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在记忆与希望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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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记忆被作为“术”来研究，但实际上，记忆直接关系到自我同一性的显现。进言

之，凭借着自身意识，自我同一性成为内在记忆，这一内在记忆在反思的光照下成为可显

的记忆，被把握在人的意识之中。由于人们常常忘记反思，不能常常回忆，于是就需要教

育的介入，去培育反思和回忆的意识和能力。不过，就历史的现实的教育而言，记忆教育

在记忆与认知、记忆与情感、记忆与责任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妨碍了人们在反思回忆中将

自我同一性显现出来，所以需要反思。人的未来与希望，是教育回忆的动力。教育需要站

在未来与希望的立场上去展开反思性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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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哲学为何要关注记忆 

 

人是有记忆的动物。当“我”看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在“我”的意识中形成了一

个印象，然后这个印象又被“我”储存在意识之中，于是就有了“记忆”；因为有了记忆，

即使这个东西不在场，但这个东西作为被保持住的印象会呈现在“我”的意识之中。
②
就现

代的教育哲学研究而言，“记忆与教育”并不被作为一个研究主题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之中。不仅仅对教育哲学如此，对教育学的其他学科亦是如此。究其原因，根本在

于，在一个科学为王的时代，记忆成了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对象。 

教育哲学对记忆的放弃是正当的吗？无论是在雅典之路中，还是在耶路撒冷之路

中，记忆与回忆都是重要的教育哲学概念。就前者来说，柏拉图最早提出了回忆这一哲学

概念，认为“学习即回忆”；就后者来说，奥古斯丁则认为上帝即记忆，人通过基督这一内

在的教师的光照而回忆起上帝。显然，在古典教育哲学研究中，记忆不是心理学上的对信

息的存贮、加工和提取活动，而是关涉到“我是谁”的大问题：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无

非是通过学习唤醒对善的理念早有认知的高贵的灵魂；奥古斯丁通过基督的光照去回忆上

帝，无非是通过这内在教师的引导回归到创世时上帝所给予人的神的形象。无论是柏拉图

的灵魂，还是奥古斯丁的神的形象，都是在说人这个“自我”。经由教育，自我在伴随着记

忆的回忆中显现，我们得以在人世间活出了人本然的真正的样子，而不是活成了虚无的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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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从古典教育哲学之视角审视记忆，记忆因关涉“我是谁”而不能够被教育哲学排除。

事实上，就今日的研究趋向而言，记忆也不能够被排除在教育哲学之外。在阿斯曼看来，

近年来，以记忆与回忆为主题的研究为东西方的学术界高度重视，其原因有三：一是，人

造记忆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二是，人造记忆的发达使得业已结束的年月得以保存；三

是，那些曾亲历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罪行和灾难的一代人，越来越少了，活生生的记

忆面临消失的危险，原有的文化记忆形式受到了挑战。上述三个因素中，“第三个因素可能

是最具决定性，它触及我们灵魂深处，同时也关系到我们的生死存亡”
①
。教育哲学研究人

的教育，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学生和教师的具体生命得以完善和存续，活出

人本有的样子来。当记忆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现代教育哲学就必须关心记忆，关心记忆

与教育之关系。 

 

二、在反思中显现记忆中的自我同一性 

 

人生活在时间之中，是历史性的存在，这是一个不需证明的事实，若要深究，根本在

于人不是绝对的神圣者，而是有限的存在者，他有生有死。如此，在人这里，就有了昨

天、今天与未来的差别，而在绝对的神圣者那里，只有永恒的现在。问题是，如果作为有

差别世界的一部分，人若只有时间性所带来的差别性，即昨日的“我”、今日的“我”、未

来的“我”，没有任何同一性可言的，那么人是谁、道德与法何以可能就没有根据。不过，

与同为有限的存在者的动物不同，人能够意识自身，能够因之将自己从世界中独立出来，

即只有在人这里，才会说“我”；动物虽然能够意识对象，但却不能够意识自己。进言之，

“我”能够意识到身处时间之中的差别性的“我”，意识到昨日的“我”、今日的“我”、未

来的“我”都是“同一个我”，即“我＝我”。因着“自我的同一性”，经验世界中的自我获

得了生存的连续性、有序性，自我所经历的所有事件以及与经历有关的认识、情感、意志

都被纳入这同一个“我”之中，从而自我不会因时间性而变成断裂性的无序性的存在。当

“我是我”被先在地设定下来，道德与法律也因有了这样一个先验的“自由的自我”而成

为可能，因为无论道德还是法律，都必须以“自由的主体”的存在为存在的根据。 

问题是，自我同一性与记忆有何种关系呢？这就需要区分和把握与自我同一性有关的

对象意识、自身意识、反思意识三个概念。 

人有意识，且人的意识不是单一的存在，而是由多种意识彼此关联而形成的结构性存

在。在人的意识结构中，人们最为熟悉的是对象意识，即人作为意识主体对意识对象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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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意识主体在此总是超出于自身之外（不管是否得到充实），①或者说，它是直向的意识

方式。它的本质结构就是意向性——意识是对对象的意识。 

对象意识是对对象的意识，而不是对包括意识主体在内的对象意识行为的意识。这就

导致了一个对象意识行为何以可能的问题。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自康德的理性批判之

后，西方哲学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对象之所以可能，根本在于它能够被人的意识所把

