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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我同一性是 Erikson 人格发展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作为一种重要的心理现象，它是青少年

个体的生物、心理和社会三方面因素的统一体。本文旨在通过系统分析，进一步探讨青少年自我同一
性本土化研究现状及趋势，多角度梳理这方面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关键词：本土化；青少年；自我同一性

1. 引言
自我是人格形成、发展和变化的核心和基础，而
自我同一性整合人格的各种成分，成为人格完善的标
志，进而是心理成熟的体现(郭金山，2003)。青少年
心理学日益兴起，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理论在我国科学
心理学理论的地位日渐重要，尤其是我国正处于快速

我同一性的研究在我国的心理学发展研究中就显得
更为重要。本文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理论出发，探讨
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本土化研究现状及趋势。

2. 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本土化研究现状
2.1. 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基本概念与测量研究

发展的阶段，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成长问题日益突出，

由于日益凸显的我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影

与之相关的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研究不容忽视，自我同

响我国青少年成长的因素越发复杂，国内关于青少年

一性的获得作为青少年个体通向健康的中年期的重

自我同一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我们不能

要任务，贯穿人的发展和成长始终。因此，青少年自

不考虑中国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理论的概念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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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手段问题。

制的自我同一性状态问卷，对问卷进行翻译、回译、

阅读国内一些心理学有关研究资料，自我同一性

试测与初步修订，最终确定适合中国青少年的自我同

(self-identity)在国内心理学中有 3 种译法：1) 张春兴

一性状态研究的问卷。研究发现该问卷在我国青少年

教授在《教育心理学》(1998)中译为自我统合；2) 车

样本中的因子累积解释率较低，部分项目的因素负荷

文博教授在《人本主义心理学》(1998)中译为自我认

较低，修订后的问卷在某些项目表述上并不适合中国

同；3) 孙名之教授在《儿童心理发展的理论》(1983)、

青少年实际情况，因为该问卷是基于北美青少年的同

《弗洛伊德主义论评》(1992)、
《青少年：同一性与危

一性发展概念编制的。所以今后需要对该问卷做进一

机》(1998)中，黄希庭在《人格心理学》(1998)中，阎

步修订，应尽量排除问卷内容中文化环境偏差，降低

巩固在《心理学——一条整合的途径》(2000)中译为

由此所引起理解偏差的影响(王树青，张文新，纪林芹，

自我同一性。另外郭金山(2003)认为，青少年的自我

张玲玲，2006)。

同一性只有将结构和现象描述层面的自我同一性概

张艳萍(2009)等在文献综述和开放式问卷的基础

念结合起来，才能使自我同一性的静态研究与同一性

上，提出道德同一性的理论构想，编制了大学生道德

的动态的研究统一起来，将自我同一性的过程和内容

同一性问卷，调查分析了大学生道德同一性的发展状

统一起来，将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内在心理机制和环境

况(张艳萍，陈旭，2009)。研究大学生道德同一性不

影响因素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做到对自我同一性的整

仅是了解当今大学生心理发展状况的需要，而且在推

体、本质的理解。

动大学生道德教育、人格发展，丰富道德心理学、青

不久前，我国鲁朋举，罗乐，胡辉等人(2009)研
究了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感念和阶段性发展水平，认
为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
什么样的人，怎样成为那样的人？是自我的具体化。

少年自我同一性理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2.2. 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理论对心理健康教育影
响的研究

