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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informational psychology and material psychology are the
theoretical premises and research objects. Informational psychology advocates "informational
man hypothesis" and studies inform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but material psychology advocates "material man hypothesis" and studies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al man hypothesis, how to study
the inform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is illustrated. The authors focus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the objects, the subjects, the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the signalmeaning, and the problems in informational psychology, and explain the basic approaches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researches in the related directions. We believe that these relevant studies
will explore new and more effective ways for the mental health of all citizens, and for the creation
of mental wealth and material wealth in society.

Keywords
Informational Psychology, Object Orientation, Subject Orientation, Subject-Object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Signal-Meaning Orientation, Problem Orientation

论信息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肖
1
2

玲1，李宗荣2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湖北 武汉
湖北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湖北 武汉

文章引用: 肖玲, 李宗荣. 论信息心理学的研究取向[J]. 社会科学前沿, 2016, 5(1): 137-143.
http://dx.doi.org/10.12677/ass.2016.51020

肖玲，李宗荣

收稿日期：2016年2月28日；录用日期：2016年3月11日；发布日期：2016年3月17日

摘

要

信息心理学与物质心理学的本质区别在于不同的理论前提和研究对象；前者主张“信息人假说”，研究
心理现象的信息特征，而后者主张“物质人假说”，研究心理现象的物质特征。本文基于信息人假说，
具体讨论信息心理学如何研究心理现象的信息特征。笔者重点从信息心理学的对象、主体、主-客关系、
符号-意义、以及问题等方向，分别叙述进行理论和应用研究的基本思路。我们相信，上述相关研究将为
全体公民的心理健康、为社会精神与物质财富的创造，探索新的更加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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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心理现象具有物质和信息两个方面的特征，它们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物质心理学的家庭成
员把自己的研究取向集中在心理现象的物理、化学、生物特征；有的甚至把肉眼看不见的人类意识赶出
心理学的领域，主张所有研究非物质特征的心理学都是非科学的，即使不说它们是伪科学或者反科学。
两相比较，信息心理学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把自己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心理现象信息特征方面，致力于研究
心理过程的信息特征和规律性；它们不排斥关于心理物质特征的研究，而是致力于从物质与信息相结合
的途径完整地解释人类意识。心理系统作为人类个体的软件系统，在整体意义上与人类生理系统是合二
为一的，但是在逻辑上、组成上、功能上、机制上、运作上，可以而且必须单独地进行研究。在计算机
界，经历了软件与硬件分离，然后有了软件科学，并且与硬件产业协调发展。人类心理学，主要是信息
心理学,应当从人类生物学中分离出来，然后与生物学协调发展。
张掌然教授说，“哲学一词有一种基本含义，是指专门从事基本理论问题的批判性研究工作[1]。”
如果我们认同，生命是物质的、同时是信息的，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关于“生命哲学”的研究，是对于(人
类)生理学或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反思与批判。这样，就容易理解，张教授在首届文化心理学高峰论坛
(2013，武汉大学)上关于心理学研究五种基本取向的论述。本文在信息心理学关于“信息人假说”的理论
前提下[2]，引用张教授的论述，进一步讨论信息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对象的取向，主体的取向，主客关
系的取向，符号–意义的取向，以及问题取向。