握，凡不能为人的意向之光照耀的地方，就不能肯定有物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

哲学认为物自体不可知，现象学认为需要搁置物自体。于是，包括意识主体在内的对象意

识若成为可能，就需要被“我”意识到。然而，若把对象意识视为对象意识行为的逻辑前

提，就会导致一种坏的后果：“我”对对象的意识会无穷后退，而没有一个最终的根据。 

如何避免“我想”的无穷后退，让“我想”站住并由此照亮意向行为，使意向行为的

实施成为可能呢？从奥古斯丁开始，哲学家逐步意识并提出了“自身意识”（ self-

consciousness）。自身意识“是指一种与对象意识的进行同时发生的、对此进行活动本身的

知晓方式，例如在看这棵树时，看的行为同时被看者本人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这种自身意

识必然地伴随着所有意识活动的进行，无论这些意识活动是直向的还是反思的”。②自身意

识不是区分了主体与对象的有距离的意向活动，而是自己显示自己，自己照亮自己，并同

时照亮意向活动的非对象的意会行为。 

正因为人有非对象的自身意识，意识的同一性与自我的同一性才得以显现。进言之，

生活在差别世界中的“我”，在具体的变化的时空中有不同的意向活动，该如何确保指向不

同意向对象的“意向主体”是“同一个我”呢？这必须依赖于“自身意识”，人在自身意识

中获得“我＝我”的“自我同一性”，因为自身意识就是自我显示自我，自我设定自我，即

只有“一个我”，“我就是我”，由此，时间中的有差别的诸我获得了“同一性”：“用我们的

术语说就是，自我意会在各种各样不同的意向行为（指向各种各样不同的意向对象，如上

述的Ａ、Ｂ、Ｃ、Ｄ各点）中总是意会到一个单一的‘我’，这个单一的‘我’是同一个

‘我’，这个同一的‘我’是诸多不同的意向行为的主体。”③对于在自身意识中呈现的

“自我同一性”，洛克亦有明确的表达，只是他还没有把“自身意识”的概念明确出来，他

用“意识”指称它，而且明确地用“人格同一性”指称“自我同一性”：“在我看来，所谓

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一种东西，它有理性、能反省，并且能在异时异地认自己是自

己，是同一的能思维的东西。它在思维自己时，只能借助意识，因为意识同思想是离不开

的，而且我想意识是思想所必须的，因为人既然发生知觉，则他便不能不知觉到自己是在

知觉的……因此，意识永远是和当下的感觉和思想相伴随的，而且，只有凭借意识，人人

才对自己是他所谓自我……因为意识既然常常伴随着思想，而且只有意识能使人人成为他

所谓‘自我’，能使此一个人同别的一切能思想的人有所区别，因此，人格同一性（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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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存在物的同一性）就只在于意识。”
①
对于在自身意识或自我意会中呈现的自我同一

性也就是人格同一性，洛克的阐释是清楚明白的：因为“我”知觉到自己在知觉，“我”具

有意识同一性，所以“我”就是“我”。 

一直伴随着所有意向活动的自身意识造成了自我的同一性，使人意识到各种意向活动

中的意向主体其实是同一个“我”——无论是昨天的“我”，还是今天的“我”，还是未来

的“我”，都是单一的同一个“我”，不是没有任何同一性的“我”。问题是，若自我的同一

性依赖于自身意识，自身意识造成了人格同一性，那么自我同一性如何显现在“我”的意

识之中，被“我”把握到，进而“我”能够自觉地将所有意向活动的意向主体都认为是同

一个“我”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自身意识不是主客分立的对象意识，而是费希特所

言的“直接的意识”，是笛卡尔的“先于反思知识的内在意识”、是萨特所言的“反思前的

我思”，
②
这意味着这个自身意识以及自身意识所构成的人格同一性是先验的。 

如何让非意向性的自身意识以及它所构成的先验的自我的同一性进入“我”的意识

呢？这就依赖于记忆，没有记忆，自身意识以及自我的同一性对于“我”的意识而言，就

是不存在的。尽管就形式而言，后者的存在的确不决定于记忆，恰恰相反，“我”记忆某物

这一意向活动依赖于自身意识。具言之，自身意识在意识“我”的所有意向活动时，必须

对自身的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活动所显现出来的人格同一性有记忆，记得“我”是所有意向

活动中的唯一的独立的“我”，进而才能够对身处时间中“我”的意向活动做出判断。在这

个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凭借着记忆活动，即只有当自身意识以及自身意识

构成的人格的同一性将自己“表象”出来或“储存”起来时，“我”才能带着作为“表象”

的记忆去确证“我就是我”。 

如果说自我的同一性依赖于自身意识的记忆，那记忆何以可能？需要分两步走：（１）

分析自身意识的两种功能之一种，即自我反映功能；（２）分析自我反思与自身反映之关

系。 

首先，自身意识具有两种功能：“自我反映”功能与“自我反察”功能。“自我反映指

自我对自己及其行为的意识，它与其对象（自己与自己的行为）的关系不是反思式的、直

接的、明确的、意向性的认识，而是内在地‘准意向性的’、对意向行为的一种伴随性的

意识。此外，反映功能又能使自我以一种类似于意向性之主—客那样的意识关系的方式出

现于自己面前，它被意识反映着就好像它是对立于它之前的客体（对象）似的。”
③
自身反

映的“准意向性”，意味着自身意识自身被作为“准表象”显现出来，而表象是记忆，所以

自身意识就具有了记忆功能，即把意识行为进行时所伴随的自身意识在记忆中储存保留起

来。其次，虽然自身意识被自我反映并记忆起来，但由于自我与其对象的关系不是反思式

的，而只是内在地“准意向性的”，所以，就需要另一种意识，即反思意识，将自身意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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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下来的东西显现出来。凭借这一反思中的记忆的显现，自我获得了自我同一性。黑格

