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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Self-supporting）是个人摆脱过去曾经依赖的东西

而独立的过程，涉及多领域的心理功能[1]。其概念源于中国

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最早见于儒家典籍《禮

記·儒行》。自立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的自我维度[2-

4]，也被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学者作为人格教育、健全人格、理

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方国家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个

体性，有与自立类似的人格概念，但并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

及与之词义相对应的词汇[5]。从心理学角度开展系统的自立

研究，源于黄希庭关于中国人人格的本土化研究尝试。

1 自立的概念

自立作为一个有着深远的中国历史文化渊源的人格概

念，一方面因强调自主性、独立性和自制性而与西方的自主

(autonomy)、独立(independence)、自我决定(self-determine)、自
我依靠(self-reliance)等概念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但另一方面，

中国古籍中的自立人格特别强调道德因素，自主、独立和自

制均以“德”为核心、统率、归属和落脚点。因此，中国历史文

化背景下的自立又与西方的自主、独立、自我决定等概念有

着明显的区别[6]。

不同的研究者对自立的理解和界定不尽相同。自立的

结构也因界定的角度和研究对象的不同而不同。黄希庭首

次从心理学角度界定“自立”后[1]，关于自立的系统的心理学

研究才得以真正开始[7-11]。

1.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立观
“自立”一词最早出现在《礼记·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

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

有如此者”的语句中（《辞源》，商务印书馆 1979，2583页）。

文章记述了孔子与鲁哀公的谈话，鲁哀公问孔子什么是儒行

（即什么是儒者的品行），孔子回答的第一项就涉及“自立”。

自立是古代理想人格的特质之一，儒家学派的“自立”注重个

人的内倾性，对人伦道德和社会规范十分强调，有压抑主体

性的倾向，一般以克已修身的道德实践为主[12]，也可以称之

为“社会取向”的自立[13]。古代学者陆象山曾用“自立”来论

述其心学，他十分强调“吾心”和“自我”，注重个体的自我选

择，把自我视为选择的主体[14]。虽然他和孔子一样强调伦理

道德，但其“自立”有了明显的主体意识，因此可以称之为有

“个人取向倾向”的自立[13]。

近代以来中国屡受欺凌，促使自立、自强成为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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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文化概念和政治口号，这种“自立”涉及到民族和国

家。与此同时，个体的自立问题也逐渐受到教育界的重视，

“自立”成为许多学校的校训、班训的重要内容。近现代以来

的自立涵义主要涉及的仍是“不依赖”、“独立自主”、“有所成

就”等内容，虽从表面上看没有超越古代的各种自立观，但其

实质发生了变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近代自立观对道德

礼教的重视渐渐弱化，更加鼓励人们追求自由平等，愈发强

调人的个体性，重视人的主体价值，因此也可以称为是“个人

取向”的自立观[13]。

1.2 中国当代学者从社会科学角度对自立的研究
当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自立问题进行研究。徐勤、郭平

从社会工作的角度，把自立看作是一个与“依赖”、“依靠”相

对应的概念，并提出老年人的自立、半自立和不自立三种程

度[15]。康健从生存教育的角度，把自立看作是个体的人在社

会发展中以自觉的主体性超越自我，不断创新的价值取向、

个性特征和生存方式[16]。傅惠文从道德品质的角度对六年

级学生的自立自强情况进行了调查[17]。邹晓燕从独立性人

格角度提出自立即自我依靠，是独立性人格最基本的特征
[18]。夏国英从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角度提出：自立人格是

