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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因的稳定性与灵活性＊

———来自“脑－心理－社会”视角的分析

□应小萍，罗　劲

［摘　要］　文化基因具有与其他形态的基因一样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本质特征，两者的对立

统一是研究范式和证伪这两种不同的知识积累和更新方式的协同作用而完成的。提出专家圈子与

专家知识可能是联结两者的桥梁，它是决定特定人类文化领域的保守性（稳 定 性）与 开 放 性（灵 活

性）的关键。通过分析和探讨领域专家和专家知识的特性，就有可能将微观的个体认知层面的稳定

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与宏观的社会“文化基因”层面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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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基因在 Ｍｅｒｒｉａｍ－Ｗｅｂｓｔｅｒ字典的定义是在某个文化内，在个体之间传递的思想、行为和生活方式。

吴秋林从结构主义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基因的认知与表述，［１］不仅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视角，更

重要的是结构主义的视角，在实践上有助于我们更加有效地将对微观的个体水平的科学发现与宏观的人类

文化层面的现象结合起来。本文拟从当代认知心理学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出发，考量“文化基因说”的

科学依据，特别是其认知科学依据。

从神经元、系统水平的神经功能结构乃至人类个体的角度出发来考虑人类社会文化现象，需要解决的是

理论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即“系统的层次问题”。神经系统或人类个体层面的特性虽然是构成人类社会文化

现象的基石和最基本元素，但这个层面的规律和机制却往往并不足以解释诸如人类社会文化现象这样的更

高层次系统的东西。这就好比一辆辆单独的汽车及公路系统是“交通路况”这一现象的基本组成要素，但如

果仅从每一辆车的发动、制动和操控装置的角度出发，却并不足以说明与“交通路况”现象有关的全部事实或

基本事实。［２］但毕竟这两个层次之间是有关系的，就如同在只有马车的时代没有必要也不会产生像现代大都

会这样高度复杂的立体交通网络一样，如果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高智能人类个体，那么高度复杂的当代社会文

明也无从产生。

我们将从“机能对应”的角度来探讨“个体”与“群体／社会文化”这两个不同层面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机能对应”是指个体的脑认知层面的某种特定机能可能与更加宏观的人类文化层面的某种基本特性之间存

在功能结构上的相互对应关系。可以使用“机能对应”这个概念，用一个处于较为初级的基本的系统层次的

机制（如个体的心理与认知规律）来解释和阐明一个更为高级的系统层次的机制（如人类文化现象）。

正如生物基因研究可以解答物种的生存与延续，“文化基因”要解决的是关于社会文明的保持和延续问

题。从理论上讲，任何形态的“基因”都具有两种本质特性。一是稳定性或保守性，即能忠实地将漫长的进化

历程中所获得的对于物种生存而言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保留下来，代代相传。二是灵活性和创造性，即能随

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做出新的适应并将这种更新逐步地纳入基因记录系统之中。“文化基因”也兼具稳定性和

灵活性的特征。本文尝试用“机能对应”的观点，假定“文化基因”中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是与个体认知系统的

稳定性和灵活性特征相对应的，但二者的机理却并不相同，即纯粹的还原论思想并不成立，我们不能用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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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特征来完全而充分地说明“文化基因”中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问题。事实上，这两

个不同层次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对立统一是借由两种看似完全不同的心理机制或社会文化机制来实现的。

因此，研究这两种具有同型结构的对立统一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探讨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切实可见

的桥梁实现二者的连接，是本文要思索解决的一个关键点。

二、个体认知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有关多重记忆系统的发现

在认知科学对智能系统的研究中，稳定性和灵活性是一对基本矛盾。与普通人对智能系统的直觉认识

相反，对智能系统的稳定性与灵活性关系的研究发现，智能系统的学习速度（学习速度代表其灵活性程度）并

非越快越好，这是因为一个智能系统的学习速度越快，需要付出丧失这个智能系统 较 好 稳 定 性 的 代 价。比

如，儿童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学习和记忆能力，这意味着其智能系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但这种灵

活性所带来的后果却是较低的系统稳定性，也就是说儿童并不能像正常成年人那样具有相对稳定的自我观

和世界观。那么，人类的智能系统是如何同时兼具稳定性与灵活性特征呢？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脑中