尔在《小逻辑》中，表达过同样的意思：“本质和内心只有表现成为现象，才可以证实其为

真正的本质和内心”①，本质因此是“过去的存在”②，我们在自我反思中把握它，由此对

一个人的本质之把握，就在于对这个人的过去的回忆。不过，自身意识所印刻的东西通过

自我反思这一回顾性的意向活动显现出来，绝对不意味着自我反思成了自身意识成为可能

的根据，恰恰相反，自我反思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对自我反思的非反思性的意识，也就是自

身意识，否则就会陷入我反思的无穷后退的恶果之中了。 

概括地说，依凭自身意识的自我记忆，以及凭借自我反思中的“记忆的记忆”的显

现，自我的同一性得以显现和确定，而不是一个虚幻的抽象的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洛

克很明确地把回忆与人格同一性关联起来：“这个意识在回忆过去的行动或思想时，它追忆

到多远程度，人格同一性亦达到多远的程度。现在的自我就是以前的自我，而且以前反省

自我的那个自我，亦就是现在反省自我的这个自我。”③ 
因着回忆中的人格同一性的显现，

玛格丽特提出了著名的“记忆伦理”，认为牢记一个人的姓名，就是牢记一个人的本质，因

为“如果人名可以存活下来，在某种程度上人也就存活下来了。在大致可能的情形下，人

的名字具有指认人的本质的语义特性。”④当一个人的表象反映并被印刻在他人的意识之中

时，他的本质也就是人格的同一性也就显现在他人的记忆中，从而在他人那里获得了现实

性。须知，人格同一性因人生活在共同体之中而需要他人的参与和承认，牢记一个人的名

字就是一种参与和承认。 

虽然通过两个步骤，自我同一性通过在自我反思中的记忆的显现而显现，但必须注意

的是，自我反思中的记忆已经不是原初的记忆，而是记忆的再造。这是因为自我反思，也

就是回忆，是回顾的意识方式，即对已经成为过去的“原本的意识”的意识，这一时间间

距的存在，必然使得自我反思中显现出来的记忆成为再造的记忆。当然，再造不是全盘否

定过去所储存的记忆，而只是强调反思中的记忆中蕴含着一种自我的主动的建构。阿斯曼

在分析洛克的记忆论时，就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精髓：“借助于意识可以获得生命的过去阶

段，并把它整合到自我之中。被洛克称为‘意识’的东西，实际上是记忆的一种功能；是

在时间之内的整合力，是自我控制、自我组织和自我建构的机构。”⑤ 

 

三、在抵制反思之遗忘的教育中建构记忆中的自我同一性 

 

自我反思不是如自身意识那样持续不断地伴随着所有的意识活动，人常常在对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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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超出自身，凝视外在的作为对象的表象，而遗忘了反身朝向观察者自己。就人所身

处的社会而言，意识形态以及冰冷的科层制常常有意地去消除人的自我反思能力，将人训

练成无能的顺民。于是，遗忘发生了。当自我反思被遗忘打断，由内在记忆显现出来的记

忆自然就隐匿不显了。所以“造成困难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意识总是被遗忘的状态所中

断。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的任何时刻都不可能同时看到我们过去所有的行为。……如前所

述，在所有这种情况下，在我们意识被打断的情况下，我们是看不到我们过去的自我的，

这时就会产生一个怀疑，我们是不是还是同一个思考着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是还是同一

个本质。”① 
如此，当我们面对着只有通过自我反思才能召唤回对过往的对自我同一性的记

忆，但自我反思却又常常被遗忘中断的情形时，该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教育活动的介入，

通过它，抵制人人对自我反思的遗忘，引导人人养成自觉地自我反思的习性，让记忆以及

记忆中的自我同一性持续地显现出来。 

教育能够担当起抵制遗忘、培育人的自觉反思，成就自我同一性的重任。如此说时，

教育已经被给予了规范性的规定，即教育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中，担当教育者的人，拥

有关于人的种种意识的知识、知晓自身意识造成了自我同一性、明白自身意识拥有内在记

忆，知道自我反思中的内在记忆的显现，洞察到了遗忘对自我反思的中断。更重要的是，

教育者拥有高超的教育技艺，学生的灵魂经由教育者的反讽，重重意见被一步步从记忆中

剥离掉，被遗忘的自我反思被唤醒，从而得以重新进入到学生的活泼生命之中，进而过往

的真正的美好记忆，在学生自觉的反思活动中，被重新召回到当下的生命之中，让生命获

得同一性。好的教育中，担当教育者的人，已不仅是教育理论研究者，更是卓越的教育实

践者。他获得了自我同一性，深刻地洞见到教育中的人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人，而是

