要将道德内化于人的内

有物则有感，无物则何所感”。一定的情感是道德行

心，没有心性陶冶是不行的。从文化的视角看，中国

为的强大动力，但从维护社会稳定结构的角度出发，

传统文化中，传统道德心理思想源远流长，古代的

情绪的过度跌宕会危及社会结构，因此，要以理节

学者从“心性”出发，对如何“吾心”“养情”“明

情，用伦理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来节制情欲，正如朱

志”，更好地增强道德意识、坚定道德意志给予了系

熹、张载主张“发明本心”“存心灭欲”。

统思考。
2.1 探究“心性”之根据
注重探究人性根源，寻求道德发生和实践的心性
依据是伦理道德的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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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内省吾心”
。
“内省”即内在反省，主张

最后是“修己明志”。古代的伦理学家，大都注
重道德意志对道德行为的作用，主张“修己”明志。
儒家认为，“志”是一种节操精神，“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1-2]。志可以激励自己下决心追求

有关人性善恶的学说，最早可追溯到孟子和荀子

仁德，勇往直前。如何明志，则要“修己”。孟子认

二人。孟子是性善论者，他所谓的人性是区别于动物

为，修养自身道德要经受客观环境的历练，要在困

的根据，“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因为人将品德

难的环境中锻炼自己的心志。张载说：“义者，克己

根植于心中，才能更好培植道德，提升境界。针对于

也，不贪利也”“克己要当以理义战乱私己，盖里乃

孟子的性善论，荀子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性恶论，认

天德，克己者必有刚强壮健之德乃胜己”[3]。要克己

为“性者，本始材朴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

窒欲，纠正行动中的过失，用坚强的意志克服那些不

学，不可事。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恶是

正当的道德行为。朱熹主张“吾日三省吾身”来锻炼

性所具，善由伪而生。人的生理本能欲求不会天然地

道德意志。虽然古代哲人就道德意志锻炼有不同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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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基本是围绕“修己”，提高个体的道德修养来
击退外界不良因素的干扰。

自责感。责任感是一个人认清道德要求，并能肩
负一定社会责任，在生活中努力实现的基本道德情
感。人们有高度的责任感，就能在道德行为中表现出

3 道德创伤的发生类型

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无需任何外在的强制和约

道德创伤是外在非道德事件或现象对内心道德矩
阵造成的倾覆，这种创伤的发生主要体现在道德认
知、道德情感及道德意志三个方面。

束。而当个体没有尽到义务，没有承担道德责任时，
则会受到内心的责备，产生自责感。
羞耻感。羞耻感是一个人对自己行为、动机和道
德品质谴责时的内心体验[4]133。它专注于对过失的懊

