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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与方法研究 

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民族心理融合:双向度测量与 SC-IAT 检验 

赵玉芳 1,2 梁芳美 1 

1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400715； 

2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400715 

第一作者：赵玉芳 邮箱: zhaobee@swu.edu.cn  

 

摘  要: 共同内群体认同改善群际关系的研究大多关注偏见的减少，偏见的减少虽然有

利于族际关系的改善，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来说，促进民族之间的心理融合更为重要。

民族心理融合是深层次的民族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运行良好的一种心理表征，也是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奋斗目标之一。通过两个研究探讨共同内群体认同对民族心理融合的促进

作用。研究 1 以 390 名壮族和苗族大学生为被试，采用双向度测量方法探讨现实的共同内群

体认同与民族心理融合的关系，发现两个变量呈显著正相关，控制人口学变量后共同内群体

认同正向预测民族心理融合；研究 2 以 94 名壮族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启动虚拟的共同内群

体身份，采用 SC-IAT 范式，从外显和内隐两个水平进一步探究共同内群体认同对民族心理

融合的促进作用，发现共同内群体认同促进了外显和内隐民族心理融合。两个研究共同证明

现实和虚拟的共同内群体认同均可促进民族心理融合，也证实了 SC-IAT 范式在心理融合研

究中的有效性。 

关键词: 共同内群体认同；民族心理融合；SC-IAT；双向度测量 

 

  



5 
 

民族团结教育视角下的汉族心理研究 

张海钟 1 姜永志 2,3 

1 甘肃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730070 

2 内蒙古民族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通辽，028000 

3 内蒙古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呼和浩特，010022 

 

第一作者：张海钟  zhanghzh2006@126.com 

通讯作者：姜永志 psy_yongzhi@126.com 

 

摘要：民族心理学有四个取向，即以冯特的民族心理学为起源的民族心理学、基于我国

民族团结问题解决的本土民族心理学、基于我国传统文化心理与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心

理的比较研究、民族学与心理学结合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但与民族学一样，当前的民族心理

学虽然也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心理比较研究，却往往将民族心理学等同于少数民族心理学，

忽视了汉族也是一个民族，内隐的概念是本土的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社

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等都是汉族主流心理学，而少数民族心理与汉族心理有差异，因而必

须单独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进行研究。将汉族心理作为一个课题开展研究，有利于体现民族平

等，有利于民族心理学体系建设的完整性，有利于反向研究当代中国民族认同问题、民族素

质问题。通过研究汉族对少数民族的认知、情感、态度、刻板印象、政策认识，可以为国家

决策提供更好的社会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民族心理学意见。民族心理学应该是族群心理

学，历史世界中各个时期的族群，现时世界中各个国家的族群，冯特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内容，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群体心理学研究课题，都应该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民族心理学的本

质是文化心理学。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是民族心理学的核心课题。因此，跨文化心理

学、中国文化心理学是民族心理学的重要交叉学科。 

关键词：民族心理学，汉族心理学，族群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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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域下中国回、汉民族的正义动机与社会归因研究 

吴胜涛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厦门 361005； 

邮箱：michaelstwu@xmu.edu.cn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基本归因偏差，即人们把社会事件归因为个人性

格而低估情境因素影响的倾向，并不具有文化普适性，而是镶嵌在文化情境中。考虑到伊斯

兰与儒家的文化差异，生活在同一国度下的中国穆斯林（回族）与普通汉族人对世俗的公正

与遭遇可能存在不同的预设。本研究试图探究基本归因偏差在国家内部的跨文化差异及其与

正义世界信念的关系。研究一采用 2（文化：穆斯林 vs. 非穆斯林）× 2（行为： 积极 vs. 消

极）混合实验设计，发现文化与行为在基本归因偏差上具有显著交互效应，即穆斯林比非穆

斯林对负面行为做出更少的基本归因偏差。研究二重复了研究一的结果，并发现低水平的正

义世界信念能够解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被试的低水平的基本归因偏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

穆斯林存在较弱的基本归因偏差，其对不公遭遇的宗教敏感（表现为低水平正义世界信念）

对归因偏差的减弱有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正义动机，基本归因偏差，穆斯林，文化 

 

改变民族内隐观可促进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 

高承海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甘肃兰州 730070 

邮箱：gaochenghai@163.com 

摘 要：民族内隐观是指普通大众对民族性质的朴素理解，大众对民族性质的理解包括

民族本质论和社会建构论两种倾向，人们持有何种观点广泛影响着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研

究发现：与社会建构论者相比较，民族本质论者其民族边界更为固化、跨民族交往的动机水

平更低、对外群体持有更多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更容易知觉到民族之间的差异，民族本质论

观点还是主流群体维持不平等社会地位的“合法”理由。本文主张采用教育、创造各民族的接

触机会、以及弱化社会分类三个策略来改变民族内隐观，即通过弱化人们的民族本质论观点，

强化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从而促进民族交往和改善民族关系。 

关键词：民族内隐观；民族本质论；社会建构论；民族交往；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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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群体友谊对青少年内隐态度的影响 

于海涛 1，史尚华 2 

1 温州大学心理系，温州，325035 

2 石河子大学心理系，石河子，832003 

第一作者：于海涛  邮箱：20190011@wzu.edu.cn 

 

摘要：跨群体友谊是指由两个不同群体建立的友谊。它极大地满足了 Allport 设想的四

个条件，启动了直接接触效应的最优条件，从而产生积极的接触效果和影响（Pettigrew, Tropp, 

Wagner, & Christ, 2011）。以往对多数群体的研究发现跨群体友谊会产生宽容和信任、降低内

隐偏见水平、减少与外群体交往中的焦虑等，对少数群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提升少数种族群

体的学业成绩、幸福感以及对所属大学的归属感和满意度。因此，本研究以维吾尔族作为少

数群体，汉族作为多数群体，探讨跨群体友谊对群际态度的影响。 

研究一，以 48 位汉族青少年和 16 位维吾尔族为研究对象，构成 16 对跨群体和 16 对同

群体，结果表明跨群体友谊显著提高了汉族青少年的内隐群际态度，并且先前接触经验会影

响跨群体友谊的效果。先接触经验低的个体，更容易提高外群体的态度。研究二，以 48 位

维吾尔族青少年和 16 位汉族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构成 16 对跨群体和 16 对同群体，结果表

明，跨群体友谊并为提高维吾尔族青少年的内隐群际态度。进一步考虑先前接触经验的影响，

维吾尔族青少年对外群体的内隐态度显著降低。 

通过两个实验，本研究发现跨群体友谊并不一定会提高对外群体的内隐态度，既受群体

规模的影响，又受先前接触经验的影响。最后，探讨了研究结果的实验意义。 

关键词：跨群体友谊；先前接触经验；多数群体；少数群体；内隐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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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二：新时代背景下维护国民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诚实谦恭、社会信任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董妍 1，周铭扬 1，李琛 1，胡平 1  

1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2, dong8958@126.com 

 

摘要：诚实谦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人格结构 HEXACO 模型的一个维度，研究发

现，它会对个体的生活状态有一定的影响。也有研究发现，个体对社会的信任程度不仅与其

人格特点有关，也会影响到个人的生活满意度。本研究依托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社会发展

指数调查的大型数据考察了诚实谦恭、社会信任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共调查我国成人

被试 1719 人(其中女性被试 951 人)，平均年龄 37.27 岁（SD = 11.73）。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

诚实谦恭、社会信任与生活满意度三个变量之间相关均显著。通过使用 SPSS22.0 的 Process

插件，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诚实谦恭可以通过社会信任预测生活满意度，但不能直接

预测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性别和年龄在模型中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结果对于提高个

体的生活满意度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未来可以考虑通过塑造个人的良好人格品质，提升个体

的社会信任感来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关键词：诚实谦恭；社会信任；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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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情绪和幸福感的关系：性别的调节作用 

刘聪慧 胡平 

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系，北京，100872 

第一作者：刘聪慧 liuconghui2001@ruc.edu.cn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大街 59 号 中国人民大

学 心理学系 

通讯作者：胡平，huping@ruc.edu.cn 

 

摘要：积极情绪和幸福感之间关系密切，积极情绪的体验和表达可以提升个体的幸福感；但

是，对于某些特定的积极情绪（例如自豪情绪）与幸福感的关系关注较少。本研究从中国农

村和城市共选取了 1718 名被试，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测量了被试的人口学变量、个体自豪

（individual pride）、集体自豪（collective pride，包括关系自豪（relational pride）和国家自

豪（national pride））和幸福感。结果发现：（1）性别、年龄、民族和收入等人口学变量和

自豪情绪都与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2）进一步的多层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

之后，除了国家自豪之外，个体自豪和关系自豪都能显著的预测幸福感；（3）性别和个体自

豪的交互项预测力不显著，但性别和关系自豪、性别和国家自豪的交互项都有显著的预测力，

即在男性被试群体中国家自豪的预测力比在女性群体中要大，而在女性群体中关系自豪的预

测力比男性群体中更大。这些结果表明，集体自豪情绪对幸福感的影响会受到性别因素的调

节，加深了我们理解积极情绪与幸福感的关系。 

 

关键词：自豪，幸福感，性别  

mailto:huping@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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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与幸福感：收入与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张登浩  杨煚  邵蕾 胡平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2 

第一作者：张登浩  zhangdenghao@126.com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系 

通讯作者：胡平，huping@ruc.edu.cn 

 

摘要：心理学中的社会排斥是指个体遭受他人拒绝或忽视的经历。遭遇社会排斥被认为是美

国近年来校园枪击案件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欺凌相比，社会排斥特别是忽视很少伴随明

确的声明，表现相对比较隐蔽，因此较少受到关注，管理也相对比较困难，但社会排斥对个

体四种基本需要的威胁却远比受欺负更加严重。遭遇社会排斥会对个体的四种基本需要(归

属、自尊、控制及生命意义)产生威胁。研究发现，社会排斥会对个体的认知、情绪以及行

为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排斥会使得个体的生活满意度降低、消极情绪增加，

但对于其中的作用机制探讨相对较少。本研究以社会排斥的自我控制失败模型为基础，考察

控制感在社会排斥影响个体幸福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收入和社会阶层在其中

的调节作用。1719 名被试完成了《社会排斥量表》、《控制感量表》、《幸福感量表》、《生活

满意度量表》以及 PANAS 量表。结果发现，社会排斥显著降低了被试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

感，增加了被试的消极情绪；中介分析发现，控制感在社会排斥与消极情绪、生活满意度和

幸福感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同时结果还发现，社会阶层对于控制感的中介作用不具有调节

作用，但收入水平显著调节控制感对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消极情绪的影响。这些结果表

明，相对于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对于缓解社会排斥对个体消极影响方面作用更大。 

 

关键词：社会排斥，幸福感，生活满意度，消极情绪，收入，控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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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生不科学，国家两行泪：放开生育限制可能适得其反 

林青青 邢采 孟彧琦 秦子玉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第一作者：林青青  islinqq077@163.com 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通讯作者：邢采 cxing@ruc.edu.cn 

摘要：近几年我国已陷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尤其是年轻女性的一胎生育率下降更加明显；

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迫在眉睫。本研究结合心理阻抗以及毕生控制理论, 探索女性对于

生育的年龄限制的知觉对于其生育意愿和计划生育数量的影响。研究 1 为问卷研究, 结果显

示, 女性距离自己认为的理想生育年龄越接近时, 生育意愿越强烈。研究 2 和研究 3 为实验

法研究, 分别启动未婚女性(研究 2)和已婚女性(研究 3)对于女性生育年龄的限制感。研究 2

通过内隐联想测验，发现生育年龄的时间限制可以提升未婚女性对儿童的内隐态度。这种提

升效果对于前测生育意愿高的女性影响更大, 且将最佳生育年龄设定为 26 岁的提升效果优

于设定为 32 岁。研究 3 针对对已婚未育和已婚已育一胎的女性开展问卷研究,结果表明启动

已婚女性最佳生育年龄的限制感，可以提高已婚女性的计划生育数量。 三个研究的结果均

提示，创设女性对适宜生育的年龄有限制感的环境, 将有助于提升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基

于本研究的发现，我们不建议以进一步放开人口生育指标(如全面放开生育数量的限制)作为

提高生育率的唯一手段, 这可能反而导致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进一步下滑。 

 

关键词：生育意愿、心理阻抗、内隐联想测验、最佳生育年龄、计划生育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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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lass and Culture: Is Communion or Agency More Important 

for the Self? 

Chen Xiaochen1; Li Muzi1; Wei Qingwang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First author: Chen Xiaochen, 86-18311051822, xiaochenchen@ruc.edu.cn 

Corresponding author: Wei Qingwang, weiqingwang@ruc.edu.cn 

 

Abstract： Communion and agency are the two fundamental dimensions of social perception (i.e., 

the Big Two). According to the Dual Perspective Model (DPM), in the observer/recipient 

perspective (perception of other), communal content receives more weight; whereas in the actor 

perspective (self-perception), agentic contents receives more weight. However, findings o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communion and agency with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lf have been 

non-conclusive. The current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Big Two by integrating previous theory on social cognition, social class 

psychology, and culture psychology. We proposed and empirically tested a cultural magnification 

effect, which hypothesized that the social class effect on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he Big Two 

was magnified in a given culture when the cultural norm in self-views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ocial class-specific cognitive tendencies. To examine our hypothesis, we carried out two studies 

with participants varying in both culture and social class. In both Studies 1 and 2, lower-class 

individuals in an interdependent cultural context rated communal traits as more important than 

agentic traits for the self. In contrast, higher-class individuals in an independent cultural context 

rated agentic traits as more important than communal traits for the self. Study 2 further revealed 

that self-construal partially mediated the social class by culture interaction on communal versus 

trait importance rating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new insights on the complex issu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ocial class, culture, and cognition. 

 

Key words: social class, culture, communion, agency,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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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女性幸福感：社会阶层、价值观和父母支持的作用 

李婵艳  熊珏  李木子  韦庆旺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2 

第一作者：李婵艳  2016201146@ruc.edu.cn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通讯作者：韦庆旺，wqwmickey@126.com 

 

摘要：城市女性一方面受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及本身性别角色的影响而带有相依性、

和谐性等集体性特质，另一方面又在努力工作实现自我的过程中形成价值观的个人主义特质。

作为同时受到两种价值观冲击的社会群体，她们的幸福感现状是值得探究的。家庭是幸福感

的首要影响因素，在这一重要微环境中，探究女性与父母的互动关系尤为重要。 

为探索中国城市女性的社会阶层、价值观、来自父母的支持与其自身幸福感的关系，研

究一主要探讨主客观社会阶层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不同价值观在幸福感的不同维度上有何

差异，研究二则进一步探讨父母支持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父母基于的自主\关系需求上的

支持同个体本身所持的价值观分别呈现匹配和对抗时个体幸福感的差异。 

研究结果显示：一、个体所持的两种价值观均能正向预测其幸福感；二、个体所处的社

会阶层也能正向预测个体的幸福感水平；三、父母对自主性和关系性的支持均能影响个体的

幸福感水平；四、价值观和父母支持存在交互作用，体现为：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两种父母对

需要的支持都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当个体集体主义程度高时，父母对关系需要的支持能提

升个体的心理幸福感中的自主性，而对父母对自主需要的支持水平不影响个体的低自主性水

平；个人主义价值观和两种父母对需要的支持都不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女性，社会阶层，价值观，幸福感，父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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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三：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心态 

 

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及瞻望 

李雷 1  伍麟 2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武汉，430000，lisucess@163.com 

 

摘要：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社会治理在治理深度上的拓展，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的重要环节，发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社会治理功能，已经成为该体系建设的重要

突破口和发展方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社会治理目标包括：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的社会治理

工作效率和动力和公众的社会参与意愿和动机，提升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在重大政策

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科学的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增强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培育

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为社会建设营造健康的心理环境。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创新社

会心理服务的组织体系、筑牢社会心理服务的保障体系、建立动态化、智能化、精细化的社

会心理观测和预警体系、建立分层次、全方位、广覆盖的社会心理疏解和危机干预体系。文

章指出未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持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立足本土社会文化、培养

本地专业人才队伍。 

关键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社会治理；经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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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粉丝追星现象的时代特性及其对青年一代的影响 

伍麟 1，刘婧 2 

武汉大学，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路 299 号武汉大学社会学系，430072 

 

摘要：粉丝追星，古今中外皆有之，却于今为烈，在我国更大有“全民追星”之势。粉丝对偶

像的追捧与崇拜并非现代文明的颓靡，确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伴随始终的社会现象、反映时代

特点，更与青年一代的成长相辅相成。本文从科技、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方面阐释粉丝追

星现象的时代必然性。通过进一步探讨粉丝及其社群如何助力当代青年抵御原子化危机、重

嵌社会共同体，以及追求平权、唤醒女性意识等问题，探析粉丝追星及偶像崇拜现象推进社

会进步何以可能。 

关键词：粉丝；社会变迁；互联网新媒体；个体分化；泛娱乐化 

 

Understanding the era traits of fandom and its positive impact on 

youth 

Lin Wu1 , Jing Liu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Abstract: Ancient and modern, mundane people have always kept a type of fantasy and worship 

toward stars and celebrities; and many of them become fans that unceasingly chase their idols. 

The culture of fandom develops along the history, but it has particularly thrived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especially in today’s China. As a phenomenon that has been widely celebrated 

among the youth, its profound imprints of the current time and cultural trend certainly cannot be 

overlooked. Instead of constantly reinforcing the hazard of individual cases about indulging in 

celebrity worship, fandom itself should be examined righteously including its strengths and 

insight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fandom’s traits from the angles of technology,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We believe that aside from its possible side effects, fandom 

holds its own potential and epochal necessity. By discuss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youth fending 

against perils such as social atomization, belongingness deprivation and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power through being fans and joining fan communities, we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fandom has indeed exerted positive impact on the youth that struggled to better adapt to the 

present transitional society while reflecting ideological changes in this pan-entertainment era. 