显现在教师面前的生动活泼的、具体的生长着的存在，这意味着他在抵制遗忘时，会遵循

着学生的成长节奏，因人因时地进行反思性的教化，而不是机械地抽象地对待所有具体的

孩子。 

卓越的教育，不仅仅抵制自我反思的遗忘和中断，唤醒人们的自我反思，而且还能在

这个过程中丰富自我反思，使自我反思中的记忆更为完整和活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难题，就是自我反思因为时间的间距而使得人们回忆中的原初经验变得

苍白、弱化和简化。就如帕里什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添加的独白那样，“只作为回忆而存在”：

“想到那些永远消逝的喜悦，我感到伤悲；想到那些书籍，那些人们熟知的诗歌，或重新

阅读曾屡次让我神魂颠倒的章节，我会难过得流下眼泪，因为如今在我眼中，它们再无生

命，像散场后的剧院，空寂而漆黑。”②如果书籍、文字不能给予光照，让人在光照之中召

回过往的美好记忆，让同一人格焕发光彩，那好的教育就能够吗？能够！在某种程度上，

所谓好的教育必定不是以书本为中心的教育，因为所谓的书本教育是机械的僵死的知识的

 
①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02 
②
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08 



教育，远离了人的教育，因为人之本性是生动活泼的，由人操持的人的教育之本性自然亦

是生动活泼的。我们也因此把好的教育者称为教育人而不是教书匠，也因此把好的学生称

为学习人而不是受教育者，且教育人与学习人在充满着友爱的亲密无间的教育记忆共同体

有着直接的活泼的互动，这一互动包含但超越了教师对学生名字的记忆以及由这种记忆所

显现的学生的本质。进言之，面对着自我反思中的记忆的苍白和单调，一个卓越的教育者

能够营造良好的自我反思与回忆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非概念化的教育的情调弥漫在教

师与学生之间，消除了由书本文字这一中介所造成的距离，教师能够将自己整个身心投入

到对学生的爱之行动中，学生亦能够在直接互动中触及到教师丰富饱满的整体人生，从而

激发起灵魂中的原初的饱满的活动着的记忆，并在自然回忆中彰显出来。 

教育者也得意识到自身的限度，因为无论如何丰富自我反思，自我反思终究是自我反

思，自我反思所具有的回顾性以及对记忆的再造性，是避免不掉的。考虑到这一点，在西

方的教育哲学传统中，有一派就坚持认为人不可以通过自我反思去获得自我同一性，而唯

有通过对神圣的信仰才能获得自我同一性。譬如谢林的后期哲学，就从早期的同一性哲学

进入到了神秘的启示，其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去意识到那绝对的同一性，而他给出的

道路就是信仰。就本文而言，重点强调的仍旧是通过理性教育的努力，让学生在自觉的自

我反思中让过去的内在记忆显现出来，得以认识他自己。 

 

四、教育中的记忆活动之反思 

 

（一）教育中的记忆与认知之反思 

记忆是存在作用于人的意识后存留下的印记，是存在不在场后在意识中的在场，记忆

因此属于过去。这样的表述给人一种印象，即记忆只是对存在的被动的反映和储存而已。

这样的印象是错误的。我们已经提及，自身意识作为一种准意向性，能够自己将自己反映

并保留下来，这就是内在记忆，这种内在记忆若要被意向性活动把握住，就必须作为表象

进入到有差别性的时间和现象世界，被置于自我反思的视域之中，被反思意识所把握。由

此，使自我同一性成为可能的内在记忆由隐藏状态进入到了显现状态。 

可显记忆以及可显记忆中的人格同一者是自我反思整合的结果，对教育中的认知来

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毫无疑问，学生时代的记忆力是最旺盛的，“ 孩子们可以快速地

收容无穷的事物”①。但愈是这个时刻，就越要警醒，明白由于记忆源于自我整合，所以教

育在培育孩子的记忆能力时，不能将孩子的心灵仅仅看作储存各样知识的仓库，以为教育

的工作只是通过学生的机械背诵获得对各样知识的记忆，然后将之塑造成所谓学识渊博的

人（今日外部存储介质和搜索技术的发达，使人认为记忆取代了自然记忆，学识渊博也变

得没有必要了）。这样的教育观念是极其错误的，它严重忽视了孩子的反思意识和反思能

 
①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魏泽馨.傅任敢教育译著选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87 



力，忘记了反思意识与记忆的内在关联，导致学生对各样知识的记忆是缺乏自我整合的支

离破碎的记忆。这种混乱无序所导致的不是牢固的记忆，而是快速的遗忘。真正的教育，

重视的是反思意识和反思能力，引导孩子用本有的理性能力去对种种表象进行综合，以此

形成真正的命题记忆。简单说，教师固然要教授种种知识且要求学生牢记种种知识，但这

种知识必须是教师引导他亲身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推理论证的结果。① 
在这个意义上，教育

是让学生主动去理解和体验的实践活动，理解多少，就记忆多少，不如此，记忆只能是遗

忘。 

遗憾的是，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教育，尽管人们发明了诸多记忆术，却常常不知

真正的记忆为何物，不知真正的记忆不是被动、机械性的记忆而是主动、反思性的回忆。

于是，“教师不去发展儿童的分辨能力、教他们独立判断和思考问题，只是一味地给他们灌

输别人的现成思想。”② 
针对这种对学生记忆力沃土的错误耕耘，强调我思为意识同一和一

切认识之根据的康德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低等能力就其自身来说是没有价值的，比如一个

