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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文化特征看新疆哈萨克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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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通过对新疆哈萨克族心理文化特征的调查，总结分析出哈萨克族在国家认同上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心
理特征，并就影响国家认同的心理文化进行了分析，提出通过培养现代公民文化意识、消除产生消极和矛盾心理
的物质基础、建立心理调节和文化适应机制、加强舆论引导和宣传等措施来增强国家认同意识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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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一个跨界民
族，大部分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塔
城、阿勒泰以及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木垒萨克自治
县、哈密地区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甘肃省酒
泉地区的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也有少部分居住在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根据国新办《新疆
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资料，截止2007年新疆有哈
萨克族148.4万人，占全国哈萨克族总人口的90%以
上，并与哈萨克斯坦有着较长的边境线。
2010年我们依托教育部重大招标项目“新疆民
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研究”，对新疆阿勒
泰地区吉木乃县吉木乃镇萨尔乌楞村、吉木乃县托
斯特乡牧民新村、昌吉州昌吉市阿什里哈萨克族民
族乡胡阿根村、乌鲁木齐市、伊宁市的哈萨克族进
行了实地调查，通过问卷、访谈、心理测试、观察
等方法，了解哈萨克族的心理文化特征。以下数据
均来自此次调查结果。

一、国家认同上的心理状态：
复杂、不稳定
在被调查的403个样本中，有60.5%的人在哈国
有亲属，29.3%的人没有，说明新疆的哈萨克族中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在哈国有亲属，与哈国的联系
较为普遍和密切。从民族共同体心理来说，他们比
较关注哈国情况，在访谈的50人中有45人都说很关
心哈萨克斯坦的发展。但这种关系和密切的接触也
使他们对两国的认知和感受更加具体，表现出一定

程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总体来看，虽然新疆哈萨
克族与境外的哈萨克族有着多重的联系，但由于分
属不同的国家，在国家文化认同方面也就具有了差
异，各自向着各自国家的主流文化靠拢。新疆哈萨
克族在保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借鉴吸收了其
他民族，主要是汉文化的有益因素，从而形成了哈
萨克- 伊斯兰- 汉文化共同体。而居住在中亚和哈萨
克斯坦的哈萨克族，社会文化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巨
大影响，以哈萨克- 伊斯兰- 俄罗斯文化为主流。这
种大的文化背景差异也是新疆哈萨克族想移居哈
国的最大忧虑，个人的现实状况与国家发展的社会
环境是他们必须要权衡的。这可以从我们设置的个
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对比性问题看出：在个人层面
比较两国的哈萨克族有什么不同时，有97.8%的人
认为生活在哈国的同胞生活水平要高于自己，并表
现出内心的羡慕，说明国家认同程度与现实情境中
的对比要素有关，而对比要素的影响程度又与个人
的现实生活水平有关；在对国家层面进行比较时，
有85.1%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政策好、社会稳定，社
会制度和国家政策上优于哈国。访谈中，多数人对
国家的发展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国家发展很快，但
有近半的人对哈萨克族的发展表示不满意。说明哈
萨克族在个人和国家的不同层面上存在一个理性、
客观、全面的认识态度。这种现实与另一个问题即
身份意识的排序的回答是一致的。在中国人、新疆
人、哈萨克族人和穆斯林几种身份的排序中，排在
第一的是中国人，其次是新疆人，第三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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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才是哈萨克族人，说明新疆哈萨克族明显走
出了单一民族的狭隘认同意识，对国家和区域的认
同要高于民族认同，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比较
强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国家认同又表现出不稳定
性。如在被调查的403人中有71.7%的人表示如果有
条件会移居哈萨克斯坦，说明新疆哈萨克族移居哈
萨克斯坦的意愿是比较高的，而愿意移居的原因除
了有亲属外，主要因素是认为哈萨克斯坦的生活水
平较高。