Key words: fans；social change；Internet media；individualization；Pan-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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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基层行动——以河南省 W 县为例 

张委委 1 伍麟 2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武汉，430072，1137303861@qq.com 

摘要：面向大众的、规范化的、常态化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落实到广大县域基层

来具体施行。根据对河南省 W 县的实地调研，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从自发行动

到任务牵引、从重点人群到全面铺开、购买服务与条块联动结合的基层行动路径，取得了一

系列成果，但也存在问题。面对传统文化浸润下的县域熟人社会，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传统社

会内生机制，与现代心理服务技术相结合，建设适应广大县域特殊性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 

关键词：县域；社会心理服务；基层行动 

 

 

 

县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路径与制度困境——以河南 W 县

为例 

刘天元 1  伍  麟 2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刘天元 17798257857 ltyuan@whu.edu.cn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八一

路 299 号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摘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化解当前社会矛盾、培育理性平和社会心态的迫切需要，

也是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财政和人才资源匮乏的情景下，W 县结合县域实际，制

定了“服务谁、谁来做、在哪做、怎么做”的“四步走”战略思路，在实践中打磨出一条卓

有成效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路径；但也面临政府购买服务的窘境、技术下乡“水土不服”、

横向县直部门间嵌入不足、精英俘获有限资源、“摊大饼式”平台建设、政府雇员游离在外

的制度困境。因此，各级政府在推动社会心理服务建设中应因地制宜，动态调整，主动渐进

地修正与完善路径缺陷，进而规避因制度困境造成的治理失灵。 

关键词：社会心理服务，社会心态，社会治理，制度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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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农村“并家婚姻”中的价值心理重塑 

王琳 

（武汉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家庭价值系统是有关家庭的思想观念、价值观、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等构成的相对稳

定的思维体系，高度嵌入经济社会与婚姻家庭的转型变迁。苏南农村家庭“两家并一家”婚

姻模式本质上是独生子女时代人们创造性主导的婚姻家庭范式革命，是婚姻家庭生产关系的

变革，强烈冲击与重塑着中国传统的家庭价值图谱，以“恩往下流”、代际依赖、支持、牵

制、互助的惯习和更加紧密、联合的态势为实现家庭城市化目标，应对现代化各种压力与风

险，融合现代与传统，个体价值与家庭价值、个人主义与家庭主义，以家庭价值的稳固和个

体意识的崛起为双重特征的“新家庭主义”价值伦理兴起，从而否定了西方与中国学者关于

家庭价值变迁的相关结论。 

关键词：新家庭主义；家庭主义；个人主义；并家婚姻 

 

 

 

心理技术怎样更好下乡？科学与农村生活世界的文化契合问题 

 

杨旸（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430072） 

 

摘要：技术不断被吸纳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对于刚起步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有着重要作

用，技术的引进为顶层设计者了解居民整体心理健康状态以及提供社会心理服务提供了专业

手段。但是基于对 W 县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技术运用的现状的实地调查，本研究发现

并重点总结了农村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中技术运用的问题，包括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的嵌合问

题、政府行政与机构技术的信息错位问题、现代技术与传统社会的适应性问题、外生技术退

出与内生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 

关键词：技术下乡；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技术与制度；政府购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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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四：毒品依赖者的戒毒意志力研究 

不同启动线索对毒品成瘾者变化觉察水平的影响 

李兆辉 1  刘长江 1   郝芳 1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 

第一作者：李兆辉  609301780@qq.com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 122 号 

通讯作者：郝芳 haofang1979@163.com 

 

摘要：为研究毒品成瘾者信息加工特征，本实验采用变化觉察范式检验不同类型的刺激线索

对毒品成瘾者的变化觉察水平的影响，并考察毒品成瘾者的冲动性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被试内实验设计，自变量是启动线索和任务难度。实验首先随机呈现 5 种启

动线索，再呈现三个不同色块让被试记忆，随后进行再认测验。再认阶段的色块是否发生变

化的概率为 50%。在检测项与记忆项不一致的条件中，每个试次随机改变其中一个色块的

颜色。实验结束后，被试评估了其冲动性水平，并填写了人口统计学信息资料。 

我们将被试的冲动性区分为高和低两个水平，然后进行三因素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

正确率为因变量，结果显示，冲动性与启动线索主效应及交互效应均不显著。以反应时为因

变量，结果显示，冲动性与启动线索交互作用边缘显著。对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检验发现，

对于高冲动性的被试，各种毒品相关线索与中性线索相比，反应时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四

种毒品相关线索启动后，被试对后继变化检测任务的反应时与中性线索启动条件下没有差异。

对于低冲动组性的被试，在各种毒品相关线索中，有三种线索反应时均显著低于中性线索，

这说明，这三种毒品相关线索启动后，被试对后继变化检测任务的反应时快于中性线索启动

的情况。 

本研究说明冲动性不同的毒品成瘾者的信息加工特征符合注意的资源限制理论。了解戒

毒人员的冲动性特征对于有效地戒除毒瘾是至关重要的。 

 

关键词：戒毒，冲动性，变化觉察水平，资源限制理论，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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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戒断期毒品依赖者在意识和前意识层面对毒品线索的注意偏向 

徐彤媛 1  刘长江 1  郝芳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 

第一作者：徐彤媛  421243121@qq.com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 122 号 

通讯作者：郝芳 haofang1979@163.com 

 

摘要：毒品依赖者的注意偏向是探究其成瘾和复吸倾向的重要指标。本研究旨在考察不同戒

断时期戒毒人员在意识和前意识层面对毒品线索的注意偏向，并进一步探究注意偏向的成分。 

本研究采用混合实验设计，使用点探测范式考察被试的注意偏向。自变量为戒断时期、

探点出现位置与词汇位置的一致性和词汇呈现时间。其中，戒断时期为被试间变量；位置一

致性和词汇呈现时间为被试内变量。结果发现，以反应时为因变量，词对呈现时间主效应显

著，被试在意识层面的反应时显著快于前意识层面。位置一致性的主效应显著，一致条件下

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显著慢于中性条件。词汇呈现时间、位

置一致性和戒断时期三者交互效应边缘显著，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意识层面，第二阶段被

试的不一致条件和中性条件的反应时存在差异，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显著慢于中性条件。第

三阶段的一致与不一致条件存在差异，一致条件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在前意识层面，第六

个阶段被试的一致与不一致条件存在差异，一致条件显著快于不一致条件。单独对意识层面

的分析发现，位置一致性的主效应显著，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慢于中性条件。对注意

偏向分进行计算，发现意识层面的注意偏向分和毒品渴求的渴求与负强化两个维度呈负相关，

说明被试对毒品的渴望越强烈或越认为毒品可以减少负性状态，对毒品线索的注意偏向越小。

戒断时期和冲动性的不经思考与容易放弃两个维度呈正相关，和寻求风险呈负相关，表明随

着入所时间增长，被试会更少思考且更容易放弃，但寻求风险的偏向会更低。 

关键词：前意识，注意偏向，戒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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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损耗对不同戒断期戒毒人员社会行为的影响 

郑杰威 1 郝芳 1 刘长江 1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 

第一作者：郑杰威  psy_jwzheng@163.com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 122 号 

通讯作者：刘长江 chjliu@njnu.edu.cn 

 

摘要：毒品成瘾已成为当今社会一大问题，对于戒毒人员而言，意志力的培养以及社会关系

的重建是控制复吸的关键因素。为了研究不同戒断期的戒毒人员在社会互动中的特征，实验

操作让不同戒断期的戒毒人员处于不同的损耗水平，观察其在信任游戏中的行为表现。在实

验中，一半戒毒人员完成高损耗任务，要求其对 100 组 Stroop 色词做出判断，其中有 88 组

色词不一致；另一半戒毒人员完成低损耗任务，他们同样对 100 组 Stroop 色词做出判断，

但其中只有 8 组色词不一致，其他 92 组色词一致。 

结果表明，高损耗组戒毒人员表现出更强的信任倾向。结果还发现，损耗水平、戒断期

与信任游戏对象三者存在交互效应，即在面对普通陌生人时，损耗任务对戒断期处于 20-24

个月期间的戒毒人员信任游戏的选择结果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高损耗组戒毒人员比低损耗

组戒毒人员表现出更强的信任倾向。 

由此，从社会行为层面来看，对于戒断期较长的戒毒人员而言，他们由于心理能量得到

了恢复，因而更可能受到认知损耗的影响。 

关键词：戒毒人员，自我损耗，信任，戒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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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意志力问卷的编制与验证 

刘长江 1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 

第一作者：刘长江 chjliu@njnu.edu.cn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 122 号 

 

摘要：为了探讨戒毒人员戒毒意志力的内在成分，基于意志力理论，编制戒毒意志力问卷

（VCI-DR）并考察其信度和效度。通过访谈和讨论编制初测问卷，并在江苏省戒毒所开展

调查。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了 48 个项目，前 5 个特征根大于 2 的因子解释总变异的 47.28%；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删除 7 个项目后五因子结构拟合更好，是理想的模型。全问卷及 5

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83 到 0.95 之间。由此，正式版 VCI-DR 由 41 个项目、5

个分量表构成。随后，研究对戒毒人员施测正式版 VCI-DR，并在三周后和三月后再次施测。

结果表明，重测信度都在 0.58 到 0.79 之间。研究还对戒毒人员施测 VCI-DR、《他-我融合

度量表》和复吸意向问卷等，考察 VCI-DR 的效标效度。结果表明，VCI-DR 总分能预测戒

毒人员与其他吸毒人员的人际关系以及将来复吸的倾向。 

总之，正式版戒毒意志力问卷均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可以用于测量戒毒人员戒毒的意

志力水平；VCI-DR 编制的理论基础也能够为戒毒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关键词：戒毒，意志力，信度，效度 

致  谢 

本专题报告为江苏省戒毒管理局与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合作开展的《意志力训练实证

研究》项目的成果。感谢江苏省戒毒管理局及省内各个戒毒所在项目实施时给予的信任与支

持，也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参与本项目的师生。 

 

 

 

  



22 
 

分会场一：社会治理与认知心理研究 

 

看负性图片使得对后续听觉刺激更警觉？——来自特质焦虑大学生

ERP 的证据 

曾佳佳，江婷，张雨，郑传章，李玮，陈衍（通讯作者）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贵州，贵阳，550025，10302729@qq.com 

 

摘要：以往对特质焦虑个体的研究发现其对负性刺激具有更高的注意警觉及对威胁刺激存在

注意瞬脱困难等特点。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知觉加工都跨通道且动态的过程，特质焦虑个体尤

其是学业、就业压力较大的大学生特质焦虑个体对负性刺激的特点是否会影响后续知觉加工？

作用机制如何？本研究采用特质焦虑量表筛选高、低特质焦虑大学生共 40 名。采用视觉情

绪图片启动+听觉双选 Oddball 范式，以正负场景情绪图片和不同频率的纯音作为实验材料，

要求被试对“中性图-标准音”和“中性图-偏差音”、“负性图-标准音”和“负性图-偏差音”四种图

片声音组合按键判断，同时采用 ERP 技术，考察高/低特质焦虑大学生负性情绪图片对后续

听觉注意的影响。结果发现：(1)无论高、低特质焦虑大学生，负性图片的视觉晚期正成分

（LPP）波幅以及负性图片后的听觉 N1、N2、P3、LPN 平均波幅均显著高于中性图片；(2)

其中高特质焦虑大学生的听觉 N1、N2、LPN 平均波幅均显著高于低特质焦虑大学生。表明, 

(1)负性图片对高、低特质焦虑大学生后续的听觉刺激均产生了早期的注意和定向效果；(2)

高特质焦虑大学生的负性注意偏向特点对后续听觉刺激的注意有影响，后续听觉刺激分享了

高特质焦虑大学生对负性图片刺激的高警觉性。本研究证实了高特质焦虑个体对负性刺激更

高的注意警觉致使其注意准备状态更好，对后续知觉的变化产生了早期的注意定向与维持。

高特质焦虑个体在遇特定情境下确实更易于诱发焦虑，但是并非这种特质就一定不好，这也

启示高校及相关老师对于特质焦虑大学生进行合理引导和激励，将此人格特质优势优于劣势

发挥。 

关键词：特质焦虑；负性情绪；ERP；跨通道；大学生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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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患者与正常人注意力差异的研究——来自眼动

的证据 

陈丽娜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907720553@qq.com 

 

摘要：由于现代化生活中存在社会压力大、夜生活丰富、倒时差、轮班等现象，社会成员的

睡眠紊乱现象大幅增加。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delayed sleep phase disorder，DSPD)与生物钟

失调直接相关，这是一种持续无法在较早、较传统的入睡时间入睡，也很难在早上如期醒来

的睡眠障碍，属于昼夜节律失调性睡眠障碍。很多研究者提出了关于该睡眠障碍的疗法，公

认有三种方法：光照疗法、时间疗法和褪黑素疗法。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专门研究 DSPD

的病因学以及上述疗法的效果。然而，对于多数青年人来说，身上背负的社会压力使之不得

不开夜工来加班干活，其中不乏认为晚上效率比白天高的人。因此笔者推测，凌晨的专注力

比白天尤其是午后的专注力要高，从而能够完成比白天更多的任务。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

眼动技术研究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患者与正常人的眼动模式，以兴趣区的眼动差异、眼动轨

迹来证明在夜间主动工作的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的专注力差异。如果假设

为真的话，笔者认为可以适时延迟晚上入睡时间，而在效率较低的午后进行补觉，将一天的

24 小时工作效率最高化。 

关键词：睡眠时相延迟综合征；社会压力；专注力；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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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水煮青蛙”与“股市恐慌”——基于股市投资者信息加工取向的研

究 

程露 1 ，马剑虹 1（通讯作者），杨文婷 1 ，杨之绪 1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杭州，310028，jhma@zju.edu.cn 

 

摘要：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决策信息的影响。股票市场中的温水煮青蛙假设认为，相

较于持续呈现的小量级信息，不频发的大量级信息更加能够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已有的研究

表明，与小量级的缓慢变化相比，大量级的突然变化更能够引起关键性的评估，从而影响决

策者的行为。据此我们假设小的信息是趋向性的，相较于一条大的信息，个体在面对一组小

量级信息组合时，由于小信息本身的确定性程度不高，在决策行为中可能会出现反应不足的

情况。反之显著的大信息是具有确定性的，能够使得个体更加迅速并且准确地作出判断与决

策。此外有限注意也可能可以解释这一假设，由于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大脑处理信息的速度

是有限的。现实中的股票市场信息庞杂，股票价格并不能够完全反映所有可用信息。并且投

资者往往不能够对所有可用的信息作出及时的反应，只有被注意到的信息才能够被加工。与

温水煮青蛙对应的股市恐慌是指由资本市场中几乎不会发生的诱因导致的突然的恐慌。在资

本市场中当投资者认为自身足够了解事物的运转模式，就会产生控制感与可预测感，从而使

得投资者寻求机会获得收益同时避免巨大的损失。因此我们预测，在投资行为中，一条大的

具有高度确定性的负性信息很可能会破坏投资者当下保持的控制感和可预测感，从而引发恐

慌。并且当信息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足够严重，则会导致投资者产生恐慌从而引起大量抛售。

本研究希望通过模拟现实生活中股票投资者可能遇到的情景，探究信息特征（分次呈现的正

/负小量级信息或一次呈现的正/负大量级信息）对股票投资者投资行为的影响，从而解释“温

水煮青蛙”以及“股市恐慌”这两种股市现象。研究结果表明，相较于小信息，在呈现大信息

的条件下被试投资股数的数额更大，并且在呈现正性信息的条件下，呈现大信息后决策所用

反应时相较于小信息更短。该结果基本能够验证温水煮青蛙的假设，证明小信息的趋向性相

较于大信息的确定性使得决策者在决策时反应不足。同时对于股市恐慌的解释力度还有所欠

缺。 

关键词：温水煮青蛙；股市恐慌；信息；股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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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概念具身隐喻及其影响因素：来自元分析的证据 

  丁凤琴 1 (通讯作者) ，王冬霞 1   

1 宁夏大学教育学院，银川，750021，dingfqin@nxu.edu.cn 

 

摘要：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认为，隐喻是人们借助具体的、有

形的始源域概念来表达抽象的、无形的目标域概念，从而实现抽象思维(Lakoff & Johnson, 

1999)。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概念具身隐喻也具有心理现实性，主要涉及道德与洁净、道德

与颜色、道德与空间、道德与明暗隐喻等方面(陈潇, 江琦, 侯敏, 朱梦音, 2014)。但以往道

德概念具身隐喻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分歧。那么，道德概念与具身体验之间的隐喻关系

强度究竟如何？二者之间是如何形成隐喻联结的？哪些因素影响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作

用程度如何？亟需研究者进一步考察。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meta-analysis)系统探讨道德

概念具身隐喻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道德概念具身隐喻及其影响因

素，以期为道德概念具身隐喻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与方向，并为道德教育与干预提供实践指导。 

通过文献检索和筛选，共有 65 篇文献 153 个独立样本符合元分析标准(N = 8659)。在对

数据进行编码后，采用 CMA 3.0 专业版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并选用随机效应模型，而且道

德概念具身隐喻的研究均不存在严重的发表偏差(p > 0.05)。元分析结果显示，道德概念具身

隐喻的始源域与目标域呈显著正相关(r=0.34, p<0.001)；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道德概念具身

隐喻受文化背景(Q=4.47, p<0.05)和隐喻维度(Q =31.66, p<0.01)的影响，但不受隐喻映射方向

(Q= 0.67, p=0.41)、研究范式(Q = 1.43, p=0.70)和感觉通道(Q =3.15, p =0.37)的影响。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概念具身隐喻具有心理现实性，今后研究通过干预个体自身与

环境的体验为学校道德教育提供切实可行的实现途径，提升个体的道德修养。此外，要关注

文化背景和隐喻维度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特别是要重视东方儒家文化崇尚的高尚道德修养和

优秀道德品行，树立儒家文化自信。同时，要细化和明确不同隐喻维度与道德概念的联结，

将有助于全面地了解道德概念与身体体验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具身隐喻；道德概念；元分析；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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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odied Metaphors of Moral Concepts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Ding Fengqin 1 , Wang Dongxia 1 

1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ingxia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21, China，dingfqin@nxu.edu.cn 

 

Abstract: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CMT) holds that metaphor is an abstract, intangible 

concept of target domain that people express with the help of concrete, tangible origination 

domain concept, thus realizing abstract thinking (Lakoff & Johnson, 1999).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embodied metaphors of moral concepts have psychological reality, mainly involving morality 

and cleanliness, morality and color, morality and space, moral and dark metaphors (Chen Xiao, 

Jiang Qi, Hou Min, Zhu Mengyin, 2014).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on the embodied metaphors of moral concepts. So what is the strength of the 

metaph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concepts and embodied experience? How do they form a 

metaphorical connection? What factors influ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what extent 

does it work? Further investigation by researchers is urgently needed. It use meta-analysis system 

to discuss that physical metaphor of moral concept and its influence factors,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embodied metaphors of moral concep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vide new 

research thread and direction for moral concept body metaphor, and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moral education and interven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trieval, 65 cases and 153 independent effect sizes which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of meta-analysis were selected (N = 8659). After encoding the data, the data 

were analyzed with CMA 3.0 professional software, and the random effect model was selected. 