同时具有快速和慢速两个学习系统，［３］其中的快速学习记忆系统可以将某些一次性的个人经历生动地保持

下来，因而被称为情节记忆，比如说我们能够清楚地记得上一次在餐馆用餐的情景以及与这个事件有关的各

种体验，这就是情节记忆。但对于像在餐馆用餐这样的生活事件而言，人脑中也同时存在着另外的慢速学习

系统，需要对之进行编码，称为语义记忆。比如语义记忆系统所编码的就不是关于某一次特定的用餐情景，

而是关于在餐馆用餐的一般心理图式（如包含点菜单、吃饭吃菜以及买单等要素）。研究发现，情节记忆依赖

于脑内的海马及其周边的神经结构，这个神经结构具有一种联结性或中介性作用，能够将分布于其皮层上的

各信息加工脑区暂时地联结在一起。［４］而语义记忆则部分地在情节记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不再需要海马

的参与，而是基于脑皮层上的各信息加工脑区之间的直接连接。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情节记忆需要经

过数年时间才能逐步地转化为语义记忆。［５］因此，相对于情节记忆而言，语义记忆是一个学习速度较慢的系

统。正是因为我们的头脑中既有像情节记忆系统这样的快速学习系统，又有像语义记忆系统这样的慢速学

习系统，我们人类的认知才能既稳定又灵活，从而实现对于持续变化的环境的有效适应。

三、社会文化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科学范式与科学革命

与人类个体的认知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对立统一不同，宏观层面上的文化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实现的方式

则较为复杂。例如，从近现代中国社会所发生巨变看，巨变是在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影响之下产生的。这突

出体现了中国文化基因具有巨大的灵活性，能够接受很多来自外部比如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其稳定性的一

面则相对没有那么显著，许多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由于在对特定文化形态进行讨论时，会有很多

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以本文将选取一个相对比较简单而且较少受到无关因素影响的领域———现代科学

知识的探索发现———为例，说明作为现代社会重要文明形态的科学知识在发展进程中是如何兼具稳定性和

灵活性的。

一方面，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明确了科学发展与进步的“游戏规则”，即利用可证伪的科学预言与被观

察到的科学事实之间的互动和张力来促进科学见解的更新与革命。［６］比如，与“瞎子算卦———两头堵”的占卜

学说不同，爱因斯坦的理论曾经做出了一个承担了风险的科学预言，即光线在经过巨大的物体（如太阳）时会

发生弯曲，而这一点可以通过在日食条件下观察太阳边上的某颗星星的位置是否较之旁边没有太阳时有所

变化而加以验证，如果确实发现了星星的位移，则理论就被证实，否则就被证伪。这种具有科学革命意义的

思想揭示了科学知识在其产生过程中灵活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库恩提到的科学范式的思想指出的是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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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加基本的事实，对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言，绝大多数领域内的科学探索都是建立在遵从而非挑战领

域内公认的基本科学研究范式。［７］在基本科学范式规定的框架之下进行科学探索揭示了科学知识在其产生

中具有的稳定的一面。关于科学发现的证伪学说意味着我们的科学观念随时可因新事实的发现而改变，而

范式说则揭示了科学探索并不是无厘头的搞怪，而是遵循着某些公认的程序进行的，科学并非像我们所想象

的那样随时随地都向任何形态的新鲜经验敞开大门。正是由于有了科学范式规则所导致的相对稳定性和证

伪原则所允许的革命性灵活性，因此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科学知识能够以一种稳定而灵活的方式不断积累和

推进。

四、专家圈子与专家知识：连接个体认知

方式与宏观文化建构的桥梁
在是否可以找到一条较为直观的途径，用以理解上述两种不同层次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的衔

