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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社会治理

1　引言

1.1　本卷学科发展报告的定位

自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

深化改革的一个总目标之后，社会治理的概念和思想大量地出现在我国的政治生活和学术

话语体系之中。从过去强调的“社会管理”到今天越来越通行的“社会治理”，表述上的

一字之别，却真实体现了中共执政理念的创新，以及从传统的一元、线性的管理模式向多

元、系统化治理范式转变的决心。2016 年上半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要加强和创

新社会治理，并且从多个方面切入，做出了未来我国推进社会治理的布局。这为各个学科

围绕社会治理展开深入研究，在治理实践工作中发挥作用，提供了重要指引。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

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可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关注社会治理中面临的现实

问题，并且从学科专业的角度提供智力支持，是包括心理学在内的每一门科学都需要严肃

对待和深入探求的。

“社会治理”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社会科学术语，但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基本政

治活动，治理根植于每一种文明之中。对现代国家治理系统深入专门的研究确实起源于西

方发达国家，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却绝非对于西方治理理论的照抄照

搬，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根据十九大报告的思想，未

来我国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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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在党的领导

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为实现公共利益就社会事务管理进行相互协商、合作与互动。

在为中国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提供智力支持的过程中，来自政治学、社会学、法学

等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从理论上或实践上进行了大量论述，也提供了很多建议。但越来

越多的学者发现，社会治理研究不能不考虑心理学在其中的作用。如前所述，社会治理是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强调通过基层民主的方式，让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开展良性互动

沟通，以此来预防和化解矛盾。因此它无法脱离具体的人，更不能忽视特定的个体、群体

和社会阶层的心态、诉求、社会行为及其互动过程，而心理学恰恰致力于探索这些问题及

其内在机制。2016 年 5 月 18 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心理

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那么心理学的研究是否能够回应社会现

实的需求？它又与社会治理理念有着怎样的本质联系？近年来心理学的研究能够为社会治

理提供哪些基础智力支撑呢？为了回答这一系列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本次心

理学学科发展报告的综合报告部分以“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为主题，将系统介绍心理学围

绕着当代中国社会治理问题所做的研究。 

本报告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兼顾现实性与前瞻性，既介绍中国心理学研究者围绕社会治

理所开展的应用研究，也关注以社会治理为目的的社会心理学基础研究。总体来说，本报

告力图体现“问题导向、学术前沿、项目基础、智库参考”方针，既期待能够回应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与社会治理相关的心理学问题，又坚持反映最具前沿性的高

水平研究成果，而且立足于已经结项或者已经产生了重要阶段性进展的国家级项目课题成

果，最终旨在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心理学的角度提供一定的参

考借鉴。

1.2　概貌

社会治理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涉及的心理学问题也是千头万绪。综合报告拟

从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基于社会治理执政理念中重要的方针与原则，有针对性地选

取其中涉及的核心心理学问题来展开探讨。

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有别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它体现了党和国家执政理念的创

新，以及从传统的一元、线性的管理模式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范式转变的思

路。这一创新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在治理的方式上，社会治理更多地依靠民主

协商的方式；在治理的手段上，社会治理强调的是依靠社会规范与社会自主调节能力；在

治理目标上，社会治理非常重视建立和健全公共与国家安全体系；在治理主体上，社会治

理在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前提下，更倡导多元主体的协同。这四个方面都涉及复杂的社会心

理问题：民主协商要依靠对于社会公众心态的准确把握；运用和调动社会自主调节能力，

需要涉及多个层面的社会规范价值观问题；实现多元主体共治的局面，必须对于各个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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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在组织与管理过程中的个体、群体心理特点有深度的了解；最后要保障国家和社会公

共安全，离不开对于公众在危机中的心理行为规律的把握。因此综合报告基于社会治理这

几方面的重要理念，将其与心理学问题一一对照定位，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

首先是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心态。民情民意和公众利益诉求是社会治理的源头，也可以

看作本领域研究的基础。从近年来国内的研究来看，心理学者重视探究公众心态的现实状

况，对全社会的一般心理特性做出勾画与描述，涉及的是公众基本心理过程层面。接下来

是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层面的心理研究。社会规范与价值观是维持日常社会治理过程和社会

生活秩序的关键要素，也是中共中央社会治理思想中高度强调的部分。心理学既对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如道德心理展开研究，也对违背社会规范的心理和行为如犯罪及

其矫治做出探索，因此第二部分将综合涉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将关注社会治理

中的组织与管理问题，报告将介绍与分析国内外关于社会治理中的组织行为和管理心理最

新的研究进展。最后，在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快社会治安建设中也涉及民众一系列的社

会心理规律，报告将从民众风险认知、安全感与风险决策以及群体性事件这些危机心理过

程入手，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的梳理，旨在为良好、有序、高效地应对突发危机事件，特别

是处理好突发事件中涉事群众的心理和行为反应，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参考。

本报告的四个方面内容分别对应于社会治理理念的四个重要创新点，这是本报告框架

的根本立足点。进一步来看，这四个方面各有侧重地涵盖了社会治理中不同侧面的心理学

问题，按照“从社会治理理念中来，落脚到社会治理实践中去”的思路来开展，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社会治理中心理学问题的相对完整的画面。