There was no serious publication deviation in the study of moral concept body metaphor (p > 

0.05).Overal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existe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ource domain of embodied metaphors of moral concepts with the target domain (r=0.34, 

p<0.001). Embodied metaphors of moral concepts were moderated by cultural 

background(Q=4.47, p<0.05) and metaphorical dimension(Q =31.66, p<0.01), but not by 

metaphorical mapping direction(Q= 0.67, p=0.41), research paradigm(Q = 1.43, p=0.70) and 

sensory channel(Q =3.15, p =0.37). 

The abov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mbodied metaphors of moral concepts have 

psychological reality, and the future studies are to intervent the experience of the individual and 

mailto:dingfqin@nx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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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vironment and to provide a practical way for the morality of the school to improve the moral 

culture of the individual. In addition, future stud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metaphorical dimension, especially the high moral cultivation and 

excellent moral conduct advocated by Oriental Confucian culture, so as to establish the 

self-confid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addition, future studies should refine and clarif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ifferent metaphorical dimensions and moral concepts, which will help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concepts and physical experience. 

Key words: embodied metaphors；moral concepts；meta-analysis；moderate effect 

 

颜色对儿童工作记忆中前摄抑制的影响 

门业婷 1   

1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37，15269199393@163.com 

 

摘要：本部分的目的是探究颜色对儿童工作记忆中产生的前摄抑制的作用。本研究任务范式

采用最近探测任务。实验材料采用不同颜色(红、绿、蓝、黑)与中性汉语双字词随机搭配，

其中颜色为词汇的字体颜色。红、绿、蓝色的词汇为目标集词汇，黑色词汇为探测刺激的词

汇。根据对词语的工作记忆的行为反应结果(正确率、反应时)记录，判断在工作记忆过程中

是否有前摄抑制的产生。同时，通过反应结果的比较，探究颜色词汇对儿童工作记忆中的前

摄抑制的作用。实验一的被试为 30 名小学生被试(男生 16 人，女生 14 人)，年龄范围是 9-11

岁。本研究采用单因素的被试内实验设计，变量为颜色，分为红、绿、蓝三种水平。对非靶

条件下的正确率和反应时进行 3(颜色：红、绿、蓝)×2(最近：最近非靶、非最近非靶)的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对非最近条件下的正确率和反应时进行 3(颜色：红、绿、蓝)×2(靶：非最

近靶、非最近非靶)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非最近非靶的正确率显著大于最近非

靶的正确率，最近非靶的反应时显著大于非最近非靶。非最近非靶的正确率显著大于非最近

靶的正确率。红色词汇的反应时显著长于蓝色词汇和绿色词汇，蓝色词汇的反应时长于绿色

词汇。本研究结果证实了前摄抑制的存在。且不同颜色对工作记忆的反应速度存在影响。儿

童对于绿色词汇的反应快于对红色和蓝色词汇的反应，而儿童对于蓝色词汇的反应也快于对

红色词汇的反应。这说明，教师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应该根据教学目的来使用颜色。若想加

快学生的记忆，可以使用绿色；如果想提高学生记忆的准确性，应当使用红色或者蓝色。而

蓝色总体上来说，可用性较高。 

关键词：颜色；儿童；工作记忆；前摄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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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和潜在威胁面孔的再认 

孙雨薇 1,2，齐玥 1,2*，刘勋 1,2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行为科学重点实验室，北京市，100101，sunyw@psych.ac.cn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北京市，100049，qiy@psych.ac.cn 

 

摘要：对环境中的威胁信息做出快速识别和准确记忆是生物的本能之一。威胁经典理论威胁

是以恐惧为核心的单一系统，而威胁的双系统理论认为可以将威胁分为应对即时威胁的自我

保护系统和应对潜在威胁的疾病回避系统(Neuberg et al., 2011)。那么不同威胁情境下个体对

于人类社交中的特殊刺激面孔，是否会存在即时和潜在威胁面孔记忆差异？本研究要求被试

在情绪启动后对呈现的面孔进行快速判断，完成面孔即时威胁和潜在威胁的主观评价和再认，

从而建立情境、面孔评价以及面孔记忆之间的对应关系。被试随机分为即时威胁、潜在威胁

和控制组。启动阶段，每组被试观看一组图片和一段文字材料，其中即时威胁组为枪口图片

和夜路被尾随事件，潜在威胁组为传染病图片和疾病卫生隐患文字，控制组材料为办公室工

作场景。之后进行情绪自评及面孔的评价任务，被试需要评价从面孔(愤怒、疾病、中性情

绪面孔)中感受到的即时、潜在威胁程度。最后进行面孔的再认测验。实验结果表明，即时

威胁组唤醒了恐惧为主的情绪，潜在威胁组唤醒了厌恶为主的情绪，但情绪唤醒不影响面孔

的评价和再认。愤怒面孔的即时威胁评价显著高于疾病和中性面孔；疾病面孔的潜在威胁评

价显著高于愤怒和中性面孔。再认结果表明，再认的正确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愤怒面孔、中

性面孔和疾病面孔，差异显著。这些结果为不同威胁面孔的差异提供了行为证据，发现对即

时和潜在威胁面孔主观评价和记忆的分离。 

关键词：面孔再认；即时威胁；潜在威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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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端粒和端粒酶看冥想对压力的影响 

赵源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苏州，215123，sdjnzhaoyuan@163.com 

 

摘要：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心理压力而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甚至可以

引发精神障碍，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因此，如何缓解压力，成了许多研究关注的焦

点之一。许多研究(Ho et al., 2012; Duraimani et al., 2015)已证实冥想是舒缓压力的最有效方

式，通过冥想训练可以显著降低抑郁、焦虑等消极情绪(周仁来, 王昕嫱, 2016)。冥想起源于

东方，至今已有 2500 年的历史(Khalsaa, 2015)，它是许多禅修训练的核心要素，被认为是进

入禅修境界的必须训练的注意力策略。在冥想的过程中，个体通过时刻保持对注意力的调节

从而获得全身放松和心智宁静(束晨晔, 沈汪兵, 赵源, 2018)。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多学科的融合，许多学者发现基因的端粒长度和端粒酶活性可能在调

节心理压力与疾病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Jacobs et al., 2011)，而冥想训练是增加端粒长

度和提升端粒酶活性的方式之一，甚至还能影响与端粒相关的基因的表达(Daubenmier et al., 

2012; Conklin et al., 2018)。这种积极的效应不仅与心理因素有关(Jacobs et al., 2011)，也得益

于冥想时个体所处的环境(Platt, Whitburn, Platt-Koch, & Koch, 2016)。此外，由于端粒和端粒

酶是人体中的重要物质，因此不可忽视生物因素对它们的影响。基于近年来有关冥想对端粒

及端粒酶活性影响的研究，阐述端粒及端粒酶与压力的关系，分析压力人群通过冥想训练后

端粒、端粒酶的变化，以此为线索从心理因素和生物因素两个方面来阐述冥想中端粒和端粒

酶发生改变的原因，以及它们对减压的贡献。 

关键词：端粒；端粒酶；冥想；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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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障碍儿童的视觉加工和空间加工研究 

周博阳 1 

1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100048，1009964617@qq.com  

 

摘要：书写障碍(dysgraphia)是指学龄儿童在书写可辨性上存在严重缺陷的现象，又被称之

为发展性书写障碍(handwriting disorder)，这种缺陷不是由精神或智力问题、器质性损害以

及缺乏受教育机会等神经系统问题引起的。Deuel(1995)最早提出，把书写障碍分为三类：

动作型书写障碍，即由于动作缺陷导致的书写障碍；阅读困难型书写障碍，即由于语言缺陷

引起的书写障碍；空间型书写障碍，即由于视空间知觉缺陷导致的书写障碍。在字母语言的

研究中发现，书写困难与视觉感知、视觉关闭、视觉记忆和空间位置密切相关。  

本研究首先对北京市某小学 4、5 年级 210 名学生进行了书写障碍儿童筛选，选取书写

障碍儿童、控制组儿童各 17 名。然后对书写障碍儿童的视觉加工和空间加工进行研究，最

终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证实了书写障碍儿童和控制组儿童在视觉加工和空间加工上有明显

的差异。从而本研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干预方式。 

干预选取了一名书写障碍学生为研究对象，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及对个案的评估和结果

分析，从个案的易写错汉字入手，设计了系统的汉字部件色彩干预策略与步骤。基于部件色

彩干预的视觉记忆干预训练，将干预分为红色部件干预和黑色部件干预两种情况，采用学习、

再认、回忆进行干预训练，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最终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证实，个案在红

色部件干预的再认阶段及回忆阶段的得分均高于黑白部件干预。红色部件干预对书写障碍儿

童记忆能力的提高，进而对书写能力的提高都是非常有效的。 

总之，本研究表明，视觉加工和空间加工是影响书写水平的重要原因，视觉加工能力和

空间加工能力对书写障碍具有预测作用。书写障碍的儿童的视觉辨别、视觉记忆和空间加工

存在缺陷，据此我们提出了红色部件干预的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视觉刺激提高记忆，同时促

进空间加工，进而使书写障碍儿童的书写能力得到提高。  

关键词：书写障碍；视觉加工；空间加工；部件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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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预科生文化智力与群际接触关系——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陈家敏 1 罗鸣春 2 常敬 3 和仕杰 4 

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云南昆明，650504，mingchunluo@126.com 

 

摘要：文化智力是人们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收集处理信息，做出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

以适应新文化的能力。群际接触是促进群际关系的策略之一，在跨文化交往中，群际接触能

减少群际偏见，促进个体对外群体的积极态度。心理韧性是个人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

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的良好适应。本研究要探讨民族预科生的文化智力与群际接触的

关系，检验心理韧性是否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云南省某高校预科

教育学院 2454 名预科生，使用文化智力问卷、群际接触问卷、青少年心理韧性量表进行施

测。结果显示群际接触与文化智力呈中度正相关(r=0.316，p<0.001)；群际接触与心理韧性

呈现正向弱相关(r=0.244，p<0.001)；文化智力与心理韧性呈现中度正相关(r=0.346，p<0.001)。

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心理韧性在文化智力和群际接触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效应量为 20.27％。

结论：文化智力可直接影响群际接触水平，也可以通过心理韧性作用间接影响群际接触的质

量和数量。 

关键词 ：跨文化交往；文化智力；群际接触；心理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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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化同性恋恐惧与男同性恋角色区分及角色接受度、自我同一性的关

系研究 

陈怡心 

四川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与心理学院，成都，610000，942932698@qq.com 

 

摘要：在西方、拉丁美洲以及中国男同性恋群体中，性角色区分非常普遍。中国男同性恋群

体中用阿拉伯数字来代表角色，角色类型主要有三种：“1”是指肛交中偏好插入角色的个体；

“0”是指个体偏好接受(被插入)的角色；“0.5”指个体对插入和接受角色的偏好相当。最近有

研究表明男同性恋角色区分与接受度不仅在性偏好方面存在差异，在某些心理变量上也存在

差异。这喻示着男同性恋角色区分与接受度不仅是性角色的区分，也可能与一些心理变量有

关。为了深入探讨影响性角色区分的心理变量，本研究使用内化同性恋恐惧量表、态度量表

以及自我同一性量表对 600 名 20-35 岁男同性恋者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内化同性恋恐惧与对

男同性恋角色区分及角色接受度的影响，以及自我同一性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结果表明 ：

(1)国内男同性恋者内化同性恋恐惧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且有较大比例不存在内化同性恋恐

惧(2)男同性恋者内化同性恋恐惧水平越低，其越容易接受 bottoms 角色；(3)自我同一性在

内化同性恋恐惧与角色区分起中介作用；(4)内化同性恋恐惧通过影响自我同一性间接影响

角色接受度，又通过影响角色接受度作用于角色区分。 

关键词 年轻男同性恋者；内化同性恋恐惧；性角色；自我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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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二：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理论研究 

 

从《吴宓日记》看吴宓的道德意志与儒教精神 

曹瑞冬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693053 

 

摘要：《吴宓日记》是吴宓对近代混乱的社会思潮和反覆的人情关系的真实见解与感触，并

记述了吴宓在民国时期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创办《学衡》杂志，推行道德对国民性

的改良教育。从《吴宓日记》中终可见吴宓其一生推崇的道德至上和中庸思想，由此以文化

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批判和补充，而吴宓意志与精神的形成、发展与实践贯穿

其人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吴宓日记》；吴宓；道德意志；儒教精神；学衡 

 

 

Moral Will and Confucian Spirit of Wu Mi From "Diary of Wu Mi" 

Ruidong Cao 

Humanities College，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693053，China 

 

Abstract：Wu Mi's diary" is the true feelings of social opinions and Wu Mi thought in modern 

chaos and repeated relationships, and describes the Wu Mi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carry forward Chinese culture, founded the "Xue Heng" magaz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moral education for improvement. From the "Diary of Wu Mi" Wu Mi saw the life 

respected moral supremacy and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thus to cultural conservatism attitude to 

criticize and supplement to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Wu Mi, will and 

spirit of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throughout his life, has provided valuable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Wu Mi's diary"; Wu Mi; morality; Confucianism; Xue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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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阶层刻板印象的后效及理论解

释 

  陈赛，胡修银 

长江大学教育学院，荆州市，434000，shasaiyoushafu@163.com 

 

摘要：阶层刻板印象是按照阶层进行社会分类，形成的关于不同阶层的固定印象。社会阶层

刻板印象的负面影响包括使社会不平等合法化，影响着儿童早期的社会化，学业成绩；教育

领域的阶层固化；跨阶层社交等方面。刻板印象内容模型从阶层刻板印象内容角度，将“阶

层=能力”且热情和能力两维度在阶层上互补。社会认同理论从阶层刻板印象的产生原因角度

解释了从分类，认同，比较三过程中形成的“我阶层”偏爱和“他阶层”贬损。未来研究应深入

探究阶层刻板印象的概念与结构，拓展其研究方法以及本土化的研究，并进一步探究减弱阶

层刻板印象消极后果的方法以及关注理论的整合。 

关键字：阶层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内容模型；社会认同 

 

 

网络社会矛盾事件的社会风险类型的分析与评定 

茹怡珊 1  夏凌翔 2  

1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400715，13368477748@163.com 

2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400715，xialx@swu.edu.cn 

 

摘要：随着互联网使用的普及与便捷化，社会矛盾事件通常都在网上传播，进而成为网络社

会矛盾事件，并不断增加了这些矛盾事件的社会风险水平。但是目前还缺乏社会风险的网络

社会矛盾事件的分析和评定。本文从损失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对网络社会矛盾事件的涉事

主体、信源分布、传播范围的社会风险特征进行了分析，初步建构了基于社会风险的网络社

会矛盾事件的分类评定表。之后据此实际分析了 2017 年的网络社会矛盾事件，以考察其效

用。最后从防控社会风险角度提出了对应的“紧急式”、“强力式”、“切入式”和“淡化式”四种

对网络社会矛盾事件的应对建议。 

关键词：社会风险；网络社会矛盾事件；分布特征；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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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理想生活的初步探析 

杨晶晶 1   

1 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重庆，400016，yjj20008@163.com 

 

摘要：理想生活是人民大众生活的美好愿景和追求，是中国梦的具体体现。本研究采用质性

研究方法探索成年个体理想生活的具体内容及其影响因素，寻找民众的理想生活和现实生活

的差距，即为日后社会发展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努力提供方向。运用方便抽样和强

度抽样相结合的抽样策略，抽取 49 名（其中 3 名拒绝接受访谈，访谈的应答率为 93.2%），

最后 46 名（24 男 22 女）成年个体作为样本，通过开放式访谈收集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对

收集到的资料依次进行初步分析、类属分析和理论建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理想生活的内

容依生活领域可划分为学业、工作、家庭；理想生活的内容在心理范畴上可分为行为和情感

两方面。理想生活的内容与成年个体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职业种类、人生发展

阶段、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相关。具体而言，年龄较小的个体往往将理想生活聚焦在学业成