接问题上，心理学家奇凯岑特米哈伊（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他认为负责

特定文化知识传承和创造的领域专家群体或“圈子”实际上是决定科学、艺术和文化领域对于创新的保守性

（即稳定性）和开放性（即灵活性）的关键因素之一。［８］比如，在科学研究领域，一项研究工作是否适当，以及是

否具有创新性是由“圈子”内的领域专家来决定的。学术期刊或科学基金的评审专家就是这个“圈子”中的代

表人物，在特定的科学知识生产领域之内，这些人拥有评判知识合法性和创新价值的权利。这个“圈子”决定

了在特定历史时期之中只有特定形态的知识生产和创新能够得到认可。比如，在当今各国的科学知识生产

体系中，那些江湖“野路子”的民间科学家的知识体系甚至创新是很难获得合法地位的。事实上，并非只有科

学知识生产领域的情形如此，即使是在古代的文化领域，比如诗歌鉴赏和创作领域，情形也是类似的，那些受

过良好的诗歌写作训练和熏陶的领域专家拥有评定诗作优劣的话语权。当唐代文坛领袖顾况对白居易的评

价由“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变为“得道个语，居亦易矣”时，白氏在诗坛的地位就此奠定，可以想见，如果那时

顾况读到的诗句不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而是当代脑瘫诗人余秀华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顾

老夫子大概不会说“居亦易矣”这样的话。本文想借此加以说明的是：其实并没有个人意义上的文化创新，新

奇甚至怪异的个体思想或行为表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屡见不鲜，而当且仅当这种新颖的想法幸运地被把持

当时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专家“圈子”所接纳并所欣赏时，这种思想或表达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载入

史册，否则就只能是痴人说梦。

领域专家或“圈子”为联结个体认知层面和文化基因层面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对立统一搭起了一座“可

视化”的桥梁。领域专家的知识体系（即专家知识）同时具有“个体性”与“公共性”两个方面的特征，它是个体

（即领域专家）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通过不断的学习和摸索，逐步形成一个有立场有限度的并且是对新鲜事

物保持着一定的开放性的智能系统，它兼具保守性稳定性和可塑性灵活性的特征。

五、专家知识的公共性与个体性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赫伯特·西蒙认为，专家知识系统是由十万个或者更多的相互关联的

知识组块所构成的，［９］一般人需要１０到２０年的不断学习和训练才能逐步形成。西蒙和蔡斯研究了象棋大

师对象棋残局的记忆能力，证实了象棋大师头脑中存在专家知识系统。虽然专家知识也是一种个人经验，但
是这种个人经验却有其特点。如果以波普尔所区分的三个世界的角度来看，［１０］“专家知识”属于与物理世界

（世界１）和精神世界（世界２）相对的客观知识世界（世界３）的范畴，是反映人的主观精神活动的产物的世界。

人们有时会把云南大理看成是金庸小说人物段誉的家乡，这是因为大师的作品影响我们如此之深，以至于它

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的客观知识世界的一部分，即使我们在理性上明知其为假，也会不由自主地去认

其为真。就如同痴迷于网络游戏的人会将虚拟的网游世界当作真实的一样，文化或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也

会置身于自己所钟爱的客观知识世界中，甚至于产生像文化殉节这样极端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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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家知识的公共性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个人经验而言，专家知识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专家知识具有公共性和公认性。有别

于个人的饮食口味或起居偏好，专家知识是一种可以在某个社会“圈子”或范围内与人共享的、被赋予了明确

意义的知识。第二，专家知识具有一定的评判性和强制性。虽然像喜欢啃指甲这样纯粹的个人习性在不影

响他人的前提下并无好坏优劣之分，但对专家知识却需要寻求具有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性。不符

合领域规范的知识，比如相信轮回，是不能被纳入我们现今社会条件下科学领域的专家知识之中的。第三，

专家知识具有历史性和传承性。绝大部分专家知识都拥有明确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即使是像技艺这样

无法用准确的文字描述来传达的经验，也会以代代相传的方式强调其源流。第四，专家知识具有竞争性和创

新性。有别于纯粹的个人经验和习性，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的专家知识具有相互之间的可比性并且在一定程

度上遵循着优胜劣汰的原则。那些新思想新知识新方法有可能被不断地纳入到专家知识体系中来，但在绝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纳新”都是以革新而非革命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说，一项创新，如果它希望被有效地

纳入现有的专家知识体系之中的话，那么它至少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和顺应现有的专家知识背景，否则就

无法被接受。

（二）专家知识的个体性

尽管专家知识在上述方面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个体经验，但是从心理载体的角度看，专家知识也是属于个