人可能有很强的记忆力，但若没有做判断的能力它就毫无意义。这样的人只是一个活字典

而已。”③真正的记忆教育，必须将记忆力与知性一道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开始培养，一直到

教育的结束为止，因为“所有事物都是这样构成的，即知性首先要跟随感性印象，而记忆

力则必须把这些印象保持住。比如对语言来说就是如此。人们或者是通过死记硬背，或者

是通过交往来学习语言，而后者对学习活的语言来说是最好的方法。”④当然，“帕纳斯的载

重驴子是必要的”⑤，我们因此不能鄙视“那些把一百头骆驼所载书籍中的学问资料通通记

在头脑里的博学者”⑥，“但对单纯运用来说却完全没有用处，比如人们不可能凭记忆来学

会演讲。它充其量只能壮壮胆，而且夸夸其谈主要是成人的事情。”⑦ 

机械记忆先行以及整合表象的自我反思被遗忘和忽视，最大的后果就是同一个自我无

法显现，自我被淹没在了丰富又破碎的表象世界之中，混乱不堪。可以说，如此的教育所

培育并不是人，而是动物，因为人的记忆与动物的记忆不同，就在于人的记忆处于我思的

统觉之下，自我形象就是这一统觉下的记忆整体。⑧教育需要让自我反思先行，使记忆成为

自我反思整合的结果。 

（二）教育中的记忆与情感之反思 

“情感指的是人的生存倾向。”⑨ 
就人来说，他是有理性的存在者，同时是有情感的存

在者。不存在只有理性而无情感的人，若有那就是机器人；不存在只有情感而无理性的

 
①
 庄振华.《精神现象学》讲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57 

② 叔本华.叔本华文集[M].钟鸣,陈小南,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499 
③ 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9 
④ 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9 
⑤ 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9 
⑥ 康德.实用人类学[M].邓晓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74 
⑦ 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0 
⑧
 康德.论教育学[M].赵鹏,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9 

⑨ 叔本华.叔本华文集[M].钟鸣,陈小南,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6:499 



人。就人的生存而言，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致难以区分。这意味着，当我

们谈论记忆时，不可把关涉过去的记忆仅仅归为认知层面，而必须考虑到记忆的情感层

面。如此，就可下这样一个判断：人是在情感中记忆的。这是因为人不是对所有的事情都

有记忆，只会对某些事情有记忆，即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人的情感，在人的记忆选择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它使人注意并记住呈现在情感中的某物，而忽视和遗忘不呈现在情感中的

它物。譬如说，在信任的情感中，那个让人信任的对象因为促进了人的生存，被规定为一

种善性的力量；为了此后的持续生存，人必须将这种信任对象保留在记忆中。 

对于记忆与情感之关系，尼采认为，不是抽象理性的整合，而是权力意志所导致的疼

痛产生了对事物的记忆以及对遗忘的抵制：“‘人烙刻了某种东西，使之停留在记忆里：只

有不断引起疼痛的东西才不会被忘记。’——这是人类心理学的一个最古老（可惜也是最

持久）的原理。有人还想说，在这个世上，只要哪里还有庄重、严厉、机密，只要哪里的

人和民众还生活在暗淡的阴影中，曾经一度被普遍地许诺、担保、赞誉的那种恐怖的残余

就会继续起作用：过去，那最漫长、最深沉、最严酷的过去，每当我们变得‘严厉’起来

的时候，它就会对我们大喝一声，从我们心底喷涌而出。”①尼采的意思是说，严酷的惩罚

条例产生了疼痛，而疼痛是一种恐怖的损害人生存的情感体验，为了生存，人就记住了这

些惩罚条例，也同时记住了通过这些惩罚条所传达的理性命令：“借助着这些刑罚，人们终

于记住了五六个‘我不要’，人们就此许下诺言，以便能够享受社团生活的好处——确

实！借助于这种记忆，人们终于达到了‘理性’。”② 

我们不完全赞同尼采的论说，因为他从权力意志的角度对记忆的论说，完全否定了自

我同一性的存在，认为自我同一性无非是有权者通过使“我”疼痛生产出来的虚假的同一

性而已。不过，他对记忆与情感之关系的论说，值得教育哲学去思考。他对教育的启示

是，记忆离不开情感因素，但教育不可以通过惩罚、强迫让学生产生疼痛的方式去熟记所

谓的知识，如此的记忆方式是对自由的同一人格的压迫，使得自由的同一人格在伴随着恐

惧和疼痛的记忆中丧失了同一性和独立性，使得“我不是我，我成了他者”，或者说多个

“我”在灵魂的战场上争执：一个说“我”要，一个说“我”不要，一个渴望愉悦，一个

压制愉悦。在灵魂撕裂的情形下，自我即使不是尼采的虚构，也的确难以呈现出来。 

带着这一视角审视教育的历史和现实，会发现，让人恐惧的疼痛作为维持记忆最强有

力的手段是较为普遍的。教育者的一个俗语就是“不打不长记忆”。戒尺、教鞭等曾是教育

权威产生和强化记忆的标配，孩子则在教育权威惩罚所带来的疼痛的恐惧之中牢记所传授

的东西，成为所谓的记忆传承人。当然，在今天的教育中，人们越来越不认同体罚，以为

体罚侵害了孩子的权利。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制度化的学校教育

中，以教育技术方式宰制学生、强迫学生，产生出非直接接触带来的疼痛，从而催逼学生

 
① 尼采.道德的谱系[M].周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51 
②
 尼采.道德的谱系[M].周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52 



