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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动作理解”一直被视为镜像神经元功能最为保守的假设，同时也是证据链最为强健的领域之一，但其概念内涵却始终

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戈尔迪之结”一般没有得到厘清。目前，动作理解的紧缩解释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来自实验室检验与哲
学拷问的证据倾向于认为，镜像神经元活动构成动作理解的观点是一种“循环论证”，前者至多只能算作产生动作理解的附带原因，
而不是必要与充分原因。将广义的动作分成运动、运动动作与运动动作链可以有效地澄清实现理解不同层次的动作需要具备哪些
条件。回应质疑并为辩护自身立场指明前进方向，是重解动作理解“戈尔迪之结”的起点，将对镜像神经元的科学祛魅产生奠基
性的影响。
关键词 动作理解 镜像神经元 紧缩解释 附带原因 目标

１

引言
在著名心理学科普作家 Jarrett（2014）出版的

新书《大脑的重大迷思》
（Great Myths of the Brain）中，
有关镜像神经元功能的研究已经沦为了第 25 位的迷
思。迷思背后，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这一认
知科学的“新宠”及其衍生的功能假设正在认知科
学哲学领域内掀起一场激烈且旷日持久的争论。最
近，素有该领域“喉舌”之誉的意大利帕尔马大学
团队在回顾与展望镜像神经元研究的重要意义时指
出：“作为一种基本的运动神经元，镜像神经元为
解决运动系统参与理解他人动作与意图提供了意想
不到的解决途径”（Ferrari & Rizzolatti, 2014）。“动
作理解”（action understanding）构成了镜像神经元
最初被赋予的两大基本功能之一（另一项功能是模
仿），也是迄今有关镜像神经元功能最保守的假设
与证据链最强健的领域之一（Caramazza et al., 2014;
Rizzolatti & Sinigaglia, 2010）。
然而，这一领域正在面临严峻的双重挑战，
来自哲学思辨的拷问与科学证据的质疑日益激增
（Reddy & Uithol, 2016; Spaulding, 2013）。 不 同 学
科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研究者纷纷介入，使得
动作理解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戈尔迪之结”
（Gordian Knot）一样变得绞缠难分，千头万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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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动作理解的定义及其背后的哲学基础，厘清动作
理解与镜像神经元活动的关系，为动作理解提供一
个多层次的理论模型，这将有助于我们拨开笼罩在
动作理解研究上的重重迷雾，进而对镜像神经元的
科学祛魅产生奠基性的影响。

２

动作理解的迷思

２.１ 动作理解的定义及其解释理论
镜像神经元是一种不仅在动作执行时被激活，
而且在知觉到同种属（conspecific）的生物体或实验
人员做出相似动作时也会产生激活的神经元。目前，
关于镜像神经元在猴脑中的分布以及人脑镜像神经
元系统的组成的争论仍在持续（Bonini, 2016）。“镜
像”的核心意义在于神经元对观察和执行相似动作
时都产生激活反应。在由此衍生的镜像神经元的功
能假设上，最具代表性的主张之一是其参与了“动
作理解”（Rizzolatti & Sinigaglia, 2010）。帕尔马大
学的研究团队最早使用该术语来描述镜像神经元的
功能（Rizzolatti, Fadiga, Gallese, & Fogassi, 1996）。
然而，“动作理解”这一术语在先前从未被用于动
物或人类认知的研究，这导致其精确含义在实验心
理学与神经科学中远未达成共识。它可以指代一系
列不同的心理过程或同源功能。例如，“动作知
觉”（action perception）（将生物体的行为知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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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动 作）；“ 动 作 识 别”（action recognition）

描述场景的一系列元素是通过视觉分析从简单到复

（辨别出一个动作的目标）；“动作选择”（action

杂建立起来，之后再与观察者的概念系统结合从而

selection）（Catmur, 2014）。

达到理解他人动作的意图。因此，用于理解像用手

在帕尔马团队的不同成员及其各自发表的不

抓取物体之类的生物动作的概念与神经系统和用于

同 文 献 中， 动 作 理 解 也 有 着 不 同 的 含 义。 按 照

理解像门被风吹开之类的非生物动作之间在理论上

Rizzolatti 和 Sinigaglia（2010）的观点，动作理解的

几乎没有差异。

狭义神经科学定义就是指将几个“运动”
（movement）

最后，这种“来自内部”的动作理解以“运动

识别为一个动作的能力。例如，如果我能将他人朝

共振”（motor resonance）的方式将观察者与被观察

向苹果移动手臂的运动识别成是“抓取”苹果，将

者的动作直接匹配（direct-matching）起来（Rizzolatti

这种运动与其他运动区分开来，并使用这一信息去

& Sinigaglia, 2010）， 并 构 成 了 狭 义 的 具 身 模 拟

组织后续的合适动作，那么我就可以说“理解”了

（embodied simulation）（Gallese & Cuccio, 2015）。

他人的“动作”。这种定义显然是将“理解”与“识别”

