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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为何自割其耳？ 

— 心理传记学中的解释多样性问题1 

 

威廉·麦金利·鲁尼恩 

 

人格心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人类个体的行为进行解释。举

例来说，文特森·梵高曾经将自己左耳的下半部分切下来送给一

名妓女。对他的这种行为，目前有很多种解释。这些解释中是否

有一种是正确的，还是所有这些解释都正确，抑或是它们根本全

部都是错误的呢？我们又是如何才能对这些观点作出判断呢？我

们将对此事件进行研究，以探究在将人格理论应用于活生生的个

                                      
1 William Mckinley Runya：“Why Did Van Gogh Cut Off His Ear？— The Problem of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in Psychobiograph”。王鸿刚译，摘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

际关系理论精翻研讨班”青年课题组：《层次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理论》。最初刊登于《人

格与社会心理学期刊》1981年，第 40卷，第 6期，第 1070~10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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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其后，我们还将阐述并批判性的评价那

些不同种类的解释性猜测，以作为部分的 — 虽然不是全部的 — 

对解释多样性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 

 

1888年 12月 23日，星期日的夜晚，35岁的梵高切掉了自己左耳

的下半部分，并把它带到了一家妓院，送给一名叫做雷切尔的妓女，并

告诉她“细心保管好这件东西。” 

如何解释这件特别的事情呢？多少年来，人们提出了很多解释。下

文将对诸多种解释进行反思。这些解释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这些解释之

中有没有一种是惟一正确的？还是所有的解释都是正确的？抑或它们

全都不正确？我们又如何能够做出判断？我们研究这个实例，就是为了

探讨在生命研究过程中的解释多样性问题，2 并对不断丰富的心理传记

学研究的逻辑推理和方法论有所贡献。3 以下的讨论将试图说明，在将

人格理论应用于实际个体、历史人物、研究主题或是临床病人的时候我

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2 奥尔波特：《人格的样式与成长》、《来自珍妮的信》；霍根：《人格理论：人格学传

统》；默里：《人格中的解释》；鲁尼恩：〈作为理论定向的生命过程：人与环境互动的

次序〉、〈对生命的另一种解释：一种认识相对主义的观点〉、〈对生命过程的阶段状态

分析〉；怀特：《生命研究》、《进化中的生命》。 

3 例如，安德森：〈心理传记学的方法论〉；克罗斯比：〈评估心理历史学的解释〉；埃

尔姆斯：《政治人格》；杰多：〈心理分析自传学的方法论〉；乔治：《动力心理学在政

治传记中的一些应用》；格拉德：《心理传记学的贡献》；伊曾贝赫：〈心理历史学与思

想的历史〉；利夫顿、奥尔松：《心理历史学中的解释》；麦克：〈心理分析与历史传记〉；

马兹拉什：《睡椅上的克莱奥：心理历史学序论》；麦耶尔：《对心理分析学对传记的贡

献的一些反思》；鲁尼恩：《生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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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的多样性问题 

 

1. 关于梵高行为的一种解释是，他那一段时间内在两件事情上遭

遇了挫折：他所深爱的弟弟提奥同一个女人订了婚；以及他没能同保

罗·高更建立起工作和生活关系。这些挫折感所引发的不可遏制的冲动

首先发泄在高更身上，但随后他自己也成为发泄的对象。4 

2. 第二种解释是，高更的出现勾起了梵高的同性恋倾向，由此产

生的冲突造成了梵高的自残。根据这种解释，耳朵是一种生殖器的标

志。5 

3. 第三种解释则用恋母情结来说明梵高的行为。当时梵高和高更

同住一间房子，据高更说，在梵高割耳的前一天，梵高曾经用一把剃须

刀威胁高更，但在高更的怒目相向之下，梵高又跑开了。根据这种解释，

高更代表着梵高所痛恨的父亲；在最初的威胁没有奏效的情况下，“梵

高最后将对父亲的那种特别的仇恨转向了对自身身体的仇恨。这样，梵

高便通过对自身的残害，在空想中完成了对他父亲的侵犯，同时也通过

对这种行为实施了对自身这种侵犯行为的惩罚”。6 然后，“通过把他

的象征性器官留在妓院，他同时也实现了占有其母的梦想”。7 

4. 另一种解释则称，梵高受到了他曾经在阿尔（Arles）看到的斗

牛表演的影响。在斗牛表演中，斗牛士都得到牛的耳朵作为奖赏，斗牛

士将他得到奖赏向公众炫耀，并将这个牛耳送给他选择的女人。这种解

                                      
4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 

5 荷兰的俚语中“耳朵”一词也代表“阴茎”，梵高的这种行为其实就是一种自我阉割。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韦斯特曼·霍斯汀：〈梵高的心理发展〉。 