独立型人格发展的第三种历史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自立、

自主、自存、自助、自尊、自重、自信、自律、自励、自强[19]。自

立人格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人都真正拥有主人翁地位的前

提下的相对高级的独立型人格。自立人格信奉集体主义的

价值观；有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具有主体意识、竞争意

识、平等意识和法制意识；崇尚勤奋与踏实、勇敢与顽强、乐

观与坦诚；追求公心、公道、公正、公平；注重个人的综合素质

和实际能力的提高等等。叶海燕将自我划入人格的意志维

度内，将意志维度分为自制性、正直性和自立性[20]。上述研

究大多是教育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的一些定性的描述，定量

的描述很少；没有深入的理论建构，多是一些简单的现象描

述。对自立的实质、人格与道德品德的关系、自立人格的结

构等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

从对中国传统文化自立观的分析与当代学者对自立的

研究的梳理可以得出，古今学者的论述中涉及到四个基本意

思：不依赖，独立自主；有能力，能立足社会；有道德，遵守基

本的社会规范；有成就。孔子等儒家学者将自立作为理想人

格的一项重要内容，近现代以来的许多学者也把自立作为人

格教育、健全人格、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自立是

一个有着丰富的人格心理学内涵的概念。这种从传统文化

角度对文献回顾的目的，在于构建完全本土化的“自立”概念

时充分考虑文化背景的因素，也是人格研究中“文化取向”的

要求。

1.3 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自立的概念、结构与

评估
黄希庭指出，自我意识具有认识、情绪和意志三种形式，

自立属于意志形式，是自我控制的一种[21]。自我控制表现为

个人对自己行为活动的调节、自己对待他人和自己态度的调

节等。因此可以认为自立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形式，具有调节

功能，具有动力性。之后，黄希庭从人格过程的角度将自立

定义为：个体从自己过去依赖的事物那里独立出来，自己行

动、自己作主、自己判断、对自己的承诺和行为负起责任的过

程[1]，并根据个体自立的发展过程和自立在社会生活领域中

的主要表现，将自立划分为身体自立、日常自立、心理自立、

经济自立和社会自立五种。黄希庭认为，自立是健全人格的

核心概念之一[2]，并将其放在“健全人格养成”的大理论框架

下进行系统的研究。

李媛对大学生自立意识的研究表明，公众的自立观可分

为素质与结果两个维度[7]。她的实证研究表明大学生的自立

意识结构可分为心理自立意识、经济自立意识、社会自立意

识三个维度[1]。钟慧研究得出，高中生的自立结构可分为四

个维度：行为自立、心理自立、社会自立、经济自立倾向[8]。夏

凌翔从特质角度将自立界定为在社会背景下，自己（独立、主

动、灵活和开放地）去解决自己遇到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并承

担自己的（行为与人际）责任的程度[9]。他的实证研究表明大

学生的心理自立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心理结构，可以划分

为“核心特质”、“基本特质”两个层次，核心特质层次包含“自

主性”、“自控一社会性”两个维度，基本特质层次包括“自我

坚信”、“自我负责”、“目标管理”、“自我抚慰”、“开放包容”、

“自我认识”、“自我做主”七个维度[10]。夏凌翔对青少年的研

究得出：大学生自立人格包括主动性、开放性、人际责任、积

极性和独立性五个维度；高中生自立人格包括人际开放与责

任、灵活与独立性、主动性和行为责任四个维度；初中生自立

人格包括主动与行为责任、开放性、人际责任、积极性、灵活

与独立性五个维度；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包括灵活与独立

性、责任性、主动性、人际开放四个维度[11]。夏凌翔、黄希庭

通过对前期研究的梳理，得出了涉及个人自立（个人独立、个

人主动、个人责任、个人灵活和个人开放）与人际自立（人际

独立、人际主动、人际责任、人际灵活和人际开放）两个方面

共10种特质的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结构[22]。凌辉对6-12岁
儿童自立行为进行了界定：为了有效解决儿童个体的基本的

