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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神经科学是在宏大的文化背景下来全面深入考察个体的“心理、行为与脑认知机制”之间规律的一门学科。文化神经
科学所倡导的神经 - 文化交互作用模型表明该学科以融合视野引领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变革成为可能。同时，从文化学视野来审视，
亦折射出其在文化学层面的短板，即人文精神与文化意蕴在“文化”名义下日渐式微。
关键词 范式主张 工具主义 文化语意 理性精神 主体性

１ 前言
文化神经科学综合运用脑认知技术（如 fMRI ，
ERP ，PET ，EEG 和 MEG 等 )、神经科学理论及文
化心理学主张，旨在揭示跨文化领域下的人类心理
和行为的脑机制，以及大脑与文化元素相互作用进
而来制约着人类的行为模式。它实现了最广阔的文
化背景与最微观的脑神经网络之间的互动和对话。
已有的脑成像研究表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确实
对个体的认知过程、认知方式及脑神经产生一定的
影响（Han & Northoff，2008）。因此，文化神经科
学主张，人类个体的脑神经具有可塑性，文化背景
影响和改变着神经网络的联结模式。同时，不断发
生变化的脑神经网络系统也会改变和影响着文化，
这就形成了社会认知 - 文化 - 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
的机制，从而直接影响和制约个体的行为（韩世辉，
张逸凡，2012a）。

２ 文化神经科学学科范畴：融合的视野
２.１ 文化神经科学关于社会认知的研究
在传统社会心理学领域，社会认知具有跨文化
的普适性。文化神经科学主张，社会认知一个突出
特征是情境契合性。在与不同层级的任务互动和交
往时，认知方式会因个体所处情境的不同而表现出
明显的迥异性（Triandis & Gelfand，1998）。这种社
会认知风格的差异性反映了人类思维方式的两种风

* 本研究得到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项目（15KSD02）的资助。
** 通讯作者：吕晓峰。E-mail:xiaofeng55077@163.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338

格，这两种认知风格主要是体现在与环境之间的关
系上，即与环境的分离性和互依性。不同的认知风
格强调了个体与加工情境之间可能存在的跨情境性
和情境变化的契合性。有学者强调，不同于西方文
化背景下个体的认知加工会忽略情境信息情况，东
方文化背景下的个体认知加工则比较注重情境所起
到的作用（Nisbett & Masuda，2003）。这表明，个
体的社会认知方式与特定的文化背景总是相互作用
和相互适应，二者相互影响促使个体脑认知不断走
向深化与复杂。在社会认知的注意领域，就目标与
背景之间关系上，心理学家发现，相比于亚洲人比
较愿意关注目标和背景之间的联系所形成的场互依
型知觉注意模式，西方人更关注独立于目标的信息
背景，以此形成了场独立型的知觉注意模式（Varnum,
et al.，2010）。比如，在 Navon 的字母判断任务中，
东亚人要比西方人更快地识别整体字母，但却慢于
西方人识别子字母速度（McKone et al.，2010）。其
实，从人类进化视角来看，人类大脑的演化充满了
变数，只有不断演变才能和不断发展的社会相适应，
比如，大脑皮层的面积与个体所处的群体的规模成
正比（Dunbar & Shultz，2006），这使得大脑主动
的可塑性在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拥有了适应文化变
化的情境依赖性。
２.２ 文化神经科学关于自我研究
严格说来，文化神经科学关于自我的研究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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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社会认知研究的一部分。近年来。文化神经科

过，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所主张的文化作为人

学关于自我的研究突飞猛进，成绩斐然。为了使文

类所生活于其中的一种背景，始终对人类个体心理

化神经科学的学科主张更为清晰和明晰的层次性，

产生影响和制约的观点对于该命题的追问有所启发。

本文将关于自我的研究单列出来加以呈现。过去的

朱滢等人通过 fMRI 为研究手段向中国和西方大学

十余年间，神经科学运用脑成像技术，开始关于自

生被试呈现不同人格形容词来检验是否符合母亲、

我研究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也证实了“参与自我解

自身及公众人物的特征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

释加工的脑区主要有内侧前额叶皮质、前扣带回皮

下被试的自我表征存在着脑神经系统激活的差异性

质、后扣带回皮质和额上皮质等”（杨帅，黄希

（Zhu, Zhang, Fan, & Han, 2007）。

庭，王晓刚，尹天子，2012）。自我的文化神经科

２.３ 文化神经科学关于价值观研究

学研究发现，文化塑造和改变了不同的自我结构的

价值观在心理学层面被定义为客观事物相对于

相关脑区。当文化存在根本性差异时候，比如在东

主体而言有价值和有意义。
文化神经科学研究发现，

西方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无论是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所持有不同价值观在完成

