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요  약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程度日益提高，很多中国人走出国门同时很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此

外中国和国外的交流也日益增多。因此，中国的文化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经常会发生矛盾，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理和思维
感到困惑。本论文用瑞士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原型理论分析了中国人国民性，包括中国人的共同性格特点以及

这些特点形成的原因，这在中国的学术领域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角度。本论文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章，阐述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

和研究意义；第二章，陈述了卡尔·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包括原型、阴影、人格面具、阿尼姆和阿尼姆斯、自性的概念；第三

章，说明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法；第四章，分别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和中国近代史特征两个角度分析了当代中国人的共同性

格，深入分析了集体无意识中的阴影如何给中国人的性格造成消极影响，分析了中国文化基础上中国人特有的人格面具，中国人性

格中阿尼姆和阿尼姆斯的表现，最后从自性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人如何寻求内心与外界的平衡。

주제어  荣格, 原型理论, 国民性格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increasing degree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many Chinese people go abroad and many foreign friends come to China. In addition, the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re also increasing. Therefore, Chinese culture often conflicts with the 
cultur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nations. Many foreigners are confused about the psychology and way of thinking of 
Chinese people. Based on the archetypal theory of Carl Gustav Jung, a famous Swiss psychoanaly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eople and the 
cause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s a new research angle in the academic field of China. This paper includes the 
following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describ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is paper; the second chapter 
describes Carl Jung's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theory, including the concept of archetype, shadow, persona, anima 
and animus, and self; the third chapter explains that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ed in this paper is the literature 
method; the fourth chapter analyzes the common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ina'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and modern Chinese history, deeply analyzes how the shadow in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Chinese character, analyzes the unique persona of Chinese people on the 
basi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anima and animus in Chinese character. Finally, it explains how 
Chinese people seek the balance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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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绪论

1. 研究背景

众所周知，研究本国的国民性格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

还是在现实指导意义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课题。例如法

国学者伊波利特·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是剖析法兰

西民族个性形成的重要学术著作之一，这部作品让我们

更好地理解到法国人为什么对精致时尚、自由平等、个

人享乐的生活方式如此痴迷（伊波利特·泰纳，2018）[

1]；如美

国学者本尼·斯科特在他的著作《菊与刀》中精辟分析

了日本人的国民性，为二战后美国是否占领日本并废除

天皇制提供了理论依据，起到积极的现实作用（本尼·

斯科特，2016）[2]；二战后的德国众多学者也对德国的

历史和现代政治体制形成的滞后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为

避免德国法西斯主义再次上台从学术角度提供了积极的

指导意义（尼尔·麦格雷戈，2019）[3]。在中国学术领

域，关于

中国国民性格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研究的角度也很

多——有的从历史角度，有的从政治体制角度，从地理

气候角度，从中国古典哲学角度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

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提供了参考依据。在

本论文中，我的研究也是借鉴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

2. 研究意义

2.1 理论意义
在中国现有的研究中，并不缺少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

论述，然而，绝大部分研究都是从历史、政治、经济等

传统角度进行的。由于精神分析学理论传入中国只有短

短的几十年，中国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应用还不够成熟，

大部分关于卡尔荣格理论的研究和应用都局限在精神分

析学本身或是分析文学和电影中的人物，并没有人从荣

格的理论角度全面论述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因此，我的

研究将会弥补这个空白。

2.2 现实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步

和中国逐步对世界开放，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

期待了解中国人。一直以来，中国人在国际上似乎是一

个很神秘的群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让外国

人觉得难以理解。随着近些年国际交流的展开和中国国

际旅游行业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然

而，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的印象却是一言难尽，一方面

是太多的外国人对中国人抱有种种偏见，另一方面是中

国人的很多行为显得令外国人很费解。外国人对中国人

的偏见如：公共场合说话声音太吵、不遵守公共秩序，

总是乱糟糟地一群人围在一起、没有合作精神和契约精

神、做生意时太喜欢耍心机，信用差，不团结，像一盘

散沙，似乎总是不开心，戾气重，对负面的事情总是很

敏感（柏杨，1985）[4].....