2. 信息心理学的对象取向
在信息心理学关于“信息人假说”的理论前提下，宇宙构成要素从三元论(“物质–能量–信息”)
变成四元论(“物质，物质能；信息，信息能”)；在物理现象的背后，还有信息现象的存在；在物理学能
量的背后，还有信息学能量的存在；信息被定义为“非物质的存在”，信息具有与物质一样的本体论地
位；信息被认为是实在而不是虚在、是直接的存在而不是间接的存在；信息具有“非物理学能量”(即信
息能)；信息具有它自己的、特殊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比如“不守恒”(生物基因和人类文化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等[3]。依据“信息人假说”的理论，人既是一个物质消耗与能量转换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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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又是一个信息处理与智能生产的系统；人在本质上是信息的人；人类心理现象的本质是信息，生物
物质只是它的载体；人们的意识是信息过程，发生在时间中，却不占有空间位置，精神过程永远是没有
重量和体积的，不可以像物质对象那样进行数量化，更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进行“实验”。
有了这样的概念和理论的前提与基础，精神现象就不会再被还原为物质；在信息的分类体系中，精
神是人类信息的一个分支。人类信息分为生理信息与心理信息。因为有 DNA 为核心的生理信息，人类成
为活着的物质系统；因为具有 MEME 为基础的心理信息，人类成为活着的信息系统。人类具有物质和能
量代谢功能，但他自身并不直接生产物质和能量；人类能够直接生产知识和智能。这才是人活着的目的
和人生的价值。人的本质是一个活着、富于创造的信息系统、符号系统。我们每个人一出生，面对着两
个世界，除了我们用肉眼可以看见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用我们的心灵才能看见的信息世界，即各
种文本，它们记录着人类文化 MEME。
人类文化基因就是 MEME，就是理念(Idea, Form)，对此最早著书立说的是古希腊学者柏拉图。他把
理念说成是具体事物的模型和复制品。比如，依照飞机的理念及它的详细设计图纸，造出一架具体的飞
机，飞机是全部图纸的“复制”，是飞机理念的物理模型。他说，与物质的存在(Material Being)相比较，
非物质的存在(Immaterial Being)更重要，更有意义。他从来就没有否定物质世界的存在性，只是强调了信
息世界更大的重要性[4]；他所遭受到的误解、不解、质疑和批评，堪称人类思想史上第一冤假错案。
由于柏拉图理论没有恰当地说明物质与信息两个世界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存在若干缺陷和不完善，
未能自圆其说，他的物质–信息二重性的观点在两个对立的“一点论”观点的联合进攻面前，全线崩溃。
在物理学成熟和成功的巨大光环的照耀下，物质一点论把信息一点论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它难
得翻身。但是，研究人类信息的意向绵延不绝。柏拉图之后，研究信息世界的一位大家是现象学的创立
者胡塞尔。他对不想说、不愿说、说不清的东西采取回避的态度，将它们“悬置”起来，不予置评。他
所说的“生活世界”，并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世界，而是我们的心灵所见到、具有普遍主观性意义的世
界，也就是信息世界。从根本上说，心理过程是信息过程，这是人类心理研究的“对象”。
每一个人一出世，不仅生活在一个物质的生活世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一个文化的“生
活世界”。否则，他就像“熊孩”和“狼孩”那样，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不会具有“人格”(人类之
格)，只具有“动物之格”。(在这个意义上，人格心理学首先应当研究人类之格的“共性”，而不是特定
个人之格的“个性”。)如果说，文化是古往今来个人心理成果的“总和”(逻辑和，不是算术和)，是“大
心理”，那么，还可以说，个人的心理是“小文化”，是周围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在他心灵中的一个模仿、
一个标本、一种“分有”。如果我们不讨论理念世界、文化世界，仍然津津乐道于心理过程的物质、生
物特征，那么我们就很难与时俱进，很难贯彻信息主义的时代精神并跟上时代的步伐，很难超越心理物
理学与心理生物学的历史阶段，就总是在心理信息学门槛的外面兜圈子。这正是现当代心理学遭遇困境、
陷入分裂、徘徊难前的首要原因。