他们认为同一性形成与发展主要是在青少年期和成

Erikson 认为同一性是心理动力中积极能量的体

年早期，完全形成要到青春期晚期——大学期间，才

现。Marcia 将心理健康与同一性联系起来，他认为个

能从混乱或早闭水平进入延缓水平，然后才能到达获

体的同一性获得是健康的关键因素，因为它表明了一

得水平(Waterman, 1982)，但会有反复，并且获得同一

种良好适应环境的能力。近几年我国学者研究发现，

性的过程也是不平衡的(鲁朋举，罗乐，胡辉，2009)。

处于青少年后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由

关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基本理论在我国的本土

于大学生群体处于“规范性危机”阶段的特殊性，在

化研究，国内学者的思想大多是伴随着西方心理学理

中国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在 Erikson 所说的同一性对

论发展而发展，对青少年自我同一性概念的理解多是

同一性混乱阶段，很多研究者认为是自我同一性形成

从本土化的角度，加强了同一性结构、意识与潜意识

的关键时期。自我同一性形成是人格完善和独立的标

内容、阶段性过程解读和同一性获得结果等方面的理

志，是最佳心理功能的展示。根据 Erikosn 的自我同

论与实证研究。而实证研究主要体现在我国很多学者

一性定义，国内学者结合中国大学生实际情况编制了

不断地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青少年发展本土化特点，

同一性问卷，发现自我同一性的得分与 SCL90 各因子

引进，修订并编制了很多青少年自我同一性问卷。

均有显著性负相关(陈建文，王滔，2004)。王兰锋(2005)

周红梅(2008)，郭永玉等在武汉市的普通高校通

的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发展水平与其心

过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法收集大量大学生被试资料，编

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在这

制自我同一性过程问卷，请专家评议，考察问卷的内

方面的研究结论显现出了不一致性(周红梅，郭永玉，

容效度，最终形成了信效度良好的大学生同一性过程

2006)因而大学生自我同一性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

问卷。不过，该问卷的有些项目还需要不断完善，例

关系很值得我们去研究。

如测查探索项目还需要进一步修正，以使其能更好地
测得所要测量的东西(周红梅，郭永玉，柯善玉，2008)。
王树青(2006)等参照 Bennion 和 Adams 1986 年编
Copyright © 2012 Hanspub

大学生与儿童不同，由于他们的成熟和独立性都
取得了更大的发展，有相当的能力，能主动走出家庭
的束缚，去获取外界的信息和体验世事，探索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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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部世界。他们又与中年人不同，他们尚未确立某

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自我同一性对大学生心理健

种属于自己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或行为规则(李艾丽

康教育的影响，二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三是优化个

莎，张庆林，2003)，因而，在他们面对大学的新环境

体的社会心理环境，主要包括择业环境，家庭文化环

时，可能会显示出茫然的心理特征，不能获得自我同

境，各种社会活动的环境等。

一性，不能客观的评价和认识自我，这很容易导致心

对于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与人格变量之间关

理问题。目前，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多数

系的研究，郭金山，车文博(2004)等通过相关分析发

研究表明大学生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上得分较全

现，四种不同的自我同一性状态与不同的人格特征之

国青年常模要高(方继勇，2005；金绪忠，沙海燕)。

间联系紧密，每种自我同一性状态在每一人格维度上

在当前，计算机网络高度发展、大学社团活动日

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在成熟、高级的自我同一性

趋活跃以及就业制度市场化的情况下，大学生自我同

和低级的自我同一性之间，人格特征的差异更大。研

一性发展呈现差异，开展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究进一步证明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是大学生发展的核

更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学者徐速(2002)认为大学生是

心目标，它标志着人格的完善(郭金山，车文博，2004)。

处于青年末期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学时代正是心理

结合我国现在高校心理健康状态，这些研究无疑

学家所认定的追寻自我的关键阶段。因此艾里克森理

会对我国大学生健康人格教育的产生良好的影响，充

论形成之后引起我国心理学家集中研究大学生自我

实一性的中国本土化理论。

同一性问题(徐速，2002)。中国正处在大学生数量日
益增长的时代，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研究在我国任重
而道远。

2.3. 影响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发展因素研究
王树青，朱新筱，张粤萍在对于青少年自我同一