生存与发展问题，在其心理发展主要任务所涉及的领域，个

体自我决断、自我行动、自我负责的程度与水平[13]。凌辉的

实证研究表明小学生自立行为是一个二维度(领域与功能)、
多层次的结构。领域维度包括3个层次：一般领域层次和特

殊领域层次；特殊领域层次又分为学业自立与非学业自立；

学业自立包括学校生活、课堂学习、完成作业、获取信息；非

学业自立包括行动自立、社会自立、道德自立。每个领域维

度下又划分为自我决断、自我行动、自我负责三个功能维度。

在对自立的概念、结构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研究者们开

发出一系列评估自立的工具。如：凌辉编制的《6-12岁儿童

自立行为问卷》[13]。钟慧编制的《高中生自立结构问卷》[8]。

夏凌翔等人编制的人格特质词的《大学生问卷》、《高中生问

卷》、《初中生问卷》、《青少年学生问卷》[11]和青少年学生自立

人格量表，包括《个人自立量表》、《人际自立量表》两个分量

表[22]。李媛编制的《大学生自立意识问卷》[7]。

以上所述对自立开展的一系列的心理学研究中，在概念

界定上，不同的研究者对自立有不同的理解，大多的研究者

是从单一角度对自立进行理解和探讨，而自立是一个涵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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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很广的概念，涉及许多问题，因此，从多个角度对自立进行

理解是自立研究的应有的思路和策略；在理论构建上，自立

结构都大多是单维多层次的结构，而单维多层次的结构不适

合自立结构的建立。自立属于人格范畴，如自主、自控、自我

负责等，这些人格特征是渗透到与个人生活和行为有关的各

个领域，而已有的研究将人格特征与生活、学习、社交等领域

放在同一维度进行自立结构的建构，不符合自立的实质。并

且，由于各研究者的理论构建和自立结构不统一，导致自立

研究结果不可比，难以推广。

2 自立养成的影响因素研究

2.1 自立与家庭因素
理论和实际研究均证实，家庭对人的成长影响重大。家

庭因素通过亲子关系，父母教养方式以及家庭环境等对自立

养成发挥着重要影响。

自主性与自立是不同文化取向下涵义相近的一对概念
[13]，国外关于自主性的家庭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鼓励自

主的教养方式，以及它的对立面——严厉控制的教养方式

上。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胜

任、关系[23]。儿童需要发展出自主感，若父母教养方式阻碍

了这种发展，会损害儿童的心理健康。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既

有行为上的（如强迫孩子满足家长的需要、严厉惩罚等），也

有心理上的（如激起孩子的愧疚感、减少关爱等）[24，25]。而与

之相反的是鼓励自主的教养方式，这种教养方式鼓励儿童在

解决问题时的主动性，更多的聆听和采纳儿童的观点[26]。对

不同文化中儿童的研究发现，不论在何种文化下，鼓励自主

的教养方式让孩子可以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做

决策时更有主见、遇到困难时更多地尝试自己解决[27，28]。凌

辉的研究表明，不同自立水平儿童的父母养育方式不同，高

自立水平儿童体验的养育方式温暖、充满关爱，而低自立水

平儿童体验更多的是严厉惩罚和拒绝否认的养育方式。不

良的父母养育方式，特别是母亲的拒绝否认和严厉惩罚对儿

童自立发展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29]。

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东方集体主义文化提倡对权威

的尊重和维护、提倡人际间的相互依靠。在这样的社会中，

个体的想法和行为受他人或社会规范的控制。因此，严厉的

父母教养方式虽然会破坏孩子的自主性发展，但并不会产生

负面影响，反而促进了儿童社会适应性的发展[30，31]。还有研

究发现，在中国家庭中，孩子与抚养者的关系越亲密，独立决

策的需要就越低，换句话说，孩子更依赖于父母为自己做决

定，并且会把父母的意愿当做自己的意愿来全力以赴地实现
[32]。那么，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个体是否真的不需要发展自主

