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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生的心理发展概述

心理发展就是指个体从出生、成熟、衰老直至死亡的整个生命进程中所发生

的一系列心理变化，是个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相应环境的作用下，整个反应活

动不断得到改善，日趋完善、复杂化的过程，包括认知和社会性的发展等多方面。

其中，认知发展是指儿童青少年的注意、观察、记忆、想象、思维与学习等方面

的成长与进步。人格与社会性的发展是指儿童青少年的性格、道德品质、自我意

识、社会行为的成长与转变。

在人的一生中，个体心理的发展既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可以分为不同的阶

段。心理学家将个体的心理发展划分为八个阶段：

阶段 乳儿期 婴儿期 幼儿期 童年期

年龄（岁） 0～1 1～3 3～6、7 6、7～11、12

阶段 少年期 青年期 成年期 老年期

年龄（岁） 11、12～14、15 14、15～25 25～65 65 以后

二、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

名

称
层次 特点 原则 备注

本

我
最底层

无意识的、非理性的、

非社会化和混乱无序
快乐

由先天的本能、欲望所组成

的能量系统

自

我
中间层

调节本我与超我之间

的矛盾
现实

从本我中逐渐分化出来，以

合理的方式满足本我的需要

超

我
最高层

道德化了的自我，由社

会规范、伦理道德、价

值观念内化而来

道德
抑制本我冲动，对自我进行

监控，追求完善境界。

本我是生物本能我，自我是心理社会我，超我是道德理想我，当三者处于协

调状态时，人格表现一种健康状况；当三者互不相让，产生敌对关系时，就会产

生心理疾病。

三、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阶段论

弗洛伊德根据力比多发展的整个过程，即自出生到青春期，可以分为五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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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口腔期、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生殖期。

（1）口腔期（出生～1.5 岁）

口腔期（或口欲期）是个体性心理发展的最原始阶段，其原始性的性力集中

在口部；靠吮吸、咀嚼、吞咽、咬等口腔活动，获得快感与满足。

若口腔期婴儿在吮吸、吞咽等口腔活动中获得满足，长大后会有正面的口腔

性格，如乐观开朗，即口腔性乐观。反之，若此时期的口腔活动受到过分限制，

使婴儿无法由口腔活动获得满足，长大后将会有负面的口腔性格。如口腔性依赖，

它是一种幼稚性的退化现象，指个体遇到挫折时，不能独立自主地去解决问题，

而是向成人（特别是向父母）寻求依赖。又如口欲施虐，指个体不自觉地咬东西

的口腔倾向，在行为上表现出咬指甲、烟瘾、酗酒、贪吃等。

（2）肛门期（1.5～3 岁）

肛门期，动欲区在肛门。在这一阶段，由于幼儿对粪便排泄时解除内急压力

所得到的快感经验，因而对肛门的活动特别感兴趣，并因此获得满足。

在这段时间里，父母为了养成子女良好的卫生习惯，多对幼儿的便溺行为订

立规矩，加以训练。如果父母的要求能配合幼儿自己控制的能力，良好的习惯可

以因而建立，从而使幼儿长大后具有创造性与高效率性。如果父母训练过严，与

儿童发生冲突，则会导致所谓的肛门性格：一种是肛门排放型性格，如表现为邋

遢、浪费、无条理、放肆、凶暴等；另一种是肛门便秘型性格，如过分干净、过

分注意条理和小节、固执、小气、忍耐等。因此，弗洛伊德特别强调父母应注意

儿童大小便的训练不宜过早、过严。

（3）性器期（3～5岁）

性器期，亦有人划分为 3～6岁，动欲区是外生殖器。儿童在 3～5岁时，认

识到两性之间在解剖学上的差异和自己的性别，力比多集中投放在生殖器部分，

性器官成了儿童获得性满足的重要刺激，表现为这个时期的儿童喜欢抚摸生殖器

和显露生殖器以及性幻想。

这一阶段，儿童表现出对性的好奇，由此产生一些复杂的心理状况。弗洛伊

德认为，由于男孩在玩弄自己的生殖器时受到成人阉割的威胁，因而形成了阉割

焦虑，即男孩在潜意识里时常有被切除掉性器官的恐惧；相反，女孩发现自己已

缺少男孩那样的性器官而感觉受到损伤，对男孩有阳具一事，既羡慕又嫉妒，产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A3%E8%85%94%E6%9C%9F/784379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A7%E5%99%A8%E6%9C%9F/689735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AE%96%E6%9C%9F/20094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A3%E8%85%94%E6%9C%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F%A3%E6%AC%B2%E6%9C%9F/3592794
http://baike.baidu.com/item/%E5%92%AC%E6%8C%87%E7%94%B2/894498
http://baike.baidu.com/item/%E8%82%9B%E9%97%A8/40286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A7%E5%99%A8%E6%9C%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5%A4%96%E7%94%9F%E6%AE%96%E5%99%A8/628150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A%9B%E6%AF%94%E5%A4%9A/75072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AE%96%E5%99%A8/1205630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A7%E5%99%A8%E5%AE%98/2105882