3.1 道德认知崩塌
道德认知是个体在原有道德知识基础上，对道德

悔和行为的追悔。道德创伤境遇中，个体对非道德事

范例的刺激产生效应感应，经过同化、顺应的加工，

件或是他人的不道德行为体现出极度的厌恶和抵触，

[4]44

。道德认知是原

因为外界的不道德现象和行为触及了内心坚持的道德

有知识结构在面对外界信息大量刺激的状况下，个体

准则和底线，甚至与内在道德价值体系大相背离；另

根据自己的需要加以选择吸收，主动融入道德新知并

外对自己过失行为或过往的行为表示懊悔，后悔自己

内化到道德认知结构中。这是一种感性认识升华到理

没有按照内心价值体系去执行，以致造成不良后果。

性认识的过程。然而，道德认知并非持续良性发展

3.3 道德意志薄弱

而获取道德新知的心理活动过程

的，道德认知对象的无限性与个体认知的有限性之间

意志是人们自觉地将愿望设计为蓝图，以它支配

的矛盾，使得道德认知处于运动的永恒过程中。也正

和调节自己的行动，去克服困难以求实现目的的心理

是道德认知的不断建构发展，个体才能自发地将外在

过程[4]199。道德意志就是人们按照道德原则和要求进

道德要求转化为内心道德命令，道德自我日趋形成。

行抉择和行动时调节行为克服困难的能力，是履行道

而道德创伤中的认知创伤则是新的认知与既有认

德义务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毅力。道德意志的发生是

知结构之间的冲突和不协调所引发。由于外在新的道

情感与信念的融通，是排难和抗惑的互补，是抉择与

德信息的刺激，道德范例的再现，个体大脑皮层过去

行动的协同。

形成的暂时联系迅速接通，突然领悟到自己的行为过

首先，道德意志的发生条件是情感与信念的融

失，道德自我受到良心审判，内心陷入了自责，当外

通。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所持态度的体验。情感是通过

界没有新的道德知识、道德权威或是对道德范例没有

认知而产生。来自客观外界的影响要经过认知加以价值

认知经验的人出现，个体可能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和

评价才能产生情感。信念是人对某种现实和观念抱有

人生的关节点上不断反省，继续滑坡，甚至毁灭。在

深刻信任感的精神状态。信念的作用在于告诉人们应

临床中，创伤患者出现认知崩塌，通常会有这样的回

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确定思想和行动上有效的原则

答：“都是因为我，是我的错”“我本质上是一个坏

和目标。凡是符合自己信念的，认为是正确的，就相

人”“我不能原谅自己”“我不值得过或拥有体面的生

信，并坚持。情感是确立道德意志的基本动力，信念

活”
。这种从道德上对自己的否定是一种极端的被曲

本身的坚定性为意志的发生树立了目标。情感为道德

解的认知。

意志的发生提供了“硬件”，而信念则提供了“软件”
。

3.2 道德情感羁绊

其次，道德意志的目标指向是排难和抗惑的互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特殊反映形式，是对

补。明确的道德目的是道德意志的核心和本质。意志

人与客观事物关系的反映，是人对客观事物所持态度

行动是自觉确定某种目的的行为，但并非一切有目的

的体验。道德情感是基于一定的道德认识，对道德关

的行动都是意志行动。意志行动体现在克服困难中。

系和道德行为的一种爱憎好恶情感体验。道德认识的

道德使人的行为实现“现有”到“应有”的转化。这

高低直接影响情感的变化。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

种跨越转化需要道德意志的参与。只有在实现预期目

必然引起不同的情感体验。就是说，一旦一个人对道

的的过程中，遇到困难，能坚定地克服，才凸显出意

德现象的理性认识和价值归因过程发生了矛盾，认为

志的作用。克服的困难越大，意志就越坚强。而道德

是道德事件所凸显的价值观与内心道德准则发生冲

活动除了排除困难，还需要个体能预防非道德行为。

击，因而对道德事件的接受超越了内心的道德韧性，

因此，能抵御非道德行为倾向，调整和控制自己的道

就会在情感上出现失常，引起创伤。道德情感崩溃主

德行为也是道德意志的体现。

要集中体现为自责感和羞耻感。

最后，道德意志的产生过程是抉择的行动的协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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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道德意志的发生不是一次线性过程，它需要多次

因道德事件产生道德冲突、从而引发道德创伤的有效

反复的动机斗争、比较和选择。道德动机是完成道德

办法是落实在个体身上，要整合潜伏在每个人身上的

行为的内在原因。动机的斗争首先是优势的抉择，比

恶。因为每次恶的反扑就是创伤的主要来源，这些反

如善与恶在心灵中的搏斗。其次，动机的斗争还表现

道德的欲望和行为不断地吞噬着自身价值体系，加重

为相同性质动机的抉择，确定动机的主次、先后。道

认知创伤。要整合人格阴影，缓解道德创伤的程度：

德意志水平高的人，能够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主

一是要承认自己曾经的恶念和阴影，与我们的内心深

导动机。动机抉择的实质，是一个人如何处理自我利

处交流，与黑暗面进行交流；同时，还要反省内讼，

益与他人利益的关系，在抉择中按照社会道德原则规

勇于剔除内心中隐藏的恶念，使良知呈现，唤醒内心

范选择主导的动机。道德动机的抉择最终是为了确立

中的理性，达到至善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

道德行动的目的。目的越高尚、越明确，道德意志就

理解道德知识，促使个体自觉将外部道德规范转化为

越强烈，行动力就会强。

内心的道德命令，形成道德自我。

4 传统道德心理视域下的道德创伤治疗对策
要有效治愈道德创伤，就要从症状类型入手，借

古代哲人不排斥道德情感，认为理能生情，情中
有理，强调以理导情。一方面是主张外物生情，外物

鉴和吸取传统的思想资源。

的触发可以生成情感。另一方面，从稳定社会秩序的

4.1 以“内省吾心”纠正道德认知

角度出发，要对道德情感加以节制。

古代哲人认为人的“心”可以自律，不受外界制

在道德创伤治疗中，针对于情感的修复，首先需

约，要“修心”，就要“正己”“内省”。这种“内省”

要借助外物激发道德情感。在人的成长中，一个人赖

一方面要学习知识，读古圣人的经典。另一方面，反

以生长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无法替代的。环境的影响

求诸己，通过反省，实现顿悟，获得启发。孔子说：

就是一种信息的影响，我们生活在信息当中，被各种

“内省吾心”“改之为贵”。孟子说：“思则得之，不

信息包围，时刻受到各种信息的刺激。这种刺激通过

[5]