二、有利于强化国家认同的心理文化基础
（一）理性、客观的自我定位
为了了解哈萨克族对自我民族的认识和定位，
我们设计了对于“哈萨克族是最优秀民族”这一观
点，您的态度如何的问题，有近一半人明确表示不
认同，在访谈中也有不少人认为，哈萨克族的发展
慢，从民族自身来说是哈萨克族比较安于现状。这
说明哈萨克族在认识、解析本民族时是比较客观
的。特别是在现代，国家发展迅速，但是边疆、特
别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发展相对落后，通过媒体、以
及各种信息哈萨克族已经看到本民族在现代化发
展中所处的弱势。民族发展的差异性，使哈萨克族
对本民族的生活质量、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质疑或
担忧。
（二）心理、行为的自我内向取向
哈萨克族长期的游牧、封闭生活使他们形成了
一种心理和行为上的自我内向约束机制。主要表
现在：以家庭教育作为民族历史文化传承的主要
形式，以氏族部落作为心理行为取向的向标。在
问及你是通过哪种渠道了解本民族历史时，排在
第一的是家庭教育占96% ，排在第二的是老人讲授
占85.6% ，学校教育排第三，占63.5% 。在访谈中我
们也了解到：老人主要通过部落系谱、印记、故事、
传说、长诗、历史人物向下一代讲述历史。哈萨克
族有记忆部落、氏族谱系的习惯，每个人至少要记
住祖先七代的名称，因此绝大多数的哈萨克族关心
民族的历史、记忆部落、氏族的历史。再一个表现
就是部落集体观念重。哈萨克族曾经有过严格、完
整的部落、氏族组织，每个人都归属于一定的部落
或氏族，部落、氏族组织成为人们民族归属感的最
基本单位。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县乡村行政单位的
确立，哈萨克族原来同一部落氏族的成员可能划分
至不同的乡镇、村落，部落组织逐渐消解。部落组
织虽然不复存在，但是长时间以来形成的部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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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如：人们保留着
记忆部落、氏族谱系的习惯；在缔结婚姻时，仍然
遵循着同一部落、氏族的人不能结婚的习惯；放牧
时同一部落、氏族的成员会有更多的互助。部落关
系既是历史的沉积，也是活的社会现实，而且还会
继续。
（三）认知上的经验性和整体性
在物质文化上，衣食住行都离不开赖以生存的
畜产品，人们的情感与活动都反映了独特的游牧生
活特性。自然的游牧生活方式，使人们在生产和生
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切都靠
经验进行。年长者成为经验的富有者，有资格扮演
权威的角色，所以长者就是权威。这种经验性的认
知有时也会限制理性的思考，如在对哈萨克斯坦的
评价上，他们的认知大多是来自于亲戚、朋友，占
到调查总数的67.4% ，而不是亲身经历，联系的方
式也主要是电话而不是走访。
整体性认知也是哈萨克族认知方式的重要特
征。整体性认知偏好的形成，应该说主要是来源于
他们长期保持的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在此基
础上的氏族、部落制度传统。游牧生活的基础，必
须是对草场、牲畜、人的生态关系的整体把握，以
氏族、部落为单位的游牧生活是适应生态型生产方
式的要求的，这都强化了他们认知方式的整体性风
格。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哈萨克族表现出较多的族
群共同性和团结性。
（四）开朗、外向、顺从，渴望承认、肯定的性
格特征
哈萨克族生活在草原，其性格特征打上了草原
游牧民族的性格特征烙印：热情、好客、开朗、敦
厚。课题组运用了卡特16种人格因素对哈萨克族男
女在乐群性、恃强性、情绪稳定性、敢为性上进行
了测验。测验结果表明：哈萨克族总体表现为外向、
热情、乐群、稳重、勇敢、坚强、合群、附合众议。
传统的哈萨克族的生产和生活是人随牲畜移动，其
文化心理自然是首先要服从游动的需要。游动性的
文化心理使哈萨克族与农业民族相比，生活更具有
动态性，性格更开朗，更乐于与人交往。这有利于
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和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不利于国家认同的潜在消极心理文化
（一）固守传统的文化心理
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游牧生活方式的固守和陶
醉，尤其是那些实现了牧民定居的哈萨克族 （现