自我—他人参照加工还是目标—背景参照加工中，

某种特定任务时可产生迥异的神经活动模式。一系

自我解释的神经特征会有很大的不同：前者体现出

列的实验研究结果揭示了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文化经

相依型神经特征，后者表现出独立于他人的神经特

验在塑造人脑结构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脑的活动

征。有学者以行为实验发现，拥有双文化背景的个

特征和功能形式。进一步的研究证明西方文化背景

体可以依据文化背景的变化而赋予自我概念不同的

下美国人的价值观更加注重行为的支配性，而东亚

理解，其背后的神经生物基础是双文化脑（bicultural

文化圈下日本人的价值观更认同于行为的服从性

brain），即拥有双文化背景个体拥有两套脑神经资

（Han, Northoff, Vogeley, Wexler, Kitayama, & Vamum,

源，可以实现动态审视他人与自我的关系（Ng, Han,

2013）。人脑可能会以迥异或者相反的方式调节中

Mao, & Lai, 2010），这就意味着当个体分别处于集

脑缘奖赏系统的活动，以便与服从性或者支配性价

体主义文化和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时，会表现出自

值观保持一致。至于中脑缘奖赏系统活动模式与其

我参照和重要他人（如母亲）参照加工激活相同或

他价值观是否也有类似变化模式有待商榷。另外，

者不同的脑区。此外，为验证经典的文化心理学文

有证据研究表明，人类价值观在文化传统和人脑神

化与心理是否契合的观点，有学者通过脑成像技术

经活动模式之间可能会起到中介作用，心理学家

探索和验证文化与自我概念加工神经机制之间的关

Lewis 等以 fMRI 技术证明了文化传统通过价值观

系。研究表明，如果中国人和美国人分别被启动了

这一中介影响到人脑神经活动变化（Lewis, Kanai,

与他们的文化背景相悖的自我概念，即独立型自我

Bates, & Rees, 2012）。 除 上 述 研 究 外， Chiao 和

概念和互依型自我概念，这就意味着切断了与其文

Blizinsky 通过对比 29 个国家被试研究发现，价值

化背景的关联，会减弱与文化相关联头皮前部 N2

观在文化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人群中某些神经递质

成分的活动属性和激活程度（Sui et al., 2013）。同时，

相关基因型的等位基因频率的高低。高集体主义文

有学者 Kitayama 等人通过研究东亚人和欧美人多巴

化群体中 5- 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启动子区功能多态性

胺 D4 受体基因携带者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来探索

(5-HTTLPR) 的短等位基因携带者所占的比例可能较

D4 在文化塑造脑功能与行为之间关系，研究发现，

高（Chiao & Blizinsky, 2010）。也有学者将国家和

多巴胺 D4 受体基因与文化相关，这表明多巴胺 D4

民族的价值观作为研究对象则是从更为宏大的视野

受体基因对脑功能的塑造的重要作用（Kitayama,

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具有一定影响的成果 (Andreas,

King, Yoon, Tompson, & Huff, 2014）。

2014)，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文化传统对特定的价值

文化神经科学的兴起在回答人类脑神经系统受

观结构和层次产生制约和影响。约翰逊（Johan) 通

文化影响到底是如基因－文化协同进化理论（culture

过对 40 余个欧洲国家开展的一项名为“文化价值观

- gene co-evolution）所主张的文化从人的基因水平上

与心理健康”跨文化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对人的

改变人类，还是文化－基因互动理论（gene - culture

心理健康产生重要的影响（Johan, 2014)。有学者研

interactions）所主张的文化背景下文化与基因共同作

究则揭示了社会制度、经济道路、历史传统等文化

用于人类认知机制的问题上，似乎还难有定论。不

背景确实影响到人的价值观的选择与演化，并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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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也影响到了个体所生活的文化背景（Ane, 2013).。