就和工作成就上，年龄在接近中年到老年通常将理想生活的追求放在家庭团结方面；婚姻状

况完好的个体会将理想生活的追求重点在于自我的发展和完善，而婚姻状况破裂的个体会将

理想生活的追求转至于其他重要他人身上（例如子女）；受教育水平较高、社会经济地位较

高的个体会积极开展个体的个人业余爱好从而促进实现个人的理想生活，受教育水平较低、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会聚焦于吃穿用玩等方面的满足。整体而言，成年民众的理想生活

一方面反映了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当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主动去发展高层次的

需要，乃至自我实现；另一方面与埃里克森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相契合，成年早期和成年期

的个体的理想生活是解决亲密对孤独的冲突，获得亲密感；成年期的个体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一方面是积极发展关心和创造力的品质，一方面是关心、教育和指导孩子；成熟期的个体理

想生活是自我调整与享受子孙的天伦之乐。此外，个体的理想生活与国家政策的越来越好，

社会发展越来越好有关。 

关键词：理想生活；马斯洛需要理论；埃里克森发展阶段；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开放式访

谈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ideal life of adults 

Yang Jingji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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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al life is the beautiful vision and pursuit of the people's life and the 

embodiment of the Chinese dream.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deal life of adult individuals. Finding the gap 

between the ideal life and the real life of the public people, it is the direction that theory worker 

and practice worker will work hard in the future to improve our social life. Using the sampling 

strategy of combin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and intensity sampling, 49 subjects (3 of whom 

refused to be interviewed, and the response rate of the interview was 93.2%) were selected. Finally, 

46 adult subjects (24 males and 22 females) were selected as samples and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open interviews. Based on the grounded theory, the data collected are analyzed, classified 

and theoretically constructed. The stud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content of ideal life 

can be divided into study, work and family according to the field of life; The content of ideal life 

can be divided into behavior and emotion. The content of ideal life is related to the ag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level, career type, life development stag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other factors 

of an adult. Specifically, younger individuals tend to focus their ideal life on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work achievements, while other individuals in their later years, they usually 

focus their pursuit of ideal life on family solidarity. Individuals with intact marital status will focus 

their pursuit of the ideal life on self-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while individuals with broken 

marital status will transfer their pursuit of the ideal life to other important people (such as 

children). Individual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 and higher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will 

actively develop their personal hobbie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ideal life, while 

individuals with lower education level and lower social economic status will focus on the 

satisfaction of food, clothing, play and other aspects. Overall, the ideal life of the adult population, 

on the one hand, reflects Maslow's theory of need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consistent with 

Erikson's eight-stage theory of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The individual's pursuit of the ideal life 

in adulthood is on the one hand to actively develop the quality of care and creativity, on the other 

hand to care for, educate and guide children; The ideal life in the mature stage is to adjust oneself 

and enjoy the happiness of the offspring. Besides, individuals' ideal life is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ideal life；Maslow’s needs theory；Erickson’s stage of development；individual 

factors；social factors；open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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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认同的动机述评 

陈千癸 ，胡修银 

长江大学教育学院，荆州，434020，18839467@qq.com 

 

摘要：社会认同是指个体意识到自己的群体身份的过程，社会认同伴随一定的动机，并掺杂

特定的情绪情感和相应的价值意义。学术界对社会认同动机的内容认识存在不一致的现象。

最初研究者们都从个人对自我的感知的角度来探究社会认同动机的类型。其中，Taylor（1995）

从自我评价的过程提出了自尊动机；Deci(2000)基于个体的三种基本需要提出了两种社会认

同动机：效能感动机与归属感动机。Tajfel 提出，社会认同动机不仅仅有不同的类别，还存

在不同的水平。Tajfel 之前，社会认同动机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认同动机”。Tajfel(1986)指出，

社会认同动机不能仅仅从个人的自我感知来看，社会认同中还包含着群体过程，社会认同动

机放到群体中来看，即“社会认同动机”，但 Tajfel 并未明确提出“社会认同动机” 的概念。

Breakwell（1986）明确提出社会认同动机的概念，他认为社会认同动机存在着两种水平：

个人认同动机与社会认同动机。由此，社会认同动机的内容从单一水平上的类别的增加，发

展到水平的增加，社会认同动机的内容更加完整，但还缺乏系统的整合。Vignoles（2011）

在前面的基础之上，将社会认同动机的类别进行了归纳整理（提出了自尊动机、意义感动机、

独特性动机、归属动机、效能感动机以及连续性动机），同时在 Breakwell 的个人认同动机

和社会认同动机的基础之上提出了集体认同动机（基于群体的感受而对群体的一种评价），

由此，对于社会认同动机的研究才有了一个完整、系统的体系。社会认同动机的内容基本已

经形成完整的理论系统，未来研究亟需更多相关的实证研究来对社会认同动机的不同类型和

不同水平进行具体的探究。 

关键词：社会认同；社会认同动机；个人认同动机；集体认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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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信任研究现状及展望 

徐荣，吴继霞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苏州，215123，wujixia@suda.edu.cn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但也面临着发展

不平衡的问题。这导致社会信任大幅下降，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因此需重视和谐社会的发

展和建设。而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和谐稳定的社区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社区

信任问题直接影响着社区的建设与发展，解决这一问题能够有效地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也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有效地提高社区信任，促进社区和谐这一亟需解决的问题

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 

本文通过整合以往对社区信任的研究发现，研究者们对于社区信任的定义有着不同看法。

有研究者认为社区信任是一种以空间为边界而不是以人为边界的信任，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的

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是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之外的第三种信任形式。也有研究者认为

社区信任是一般信任在社区范围中的体现，包括社区中居民之间的信任和居民对居委会组织

的信任。社区信任可以促进社区互助，并与社会互助产生双向正面影响；社区民警通过重构

社区居民间的普通信任和建立警民信任等途径来动员社区治安力量参与维护社区治安；对于

低收入群体来说，建立和加强社区信任有助于减少短视的决策，进而减少贫困程度等。社区

信任形成的三大机制是社区关系网络、群体认同和规范体系。同时社区文化建设有助于增强

社区居民有序参与、塑造居民社区信任。针对社区信任弱化这一问题，要注重社区文化建设，

扩大社区居民有序参与，增进社区信任。国外也有研究者提出了几类增强社区信任的方法：

增加共享的日常生活实践，共同维护共享的生活区域，加强共享的基本信念以及培养共同的

兴趣等。 

目前对社区信任并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在未来研究中有必要对社区信任的意义进行进

一步的描述。未来研究亟需编制社会信任量表，加强该领域的实验研究并探索影响社区信任

的因素，以及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社区中的社区信任形成机制的区别，提出相应的提升措施。 

关键词：社区信任；形成机制；社区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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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来心理复原力研究领域的研究进展 ——基于 ISI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 CiteSpace 知识图谱分析 

吴开蓉 1 ，戴艳 2 

1 四川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成都 610000，273184182@qq.com 

2 浙江理工大学 理学院心理学系，daiyanch@163.com 

摘要：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其核心成分——心理复原力已经应用于各个领域。为探索心

理复原力领域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研究前沿演变、学科定位和知识基础，以 ISI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 1988 年至 2017 年近 20 年间的关于心理复原力的 6729 篇文献为原始数据, 

运用 CiteSpace 对心理复原力领域的关键词、被引期刊、被引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形成相

应的可视化知识图谱。结果显示：（1）20 年期间，在研究内容上，心理复原力主要应用于

抑郁症、心理健康、心理危机等精神卫生和临床心理学领域，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是近

5 年来的热点内容；在研究人群上，心理复原力主要关注儿童和青少年，退伍老兵成为近 5

年新的热点关注群体；在研究方法上，元分析是近 5 年的热点方法。（3）《美国心理学家》、

《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心理学公报》和《儿童发展杂志》这四个期刊在心理复原力

领域起重要“枢纽”作用，奠定了心理复原力具有社会心理学、全域综合性、儿童心理学和发

展心理学学科定位；（4）心理复原力主要以精神卫生和临床有关的应用为知识基础，如抑

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具有干预性色彩。 

关键词：心理复原力；CiteSpace;知识图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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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progress of Resilience in Recent 20 Years——CiteSpace 

Knowledge Map Analysis by ISI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ts core component — resilience has been 

applied in all fields.To explore the resilience Hotspot in the field at different times, the frontier 

topics,the subject orientation and knowledge base, to the ISI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from 1988 

to 2017, nearly 20 years of 6729 articles about resilience as the original data, using CiteSpace to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cited journals, cited literatur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forming the corresponding visual knowledge map.Results showed that: (1) during the 20 

years, on the research content, the resilience is mainly used in clinical psychology field,such as 

depression, mental health,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crisis and so o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is a hot topic in recent 5 years.In the study group, mental resilience 

focuses o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veterans have become a new focus group in the last five 

years. In the research method, meta-analysis is the hot method in the last 5 years. (3)《American 

Psychologis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Psychological Bulletin》《Child 

Developmentt》are important" hub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laid the mental 

resilience has a global integrated, social psychology, child psychology and development 

psychology subject orientation; (4) mental resilience is mainly based on mental healt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such as depression, anxiety,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etc. 

Keywords: Resilience;CiteSpace; Knowledge Map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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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校心理咨询师的自我成长 

吴开蓉 1，戴艳 1，苏春 2 

1 四川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 成都 610000，273184182@qq.com 

2 浙江理工大学 理学院心理学系   

摘要：学校心理咨询师的自我成长内容包括专业成长和人格修炼等，学校心理咨询师的自我

成长不仅直接影响咨询效果，也是学校心理咨询师从业的终身必修课，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求。本文主要通过综述学校心理咨询师自我成长的内涵、现状、面临的困境等，提出有助于

学校心理咨询师自我成长的有效策略，从而促进学校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学校心理咨询师；自我成长 

 

 

On the Self-growth of School Psychological Counselors 

Abstract ：The self-growth content of school counselors includes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personality cultivation. The self-growth of school counselors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seling, but also a lifelong compulsory course for school counselors. I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edicament of self-growth of school counselors, and proposes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help school counselors to grow up themselves, thu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mental health. 

Key words: school counselor; self-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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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心理机制 

罗鸣春，陈家敏，常敬，和仕杰 

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云南昆明，650504， mingchunluo@126.com 

摘要：贫困仍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但人们对贫困产生和延续的心理机制

了解不多。研究表明，贫困会产生特殊的心理后果，引起压力和消极的情感状态，这反过来

又会导致贫困者目光短浅和规避风险的决策，还可能忽视目标导向的行为，因为它限制了穷

人的注意力或他们偏好的习惯行为。贫困可能促使当事人更难摆脱其伴随的贫困心理和行为

模式。贫困还会损害贫困者的认知功能；持续耗费他的精神储备，使得穷人比其他人更有可

能以有害健康和阻碍长期成功的方式行事，从而使弱势状态永久化。这些影响结合起来，可

能会构成一个反馈回路，导致贫困长期存在。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在厘清贫困心理机制

的基础上，有效实施心理脱贫的问题。 

关键词：贫困；心理贫困；心理机制；心理脱贫 

 

On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overty 

LUO Mingchun, CHEN Jiamin, Chang Jing, HE Shijie 

School of Education,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4, China 

Abstracts: Poverty is still one of the thorniest problem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However, people 

do not know much about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overty. Research shows that poverty 

will have special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causing stress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s, which 

in turn will lead to poor people's short-sighted and risk-averse decisions, and may also ignore 

goal-oriented behaviors, because it limits poor people's attention or their preferred habitual 

behaviors. Poverty may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 parties concerned to get rid of their 

accompanying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of poverty. Poverty will also damag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poor. The continuous depletion of his mental reserves makes the poor 

more likely than others to act in ways that are harmful to their health and hinder long-term success, 

thus perpetuating their vulnerability.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influences may form a feedback 

loop, leading to the long-term existence of poverty. In the future, further research is needed on 

how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problem of psych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poverty. 

Keywords: poverty; psychological poverty;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psycholog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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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贫困：概念、表现及其干预 

胡小勇 1 ，徐步霄 2 ，杨沈龙 3 ，郭永玉 4 

1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暨西南大学人格与认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400715，

huxiaoyong@swu.edu.cn 

2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430079 

3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西安，710049 

4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23，yyguo@njnu.edu.cn 

 

摘要：长期物质贫困产生特殊的心理后果——心理贫困。心理贫困指的是不利于贫困阶层摆

脱贫困的心理与行为模式，主要表现为 “志向失灵”与“行为失灵”，即抱负与志向缺位，理

念和意识扭曲，能力与行为方式错位，还易于做出不利于脱贫的决策行为；长此以往，就陷

入“贫穷—特定心理与行为模式—继续贫穷”的恶性循环。对于贫困阶层“志向失灵”与“行为

失灵”的内在机制，阶层社会认知理论和稀缺理论给予了回答。阶层社会认知理论认为长期

的资源匮乏，使得贫困者认识到他们的行为与目标达成在相当程度上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成

长于这种环境中，贫困者渐渐地形成一种情境主义的社会认知倾向，因情境主义所导致较低

的自我效能感、外控以及对贫富差距做出外归因，都会降低贫困者的抱负水平。更重要的是，

物质稀缺导致的稀缺心态，窄化了贫困者的注意，接着损害其完成其他重要任务的认知和执

行功能，进而导致常常做出不合理的跨期经济决策行为（例如，借贷过多、储蓄过少、不参

与社会保障项目），最终导致贫困加深。对此，研究者们开发了开发出了克服情境主义倾向，

提升贫困群体抱负水平的干预方案与疏解稀缺心态的干预措施。这些干预方案包括有条件现

金转移项目、减少认知资源损耗项目、“转移和坚持”心理干预策略、社会阶层流动信念干预

策略、公平感提升策略等。该领域研究及其相关成果对“精准”扶贫，促进社会公平、增加人

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未来研究应在整合的干预方案和本土化的干预方案等方面予以加强。 

关键词：贫困阶层；心理贫困；社会认知倾向；稀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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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and Manifestation of Mental Poverty and Its Interventions 

Hu Xiaoyong1; Xu Buxiao2; Yang Shenlong3; Guo Yongyu4 

1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SWU),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ongqing, 400715，huxiaoyong@swu.edu.cn 

2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3Institute of Social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4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yyguo@njnu.edu.cn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in psychology have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study 

of poverty psycholog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poor class is suffering from not only material 

poverty, but also mental poverty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aspiration failure and behavior 

failure.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class, which can explain the main mechanism of 

aspiration failure, argues that the poor have less resources and stronger dependence on the outside 

factors, thus forming a social cognitive tendency of contextualism, and tending to think that their 

own lives are mainly influenced by situational factors. Therefore, the long-term state of poverty 

may make them lose their motivation to get themselves out of poverty. Further, the scarcity theory, 

which can explain the key mechanism of behavior failure, argues that chronic poverty creates a 

scarcity mindset among the poor, which makes them more focus on issues related to scarce 

resources,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cognitive resource. Consequently, when the poor have to 

perform other tasks, their cognitive and executive functions will be impeded by the lack of 

cognitive resources, resulting in more impulsive behaviors and difficulties in making rational 

economic decisions that may help them getting out of poverty.  

In relation to “Aspiration Failure” and “Behavior Failure”, the researchers have developed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jects, “transfer and persistenc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social class mobility belief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mong these intervention programs,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have been widely researched.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grams not only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alleviating scarcity mindset of poor people, but also 

on improving their educational aspiration. This is mainly because it directly alleviates the 

economic pressure of poor families, and the additional conditions change the recipient's belief in 

education. When poor households receive cash assistance, parents and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adjust their educational goals because of increased demand for human capital. Besid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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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in income directly affects educational input and indirectly affects family education 

expectations and goals. In addition, the economic assistance obtained has alleviated the scarcity 

mindset of the poor, and reducing the pressure limit can release more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which makes people think about future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such as children's education, 

which enables them to establish longer-term goals. That is, 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 projects 

increase the educational ambition of the recipients by releasing psychological resources. 

Finally, future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are discussed. On one han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combine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class and the scarcity theory, construct an integrated 

model of mental poverty (including both aspir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and explore 

deeply the mechanism resulting in mental poverty. On the other hand, researchers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digenous research. In short, exploring pov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ntal 

poverty can help us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poverty, and 

help the poor enhancing their ability of self-development, and breaking the cycle of poverty. 