3. 信息心理学的主体取向
现在有的“发展心理学”课程，从父母亲的受精卵细胞开始讲起，一直详细地说到壮年及衰亡；至
于脱胎而出的婴儿如何适应环境、与时俱进，则轻描淡写；至于如何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研
究生院实现认知模式版本的升级，如何能够成为政治精英、商界大腕、学术泰斗，如何成就邓小平、曼
德拉那样的心理辉煌，不知所云。即使不说它跑题了，成为了“发展生理学”，至少它在实际上成为了
生理发展与心理发展的“拼盘”之学。
最早将生理和心理严格区分开来的学者是笛卡尔。他提出延展之物不能思，可思之物没有延展的命
题。生理的我与心理的我，在逻辑上是可以分割的，但是两者又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道理他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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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清楚，但是从他开始，西方哲学发生了范式的转变，开始了人们关于人类内在“自我”的深入讨论，
把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探索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不是一个“酒囊饭袋”；我吃饭是为了活着，活
着却不是为了吃饭；我的本质是一个“可思之物”。所以，研究这个“思维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
调控，以及它的发展、出错与修复，是心理学家们不能假手于人的本职工作。这是人类心理过程的“主
体”。如果谁“跑题”了，那么他们要么在做跨学科的研究，要么干脆“转行”到心理学领域之外去了。
笛卡尔主张的主体世界，到了海德格尔那里，成为了存在的世界。如张掌然教授所说，“存在主义
哲学从存在角度理解主体性。存在主义所说的‘存在’，主要还是指人的存在，而不是指万事万物存在
的根基的那个最终的和最高的存在。”“存在主义哲学、文学、神学和心理分析的基本主题就是，对人
的生存境遇的被抛弃性和荒诞的体验、对各种生存的情绪(如焦虑、无聊、绝望、希望、异化)等的描述、
对死亡的沉思以及对人的决断和自由的追问。”每个个体继续不断地追问、思考和表述生存意义的问题；
这说明，存在主义代表着最典型的 20 世纪的文化精神。因为，传统哲学所理解的存在是自在的、客观的、
独立的实体或事物，它不为人的理解所干扰和改变；而存在主义的所说的存在是为我们的存在，其意义
是可以通过语言和思想而被我们理解的存在[5]。
在存在主义的视野中，我就是在，在就是我；“我”的“在”就是世界；在我意识到自己之前，我
就被抛入了这个世界，就已经存在，然后才有对存在的领会和思考。只有通过人的存在才能寻找到存在
的意义；也只有人类具有认识自己存在的能力。存在主义心理学因存在主义影响而兴起，是“第三势力”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两大取向之一。它强调人的存在价值，主张人有自行选择其生活目标及生活意义的自
由，重视现实世界中个人的主观经验；它还强调人必须负责其自由选择所产生的后果。这种研究取向，
就克服了当代西方心理学的最大弊端，即脱离主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生活实际。

4. 信息心理学的主客关系取向
人们通常认为，主体、客体、中介三者构成实践活动；主体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客体是主体活动
对象的总和，中介是联系主客的手段或方法。这样，主体与客体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对立，主体把客体作
为经验和利用的对象与工具。在“信息人”假说的理论前提下，客体由分属物质与信息两个世界的“物”
与“人”组成；每一个主体都同时生活在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中；人没有物不可能生存，但是仅仅依靠
物而生存的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所以，关于“主客关系”必须就“人–物”以及“人–人”两种情
况分别进行讨论。
在信息心理学的视野中，作为客体的“人”不再被视为主体的利用工具，而是共同分享与创造人类
文化的合作者。携带与传播人类生物基因是人活着的“物”的意义，而携带、传播与丰富人类文化基因
则是人活着的为“人”所特有、动物们全部没有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历史在本质上是
思想史，是思想在指导行为，是思想在设计和创造物质的以及精神的产品，那么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心
理学正是研究人类思想的设计与创造的实践活动，研究文化基因的传播与创作的过程与机理。张掌然教
授指出：“心理学作为一个渗透力极强的学科，甚至能起到把科学、艺术、哲学、常识和宗教五个领域
联结起来的作用。”在信息心理学的研究中，我们经常注意把关于人类心理现象的科学、哲学、宗教、
艺术和常识综合运用，收到了比较好的成效。
在不少关于“天才与疯子”的著作中，作者们认为，医学界关于健康/疾病的分类标准也许有问题；
按照 99%的所谓“正常人”确定的标准，有的天才就只能被医生诊断为疯子。有人说，世界上 1%的人拥
有了人类 99%的物质财富，这太不合理。其实，如果把社会的“权力”看成是资源，那么在政界、军界
不也是 1%的人拥有 99%的权力吗？如果把思想史上创造的新观念、新方法、新理论看成是资源，那么不
是 1%的人创造出了 99%的精神财富吗？可惜，极大地创造出精神财富的那些疯子天才，其总数可能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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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类总数的 1%，他们通常很难有机会享受 99%物质财富拥有者那样的荣耀与风光。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应当重新审视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善待那些思想创新中的特立独行者、倍加珍视那些人类思想史上
的“英雄”。
马丁·布伯(1878~1965)是现代德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是宗教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研
究集中于宗教有神论、人际关系和团体。在名著《我与你》中，他对近代西方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真
正决定一个人存在的关键，在于他自己同世界上各种存在物和事件发生关系的方式与能力。上帝无所不
在，拥有一切事物。人则是一种居间力量，是世俗和神圣之间的桥梁。那么，如何实现人的这种使命，
如何与神圣和崇高相联系？他以上帝为终极依托，因为“与人的关系本是与上帝关系之本真摹本”，他
提出“我–它”，“我–你”，“相遇”，“对话”，“之间”的概念和理论；主张世俗与神圣间的重新结
合，不是体现为一种实体，而是体现为一种关系[6]。这样，他把人与人的关系提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如果我们认同，“上帝”是一个不断演化与发展中的概念，经历了“女蜗”、“宙斯”、“耶稣”
和“理性”四个时期(即由三种“人格神”到“理性上帝”)的演变，而上帝观念的发展过程正是人类心智
乃至人类文明的完善过程[7]，那么，可以把上帝看成整个人类文化之魂。在“理性上帝 = 人类文化之魂”
的意义上，信息心理学研究者所表达的“心理是小文化、文化是大心理”等命题，置个人心理现象于人
与人之间、于社会和文化之中，与马丁·布伯的意思非常接近、几乎是相通的。张掌然教授说：“布伯
的哲学对包括心理剧创始人莫雷诺、以来访者为中心疗法创始人罗杰斯、完形疗法创始人皮尔斯等心理
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的疗法本质上都是在实践马丁布伯的哲学[5]。”我们觉得，用信息科学的语言
翻译和解释马丁·布伯的宗教哲学思想，可能对于信息心理学的建设与发展有着很好的参考与借鉴意义。

