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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底深处，
听见林间青草香
郝景芳

生活的突然崩溃

前的一切都击倒。最初只是问：

因为在某一刻袭来的自我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经

我是不是做不到理想自我了？

怀疑，会击穿人的一层心理自

常会给自己树立一个理想自我

然后继续问：我是不是一直以

我，（因为觉得本我超我自我

的形象。不管这个形象是什么，

来高估自己了？进而又想到：

的术语都不太合适），我擅自

是某一个具体的偶像，还是文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的我

将之命名为“塑料壳自我”。

学艺术中的理想英雄，都是某

是不是很糟糕？

种想象。它甚至可能是场景，

然后下意识开始自我怀疑， 的话说，就是“从外面看见的

例如自己在人群中央，接受簇

把每个场合当作验证自我的机

自我形象”，就好比塑料模特，

拥艳羡的场景；或者只是课堂

会：提心吊胆过生活，从细节

站在商场的橱窗里，一个人可

中央的完美老师。

找证据，想知道自己行不行，

以从橱窗外看到这个模特，漂

在年幼的时侯，这样的想象

但轻易被蛛丝马迹的挫败打倒， 亮的英俊的，傻傻的僵硬的。

在远方，给自己很大的激励。只

越仔细审视，越发现自己千疮

这个塑料模特自我，是一

觉得“等我长大了”，就神奇般

百孔。然后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个人心里自我的样子。直到某

达到了。对于从小各方面顺利做

从而丧失斗志。

一刻被怀疑击穿。

好的孩子，这种谜之预期更严重。

人一旦开始自我怀疑，就

那个过程是非常可怕的。

然而突然某一天，或早或晚， 会引起连锁反应。从自己的才华

某一时刻开始，由一些细微的瞬

自己会遇到自我怀疑的时刻。可

能力，一直怀疑到自己的社交

间，撕裂了现实，就好像模特

能极少有人一辈子没经历过自我

性格。甚至是越光鲜亮丽的成

脸上出现了一些裂痕。从这丝

怀疑，除非是运气好到万事成功， 功者，在自我怀疑袭来的时侯，

裂痕开始，怀疑其他所有事情。

或者从来没产生过任何自我想

自我否定得越严重，甚至有的

而这个过程是自我强化的，很

象。对于一般有成有败、浮浮沉

人可能一生就没能穿越过去。

快裂痕会蔓延到所有地方。一

沉的正常人，自我怀疑总会在某
个时刻击中内心最脆弱的角落。
那个时刻可以一下子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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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层自我，用一句简单

个人会控制不住情绪坠入深渊。
自我怀疑的过程
为什么会这样呢？

用一个非常抽象简化的图
像（见下页图）来描述一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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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
理想自我是一个人想象中
完美的远方。“塑料壳自我”是
一个人的自我印象，它由多年
的自我评价、外界评价和自我
想象混合组成。一个人经常对
比“塑料壳自我”和“理想自我”
之间的距离，以此激励自己努
力上进，或者感觉到挫败。
如果只是挫败，其实并不
是大危机，一个人会努力鞭策自

是你的三维照片，是一个拥有

素描一样画出来 Ta 的轮廓。此

己，以缩小“塑料壳自我”和“理

你长相的三维小人，你能看见

时如果说，这个形象不是真的，

想自我”之间的距离，甚至越

Ta 在舞台上表演。然而这是非

一般人都会很困惑茫然。

挫越勇。

常奇怪的事情，因为这个过程

但是自我怀疑完全不一样。 分裂出两个自己：看的自己，
自我怀疑是对“塑料壳自我” 和被看的自己。

而 Ta 确实不是真的。
其实证明起来也很简单：
当你同时“看”与“被看”，肯
定有一个自我不是真的。而“看”

本身产生怀疑：我到底是什么

我们平时看世界，都是从

样子？那一刻是根本性的内心

身体内部向外部看，我们什么

的这个自我不可能是假的（否

颠覆，一个人会突然开始怀疑：

都能看，唯独不应该看见自己。

则就没人在看了），所以“被看”