2　学科近年的最新研究进展

2.1　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心态

社会治理离不开对公众心态的深刻把握，这是因为在治理方式上，社会治理非常强调

协商民主的方式。它倡导在治理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对话协商与理性沟通，并认为通过这

种方式，人们能表达、协商和反思自己的观点和诉求，加深对所探讨事务的理解，进而实

现利益的最优化。进一步来说，民主协商强调促进对话协商各方的相互理解，辨别且重视

所有主体的需求和利益，它要求协商主体不仅考虑自身群体的利益，而且是要在考虑其他

参与群体的利益之后，以解决分歧的原则做出决策。这一过程必然涉及复杂的各阶层公众

心态问题。根据学界目前的研究开展状况，公众心态是一个囊括了众多指标的概念体系，

其每一个维度下又涉及了诸多的指标。然而本报告并不贪图探讨公众心态的所有方面，而

是重点考察在社会治理中密切受关注的公众心态内容，具体的关注问题包括：公平感知、

社会情绪与社会信任这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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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社会分层与公平感知

本部分重点探讨和介绍的内容是公众社会心态中对于社会公平的感知。当然，社会

阶层本身是一个社会学范畴，不属于社会心态的内容。然而在当今社会，社会阶层又与

社会公平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很多学者都认为探讨社会公平问题无法避开社会分层的 

现实［1］。因此这一部分对于社会公平感知的讨论我们将更多结合社会阶层的视角。

2.1.1.1　不同社会阶层的一般心理差异

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是指由于经济、政治等多种原因而形成的，在社会层次结构

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群体，这些群体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社会资源（收入、教育和职业）的差

异以及主观上感知到的由此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异［2，3］。基于这一定义我们可知，社会

阶层这一概念包含了客观和主观两个成分。客观社会阶层反映的是个体生活中享有的物质

资源和社会资本。主观社会阶层则以每个人感知到的自己所处的相对等级为核心，是个体

同他人进行社会比较时，对自己在社会层级中相对位置的理解和感受［4］。

心理学研究中对于社会阶层关注很多，不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阶层这一变

量在心理学研究中常常扮演的是人口学变量或者协变量的角色，而并非核心的研究主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心理学前沿阵地——美国的社会传统有关。在美国，社会阶层一度被认

为是一种相对表浅的社会分类标准，是一种对人的心理几乎构不成多少影响的属性；而且

一个人的阶层被认为是比较容易通过个人努力来改变的［5］。然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

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阶层不仅客观存在，相对固化，而且会对人的心理与行为带来

很多根源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高低阶层者存在着很多根本性的心理差异；更重要的是，

这些差异又反过来维护甚至加剧了阶层的固化［1］。这使得一些心理学家意识到，阶层不

只是一个人某一时期的标签，而常常是人终其一生要经历、共享并打下深刻烙印的一种社

会背景［6］。

那么一个人的阶层背景会带给其怎样的影响呢？首先，不同社会阶层者的心理差异会

体现在一些个体层面的稳定特征上，这其中与社会公平问题关系最为紧密的，就是高低阶

层者在智力技能（intellectual skills）相关因素上的差异。例如，高阶层的个体通常具有较

高的自我调节能力、自我效能感、高水平阅读能力，而低阶层个体通常缺乏这些能力，进

而导致学业成就较差［7］。国内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效应［8］。

除了智力方面，不同阶层群体内部还存在一些更具宏观性的不同点，研究者通常将这

类差异概括为文化因素差异。这里所强调的文化因素虽然也通过个体来得以体现，不过它

更侧重的是在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为一个阶层内部所共享的一种具有泛化意义的

文化心理，如自我、规则、价值观念和习惯系统等［9］。例如在美国社会中，展现自我的

独特性是一种为主流价值观所高度认同的美德——这恰恰是高阶层者的优势，而在低阶层

者的文化价值观念中，他们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助，更少地强调自我独特性。又因

为高阶层在社会中掌握更多的权力与资源，所以他们会更加标榜自己信奉的文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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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低阶层则很难在这种文化冲突中处于优势，也很难融入高阶层的文化体系中［10］。再如，

实证研究发现，来自不同阶层背景的个体拥有不同的礼节规矩［11］。总之，这种强调文化

差异的观点更多视阶层为一种文化形式，是一套共有的社会情境，这个社会情境塑造了不

同阶层具体的价值观和行为剧本［12］。

虽然在客观上，上述差异仅仅是因高低阶层处在不同环境所造成的一些区别，但是

上述种种因素都常常是低阶层者在向上流动中处于被动的原因。更严重的是，这些因素不

仅仅影响某一代的低阶层者，而会一代一代地在低阶层群体中传递。正是这种代际传递将

阶层分化变成了阶层固化，使不平等发展和延续。这种差异虽然不一定会被人清晰地意识

到，但它却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人的一生［13］。

2.1.1.2　不同社会阶层的公平感知

（1）高低阶层对于社会分层的归因差异

研究表明，个体如何对于社会分层进行归因，是其感知社会公平的一个基础因素。这

其中的归因主要涉及的是内外归因。如果个体将社会分层归于内因（如将高低阶层的贫富

和地位差异归因为个体能力不同），则会形成相对较强的公平感。反之，外归因（如归因

为机会不平等）则对应着较低的公平感。这一结果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样本中均得到了