Key words: poor class,；mental poverty,；social cognitive tendency； scarcity mind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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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阴谋论的心理机制及其影响 

茆家焱 1  郭永玉 2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995895673@qq.com 

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yyguo@njnu.edu.cn 

 

摘要：社会心理学将个人的阴谋论信念定义为一种将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视为有权力的组

织或个人暗中蓄意预谋以达成其预定目的的解释倾向。在当今社会，即使是普通民众也可能

持有阴谋论信念，更重要的是，这种信念一旦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中将很难扭转。以往的研究

都将重点投放在阴谋论信念的产生与影响之上。从信念的产生机制来说，减少外部世界不确

定性的认知动机、缓解焦虑及提升控制感的存在动机、维护个人及内群体正面形象的群体动

机都有可能诱发个体信奉阴谋论；从社会认知视角来说，错觉模式感知、敏感性动因觉察和

投射这三种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阴谋论信念产生的心理过程。此外，信奉阴谋论带来

的危害至少表现在三个层面：对个人而言，阴谋论会对人们在卫生健康、环保态度和政治参

与等问题的决定上产生消极影响；对组织而言，阴谋论不仅会减少员工对工作环境的正面感

受，还会损害管理层的声誉，甚至迫使组织失去有价值的员工；对社会系统而言，阴谋论可

能会导致民众不支持现有的社会系统，甚至采取行动挑战现状，使得社会系统不稳定。因此，

未来应加强对民众阴谋论信念的干预研究，为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提供切实有效的心理

学手段。 

关键词：阴谋论信念；动机；社会认知；阴谋论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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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三：社会治理中的社会心态研究 

 

人工智能发展对社会心理之影响——基于阿诺德·盖伦《技术时代的

人类心灵》的理解 

轩静文 

（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市，221116） 

E-mail: 546076653@qq.com 

摘要：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技术的思考和追问，它即将走向何处，又该何时停

下？它的本质是什么？社会舆论和学术界对人工智能截然不同的态度引发人们的忧思，一种

意见认为人工智能会给人类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甚至导致人类的灭亡；一种观点是其高

速发展会带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极大丰富，带来劳动力的巨大解放；第三种观点责任为其发展

尚不成熟，学科论基础有待加强，因此，过早地担忧或欣喜是无意义的。以上三种观点，可

分别被称为“悲观论”、“乐观论”与“泡沫论”。本文通过对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诺德·盖伦

著作《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的理解，基于其“哲学人类学”的视角，从以往人类学关注人的

“生物特征”跨入“社会心理机制”及“制度”层面，分析人与技术的历史考古和“制度”对于人类

社会的重要作用。在此框架下进一步分析当下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的本质和现代

意义，并强调身处其中的人们由此产生的心理变化，主要表现为适应心理、直接经验的丧失

和新主观主义的出现。 

关键词：人工智能；技术；社会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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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阶层大学生贫富归因对心理特权的影响：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 

丁倩 1  周宗奎 2  张永欣 1 

1 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信阳市，464000 

2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市，430079 

 

第一作者：丁倩  psydingqian@163.com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 237 号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

学院 512 室 

通讯作者：张永欣 yongxin1207@163.com 

 

摘要：心理特权（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PE）是一种感到有权获得优待、被豁免社会

责任的稳定而普遍的主观信念或知觉，它影响着人们的高压力感、低满意度等消极体验以及

自私、攻击、人际冲突、剥削和不道德等一系列消极行为。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

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0.465，超过了国际标准警戒线，说明我国社会正在经历严峻的贫富差

距和阶层分化问题。社会阶层不仅影响人们的生理健康，还影响心理健康。因此，关注低阶

层的心理和社会适应（如心理特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选取

低阶层大学生作为被试，探讨贫富归因对心理特权的影响，并特别关注相对剥夺感在两者关

系中的中介作用。采用方便抽样法，从河南省某所普通高校选取主动申请当年贫困资助的大

学生 600 名，使用国内外研究常用的阶梯量表，测量被试的主观社会阶层，根据研究需要，

排除得分为 6~10 的被试，得分 1~5 的有效被试为 553 名，平均主观社会阶层 3.41，标准差

1.24。随后，采用贫富归因问卷、相对剥夺感问卷和心理特权量表，以院系为单位进行团体

施测。结果显示：贫富外归因与相对剥夺感显著正相关（r = 0.22），贫富外归因与心理特权

显著正相关（r = 0.21），相对剥夺感与心理特权显著正相关（r = 0.67）；贫富外归因不能直

接预测心理特权，但通过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心理特权（相对中介效应 71.43%）。

说明，相对剥夺感在低阶层大学生贫富外归因与心理特权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关键词：贫富归因，心理特权，相对剥夺感，低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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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信号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兰艺华 1 ，郭容 2  

（1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心理系，北京，100081） 

（2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心理系，北京，100081） 

兰艺华 E-mail: lanyihua1024@163.com 

摘要：在现今越来越趋近“陌生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每天需要面对更多的他人，接收

并处理海量的信息，这大大增加了其认知负荷，也使得他们在对接触到的人和事进行判断并

做出决策时，越来越依赖能节省认知资源的直觉或自动化加工，而社会阶层信号正具备这种

可被个体快速感知且减轻其认知负荷的功能。为此，本文将讨论社会阶层信号对人际信任的

影响。社会阶层信号是指一切能传达个体社会阶层信息的载体，人们通过加工这些微妙的载

体便能判断出他人的社会阶层，而他人的社会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社会互动行为，

例如，穿着打扮，食物，面部特征，兴趣爱好甚至说话特点都可作为社会阶层信号，反映出

个体的社会阶层。 

实验一为现场研究，选取北京市西直门地铁口附近的 50 名过往路人为被试，以主试的

“穿着”这一社会阶层信号为自变量，包括穿得像“穷人”和穿得像“富人”两个水平，实验任务

为主试谎称忘带现金希望向路人借 5 元现金买票乘车，并承诺回家后通过支付宝转账还钱。

考察主试作为被信任者，其“穿着”对信任的影响，信任指标为主试成功借到现金的次数，卡

方检验表明，穿得像“富人”比相比穿得像“穷人”成功借到现金的次数更多，即“扮富”这一高

社会阶层信号在社会互动中会激发对方更多的信任。实验二为实验研究，采用问卷形式呈现

投资博弈任务，以 141 名社会人士为被试，通过将被信任者描述为“豪华奔驰轿车”或“二手

破旧面包车”的拥有者，以操纵被信任者的高低两种社会阶层信号，结果发现：相比“低社会

阶层信号”，“高社会阶层信号”下被试表现出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即人们更倾向于信任高

阶层者。 

当前，社会阶层心理学领域已积累不少成果，但重心仍是对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如何影

响自身心理和行为的探讨。而社会阶层信号正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启发研究者思考

在社会互动中对方的社会阶层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也可为进一步推动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研究，

为探索中国社会治理中的阶层心理学问题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社会阶层信号；社会阶层；社会互动；人际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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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群体的极端化群际冲突：西欧国家民粹主义与恐怖主义 

吴莹，王文英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摘要：全球化在促进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不均衡现象出现。

西欧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两种底层群体，以传统产业工人为主的底层白人和穆斯林移

民及后裔群体。这两种群体在全球化推动下，处于富裕西欧社会的社会底层，两者存在工作

机会、教育权利、居住等方面的现实利益群体争夺，同时也存在文化与种族的符号性区隔，

并表现出极端化的民粹主义与恐怖主义群际冲突。本文将从社会学的社会结构视角与社会心

理学的现实利益冲突视角探讨两种极端群际冲突产生的过程及原因。另外，本文的分析也将

有助于探讨多民族国家各族群关系及族群与国家认同等问题。 

关键词：民粹主义；恐怖主义；结构失衡；现实利益冲突；符号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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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期经济压力与青少年未来教育规划的关系：基于生命史理论的解

释 

张永欣 1   孙若涵 2   陈阳阳 1 

（1.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信阳 464000； 2.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州 510631） 

（通讯作者：张永欣，Email: yongxin1207@163.com；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南湖路 237 号） 

摘 要：未来教育规划是指个体在受教育领域设立目标、指定计划并实施计划的过程，是青

少年阶段的重要发展任务之一。以往研究基于家庭压力模型和家庭投资模型，探讨了家庭社

会经济地位通过父母教养行为或投资行为对青少年未来教育规划的影响。而以进化理论为基

础的生命史理论的研究表明，个体童年早期环境的优劣会影响个体形成或慢或快的生命史策

略，从而影响其心理与行为适应。本研究将基于生命史理论，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分析童年

期经济压力影响个体未来教育规划的内在机制，检验生命史策略的中介作用以及当前社会阶

层对这一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采用童年期经济压力量表、生命史权衡量表、主观社会阶层

量表和未来教育规划问卷对 453 名初中和高中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控制性别和年级

之后，童年期经济压力对青少年未来教育规划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快生命史策略

在童年期经济压力与青少年未来教育规划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童年期经济压力与快生

命史策略之间的关系受当前社会阶层的调节，当前社会阶层较高时，童年期经济压力对快生

命史策略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本研究结果表明，童年期经济压力越大，个体越倾向于形成

快生命史策略，进而降低其对未来教育目标的探索和投入。但是，当前较高的社会阶层会降

低童年期经济压力的消极作用。本研究从生命史理论的视角揭示了童年环境对个体未来教育

规划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对于指导不同家庭经济地位背景青少年的未来规划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童年期经济压力，未来教育规划，生命史策略，生命史理论，青少年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Economic Stress and Future 

Educational Planning for Adolescents: An Examination from Life 

History Theory Perspective 

Zhang Yongxin1  Sun Ruohan 2    Chen Yang Yang1 

(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2.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Yongxin, E-mail: yongxin1207@163.com; 15907148299; No. 237, 

Nanhu Road, Luohe District, Xinyang City, Henan Province) 

Abstract：Future educational planning refers to the process in which individuals set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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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te plans, and implement plan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development tasks of the youth stage. Previous studies based on the family stress model and the 

family investment model explored the impact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adolescents' 

future educational planning through parenting behaviors or investment behaviors. The study of life 

history theory based on evolutionary theory shows that the pros and cons of an individual's early 

childhood environment will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a slow or fast life history strategy, thus 

affecting their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adapt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life history, this 

study will analyz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hildhood economic stress affecting individual future 

educational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te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life history strategy and the moderation of current social class to this influence mechanism. A 

survey of 453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conducted using the Childhood Economic Stress Scale, 

the Life History Strategy Scale (Mini-K), the MacArthur of Subjective SES Scale, and the Future 

Educational Planning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der and 

grade, childhood economic stress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adolescents' future 

educational planning; (2) fast life history strategy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hildhood economic stress and future educational plan of adolescents;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economic stress and life history strategy was moderated by the current social class. That 

is, when the current social class is high,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f childhood economic stress 

on fast life history strategy is weakened.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childhood economic stress 

increases the risk of individuals forming fast life history strategy, thereby reducing adolescents' 

exploration and investment in future educational goals. However, the current higher social class 

will reduce the risk of childhood economic stress. This study revealed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hildhood environment on individual future educational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history strategy, and had certain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planning of adolesc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family economic status. 

Keywords： childhood economic stress, future educational planning, life history strategy, life 

history theory, adol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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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观社会阶层与民众的获得感 

谭旭运 1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E-mail: tanxuyun@cass.org.cn 

摘要：“获得感”作为民众对现实生活获益情况的主观评价，能准确反映每个人“获得”的客观

情况。“获得”是获得感的客观来源和社会基础，获得感正是对客观获益的内在感受与肯定评

价。深入探讨阶层地位获得与获得感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厘清获得感的客观基础，这既

是有效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关键所在，也是谋求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路径。

本报告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和数相科技（Matview）联合发布的获得感调查问卷

（CASS-Matview the Sense of Gain Survey 2018）的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民众获得感的现实

状况，并进而探讨主客观社会阶层对获得感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1）总体看来，民众的

需求性获得和参与性获得最高，支持性获得和体验性获得较低。（2）客观社会阶层影响获得

感，但在不同获得感维度上的影响结果不同。在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上，参与性获得、支

持性获得与体验性获得都呈现曲折上升趋势；而需求性获得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缓慢增长，

随个人月收入的提高先降后升。在职业类型方面，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在支

持性获得、体验性获得、参与性获得以及总体获得感得分上均是最高的；在需求性获得上，

除其他职业类型的人员之外，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的得分最高。住

房情况也是影响民众获得感的重要客观因素，有自有住房者与没有自有住房者相比，前者在

体验性获得得分上显著高于后者，但在支持性获得得分上显著低于后者。（3）主观社会阶层

影响获得感，过去、现在和将来不同主观社会阶层者在总体获得感及其各维度得分上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客观阶层指标后，主观社会阶

层仍然对获得感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关键词：客观社会阶层；主观社会阶层；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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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网络集群行为的比较 

胡伟 1 ，王琼 2   

（1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河南郑州，450001） 

（2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胡伟 E-mail: psyhuwei@163.com； 王琼 E-mail: wangq@zzu.edu.cn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问题日益显现，

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世

界，也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表达诉求的方式，作为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网络媒体信

息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多的受到了广泛重视，在社会化媒体的支撑下，集群行为的普遍发生

也从线下扩展到线上网络平台。本研究对 378 名医学生进行了调查，探讨了在看到同一则关

于职业的媒体新闻时，不同社会阶层和网络集群行为的关系，分析群体愤怒在其中的中介效

应。结果发现，面对同一职业信息，不同社会阶层医学生报告的群体愤怒和网络集群行为存

在显著性差异；采用 Hayes 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的 bootstrap 法，检验群体愤怒在社会阶层

和网络集群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和性别后，社会阶层可以负向地

预测群体愤怒（β= -.16, p<.01），当社会阶层和群体愤怒同时进入回归方程时，社会阶层（β= 

-.12, p<.05）和群体愤怒（β=.36, p<.001）仍能显著地预测网络集群行为，中介效应的置信区

间不包括 0（Boot CI 下限= -.21, Boot CI 上限= -.02），因此，群体愤怒在社会阶层和网络集

群行为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34.01%。 

关键词：社会阶层；群体愤怒；网络集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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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排斥情景下认同融合对于极端亲群体行为的影响 

吕行 1  钟年 2 孙蒨如 3 

（1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扬州，225000，2，武汉大学哲学院，武汉，430072，3 台湾政

治大学心理系，台北，11605）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吕行 18252747050 lyuhang@yzu.edu.cn 

江苏省扬州市四望亭路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教育科学学院 

 

摘要：目前有社会排斥到底是促进还是削弱个体的亲群体行为，还存在诸多争议。本研究尝

试从群体关系的角度，特别是内外群关系的视角来解释这一问题。一个人被他所属的群体接

纳或者排斥，显然都会影响到他之后对内群体的所作作为。因此本研究考察了内外群体的社

会排斥情景、认同融合和极端亲群体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四个系列研究分别从启动实验、

虚拟情景实验和现实情景实验三个场景进行考察，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在内群体排斥

的情景下，相对于被群体接纳的情景下，高认同融合的个体更倾向于减少极端亲社会行为。

而低认同融合的个体无论是在被群体排斥还是接纳情景中，都没有显著的变化差异。即便是

被外群体排斥的情景下，其结果也同上。这认同融合理论提出者的研究结果截然相反，其西

方被试中的高认同融合者在被内群体排斥之后，相比于被接纳的情景下，极端亲群体行为显

著的增加了。相反的结论揭示出中西方在群体排斥情景中存在不同的心理过程。本研究猜测

进一步猜测，可能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中国人更加重视人伦和和谐关系，因此即便在被排斥

情景下，没有选择极端亲群体行为来表达对群体的忠诚和归属。 

关键词：社会排斥，认同融合，极端亲群体行为，内外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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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排斥对旁观者沉默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 

刘硕，陈志霞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领导排斥作为职场排斥的重要研究领域，现有文献对其特点和影响的研究较少，而对

与领导排斥当事双方处于同一生态系统中的旁观者的研究也往往被忽略。本研究基于资源保

存理论和自我调节理论，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领导排斥影响旁观者沉默行为

的中介心理机制及其边界条件。通过对 377 份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表明：领导排斥显著正

向影响旁观者沉默行为，道德推脱部分中介领导排斥和旁观者沉默之间的关系，权力距离反

向调节领导排斥和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本研究的发现有利于了解领导排斥对旁观者沉默行

为的影响及其具体心理作用机制，拓展和深化了关于职场排斥领域的研究，并为后续相关研

究及管理者针对领导排斥和员工沉默行为采取有效措施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领导排斥；旁观者；道德推脱；权力距离；沉默行为 

 

 

城市社区治理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陈志霞，于洋航 

（华中科技大学）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和居民幸福感已成为基层政府

治理的重要目标和价值追求。城市社区是城市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社区治理水平与居民生

活质量密切相关，社区治理满意度体现了社区治理水平对社区居民内在期望和自身需求的满

足程度，对其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对城市居民的社区治理满意度、社会

支持、社区认同和幸福感进行了描述统计和差异比较，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社

区治理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社区治理满意度与居

民幸福感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和社区认同在城市社区治理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过程

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 

关键词：城市社区治理满意度；居民幸福感；社会支持；社区认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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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影响：心理社会资源和拒绝敏感性

的多重中介效应 

李小新 1  任志洪 2  胡小勇 3  郭永玉 4 

（1 华侨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泉州，362021） 

（2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430079） 

（3 西南大学心理学报，重庆，400715） 

（4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23） 

摘要：社交焦虑是我国大学生群体中较为常见的心理困扰，容易导致手机过度使用、攻击、

抑郁等问题。研究显示，相比于出身于高家庭社会阶层的大学生，低家庭社会阶层的大学生

社交焦虑水平更高。在阶层的社会认知理论和备用容量模型框架下，探讨心理社会资源、拒

绝敏感性在家庭社会阶层与大学生社交焦虑间的多重中介作用。选取 1400 名在校大学生为

被试，采用与积极的心理变量结果相关度最高的乐观、控制感、自尊和外向性四种人格特质

测量问卷作为心理社会资源的测量工具，同时施测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拒绝敏感性量

表、Liebowitz 社交焦虑量表，还收集了被试的父母亲职业、受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客观

家庭社会阶层指标。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社会阶层显著正向预测心理社

会资源(=0.967，p < .001)，还显著负向预测拒绝敏感性(=-.145，p < .001)，当加入中介变

量心理社会资源和拒绝敏感性之后，家庭社会阶层对社交焦虑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487，

p ﹥ .05)；心理社会资源显著负向预测拒绝敏感性(=-.109，p < .001)，也显著负向预测社

交焦虑(=-.955，p < .001)；拒绝敏感性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1.267，p < .001)。大学生

家庭社会阶层对社交焦虑总的预测效应显著，效应量为 -1.729（SE=.340, p < .001），95%的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为[-2.396，-.1.062]；直接预测效应不显著（= -.487，SE=.311, 

p > .05），95%的置信区间为[-1.096，.122]；总的中介效应显著，效应量为-1.242，95%的置

信区间为[-1.613，-.909]；各条中介路径效应也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71.82%，以上结

果表明心理社会资源、拒绝敏感性对家庭社会阶层影响大学生社交焦虑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社交焦虑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心理社会资源水平、拒绝敏感性分

别在二者间起到中介作用，同时家庭社会阶层还顺序性地通过先影响心理社会资源、再影响

拒绝敏感性这一链式途径对社交焦虑产生作用。 

关键词：家庭社会阶层；社交焦虑；心理社会资源；拒绝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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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四：社会治理中的社会行为研究 