品质源自责任

时间是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土壤 第 5页 共 11页

生了所谓的阴茎嫉羡。

此外，在这一阶段，男孩总想要独占母亲的爱，父亲则成为和自己争夺母亲

的爱的一个对手。因而，男孩对父亲产生敌意，形成了恋母仇父的恋母情结，又

称“俄狄浦斯情结”。此时的女孩则对自己的父亲爱恋，母亲则被视为多余的人，

而且总希望自己能取代母亲的位置。女孩子的这种恋父嫌母的倾向，弗洛伊德称

之为恋父情结，又称“伊莱克特拉情结”。但作为竞争对象的父亲或母亲都十分

强大，因害怕惩罚，最终以男孩向父亲认同，女孩向母亲认同而使心理冲突得以

解决。

儿童把父母作为自己性爱的对象，这一现象也对儿童的人格形成产生主要的

影响。儿童把自己和父亲、母亲等同起来，在行为上模仿父母，因此男孩的性格

很像父亲，女孩的性格很像母亲。另外，在性器期很容易发生力比多的停滞，以

致造成许多行为问题，如攻击和各式各样的性偏离等。

（4）潜伏期（6～12 岁）

潜伏期，这时期的性力受到了压抑。这是由于道德感、美感、羞耻心和害怕

被别人厌恶等的心理力量的发展，这些心理力量与儿童时期的毫无掩饰的性力冲

动是对立的。这种发展一半归于家庭教养和社会的要求，另一半则由于躯体的发

育。

这一时期的性冲动暂时停止活动，儿童中止对异性的兴趣，倾向多和同性者

来往。这个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对性缺乏兴趣，男女儿童的界限已很清楚。但是性

力的冲动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向今后社会生活所必须的一些活动——学习、体育、

歌舞、艺术、游戏等。这是通过升华作用的机制实现的，也是性力在发展过程中

的一种更有目的的作用。儿童在这时期若遇到不良的引诱，就会产生各种形成的

性偏离。

（5）生殖期（青春期到成年期）

生殖期（或两性期），亦是性成熟期，其特征是异性爱的倾向占优势。这时

候性力发生以下两项基本转化：①生殖区的主导作用超过了其他性感区的作用；

②性快感出现了一种新的位相——最终快感，这是最主要的性目的，与前些阶段

的先前快感正好相反。先前快感只能引起紧张，它只是婴幼儿的性欲，在青春期

及以后的成人生活中只起辅助作用。

http://baike.baidu.com/item/%E9%98%B4%E8%8C%8E/46810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1%8B%E6%AF%8D%E6%83%85%E7%BB%93/574425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1%8B%E7%88%B6%E6%83%85%E7%BB%93/1280829
http://baike.baidu.com/item/%E5%BF%83%E7%90%86%E5%86%B2%E7%AA%81/10399176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A7%E7%88%B1/166457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A7%E5%99%A8%E6%9C%9F/68973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A%9B%E6%AF%94%E5%A4%9A/75072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A7%E5%81%8F%E7%A6%BB/8154079
http://baike.baidu.com/item/%E6%BD%9C%E4%BC%8F%E6%9C%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A7%E5%86%B2%E5%8A%A8/3068825
http://baike.baidu.com/item/%E5%8D%87%E5%8D%8E%E4%BD%9C%E7%94%A8/122981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A7%E5%81%8F%E7%A6%BB/8154079
http://baike.baidu.com/item/%E7%94%9F%E6%AE%96%E6%9C%9F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A7%E6%84%9F%E5%8C%BA/1184088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A7%E6%AC%B2/6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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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按力比多能量贯注于人体有关部位的发展的变化和发展，把性心理

（人格）发展他为上述五个阶段。关于儿童的性，尤其是恋母情结的提出，最为

引起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不满。但弗洛伊德的信徒却认为这个情结不仅在精神病的

产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在个体的正常发展上也有重要的影响。这表明古典

精神分析与新精神分析的区别正是在对力比多（性能）的性质、地位与作用的理

解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四、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论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发展是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必须经

历八个顺序不变的阶段，其中前五个阶段属于儿童成长和接受教育的时期。每一

个阶段都有一个由生物学的成熟与社会文化环境、社会期望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所

决定的发展危机，成功而合理地解决每个阶段的危机或冲突将使个体形成积极的

人格特征，发展健全的人格。

八个阶段依次为：

1.基本的信任感对基本的不信任感（0～1.5 岁）

2.自主感—羞耻与怀疑（2～3岁）

本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自主性，体验意志的实现。这一时期，儿童掌握了

大量的技能，如爬、走、说话等。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怎样坚持或放弃，也就

是说儿童开始“有意志” 地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儿童开始有了自主感，他

们坚持自己的进食、排泄方式，所以训练良好的习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时孩

子会反复应用“我不”来反抗外界控制，而父母决不能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

将不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反之，若过分严厉，又会伤害儿童自主感和自我控制能

力。

3.主动感—内疚感（4～5岁）

本阶段的发展任务是培养主动性，体验目的的实现。由于身体活动能力和语

言的发展，儿童有可能把活动范围扩展到家庭之外。儿童喜欢尝试探索环境，承

担并学习掌握新的任务。此时，如果父母或教师对儿童的建议给予适当的鼓励或

妥善的处理，则儿童不仅发展了主动性，还能培养明辨是非的道德感。反之，如

果父母对儿童的问题感到不耐烦或嘲笑儿童的活动，儿童就会产生内疚感。

4.勤奋感—自卑感（6～1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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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自我同一性对角色混乱（12～18 岁）