在哲学认识论上，
这一立场带有强烈的现象学预设。

划上了等号。在大量文献中这两个术语往往被交替

举例来说，假设小明想要做一个鸡蛋灌饼，我们是

使用（Steinhorst & Funke, 2014）。不过，这种“理解”

通过他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内容来推

仅仅是镜像神经元被动作所携带的视觉信息激活产

测其动作目标。因此，理解动作意图只是理解动作

生的假象吗？显然，帕尔马团队否认了这种解释。

目标指向性（goal-directedness）的问题，即知觉到

一系列经典实验显示，只要豚尾猴拥有足够多的关

当下正在发生什么并预测接下来的行动将会是什么。

于动作执行者意图的暗示信息，这些神经元在动作

Gallese（2007）将这样一种哲学立场称之为“紧缩

目标对于豚尾猴的视觉系统来说是隐蔽的时候也会

解释”（deflationary account）。

被激活（Ferrari & Rizzolatti, 2014）。这些实验结果

２.２ 镜像神经元与动作理解的关系

倾向于支持：镜像神经元的激活表征了动作的概念，
而不仅仅是由看到或执行动作所导致的反应。
对此，Rizzolatti 和 Sinigaglia（2010）明确强调，

自从镜像神经元被发现并与动作理解绑定在一
起之后，虽然有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彼此的文献中
被反复提及，但这种关系的精确形态却一直没有得

较之单纯的动作视觉加工，镜像神经元活动涉及到

到清晰的厘定。不过，心智哲学家 Spaulding（2013）

动作的“意义”，并产生一种“更丰富的理解”或

在更为广义的社会认知上有效地区分了镜像神经元

是“来自内部的理解”。上述表述具有丰富的内涵。

角色的构成性解释（constitutive interpretations）与因

首先，“理解”一词指向了完成某种社会互动过程，

果性解释（causal interpretations），并将后者类比于

而这仅仅由猴脑或人脑中一类神经元的激活放电所

实现关系（realization relation）。即，当我们说神经

实现。这是因为一个指向目标（goal）的动作总是

事件 λ 构成了认知事件 ζ 时就像是在说 C 神经纤

相应地与某种代表这一目标的高阶心理状态
（例如，

维的放电实现了疼痛。在此意义上，构成关系与因

信念、愿望与意图）关联在一起。例如，“伸手抓

果关系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我们说事件 λ 产

向一个苹果放到嘴里吃”必然涉及“想要吃苹果并

生了事件 ζ 就是说 λ 引起了 ζ。因此，研究者必

相信那里有一个苹果”。在传统的认知心理学观念

须回答镜像神经元活动是引起（causes）还是构成

中，动作与它们所指向的目标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

（constitutes）了动作理解。前者是一个经验上可检

不依赖于作为动作执行的运动加工与表征的（Gallese

验的假设，该假设认为存在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为能

& Sinigaglia, 2014）。

力——“动作理解”，它是由镜像神经元活动产生

其次，按照这个观念，所谓“来自内部的”

的。后者强调，在本质上动作观察过程中镜像神经

的理解是指重新使用观察者自身的运动指令系统

元的激活就是一种动作理解的形式，这种形式无需

（motor repertoire）来捕捉观察动作的目标或运动可

进一步的结果以获得“动作理解”的资格。显然，

能性，就像我们自己执行这个动作一样（Rizzolatti

Gallese 等提出的紧缩解释正是旨在预设镜像神经元

& Sinigaglia, 2015）。这种理解并非像传统视觉假说

激活与动作理解之间的构成关系。然而，如果紧缩

认为的那样“是来自外部的”，即完全依靠视觉（有

解释支持者认为镜像反应的存在（就如同激活动作

时也伴随语义）信息加工机制来完成。根据后者，

执行者所使用的相同运动程序）本身就是一种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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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借助看到他人的动作激活自身的运动程序就