有力的支持［14］。因此探讨高低阶层对于社会分层的归因差异，是了解其公平感知的重要

方面。

为了比较深入而全面地探讨中国不同阶层对于社会分层的归因差异，有学者广泛调查

了广东、湖北、贵州等多个省份的 1000 余名城乡居民。结果显示主观阶层水平对于外归

因倾向有极显著的预测作用，主观阶层越低的人越倾向于对分层做出外归因；不论是基于

问卷测量，还是实验启动的主观阶层，效应都是如此［15］。也就是说，高阶层者多认为低

阶层者之所以处于社会底层是因为他们自身能力本来就差；而低阶层者却认为高阶层者之

所以处于社会上层并非源于他们的能力与努力，而是基于某种外部因素，如关系、门路、

体制漏洞。这一结果充分体现了当前社会不同阶层彼此之间的偏见与歧视。

（2）高低阶层感知社会公平的差异

高低阶层解释社会分层的差异会直接关系到他们对于社会公平的感知。大量研究表

明，与高阶层者相比，更多低阶层者感到社会不公平［16］。国内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对于

社会分层的归因是高低阶层者感知社会公平存在差异的心理机制［15］。也就是说，低阶层

者之所以不公平感更高，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他们更多地从外部归因的角度来理解阶层分

化。这再次体现了阶层分化问题对于社会公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

在民众主观心态中也是如此，只有当他们感到阶层分化是基于某种正当性的因素，他们才

会认为社会是公平的。另外还有研究表明，高阶层更倾向于认为社会本就应该是不平等

的，有些群体就应该一直处于上层；低阶层者则更倾向于反对这种看法，他们更强烈地呼

吁社会平等，认为人与人不应该有等级与地位之别［17］。通过这一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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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看出高低阶层者在理解社会公平上的深度隔阂。

（3）高低阶层对于不公的敏感性差异

低阶层不仅更加感到社会不公，而且即使是遭遇了同样的不公，他们也比高阶层更

为敏感。也就是说，低阶层者对于公平的敏感性和依赖性要比高阶层者高，可是在现实社

会中他们却更难以得到公平对待［18］。根据社会阶层心理学的理论观点，高阶层者因为掌

控的资源更为丰富，所以他们在追求自身目标的过程中，相对来说心理上并不大依赖环境

的支持，因而对于客观情境要素（如是否公平）相对不很敏感；但是低阶层者自身资源有

限，在目标行动中就特别依赖于环境的助力，长此以往使得他们对环境要素是否符合自己

的预期变得非常敏感［8，19］。很多研究都支持了这一观点，比如低阶层者更容易将模棱两

可的事件解释为不公平事件［20］，真正遭遇不公平时也比高阶层者表现出更低的容忍程度，

甚至在生理指标上（脉搏、呼吸、皮电、肌电等）表现得也更为强烈［18］。

2.1.1.3　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作用

上文关注了社会阶层对于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总体而言，低阶层者所感知到的公平水

平更低，这是值得当前管理者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不过，社会公平感到底是不是越高越

好呢？当前研究对此也存在争议。过往研究一般强调社会公平感的积极作用，但近些年来

很多研究却倾向于强调其负面影响。下文将分别介绍这两种观点及代表研究。

社会公平感的积极作用首先体现在它可以促进低阶层者的目标追求和目标达成。众所

周知，要想改善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现状，就要保证低阶层能够通畅地向上流动，而这又

依赖于低阶层者个人目标的追求与达成［21］。在组织行为学领域，很多研究表明组织公平

可以显著地预测目标承诺［22］。那么推广到社会情境，社会公平感是否会促进低阶层者的

目标承诺，进而促进其目标达成呢？最近有国内学者对此做出了探讨。研究通过相关、准

实验和实验研究三种不同的方法，一致揭示出社会公平感、社会阶层对目标承诺和目标达

成的影响存在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首先，社会公平感显著正向影响了低阶层者的目标

达成，对高阶层者来说，社会公平感对目标达成的影响不显著。然后，阶层对于公平感影

响目标达成的调节作用是通过目标承诺来实现的：对于低阶层者来说，社会环境越公平，

则其目标承诺水平越高，进而其目标达成得分也越高；而对于高阶层者来说，这种效应则

不显著［19］。

此外，也有研究关注了另外一种感知社会公平的构念——公正世界信念（belief in a 

just world）的积极作用。如果说社会公平感是人对于社会公平与否的直接感知的话，那么

公正世界信念则是人对于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是否公正的一种更深层次的认识，具有高公

正世界信念的人相信世界是公正的，人们得其所应得，所得即应得［23］。国内外研究均表

明，公正世界信念可以为人们提供有意义的框架来解释和应对不公正，重建公正感，维护

心理健康，并促进个体对长远目标的追求［24，25］。

尽管社会公平感与公正世界信念的积极作用在实证研究中有所体现，不过很多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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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坚持认为，个体将社会感知为公平和公正的，也会给个人和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在公

