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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我对话是心灵中多种动力身份的“我”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自我对话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要
的对话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或者说教育者或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是至为必要的。为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我对话，必须树立自我对话的意识，倡导自我对话的精神，提升自我对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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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 dialogu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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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 － dialogue is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I”with multiple dynamic identities in the
mind． It is crucial for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urses，educators
and the educated as an important dialogue form．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 －
dialogue，advocate the spirit of self － dialogue，and improve the of capacity of self － dialogue，so as to
realize the self － dialogu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lf － dialogue
［1］（ P30）
时，哈贝马斯则用
当德里达等人用语言“践踏意义、蹂躏真理、损害道德与政治，并抹去历史 ”
对话使人类恢复了意义，真理恢复了尊严，道德与政治的基础恢复了保证，历史恢复了秩序。 因为哈贝

马斯的工作，人们日益意识到对话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对话是 21 世纪的主流话语。 反映在教育领域，
［2］
就是“教育即对话”这一教育理念的提出。 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就是对“独白式思想政治教育 ”
的反思与失望，而对“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的期盼与探索。从“枯燥的独白 ”到“幸福的对话 ”，是思想
［3］
政治教育从“文本”转到“人本 ”，是思想政治教育在言语方式上所作出的“幸福微调 ”。 当前，无论是
对“独白式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思与批判，还是对“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 ”的探索与实践，都有较为丰富
的研究文献，但是，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中对话的实现形态，已有文献仅仅关注到“教育者与受教者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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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话、受教育者之间的对话、受教育者与文本的对话 ” 等三种类型，而没有关注到教育者或受教育者的
自我对话这一对话形态。基于此，本文特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我对话进行初步的探析 ，以期引起“对

话式思想政治教育”对自我对话这一对话形态的关注和重视 。

一、自我对话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按照马丁·布伯的说法，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双重的关系世界里，即“我与它 ”的世界和“我与你 ”
的世界。“我与它”的世界是一个分离的、不相连的、各自的世界； “我与你 ”的世界则是一个相遇的、共
生的、创新的、息息相关的世界。“独白”属于“我与它 ”的世界，“对话 ”则属于“我与你 ”的世界。 独白
是围绕自我而建立世界的中心。 独白者强调自我，并进行无视他人存在的谈话。 生活是从“我 ”开始
的，“我”很显然就是我这个人的生命的基础和根基 ，这决定了我这个人的言语必然与“我 ”有着极大的
关系。但是，“我”并不意味着绝对独立的个人，“我 ”需要与他人有所区别，因此“我 ”与他人之间具有
“离心力”； 但是，“我”也需要与他人发生联系，因此“我”与他人之间也具有“向心力”，“我”就是在这样
双重的需要中得以建构起来的。“独白 ”的“我 ”不把他人当作人来对待，与他人之间只有“离心力 ”而
没有“向心力”，实际上是隔绝的自我、孤立的自我、封闭的自我，最终结果是丧失自我。 独白的特点是
只有一个方向，就像一条单行道。因此，独白表明的是一个自我不与他人发生关系，又回到原来的自我
那里去了。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往往会产生“我的绝对正确 ”的负面修辞。 这正是独白式思想政治教育
低效并饱受诟病的原因。
“每个人都 是 一 个 潜 在 的 敌 手，甚 至 包 括 那 些 你 所 爱 的 人。 只 有 对 话，我 们 才 能 从 敌 意 中 获
［5］（ P199）
这说明了对话的重要性。“对话 ”是“我与你 ”的相遇和敞开心怀。 从词源上追溯，“对话 ”
救。”
（ Dialogue） 源于希腊文“Dialogos”。Dia 是个介词，意味着“through”或“across”，即“超越 ”的意思； logos
的含义是“语词”（ the word） 。这说明，对话是词语经由人的联系所进行的意义传播 。 然而，对话常常被
理解为仅仅发生在“我与你”之间。如《新编汉语词典》对“对话 ”的解释有二： 一是“两个或更多的人之
［6］（ P416）
实际上，对话也可以发生在“我与我 ”之间。
间的谈话”，一是“两方或几方之间的接触或谈判 ”。
这就是所谓的自我对话。自我对话可以表达为心灵中多种动力身份的“我 ”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它们
之间的缠绕有如某人的心灵与他人心灵的缠绕 。 一种身份的“我 ”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理解或误解、赞
同或反对、肯定或争论、辩护或质疑、鼓励或嘲笑另一身份的“我”。
认识自我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 。但是，受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哲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内将自我等同于实体自我，将“我”与客体世界割裂开来，认为“我 ”是可以被观察、控制和研究的对象，
认为“我”能够在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原则下建立具有广泛预测性的理论框架，从而达到控制和预测人
的行为的目的。这样的“我”实际上仅仅是“客我 ”，它只是被视为客体或者研究对象，只是一种被动的
承受者，从而不具有可对话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开始对“自我 ”研究进行反
［7］