第1 期

吴 琼：从心理文化特征看新疆哈萨克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87

在已有80%的牧民定居）。牧民定居改变了哈萨克
（三）摇摆心理的增长
族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民族心理也在前所未有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提出了全世界哈萨克族
的定居活动中发生着变化。现在哈萨克族定居牧民 “回归故乡”的号召，其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高涨。
有了固定的居住区和住房，开始享有更多的公共资
这种高涨的民族意识在哈国经济低迷时期对新疆
源，如电、自来水、交通设施等。在生产上，由于
哈萨克族的影响并不明显，但随着哈国经济的复
有了耕作土地，生产方式向多元化发展，农牧商并
苏、教育方面的政策吸引等使新疆的哈萨克族越来
举已经成为定居区普遍的生产经营方式。哈萨克族
越密切关注哈国的发展态势，在两个国家间权衡、
对定居的态度是肯定的，普遍认为定居后牧民的生
对比，摇摆的心理日渐增强。因感觉获得支持而膨
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
胀起来的民族意识也会影响到与其他民族的交往
化，但对现代文化观念的授受却是有限的。在问及
和对国家的认同，对新疆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
牧民定居后思想观念有无改变时，只有3个人给出
社会稳定和安全等形成潜在的影响。
了改变的回答，比例很小，说明定居后在思想观念、
四、加强心理文化引导，增强国家
意识领域的变化是不同步的。这也恰是牧民定居后
认同意识
出现的主要问题之一，即心理文化的不适应。居住
在牧民定居点的牧民大多仍是聚族而居，传统的思
（一）培养哈萨克族现代公民文化意识
想观念支配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对于不熟悉的新
百度百科上对公民意识是这样界定的：即公民
鲜事物、文化生活、理念观念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 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
不愿意主动接触，更担心对自己熟悉的传统文化带
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
来不好的影响，所以抱有一种排拒心理。100%的牧
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
民都认为草原、牛羊比农耕土地更重要，表现出对
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
畜牧业的高度重视，这也警示我们，牧民定居不仅
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围绕公民的
要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条件，更应该关注他们
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
观念的变化，关注文化氛围的衔接，为定居的可持
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
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为规范，等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
（二）依赖、被动心理
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公民
草原是牧业的根本，给哈萨克族提供了衣食住
文化意识下的“公民”是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
行的物质保证，同时草原也给哈萨克族带给精神的
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具体体
慰藉，哈萨克族的神话、故事、传说、歌谣、长诗、谚
现为视自己和他人为拥有自由权利、有尊严、有价
语等中有无数赞美草原的篇章，表达着哈萨克族对
值的人，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
草原的情感。他们热爱草原、眷恋草原，常把草原
价值的意识，这种意识还包含公民对于国家和社会
比作故乡。现在哈萨克族的生活发生了较大变化， 的责任感。哈萨克族作为跨界民族，国家主人的责
但哈萨克族对草原的感情依然如故。在访谈中，当
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要比简单或片面地强调
我们问道有关草原的问题时，大部分人表示出他们
民族意识对于连续的稳定更有战略意义。对于公民
对草原的特殊情怀。哈萨克族的传统草原文化接近
意识的培育必须从生活的点滴开始，从日常生活的
自然，其文化心理也有较强的对自然的依赖，草原
细节开始。在新疆就要利用地缘环境，通过加强爱
的辽阔以及放牧的活动使哈萨克族很难依靠自身
国主义教育，强化国家观念、国家意识，通过学校
的力量去改变自然，因而强化了其对自然的崇拜和
教育强化公民身份和公民意识，使哈萨克族实现从
依赖。近年来，国家重视牧区的发展，采取了一系
民族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化，为社会物质文明、精
列扶持政策，使一些牧民对自然的依赖心理变成了
神文明、政治文明打下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对国家政策的依赖心理，单向度地将国家政策与哈
（二）消除产生消极、矛盾、悲观心理的物质
国相关政策进行对比，不仅阻碍了民族自我发展能
和心理基础
力的提高，而且影响了政策判断的全面性。对民族
在哈萨克族的发展中较为集中的现实问题是：
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容易