牢记教师布置的作业和规则，以免带来更大的痛苦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这样的惩罚看似

文明，实则暴力。如此用疼痛维持记忆的教育，无法使每个学生成为同一个人，但同时每

个学生渴望成为同一个人，由此就出现了所谓的多种形式的反抗。 

教育不应该如此，若要生成自我形象或者同一自我的记忆，应该摒弃用疼痛维系记忆

的方式。疼痛的教育，不仅仅在道德上是坏的，在效果上也是差的。的确，“这种严酷的办

法，可以使他们容易管束，但是管束对于他们的学生的好处是很小的。儿童的思想若是受

到任何情感的支配与扰乱，他们就不应学习，尤其恐怖时是如此，因为恐怖在他们脆弱的

精神上面可以产生最强烈的印象。你要他的心理接受你的教导，或者增加知识，你就应该

使它保持一种安闲澄净的气性。你不能在一个战栗的心理上面写上平正的文字，正同你不

能在一张震动的纸上写上平正的文字是一样的。”① 
 

对于教育来说，不是惧，而是爱，才是维系记忆以及记忆所呈现的自我的动力，因为

“一个人本来的面目只有在爱他的人眼中显现出来，因为真正的爱不是盲目的，它使人眼

睛明亮。柏拉图眼中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不论是在理想层面，在看得见

的实践中，以及如色诺芬所描写的外表都是苏格拉底本来的面目。”② 
“爱迫不及待地要在

世界、教育和人类实践中表现出来，并把所看到的本质画像刻印在此在中；根据柏拉图的

观点，爱就是美的见证人。”③ 
 

（三）教育中的记忆与责任之反思 

所谓的自我同一性就是“我＝我”。对自我同一性的这一规定，意味着自我是自由的，

因为所谓的自由，就是自我规定自我，而不是由他者来规定自我，或者说，自我就是自我

行动的原因，不管自我选择何种行动依据，一切都是由“我”做出的。所以，无论昨日的

行动，今日的行动，未来的行动，因为行动的发动者和执行者都被统摄为同一个“我”，所

以自我必须为所有时间中的行动负责，且无可推诿。自我的同一性因着自由的属性与责任

而关联起来。可以说，我们之所以关注并探讨自我同一性，最终的目的就是为责任奠基，

在这个意义上，对自我做单纯的形而上学的探讨没有多大意义，除非落实到实践哲学上。

因为人格的同一性体现在人对过去的反思性记忆中，所以自我的责任意识又体现在自我的

记忆意识之中。 

人格是自由的，不自由就无人格；人又在记忆中呈现人格的自由性所带来的责任意

识。这对人的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教育是为人的教育，是指向人对人自己的认识并将

这一认识在实践之中自觉显现出来的善业。如此，教育必须担负起唤醒学生的自由意识和

责任意识的重担；又因为人在反思性记忆中呈现责任意识，所以教育亦需要把学生的反思

性记忆的培育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有意遗忘和中断反思性记忆，将学生变成一个无责任

的我，是教育的失职。 

 
①
 洛克.教育漫话[M]/魏泽馨,选编.傅任敢教育译著选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448 

② 雅思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92 
③ 雅思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92 



审视教育的历史和现实，会发现在引导学生反思性地回忆过去，将过去的行动认作自

己的行动，并做出道德上的判断，自觉背负起责任方面，教育做得并不够好。这体现在三

个方面。第一，教育的重心放在学生物欲的满足上，而不是反思性回忆能力的培养上；第

二，教育关注的是角色教育，而不是反思性的判断所带来的自我责任担当；第三，教育接

受了历史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观念，以此将过去扫进了人之外的仅供观瞻的博物馆和等待掩

埋的垃圾堆。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教育关心的是传授供学生谋生和享受的生存技能。谋生和享受是

现实的，过去的因为过去了而无法与人之物质欲求的满足关联起来，它充其量只给人一种

虚幻的而不是实在的满足，犹如阿Ｑ以祖上的荣光为荣光。对于这样的教育来说，对过去

的回忆是不必要的，对过去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回忆就更不必要，自觉的遗忘过去，才是教

育的正道。网络社会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更强化了这一强调当下即是的教育现实。如

此这般的教育，怎么能够让学生生出对过往行动负责的担当呢？他心中根本就没有过去，

为什么要回顾过去呢，向前看岂不更好？就第二个方面而言，教育并不把学生看作自由的

人格或自我，而是看作一个被他者规定的角色。角色作为社会的期待，规定着学生的行

动。如此，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就不必对自己做过的事情负责，除非没有按照角色做好。

摆脱责任的道理很简单：“我”之所以这么说，是社会加诸于“我”的，是上级命令“我”

的，“我”作为社会戏剧舞台上的角色，必须按照设定的角色去做，“我”有什么错呢？艾

希曼的恶之平庸，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表现。就第三个方面而言，教育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