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在海外时不时会受到误解和质

疑。正如论文的开头所说，中国学术史上对中国人国民

性格的研究颇多， 然而，却没有人全面地从荣格的理论

角度解析中国人的集体性格。一方面，由于精神分析学

派进入中国的时间较短，中国学术界和民间对其认知还

比较少；另一方面，在现有的众多心理学专业的研究

中，绝大多数只是用荣格的理论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

物性格和命运，因此我的研究在学术领域填补了这一空

白。此外，我希望这篇论文能够让外国人从精神分析学

派的视角更好地了解中国人，进一步消除偏见，增进理

解并给予宽容。

II. 理论背景

1.中国历史

1）中国地区气候特征

在中国的版图上，北起黑龙江大兴安岭，南至云南

腾冲 ， 有一条400毫米等降水量线。该线的西北方年降

水量少于400毫米，居民以游牧为生，文化是游牧文化，

该线的东南方年降水量大于400毫米，居民以农耕为生。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东南方造就了中国的农耕文化，也是

中华文明形成的地理基础。（任啸科，2010）[5]农耕文

明与西方的海洋文明相反，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政治经

济体制和国民性格特征。

2）中国古代政治体制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中央集权制和皇权独大深深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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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与西方三权分立、君主立宪制

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

3）中国古代经济体制的特征

农耕文明使得中国人家乡情怀很重，不喜欢远离故

乡。由于古代农业严重依赖天气，因此祖祖辈辈的经验

传承非常重要，同时中国是地质灾害频发，经常会发生

旱涝灾害引起饥荒，因此中国人的安全感也比较差。与

西方的长子继承制不同，中国古代儿子们平均分配父辈

的遗产，也使得资本无法大规模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造

成社会资源不能被集中配置。此外 ， 由于每个人都守着

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国的商品经济便难以发展，以上

是无法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施展，2018）[6]。同

时，中国古代都实施“井田制”，把大块的土地分成很多

小方形，人们在各自的小块土地上劳动，这是造成中国

人思想狭隘，目光不长远的重要原因。

4）影响深远的中国哲学思想——儒家思想和道家思

想众所周知，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体系和老子开创的

道家思想体系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

响，不仅影响着中国人性格的形成也包括中国人处事的方

式，尤其是儒家提倡的“和为贵”、“家天下”、“人伦纲常”

以及道家的“无为思想”（陆卫明，2015）[7]。这部分

内容将会在下文得到详细论述。

5）悲惨的中国近代历史

清朝末年，清政府政治腐败、封锁边境，使得中国由

古代的强国逐渐落后于西方，同时，西方正在经历的工

业革命使其日益强大。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从1840年中

英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78年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