5. 信息心理学的符号——意义取向
按照理论信息学的观点，在人类发明符号作为意义(理念)的载体之前，人和动物、植物等生命物体传
递意义靠信号。眉目传情、暗送秋波至今仍然是人类传递男女之情的经常手段。如果说动物们一生下来
就被抛入一个物质的世界和一个信号信息的世界，那么人类同时还面临着一个符号信息的世界；换言之，
人类信息世界包含符号与信号两个子世界。有专家说，海啸到来之时，几乎所有动物都知道逃往安全之
处，唯有具备现代高科技知识的人类不知道大难临头，依然在海滩上尽情嬉笑玩耍；于是，海啸过后，
漂浮成群的尸首只有人类，没有其他物种。有人估计，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的信号系统至少不会低劣
于其他动物物种，但是发达的符号系统让我们的信号系统逐步退化了；这大概也属于人类进化所付出的
代价。
奥古斯丁在归信基督之前可能就已经阅读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大师－－普罗提诺(Plotinus)的著作，所
以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有着很明显的新柏拉图主义的色彩。他看重永恒而形上的事物，轻视感官可及
的事物；看重理论性的冥思，轻视实用的知识为此生的必须和无奈；坚持要借着从感官的奴役得解放以
达于灵魂的净化。奥古斯丁把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普洛丁等人的理论与基督教教
义糅合在一起。奥古斯丁是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堪称神学百科全书。奥古斯丁的著作流传到
西方，成为公教会和 16 世纪之后的新教的精神财富。他把文本的校订、诠释、评论和翻译(即文献学)推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物质科学知识之外，人生尚另有其意义和价值，而那是物质科学所无能为力的，所以需要信息科
学。理论信息学以前的信息学都把信息定义为可以度量的信息载体：信号和符号。在严格的意义上，信
息是信号与符号的“含义”，而不是信号与符号本身。这样，“载体”和它的含义是并存的，信息心理
学必须坚持研究“符号和意义”的取向。维特根斯坦提出了一个关于意义的可以言说的世界的概念。他
的创新在于把意义作为原始范畴，它比存在或知识更基本。他认为，不管有什么样的存在和知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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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由语法和语言决定的，都是语法和语言发挥作用的结果，语法和语言深深扎根于生命的形式。布鲁
纳提出将重建意义形成过程作为文化心理学和复兴的认知革命的核心过程。他认为我们按原则方式理解
的“意义”的概念，已将语言性约定与构成整个文化的各种约定组成的网络重新联系在一起了。