6 施尼尔：〈耀眼的太阳：对梵高的心理分析学研究方法〉第 153页。 

7 施尼尔：〈耀眼的太阳：对梵高的心理分析学研究方法〉第 153、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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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支持者 J·奥利维尔说：“我绝对确信，梵高对这种场面的印象极

其深刻……梵高切掉了耳朵，他自己的耳朵，象征着他同时征服了公牛，

他自己似乎成了那个胜利的斗牛士。这是一种处于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

间的矛盾心理”。8 然后，就像斗牛士一样，梵高将自己的耳朵送给了

他选择的女人。9 

5. 在梵高自残的前几个月，当地报纸上大约有 15篇文章报道了关

于杰克 — 一个杀人碎尸者 — 的故事。他经常残害妓女的尸体，有时

候是割掉她们的耳朵。“这些犯罪行为有很多人效仿，梵高就是其中一

个。但是，作为一个受虐狂而不是一个虐待狂，他最有可能做的是将杰

克的这种行为逆而行之，将自己的耳朵切下来送给一个妓女”。10 

6. 无论在情感上还是经济上，梵高都要依靠他的弟弟提奥，并且

经常同弟弟一起过圣诞节。然而，这一年，梵高得知提奥要和未婚妻一

家一起过圣诞节。一种解释认为，梵高的自残是吸引他弟弟注意力的一

种无意识的策略，也是一种把弟弟召回身边照顾自己，而不是同他的未

婚妻一起过节的方式。 

7. 梵高曾在他自残前不久画了一幅一名妇女在摇摇篮的作品，洛

宾斯便是他的模特。他对洛宾斯一家非常喜欢，并且可能对她们的孩子

所受到的爱和注意力感到嫉妒。通过自残，梵高可能希望得到这种象征

性的父母的照顾和关爱。我们并不知道当时洛宾斯女士的第一反应是什

么，但洛宾斯先生在梵高自残的当晚便来到梵高身边，并在随后的一段

日子里照顾着他。 

8. 梵高对妓女抱有深深的同情，并把她们看作是被社会遗弃的人。

                                      
8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58页。 

9 接下来的解释，除非另有说明，都来自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的复杂分析。 

10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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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解释认为，他的自残是他对妓女地位的看法的一种反应。“六月，

也就是他自己自残的前几个月，他曾经写过，‘妓女就像屠夫案子上的

肉。’当他对待自己的身体就像对待屠夫案子上的肉的时候，他就将这

种角色倒转了过来，将自己当作妓女，并对她们给予了同情”。11 

9. 梵高感到他的母亲将他看作一个粗俗的人，一个坏孩子。在他

自残的那段精神崩溃的日子里，那种原始的象征性的思维过程促使梵高

切掉了自己的耳朵，以此博得他母亲的正面评价。“因为梵高有一种无

意识的思想，认为突起的东西是一种男性和攻击性的象征。将耳朵的突

出部分切掉，或许可以告诉那个象征着他的母亲的妓女，他并不是一个

富有攻击性的和有害的男性，他并不是一个不受母亲喜欢的粗俗的坏孩

子，而是一个无助的、可以被看透的受害者”。12 

10. 在梵高患精神病期间，他很有可能经历了十分可怕的、他曾经

在某次被攻击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类似的幻听。此后，在疗养院中他写道，

他和其他的病人都听到了奇怪的人和物体的声音，他由此推断，这可能

是由于他的耳朵的神经出了毛病。所以，在一种疯狂的状态中，梵高可

能感觉到他的耳朵出了毛病，并为了摆脱那些让他心烦的噪音而切掉自

己的耳朵。 

11. 在《圣经》中蒙难地客西马尼，西蒙·彼得切掉了马尔休斯 — 

一个高级牧师的仆人 — 的耳朵，就是他抓住了耶稣。这一幕印在了梵

高的脑海里。他曾经在 1888年的夏天试图用作品将其描述出来，并在

10 月给姐姐的一封信中提到了这个想法。在极度兴奋中，梵高极有可

能模仿蒙难地的场面，既扮演了受害者的身份，也扮演了侵犯者的身份。 

12. 另一种解释是，梵高将自己看作十字架上的耶稣，把伏在死去

                                      
11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69页。 

12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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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耶稣身上痛哭的圣母玛利亚看作梵高的母亲。“通过将自己身体的一