体经验的一种，也同样遵循着个体经验的产生、形成、维持与获得的规律。

１．个体早期经验印刻

个体经验和知识并不完全是在个人自主意识的控制之下通过有意地学习和判别而获得的，事实上，个体

经验和知识的基本模版始于婴幼儿阶段的早期经验的印刻和神经元的修剪。

人之所以能成为文明动物，是因为在其生命成长初期就受到强大而持续不断的塑造的缘故。关于动物

的“印刻”现象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早期经验输入对于个体行为方式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启示。［１１］刚出壳的小

鸭会追随着自己所见到的第一个可移动的大的物体跑（在自然条件下，这样的物体通常是母鸭）并将其当作

母亲，甚至如果小鸭刚出生时所见到的不是母鸭，而是一只可移动的玩具公鸭，或者是一个可移动的大彩色

立方体，小鸭也会照样追随，而且这样的印刻一旦形成，即使真的母鸭出现，小鸭也是不会去追随的。

有关印刻现象的这些原创性的发现提示早期经验对心理的塑造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是时效性，即必须在个体成长的关键期之内输入关键的信息，如果错过了这个关键期就无法再形成印

刻。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小动物在出生后的一段时间之内不能见到满足形成印刻所要求条件的东西，则即使

再看到母鸭，其反应也将是逃跑而非追随。对人类而言，我们可以推测，对于一些基本生活信念，如艾里克森

人格发展理论中提出的由对生活的基本信任和不信任的心理冲突所决定的“希望”这一品质，可能也存在着

心理印刻上的关键期。而对于宗教信仰的形成（如是否相信有神的存在）很可能也存在着印刻上的关键期。

二是不可逆转性，即伴随印刻形成的神经元的修剪过程一旦完成就不可逆转，被修剪掉的神经元及其认

知功能是不可能死而复生的。比如，日语发音体系中的某些特点使得日语者在区分Ｒ和Ｌ时有困难，而新生

儿其实是能够很好地区分Ｒ和Ｌ的，只有他们在接触和学习日语发音并据此进行了相应的神经元修剪之后，

上述区分才会变得困难。如果我们把婴幼儿的头脑想象成一片自然状态下的原始丛林，那么特定文化的熏

陶和习染作用，即是刺激启动各种神经元（即树木）的修剪过程。正是这种修剪使得原始丛林最终成为一座

中规中矩的人造花园。但有些树木一经砍伐之后就不能再恢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修剪决定

了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历史局限性。

三是盲目性和顽固性，个体多数是在尚不能对所处境况进行辨别和反思的情况下形成最初的经验和心

理印刻的。因此，就如同小鸭会误认玩具公鸭或可移动的立方体为母鸭一样，人类个体也有可能在其心智尚

不健全的情况下形成不合理的信念（如各种心理适应困难就与这种不合理的信念有关）。甚至，早期经验印

刻还可能具有顽固性，它们可能在被证明无效的情况下仍为个体所坚持，因为印刻是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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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假设，它与无数不可名状的微妙生理的情绪的体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四是动机性，印刻研究表明如果一只鸟在年幼时对“母亲”的印刻是人而不是母鸟，那么，这只动物成年

之后的求偶对象就不是异性的鸟而会是人。早期经验印刻决定着从饮食口味到性爱取向到各种“心理瘾”乃

至对成功和成就的界定和追求等诸基本心理奖赏形态和模式。

相比于动物而言，人类的知识系统要灵活有效得多，尽管如此，人的某些偏好任何有可能是以类似于印

刻的方式产生的，例如，一个人的饮食口味就有可能存在印刻，对于那些生活在海外多年的华人而言，只要其

幼年阶段吃惯了中国的饭菜，那么，无论其后的饮食经历如何，其饮食偏好大多会持续不变，而这也正是一些

现如今的洋快餐特别重视少年儿童顾客的原因。另外一个可能与印刻有关的例子是人们更容易倾向于对自

己在青年时期接触的音乐、艺术或思潮抱有偏好，这是因为人脑在青春期前后对社会性情绪性信息的识别和

编码能力强而且敏感，在这个关键时期输入的信息更容易给个体留下终生的印象。即使是像物理学这样对

新的合理的证据和假说始终保持客观开放态度的科学，一些基本观点的更新似乎也要依靠物理学家的世代

更替才能完成，即信奉旧观点的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生代的人却持有完全不同的想法，直到这个时候