6.亲密感—孤独感（18～30 岁）

7.繁殖感—停滞感（30～60 岁）

8.自我整合—悲观绝望（60 岁以后）

练习题

1.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2-3 岁的发展任务是培养（ ）。

A.自主性

B.主动性

C.勤奋感

D.自我同一性

2.心理发展的（ ）是心理发展的根本动力。

A.外部刺激

B.内部矛盾

C.逻辑法则

D.假设推理

3.人的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一个飞跃期是在 1-3 岁，第二个飞跃期是在（ ）。

A.儿童期

B.成人期

C.青少年期

D.老年期

4.弗洛伊德提出人格由本我、自我、超我三个部分组成，其中自我遵循的是

（ ）。

A.快乐原则

B.道德原则

C.现实原则

D.自律原则

5.考试中，当一个学生想偷看夹带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放弃

作弊，做一个诚实的人，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在此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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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成分是（ ）。

A.本我

B.自我

C.超我

D.现实我

6.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中，他认为人格最原始的部分是（ ）。

A.自我

B.本我

C.超我

D.理想我

7.婴儿饿了，就要立刻吃奶，如果不能满足，就要大哭大闹，这体现了弗洛

伊德的人格理论的（ ）。

A.自我的现实原则

B.本我的快乐原则

C.本我的现实原则

D.超我的完美原则

8.自我遵循的原则是（ ）。

A.快乐原则

B.现实原则

C.道德原则

D.利我原则

9.目前我国初级中学的教育对象大体上处于人生的（ ）。

A.童年期

B.少年期

C.青年期

D.中年期

10.心理发展的（ ）是心理发展的根本动力。

A.外部刺激

B.内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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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逻辑法则

D.假设推理

11.埃里克森提出人的社会心理发展渐成说，其中他将 0～17 岁分为（ ）

个阶段。

A.四

B.五

C.六

D.七

12.成熟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没有表现在（ ）。

A.人的先天素质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成熟

B.成熟决定了个体受教育的内容

C.成熟在高级心理活动中起作用

D.个体的器官随年龄的增长而发展

13.关于人的发展，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是有顺序的、可逆的、多样化的过程

B.能够保持相当长时间的变化

C.使个体产生更有适应性、更高效的行为

D.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14.对于弗洛伊德人格发展理论的评价，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被弗洛伊德以后的精神分析理论人物继承并发展至成熟

B.是基于大样本调查后得到的有效结论

C.充分体现出实证探究的精神，避免了主观臆断的随意性

D.整个理论对人的社会性关注不够，因此显得难以接受

15.西方文学中的经典人物俄狄浦斯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自己父亲，

娶了自己的母亲。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也提出了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发生在

人格发展的哪个阶段？（ ）

A.口唇期

B.肛门期

C.性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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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潜伏期

16.在埃里克森看来，儿童开始“有意志”地决定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这一

情况发生在（ ）。

A.人格发展第一个时期

B.人格发展第二个时期

C.人格发展第三个时期

D.人格发展第四个时期

17.根据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儿童喜欢尝试探索环境，承担并学

习掌握新的任务”的情况出现时，儿童发展的主要矛盾是（ ）。

A.主动对内疚

B.勤奋对自卑

C.信任对恐惧

D.自主对怀疑

18.有的人特别吝啬，就算很有钱也非常抠门，结果人死了钱没花完，酿成

了人间一大悲剧。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这样的人的不幸最早从（ ）

就形成了。

A.6～12 岁

B.0～1.5 岁

C.1.5～3 岁

D.3～5 岁

19.有的人的独立意识特别差，一有问题，首先不是想自己解决，而是寻求

他人的帮助。如果有人能把他们养起来，他什么都不用管，他就觉得是天堂一般

的生活。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人在（ ）没有发展好。

A.口腔期

B.肛门期

C.性器期

D.潜伏期

20.在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中，以下哪个时期时，个体的发展最为成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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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生殖期

B.潜伏期

C.肛门期

D.性器期

21.以下哪个心理学家研究人的毕生心理发展？（ ）

A.弗洛伊德

B.埃里克森

C.皮亚杰

D.斯金纳

参考答案：

1.A 2.B 3.C 4.C

5.C 6.B 7.B 8.B

9.B 10.B 11.B 12.B

13.A 14.D 15.C 16.B

17.A 18.C 19.A 20.A

21.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