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亚裔美国人更倾向于对悲伤的电

此外。还有学者通过研究也揭示了个体的人格特征

影 片 段 产 生 共 情（Batson, Lishner, Cook, & Sawyer,

与价值观之间关系（Vollmer & Randler, 2012)。综上，

2005）。Johnson 等人通过研究发现，人们会表现出

价值观作为人类社会化的核心概念，未来文化神经

对种群内部成员的共情偏向，例如白人和黑人大学

科学更多关注静态价值观结构和动态价值观的过程

生对同种群有着更强的共情行为 (Johnson, Simmons,

研究，探索在差异化文化语境中个体的脑神经系统

Jordan, Maclean, Taddei, Thomas, & Reed, 2002)。同样

结构特征与功能演化很可能是未来价值观研究的重

类似的研究结果也得到了 Avenanti 等人的研究结果

要方向。

的支持（Avenanti, Sirigu, & Aglioti, 2010）。所不同

２.４ 文化神经科学关于情绪的研究

的是，Avenanti 等人选用的被试是黑人和白人大学

情绪一直是人类适应和理解他人重要表征。

生观看同种群的疼痛行为来观察是否产生共情行为。

近来有关情绪的研究揭示了情绪识别在激活脑神

上述研究结果验证了共情相关的神经活动与特定的

经系统方面存在区别，并具有文化上的差异性。

文化传统紧密关联。

Moriguchi 等人使用 fMRI 技术通过检验白种人和
日本人观看 Ek-man 图片库中的恐惧表情来测试脑

３ 文化自觉：文化神经科学范式文化反思

神经活动特征，结果表明日本人和白种人判断与识

文化神经科学整合了宏大的文化背景和微观脑

别恐惧表情的神经基础有着文化上的差异，具有东

神经活动相互作用研究，这反映出心理学在追求科

方文化背景的日本人比白种人的杏仁核活动表现抢

学化道路上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但如果从文化哲

眼（Moriguchi, Ohnishi, Kawachi, Mori, Hirakata, &

学视角来审视，也折射出其在文化学层面的短板，

Yamada, 2005）。有学者试图检验被试在观看恐惧

即人文精神与文化意蕴在“文化”名义下日渐式微。

性面孔时是否会激活杏仁核（Chiao, Iidaka, Gordon,

３.１ 心理学方法工具主义滥觞

Nogawa, Bar, & Aminoff, 2008），实验结果验证了

心理学方法工具主义主要体现在对实证方法的

相较于白种人，日本人被试对本民族文化一致性的

推崇。工具主义来源于杜威关于认识和真理理论的

表情，杏仁核都有更大的激活，由此在某种程度上

实用主义观点。其基本观点是认为思想、观念、理

证明了人的情绪识别的确具有文化的差异性。依据

论是人的行为工具，只要是对实现目的有用或者有

上述论断，进一步的脑成像研究也支持对本民族表

利于有机体适应环境就具备真理性，本身无真假之

情识别的文化优势效应的客观性和合理性（Adams,

分，只有有效或者无效、适当或者不适当之别。心

Jr, Rule, Ranklin, Yr, Wang, Stenson, & Yoshikawa,

理学之所以能登上科学殿堂，实证方法的运用是根

2009）。文化尤其是本土文化与情绪之间的契合性

本和前提（Martin & Sugarman, 2001）。实证论继承

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伯吉特 ( Birgit) 等人通过

和发展了自 17~18 世纪以来培根的经验论传统，在

实验研究表明，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他们

摒弃了认识论上一切个人主观意识后，严格区分了

对白种人的面孔识别时候，亚洲人的情绪识别的正

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划界标准，主张科学知识的获得

确率为 77.4%，不及欧洲人的 90.8%，不过亚洲人

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前提是采用实证方法，这必然地

的杏仁核活跃程度高，持续时间长，欧洲人则刚好

影响到当时急于摆脱形而上学努力构建科学形象的

相反（Birgit, 2012），这表明本土文化会更大程度

心理学：心理学成为自然科学前提是必须采用实证

地影响和制约人们的情绪，进而会形成与本土文化

方法，从而形成了实证方法优先和中心地位。

相适应的情绪。

文化神经科学作为一门科学，必然是实证方法

共情（empathy），是指一种能深入他人主观世

中心的预设。文化神经科学研究范式除了以无损

界，了解其感受的能力。近年来已经有不同的文化

伤脑成像技术的研究手段为支撑来探究人的心理和

背景对共情过程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这种文

行为的表现抢眼外，其研究方法的工具主义痕迹引

化的差异性直接影响到共情的效果和质量（袁加锦，

人注目。文化神经科学的自然科学品性的维系需

杨洁敏，汪宇，李红，2013）。已有的脑成像研究

要以实证方法为支撑，实验室方法、数理统计方

证据揭示出共情行为产生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

法、实验测量方法、数据模型等方法成为文化神经

所形成的某种社会关系有关，一般而言，具有集体

科学赖以运用的方法（孟维杰，2015；袁加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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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a）。只要能科学地揭示和探究个体的脑神经活