观念的革命才真正实现。因此，包括专家知识在内的个体经验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早期经验的输入

所决定的，早期经验决定了知识结构的基本格局，而这种格局在没有遭受巨大变故的情况下，往往会被保持

终生。

２．种族发展

除了早期经验之外，心理与文化特征的形成还可以追溯至种族在漫长而遥远的进化历程。以东西方文

化比较研究中被广泛讨论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为例，研究者认为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产生

可能与持有这种文化价值观的人群在进化历程中长期遭受流行性疾病的侵害有关，正是因为流行病的频繁

发生使人们不得不在危难时刻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有关这点的证

据之一是研究者发现历史和当代的病原体流行率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而历史和当代的病原体流行率越高

的国家和地区，其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取向就越明显。［１２］而遗传学研究进一步发现，病原体流行率与集体

主义文化价值观之间的这种关联可能与两种基因多态性的中介作用有关：一是五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多态性

（５－ＨＴＴＬＰＲ）的短（Ｓ）等位基因频率，另一个是催产素受体基因多态性（ＯＸＴＲ　ｒｓ５３５７６）的Ａ等位基因频

率。５－ＨＴＴＬＰＲ与应激反应有关，其中携带短（Ｓ）等位基因的个体更容易在遭遇应激的情况下是产生持续

不断的心理紧张。［１３］ＯＸＴＲ　ｒｓ５３５７６与一个人是否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疾苦与共情有关，［１４］而其中携带Ａ等

位基因的个体虽然在一般性的普遍共情能力上较差，但却对本族群内的“自己人”保留有特别敏锐的共情能

力。［１５］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在进化史上不断遭受流行病侵袭的种群来说，他们形成了在遭遇危机时产生持续

不断的紧张的特质，并且保持了对族群内的自己人的疾苦的独特共情和关注，而正是这些心理品质，连同其

他的心理品质一起，最终构成了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

３．知识系统的维持与更新

虽然印刻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印象，但保持和维系还是需要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条件的。以勤奋著称的

华人在离开故土多年之后会逐渐感到生活价值上的空虚和茫然，这是因为其心理和认知体系，特别是价值体

系在多年不能获得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滋养（即激活和维持）之后，会逐步减弱甚至消退，从而导致意义感的

丧失。而一些作家或诗人在离开自己的祖国之后会逐渐文思枯竭，这也可能部分地与长期脱离那些能够维

持和激发其创作激情的文化环境有关。事实上，以个体的知识体系形式表达的“文化基因”在缺乏必要信息

维持的情况下其消退速度可能比想象得要快。据说由家猪退变成野猪只需要在野生状态下经过一代的繁衍

就能完成，野猪所具有的一些体貌特征（如长出长的鬃毛和獠牙等）就又都会在家猪身上出现。这个例子可

能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文明与原始其实也只有一步之隔，由文明印刻塑造而成的人类心智系统，至少是其

某些方面，在缺乏适宜的外界环境支持的情况下，可能会很快消失并退回或切换到更加原始或更加适合当前

情况的状态中。同样地，人们在后天长期的学习和训练中逐步养成的习惯和技能也具有超稳态的特征，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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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习惯和技能的保持也同样既有容易的一面，又有困难的一面。一方面，对于有些记忆，比如骑自行车，一旦

学会就能够保持终身；但另一方面，对于像弹钢琴或写书法这样高度复杂的技能，即使人们已对其极其精熟，

也仍然需要持续不断的练习才能使其技艺保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作为掌握文明社会各领域精深知识和

经验的个体，专家的知识体系的维持，特别是高水平的维持，也是需要复杂的人文和社会环境条件的，而那些

历史上人才辈出的黄金时代正是那些能够较好地提供这样的维持和促进条件的社会。

虽然个体知识和信念体系通常都相当稳定，但当遭遇到重大变故或者是新的科学技术或社会文化观念

的革命时，其知识体系也会发生相应的激变。例如，西方现代医学观念就在很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成功地挑战