正世界信念的研究领域，目前已有大量此类的论述。有学者就明确提出，公正世界信念是

一把双刃剑，它会使弱势群体对于一些明显不合理的现状作出合理化的解释，从而起到维

护和强化阶层间不平等现状的作用［26］。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对此观点予以了支持［27］。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 Jost 及其合作者在其一系列的研究中，总结

出社会公平感可能引发了许多消极效应。比如，高公平感的人会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进行

污名化，认为这些弱势者处于不利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再如，高公平感的人会拒绝社会变

革，对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更多持否定态度［28，29］。国内还有研究者发现，公平感还可

正向预测个体对腐败的容忍态度［30］。总结来看，虽然感到社会公平对于个体短期存在积

极作用，但如果客观社会公平性较低而个人主观公平感较高的话，长期来看对于社会发展

和进步将起到不利的作用。

2.1.1.4　增强阶层流动的心理学策略

根据前文所述，在当今现实社会中，社会分层的状况已经和社会公平问题密切地联系

在一起。当然我们不认为社会分层本身必然导致不公，但是要在一个分层的社会中更好地

实现公平，就必须增强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使下层民众有更多机会能够向上流动，打

破阶层固化的陷阱。在这一方面，最近心理学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从干预的角度提出

了促进阶层流动的思路。

一是环境干预的探索。研究表明，低阶层在其所处的环境中感受到更为强烈的限制

感，也就是说，他们更多会认为自己的生活事件和人生目标遭受到了外界的干扰和限制，

进而使得他们习惯性地感到自己的命运更多是由别人决定的，而不是由自己掌控的。也正

是这一点，使得他们更多从外部归因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分层，并导致了他们更多地将不公

平归咎于社会体制［15］。那么如果减少相关的社会限制，增强弱势群体的自我掌控感，是

否就可以改变上述心理过程呢？已经有明确研究支持了这一思路，表明限制感的减少能够

明显改变低阶层者对社会分层和社会公平的态度［15，31］，进而提升低阶层者的目标承诺和

目标达成水平，促进其向上流动。

二是自我干预的探索。如果说环境干预是从社会治理者的角度出发的，那么自我干预

则是从低阶层个体自身着眼。例如，研究表明低阶层学生总体来说在学业表现上不如高阶

层学生，但是当运用了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这一心理干预策略之后，低阶层的考

试成绩可以有明显提高［32］。自我肯定的技术也很简单，其核心思想就是让个体强调、确

认和肯定自己最看重的价值观。这一方法背后的逻辑，是这种对自我所珍视的价值的强调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来自于社会的歧视与威胁，重构整合的自我意识，使自我系统恢复

平衡。在一项长达两年的追踪研究中，自我肯定干预对于低阶层学生的积极效应得到了很

好的支持，结果显示其干预效应不仅明显，而且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这一系列研究成果均

发表在 Science 杂志上，显示了自我肯定技术的强大作用［32-34］。显然，这种对于健全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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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塑造能够更有利于低阶层者在竞争中有好的表现。

三是行为干预的探索。这一干预基于的逻辑思路，是认为低阶层者由于经常处于贫

困的境地，贫穷削减了他们用于行为决策的心理资源，因此常常使他们在做出行为决策时

更为短视，只看重眼前利益，却忽略了那些虽然看起来短期不能收益但是有长远利益的选

项。例如对于印度种植甘蔗的农民来说，他们在每年甘蔗收获之前处于相对贫穷的时段，

研究者发现这时当让他们对一些投资行为做决定时他们常常目光短浅，在一般性的智力测

试中他们的表现也很差。而如果将其决策时间调整为他们甘蔗收获之后，这时他们经济上

相对宽裕，研究发现他们的决策也有了明显的改观［35］。类似这样的干预策略，简单易行，

效应显著，在未来有着良好的研究与应用价值。

2.1.2　群体情绪

2.1.2.1　群体情绪的概念

虽然一些事件与个体没有直接关联，但个体依然会产生情绪反应。该现象推动了情

绪研究从个体水平向群体水平的扩展。于是研究者提出了群体情绪（group-based emotion）

这一概念，又称社会情绪（social emotion）或群际情绪（intergroup emotion）。为行文方便，

下文统称为群体情绪。由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何为群体情绪的问题上研究者们并没

有达成共识。陈满琪（2013）梳理了现存的三种主要观点［36］。

第一种概念强调群体情绪被激发源于与内群体相对的外群体。比如，Smith 认为群体

情绪是个体对某一特定群体或者社会成员所产生的情绪体验［37］。群体情绪来源于对内、

外群体群际关系的评估，突出外群体是群体情绪的客体，因此在群体情绪诱发背景中需设

置外群体。第二种概念强调群体成员身份的激活在群体情绪诱发中的作用。它不关注情绪

指向对象是内群体还是外群体，而是强调群体情绪的主体性，关注个体对群体利益的情绪

反应。比如，Iyer和 Leach认为群体情绪是自我类别化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所体验到的情绪［38］；