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止，中国人历经了100多年悲惨的历

史，这也是造成当代中国人性格不可忽视的原因。具体

的中国近代史将会在下文得到详细的叙述。

2.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

“集体无意识”学说是荣格对弗罗伊德无意识理论的发

展。虽然荣格也承认无意识这一概念，但却不同意弗

罗伊德关于无意识是毫无理性的性本能的冲动的观点。

作为一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荣格在临床实践和广

泛的阅读的基础上，从神话以及他的病人的梦和幻想

中，发现许多现象似乎是原始社会的集体经验而不是个

人经验，因此他相信所有的人不仅都有着个人无意识而

且同时也都具有一种集体无意识。于是把弗氏的无意识

概念加以拓展，将它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所谓“集体无意

识”，用荣格的话来说“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留所保

留下来的普通性精神机能，即有遗传的脑结构所产生

的内容。这些就是各种神话般的联想——那些不用历史

的传说和迁徙就能够在每一个时代和地方重新发生的动

机和意象。” （荣格，2011）[8]如果说意识是高出水面

的一些小岛，个人无意识是由于潮汐才露出来的那些水

面下的陆地部分，那么集体无意识就好比是广大无比的

海床，具有更为内在和深刻的意义。

1) 原型理论

原型归属于集体无意识，能够体验为一种印象式意

象。在每一种集体无意识中存在着大量的原型。同一

原型可能细部或名称有些变化 ， 但它的核心意义是基本

相同的，符合人类的某种普通心理要求。譬如，英雄，

大地母亲、智慧老人、魔鬼等原型在作品中屡屡出现，

其各个内在意义仍是相对统一的。譬如西方艺术中的圣

母题材的作品多如恒河沙数，但却没有穷尽的时候，因

为它们面临的是深邃无底的集体无意识 ， 呼应着人类对

母亲的无尽之情，因而具有不朽的魅力。

原型,是人类长期心理积淀中未被直接感知到的集体无

意识的显现，因而是作为潜在的无意识进入创作过程

的，但它们又必须得到外化，最初呈现为一种“原始意

象”。在远古时代表现为神话现象，然后在不同时代通过

无意识激活为艺术形象，这些原始意象及原型之所以能

够保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艺这个载体。因为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他们不断地以本原的形成反复出现

在艺术作品和诗歌中。（荣格，2019）[9]

2) 人格面具

人格面具（person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文，本义是

指使演员能在一出剧中扮演某个特殊角色而戴的面具，

也被荣格称为从众求同原型。它保证了我们能够与人，

甚至是与那些我们并不喜欢的人和睦相处。为各种社会

交际提供了多重可能性，人格面具是社会生活和公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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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基础，人格面具的产生不仅仅是为了认识社会，更是

为了寻求社会认同。在荣格眼中，人格面具在人格中的作

用既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如果一个人过分地

热衷和沉湎于自己扮演的角色，如果他把自己仅仅认同于

自己扮演的角色，人格的其它方面就会受到排斥。

3）阴影

卡尔荣格在论述人格面具这一理论时，还提出另一个

与人格面具相对的心理学概念，即阴影。阴影是指人格的

最内层、最具有动物性的低级的种族遗传，包括一切不道

德的欲望、情结和行为，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

它是本性中最原始的部分。在个体的众多原型中，阴

影原型是最强大、最危险的，也容纳着人最基本的动物

性，是人格中最阴暗、最卑劣的部分。荣格说，绝大多

数人对自己或对他人都没有他们所变现的那么善良正

直，所有人的人格深处都隐藏着贪婪、嫉妒等阴暗面。

阴影是很难被彻底征服的，人格中被压制和压抑的阴影

总是暂时隐退到无意识之中，并在某种外界情境的刺激

下爆发。

4）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阿尼玛是男性潜意识心灵中的女性倾向，而阿尼姆斯

是女性潜意识心灵中的男性倾向。每个人的潜意识深处

都有异性的某些倾向，这是因为从人的生理起源来考

虑，人在本质上是两性都具有的高级动物，例如，男女

两性都会分泌少量的异性激素。女人具有的是女人的意

识和男性的潜意识，男人则具有男人的意识和女人的潜

意识，这造成男女虽然在外表上分别具有阳刚和阴柔之

美，但在内心深处却又各具异性特点的心理原因。人类

通过数千年的相互交往和接触，既获得了作为同性他人

的种族经验，也获得了异性所具有的种族经验，从而保

证男女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不过，由于每

个人心灵内部的异性倾向数量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从

而导致男女之间理解和认同的方式千差万别。（신동열

외 이명안 외 박숙경 외 김기옥,2019）[10]

5）自性

代表着一种“整体的人格”，它是荣格心理学中一个最

核心的原型。自性作为精神的一种整合力量，其特点

是能够潜在地把一切意识和潜意识的心理过程内容和特

征都整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旦意识的人

格遇到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自性就会让集体潜意识去提

供必要的帮助，以满足人的需要。可见，荣格是把自性

当作一种积极的心理因素来看待，认为它对人格有积极

的补偿价值和意义。这弥补了弗洛伊德学说对意识和潜

意识具同一性认识的不足。

自性就像太阳系里的太阳，是太阳系一切能量的来

源。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意识和潜意识的冲突加以协

调，使之成为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崭新事物。只有在意识

自我的参与下，自性才能发挥作用。只有在意识水平

上，自性和自我才能达到相互渗透，进而使得自性得以

实现。荣格常说：“因为自我的顿悟常常导致自性的顿

悟，所以自性是一个包括自我经验在内的、并且超越自

我的更为综合的东西。”