念，使得教育者在看到历史的运动时，将行动者的行动只是置于时间之流中而看不到时间

之流中的同一性与整体性。由此，行动者的行动的正当性就只在行动发生的那一时间点

上。当时间流逝到另一个时间点，过去的那个行动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变成了与之不

同的另一个行动者且获得了与前一时间点上的正当性不同的另一种正当性。于是，一切都

是正当的，发生什么都是有道理的。进步主义是历史主义，差别只在于进步主义将进步与

未来视为善好，过去为落伍。如此的教育观念，意味着教育者所致力的就是隔断过去与现

在以及未来的同一性，他要么承认时间之流变中的每一刻的行动都具有正当性，因此无需

对它们进行反思性的回忆，承认有所谓的历史罪过，需要承担历史责任；要么承认时间之

流变中的过去根本不值得留恋，只有未来是美好的，因此无需对过去进行反思的回忆，承

认所谓的历史罪过并承担历史责任。甚至，接受了历史主义观念的教育者，会引导学生设

身处地去理解历史中的施恶者，认同施恶者的不道德和不正义，为他们的罪责辩护。这是

相当糟糕的。布鲁玛在分析日本保守派的战争记忆时，发现他们对不正义的战争做了历史

化处理：日本保守派势力并不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一种罪孽，因为战争是为民族存亡而斗

争，所以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是正当的。①显然，这一历史化处理的大问题，就是遗忘了那个

在反思性的回忆中呈现的超越历史的“自我同一性”真理。 

 
①
 伊恩.布鲁玛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M].倪韬,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37 



 

五、在希望中开展记忆教育 

 

（一）因为希望，所以回忆 

亚里士多德在《论记忆与回忆》中有言：“关涉现行事物的惟‘感觉’，关涉将来事物

的惟‘期望’，惟关涉到过去了的事物，才是‘记忆’。”① 
昨日的记忆、今日的感觉、未

来的希望，在他那里被明确区分开来。不过，这不意味着三者没有内在的关联，因为人之

为人，就在于人有自身意识以及呈现在自身意识中的自我同一性。问题是，三者之间究竟

有着怎样的关联？简单地说，现在的“我”在反思性回忆中把握昨日的记忆，未来的希望

则推动现在的“我”在反思性的回忆中把握昨日的记忆，当然，现在的“我”也不仅仅只

是反思性地回忆过去，自身亦要主动地趋向未来。这么说来，“我”之所以要反思性地回忆

过去的记忆，动力因是“我”对未来的希望。 

如果对未来的希望是反思性回忆的动力为真，那论据何在？ 

人的生存和动物的生存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人的生存体现在不断地去生存，去行

动。也就是说，人的生存之本质并不是静态的，他总要从这一刻的生存进入到下一刻的生

存中，所以我们无法对生存进行认识论上的追问，不能问生存是什么，若非要问，只能问

生存不是什么。与之相反，动物完全被自然本能给规定了，它的生存方式一开始就被固定

了，所以我们能够将之放在科学的实验中进行研究。对人之生存之“生生不息”的描述，

所揭示出的无非就是人有未来意识，是可能性的存在。也正因为人是有未来意识的可能性

存在，所以只有人才会有希望———希望总是指向未来的：“人生应该说就是一种不断突破

现实的有限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希望。”②不过，人的未来意识，人的

希望，并不意味着与过去的彻底决裂和告别，毋宁说是同一人格的实现。人格同一性，绝

不意味着独立的自由的人格是静止物，根本上人格就是行动且不断地去行动。在这个意义

上，对人格和自我的探讨已经不是认识论，而是生存论了。人格的不断去行动的特性，意

味着人格总是要面向未来，进入未来，或者说，人格自身就有实现自身的希望。不过，问

题仍然存在，既然是人格或自我的同一性，“我”就是“我”，那未来的希望中的“我”，也

仍然是同一个“我”，这难道不又否定了可能性的存在或真正的希望吗？这一发问有一定的

道理，也是人们常常责难理性主义自我的地方。但发问忘记了，人格同一性是通过伴随着

对象意识和反思意识的自身意识而出现，自身意识不是有距离的对象意识，而是内在、直

接的意识，这意味着我们无法通过自我反思去真正发现它以及由它呈现出来的自我同一

性，更何况自我反思意识又必须以自身意识为存在的根据。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自身意

识活动永远都在活动着，但我们却无法真正在自我反思意识中将它固定下来，所谓的固定

 
① 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他[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42 
②
 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73 



都是意识的变形。这一悖论揭示出的，就是在自我反思中显现出来的人格同一性永远都不

是他自己，他自己的本质只能在不断的显现之中，但我们又不能因为人格的不断显现而否

认人格同一性的存在。由此，所谓的希望并不是过去之“我”的单纯复制。 

人有未来意识，有对未来的希望。不过，人若要走向未来，将希望实现出来，就必须

对过去进行反思性的回忆。理由在于，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不可能永远正确，他必然

会犯错。过去的错，若不在自我反思和回忆中被把握住，就会损害未来的生存，所谓的美

好希望也不可能实现出来。职是之故，为了未来的希望的实现，人必须在自我反思中回顾

过去的记忆，发现自己的过失，然后在朝向未来生存的选择中，避免做出错误的判断，损

害未来的生存。由此可说，因为未来，所以回忆，因为回忆，所以有未来。 

（二）教育：站在未来的立场上，在反思记忆中实现希望 

希望，意味着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期许；希望亦意味着做出某种抉择，“我”可以希望