面及文化形式，如主流文化、区域文化、亚文化甚

动，以脑成像技术为代表的神经科学研究方法被无

至宗教文化等，并探讨他们对各种社会认知过程的

限制地应用到文化神经科学研究中，其主导和支配

影响及其大脑机制，这对于深入理解文化与社会心

作用更加凸显，这就必然形成了文化神经科学研究

理 - 大脑功能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方法的工具主义。正如有学者所言，从方法上看，

３.３ 理性精神极致张扬

以往有关文化与自我的研究方法过于依赖 fMRI 等

理性是当下科学心理学赖以立足的基本精神和

技术，关注中线皮层各区域（如 ACC、PCC）整

准则，并且上升到“主义”的高度。历史上，有两

体上如何加工自我信息的取向上可能存在一定工具

种理性：一种是被称之为传统理性，这是从本体论

主义的局限性（袁加锦，杨洁敏，汪宇，李红，

视角将宇宙本源和事物背后的实体作为世界秩序的

2013b）。而文化神经科学所主导的实验室研究方法

规则，柏拉图和黑格尔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另一种

和脑成像技术不可避免地处于方法为先导和为中心

则被称之为启蒙理性，这是从人性论视角将科学视

的比较尴尬的境遇（韩世辉，张逸凡，2012b）。尽

为是超越时空界限的工具，理性是人类一种自治精

管这样的论断似乎无法涵盖文化神经科学关于研究

神和能力，可以独立于身体和感知运动（崔月琴，

方法中心的局限性，甚至于，也无法证明当前文化

2003）。笛卡尔的经典名言“我思故我在”和康德

神经科学是否是方法论代替本体论，但至少还是表

主张理性精神就是对启蒙理性精神的深入诠释。我

明在一定程度上文化神经科学作为心理学实证取向

国学者李其维指出，早期的信息加工心理学和经历

的学科，其研究方法的工具主义依然是需要引起关

了“心理学转向的”早期认知语言学和认知人类学。

注的问题。

都贯穿着一种理性普遍理性形式，这就是当时所谓

３.２ 文化语意的误读

的“时代精神”（李其维，2008）。无疑，文化神

文化神经科学尽管将文化引入其中，将其视为

经科学始终贯穿着理性主义的“时代精神”。文

是揭示影响人类心理与行为的与大脑机制互动的重

化神经科学是在控制条件下试图实现对人脑神经活

要元素。但是，这里有几个命题文化神经科学还没

动和文化互动作用机制的探索。这种探索从严格和

有给出清晰回答：第一，文化的位置。与文化心理

精心设计的实验室环境为背景，到实验过程控制，

学一样，文化神经科学对文化的理解似乎并没有超

再到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对比，实际上是在理性精神

越文化心理学中文化理解的界域。文化心理学中，

引领下，以脑成像技术为研究手段，以严谨、标准

文化只是作为一种标签而成为个体活动的抽象变量，

和规范的试验程序为支撑，试图全面阐述人脑如何

文化存在于个体之外，与个体活动相分离（Greenfield,

加工信息的生物过程，进而构建起人脑在文化背景

2000）。从这个意义而言，文化神经科学中文化范

下信息加工机制的知识体系。概言之，文化神经科

式存在是为试图证明人类心理机制的客观性而存在。

学这种研究范式体现出对研究程序的严密控制，对

因此，文化神经科学中文化抽象变量的地位没有发

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说明，对构建人类心理规律的极

生实质性改变；第二，文化的价值。文化神经科学

度自信，是人类理性精神极致张扬直接体现。作为

将文化元素提升至与脑神经平等地位。但是，在没

一种替代性研究科学的文化神经科学，“科学心理

有妥当地处理好文化位置的前提下，如果过于仰仗

学从始至终一直贯穿着理性精神和逻辑分析思维，

和依赖文化，对脑神经活动和科学本身的内在逻辑

心理学家希望确立人的行为和心理功能元素周期

线索理解失之过简，则会使之在“科学主义”一极

表……文化被看作是情景因素，并没有包含在设计

和“文化主义”一极之间的摇摆。甚至有人批评说，

当中”（Kim, 2000）。

这种心理学文化研究取向仅仅是一种良好愿望、意

３.４ 人的主体性失落

识或哲学路线（John & Walter, 2001）；第三，文化

文化神经科学一直有一个难题需要面对，即在

范畴和层次性。文化神经科学研究中的文化背景预

其研究范式中面临的还原论风险及其带来人的主体

设多是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或者集体主义文化和

性迷失的可能。作为科学方法论经典内核和颇具争

个体主义文化来进行粗略划分。如此大范围和粗略

议的命题，还原论（reductionism）本意是主张将高

划分对于表征人背后的具体文化背景而言，还是缺

层次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低层次的、简单的对象

失一定的精准性。还需要进一步区分文化的各个方

来处理。奥卡姆“剃刀原则”正是还原论的经典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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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能用简单、原始的东西解决和说明问题就绝不

知情同意与个体自主性等问题（刘星，田勇泉，

用复杂、高级的东西。心理学自冯特创立科学心理

2014），这其中既要涉及到如何合理阐释科学研究

学以来，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家挥舞“奥

与发现和人的自身发展之间关联，同时也关涉到科

卡姆剃刀”将还原论原则发挥至极致，成为确保心

学发现的结果如何实现普及以及人们如何接受的问

理学学术研究精确性与客观性的必要操守。从行为

题，这就意味着，文化神经科学要想实现范式变革

主义心理学将人的行为分解为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不可否认，就其研究方式与

再到认知心理学将心智加工过程分解为计算机信息

研究的理念而言，文化神经科学带给心理学方法论

加工，都是典型的还原论的应用，即便是认知神经

的变革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可以预见，文化神经科

科学，也依然处于还原论的陷阱风险中（孟维杰，

学将会随着第二次认知革命浪潮到来，实现对心理

2015）。当下，还原论在心理学中的广泛应用带来
的消极后果之一即是“人”的主体性的失落。文化

学范式变革显著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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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e Claims and Review of Cultural Neuroscience on
Culture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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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brain cognitive technology (such as fMRI, ERP, PET, EEG and MEG, etc.), neuroscience,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in
cultural neuroscience reveals the 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human psychology, and the behavior of the brain mechanism, i.e., how the brain interacts