生活水平较低、生存依赖的资源环境不佳以及牧民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内在心理因素。
定居问题，这些问题容易引发哈萨克族的复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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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态。从调查中可以发现：哈萨克族认为制约本民
族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是缺少资源，二是交通，不同
于我们预想的文化水平低和缺少资金。我们分析认
为其原因是：第一，哈萨克族考虑整个民族发展的
意识是比较强的，
“ 文化水平低”、
“ 缺少资金”方面
的问题多会反映个人或家庭的问题。第二，资源、
交通都是最基础的发展条件，没有资源、交通，其
他发展就无从谈起。第三，牧区确实存在草场越来
越少、退化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哈萨克族非常重视
草原，因而选择这一项的较多。牧区交通难是长久
的历史问题，虽然现在有所改善，但是牧区进出不
便的现实确实阻碍着牧区的发展。因此，要加强牧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建设，使牧区与其
它地方、社区的联络不受限制，方便哈萨克族对外
界的了解与交流。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切实可行
的、能够带来利益效益的牧区近期、中期、长期发
展规划并公开，使定居哈萨克族了解未来的发展趋
势，明白该做什么，如何去做，有比较明确的发展
意识，减少盲目性和冲动性，使他们能通过切身的
体验，感受到政府及社会对他们的支持，减少忧虑
和压力，达到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目的。
哈萨克族在目前的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前所
未遇的情况，如：在定居中，住房、水电、交通等
费用的大幅度增加，牧民现金需求迫切；新增的农
耕产业及生产技术的掌握和提高，使一些牧民不知
从何入手；哈萨克族未来如何发展，在社会巨变、
竞争日趋剧烈的环境中，他们必须重新思考发展的
路子。这些问题对牧民带来了较大的困扰和心理压
力，使一些牧民有不安、急躁甚至不满等情绪，造
成他们的自危、惧变心理。要重视哈萨克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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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在牧民新村建立心理调节和文化适应机构，通
过宣传、教育、疏导、培训等多种方式减轻牧民的
心理压力，促进牧民心态日趋成熟化和理性化，以
保持牧区社会的稳定。
（三）正确地处理好对哈国的舆论报道，避免
猜测
访谈中一位牧民说：
“ 我们了解哈萨克斯坦的
情况大部分都是听亲戚说的，有的去过哈萨克斯坦
的人说，哈萨克斯坦特别好，环境好，人少草场多，
教育也是免费的；也有人说，哈萨克斯坦人情薄，
不稳定，有钱的人生活好。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
的，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也没有办法啊，电视、广
播播哈萨克斯坦的情况少，我们自己又去不了，只
有相信他们讲的。
”跨国民族期望相互了解是人之
常情，他们不能够通过正规渠道了解哈国情况就会
去盲目相信传言，加大对自己祖国的不信任，增强
对哈国的向往心理。
“一个跨国民族被不同国家分
割的部分，出现内部异质性发展趋势，各所在国边
境地区便会出现‘和平跨居’的有利于各自国家认同
的良性发展。如果一个跨国民族被不同国家分割的
部分出现内部同质性发展趋势，各自彼此靠近，与
各自所在国的主流文化背道而驰，那么，各自所在
国边境地区便会出现针对各自国家和其他民族的
冲突，便会出现极端主义势力。
”[1] 所以，加大媒体
对周边国家的报道和介绍，让跨国民族对同族国家
有客观的了解，也是增强爱国情感的措施之一。
参考文献：
[1] 周建新. 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M]. 北

京: 民族出版社，2006：272-302.
[责任编辑：王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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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a survey of Kazak psychological cultu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at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Kazak people is complicated and unstable and analyzes the psychological culture which influences their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It puts forwards some proposals about strengthening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 Psychological culture, Xinjiang, Kazak, National ident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