部分交给雷切尔 — 他母亲的替代者 — 梵高象征性地重演了耶稣蒙

难的一幕”。13 

13. 文森特·梵高一直生活在他死去的哥哥的阴影之中，他的哥哥

也叫文森特，刚刚出生就死去了，一年以后，画家文森特·梵高出生了。

有人认为，梵高的母亲并不喜欢梵高，而是继续念念不忘她那个死去的

完美的儿子。梵高的自残“代表一种象征性的死亡，展示了其母亲所深

爱的印象中的死去的哥哥。作为一个礼物，切下来的耳朵就像一个孩子，

一个死去的孩子。这样，他既能够重新体验他和母亲结为一体的愿望，

也是对他的母亲总是念念不忘她死去的儿子的一种嘲弄”。14 

 

如何对待解释的多样性？ 

 

上面是有关梵高为何要切掉自己耳朵并把它送给一个妓女的心理

动机的 13种解释。此外还有一些人提出了更多的解释。15 同时，关于

梵高的躁动行为还有很多生物学方面的解释。16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

些多样性的解释呢？他们都是正确的吗？或者他们当中只有一种是正

确的，抑或是他们全部不正确？这些不同的答案是彼此相互冲突，以至

于如果一个人选择了其中一个答案，那么他就必须抛弃其他答案？还是

很多解释彼此相互补充？是否存在一些能够取代所有上诉解释的其他

                                      
13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79页。 

14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82~183页。 

15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纳格拉：《梵高：一种心理研究》；施奈德：《心理分析

与艺术家》；施尼尔：〈耀眼的太阳：对梵高的心理分析学研究方法〉；昂特迈耶：《现

代社会的缔造者》；韦斯特曼·霍斯汀：〈梵高的心理发展〉。 

16 门罗：〈梵高的心理轶事〉；查尔波特：《文森特·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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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我们是否可以最终理解梵高的行为，从而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的原因？ 

不同的人对这件事的反应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从一种观点来看，

将梵高的一个单独事件同他生活中的很多思想、内心冲突、象征性物体

和无意识的愿望与行为联系起来，其结果将极其错综复杂。“超决定论”

认为，一种行为会有非常典型的各种原因和意义，而上述这些材料便可

以被看作是对梵高行为的补充解释。例如，鲁宾 1972年在讨论了多种

可能的解释以后认为，“所有这些解释可能都有正确的地方。一个人行

为的动机既包括被人们所熟知的表层因素，也包括那些当人们遇到时会

强烈抵制的深层和纷乱的因素。”从“超决定论”的立场看，对于任何

一种人类行为，如果只找出一个单一的理由，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每一

件事情都有一种以上的原因和意义。从另外的观点看，鲁宾声称，“梵

高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浓缩到这一个事件上”，17 我们所获得的其实是

一整套“相关的”解释。18 

理解这些解释的第二种方法是需要注意到，在这些不同的解释之

中，有一些是来自于范围更宽广的事件的某些特征或方面的。例如，对

耳朵的选择或许和梵高对斗牛表演的观察有关联，这一事件发生在圣诞

节或许和将耳朵作为礼物有关联，他选择将耳朵送给一名妓女可能同当

时对碎尸者杰克的报道有关。然而，很多种解释都只注意到这一事件中

相近的一些方面。他选择耳朵同他对斗牛的观察、报纸上对碎尸者杰克

的报道、耳朵作为生殖器的象征有关、可能由听觉神经紊乱引发的幻听

以及他对蒙难地那一幕的思考等等。 

第三种方法则是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即这些解释当中有一些是正

                                      
17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55页。 

18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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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而另外一些则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对这些解释进行严格的考察