 

国内报复社会型犯罪之心理学诠释的研究述评 

奚彦辉 1 

1 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淄博 255000，xiyanhui1980@126.com 

 

摘要：近年来，国内频现报复社会型滥杀现象，不仅给人民生命及心灵造成严重伤害，而且

极易引生社会性恐慌。对之，心理学可做出怎样的解释？又可为社会治理工作可提供怎样的

借鉴？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报复社会型犯罪的相关研究尤以法学（含犯罪学）的成

果最多，政治学、社会学次之，心理学研究尤少。目前关于报复社会型犯罪成因的观点大致

有五类：一是社会成因说；二是心理与社会双重因素说；三是心理、家庭、社会三重因素说；

四是多重因素说；五是精神（或人格）障碍说。 

关于报复社会型犯罪的心理学阐释主要涉及以下维度：首先，在犯罪心理学方面。李玫

瑾（2014）将滥杀犯罪分为报复性滥杀、精神异常滥杀、表达性滥杀三种；认为尤其应关注

“危险心结”引发的犯罪问题。（李玫瑾，2011）其次，在社会心理学方面。学者多借鉴社会

心理学的挫折-攻击理论、相对剥夺感理论、社会支持理论等展开诠释。再次，在精神分析

学方面。国内学者多以弗洛伊德的死本能论、“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理论解释此类现

象之发生；亦有研究者运用阿德勒的自卑理论进行阐释；对弗洛姆的“人类破坏性剖析”理论

尚缺乏足够的关注；对个体早年创伤、早期经历、潜意识压抑等皆亦缺乏足够的揭示。第四，

在人格心理学维度。国内学者或借鉴荣格开创的人格内外向理论进行剖析；或是照搬西方心

理学“反社会人格障碍”概念而导致误用；亦有研究者创造出“激变型反社会人格”的概念，对

理解报复社会型犯罪或有一定的启思。当然，亦有学者从社会怨恨、社会心态角度展开研究，

对诠释此现象颇具启发意义。 

总之，国内学者关于“报复社会型犯罪”的相关研究主要自 2010 年以来展开。目前研究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解释的表面化、主观化；选取的部分理论缺乏现象解释力；缺乏对“人

格问题”的专业精神分析解读；对犯罪主体的“道德锁闭”机理缺乏深度诠显；无法解释为何

传统社会极少出现此类现象。因之，亟需专业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及加入。 

关键词：报复社会型犯罪；滥杀犯罪；犯罪心理学；精神分析；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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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第一代大学生的 MOOC 参与度和完成率 

杜玫颖 1  钱静 2（通讯作者） 

1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北京，100084 

2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北京，100084，jqian@tsinghua.edu.cn 

摘要：本研究旨在通过助推（nudge），干预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平台上的

大学生，尤其是第一代大学生，通过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和再评估（reappraisal）两

种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社会认同威胁，进而有更高的学业表现。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

于教育领域，MOOC 成为一种新型学习模式。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的用户超过 620 万，然

而课程通过率仅为 1.5%。选修 MOOC 的主要是大学生，中国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超过 70%

（张华峰、赵琳和郭菲，2016），在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均与非第一代大学生有较大

差距，并且学业差距是由于社会认同威胁等认知状态导致的（Steele, Spencer, & Aronson, 

2002）。因此，想要激发 MOOC 学习者的积极性，第一代大学生更需要助推。 

自我肯定的干预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减轻刻板印象带来的威胁，缩小他们与其他人在学业

上的差距（Cohen, Garcia, Apfel, & Master, 2006）。参与者从一系列价值品质中选择最重要的

并描述，通过描写，人们的自我完整性得以修复，自我效能感提高，用更健康的方式面对挑

战。另一种应对社会认同威胁的方式是再评估，针对即将到来的压力如考试，让学生自由地

写 10-15 分钟关于压力的内容，他们能更好地加工处理这些压力，成绩也会更好(Ramirez, & 

Beilock, 2011)。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来验证第一代和非第一代大学生在学业水平和社会认同威胁上

的差距，通过学堂在线这一 MOOC 平台收集了大学生课程的平均成绩，并通过认同威胁量

表来测量他们的认知状态。调查发现第一代和非第一代大学生在学业得分上有显著差距

（N=571, t=3.992, df=361.08, P=.000），非第一代的课程得分显著高于第一代。第一代和非第

一代大学生在社会认同威胁程度上有显著差别（N=670, t=-2.237, df=590.21, P=0.026<0.05），

第一代大学生受到更强的社会认同威胁。基于上述结果，在后续的实验中我们将采用自我肯

定和再评估两种干预方式，将第一代和非第一代大学生分别分成三个组，实验组 1

（self-affirmation）、实验组 2（reappraisal）和对照组，通过填写问卷的形式进行助推，并根

据课程习题和期末测试来检验干预效果，评估干预效果的持续时间。 

关键词：助推；第一代大学生；MO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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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官兵应对方式对 PTSD 和工作倦怠的影响：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陈雅茹 1（通讯作者）  赵嘉琦 2  安媛媛 1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ruya_psy@163.com 

2 安徽中医药大学人文与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合肥，230012 

摘要：基层消防官兵常年负担着灭火救灾和抢险救援等各种突发性、频繁性和长期性的工作

任务。一次次暴露于创伤性事件中对消防官兵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冲击，极可能使他们患上创

伤后应激障碍（PTSD）。作为一个担任着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使命的特殊群体，消防官兵

也是工作倦怠的多发群体。已有研究表明 PTSD 和工作倦怠的产生因素之一是消极的应对方

式，而应对方式对 PTSD 和工作倦怠的影响并不是简单且直接的，因此，我们假设良好的社

会支持能够在应对方式和心理症状之间起到缓冲作用。本研究主要探讨消防官兵应对方式对

PTSD、工作倦怠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在应对方式和 PTSD、工作倦怠中的作用。采用应对

方式问卷、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工作倦怠问卷和社会支持问卷对 431 名消防官兵进行调

查，结果显示：（1）逃避的应对方式对 PTSD 和工作倦怠具有正向预测作用；（2）社会支持

在 PTSD 和工作倦怠及逃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根据心理控制逆加工理论，采用回避应对

方式的消防员会随之引起负面情绪使他们的工作效率降低，情况严重者会因为不能直面创伤

性事件而产生 PTSD，社会支持在这中间起缓冲作用。本研究在今后相关部门对消防员的心

理健康进行预防和干预时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消防官兵；应对方式；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社会支持；工作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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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绿色生活方式形成的心理因素 

黄建平 1，王楚珺 1，宛小昂 1（通讯作者） 

1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084，wanxa@tsinghua.edu.cn 

摘要：可持续发展是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为了推进绿色生活方式，各国都做出了努力。本

文从绿色生活方式的“环保与节约”理念入手，总结概括绿色生活方式的概念，我们认为，个

体的绿色生活方式应包括重视环境的观念、保护环境的行为、减少物质追求这三方面内涵。

早期关于绿色生活方式的研究大多对人口学统计特征的影响进行了探究，但是在研究结论上

很难统一。在理解绿色生活方式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归纳了影响绿色生活方式形成的心理因

素，尤其是动机、态度、价值观在绿色生活方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

也试提出促进个体绿色生活方式形成的两种可能的心理机制，即 “从概念到行为的塑造”与”

从行为到态度的改变”，通过这两条心理形成机制，我们深入探究了绿色生活方式的两种不

同形成路径，对个人和社会促进绿色生活方式做出了贡献。最后，本文建议未来研究可以聚

焦于个体的认知和情感需求如何调控态度与绿色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自我认同和情境

因素如何中介和调节自我价值观对绿色生活方式的影响，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 

关键词：绿色生活方式；可持续发展；态度；动机；价值观 

 

金钱启动和社会价值取向对合作行为的影响 

韩雯 1 

1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上海，200433，18210730032@fudan.edu.cn 

摘要：以往研究表明金钱启动会引发个体的自足感，表现出较低的亲社会行为水平，但未涉

及合作行为，同时合作行为会受到个体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本研究探究了金钱启动下不同

社会价值取向个体的合作行为水平。通过滑块测验测量个体的社会价值取向(SVO)，将亲个

人取向和竞争取向的个体合并为亲自我者，将利他主义取向和亲社会取向的个体合并为亲社

会者取向。通过点数金钱的方式启动被试金钱的概念，而控制组则点数白纸。采用 2×2 被

试间设计，每组 25 人。启动完成后，被试完成社会困境游戏，投给公共账户的金额数越高

合作行为水平越高。结果表明：社会价值取向的主效应显著，F(1,96) = 10.84，p = 0.001，ηp²= 

0.101，即亲社会者比亲自我者投给公共账户的更高，合作水平更高；而启动条件的主效应

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该结果表明金钱启动未对个体的合作行为产生影响。本文讨论

了金钱启动效应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并分析了影响金钱启动效应和合作行为的其他原因。 

关键词：金钱启动；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困境；合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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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s of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to job burnout and subject well-being in 

Chinese firefighters 

Su Qi1; Sun Huiying1; Zhou Hong1 (Corresponding author) 

1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zhouhong1855@163.com 

Abstract: Background: Previous studies on teachers, enterprise employees and medical care 

personnel have shown that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s related to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job 

burnout, however, there are very few related studies on firefighter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of firefighter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job 

burnout, and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in it, in order to find the 

individual internal factors that can improve the subject well-being and reduce job burnout of 

firefighters. Methods: The investigation use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Scale, and Emotion Regulation Questionnaire that conducted on 409 firefighters 

from Nanjing Fire Fighting School. Results: Our model fitted the data well [χ2/df = 2.313, CFI = 

0.975, TLI = 0.950, RMSEA = 0.057].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can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predict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firefighters and negatively predict job burnout. In addition, the 

cognitive reappraisal strategy i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job burnout.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cognitive reappraisal may be important 

internal factors to enhance well-being and reduce their job burnout in firefighters. Clinical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s and limitations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 firefighters, subject well-being, job burnout,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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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调节焦点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双元组织学习和组织柔性的混

合模型 

刘雨桐 1  刘丽红 2 （通讯作者） 

1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哈尔滨，150025 

2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哈尔滨，150025，lmf133@126.com 

摘要：本研究基于调节焦点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和组织动态能力理论，探讨领导不同的调节

焦点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个体在效率和创新的冲突中所兼顾的探索性学习和利用式

学习行为，进而研究领导调节焦点如何通过影响员工双元组织学习对组织创新绩效产生作用，

以及探讨组织柔性在领导调节焦点和组织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根据调节焦点理论，个体在

追求目标和选择行动策略的过程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调节焦点：促进型调节焦点和防御型调节

焦点。其中偏好促进型焦点的个体倾向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为了达到目标更敢于尝试或

冒险；而偏好偏好防御型调节焦点的个体更倾向于“损失最小化”的目标，更容易遵循惯例和

规则来获得“安全感”。双元组织学习即组织学习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存在探索式学习和利用

式学习两种维度。组织柔性代表组织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柔韧性和响应能力。 

通过对高新科技企业线上线下收集到的共 473 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1）领导

调节焦点与组织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2）双元组织学习的平衡效应和交互效应与组

织创新绩效有显著正相关；（3）双元组织学习在领导调节焦点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存在

部分中介作用；其中，领导越倾向于促进调节焦点，探索式组织学习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就越强，而领导越倾向于防御型调节焦点，利用式组织学习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就越强。

（4）最后，组织柔性在领导调节焦点与组织创新绩效之间具有调节效应。 

关键词：调节焦点，创新绩效，双元组织学习，组织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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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视角下的中小学生体重去污名化研究 

陈浩 1   叶一舵 2 

1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州，350117 

2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州，350117，yeyiduo@163.com 

摘 要：体重去污名化是体重污名干预方案的组合形式，是由污名过程和去污名干预方案合

力形成的场域，因异常体重而产生的个体社会心理问题为干预对象，涵盖认知偏差、偏见、

歧视行为三个成分。社会工作介入的中小学生体重去污名化干预方案具有复原、发展、预防

的功能，社会工作者通过设计恰当的介入方案，得到解决个体社会心理问题的办法。社会工

作介入的中小学生体重去污名化过程以新的理论模型为实务指南，通过个案工作转变学生对

异常体重的刻板印象，形成正确认知；通过小组工作转变学生对异常体重的负面情绪及偏见，

充分调整学生优势资源，切实解决学生社会心理问题；通过学校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行政提高社会大众对体重异常学生的接受度和同情心，消退歧视行为，激发体重去

污名化共鸣，促成社会工作行政双向流动。 

关键词：体重污名；去污名化；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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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背景下老年人的福利心态及社交休闲行为促进 

陈晓云 1  ，杨静 2 

1 复旦大学心理学系，上海，200433，xych@fudan.edu.cn 

2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社区学校，上海，200433 

摘要；目前对城乡融合治理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资源统一配置、空间一体化规划、生态环境改

进等“硬”环境的治理方面，而忽视了城乡居民的认知、情绪、行为等“软”要素的融合。本文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从福利心态的角度对某城乡结合部 31 个行政村，19 个居委会共 229

名年满 50 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的休闲动机、社会支持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其中，主观幸福感、休闲动机、社会支持测量分别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主观幸福度量表

（MUNSH）》，《Leisure Motivation Scale（LMS-28）》，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研

究发现，无动机的休闲活动不能显著预测个体的社会支持，且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间接

效应，但其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社会支持（r = 0.362，p < 0.001）、休闲动机（r 

= 0.197，p < 0.01）分别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休闲动机的无动机维度与老

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r = -0.296，p < 0.001）；休闲动机的内部动机可以有效预测

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β = 0.361，p < 0.001）；外部休闲动机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社会支持

（β = -0.237，p < 0.01）；社会支持在老年人内部休闲动机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

效应（β = 0.118，p < 0.05）。换言之，老年社交休闲活动所带来的愉悦体验比休闲活动的数

量更能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休闲的最重要动机是个体通过休闲活动后所获得的内心愉

悦体验，即内部动机；在内心愉悦体验优先的前提下，休闲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与亲近的

可信任的同伴一起参与休闲活动，不仅可以增进愉悦体验，而且也可以加强与伙伴的关系纽

带，从而更加容易获得来自老年伙伴的社会支持。这一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从老年人社交

需求出发，构建休闲支持型老人福利制度，即提供更多“志趣相投型”而非“关系拓展型”的休

闲活动，则会进一步强化老年人的内部休闲动机，提升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城乡融合；老年人口；福利心态；社交休闲行为；内部动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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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启动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来自藏传佛教徒的证据 

赵亚军 1  张然 1（通讯作者） 

1 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610041 

1 西南民族大学社会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610041, zhangran502@163.com 

摘要：大多数宗教的中心主题都指示道德教人规范自己的行为，倡导教徒们积德向善，宽以

待人。研究者提出了“信仰—亲社会假设”，认为宗教信仰可能会促进亲社会态度和行为的产

生。然而，以往的研究多以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国外主流宗教教徒为被试群体来对

该假设进行验证。由于我国关于宗教信仰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较少，信徒人数较多的藏

传佛教一直是该类研究中的空白点。因此，本研究以我国藏传佛教的信徒为被试群体，进一

步检验“信仰—亲社会假设”，并考察该假设是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本研究选取西南民族大学 60 名信仰藏传佛教的大学生，以及 60 名不信仰藏传佛教的大

学生为实验参与者，采用聆听含有佛教诵经片段的音频材料来启动个体的宗教信仰，选用“公

共物品困境范式”的捐款任务来测试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从而探讨启动宗教信仰对亲社会行

为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1）对佛教徒而言，接受宗教信仰启动处理的实验参与者在《宗教观念

问卷》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未接受启动参与者的分数，这说明本研究中所采用的宗教信仰的启

动材料是有效的；（2）与未接受宗教信仰启动的信教大学生相比，接受宗教信仰启动处理的

信教大学生在捐赠任务中的捐款数额更高；（3）接受宗教信仰启动处理的信教大学生的捐款

数额显著高于接受宗教信仰启动处理的不信教大学生。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启动藏传佛教徒的宗教信仰能增加其亲社会行为的表现。 

关键词：宗教信仰启动；亲社会行为；藏传佛教；公共物品困境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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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五：国民心理健康及其促进 

 

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社会冷漠及其形成根源 

陈洪波 

东莞理工学院，东莞，523808，706914079@qq.com 

摘要：公共危机事件中公众的集体冷漠是公众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理性习得的结果。冷漠的

最常见的行为表现就是不参与，“参与无用”与“参与有害”是社会冷漠的两种重要心理基础，

“参与无用”论认为，我的参与改变不了现状，“参与有害”论认为，我的参与会给自己带来麻

烦和风险。当对参与形成了普遍的消极预期，这将导致“自我实现的预言”，从而形成恶性循

环。缺乏民主协商的制度环境是其制度根源，缺乏公民教育是其教育根源，社会普遍的道德

滑坡是其社会根源，所谓“明哲保身”的理念是其历史文化根源。从个体来说，冷漠是自我保

护措施，是基于对成本-收益算计的理性行为，然而，个体理性最终却导致了集体非理性，

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社会冷漠导致了合作自救行为难以发生，最终加剧危机，损害每一个个体

的利益，甚至可能导致毁灭性的后果。2018 年的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就是典型事例。

要从根本上防止社会冷漠，应加强公民教育，强化责任意识，培养积极公民，并在全社会各

个层面孕育平等参与的氛围及加强相应的制度建设。 

关键词：公共危机；社会冷漠；形成根源；集体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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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mental Shyness, Anxious Withdrawal, and Responses to 

School Bullying: Moderation by Maternal Praise 

Dan Gao1; Charissa S. L. Cheah 2; Junsheng Liu1 

1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2 University of Maryland, Maryland, 21250 

First author: Dan Gao, gaodan0620@gmail.com,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3663 North Zhongshan Road, Shanghai, 200062 

Corresponding author: Charissa S. L. Cheah, ccheah@umbc.edu 

Junsheng Liu, jsliu@psy.ecnu.edu.cn 

Abstract： School bullying among children is a significant public health problem worldwide.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Asian immigrant students are at higher risk for school bullying 

compared to White students and Asian nonimmigrant students. In contrast to Western contexts, 

assertiveness and expressiveness are less emphasized in Eastern societies. In China, where cultural 

values are guided by Confucian and Taoist ideologies, children who are shy, sensitive, and wary 

may obtain approval and support from parents and peer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Chinese 

immigrant children with less self-confident in their assertive and aggressive skill may be more 

likely to avoid bad situations through withdrawal or ignorance. However, little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how Chinese immigrant children cope with school bullying and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ir responses to school bullying. In order to address these gaps in the literature,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a) Chinese American children’s anxious-withdrawn behaviors 

medi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ir temperamental shyness and responses to bullying (i.e., 

assertiveness, avoidance); and (b) maternal praise as a culturally less valued parenting practice of 

Chinese parents moderate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ild temperamental shyness and anxious 

withdrawal. Participants included 120 Chinese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 mothers (Mage = 37.80 

years, SDage = 4.54 years) and their 3- to 6-year-old children (50% boys, Mage = 4.40 years, SDage = 

0.84 years) living in the Maryland/Washington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U.S. Chinese immigrant 

mothers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children during a 15-min 

free-play with a standardized set of toys were videotaped. Furthermore, the preschool or daycare 

teachers of the participating children rated children’s anxious withdrawal and their responses to 

bullying in the school setting. Path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impact of Chinese American 

mailto:ccheah@umb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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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temperamental shyness on their responses to bullying was mediated by their display of 

anxious-withdrawn behavior in school. However, the indirect effect of temperamental shyness on 

children’s responses to bullying through anxious withdrawal was moderated by mother’s praise. 