在观察生活中的各类动作时不仅需要镜像神经元的

等同于理解他人的意图。
那么，
这种主张可能陷入
“循

参与，还需要其他的社会脑区（social brain）来共同

环论证”（circularity）或“乞题谬误”（begging the

对观察到的动作进行认知解码。而对这些社会动作

question）：“如果镜像神经元的反应被定义成构成

意图的理解所需的脑区远远大于镜像神经元所在的

了意图理解，那么询问这些反应是否是意图理解的

脑区（Ramsey & Hamilton, 2010）。一些在特定条件

基础就是不可能的”（Catmur, 2015）。

下的动作理解则需要进化上更为高级的内侧前额叶

当然，大多数研究者更倾向于认为镜像神经

（mPFC）的参与。例如，Brass, Schmitt, Spengler 和

元的活动因果性地产生了动作理解。然而遗憾的

Gergely（2007）的 fMRI 实验通过让被试观察合理

是，在镜像神经元的已有文献中却很少将因果关

情境（行动者的双手都拿满了物品，用膝盖打开照

系的三种不同的类型区分开来。第一类是必然原

明开关）、相对不合理情境（行动者的双手拿着一

因（necessary cause）：λ 对于产生 ζ 是必要的；

个小且轻的物品，用膝盖打开照明开关）与完全不

第 二 类 是 充 分 原 因（sufficient cause）：λ 对 于 产

合理情境（行动者空着手，用膝盖打开照明开关）

生 ζ 是充分的；第三类是附带原因（contributory

中的动作执行，发现被试颞上沟（STS）与内侧前

cause）：λ 对于产生 ζ 是既非必要也非充分的，

额叶的活动会伴随对他人动作意图进行归因的困难

但是的确它有助于产生 ζ。联系到镜像神经元活动

程度而产生变化。相比之下，镜像神经元的活动在

与动作理解的关系，这三种类型仍然适用。

相对合理情境与完全不合理情境下的活动却没有差

首先，能否将镜像神经元的活动视为产生动作

异。研究者认为，在执行涉及动作刺激的心智任务

理解的必要条件？按照具身模拟的设想：“利用我

期间，镜像区域的活动有可能是由这些任务中含有

们自己的运动皮层中的动作知识去推测他人与动作

的动作观察成分引起的。理解意向性的动作是由颞

有 关 的 意 图”（Rizzolatti & Sinigaglia, 2007）。 然

上沟与内侧前额叶所调控的，这两者属于推理性

而，这一机制常常与临床神经病理学上的一些病例

（inferential）的心智化系统（mentalizing system）。

相矛盾。例如，以失用症（apraxia）（即运动皮层

因此，目前学术界比较倾向于达成一致的观点

中负责该动作执行的脑区被损毁）为代表的一些脑

是将镜像神经元视为动作理解的附带原因。即，它

损伤的病人常常无法自己去执行某些动作，但是他

的确参与了理解他人动作意图的解码，但主要是在

们却可以较好地理解其他人执行这些动作的意图。

与其他社会脑区的共同合作下完成的。这些社会脑

这表明即使自己运动皮层中缺少对某个动作的表

区通过解码重要的社会信号，从而更准确地引导镜

征，并不会直接妨碍病人对该动作进行准确的理解

像神经元定位个体自身动作皮层中相关的动作表征。

（Hickok, 2009）。这些临床案例暗示动作的理解可

２.３ 动作理解的多层次模型

能不需要自身运动皮层中的动作信息，运动能力也

紧缩解释的支持者认为，关于镜像神经元感受

并不总能预测“动作理解”。换言之，要么这些能

域属性的检验显示它们可以编码“目标”（goal）

力可以分解，要么是先于脑损伤，或随后的补偿过

（Rizzolatti & Sinigaglia, 2010）。“ 目 标” 一 词 有

程。来自神经病理学的临床脑电与成像研究显示，

很多解释，最为普遍的定义主要包括两种：镜像神

镜像神经元系统更有可能参与了动作知觉（包括动

经元编码的是（1）目标导向的动作（object-directed

作侦测、对观察到的动作进行区分）、动作识别（如

actions）；（2）高阶的动作意图（high-level action

给观察到的动作命名）以及对象 - 动作匹配等（Cook,

intentions）。

Bird, Catmur, Press, & Heyes, 2014）。这不仅提醒研

对镜像神经元感受域属性的早期报道发现，手

究者重新审视“动作理解”这一概念的含糊性，而

势动作（pantomimed actions）（如在目标缺失的情

且严肃地挑战了将镜像神经元的活动视为动作理解

况下模拟精确的紧握动作）和不及物动作（intransitive

必要条件的看法。

actions）（如咂嘴）无法诱发猴脑镜像神经元的反

其次，能否将镜像神经元的活动视为动作理

应。相反，当豚尾猴观察目标导向的动作时镜像神

解的充分条件？一系列实验研究表明，镜像神经

经元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应。这种活动模式提升了这

元对于在社会背景下的动作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

样一种可能性：就某种意义上，镜像神经元对“目

（Caramazza et al., 2014）。脑成像研究显示，人们

标”的编码就是指它们只对目标导向的动作产生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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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目标导向的动作所直接指向的目标