并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的中医思想，而现代物理学所建立的宇宙观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中国人对于宇

宙的看法。这些改变有的在两三代领域人身上完成，而有的则仅在一代人身上就戏剧性地实现。在当今社

会，创新已不再是“千年等一回”的奇迹，而是社会竞争和发展的常态，这必将对“文化基因”的维持和改造产

生深远的影响。创新意味着产生新颖而有效的东西，因此新颖性和有效性是创新的两个基本特征。而我们

新近的实验研究发现：创新的“新颖性”方面将挑战人们的程序性记忆（即慢而稳定的记忆系统）；而创新的

“有效性”方面将挑战人们的情节记忆（即快而灵活的记忆系统），［１６］因此，常态化的创新理论上可能对“文化

基因”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形成双重冲击。

４．专业领域对个人心理的塑造

专家知识系统通常是经过个体长期而系统的训练和学习形成的，而这种训练和学习过程又会反过来对

个人的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往往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专业学科也

是一种“文化”，也对个体的心理具有塑造作用。［１７］研究发现，市场营销的人关注的是市场，他们更喜欢短线投

资，并更能接受模糊和不确定性；而研究开发（Ｒ　＆Ｄ）的人则更注重科学发展，他们更喜欢长线投资，并更难

以容忍模糊和不确定性。［１８］有研究者通过三年的追踪调研，比较了商科学生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的态度随

专业学习而改变的情况。［１９］结果发现，随着专业学习的展开和深入，商科学生的态度更偏向于支持资方而与

劳方相对立，他们越来越少地将失业和贫困归因为社会因素（亦有研究发现，商科学生更具经济理性，而其环

保意识也相对较低［２０］）。而与商科学生不同，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会越来越不愿意牺牲穷人和失业者的利

益，而且这些学生所修社会科学的科目越多、与社会科学的老师接触越多，其社会政治观点的改变就会越多。

上述研究和例证说明，专业知识反映了本领域的立场和共识，而领域专家知识则集中代表了 这 些 立 场 和 共

识。

５．个体记忆与社会文化历史

社会文化和历史是以个人的记忆为基础的。宗教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人们对某些神话故事的记忆可能

会特别好，这是由于这类信息能够比其他类型的信息更能激发和调动人脑中的记忆编码机制和想象机制的

缘故。［２１］以诺亚方舟的故事为例，这个故事其实在圣经成书之前就已经在一些古代文明（如美索不达米亚文

明）中流传了。事实上，它是如此具有魅力和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一旦出现就会被长久地保留在文化传统

中，成为文化的基本要素。［２２］心理学家从微观的个体的角度探讨了个人的记忆与人类历史之间的关系，发现

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忆对群体认同的构建和维持有着重要的作用，而那些亲身经历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

人会形成所谓的闪光灯记忆，比如那些曾经经历肯尼迪遇刺事件的人会在数十年之后仍然对此记忆犹新，就

如同照相机闪光灯拍下的照片一样栩栩如生。［２３］而关于“活在历史中”（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ｉＨ）效应的心理

学研究也表明，个体具有借助其所处时代的公共或历史事件编码其个人生活传记的倾向，［２４］这种心理机制对

于形成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特别地，个体在经历严重的自然或社会灾难之后所产生的

创伤后应激障碍（ＰＴＳＤ）或倾向会使人们以所谓“闪回”（ｆｌａｓｈ　ｂａｃｋ）的形式不可控地反复重现灾难场景，而

这种特殊的心理机制可能造成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闪回。比如，对所经历的大饥荒、大的社会动荡以及外族

入侵所造成灾难的闪回可能会成为民族文化中危机意识的基本成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与个体认知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有关，而可以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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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连接在一起加以理解的桥梁可能在于专家和专家知识。专家作为各领域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和评判者，

其知识系统兼具“个人性”与“公共性”的特征，专家知识系统既受客观的文化规律的制约，又受个体经验的获

得、维持和修改规律的制约，乃是个体层面的专家知识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决定了“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和

灵活性。? ［责任编辑　胡宝华］　［责任校对　蓝肖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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