是不是我其实是个丑陋的模特，
该用什么来证明自己是个美丽

当你同时“看”与“被看”， 的自我是假的。
哪一个才是真的自己？

就是因为你想象了它。

的模特呢？
在此之后，大概率发生的

什么不是真的？

事情是：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会坍

答案就是，你看见的那个

塌，而自我认知坍塌后，人对

三维照片小人，也就是“塑料

这个世界的兴趣也会陷入废墟。

壳自我”，不是真的。

为什么“塑料壳自我”经

你 之 所 以 能“ 看 见 它”，

这是很反直觉的答案。因

而你全部的自我怀疑，都
是 对 那 个“ 被 看” 的“塑料壳
自我”的怀疑。
正因为它是假的，所以经
不起任何推敲和较真的怀疑。

为当我们平时说“请你介绍一

当你想象自己“我是一个

这个世界上，有的事情是

下 自 己”， 你 可 能 会 说：“ 我

口才好的人”，你心里想象一

可以抵御疑心病的冲击的，例

是 从 Top 某 大 学 毕 业， 我 得 了

个口若悬河、引人大笑的自己。

不起怀疑的考验呢？

如事实类事情。但“塑料壳自我” Top 某奖学金，我这个人性格开

如果你一辈子都不对这个形象

不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想

朗 热 情， 唱 歌 好， 跳 舞 好， 数

产生怀疑，那是很幸福的，你

象，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防御。

学好，英语好，有爱心，有能量， 可以像蜘蛛和蜜蜂一样自然地
过一辈子。

想一想，一个人的“自我

谁都喜欢我。”在这个过程中，

印象”是很奇怪的存在：当你

你就已经塑造了一个“三维照

但是一旦你开始自我怀疑：

想象“自 我”， 你 想 到 的 一 般

片 人”， 你 用 寥 寥 数 语， 像 画

我真的是一个口才好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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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漏洞就产生了，你会寻找所

你在怀疑，你能感受到自

有证据，来考察这个自我形象。

己的怀疑，你也能感受到因为

你会从他人的话语和蛛丝马迹

怀疑引起的痛苦、崩溃、压力、

你会在深夜感受到心头压

中寻求评判。然后你会找到各

灰心，你还能感受到在这种压

力的沉重，在清晨感受到泄气

种疑点，推翻这个自我形象，

力和灰心中对关怀的渴望。

和痛苦，在人群中感受到孤独，

受到一丝内心的触觉。

因为它是虚假塑料壳，所以完

所有这些感受都是真的。

也会在偶尔的一次梦境或出神

全脆弱，一经审视就不堪一击。

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之后，意外地泪流满面。

而如果你的全部人生信念

所有你塑造出来的自我形象，无

那是因为，去掉外壳的阻

都建立在相信“我是一个口才

论是“我是个光鲜亮丽的人”
“我

碍之后，一个人的感官会被放

好的人”，那就会遇到巨大崩溃， 是个才华横溢的人”“我是个谁

大，能更加清晰感受到内心深

因为你赖以自信生活的支柱坍

都喜欢的人”“我是个优秀作

处的所有体验。最初可能完全

塌了，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

家”“我是个好老师”……还是

是黑灰色为主，但渐渐的，其

么。无论你再把自己确立为谁，

一切一切什么，都不是真实的，

他体验也会被感受到：你会安

都是塑造出另一个“塑料壳自

都可能坍塌崩溃。

静，听见从前听不见的鸟叫声；

我”，而自我怀疑会一瞬间犀
利识破它，把它推翻。
你看到这种虚假会恐慌，

只有你的“感受性自我”
是真的。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我是”

也会怦然心动，对某件事产生
兴奋的触感。
当你对自己的定义是“一

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从而对

都 是 假 的，“ 我 感 受 到” 才 是

个口才好的人”，你不会感觉到

一切事情丧失动力。

真的。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事情

你想逃避，逃避到让自己
躲开这种自我怀疑的地方。
这种时刻，对你的生活是
至关重要的时刻。

前者是从他人视角建立的

也是值得做的。与塑造或证明

想象，后者才是由内而外的自

一个“口才好的人”无关的事

我体验。

情，自动被你的感官屏蔽掉了，

我们常常说：感官体验不

你可能曾经看很多事情都是没

可靠，但其实恰恰相反：当你

感觉或厌烦的，因为它们与“验

感受和理解这个世界，你得出

证 自 我 形 象” 没 关 系。但是，

让你如芒在背的是你自己

的所有观察都可能是假的，但

随着你的自我形象被抛弃，你

内心深处的自我怀疑，这是逃

只 有“ 你 在 观 察” 这 件 事， 不

内心深处的感官会变得敏锐，

不掉的，如果你真的逃离现实，

可能是假的。

对一些事开始产生感觉。

你不能逃避，因为你无处
可逃。

那么就连这种逃离，也会被你
心底的怀疑所审视，你会进入
更加糟糕的状态。
除了怀疑，似乎就没什么
是真的了。
什么是真的
所幸，怀疑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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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切的废墟中，你会感

这就是笛卡尔说的“我思
故我在”。

这就是你内在“感受性自
我”诞生的时刻。

其实，一个人应该庆幸，
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过程。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建立起

内在自我的样子
其实很多人常常误解“内

那个“塑料壳自我”，但如果不

在自我”或“真实自我”的涵义。

曾击碎“塑料壳自我”，是很难

当一个人说“找到真实自我”

真实地感受到“内在自我”的。

或“ 放 飞 自 我” 的 时侯，想象

（11）.2019
SHUIMU TSINGHUA NO.99

的还是一个确定的自我形象。
例如“外表的我是公司职员”，
“真实自我是一个摇滚歌手”。
这不是一外一内，这只是两个外
在的“自我形象”。摇滚歌手也
是一个人想象出来的另一重“塑
料壳自我”，这样的自我形象
可以想象一百个。
“内在自我”根本不是“摇
滚歌手” 这 种 身 份 形 象，“ 内
在自我”是无定形的。
你 看 不 见“ 内 在 自 我”，
你只能感受。
你可以感受到自己怀疑、
压力、反思、明澈，但是你看不
见一个明确的自我形象。所有你
能看见的，都是“塑料壳自我”。
我们常常以为，破除了外
在束缚，“内在自我”就能腾空
而起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绝大多数时侯，绝大多数人的
“内在自我”是放不飞的。