III.研究方法

通过报刊、书籍、学术期刊、学术报告的方式，研究

了大量关于卡尔荣格的理论和关于中国政治、历史、经

济体制、中国人国民性格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加以整

理、归纳、总结和提炼，同时结合众多权威机构、专家

和学者的观点，进而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

IV.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视角分析中国人的

集体性格

1.中国人的“阴影”及其形成的原因和影响

1）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特征和经济体制特征造

成的现代中国人的阴影

从文章的第二部分的研究得出，一方面，中国人非常

重视伦理，家族意识极强，因此自古代到近代以来，中

国人一切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以家族为中心展开，这和

西方一切社会活动围绕利益集团展开截然不同；另一方

面，与西方的阶级分化不同，中国从来没有形成阶级分

化，而是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职业分化。（梁漱溟，

1949）[11]

由于历史上地理、政治、经济原因，中国社会形成了

伦理本位和职业分化，一方面，伦理本位与西方的集团

本位相对应，表现是家族意识极强，而个人意识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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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很弱。家族本位使得自古代到近代以来，中国人一

切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都以家族为单位展开，这和西方

一切社会活动围绕集团展开截然不同；另一方面与西方

的阶级分化相对应，中国社会自古以来没有形成鲜明的

阶级分化，而是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的职业分化。因

此，伦理本位和职业分化是理解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重

要基础。此外，与西方的长子继承制不同，中国自古以

来是财产均分制。西方的长子继承制使得巨大的财富集

中在少数的长子手里，有利于集中财富推动生产力的发

展，进一步促进阶级的形成。（托克维尔，2013）[12]相

反，中国家族的财产均分制，即把父亲的财富平均分配

给几个儿子，这样使得财富无法大规模集中，也是造成

中国的商品经济难以发展和工业革命无法发生的重要原

因。同时，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特征也是中

国人集体无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

A.缺乏团结合作的精神

自从古代以来，中国人都是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经济生

产活动，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分工协作、阶级分化和各

种利益集团，因此缺乏团结合作精神的阴影在中国人的

集体无意识中存在了上千年，直到现在，依旧影响着中

国人的行为。

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持续了上千年，虽然中国

历史上出现多次王朝的更迭，但是经济体制的根基从来

没有被动摇过。正是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经济生产方

式，使中国人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形成阶级分化，进一步

形成各种利益集团。显然，西方以集团为基础并讲究社

会分工的生产方式必然要求强烈的合作精神和契约精

神，而这些，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没有产生的基础。（张

宏杰，2013）[13]