以确定他们的相对可信性。“超决定论”所认为的心理事件都有多种解

释和意义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但认为所有的解释“都会最终成为一个

整体解释便是一种将严肃的思考也整个丢掉（的错误做法）”。19 如

果出于治疗疾病的目的，那么尽可能挖掘一件事情的原因或许还是有用

的，但如果出于科学或解释的目的，就必须用批评的眼光考察这些解释

的真实性，进而考察其他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彼此补足或相互冲突。 

第四种方法是这样一个思路，即所有这些事件象征性的解释在某种

程度上都是武断的，而且可能是一种绝望的武断。如果仅仅通过被考察

的事件和先前事件或经验的相似性便可产生各种解释理论的话，那么，

事件之间的联系就有点太容易被发现了，并且可能的（或者是似是而非

的）解释的数目或许会无限膨胀。20 可能会有人认为，解释的过程太

过松散和灵活，以至于它可以解释任何事情，也包括同它截然相反的事

件，而且这种解释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还可以包括很多不同的方式。如

果把这种批评说的婉转一些，那就是，心理动力学的解释过程可能具有

非常完美的合理性，但在对特定事件的解释中，它的应用没有受到应有

的约束和限制。 

 

对解释性猜想的严肃评估 

 

这个事件非常有力地提出了几个有关心理传记学的基本解释逻辑

问题。对生活事件的多种解释存在着，或者说可以显示出何种过程？对

于一个特定事件或是生活中的一系列特定事件，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我们

                                      
19 希尔施：《解释中的合法性问题》第 164页。 

20 斯彭斯：〈临床解释：对证据的本质的评论〉第 377、379页。 



 9 

是否拥有一套“好的”解释？梵高的事例非常有用，就是因为它通过列

举出尽可能多的可能解释，并对每一种解释提供证据，促使人们比通常

做出更多的解释性思考。由此，它以异乎寻常的明晰性提出了关于解释

性假说是如何产生的问题、对这些假说的严肃评估问题以及在这些多种

可能性之间的选择或整合问题。 

按照波普尔的理论，21 在猜想和反驳之间作出区分以及在提出一

个解释和对解释进行严肃的评估之间作出区分，是非常有必要的。梵高

的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性猜想过程的极好的例子，同时也被看作

是一个极好的展示对这些猜想进行反思的过程。试想一下，就拿那个认

为“梵高的行为有可能受到当时报纸上有关碎尸者杰克的报道的影响”

的假说做例子。这个假说依赖这样一个假设，即梵高在当时的报纸上读

到了这些报道，他注意到在 15篇报道中有两篇提到了割耳朵这一事实，

这种印象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并且影响到他那天晚上割掉耳朵这一行

为。这一解释依赖于一系列假设，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假设具有直接的经

验支持，这使这种特定的解释的可信度大大降低。 

相比之下，他受到斗牛士那一幕影响的可能性或许会更高一点。22 

因为他在信件中提到了他曾经在阿尔勒参加过斗牛活动。有证据表明，

他至少见过斗牛的场面，并且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然而，我们却

只能假设认为梵高曾经读到过关于碎尸者杰克割耳朵的报道。 

再让我们试想一下关于他把自己的身体看作“屠夫案子上的肉”的

那个理论。“妓女就像屠夫案子上的肉”这句话出现在 1888年 6月他

割耳前几个月的一封信中。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这件事情在时间

上更加接近梵高割耳，那么我们基本上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它在梵高的自

                                      
21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22 虽然从绝对意义上来说，它的可信度仍然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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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关恋母情节解释的部分证据似乎也存在问题。高更直到事情发生