Specifically, when Chinese immigrant mothers praised their children more often, children’s 

temperamental shyness was less related to their avoidance responses in bullying through 

diminished anxious-withdrawn behaviors. Likewise, the negative indirect relations between 

children’s shyness and their assertive responses to bullying through anxious withdrawal were 

attenuated with increasing levels of mothers’ praise. This study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examin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children’s temperamental shyness and maternal praise in 

promoting children’s social skills to deal with bullying and positive parenting of Chinese 

immigrant mot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Key words: temperamental shyness, maternal praise, Chinese immigrant, bullying, asser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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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女教师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黄时华 ，陈逸健，曾枫颖，高晓彤 

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心理系，广州，51004, huangshihua@163.com 

摘要：一直以来，因职业角色、社会地位等原因，高校女教师作为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长期

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探讨分析高校女教师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心理压力，有效预防和控制该

群体的身心健康隐患，对提高高校女教师的生活质量、稳定高校女教师队伍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采用了基于 Karasek 模型构建的高校青年教师工作压力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

表、简版焦虑抑郁量表(DASS-21)和中文版生活满意度量表，通过工会组织和网络途径对对

378 名广东省不同高校的女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根据心理健康双因素模型

分，接受调查的女教师中，完全健康者 236 人，占比 65.1%，而易感者、有症状但满足者、

完全病态者合计占比 34.9%，共 142 人，表示超过三分之一的高校女教师处于心理亚健康水

平，尤其是理工类高校、身体情况较差、月均收入较低、工作年限较长的高校女教师更容易

出现焦虑、抑郁症状，生活满意度偏低；（2）工作压力偏高的高校女教师具有以下人口学特

征：专任教师、初级职称、理工类高校、离异和未婚状态、月均收入≤8000 元、身体状况一

般或较差；（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偏低的高校女教师具有以下人口学特征：初级职称、离

异和未婚状态、未育（含首次怀孕）、工作年限短、月均收入≤8000 元、身体情况一般和较

差状态；（4）工作压力对心理健康积极指标（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性预测作用，对心理

健康消极指标（焦虑抑郁压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心理健康具

有显著影响作用；（5）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之间起着部分中介效应，

通过提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有利于缓解工作压力，促进女教师的心理健康发展。 

关键词：高校女教师；工作压力；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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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关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邵雅利 1，李海峰 2 

1 福建江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2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摘要：在“五位一体”的指导下，以社会比较的视角，全面评估了国民的获得感，并首次回答

了获得感是如何转化为幸福感的机制。为探讨获得感、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关系，采用问卷法

对福建省 2234 名 14-80 周岁的民众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发现，获得感与满意度和幸福感呈

显著正相关；获得感通过满意度的完全中介作用影响幸福感；与以往关注个人自身因素如何

影响幸福感不同，研究结果证明了个体对社会发展变化的“获得”感知也能影响幸福感。 

关键词：获得感；满意度；幸福感；五位一体 

 

亲子关系与青少年抑郁的元分析研究 

唐亚楠 

四川师范大学，成都，610000，708850226@qq.com 

摘要：青春期是人生发展的关键期，也是焦虑抑郁的高发期。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大约

15%的儿童和青少年有抑郁症状（Bhatia&Bhatia，2007)。根据 Bowlby (1969)著名的依恋理

论，安全依恋或良好的亲子关系是儿童良好发展和适应的重要基础，缺乏这个基础，儿童的

发展可能会遭遇风险。抑郁是影响儿童和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

青少年处于生理和心理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其身体和心理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如果

没有适当的引导，可能会使青少年长期处于不良情绪的困扰之中，从而引发抑郁情绪。然而，

到目前为止，鲜有研究对亲子关系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整合和分析，基于此，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探讨亲子关系与青少年抑郁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二者关系的调节

因素。通过文献检索，共获得 16 项研究和 23 个独立效应量，包含了 10872 被试。异质性检

验表明，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比较合适；漏斗图和 Egger’s 检验结果显示，本元分析不存在

发表偏差；主效应检验发现，亲子关系与亲少年抑郁呈显著负相关(r =-0.275，p < 0.001)；

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二者关系受被试性别的调节，但不受群体年龄和文化背景的影响。  

关键词：亲子关系；青少年；抑郁；元分析；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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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生涯适应力与组织承诺的关系研究：职业高原的中介作用 

张信勇，郭梓滔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广州，510006，40990056@qq.com 

摘要： 本研究在回顾生涯适应力、职业高原及组织承诺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企业员工的

生涯适应力与组织承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职业高原在其中的作用。研究采用生涯

适应力量表、职业高原问卷和组织承诺量表对204名企业员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

员工生涯适应力、组织承诺和职业高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2）职业高原在生涯适应

力与组织承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伴随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行和员工年龄结构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面临产业

的转型和管理升级。此过程中员工生涯适应力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有助于企业员工管理

自我的职业生涯，积极应对职场的不确定性。同时组织职业生涯管理与自我职业生涯管理被

认为是可以一起相互促进的关系并能够为组织和企业员工提供积极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对于

企业文化的培养和培训计划等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 员工；生涯适应力；组织承诺；职业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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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希望和城市适应的关系以及是否独生子女的调节

效应 

董佳 1，谭顶良 2，张岩 1 3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7，172302004@stu.njnu.edu.cn 

2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3 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江苏泰州，225300，peterzhang1108@163.com 

摘要：目的：考察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希望和城市适应之间关系，以及是否独生子女在其

中的调节效应。方法：选取 464 名流动儿童，运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儿童希望量表和少年

儿童社会适应量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和城市适应得分在是否独生子女

上具有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得分和城市适应得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流

动儿童的得分；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希望与城市适应均呈两两正相关（P﹤0.001），结构方

程模型分析显示流动儿童希望在社会支持和城市适应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多群组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显示是否独生子女在流动儿童的社会支持、希望和城市适应关系中起到调节效

应，独生子女家庭中，社会支持和希望对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预测作用更大。结论：流动儿

童的希望在社会支持和城市适应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是否独生子女在流动儿童的社会支

持、希望和城市适应关系中起到调节效应。 

关键词：流动儿童；社会支持；希望；城市适应；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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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官兵正念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工作倦怠的影响：应对方式的中介

作用 

黄佳丽 1  武阿媛 2  徐慰 1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jialiH_psy@163.com 

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210097，livingxw@163.com 

摘要：目的：探讨正念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工作倦怠的关系及应对方式在其中的

中介作用。方法：选取南京市某消防学校的消防官兵 431 人[均为男性；平均年龄（21±2）

岁]。采用 DSM-5 的 PTSD 症状核查表（PCL-5）、工作倦怠量表（MBI—GS）、正念注意

觉知量表（MAAS）和应对方式量表（CSI）进行调查。结果：(1) 患 PTSD 高风险的消防

官兵为 5.80%；消防官兵中高情绪衰竭者为 0.23%，高去个性化者为 6.26%，低个人成就感

者为 2.32%。(2) 正念对创伤后应激障碍、工作倦怠有负向预测作用 (β = -0.65，p < 0.001；

β = -0.66，p < 0.001)。(3) 逃避和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在正念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工作倦怠

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用 (β = -0.20，p < 0.001；β = -0.21，p < 0.001)，寻求支持的应对方式

没有起到中介作用。结论：消防官兵的正念是 PTSD 和工作倦怠的保护因子，逃避和问题解

决的应对方式在正念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工作倦怠的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中间作用。 

关键词：消防官兵；正念；创伤后应激障碍；工作倦怠；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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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科生民族团结心理现状及培育研究 

和仕杰，罗鸣春，陈家敏，常敬 

云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云南昆明，650504，mingchunluo@126.com 

摘要：民族团结心理的培育是做好民族院校大学生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前提，预科生是

高校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民族地区，拥有不同的民族文化，更需要落

实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为了解预科生的民族团结心理的现状及特点，并从这些现状和

特点中来探讨如何采取相应措施来培育预科生的民族团结心理，本研究采用《民族团结心理

量表》对 2454 名在校预科生进行调查。分别从民族团结认知、民族团结认同与民族团结态

度行为三个维度对预科生的民族团结心理得分测评，结果表明，预科生的民族团结心理得分

较高；女生的民族团结心理分数高于男生；父母文化程度越高的学生民族团结心理分数越高；

高考科目为文科和理科的学生民族团结心理分数显著高于高考科目为其他艺术类的学生；月

生活费低于 500 元的学生民族团结心理分数显著低于 500-1200 元及 1200 元以上学生；独生

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民族团结心理得分差异不明显；是否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对学生的民族团结

心理影响不显著；大学前就读于民族院校、民汉合校、普通高中及内地班对学生的民族团结

心理得分无显著影响。针对预科生民族团结心理的现状及特点，文章对预科生民族团结心理

的培育进行了分析和思考。 

关键词：预科生；民族团结心理；培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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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高层次海归人才文化适应与合作共赢路径探究 

 李晓梦 1 尹彬 1，2   

1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福州，350007 

2 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系，Durham，NC，USA，27707 

第一作者：李晓梦，18850148215，1977174346@qq.com 

通讯作者：尹彬，byin@fjnu.edu.cn，福建省福州市大学城科技路 1 号 

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人文楼 715 心理学系办公室，350117.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高校组织既保留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又受西方团体格

局的影响。差序格局下的儒家美德依附于情感，维护人伦关系；而团体格局观倡导人人平等，

遵循理性原则。因此高层次海归人才在融入高校组织以及作用发挥的过程中面临着这两种格

局文化冲突的问题，若不予理会不仅可能将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可能将失去在人

才竞争中的优势地位。然而无论是相关研究还是政策制定都鲜见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有效回

应。本研究在分析相关文献和质性访谈的基础上，提出在管理层的有效支持下人才个体心理

结构的升华重塑是解决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文化冲突的可能途径。正如人本管理指出的，管

理的实质是想办法将人才的自我动力和超我动力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并协同指向人才与组织

的整合目标，而自我动力和超我动力本身的大小受到个体的心理结构的影响，因此人才个体

对差序格局观和团体格局观两种文化认知的融合适应将直接影响人才个体作用的发挥和组

织的管理效率。对此高校组织可以采取个体化培训、激励模式差异化与团体奖励相结合等管

理方法，明晰海归群体和本土群体的行为模式的动因差异，着重解决群际威胁和成就期望威

胁，促进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两种文化的融合，帮助海归人才重塑心理结构，以实现人才个

体与组织合作共赢。 

 

关键词：人才管理，高层次人才，海归，差序格局，团体格局，文化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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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对教师特质的信任偏好 

龚文进，高柳莹 

广州中医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84268272@qq.com 

摘要：目的了解大学生在不同情境下对教师特征的信任偏好情况。方法：首先通过文献查阅

及结构性访谈，整理出形容教师能力、品德特征的词组 15 个，无关词组 20 个；其次，根据

课堂、合作及一般生活情境进行 3 类情境 15 个具体情景的设计，自编大学生对教师可信特

征偏好调查问卷，对 160 名大学生进行施测，了解大学生对教师特征的信任偏好程度。结果： 

总体来说，大学生对教师品德和能力特征的信任度没有显著差异（P＞0.05），但是性别具有

调节作用，男生对德的信任显著高于女生，女生对才的信任显著高于男生；不同情境下的信

任度也不相同，在课堂情境下大学生对教师能力和品德特征的偏好没有差异（P＞0.05）；在

合作情境下大学生对教师能力特征的信任显著高于品德特征（P＜0.01）；在一般生活情境中，

大学生对教师品德特征的信任显著高于能力特征（P＜0.01）；男女生对男教师的信任具有显

著差异（t=2.54,P＜0.05），男生对男教师的信任显著高于女生，男女生对女教师的信任没有

差异（P＞0.05）。  

关键词：信任偏好；师生信任；能力；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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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六：社会治理与心理学应用研究 

 

基于角色及认同理论浅析恐怖活动人员结构变化 

刁文然 

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陕西西安，710061，823470360@qq.com 

 

摘要：对女性恐怖主义的成因、对策有所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但是传统上关于女性恐怖主

义的成因多聚集在其经济方面和情感方面的诉求，以及其女性特质的影响。随着恐怖活动中

呈上升趋势的女性恐怖分子的数量和组织地位，我们不得不开始从其他角度进行思考。而社

会角色及认同理论可以清晰地论述人类行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为人类行为提供一定的规

范和模式，人们由互动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该理论去探寻角色与认同对当前

恐怖活动人员结构变化的影响。一方面，社会角色的固化使得女性恐怖分子进行活动具有成

功率高，代价低，收益大等优点，这种种原因都使恐怖活动组织更倾向于利用女性恐怖分子

实施恐怖活动；另一方面，社会外部环境中出现的角色冲突、内部环境中仍未消除的刻板印

象以及对比产生的对角色期待的逃离感促进了认同危机的产生。基于此，社会角色的重新定

位及其对新的认同感的追寻，已经成了加快女性恐怖分子数量增长的催化剂。如何帮助潜在

恐怖活动新生力量找准并适应各自的社会角色以及增强其对国家及民族的认同感，成为了之

后反恐道路上的重要问题。 

关键字：角色理论；认同理论；女性恐怖分子；恐怖活动人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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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Change of Terrorist Activities Based on Role and 

Identity Theory 

Diao Wenran 

Graduate Schoo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an, Shaanxi 

Province,710061，823470360@qq.com 

 

Abstract：There are many scholars who have studied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emale 

terrorism. However, the causes of female terrorism traditionally focus on its economic and 

emotional appeal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its femininity.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 and status 

of female terrorists in terrorist activities, we have to start thinking from other perspectives. And 

the social role and identity theory can clearly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havior 

and society -- society provides certain norms and models for human behavior, and people form 

certain social relations through interaction. Through this theory, we can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role and identity on the current structure change of terrorist activities. On the one hand, due to the 

solidification of social roles, female terrorist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high success rate, low cost 

and high profit, etc. All these reasons make terrorist organizations more inclined to use female 

terrorists to carry out terrorist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ergence of identity crisis is 

facilitated by the role conflict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society, the stereotype that has not 

been eliminated in the in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sense of escape from the role expectation 

generated by contrast. As a result, the reorientation of social roles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sense 

of identity have been catalysts to accelerate the growth of female terrorists. How to help the new 

potential terrorist forces find and adapt to their social roles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national and 

ethnic ident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on the road of anti-terrorism. 