思则不得 。”魏源提出“去本无以还其固有，损之又

许多方式形成，比如亲眼目睹各种道德行为或事件会

损以至于无”的目标。这都是强调从内心下功夫，要

对个体造成刺激，又如社会对某一道德行为事件的各

求“终日自反”，做“外敬内静”的功夫。

种评论和看法，尤其是结论性评价也会对个体造成刺

吸取古代哲人“内省”的思想，在道德认知的治

激。主体的道德心理，朴素的道德情感就是对外界信

疗上，针对于创伤患者价值体系的崩塌，道德自我的

息的接触和强化中逐渐形成起来的。要想修复情感，

怀疑，首先可以通过道德教化端正认知，重塑价值体

培植对客观事物好恶的情感，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设置

系。荀子注重“化性起伪”，认为只有通过教化，人

道德物件，让主体浸润在优良的环境中。比如可将军

[6]

才可以归于善。“状变而实无别而异得，谓之化 。”

人、医生置于军事医学活动“道德困境”情境之中，

以各种方式的教，人的内心会感受到某些伦理关切的

借助编设小型道德创伤情境剧和虚拟仿真技术，实现

道德规范、理念的塑造，习与性成。道德教化是将具

角色扮演和三维浸入，通过情感体验和身份认同，激

体的道德规则和美德传递给个体，使其融化到受教者

发良性情感。

的心灵和机体中，改变旧有的道德知识，促使其形成

其次，以社会主导的道德价值体系合理地导引情

道德新知，完成“现有”向“应有”的转化。比如，

感。道德情感中包含对道德观念、道德理论的认知和

英模报告就是一种很好的教化形式。英模是一种道德

理解，情中寓理，认知越深刻，情感越浓烈。要修复

范例，通过报告可以增强英模对受众的感召力和影响

道德情感，就要以主流道德价值规约认知，感性经验

力，促使个体主动将体现在英模身上的道德要求转化

与理性认识相结合，排除诱使人产生邪僻行为和骄傲

为自身的品德，重建善恶价值系统，重塑道德自我。

情绪的情感体验，以理节情。例如，可以通过“道德

其次，通过反省，整合人格阴影。孔子说：“为

两难”的案例导引，强化思维能力。对于是否实施截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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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以理节情”复归道德情感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经常反省自己，及时发现

肢的“道德两难”选择，不同人有各自不同的选择。

自身毛病，勇于改过，摒弃恶念，才能提高自身境

针对不同的选择以及个体道德发展水平、认知盲区，

界。道德认知是要将外在要求、规范重新变为个体精

有针对性地讲解，植入善恶、正义、非正义等观念。

神世界的组成部分，成为恪守的内心准则。认知的形

再比如，明辨军人、医生在各种高压状况下的特殊道

成和实施都是以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的。因此，缓解

德要求和道德规范，例如《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

·伦理研究·
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的公约》，这是战创伤救治的规

置，就是个体自觉自愿对自我设置困难，通过对行为

范，避免产生邪僻行为和非理性情绪。

的调节和评价，产生坚强的毅力和韧劲，也就是自己

4.3 以“正身克己”坚定道德意志

跟自己的不良品质和行为有意“过不去”
。意志的锻

没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就无法克服不道德的行

炼在于执行不感兴趣即没有吸引力，但又很有道德价

为。道德意志的培养锻炼对道德行为的生成具有重要

值的行动。道德上的高标准和严要求是道德意志磨练

作用。在道德意志的培养方面，古人提出了修养道德

情境自我设置的关键。正因为高标准的参照，才会使

意志要经受客观环境的磨练。所谓“苦其心志，劳其

自己压制强烈而不合理的冲动和意向，避开诱惑。比

[8]

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另

如美国心理学家Steven Hapes开创的一种接受与承诺

一方面，要克己窒欲，纠正道德行为中的过失。“克

疗法。该方法主张让个体“拥抱痛苦”。在治疗患者

[9]

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 。“行之失，其甚于恶，

时，接受与承诺疗法运用了六个核心治疗过程以提升

则亦改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弃者，孰不可与为君

道德意志，即接受、缓解思想和情感、有意关注当

[10]

子” 。落实到道德创伤治疗，需要以外界情境的创

前、换位思考、注重价值、承诺行动。已有研究表

设历练，另外还需个体“克己”，纠正行动的过失。

明，接受与承诺疗法可以减缓创伤痛苦，增强道德意

首先，以外界情境的创设历练意志。道德意志的

志和韧性，提高应对复杂情境的能力。

磨练是一个自觉行动的过程，必须有意识地设置一些
有益于意志培养的情境。意志磨练的情境创设就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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