的 15年以后才说梵高曾用剃刀威胁他；事实上，在事情发生四天以后

高更在向他的朋友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在梵高

割耳以后，高更随即便离开阿尔勒去了巴黎。因此，里瓦尔德以为，高

更可能是担心自己行为失当，所以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来为自己在梵

高处于危机之时离开做辩护。23 

不过在另外一种解释中，昂特迈耶认为，梵高“切掉了自己的耳朵，

并把它献给了一个他和高更曾经见过的妓女。切下来的耳朵是一件圣诞

礼物，因为妓女曾经嘲笑梵高的耳朵长得太大了”。24 这种特定的解

释，也有几个理由对其进行怀疑。据我所知，并没有证据表明妓女曾经

嘲笑梵高的耳朵长得太大了。然而，在诸如梵高的信件、高更的论文集

以及查尔波特或鲁宾所著的梵高的传记中虽然详细记载了梵高割耳的

情节，25 但并没有提到这些高度相关的环境因素。此外，在记述此事

件的同一段落里，至少还存在两处对事实的错误描述。虽然可以假定昂

特迈耶书中的 92处有传记性质的描述是类似查尔波特这样的其他学者

所不知道的，尽管查尔波特花了 50多年的时间研究梵高，但似乎并没

有什么可靠的证据支持这种假说，而且似乎这种证据就是为了制造出一

个看似可信的解释而刻意编造出来的。类似的怀疑也适用于麦耶尔·格

雷费的解释。26 他认为，那位妓女曾经向梵高索要五法郎的硬币，但

是遭到了梵高的拒绝。随后妓女又说，“如果他不能给她五法郎的硬币，

                                      
23 里瓦尔德：《从梵高到高更的后印象主义》。 

24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235页。 

25 查尔波特：《文森特·梵高》；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 

26 麦耶尔·格雷费：《梵高：对其传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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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至少要将他的大耳垂割下来作为圣诞礼物送给她”。27 

有一种解释，其基础并不在于那种虚无缥缈的论据，而在于梵高在

进入疗养院的几个月后曾说，可能是因为耳朵的神经出了毛病，所以他

和其他的病人都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和语言。这种看法可能对他割耳的行

为有一定的解释力。 

可能惟一有充足证据支持梵高精神崩溃解释性因素就是他意识到

自己失去了弟弟的照顾。尤其是，割耳事件和后来的两次精神崩溃是同

他得知提奥订婚、结婚和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消息一同发生的。在每一件

事情中，梵高都担心失去他主要的情感和经济的支持，因为提奥有可能

将他的爱和金钱转移到他新组建的家庭中。28 

梵高的事例似乎也能说明他在遭遇挫折和失去关爱的时候，表现出

的一定的性受虐倾向。1881 年，梵高曾经拜访了祺·沃斯的父母，

祺·沃斯是他深爱的一个女人，但这个女人拒绝了他。当他听到祺·沃

斯为了躲避他而离开家的消息后，梵高将“手放在灯的火焰上说，‘我

会一直把手放在火焰上，一直等到她回来。’”29 祺·沃斯的父母吹

灭了灯，告诉他根本无法见到她。这些其他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梵高的

自残行为可能是受到他得知他将失去弟弟的关爱这件事情的影响。 

对诸多解释分出好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由于历史事件的可用

证据受到的限制，有时候直接验证每一个假说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

我们仍然有能力辨认错误的假设并收集具有确定性的相互支持的证据。

对解释和说明的评价可以遵循以下标准：a.逻辑合理性；b.对于某一事

情的诸多复杂方面，其解释具有全面性；c.他们接受反证的适应能力，

                                      
27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63页。 

28 查尔波特：《文森特·梵高》。 

29 查尔伯特：《文森特·梵高》第 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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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其前提和结论都必须经受得起考验；d.它们在大量相关的证据面

前具有一致性；e.它们必须获得上述标准的支持，或者他们同有关人类

机能的基本知识和被考察人员的基本情况保持一致；f.他们相对于其他

假说的可信性。30 

对于每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和对它的所有解释看做

一个大树。主干代表最初的问题或难题，枝干代表各种推测性的解释，

而更小的分支则代表对这些猜想性解释的检验。任何一个单独的解释都

附带着一系列检验，每一个检验都将提供一个虽然不是一锤定音的、但

却具有部分效应的对假说的证实或证伪。 

最后一步是对只有一个枝干的树干的考察，它代表着对惟一一个没

有受到检验的假说进行考察。一个全面的解释性考察就像一棵茂盛的大

树，包括一系列的解释性假说，同时也包括对这些解释性假说的大量检

验。这样一幅大树的图画，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对特定解释性研究的进程

进行评估的框架，并使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我们能够做的，而我们已经

做了什么。 

 

寻求惟一性的解释 

 

对个体生命行为的心理传记学研究经常受到批评，因为它带来的解

释太多了。例如，有人曾说，弗洛伊德的个案研究存在的严重缺点就是

它总是带来多种解释。31 波普尔32 声称：“每一个可以想象的案例都

                                      
30 布罗姆利：《日常语言中的人格描述》第八章；切希尔：《心理动力学解释的本质》。 

31 利伯特、施皮格勒：《人格：战略与问题》第 50页。 

32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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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按照阿德勒33 的理论进行解释，或者同样也可以按照弗洛伊德的