with cultural elements and restricts human behavioral patterns. It exerts the interaction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broades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the
microscopic brain network. The existing brain imaging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specific socio-cultural background doe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individual's cognitive processes, cognitive patterns and brain. Therefore, the cultural neuroscience advocates that the human brain has the plasticity,
an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changes the neural network. At the same time, the ever-changing brain network system changes and influences the culture,
which forms the mechanism of social cognition-culture-brain interaction, which in turn directly affects and constrains individual behavior. Cultural
neuroscience integrates the gr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micro-brain activity, which reflects the profound changes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s, but it also uncovers its shortcomings at the cultural level, that is, the humanistic spirit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re declining for the name of "culture", which are mainly demonstra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The psychological method of instrumentalism.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becomes a natural science by using empirical methods consisted of methods such as priority and central status. This leads to
instrumentalism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As a subfield of science, cultural neuroscience inevitably uses the empirical methodology which
is not completely criticized, and is still the central method by default; (2) The cultural semantic misreading. Cultural connotation is not understood and
applied completely in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departure of cultural context leads to an incomplete ecological system, which is
another problem that the cultural neuroscience has to face; (3) The rational spirit of publicity.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cultural neuroscience reflects
the a strictly controlled research program, a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the experimental process,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and an
extreme self-confidence in construction of human psychological laws, which is the ultimate spirit of human reason publicity; 4) The loss of human
subjectivity. That is, in the cultural neuroscience research, the risk of reversionism in the paradig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loss of subjectivity are
not only the subjective image of "human", but eventually it can slide into the theory of reduction. In addition, there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culturalneuroscience that is still in dispute, i.e. the ethical problems of brain imaging method still have to be solved. However, it is undeniable that culturalneuroscience is a new field and the future direction integrating the neuroscience an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This means that cultural neuroscience will
have more problems to face and to solve. It is foreseeable that with the ris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ognitive science which emphasizes situational,
embodied and dynamic approaches, cultural neuroscience will make possible correction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dy and mind, and will further
ration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ain, body and culture. Therefore, an innovative breakthrough for psychological paradigms could b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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