思，进而提出“自我革命 ”，即自我应该从实体走向对话。 当代哲学强调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自我研
究因此从静态和实体的研究转向动态和对话的研究 。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自我对话 。当我们试图界定我们自己、解决问题或
理解世界时，我们常常与自己进行对话。 比如，当我们受挫后，我们极度悲伤，但一会儿就可能改变想
法，因为我们严厉地对自己说： “我要振作起来，因为悲伤是没有用的。”有时候难受得哭了，我们也有可
能在心里对自己说： “哭什么哭，你要马上停止哭泣。”当我们犯错正想逃避责任时，我们有时候会在心
里听到： “不是你的错，那是谁的错？”自我对话是人的意识中整个思维过程的重要部分。 可以说，我们
是使用“语言”做事并获得一定结果，语言不仅仅是用以描述事物的工具，而是更多地用于建构世界和
自我，并因此使事件发生。20 世纪 90 年代初，赫尔曼斯提出对话自我理论。 该理论认为，自我是由多
个占有不同立场的“我”构成，这些占有不同立场的“我 ”之间会经常展开对话。 该理论提出后，被广泛
应用于文化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心理治疗、精神病理学、社会建构主义、哲学等领域。 精神病理学家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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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奇奥研究发现，心理幸福感依赖于自我声音的多重性 ，以及在自我对话中能够用到这些声音的能力，
［8］（ P379 － 399）
这说明，自我对话是非常重要的对话形态，
而精神病理则可能暗含了自我声音与对话的匮乏 。
对于人的健康和幸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对话的必要性
广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对话包含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教育者与教育者之间、受教育者之间、教育
者与文本、受教育者与文本、教育者自身、受教育者自身 7 个方面的对话。其中教育者自身、受教育者自
身的对话即教育者的自我对话、受教育者的自我对话。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我对话是指教育者或受教
育者自身的思想政治对话。自我对话既是内在我与外在我的对话 ，也是目标我与现实我的对话，也可以
［9］

是内心自我与他人的对话。 自我对话是自我的一种反思性的过程。 这种过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
果，或者说教育者或受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 ，是至为必要的。
一方面，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之本质属性的逻辑规定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以人自身为对象的独立
的实践活动。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 ，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正因为如此，学界对思想
政治教育的本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看法仍不尽一致。我们知道，思想政治
教育主要是做人的工作，做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工作，做的是用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来教育 、武装、提
高、动员群众，以影响和推动社会实践，从而实现一定阶级或集团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的工作 。因此，从
［10］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是思想掌握群众 ”。 系统的思想即为理论。 理论掌握群
众的过程，就是理论说服群众的过程，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中所写： “理论只要说
［11］（ P9）