Kuppens 和 Yzerbyt 认为，群体情绪是群体成员以群体利益为中心对情景进行群体评价后

产生的情绪体验［39］。可以看出，该定义条件下的群体情绪往往不需要设置外群体，只需

设置特定的事件，通过改变背景中群体成员身份操控社会认同显著性，考察群体成员身份

如何影响群体情绪。第三种概念认为群体情绪主体是激活了群体成员身份的个体，客体是

内群体的其他群体成员，将群体情绪的产生看成个体情绪的总和。这一定义的群体情绪往

往不需要设置特定的情景或者设立外群体，亦不需要进行社会认同显著性的测量，只需要

确认个体的群体成员身份。前两种概念的情绪主体依然是个体，实质上还是个体情绪，是

个体的群体身份和群体或社会认同被激活后的个体情绪反应，应该属于个体的社会性情

绪；只有第三种概念涉及作为一个主体的群体共有的情绪［40］。

2.1.2.2　群体情绪凝聚及其影响因素

群体情绪凝聚是随着时间推移，群体成员的情绪体验逐渐趋于一致的现象［41］。群体

情绪凝聚有助于促进团队效能、提升群体成员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行为；有助于成员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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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谅解，以及提升群体凝聚力和吸引力。因此，揭示群体情绪凝聚现象的内在机制及

其影响因素对于促进群体或团队绩效、提升群体凝聚有重要意义。中国学者汪祚军等人

（2015）对群体情绪凝聚的产生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42］。

（1）群体情绪凝聚的形成机制

具有相似情绪体验的个体更容易聚集在一起形成群体。研究表明，情侣间之所以具

有相似的情绪主要是因为他们更愿意同与自己有相似情绪体验的人在一起［43］。此外，研

究者对人们在 Twitter.com 上表达的主观幸福感分析发现，同质吸引是影响人们在网络上

进行社会性联结的重要因素［44］。如果个体与群体其他成员的“情绪反应图式”不一致，

个体就会产生不适感。为了摆脱这种不适，个体通常会采取一系列应对行为。比如影响、

改变其他成员，或者割断彼此间的关系，寻找与其具有相同情绪反应图式的个体并建立关

系［45］。

个体具有自动化模仿、体验他人情绪的行为倾向［46，47］。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通

常会自动地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语音语调，这些变化经由外周神经系统反馈

给大脑，最终被个体意识到并形成相应的情绪［48］。经常在一起的人们会出现相似的抑郁

症状，也就是说，人们在一起相互感染了抑郁情绪［49］。在无领导小组讨论中，个体的情

绪会传染给其他小组成员［50］。情绪传染不仅存在于传统的互动形式中，还存在于网络。

网络信息的积极表达减少时，人们会有更少的积极跟帖和更多的消极跟帖；当消极表达减

少时，积极跟帖增加，消极跟帖减少［51］。

群体身份认同是激活群体情绪的重要条件。当一个人把自身归属于某个群体时，他就

会站在所在群体的角度考虑问题，从而体验到与其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时不同的情绪［52］。

一旦出现群体身份认同，个人不必与事件产生直接联系，只要事件对群体产生积极的或消

极的影响，其成员就会体验到相应的积极或消极情绪［53，54］。通常个体在群体身份凸显时

所体验到情绪的一致性显著高于他们作为个体时所体验到情绪的一致性［55］。比如，在要

求被试分别评估作为一个个体和某一群体成员（如某所大学的学生）时说体验到的情绪，

结果发现作为群体成员情境下被试的情绪一致性更高。此外，群体身份认同的程度与群体

情绪存在关联。有些研究表明，个体对所在群体的更强的认同感会诱发其更强的群体情

绪，进而增加其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所在群体出现过错时，高的群体身份认同会导致

个体产生更强的否认倾向，通过否认群体的过错行为来减轻或避免消极的情绪体验［56］。

群体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它能塑造和规范其成员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群体中存在

着一套共享的文化、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中包含了对事件的一致的解释策略及情绪表达规

范，使得群体成员体验到一致的情绪。为了维护良好的社会形象，个体必须根据社会情境

做出适宜的反应；而为了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满足归属感，个体需要尽力与群体的其他

成员保持一致［57］。举个简单的例子，根据社会规范，个人在参加葬礼时需要展现悲伤而

非喜悦，否则自己的社会形象就容易遭到破坏。正因为如此，你正在参加一场葬礼时，即



012

心理学学科发展报告2016_2017

使与死者从未谋面，也会表现出悲伤情绪。

情绪比较可以使个体依据群体中其他成员的情绪信息调整自己的情绪，尽量与他人保

持一致，最终形成情绪凝聚。在某些情境中，特别是在某些充满不确定性或缺乏客观评价

标准的情境中，个人会依据来自他人的信息对自身的当前状态做出评价和调整，即判断自

身的情绪类型、情绪强度是否恰当，自己是否对当前环境做出了适当的反应。如果发现自

己与他人不一致，则会对自身情绪进行调整，保证自己与他人情绪保持一致。被试者在高

威胁情境中比在低威胁情境中更愿意选择与他人待在一起［58］。之所以高威胁情境中被试

者更愿意与他人待在一起，是因为被试者希望能够更多地获取他人的情绪信息；当被试者

已经获取了他人情绪信息的条件下，其愿意与他人一起等待的倾向会降低［59］。

（2）群体情绪凝聚的影响因素

除了上面已经介绍的动力机制外，还有一些影响群体情绪凝聚的外在因素，概括起来

包括情绪特征、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三个方面的内容。

情绪特征是影响群体情绪凝聚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情绪类型产生的情绪凝聚效果存在