理论进行解释。我简直无法想象有哪一种人类行为不能按照某种理论进

行解释。正是由于这个事实（它们总是对的，它们总是能够得到确认），

所以说，这些理论只不过是在其赞成者的眼中才获得了最强有力的支持

的。我开始意识到，这些强有力的支持其实正是他们最致命的弱点所

在”。34 同样地，格根也说过：“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事件是极

其丰富和多样化的，因此任何一种理论模板都不可能完全合理地对其进

行解释。案例研究只是允许研究者能够自由地寻找事实以支持他或她预

先设定的判断”。35 

我相信，这些批评者都言过其实，并且是将已经充分准备好的东西

应用于尚未完全展开的解释性研究。对任何一件生活事件的解释都是可

能的，只不过其解释经常都需要以扭曲或选择性地选取这些证据为代

价。我们可以做出任何一种解释性的猜想，但并不是所有的解释都能够

经得起认真的检验。在司法程序中，一个有罪的被告在审判过程中的自

我辩解，很容易被原告律师的盘问所驳倒。同样地，用一种特定的理论

去解释生活的历史，也会经常经不起严肃的检验。例如，乔治三世

（Geogre Ш）曾经一直被认为患有一种狂躁 — 郁闷型的精神病，而

马卡派恩与亨特经过研究表明，他所患的其实是一种卟啉症 — 一种遗

传性的代谢紊乱。36 即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发现一些证据，它们能够

为那些理论提供论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理论能够为我们提供一

个对我们所研究问题的充分解释。 

                                      
33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 

34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35页。 

35 鲁宾：《地球上的陌生人》第 142页。 

36 马卡派恩、亨特：《乔治三世与疯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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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解释的内容进行严肃的检验，可以让我们发现其中很多理论

的虚假性和不可能性，因此可以将它们排除掉。在理想状况下，这种过

程将会产生一个单一性的、论据充分的解释。在某些情况下，虽然即便

将很多不令人满意的猜想排除掉，仍会剩下一个以上的解释同所有可以

掌握的证据相符合。我们有些时候会遇到“很多可能的解释，所有这些

解释在理论上都是合理的，而且也有事实作为证据支持它们，当这种情

况发生时，我们无法说出到底哪一种解释是最合理的”。37 

这种问题并不是在每天的活动中都能够频繁地遇到，因为研究我们

日常生活所能得到的资源总是很少的，一旦我们得出一个看似合理的解

释以后，或者一旦我们的解释能够同流行的正统学说相一致，我们的研

究也会随即停止。然而，如果我们对一个问题进行大范围的考察，如果

我们从各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或者如果这个问题涉及相互冲突的社

会和政治利益，可能就会出现多种解释并存的局面。 

 

结论 

 

有人认为，对一件事情进行解释，只不过是一个人理论偏好的武断

应用而已。毫无疑问，有时候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任何方法都可

能被错误地应用。对案例研究方法的有效应用不仅包括同某些证据相符

的明确的说明性表述，而且也包括将这些我们认为合理的表述放在所有

能够得到的证据那里进行检验，并且将他们同所有其他解释在合理性方

面进行比较。在所有不真实的理论解释被排除以后。或许仍然存在不止

一个解释同所有可以得到的证据相符，但这绝不意味着任何一种理论猜

想都可以对事实进行解释。 

                                      
37 派伊：〈致编者的信〉第 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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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遇到一些复杂的历史现象和临床现象时，研究者们有时会特别容

易接受最初的心理动机的解释，因为心理动力学可以使先前神秘的事件

变得具有可解释性。梵高的例子展示出这种方法的危险性，因为深入的

研究经常能够产生很多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解释。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认

为所有的解释都可能正确还是不够的；这种情况还需要我们对另外可能

的解释进行认真的检验，并从可信性方面对他们进行认真的比较。 

在一些情况下，通过对一系列可能的解释进行认真的分析，我们可

以只保留一种解释，放弃所有其他的解释；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我

们最后仍然会得到“大量的”解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同现有的证据

相符，并且没有显而易见的办法决定应该在它们之中选择哪一个。看起

来，从事心理传记学研究，就必须鼓起勇气在无法对事情进行解释和面

对复杂的多种解释的进退维谷的局面之间进行选择。 

即便存在这些困难，对个人生活中的事件进行解释时所出现的问题

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因为这些问题人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会不可避

免地遇到，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也是人格学、心理传记学和临床研究中

的重要任务。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下功夫，一方面在认识论上，我们需要

研究在对个人生活事件进行解释的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以及在何种

程度上获得一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我们需要研究如何才

能最好地对事件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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