这，也可以希望那。① 善的抉择又需要一个判断标准，这一判断标准需要在反思过去的记

忆中呈现。人们常说从过去汲取有益经验，就是基于这样的思虑。由此，希望与自我才能

实现出来。不过，无论是希望的给出，还是为实现希望对过去的反思，都不是生来就有、

就会的，作为一种能力，它依赖于教育，但同时也规定着教育。 

人是有希望的存在，希望就是意义，没有希望的人是行尸走肉的“我”。为人的教育，

就必须站在未来的立场上去省察自身，将未来和希望带入到当下的育人活动中。为人的教

育若背对未来，只注重所谓的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的传承，只注重培育所谓的记忆传承

人，那么这样的教育就是僵化的、无活力的，因为它失去了未来中的希望这一行动的动

力。在这个意义上，米德的洞见是深刻的：“我们必须把未来置于一个男女老少的共同体

中，置于我们之中，好像未生的胎儿在母亲的子宫中一样。它已经在这儿了，已经需要哺

育、援助和保护，已经需要许多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在他出生之前没有准备好，那就嫌

太迟了，所以正如青年们所说的，未来就是现在”②。教育的使命就是“替一个未知的世界

培养未知的儿童”③。教育应站在未来的立场上去思索自身，但绝不意味着要与过往记忆彻

底告别。引导学生选择善好的希望，选择正当实现希望的手段，必然离不开教育对过去和

传统的反思性回忆，亦离不开教育引导学生对自己所经历的生命事件进行反思性回忆。之

所以如此，根本在于人不是无限的神圣，而是有限的存在者，也就是必然会犯错的存在

者，而且不仅会犯错，还常常会遗忘和虚饰自己的过错，这必然会损害人的未来生存。出

于这一考虑，教育就必须对过去的记忆进行反思性的回顾和评判，发现过错并将过错把握

在自我的意识之中，进而在选择希望以及选择实现希望的手段时做出正确的判断。于是，

 
①
 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M].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76 

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

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36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

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36 



教育站在未来的立场上，就意味着教育要批判性地反思性地回忆过去的记忆。教育所坚持

的反思性的回忆，亦要求教育改变人们长久坚持的教育的保守的立场——“重复”。当然，

我们不否认重复是生命之意义所在，若一个人在生命终末，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给出不愿

意“再来一次”的结论，毫无疑问，他的一生是没有意义的，若他的一生有意义，他自然

愿意“再来一次”。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有意义的重复绝对不是单调的机械的重复，而是面

向未来与希望时产生的有“差异的重复”。这其实体现了“自我同一性”的生存论特征：

“我”是“我”，“我”不是他人，但“我”又是一个行动者和实践者。所以，当教育反思

性地回忆过去时，除去回忆遗忘的过错之外，还能够回忆起自我或人格之本质，但这绝不

意味着对过去记忆的原封不动的复制，而是对过去记忆的一种再构，所呈现的记忆是有

“差异的再现”。 

站在未来的立场上的教育，在反思性地回忆过往的记忆中，引导学生实现自己的希

望，成为他自己。这是我们的结论。但在理解这一结论时，我们必须注意做出一种区分：

教育为了未来而回忆，与教育为了现在而回忆的根本差异。“为现在回忆起的过去，往往是

对自身的肯定，而为了将来回忆过去，却正是为了否定现在。但是，为现在回忆过去是

‘乏’的，虽然这样回忆起来的往往是光荣的历史，骨子里却透着自卑。为将来回忆起历

史，往往是一些失败，一些否定性的东西，但那正有助于进步。”①鲁迅笔下的阿Ｑ自吹

“原先阔”，就是为肯定现在而回忆过去的典型，他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忆苦思甜亦是为

肯定现在而回忆过去，也没有未来，没有希望。就记忆教育而言，必须避免出现这样没有

未来的错误观念。教育不是让学生沉浸在过往的记忆所带来的骄傲之中，而是让学生站在

未来和希望的立场上，反思过往和当下的不足，并在反思中实现希望。还是那句话，教育

中的回忆是为了未来。 

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代，在一个未来晦暗不明的时代，当下的教育需要

担负起它应有的责任：为了让同一自我彰显在人世间，教育需要勇敢和坚定地站立在过去

与未来之间，记忆与希望之间。因为面向未来，心怀希望，教育与自我就有了生命的活

力；因为面向过去，不忘记忆，教育与自我就有了生长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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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Between Memory and Hope 

——Centered on the Manifestation of Self-identity 

LI Chang-wei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Memory is studied as a "technique", but in fact, memory is directly related tothe 

manifestation of self-identity. Furthermore, by virtue of self-consciousness, self-identity becomes 

an internal memory, and his internal memory becomes a visible memory under the light of self-

reflection and is grasped in human consciousness. Since people often forget self-reflection and 

cannot recall often, they need the intervention of education to cultivate the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of self-reflection and recall. However, as far as the education of historical reality is 

concerned, memory education has many problems in terms of memory and cognition, memory and 

emotion, and memory and responsibility, which hinder people from revealing self-identity in 

reflection and memory, so reflection is needed. People’s future and hope are the driving force of 

educational memory. Education needs to develop reflective memories from the standpoint of 



future and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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