显著差异：相对于积极情绪，消极情绪更容易造成情绪感染，如愤怒比快乐更能影响他人

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60］；即使情绪效价相同，也不一定产生相同的情绪凝聚效果，唤醒

水平高的情绪更容易传染，如愤怒和慵懒都属于负性情绪，但是愤怒比慵懒更容易影响他

人［50，61］。

群体成员间的关系、共同经历以及群体稳定性、任务关联性、情绪表达倾向的组合等

因素都会影响群体情绪凝聚。群体中成员的关系越密切，越容易产生一致情绪［62］，比如

熟人组被试者在观看视频时的情绪凝聚性显著高于陌生人被试者组［63］。共同参与某项集

体行动的个体之间会产生高度一致的情绪体验［64］。群体越稳定，群体任务关联性越高，

群体成员情绪的一致性越高［65］。群体情绪形成是一个“传递—接收”的过程，高情绪表

达个体和低情绪表达个体在一块儿时，他们两人之间的情绪相似性最高［66］。

群体情绪凝聚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群体中的个体调整自身的情绪，进而实现自身与他

人情绪的高度一致。为此，群体成员的个体特征在情绪凝聚中必然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

究表明，集体主义倾向个体的情绪更容易受到群体其他成员情绪的影响，表现为与群体其

他成员的平均情绪水平更一致［67］；低权力群体成员通常会做出更多让步，更大程度地改

变自身情绪体验进而与高权力者的情绪体验保持一致［68］。此外，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感越

强，其与群体平均情绪水平的匹配度就越高［55，69］。

2.1.2.3　群体情绪行为倾向

研究发现，群体情绪对群体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70-72］。根据分析水平的不同，群

体情绪可以分为群体内和群体间两种类型［40］。接下来将对这两类群体情绪的研究进展进

行介绍。

研究者关注最多的是愤怒、内疚等负性群体情绪。当群体个别成员做出损害群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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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时，可以引发其他群体成员的愤怒情绪，充满愤怒情绪的群体成员会产生惩罚集体

利益破坏者的行为意向［73］。群体做出破坏行为时，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所体验到的内疚

感，当被试者认识到人类而非其他是破坏环境重要原因时便会产生群体内疚，这种内疚感

会促使其采取更多的环境保护行为［74，75］。群体的形象受到损害时或者群体的“缺陷”公

之于众可以引发群体成员的羞愧体验感。群体羞愧会导致回避和补偿两种行为倾向，并且

受到群体认同和消极事件强度的影响［76］。也有研究者关注积极的群体情绪。Harth 等人给

被试者呈现被试者所在群体为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新闻材料，被试者的群体自豪感

显著提升，且群体自豪感对捐款给环保组织的行为意向有预测作用［73］。此外，研究表明，

积极的群体情绪可以显著增强团队韧性，进而提升团队的表现［77］。

杨宜音（2015）认为，虽然目前我国民众的群体情绪总体上是积极健康的，但在诸多

问题上仍存在消极情绪高于积极情绪的现象：社会治安、国际舆情和灾害事故类事件都存

在较高的社会焦虑，社会治安和灾害事故类事件引发了较高的愤怒和悲伤情绪［78，79］。乐

国安等人（2012，2013）指出，群体的消极情绪（比如，愤怒）可以有效地预测群体成员

对外群体的态度［54］，甚至引发集体行动［80］。因此，关注社会群体的消极情绪及其对后

续群体行为的影响，适时地采取切实有效的干预措施对社会安定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2.1.3　社会信任

2.1.3.1　信任概念和理论

信任是个体基于认知或情感，在对自身脆弱性和风险承受力判断的前提下，对他人未

来行为结果抱有的积极期待心理状态［81］。信任关系体现出互动主体间所蕴含的相互依存

性，互动过程所内生的发展性以及互动结果的预期互惠性。

信任通常是一种用来减少理性判断必要性的捷径［82］，因此，信任通常并不是基于直

接证据推理判断的结果，而是基于普遍上的一致或者赞同的情感契约［83］。另外，功能性

理论（functioning theory）从信息加工方式和表征类别的角度来解释信任，把信任看成是一

种内隐加工，也认为信任本质上类似于一种社会情感。

2.1.3.2　我国当前的信任研究现状

在当今社会中，信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学者围绕着信任做了大量的研究。按

照关注问题的不同，对信任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对影响信任的前因变量的研究；二是

将信任作为前因变量，关注信任存在或缺失所造成的社会与经济影响。

（1）影响信任的因素

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对影响信任的前因变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分析了认知、家庭、

人际互动情境、人格特质、情绪等因素对信任的影响。同时，对信任相关的脑神经机制也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王沛、梁雅君、李宇和刘雍鹤（2016）认为特质认知和关系认知对信任有着重要的影