科

学

运动动作类型中，近端目标（proximal goal）本身
是重要的，但实现近端目标的精确机制却是次要的

与意图之间存在着精确对应关系吗？答案是否定的。

（Casartelli & Molteni, 2014）。Umiltà 等（2008）的

相同的直接目标可以与许多意图相兼容（例如，某

实验使用“正常钳子”任务与“反向钳子”任务发现，

人打开灯可能是为了捡起掉在地上的笔，或是为了

在不同的条件下镜像神经元的活动是与运动动作的

吓跑一个闯入者），相同的意图也可以与许多不同

近端目标相关的，而与这两个任务中存在明显差异

的直接目标相兼容（如，某人为了实现吓跑一个闯

的效应器及其视觉运动学线索无关。这也解释了“宽

入者的意图可以做出开灯或发出巨大的响声）。紧

泛一致的”（broadly congruent）镜像神经元的存在。

缩解释所遭遇的困境是：即便镜像神经元可以构成

它们则会在执行某一动作（如，精确地抓取某物）

对直接目标动作的理解，在直接目标（如，开灯）与

和观察某个大致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的动作（如，

意图（为什么开灯）之间仍然存在一条鸿沟，两者

用力抓取或精确抓取）产生激活。它对多重相关动

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联系。因此，即便镜像神经元

作产生反应，而与动作的执行方式无关。这反映了

可以构成一种目标理解，研究者也难以看到镜像神

视觉系统与运动系统的层级化组织是由编码相对低

经元如何成为意图理解的基础，后者远比单纯的直

阶的表征（如，描述特殊“精确度”和“力度”的

接目标理解要宽泛且复杂得多（Spaulding, 2013）。

抓取）和高阶表征（如，描述一般的“抓取”）的

在此基础上，Casartelli 和 Molteni（2014）认为

不同集群组成的。

有必要将以往文献中有关动作理解的概念按照类型

相比之下，运动动作链中涉及到一个更抽象的

分成：运动（movement）、运动动作（motor act）

动作概念。观察者会通过模仿一个运动动作的序列

与运动动作链（motor action）。“运动”是在缺少

来复制其远端目标（Casartelli & Molteni, 2014）。即，

一个具体目标的情况下关节和身体部位的移动，运

一个远端目标（如，拿起杯子喝水）是由一连串简

动可以在日常活动中被观察到（至少一半运动是无

单的运动动作（例如，伸手去抓杯子，端起杯子拿

意义的），也可以在被电或磁刺激运动区域时被观

到嘴边等）所编码的。与运动动作不同，运动动作

察到。“运动动作”是直接指向一个物体或身体，

链的目标是远端目标（distal goal）。因此，在运动

并且潜在地引起互动，运动动作编码了具体的物体

动作链中近端目标是无关效应器的，而远端目标独

或其他与近端目标的直接互动（如，抓起薯条）。

立于参与其中的一系列具体运动动作。明确这一点

来自非人灵长类的早期与近期实验证据显示，运

对于日常生活具有潜在的功能价值。例如，如果你

动动作是在单一神经元水平上被编码的（Gallese &

在赶赴一个重要的典礼时迟到了，并且双手拎着沉

Sinigaglia, 2014）。“运动动作链”则是朝向远端

重的行李箱，你的（远端）目标是赶到八楼，那么

目标的一系列运动链（如，伸手去取薯条，抓住它

你将会寻找一种方式来按电梯的按钮（即近端目标）。

并放到嘴里）。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运动动作可以

至于你具体按按钮的方式是无关紧要的。这也解释

在单一神经元水平上进行编码。然而，来自人类和

了当观察和执行不同运动动作链时，“逻辑相关的”

非人灵长类研究的证据指出，运动系统的链状组

（logically-related）镜像神经元的活动特征。已有研

织实现了远端的目标（Ansuini, Cavallo, Bertone, &

究显示，执行或观察运动动作链产生的逻辑相关的

Becchio, 2015）。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远端的目标

镜像神经元的激活，并非是由紧缩解释预设的“直接”