但我们知道，一个人不会被理论说服，也不会被掌握理论的人说服，一个人
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只会被自己说服。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
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
［12］（ P1515）
的。”
由此可见，理论掌握群众的过程，也是群众掌握理论的过程。 群众在掌握理论的过程中，
自我反思、自我审视、自我解剖等是必不可少的。从言语学角度说，这正是自我对话的过程。实际上，我
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一直重视和提倡自我对话精神 ，比如党倡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的
“自我批评”正是自我对话精神的具体体现。
另一方面，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之教育属性的逻辑规定 。教育的伟大处，在于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
目的； 教育的可爱处，在于它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终点。 如果要说教育的目的，那就是“教育的目的
是为了不教”。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是让受教育者成为一个“自转的轮”，而不是始终被教育者推动的
轮。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洞穴中的囚徒”这一著名隐喻说明，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促使人们的“心
灵转向”，促使人们的心灵从“意见”世界转向“理念”世界。所以教育是为了促使受教育者自我成长 ，直
到成长到自己可以作为自己的老师 。 思想政治教育也隶属于教育这个大家庭，因此，从教育学角度而
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也只能是为了“不教 ”。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在通过教育提高受教育者思想政
治素质的同时，必须着力提高受教育者自我学习 、自我教育的能力。 受教育者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能力
的提高，则离不开受教育者自我对话的训练 。一个人如果只是简单地复制他人的形象和角色 ，而未将他
人的形象和角色通过自我对话充分内化为自我 ，那么，他至多只能说是一个服从教育规则的“奴隶 ”，自
我教育则无从谈起。自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现在的自我由过去的自我发展而来 ，并继续发展为未
来的自我，它应该在原有的起点上不断地运动 ，不断进入新的场地并显示出自我创新的轨迹 。
应该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我对话，不仅仅指受教育者的自我对话，也包括教育者的自我
对话。教育者的自我对话，是指教育者“在教学中常常一个人扮演双重或多重角色 ，就发现与解决教学
［13］
情境中的各种问题，以我和非我展开的教与学的认知对话、思维对话、心灵对话、精神对话 ”。 教育者
通过自我问答、多方探究、多向思考，达成创造性、生成性的教学方案和教学过程，才能真正实现教学的
生态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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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政治教育中自我对话的实现路径
我国知名作家毕淑敏曾写过一篇文章 ，大意是一位中国女学者在北欧一位教授家做客时 ，称赞了教
授的女儿很漂亮，令人尴尬的是那位教授很不高兴 ，因为她认为女儿漂亮是受之父母，而不是她自身价
值之所在，所以可以称赞她的微笑和有礼貌 ，但不能称赞她的外表。 如果称赞她的外表，就可能误导孩
子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因此她建议朋友向她女儿道歉。文章中北欧那位教授的做法是否合理我们姑且
不论，但她作为家长，不过多注意孩子的外貌，而是看重孩子的能力和品行，确实是有助于孩子的自我对
话，并促使孩子形成积极的自我。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 。
首先，要树立自我对话的意识。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课堂由“知识课堂”向“生命课堂 ”转变，
［14］
教学则由“传话教学”向“对话教学”转变。 我国新课程改革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就是
［15］（ P210 － 217）
努力使学习成为一种“对话 ”活动———与他人对话，与社会对话，以及与自我对话。
对话是平
等、民主、交流、互动、合作的谈话，而任何对话，最终都要回归到自我对话上来。“我与你 ”的对话是对

话双方思想碰撞、心灵沟通、意义分享和精神感染的过程，而“我与我 ”的对话则是自我意义重构、认识
增加、价值提升的过程。 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唤起人实行自我教育，乃是一种真正的教
［16］（ P341）

所以，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自我对话意识都是必要的。 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相互学习，共同促进的过程。教育者或受教育者只有树立自我对话的意识 ，并以此指
育。”