性和独立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者发现，在东方社会中，

严厉的父母控制破坏了儿童自主性发展的同时也会对儿童

抑郁、学业投入度、学习自主性有影响，并且削弱了儿童的内

部动机[33，34]。

以往研究结果之所以矛盾，是因为研究者对文化以及自

主的理解不同。东方文化下的儿童青少年同样需要感受到

自主，正如Deci所说“自主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是不以文

化而改变的”[23]。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下所产生的自主，更确

切的表述应为自立。与西方的独立性、自主性相比，自立更

加强调人际取向和道德特征，并暗含相互依赖的因素。自立

不是完全独立并且远离抚养者。这意味着，中国父母培养儿

童的自立，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鼓励分离，他们以鼓励自主与

情感支持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孩子的自立，使孩子不仅在面对

陌生情境和任务时充满自信，还让孩子在任务超过自己能力

范围时主动寻求帮助。

以中国儿童青少年为被试的研究发现，除了父母教养方

式以外，早期亲子情感关系、家庭环境因素等家庭因素均对

自立养成有重要影响。凌辉研究证明，早期亲子情感关系的

性质对儿童自立行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来自父母的拒

绝、否定、爱的缺失、敌对愤怒的亲子关系，对儿童自立行为

的发展将产生不利影响[35]。除此之外，家庭环境特点是影响

儿童行为发展和社会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36]。研究表明家

庭环境因素在儿童自我概念的发展中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37]。研究发现，居住在带公共院落的公寓楼、新居住区或公

园附近的儿童独立性更强；母亲的社区安全感更强，社会联

系更多，孩子独立性更强[38]。另外，一些客观家庭环境因素

如家庭完整性、父母文化程度、家庭藏书量等对儿童的发展

有一定影响[39]。父母的职业类别往往预示着不同的工作条

件、社会地位和家庭的物质生活状况等，这些都与其自尊、抱

负、价值观关系密切，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的发展。国

内有研究证明，父母文化程度高有利于儿童自立行为的发展
[13]。父母的受教育背景不同，其个人素养、行事风格、能力情

感也相应有所不同，因此其惯常的对待子女的态度和教养方

式也可能不同。一般而言，文化程度较高的父母，在教育子

女方面更自信，较少采用溺爱、专制、拒绝、忽视、严厉惩罚等

方式，而更多地采用说理、协商、给孩子尊重和自由的方式。

也就是说，不同文化程度的父母所惯用的养育儿童的方式不

同，因而对儿童的发展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40]。

影响儿童青少年自立的各种家庭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

的。例如社会经济地位较差的父母通常经济压力、社会压力

都比较大。研究发现，鼓励自主的教养方式需要父母付出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而重压会消耗父母的时间精力。因此社会

经济地位较差的父母更易形成不良的教养方式[41，42]。父母养

育方式对儿童自立行为发展的影响可能不完全是单向和直

接的，其间可能涉及许多中介因素和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

一方面，不同类型的父母基于各自不同的养育理念，在实践

上可能决定儿童童年时的营养结构、活动空间、活动类型、社

交范围、同伴性质甚至受教育性质和程度，等等，因而对儿童

的自立行为发展产生某种直接影响；另一方面，不同养育风

格的父母，同时也在塑造不同的家庭情绪氛围和家庭人际关

系模式，以及尤为重要的，亲子依恋关系类型。现有的研究

均是对单一的因素进行初步探索，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各

种家庭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对儿童青少年自立的具体

作用机制则有待进一步探讨。

2.2 自立与人格特点
影响自立的人格因素包括心理控制点、内-外倾人格、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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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方式、自我概念等。