才可以被视为动作意图。

的颞 - 顶 - 额感觉运动通路实现的，而是依赖于“间

运动动作可以被分解成几个更基本的环节：对

接”的前额 - 前运动（prefronto-premotor）通路，并

运动动作的检索，对运动动作具体序列的建构，

且与基底神经节、丘脑等皮层下区域神经网络之间

以及最终的精细加工。这些基本环节至少部分地

存在密切联系（Gerbella, Borra, Mangiaracina, Rozzi,

受 到 到 顶 额 镜 像 神 经 元 网 络（parieto-frontal MNs,

& Luppino, 2016）。

PFMN）的调节。理解观察到的运动动作（如，抓

因此，运动动作链本身的高度情境依赖性或许

起一支钢笔）无需关注特殊的效应器（如，生物性

是逻辑相关的镜像神经元产生的外因，而后者能在

的效应器或者工具；右手或者左手）或精细运动

不同意图的动作执行与观察条件下，对相同目标导

过程（如，精确抓握或者全手抓握）。在理解这种

向的动作链产生不同的反应，恰恰潜在地挑战了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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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巍 ： 重解动作理解的“戈尔迪之结”：镜像神经元祛魅

缩解释的要义：镜像神经元对动作意图的理解是通

本身（而不是实现机制）的表征，以及“逻辑相关”

过激活直接引导观察者与实施者动作链的相同“目

镜像神经元的活动对运动动作链远端目标的表征却

标”实现的。

并不能够满足条件（1）。同样，目前也尚未有直接

３

总结与展望

的研究证据可以满足条件（4）。可以断言，上述种
种围绕动作理解与镜像神经元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

在古希腊神话中，“戈尔迪之结”的最终命运

就动作理解的紧缩解释以及镜像神经元的科学祛魅

不是被巧手解开，而是被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挥剑

而言，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中国的也是世界

劈成两半。然而，“动作理解”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的心理学家郭任远（1933）给予科学研究的忠告依

却恐难以一蹴而就。首先，由于动作理解的复杂性，

然适用：“怀疑是信仰的开端，选择与批评才是鉴

紧缩解释难以胜任对所有相关现象的有效解释；其

定信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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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ntangling the “Gordian Knot” of Action Understanding:
Disenchantment of Mirror Neur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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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en said that mirror neurons are “the most hyped concept in neuroscience”. There are two main and robust hypotheses that have
been advanced on what might be the functional role of mirror neurons. One suggests that mirror neurons are at the basis of action understanding
while the other emphasizes that mirror neuron activity mediates imitation. However, as many researchers have recently discussed, the term “action
understanding” has not been clearly defined. It has been used to refer to action perception, action recognition and s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direct
matching hypothesis” designated by Rizzolatti and colleagues, an action is understood when its observation makes the motor system of the observer
“resonate”. Thus, when we observe a man biting an apple, the same population of neurons that control the execution of biting will resonate in the
observer’s motor areas. A more radical definition for action understanding is a deflationary account proposed by Gallese, “determining why a given act
(e.g., grasping a cup) was executed can be equivalent to detecting the goal of the still not executed and impending subsequent act (e.g., bringing the
cup to the mouth). ”
There are constitutive and causal interpretations of mirror neurons’ role in action understanding, but, unfortunately, they are rarely distinguished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To say that neural phenomenon λ constitutes cognitive phenomenon ζ is like saying that λ realizes ζ, but this claim is
potentially circular or begging the question in standard philosophical wisdom. The causal relation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constitution relation. To say
that event λ causes event ζ is to say that λ brings about ζ.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causal relations. Necessary cause means that λ is necessary to bring
about ζ; sufficient cause means that λ is sufficient to bring about ζ; and contributory cause means that λ is neither necessary nor sufficient to bring about ζ,
but nevertheless it contributes to bringing about ζ. Recently, a series of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s the idea that mirror neurons are contributory causes
of the action understanding.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clarify how mirror neurons serve as contributory causes of the action understanding and to profitably distinguish between
movements, motor acts and motor actions from both conceptual and neurophysiologic points of view. However, recently, a bit of controversy arose
over the mirror neuron activation for above three aspects. The current work that combines behavioral studies with neuroimaging and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 in humans indicates that mirror neuron activity,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erceptual cues, causes one to recognize and anticipate
the completion of a goal-directed action. This shows the action understanding is mediated by an inferential system (e.g., STS and mPFC, etc.).
Notably, for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of the deflationary account, to compromise a compatible approach, like different versions of dual process
theories of action understanding, may be a relatively easy choice. However, direct responding to opponents’ challenges and defending of one’s own
positions must also be called for.
Key words action understanding, mirror neurons, deflationary account, contributory cause, go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