6. 信息心理学的问题取向
生命从根本上说是在跨越障碍、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形成的。问题是人的存在形式或生存
方式。不论是生命意义的生成、发展、演化、升华、还是生命意义的失落、丧失、重拾，都与广义问题
解决(由发现问题、评价问题、选择问题和狭义的解决问题四个环节构成)活动紧密相关。生命意义的建构、
解构和重构过程说到底是一个对生命意义问题进行广义解决的过程[8]。
邓克尔(Duncker)于 1945 年给问题下了如下定义：“一个问题产生于一个活着的人，他有一个目标，
但又不知道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之时。每当他不能通过简单的行动从一种情境达到另一种需要的情
境时，就要求助于思考…思考的任务是设计某种行动，这种行动能使其从当前的情境达到需要的情境
[9]。”这里，他把我们一般人问题求解和程序设计的思想说得非常明白，只是没有使用现代计算机科学
和信息心理学的术语。
关于存在的问题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发端和逻辑起点。其内容是：重新提出存在问题的意义，存在问
题的形式结构、不同提法以及隐含的问题。如果说康德提出了存在问题，那么海德格尔的工作导致了哲
学研究范式的存在论转向。海德格尔指出，存在者的突出特点是指它是现成的、确定的东西。一切确定
的存在物，无论它是物质的东西还是精神的东西，都属于存在者的范围。但存在却不能明确地给出定义，
我们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不是什么，从否定的角度去理解存在。存在是一种原始的、绝对的可能
性，是万物的本原和归宿，因此，它没有存在者那样的依托，只能依靠自我揭示，自我显现来体现自己
的意义。存在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有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存在者在关心着自己的存在，因为只有关心自身
存在的存在者，才会去询问存在的意义。关心自身存在的存在者，他自己能够决定自己存在的方式，追
问自己为什么存在，应该如何存在，并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通过这个询问者，我们便能达到对存在的
领悟。
在传统的时间观中，时间作为测量的手段而存在，而西方直觉主义生命哲学家从对传统时间观的批
判入手，创立了自己的时间哲学。柏格森指出，真实的时间是川流不息的绵延，它是意识状态的持续出
现与相互渗透(On the Time Aspect in Bergsonism)，不可逆转、不可预测，充满着生命的创造力。
福柯认为，我们为识别思想而发明出来的实践属于更大范围内的塑造主体的实践。他强调我们被塑
造的方式多种多样。没有任何语言理论能够容纳或解释它。语言也许在我们被塑造的方式中必不可少，
但分析主体构成并不是分析语言。这不仅是我们怎么谈论自己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对自己和自己的身体
做了什么的问题。生活本身就是美的，但是人类的生活之美要依靠每个人在自身的生存实践中去发现和
创造。在福柯看来，只有通过自身的实践，反复地在自身的生活过程中，进行学习和生活体验，从身体、
精神等方面进行不断的训练，才能深刻地体验生活之美。
维特根斯坦说，关于精神活动之公众标准的重大问题属于更大范围的实践研究，这些实践决定了在
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我们能做什么样的人，或者我们能有什么样的行为。柏格森明确赋予问题以生存本体
论特征。问题的概念超越了历史而植根于生命之中、或者生命冲动之中：生命从根本上说是在跨越障碍、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的构成既是问题的提出，也是问题的解决。

7. 结论
笔者认为，张掌然教授倡导的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取向、主体取向、主客关系取向、符号–意义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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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问题取向等，对信息心理学具有极好的指导意义。由于信息主义时代精神的鼓舞以及信息世界观方
法论的指引，由于理论信息学的信息科学概念和原理的支撑，由于人工智能的概念、理论、技术、产品
和市场的需求，将为信息心理学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信息心理学研究的不同取向都将取得较快的进
展。
推动信息心理学研究前进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在解决温饱、奔向小康的道路上，亿万国民对于心
理健康和幸福指数的需求不断提升，使得心理问题日渐凸显、心理援助供不应求。2016 年 2 月 3 日，“浙
江在线——钱江晚报”网站刊登《杭州一小学女生连换 3 男友 目前正和第 4 个交往》。它揭示的只是一
个个案，但是涉及一类群体、一个领域、甚至整个社会。透过这个故事，还反映出一个事实：当代中国
对于心理学理论、实践和服务的需求，已经无法通过西方心理学主流提供的理论、方法、技术和工具得
到满足，它们自己的发展已经陷入困境而举步维艰。
就像张掌然教授所称，信息心理学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心理学的“新大陆”。笔者相信，关于信息心
理学的理论和应用的研究，将为全民心理上的健康、为国家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新的更为有效的途径。
同时，信息心理学的发展必将为国家精神财富的创造，探索新的更加有效的途径；关于物质财富的创造，
它将把生产的智能化提升到新的高度，因为人工智能只是对人脑工作的模拟，它必然依赖于人类心理学
研究成果的档次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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