心理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也向我们提供了洞悉自主

感和独立性的新视角。内控性被认为是自主的一个特征，内

控者由于相信事件的结局由自己控制因而对待生活更为积

极主动、更有探索精神、更有主见，简而言之，更自立。而外

控者由于相信事件的结局由权势者或神秘力量所控制，因而

会更被动、依赖。心理控制源特点（内控-外控倾向）是归因

的一个重要维度，倾向于内归因者自我概念较积极，适应性

也较好，而外归因者适应较差[43]。凌辉发现，内-外控倾向可

能是影响儿童自立行为发展的重要人格特征之一，内控者自

立水平较高而外控者自立水平较低[44]，高自立水平儿童更倾

向于认为事件的结局取决于个人努力或与个人特点相关。

内向性(Introversion)指的是个体想远离各种环境中的社

会交往的愿望。而自主通常是个体期望从他人的影响和束

缚中解放自己的结果。国外研究证明，内向性与自主感和独

立性高度相关。Rushton发现，艺术家与科学家这类创造力

较高的群体，自主感和独立性也较高，他们在工作时表达出

一种想从典型模式中独立出来的强烈愿望。该研究同样发

现，艺术家与科学家们的外倾性明显弱于一般人群[45]。

认知方式(Cognitive Style)是分析人格特点的新维度，其

场依存性或独立性维度是中性的，在价值上无好坏之分，是

个体对不同环境适应的结果。研究发现，场独立性或场依存

性的倾向广泛存在于记忆、思维和个性等方面[46]，场独立性

认知倾向者较多依赖自己内部的参照，不易受外来因素影响

和干扰，独立对事物做出判断的称为场独立性，因此，这类人

有更多自立的特点，更独立自主地作出自我判断，自主、自

控、自己承担责任的意识更强。而场依存者其想法容易受他

人，尤其是父母、教师、领导或权威人士的影响与干扰，对自

己的能力缺乏自信，在决定或实施某些想法前，常常考虑他

人的做法与想法。因此这类人更被动、更缺乏主见，更不自

立[47]。Richardson也指出有许多研究都以场独立是学生自主

的恰当指标为假设前提[48]。有研究证明场独立性者的学习

兴趣由内在动机支配，如兴趣和成就感。但是场依存者的学

习兴趣更多地受到表扬、奖励等外在动机的支配，这类学生

容易抱着一种较为功利主义的学习目的——为了获得奖励

和避免惩罚而学习[49]，这种被动的学习可能导致个体学业自

立较差。

研究表明，个体自我概念越积极，自主和独立程度越高；

而越依赖和被动的个体，其自我概念也越消极[50]。研究者发

现具有同等能力的儿童在面对难题或挑战时会表现出两种

不同的反应倾向，一种是习得性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
倾向，一种是自主性倾向。研究者进一步认为两类儿童存在