B.缺乏尊重公共秩序的意识

上千年来，中国人的生产生活都是以家族为单位的，

这种社会关系的联结纽带是血缘，秩序和规则就显得不

重要。相反，西方形成了以集团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并

形成了广泛的陌生人之间的分工协作，这样的关系必须

通过规章、制度甚至法律来维持。缺乏秩序的意识是另

一个深入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阴影，深刻地影响着着中

国人的行为，如在公共场合，外国人会下意识地排队，

有次序地活动，而中国就会一群人乱糟糟地围在一起，

毫无秩序。

C.缺乏法治意识

上千年来中央集权制从未被撼动过，皇权思想极其深

入人心，因为中国从未出现法国大革命那样彻底颠覆旧

制度、旧思想、旧价值体系的革命。虽然在20世纪建立

了现代化的新政权，但皇权思想的阴影依旧深入骨髓。

正如当代中国学者章敬平先生在著作《皇上走了》中所

说的那样：虽然皇帝走了，但是以皇帝为顶点的皇权金

字塔并没有被完全摧毁。皇权思想的阴影在现代中国人

的生活中和思想里无处不在，法治意识薄弱，每个人都

在用手里哪怕是一点很小的权力在侵犯他人的利益，并

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章敬平，2013）[14]对餐厅服务员

大声呵斥应该是中国特色之一,与西方尊重服务人员的理

念不同 ， 皇权思想的阴影驱使一位中国客人认为自己有

权力不尊重“地位低下的服务员。

D.缺乏商业信用

很多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感触，中

国人的商业信用太差。然而，商业信用的缺乏这个阴影

也和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制度息息相关。两千多年来，

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和皇权思想让中国人在集体无意识中

极度认可政府的信用。与西方的海洋商业文明重信用重

契约的文化不同，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思想和以家族为

单位的生产方式使商品经济发展缓慢，与此同时，民间

的信用机制也难以完整建立和发展，这是民间信用的缺

乏的阴影形成的根本原因（张志前，2017）[15]。

E.功利主义

中国古代几千年来施行的“井田制”，让中国人习惯了

在自己的一块小土地上生产和生活，因此造成了中国

人过分追求眼前利益，目光短浅的阴影。直到现在，功

利主义依然在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无处不在。无论是

经济建设，还是学校教育，中国人过分追求利益回报和

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为了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这

也成了现代中国人思维中的重大缺陷。 例如中国改革开

放的窗口深圳，40年来发展速度虽然很快，但是由于急

功近利的心

态，资源合理利用和合理配置的效率很低，造成了经

济建设中大量的浪费和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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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过分注重人际关系

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是注重“安”，安定人群、安定社会

是唯一重要的。中国人自古以来不重视与自然界斗

争，解决一切问题都从“安定人群”、 避免社会动乱的角

度出发。现代中国，无论是企业内部还是社会的恶性事

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阴影依旧存在。中国人在面对

问题时不善于解决问题本身，而更侧重研究人际关系。

如2008年中国的毒奶粉事件发生后，中国奶制品企业并

没有把精力放在提高牛奶生产技术和质量控制上，反而

研究消费者的心理，对消费者进行新一轮的欺骗。正是

因为中国人欠缺与自然的斗争精神和钻研技术的精神，

现代中国关系到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总是不到位。中国

每年都会出现各种自然灾害,如南方的洪水、北方的干

旱、地震 ， 却从来没有得到过彻底的解决。在现实的企

业和公司中，这种阴影造成的消极影响也很普遍。公司

职员相比思考如何让工作更出色，更乐于研究与同事和

领导之间的关系，以此在团体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可以

说，在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大大超过解决问题

本身，这与西方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2）由于悲惨的中国近代史造成的中国人的阴影

A.中国近代史

100多年来，我国和中国人遭受了战争、贫困、饥饿、

屈辱。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我们既没有希望，也没有

未来，也没有尊严，有的只是迷茫、痛苦和挣扎。这些

消极情绪成为了近代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一直影响到

现在。1840年至1939年，中国受西方国家侵略。日本、

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先后侵略和瓜分中国，中

国和很多国家发生了战争，战争中中国总是失败。 随后

的中国便是战乱和贫困相伴：

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1945年爆发解放战争；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至1958年，党在政策上犯了很多错

误，以至于将中国人民带进了水深火热之中；1958年

到1960年，中国发生了很大的饥荒，2000万中国人饿

死；1966年至197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直到1978

年，中国出台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才走上了和平与发

展的正轨。（吕思勉，2016）[16]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几代的命运都是悲剧。在近代中

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我们没有安全感、没有形成稳定

的价值体系。这在集体无意识的层面上，是现代中国人

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

B.近代中国人的悲惨遭遇造成了中国人阴影的形成

a.自卑情结

由于中国古代多个朝代实施边境封锁政策，同时中国

没有发生和西方一样的工业革命，近代中国不知不觉地

远远落后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第一次

看到了自身和西方的巨大差异。（吴慧，1984）[17]正是

从那时起，自卑的阴影在逐渐进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里，之后的100多年里 ， 中国人的悲惨命运更加强化了