Keywords: role theory；identity theory；female terrorists；terroris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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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重点中学心理辅导的管理与实施 

杨华芳 

浙江省苍南县灵江学校，浙江，苍南县，325800，rt2211@163.com 

 

摘要：中学生通常被称为“风暴期”、“叛逆期”，他们的身体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在发生巨大的

变化，价值观尚未形成，面临着来自生活的、学习的、人际关系等各种压力，容易产生各种

各样的心理问题。他们是否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健康的心理，是影响人生是否幸福、社会

是否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重点中学学生是比较特殊人群，对他们的辅导也应区别对待。重

点中学心理辅导在许多方面与普通中学是相异的，但是其最终的目标是促进学生的自我实现，

这与目前关注的发展性辅导是一致的。本文从中学待别是重点中学的角度探讨了有关学校心

理辅导的管理及其实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重点中学开展心理辅

导的重要性，实施科学管理的重要性及相关设想与实践，论述的重点在探讨中学实施心理辅

导的主导即教师的心理向题和教师在心理辅导中作用的发挥，以便给正在或已经开展心理辅

导的中学提供一些借鉴。以期帮助每个学生建立积极的自然意象，开发学生的潜能，使学生

充分自我实现。同时，也使学校心理辅导工作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关健词：心理辅导；科学管理；教师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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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疆开展“五个认同”教育的路径与方法研究 

何 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市  邮编 844000 

邮箱：2629583958@qq.com 

通讯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喀什地委党校 

摘要：治疆经验教训表明，人心乱，祸起萧墙，自“7·5”事件开始，暴力恐怖活动进入新的

活跃期，2014 年尤为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认真分析发生在南疆的分裂与反分裂

斗争的若干重大事件，分析发生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个案最终归结都指向“认同”，是“认同”

出了问题，一些人认同狭隘地方的民族主义，一些人认同宗教、一些人认同宗教极端思想，

一些人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被扭曲，“认同”是“三股势力”，坐大成

邪恶势力的核心“秘密”，更是“三股势力”借群众的“认同”得以成其势力进行与我进行对抗的

手段。人心定，长治久安，“五个认同”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思想基础。南疆

始终是全疆反分裂、反渗透斗争的主战场。在历史和现实、境内和境外、网上和网下等各种

因素相互交织作用下，南疆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反渗透斗争呈现出特殊的长期性、复杂性、

尖锐性，当前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 南疆地区开展“五个认同”教育

是有着极强的现实紧迫性、现实针对性的。开展“五个认同”教育不是广而告之，而是在于 “认

同”的实现，即人们对“五个认同”感知和认识逐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达到认知、情感、

内化和实践的统一。其形成的路径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基本路径，自上而下的认同过

程主要是通过宣传、教育、灌输来影响，自下而上的认同过程是经由评价的积淀、交流、碰

撞，自发地形成的 “五个认同”，就我们当下的实践而言，自上而下的宣传教育是我们形成“五

个认同”的主要途径，在方法上“五个认同”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对接，让普通民众在生活实践

中感受到“五个认同”落地生根，引领受教者能从精神思想层面牢固树立对中华民族认同、国

家认同、文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使受教者能够按照心理认

可的角度积极改进之前的思想传统，能从精神思想层面转变以往模糊的、错误的认同，教育

引导一些受蒙蔽、深受其害的各族群众，从思想意识上深刻认识到“三股势力”对“五个认同”

的破坏，在思想上转变，意识上改变，在行动上自觉主动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和丑恶嘴脸。

并且能够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将这种心理上的“认同”持续地发挥影响，形成一种惯性的力量，

不受各种错误认同的影响，不从众，站稳政治立场，辨明是非对错，努力使“五个认同”观念

深深烙刻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人人皆行，从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打牢各族群众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夯实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五个认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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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西北地区社区心理学发展的构想与展望 

 江镇 

咸阳师范学院，咸阳，712000 

  

摘要：如今基层工作已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社区心理学旨在为基层工作提供更科学有

效的指导方针。我国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较明显，社区心理学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本文初步

探讨西北部地区如何因地制宜紧跟步伐，开展、完善社区心理学的建设，并利用社区心理学

发展所带来的指导思想更好更快地改善基层工作水平，完善社区服务，为广大人民带来更好

地生活、工作条件，从而达到个体更好发展、社区更好发展、社会更好发展的良性循环。希

望能够为西北地区及其他有相似情况的地区的社区心理学发展提供参考。我国目前的社区心

理学发展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地区，且面临社区服务工作人员工作价值感低、工作满意度低、

工作绩效低、工作懈怠较频繁的现象。相比于东部地区，我国西北地区的社区工作发展更面

临着群众自身各方面素质较低、地域较广、社区工作参与率较低、医疗卫生发展较落后等困

难。因此在西北地区开展社区心理学发展的相关工作需要综合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信

息技术等研究成果，需要更合理的政策、更高素质的人才，使得西北地区更够加快社区心理

学开展的步伐。 

关键词：中国西北部地区；社区心理学；社区服务；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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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人精神应激与心理资源战备训练证据转化数据库的开发 

潘元青 1，梁海乾 2 ， 唐勇 3 ， 靳冬 2  ，田卫东 4  ， 申希平 5  ，李楠 2   

崔琦 6 ，董怡 1 ，李静 1 ，齐苗苗 7 

1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天津，300222，panyuanq@126.com 

2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色医学中心，300162，lianghaiqian711@163.com 

3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天津，300060 

4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兰州，730000 

5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兰州，730000 

6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 730070 

7 兰州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兰州，730030 

 

摘要：背景：目前国内改善军人职业精神应激与心理资源战备调动状况的干预措施在鲜有文

献报道，现有的国外心理应激预警训练指南没有经过科学性和适用性评价，不能满足我国相

关研究决策者和保障服务的需求。针对中国军人职业心理应激的心理负荷与战备素质训练要

求，有必要对相关军人职业应激循证干预指南的适用性进行评价和转化利用。 

目的：构建军人精神应激与心理资源战备训练证据转化平台，为高效且科学的决策提供

证据支持。 

方法：（1）证据转化：利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退伍军人健康管理局、英国国家卫生与

临床优化研究所、英国精神药理协会、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皇家精神科医师学会、国际双相障

碍学会、加拿大心境和焦虑治疗指导组、世界生物精神病学学会联合会、美国精神病学协会、

Cochrane 预后研究方法组指定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管理临床实践系列指南》，筛选与转化适

合中国职业军人使用的心理健康预警训练和创伤性心理重建内容；（2）建立数据库：构建职

业军人职业精神应激与心理素质训练与战备维护循证数据库。 

结果：该数据库由 3 个栏目组成，分别为：（1）军人工作决策任务特性对思维模式相对

效能的影响的 AI 传感数据库；（2）官兵专用心理应激障碍识别与量表评估系统；（3）军人

职业心理保护循证心理干预指南、报告标准、推广应用综合防治循证证据体。目前共转化国

外 2 个健康促进项目（包括认知加工疗法、创伤后应激障碍认知疗法、叙事暴露疗法、延长

暴露疗法、情绪释放技术、创伤后应激障碍分级治疗与知情照护或创伤知情照护的临床和成

本效益分析等 7 个主题）和 2 个相关研究促进项目（基于认知心理学的体感认知网络模型建

构、突发性和强制性任务对军人情绪感染与行为评估系统量表编制等主题）；（2）建立容纳

700 条记录的循证心理干预证据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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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该项目基于国内外循证心理干预与治疗指南的筛选和评价，转化的证据科学性强、

适应性好；该数据库信息全面，为促进我国军人职业精神应激与心理资源战备调动提供证据

支持。 

关键词：军人职业应激；心理应激；循证指南；证据转化；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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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ginal Stratege For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Wang Weidan1 

1 TongDe Provincial Hospital in Zhejiang(Zhejiang Mental Health Center),Hangzhou, 310012 

First author:Wang Weidan, E-mail:wang_weidan@163.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Weidan, wang_weidan@163.com 

 

Abstract：Given the strong demands for public psychological service in China currently, this paper 

introduce a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mental and behavior problems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unrest. We specifies GS district in Hangzhou as the earliest practitioner, which has got some 

experience in exploring the psychological service suitable for regional condition in the past 2 

years. A three-level platform,whos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consists relevant departments of 

district, streets and communities was constructed and follows the principle "up-down linkage, 

left-right coordination, and moving forward the gateway".Centered on service sites on the 

platform, psychological education,early warning and intervention has been covering both common 

residents and “special groups” in the district. A year later, data shows that the common redidents’ 

awareness rate of mental health of residents in this district has increased from 32% to 70% and no 

out-of-control event happened in all special groups.We believe the stratege of GS district is able to 

get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whole province and may offer references for other areas in 

the whole country in the coming future.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service, public mental health,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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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与危机管理 

张明爱 

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户政大队，吉林省吉林市，132000，736567701@qq.com 

 

摘要：“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同志还在今年两会讲：“大鹏

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并指出，坚持社会治理为了人民，创新

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让群众的聪明才智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不竭源泉。 

研究群体性事件成因、表现、危害及应对策略，如何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源问题，更应

该全方位、全视角、人性化的去研究危机管理方法。“只接纳一半”是人类影响广泛的行为习

惯和误区，阻抗群体性事件是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惯性思维，我们更应该换位思考，站在群体

性事件老百姓的角度，去深挖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解决途径，站在全息整体性利益的高度，

用爱心多关注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老百姓，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并用心理学队伍这条途径，

将无法在基层解决的群体性事件的信息，能够及时有效的传递到中央政府，使之得以解决，

将心理学工作真正运用到社会治理实践中，用心服务群体性事件老百姓，更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一、处置各种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和方法 

（一）断除源头，截住外流，控制局面，压住规模。 

（二）疏导围观人群，分化群体性事件主体。 

（三）灵活机动处置群体性事件，严厉打击处理主体现场违法行为 

二、大规模群体性集体上访事件的危机管理方法 

三、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群体性事件的危机管理方法 

四、重大治安灾害事故群体性事件的危机管理方法 

（一）公安机关赶赴到事故现场，并在现场周围设置警戒线，维护现场混乱秩序。 

（二）全力抢救伤员、物资，排除各种险情障碍 

（三）及时发现不断变化的事态，同时搜集群众反映的可疑人员 

（四）在火灾现场我们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一些群众共同抢救和维护秩序 

五、突发自然灾害事故群体性事件的危机管理方法 

（一）迅速及时加强受灾地区警戒，维护现场秩序 

（二）全力救护受伤群众，排除水灾险情 

（三）大力宣传教育受灾群众，严格各项治安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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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型活动安全保卫勤务群体性事件的危机管理方法 

（一）控制现场群众激昂情绪，灵活机动的制止各种暴力事件发生。 

（二）确保了出入要道畅通无阻，驱散闹事人群 

（三）强制脱离接触，果断平息事态 

七、危机评估 

八、突发灾害群体性事件危机管理 

（一）紧急心理援助 

（二）灾后心理康复与重建 

总之，群体性事件应对策略与危机管理要相辅相承，缺一不可，群体性事件压力的缓解

也不局限于靠制度管理就能达到，需要刚柔并济，双管齐下，灵活实施，智慧应对。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中央政府如果能够组建一支政治业务思想素质

过硬、品质公正无私的特殊心理学队伍，就能及时掌握基层老百姓的疾苦信息动态，直接做

为中央政府的特情耳目，垂直不受基层政府限制，直接传递到中央政府真实可靠的基层信息。

通过心理学，真正的与老百姓构建一条抒发疾苦“心声”的高速公路“心”之桥梁，能够快速便

捷的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真正的为老百姓做实事做好事！用“心服务”理念及时解决他们的心

理问题和实际困难，才能使心理学工作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真正的落地开花结果。目前，正面

临公安机关扫黑除恶攻坚阶段，把心理学与习总书记的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国梦”、

中央开展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反腐倡廉结合起来，真正的倾听老百姓的呼声，使“人心为

王、人心至上”的理念深入人心，才是心理学站在更深广的高度与社会治理圆融结合“成一体”

的成功范本，这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策略；危机管理；危机评估；心理援助；灾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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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心理服务激活多元治理格局——基于“加油乡村夏令营”的社会

治理创新探索 

王斌 1，2 ，付浩杰 2 ，赵小平 3 ，王香玉 4 ，孔燕 1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 230026，wangbin@swust.edu.cn 

2 西南科技大学 绵阳 621010 

3 北京七悦社工服务中心 北京 100000 

4 上海电子工业学校 上海 200240 

 

摘要：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

的社会心态"。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是由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

基本特征是主体多元，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发力,形成治理合力（段继业，2015）。和谐社会的

构建需要以社会治理结构的变革为前提，只有建立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公共性、灵活性、

责任性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才能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目标（杨玉芳 郭永玉，2016）。本文

采用案例分析方法，以持续十年的乡村儿童心理品牌项目“加油乡村夏令营”为例，分析专业

心理服务的“一高两低”对乡村多元治理格局的激活作用。“一高”指通过分析社会心理问题和

需求、整合团体心理和个体心理技术、确立当事人为中心的工作思路、区分心理服务工作不

同阶段、树立积极心理品质提升的目标和开展科学的心理评估等六个方面，把心理学“高专

业性”技术融合渗透在服务全过程，提高专业认可和社会成效；“两低”指专业心理服务的“低

风险”和“低门槛”，在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具有可操作性、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促进多

方社会力量参与。进一步分析发现，专业心理服务的“一高两低”激活多元治理格局的自下而

上运行机制：乡村儿童为主体、乡村情景为主线、NGO 策划执行落地、媒体辐射式倡导传

播，党政部门政策支持。研究还发现专业心理服务激活多元社会治理带来五个成效：1 预防

乡村儿童心理和行为问题并促进儿童优势能力发展；2 满足乡村家庭培养孩子健康成长的社

会心理需求；3 化解或缓和乡村基层工作中的显性或隐性矛盾；4 共建美丽乡村平台并助力

脱贫攻坚；5 构建乡村多元治理结构体系，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小康建设。 

关键字：专业心理服务；激活；多元治理；创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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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服务云平台建设 

1  柴美静，2 章铿 

1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高新区）政法委，安阳市，455000，3727729525@163.com 

2 浙江省心里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市，310000，39818020@QQ.com 

 

摘要：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将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设作为此部分的重要组成内容；最新十部委发文件指出“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创新心理

健康服务模式，建立心理健康服务网站、心理自助平台、移动心理服务应用程序等，通过网

络平台向不同人群提供针对性服务。”  本文探索如何基于移动智能终端，建立三级社会心

理服务云平台，面向辖区公众开展在线的心理服务，创新心理健康服务模式，作为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的线上服务延伸。 

关键词：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心理健康；互联网；移动心理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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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角下的社区服务探索——“254”支持性模式 

韦志中 1  邓伟平 2  

1 广州市心丝带心理志愿者协会，广东广州，510000 

2 东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对口帮扶科，广东东莞 523000 

第一作者：韦志中 wzz1003@126.com  

广州市南沙区进港大道 577 号盈港国际 2020 

通讯作者：韦志中 wzz1003@126.com 

 

摘要：社区是社会的细胞，它的健康状态是衡量一个地方社会精神文明的基本标准。目前社

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心理需要和社区满足这些需要的能力及条件之间的巨大落差对社区

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给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机遇。笔者注重在中国社会文化

背景下探索社区心理问题的解决之道，强调心理技术在社区工作和活动中的应用，在吸收国

内外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提出了一种新的社区心理服务模式

——“254”支持性模式。“254”支持性模式中的“2”指的是“自我”和“重要他人”；“5”指的是“五

伦关系，即“父子有亲”、“夫妇有顺”、“长幼有序”、“同事有义”、“朋友有信”，借助五伦关

系提供心理支持，“4”指的是四种心理资本：乐观、坚韧、感恩、希望。同时笔者对东莞市

547 名社区居民的心理需求状况展开调查，发现东莞市社区居民的心理资本处于中等水平，

93.78%的社会居民认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很有必要，但超过一半的社区没有设置心理辅导

人员，困扰社区居民的主要问题是情绪困扰（55.21%）、工作压力（51.92%）及人际关系

（50.82%）。当居民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或心理问题时，其求助对象主要是家人及朋友。社

区居民是非常需要心理健康服务的，心理学需走进社区解决居民的情绪困扰等问题。 

 

关键词：社区服务，心理，支持性，心理资本 

  



91 
 

心理资本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 

  邓伟平 1  韦志中 2 

 

1 东莞市人民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对口帮扶科，广东东莞 523000 

2 广州市心丝带心理志愿者协会，广东广州，510000 

第一作者：邓伟平 ballpen4444@qq.com. 

东莞市南城街道雅园社区居委会 

通讯作者：邓伟平 ballpen4444@qq.com. 

 

摘要：村干部是农村基层干部的主体，在促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的过程种发挥着重要作用。

随着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提出，扶贫地区的村干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和挑战。其压力

源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工作期望、工作难度、角色冲突、社会声望及职业前景。而工作压力

会消耗个体的有利资源，最终导致压力的不良后果，但如果个体拥有充足的个人资源，来缓

解和弥补这种耗损，就能防止不良后果的出现。心理资本指的是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

现出来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主要包括四项积极的心理特征：自信、希望、乐观、韧性。 

心理资本是管理与调整其他心理资源以获得令人满意结果的关键性基础资源。作为基础资源，

心理资本自然是个体应对工作压力的重要源泉，也是影响个体工作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因此

在扶贫工作中，村干部需要加强积极心理资本建设，需要提升积极品质，塑造积极心态。 

 

关键词：心理资本，扶贫，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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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现状与展望 

 

胡维芳 1，孔令明 2  ，牛威 2，耿丽君 1 ，史占彪 3，张理义 2 

 

（1．江苏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常州，213001，huwiefang@126.com；2.解放军第 102 医院全

军心理疾病防治中心 江苏 常州 213003；3.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目的 近十年国内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的现状，为未来的心理危机干预提供科学依

据。方法 对以 CNKI 期刊全文数据库、硕博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

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为平台检索的 442 篇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结果 

（1）国内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研究从 2005 年起呈快速增长趋势；（2）以教育、心理、医疗类

期刊为主要发表源刊；（3）关注对象主要集中在受灾群众，尤以未成年儿童为主；（4）以合

作研究方式为主，但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5）高校是研究的重要力量；（6）大多数研究未

受到各类基金项目资助。结论 我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心理危机科研和临床干预机制。 

关键词：灾后；心理危机；干预策略；文献计量分析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n Post-Disaste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of 

status quo and perspective in China 

 

HU Weifang*，KONG Lingming, NIU Wei, Geng Lijun, Shi Zhanbiao ,Zhang Liyi 

（*Faculty of Education,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Jiangsu 2130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status quo of post-disaste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for 

providing solid scientific basis of future related intervention. Methods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post-disaste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in China. 

The research which is conducted metroligically, based on CNKI database, the full-text master 

theses and doctoral dissertations database, the full-text China’s important conference theses 

database and Wan Fang database, including 442 essays on post-disaste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Results There was a rapid growth in the research of domestic post- disaste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since 2005; most findings are published in journals on education, 

psychology and medical treatment; such research focuses on disaster victims, especially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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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s generally conducted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researchers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major force;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ies has no access to funding. Conclusions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re has been constructed complete system of Research & intervention in post-disaste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Key words：post-disaster;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strategy; bibliometr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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