导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思想政治教育才会取得更好的成效 。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自我对话意
识，将决定教育者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受教育者并如何实施教育 。同样，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自我对话意识，也将决定受教育者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受教育者并如何对待教育 。
其次，要倡导自我对话的精神。美国心理学家乔伊斯 · 布拉泽斯说： “一个人的自我认知是他个性
的核心。它能影响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举止 ： 学习能力，成长和应变能力，选择朋友、伴侣和职业的能力。
［17］
毫不夸张地说，形成积极的自我形象是取得成功人生的必需品 。” 当今时代，物质日益丰富，但也面临
着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众多压力和问题 。这个时代的青少年往往一方面被灌输着成功之道、竞争策略和
生存法则，另一方面则经历着现代生活匆忙的节奏和对失败的恐惧 。青少年愈来愈焦虑，但社会却不知
道该为青少年做些什么。于是感到紧张和迷茫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厌学、沉迷网络、离家出走、暴力犯罪
甚至轻生等现象则越来越常见，这折射出的正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精神苦闷 ，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
［18］（ P12）

如果只关注
自我迷失。当今时代的青少年，确实是需要“纵向的加速”，但更需要“横向的丰富 ”。
青少年学业上的成功，而不考虑到他们整体生活的圆润与和谐，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有健康和幸福的人
生。“横向的丰富”就是尽量为青少年创造一个尽量减小对情绪、精神和肉体伤害的成长世界，不是对
他们一味地压迫或牵引，而是为他们自我探索、自我成长提供充足的机会和充分的营养。“自我对话是
对自己之所以不同于他人的合理性的追问 ，也是一个人通过与环境、与他人的反思性相互作用形成自我
［19］（ P187）
感的方式。”
因此，自我对话是个体形成正确自我认知的必要方式和途径。 自我对话，是不同的
“我”———保守的我和开放的我、善良的我和邪恶的我、真诚的我和虚伪的我、勇敢的我和懦弱的我、这
种思维倾向的我和那种思维倾向的我等等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并通过沟通和交流最终达到统一的过程 。
自我对话是自我认识、自我反思的过程，是个体探索真理和知识的手段，理应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哲学
取向和精神境界。
第三，要提升自我对话的能力。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个体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升的过程，教育者和
受教育者的自我对话能力是决定教育效能的根本要因 。教育者在面对每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场景和问
题时，要主动地进行自我对话，主动地联系自身和受教育者的实际，联系教育文本，进行对话设计和思
考。对受教育者而言，自我对话是人本化的学习方式，是受教育者正视自己、透视自己、自我反省、自我
提升的积极过程。因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要培养自我对话的态度 、习惯和能力。尤其是对受教育者
而言，自我对话能力的提高，可以转变长期以来的他主性、接受性学习，而更多地进行自主性、探究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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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发挥学习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提高学习的效果和价值。孔子云：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这
充分说明了学习和思考相辅相成的关系。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 “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芦
苇。”而人的“思考过程本身不外是一种进行中的内在会话，…… 在此交流中人与其他人对话同时也与
［20］（ P123）
因此，学习和自我对话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 一个人如果光学习而不进行自
他的自我对话”。
我对话，就会迷惑不解； 光进行自我对话却不去学习，就什么都学不到。

结语
［21］（ P11）
涂尔干说： “塑造社会我，这就是教育的目的。”
但教育对社会我的塑造，并不是社会对个人
的专制和束缚。外部的社会互动也不是经过直接的内部表征而对自我产生作用 ，而是要通过对话自我

的社会互动来叙说个人的感受、看法、经历或故事，从而使个人的生活意义在叙说中得到解释 ，并由此确
认自己生活的可能的样子。因此，自我对话是人生的一个支点，一个人因为自我对话而坚实了自我，那
么，无论世界如何纷繁复杂都不会迷失精神的坐标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找准生命的方向，都能找到回家
的路。所以，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回归式地倾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自我对话，“当我们沉迷于这样的对
［22］（ P55）

话的时候，我们会发生变化”，

思想政治教育也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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