响，而且，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这种影响并不一致［84］。在东方的互依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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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可能成为影响人际信任的重要因素［85］，其中，在中国人身上，对领导与下属、

长辈与晚辈或者阶层等上下位关系的认知可能调节着特质认知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池丽萍［86，87］关注了家庭对个体信任的影响，对信任的代际传递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

研究。结果发现，在儿童以及青少年被试中，父母的信任水平均能够预测子代男孩的信任

水平，但不能预测子代女孩的信任水平。其中，这种代际传递效应的机制可能是两条路径

所中介的，其中，普遍信任的中介变量包括了亲子依恋、世界观、亲子沟通、教养方式等，

而特殊信任的中介变量包括了交往经验、交往情景、人际经验以及替代经验等因素［88］。

辛自强等人主要从人际互动情境及互动者特征的角度出发，对影响人际信任及群际

信任的因素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熟人之间，与没有竞争关系相比，无论是

同一小组内竞争，还是不同小组间竞争，都会提高对互动对方的信任水平［89］。在具有

生存压力的投资游戏中，“朋友或对手”相关的线索的激活将会提高或降低对对方的信任 

水平［90］，即使是由简单的点阵图所构成的微弱的面部表情线索，也会对信任产生 

影响［91］。此外，信托者所具有的经济人信念可能会降低他们的人际信任［92］，而他们的

社会认同复杂性则会提高他们的人际信任水平［93］。基于这些研究，他们提出社会认同和

群际接触可以提高群际信任［94］。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了主题情境对大学生的信任有

显著影响：借钱情境下的信任圈规模显著大于分享负面信息情境，且两者的信任对象排

序也有所不同［95］。除了这些微观层面的研究外，辛自强与周正（2012）还采用元分析的

方法，对大学生人际信任进行了横断的历史研究，结果发现，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在过

去 10 年间呈下降趋势，他们提出，可能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变迁，导致了信任的普遍降低，

而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变迁只是作为社会整体信任变迁的缩影［96］。

除此之外，有研究发现，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外向性和开放性能够正向预测人际

信任，而神经质负向预测人际信任［97］。另外，还有研究者发现，人格特质中的人际责任

和人际开放能够预测人际信任，且这种预测具有大五人格所不能解释的独特作用［98］。李

彩娜、孙颖、拓瑞和刘佳（2016）研究验证了安全依恋对人际信任的“拓延 - 建构环”效

应，对于促进社会信任的提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99］。

何晓丽、王振宏和王克静（2011）的研究发现，积极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存在受信

者信息与情境线索的依赖性［100］。丁如一、王飞雪、牛端与李炳洁（2014）的研究发现：

高确定性的情绪（开心和愤怒）比低确定性的情绪（悲伤）更容易使被试的信任判断受到

与“受信任者”是否值得信赖有关的线索所影响［101］。Dong 等研究还发现：与表现为中

性或悲伤面孔的图片相比，高兴的面孔更容易被判断为是值得信任的［102］。

王益文、张振、原胜、郭丰波、何少颖和敬一鸣（2015）对信任的脑机制进行了初

步的探索，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决策阶段中不信任选择比信任选择诱发了更正的 P2 成

分（150~250 ms），差异波溯源分析定位于额中回（middle frontal gyrus，BA 46）和额下回

（inferior frontal gyrus，BA 46）。反馈阶段中损失反馈比获益反馈诱发了更负的 FRN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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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0 ms），而获益反馈比损失反馈诱发了更短的 P300 潜伏期［103］。

（2）信任对社会和谐及经济发展的影响

朱慧劼和姚兆余（2015）的调查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影响公众的身心健康，其中，关系

信任、家属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城市居民的自评身体健康和自评精神健康都有显著影响，

而一般信任则只对城市居民的自评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对自评身体健康没有影响［104］。

对于社会信任为何会影响公众的身心健康问题，存在两种理论解释：第一，社会信任越

高，个体参加社会活动的可能性也就越高，由此而报告出更高的健康水平；第二，个人层

面的信任影响到了社会的总体的政治环境，进而影响个人的健康水平［105］。

提高社会信任，能够减缓阶层之间的对立，金枭枭和侯志阳（2017）的研究发现，社

会信任能够提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友意愿，从而降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106］。赵欢欢

和张和云（2013）发现社会信任的缺失使得人们利他行为减少，造成社会冷漠［107］。张和

云、赵欢欢和许燕（2016）的研究指出只有当人们知觉到他人是善良可信赖的时候，人们

才可能会有更多地提供帮助的行为［108］。而社会信任的缺失容易导致社会秩序紊乱，阶层

矛盾加剧。马广海（2012）提出社会信任缺失尤其是民众与政府信任关系的缺失，导致政

府对群体性事件的控制和处置效力大为削弱［109］。刘宏伟和刘元芳（2013）指出社会信任

缺失引发阶层关系紧张，表现为阶层之间的共识减少、阶层认同减低，进一步加剧了底层

民众的不公平感［110］。

社会信任促进经济发展。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家庭消费支出呈现一定的正相关，主

要影响家庭衣着消费、居住类消费及家庭设备和文教娱乐类消费，随着经济的发展，社

会信任在经济发展的较低和较高阶段能够显著影响居民家庭消费［111］。杨超和曹雪峰

（2006）采用 40 个亚洲国家的数据研究也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信任与其经济增长有显著