两种不同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系统，习得性无助儿童被

动、依赖，害怕失败，主要通过侥幸成功和避免失败来维护自

尊，而自主性儿童进取、独立，喜欢通过迎接挑战、解决难题

来促进自尊[51]。儿童的自我概念在父母的情感关爱与儿童

孤独退缩行为的关系中,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在父母情感关

爱与儿童学业成就的关系中,也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52]。凌

辉认为自我概念可能是影响儿童自立发展的重要人格因素

之一，她研究发现儿童自我概念与其自立行为发展水平关系

密切。相对于低自立水平的儿童而言，高自立水平的儿童自

我概念更积极 [53]。黄希庭指出，自立是自我控制的一种 [21]。

研究者发现，自我控制的重要成分即自我延迟满足(Self- im⁃
posed Delay of Gratification)，它是个体有效地自我调节和成

功适应社会行为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个体由幼稚走向成

熟、由依赖走向独立的重要标志[54]。有研究发现高自立水平

儿童比低自立水平自儿童我延迟满足的能力更强[55]。

虽然心理控制点、内-外倾人格、认知方式、自我概念同

为人格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错综复杂。例如，研

究已证明，自我概念越积极的个体越自立，而内向性人格也

与自立正相关。但是研究者却发现，自我概念与人格的外向

性维度呈高度正相关[56]。另外，虽然内控倾向与内向型人格

均对个体的自立有正向影响，但两者间却不存在相关[57]。场

依存性认知倾向者更注重人际交往，希望与他人发生更多的

联系，外倾性人格特征更明显，而他们的自主性弱于场独立

性认知倾向者[58]。埃森克也同样提出，外倾人格的个体更多

的采用场依存的认知方式[59]。这些都说明，各种人格因素之

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与家庭因素相同的是，人格特点对

自立的影响机制也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探讨。

3 当前自立研究在内容与方法上的局限

现有的研究内容侧重于自立的内涵、结构、心理功能及

表现形式的探讨[6]，缺乏对自立的形成机制、影响因素、教育

对策和培养措施的研究；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传统的问卷法、

量表法等研究方法，多属于相关或描述性研究[60，61]。夏凌翔

的“自立人格与心身症状：特质-应激-症状相符中介模型的

检验”是采用问卷法进行多变量的关系探索[62]。虽有的自立

研究涉及实验的方法，但也只是为所编制的自立工具提供一

个实证效度，如凌辉的“高低自立水平儿童的自我图式的实

验研究”[63]、“高低自立水平儿童的自我延迟满足的实验研

究”[55]、“高低自立水平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及归因特点的实验

研究”[64]；夏凌翔的“个人自立对注意偏向影响的眼动研究”
[65]、“个人自立与自我图式、他人图式的研究”[66]等。现有的以

相关法为主的研究取向不能有效提供因果关系资料，缺乏纵

向研究和交叉实证研究。

4 展 望

目前，对自立的实证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在概念界定、

理论构建、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均有待进一步深入。比

如，当代中国人，不同年龄、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群体，其自

立具有怎样的外部表现和内在结构，需要更深入更具体的研

究。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第一，自立的评估方面，除了现有的自评量表外，应开发

更多的方法对自立进行评估，以克服单一评定方法的不足。

如自评量表与临床访谈法相结合的评定方法，还应该进行他

评工具、实验情境和日常情境的行为评估方法的开发等。

第二，研究方法上，要突破当前传统的问卷法、量表法等

相关或描述性研究方法，加入新的研究设计，如：运用实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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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供有效的因果关系资料，采用纵向的追踪研究设计及临

床案例研究设计开展对自立的形成机制的研究。

第三，自立研究的年龄范围向人生的两极延伸。如，教

育部于 2012年制定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提

出成人在照顾 3-6岁幼儿时“不宜过度保护和包办代替，以

免剥夺幼儿自主学习的机会，养成过于依赖的不良习惯，影

响其主动性、独立性的发展”，并将自尊、自信、自主作为3-6
岁幼儿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因此，对学前儿童的自立品格

的内涵、结构、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就变得

尤为重要。另外，对老年人自立的内涵、结构、影响因素等问

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也是当下社会发展的所需。据

《2001年至 2100年中国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预

测，到2051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4.37亿
人，2030年至 2050年是中国老龄化形势最严峻的时期。一

项关于老年人自觉控制力研究发现，对自己生活中某些重要

事件拥有自觉控制力可以减缓老年人的衰退速度，而缺乏自

觉控制力则不利于老年人的心身健康[67]。Langer和Rodin将
自觉控制力界定为养老院中的老年人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要

担当起责任，如，自己决定布置自己的房间和会客的地方，自

己安排时间阅读、看电视、访友等[68]。自立虽不等同于自觉

控制力的概念，但独立、主动地去解决自己遇到的生存问题

并承担责任是自立的重要内涵。

第四，自立研究要重视儿童青少年的自立养成教育研究

和实践，自立研究应体现出实际应用上的价值。如应根据自

立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进行教育对策和培养措施的

探索，并为广大儿童青少年的家长和教师提供系统、全面的

自立培养目标、方案和具体操作方法，以促进儿童青少年养

成自立人格。

第五，自立研究应进一步走上国际化。虽然近来有研究

者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有关自立研究的论文，如凌辉、黄希

庭等[69]，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今后应有系列的自立研究成

果发表于国际刊物，并在国际会议上交流和发表我们的本土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让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立概念走

向国际心理学并被国际同行所重视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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