对于中国大学生的庞大群体，大学生自我同一性

性发展的相关因素研究中，发现生物、心理和社会环

主要表现在新生入学的适应性问题，另外还表现在生

境共同促成了青少年个体自我同一性理论，认为这也

活环境选择方式上。在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发展的研究

导致同一性发展过程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主要

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埃里克森的青年期自我同

有：家庭因素(温暖、但不过分压制的亲子互动模式和

一性整合是一个冲突不断增加并且不断整合规范的

鼓励联结性的父母教养方式 parenting style 对于青少

过程。这一过程导致的危机感，不仅仅使青少年变得

年同一性的发展是健康的)；同伴关系和友谊(基于共

烦躁，也能使他们不断反思自我，发展他们的自我认

同的兴趣、价值观和信念，来选择支持性和理解性的

识能力。谯利平，夏欣(2009)研究了大学新生适应性

同伴关系和友谊，对于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发展有明

教育问题，发现一些学生适应性差，主要是由于现实

显的优势)；其它的心理层面(更高的外向性和更低的

中的大学与理想的大学反差大，产生“群英荟萃”的

神经质水平的人格特征，同一性获得的个体，自我信

一种高期望值与“心理优势”的落空感之间的矛盾。

念一致性的认知能力，假设推理与惑然推理等形式运

研究者发现，在这过程中，大学新生的引导者，学长，

算技能的形成都具备相对较高水平的心理健康特

班长，辅导员的作用很重要。他们能够引导新生客观

征)(王树青，朱新筱，张粤萍，2004)。

地进行角色定位，全面认识并悦纳自己，引导他们确

很多临床心理学家认为，青春期自我同一性发展

立正确的人生发展目标并为之而奋斗(谯利平，夏欣，

的不完善，可能预示着日后会产生各种心理障碍。所

2009)。

以，对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状态及其形成过程的关心

在自我同一性与大学生心理健康之间关系分析

与干预，是青少年教育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他

的研究中，马晓明，徐宪春(2005)认为大学生自我同

们认为影响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因素有主、客观两个方

一性的发展与心理健康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并对大学

面，主观方面，一是青少年自我意识中的矛盾：主观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会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在研究大

我和客观我的矛盾，理想我与现实我的矛盾；二是青

学生的心理现象客观规律时，必须要考察自我同一性

少年对自我与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偏差。客观方面主要

的发展状况(马晓明，徐宪春，2005)。他们主要从三

包括家庭的环境，亲子关系，父母的期望，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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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和教育方式，学校的归属感，社会因素(尊重的

性获得的心理学研究将体现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的

主流文化，社会中良好的成人模型和成人榜，民主的

方向、发展的可能、发展的潜力和发展的定位(葛鲁嘉，

环境和包容的气氛)(张日昇，陈香，2001)。

2007)。当务之急，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理论的本土化研

除了年龄特征，地域特征，青少年背景文化，家

究，要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我们自己的优势，

庭，学校，青少年主观认识与认知因素外，从初中到

尽最大努力，提出新的学说、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技

高中，高中到大学的环境变化，对于处于自我同一性

术手段，创造本土化理论。

形成和发展阶段的青少年来说，也有很多矛盾，年级
越高越是独立的生活方式，越是自主的学习模式更加
凸显的个人职业奋斗目标，更加需要承担的社会角色

4. 结论
通过对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本土化研究现状及

等多方面的抉择，使他们冲突，敏感的心理难以平衡，

趋势探讨，提醒我们要不断推进对大学生的自我同一

导致他们自我同一性整合失调，产生了众多的矛盾：

性在当代环境下发展关注，对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可操

主要有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冲突；主观自我与

作化深入研究，尤其着重对影响青少年自我同一性形

客观自我的矛盾冲突；旧任务完成和新目标丧失导致

成和发展的因素系统研究。有力推进青少年自我同一

的心理迷惘。

性的本土化研究和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教育。

张炜，陈香，谈有花等学者认为不同年龄阶段的
青少年同一性状态的人数比例均存在显著差异。每个
年龄段同一性状态的分布一致，同一性延缓者的比例
最高，依次是同一性混乱、早闭和获得(张炜，2007)。

5. 致谢
感谢在论文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给予建议和帮
助的吉林农业大学应用心理学系老师和同学们。

刘永芳、周红梅的研究也说明，我国城市青少年在同
一性发展的投入上高于农村青少年。

3. 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本土化研究趋势
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主要包括初中生的自我同
一性，高中生的自我同一性和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
而我国学者大多数集中于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理论
建设，相对于西方自我同一性理论建设，我们的研究
还存在不足。我国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理论建设任重而
道远。
我国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研究趋势主要有三方
面特点：第一，继续关注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的发展，
为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支持；第二，关于影响青少
年自我同一性形成和发展因素的研究；第三，关于青
少年自我同一性的描述性概念和技术发展的研究。目
前，我国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第一方面，未来我国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研究工作要
进一步加强在第三方面的研究。
我国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尤其是青少年自我同
一性的理论本土化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我国青少
年心理发展的现实问题，更迫切的是要研究解决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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