这种自卑感。

虽然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自

卑的阴影依旧在中国人的内心作怪，这使得中国人对别

人的负面评价非常敏感，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同时对西

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盲目地崇拜，例如近年来中国出

现的“韩流”以及目前中国学校和家庭教育忽略中文，却

极度重视英语教育。目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

的，中国人需要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这背后，

就是与深藏在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自卑阴影做斗争。

b.缺乏安全感

悲惨的近代史令几代人生活不安定，稳定的价值体系

无法建立，这些造就了中国近代几代人缺乏安全感的阴

影。今天，我们依旧可以看到缺乏安全感的阴影给中国

人的内心造成的严重创伤，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集

体性格和行为方式。由于安全感的匮乏，现代的中国人

总是充满敌意，第一次和人接触习惯先把对方当成敌

人；由于安全感的匮乏，现代的中国人总是很焦虑。中

国人声音大这也是内心缺乏安全感的阴影的外在体现，

因为认为声音大就等于能够压住他人，能够捍卫自己。

2.中国人的人格面具——面子

1）中国人会戴上“爱面子”的人格面具的原因

由于中国古代以家族为单位进行生产活动，人际关系

在中国非常重要，无论是语言还是行动，在中国社会，人

们必须考虑他人的感受和评价，哪怕压抑自己的感受。

爱面子是家族本位的衍生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家

族为单位进行社会活动，所以中国人在他人眼中的印象

比自身的感受更重要。“自我反省”的文化深深植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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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

集体无意识中，中国非常喜欢检讨自己的错误，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提高自身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话题。然而，

这些在西方文化里并不存在，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形成

了阶级对立和权力意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人喜欢通

过游行和罢工的方式来争取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

2）中国人“爱面子”的人格面具的影响

中国人过分压抑自我需求，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过

分注重家庭、社会和他人的眼光，容易失去自我。中国

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中很少揭露人性的丑恶，而是乐

于追求一个完美的、大团圆式的结局。

3.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

1）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阿尼姆

中国的儒家思想提倡“天下是一家”，（冯友兰，2006）

[18]因此中国人喜欢把家族的范围无限延展，把所有

人都当成家人，崇尚帮助别人的精神，尤其是对处在苦

难中的人充满了怜悯。当面对不幸的人，中国人很容易

留下同情的眼泪、为他人感到难过、说出安慰的语言，

并真心给予帮助。

2）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阿尼姆斯

第一，中国是自然灾害非常多的国家，同时，中国历

史上朝代更迭时期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中国人的

历史充满了苦难。因此，中国人的性格中具有坚强、不

怕困难、勇敢地在灾难中拼搏、有强烈的进取心这些男

性化的特点。

第二，中国人有顽强的适应能力和耐受力，不怕苦，

不怕累，不论什么样的气候环境，不论什么样的社会环

境，中国人都会努力地生存下来。全世界无论哪个角

落，都有华人奋斗的影子。以上两点，体现了中国人集

体无意识中的阿尼姆斯的特征。

4.中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自性”

中国人调节集体无意识中的阴影、人格面具、阿尼

玛、阿尼姆斯的平衡，主要用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中国人的自我反省文化。受儒家思想的

影响，无论面对任何矛盾，中国人首先会思考自己的错

误，思考如何提高自己。儒家思想崇尚提升个人修养，

不断地改正自己，这让中国人非常善于在外部环境和自

己的内心中间寻求平衡。这与西方非常不同，中国人喜

欢向内用力进行自我反省，西方人则倾向于向外用力寻

求本集团的权力和利益；

第二种方式是道家的“无为”思想。无为思想是“水利

万物而不争，则万物莫能与之争”。道家思想让中国人

不喜欢把欲望和需求直接地写在脸上，而是通过表面什

么都不要求、内心却积极争取的方式来回避冲突、实现

外部环境和内心的平衡。

V.结论

本论文通过卡尔荣格的原型理论解释了中国人的国民

性以及形成原因，让中国人身上所具备的种种消极的个

性如缺乏团结合作精神、缺乏尊重公共秩序的意识、缺

乏法治意识、缺乏商业信用 、功利主义、过分注重人际

关系、自卑情结和缺乏安全感等更深刻地被认识，同时

对中国人处理自身和外界矛盾的方式——自我反省和“无

为思想”予以剖析、以上的结论会让外国人更加理解并包

容中国人，同时让中国人更加了解自身，对更好地完善

中国人的国民性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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