喜欢什么附庸风雅的事物，若

侯的踏实；也许是屏幕上数字跳

没有感觉，你宁可说没有感觉。

动时的心跳不已。而你选择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拒绝掉从前绝

自己愿意终生与之相伴的生命

大部分你觉得有用的事物，让感

状态，也就不会再患得患失去

觉世界变得非常清静。你会对

想：我能成功吗？我是人才吗？

偶尔真实出现的感觉泪流满面。

因为你选择的不是未来成功时

你会知道，什么样的时刻

的自我状态，而是此时此刻的

因为 ta 太虚弱，甚至是空的。 是你内心深处真正愿意与之相
真正有连接的“内在自我” 处的时刻。你会很愿意为这样
是感受性的。

的时光付出所有。当你内在的

当你的感官被放大，你会

感官开启，你越来越确定你愿

对很多地方突然产生内心的涟

意与之相伴的生命状态，你也

漪。你会察觉到不同风景在心

就明确了你生命将要走的道路。

中留下的不同感受，就像品酒

你愿意走哪条路，不在于

师能察觉出每款酒细微的不同。 你心里想象的“自我形象”在
你不会再对一些美景一惊一乍， 哪条路上，而在于你喜欢的生
但你不会放过偶尔内心微微一

命状态在哪条路上。

自我状态。
你按内心感受做出的选择，
是踏实的，因为你的关注点从
“自我形象”转移到事情上，也
就是说，从虚假的想象，转移到
真实事物。你不会再有崩溃式沮
丧，因为那个引起崩溃的虚假
形象，已经被你抛却。你会发现，
真实事物引起的真实感受，即使
有 high 有 low， 但 都 是 在 某 个
踏实的基础上。一件事情失败，

你喜欢的生命状态，也许

不过是下一次重新做好，不会

是一对一与人交谈时的感动；

因失败而引起人生的全盘崩塌。

当内在感受增强，你会对

也许是独自一人舞动时的自嗨；

之所以会有全盘崩塌感，只

真实异常看重。你不会再说自己

也许是走在路上看车窗颠簸时

是因为关注焦点是虚假的形象。

动的瞬间。你会非常清楚什么
时刻内心有真实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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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而出的真实
真实事物，才是你能用眼
睛看见的事物。

获得他人掌声就做，不能获得

下一步就是专注在事情上，专

掌声就不做。这些事情，只来

注在自己愿意投身去做的事上，

源于自己在内心细微的感受中， 真正感受真实事物，从中寻找

你原本不可能“看见自己”， 确信自己受到的触动。

到事物本身的精进之路，寻求

但是你偏要看见，于是为了看

这个时候，人会产生发自

事物的精进。

见那个 虚 妄 的“ 自 我 形 象”，

内 心 的 意 愿、 信 念、 行 动 力。

看到事物的变化，自己会

不得不扭曲视野里所有事物，

你相信你所做的事情，你会产

获得信念和力量。正如寿司之

模糊掉“自己”之外的所有事物。 生勇气和不变的信念，而这不

神从米饭的精进中感受到天地。

只有破除了这层虚像，才能看

是来源于相信自我一定会成功，

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

得见万事万物。

而来源于你相信你感受到的真

原来所有真正的艺术，都是感受

而当你看见万事万物，你

实：这是你无论如何愿意投入生

力的艺术。真的艺术家并不会想

也就看见了他人。你会清楚看

命时光去做的事。是你觉得对

着“我是个艺术家”，而是辨别

到他人表面上挂着的虚张声势， 的、有意义的、能创造一些价值、 出清晨和夜晚云的灰度的区别，
看到他人内心偏执和情绪困扰， 能让你心动的事情。
看到他人的性格与轨迹的偏差，
看到他人的虚妄与真诚。
你感受过真实，才会珍视
真实。
在内心感受的推动中，你
会找到真正愿意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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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
一生最大的天赋，是喜欢。
所以，在自我感遇到危机、
自我怀疑严重、自我印象崩塌
之后的废墟里，一个人要怎样
重建自我的力量？

这些事情，既非来源于对

其实也不难，就是在安静

“自我”的评估——我是天才

中感受，找到那些转瞬即逝的内

就做，不是天才就不做；也不

心瞬间，那一两个瞬间让自己

是来源于对他人的满足——能

觉得，我希望就这样生活下去。

在一句和弦里听见余生。

这个时候，你才会听懂辛
波斯卡的那句诗：
在这个节日，他们的金婚
纪念日，
他们一起看见，一只鸽子
栖止于窗台。
那个感受的自我、由内而
外的自我，才是一生的自我。
这才是自我生成的意义。内
心之光不在远处，在内心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