的正相关［112］。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滞后大都源于相互信任的缺失［113］，一项意大利不

同地区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相关因素外，社会信任的差异能够解释意大利各地区经

济发展存在巨大差异的很大部分变异［114］。

周广肃、谢绚丽和李力行（2015）研究发现，信任能够影响到家庭创业决策的倾 

向［115］。李勇、徐延辉和兰林火（2014）的研究发现，社会信任与社会认同对社会创新有

着显著的影响［116］。李晓梅（2013）指出，社会信任之所以能够促进创新，原因在于三方

面：第一，社会信任降低了社会交易的成本，从而促进了创新活动；第二，社会信任极大

地促进信息的传播与沟通，特别是在复杂程度越来越高的创新活动中，知识交流与传播的

高效性与及时性将极大地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第三，社会信任为创新过程中的信息共享

提供了道德标准和规范，打消人们在思想交流及碰撞过程中的顾虑，并通过这种高频率的

知识交流、开放的思想交换进一步促进创新活动［117］。

2.1.3.3　当前我国社会的信任变迁

伍麟等指出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些新特点。第一，社会活动呈现多、杂、快等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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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参与社会活动的主体从“熟悉人”转变为“陌生人”；第三，劳动分工的专业化程

度不断加深导致社会活动的复杂化趋势；第四，快捷的信息传播和大规模人口流动孕育了

多元观念及冲突的思想基础［81］。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的信任将表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社会信任经历着从

内群信任转向外群信任的变迁，也由此将经历从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当然，最终

也必然将是一个从低社会信任转向高社会信任的过程［81］。

（1）内群信任向外群信任的转变

在传统社会中，劳动分工水平低，社会活动集中于熟悉人之间，内群信任发挥主导力

量。尽管内群体凝聚力也比较重要，但接受、认同和信任外群体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实现

有机团结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条件。伴随现代化进程，依赖内群体凝聚力占主导的状况逐步

消失，个体对内群体的依赖程度将渐渐减小，来自连接型群体的合作产生出更大的收益，

人们需要对外群体成员付出信任，由此，社会将逐渐由内群信任向外群信任转变。

（2）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的转变

由内群体信任向外群信任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将是一个由人际信任转向制度信任的过

程。由于传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基于熟人的情感性信任，而现代社会中，更多的

是陌生人之间的认知性信任，社会变迁促使人与人之间由情感性信任过渡到认知性信任，

由此，制度信任作为一种被更多人认可和接受的认知信任，具有明显优于人际信任的特

点，制度信任也将会是判断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标准［118］。

（3）低社会信任向高社会信任的转变

社会信任由内群信任向外群信任转变，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发展，结果必然促进了社

会整体信任水平的升高。尽管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经历着信任危机，即当今中国经

济的单向发展，非但没有建立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其传统根基反而受到动摇［119］。但实

际上，这种现象可能只是反映了传统信任向现代制度信任的艰难转变过程。如另一些学者

就指出我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由低信任转向高信任的过程。唐丽娜和王记文（2016）进行

了两项相关调查，根据 2003 年和 2013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结果，对陌生人表示不信任

的比例从 2003 年的 73.4% 下降至 2013 年的 52.2%，对陌生人表示信任的比例却从 4.3%

上升至 18.8%，并指出“这些都与世界价值观调查里的中国数据结果相一致”［120］。

2.2　社会规范与价值观

社会规范是社会建设中涉及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的主要内容。社会规范的有序运行

依赖于正反两种心理现象，具有正向特征的道德心理是衡量一个人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

高低的标尺，是维系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心理基础；反之，具有负向特征的

犯罪心理则是违背或破坏社会规则的行为表现特征，是扰乱社会治安的不利心理因素。

近几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特征与要求，社会心理学家们越来越关注道德心理与犯罪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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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研究。

2.2.1　道德心理

道德心理学是关于人类在道德情境下如何扬善弃恶的经验科学，是心理学与伦理哲

学的交叉学科［121］。每逢社会重大变革，善恶是非问题总是特别引人注目。动荡不安的第

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弗洛伊德、涂尔干关于“本我”和“失范”的讨论成为重要的时代主

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津巴多、科尔伯格关于“路法西效应”和“海因茨悖论”的研

究成为那个时代的热点；如今人类进入新的千年，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泛滥引发了“道

德阵营”、“道德自由”等问题的大讨论。

尤其近年来，Moral Psychology［122］、Handbook of Moral Development［123］及 The Moral 

Psychology Handbook［124］相继出版，标志着道德心理学在心理学众多分支中越发重要。仅

使用“Moral”或“Morality”关键词对 4 本顶级英文期刊和 4 本心理学相关英文综述期刊

进行标题检索，就发现近年来发表的道德心理学论文达到前所未有的数量，其中近 10 年

来（2007—2016）Science 发表 15 篇，Nature 发表 3 篇，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NAS）发表 20 篇，The Royal Society（RS）系列发表 10 篇，共 48 篇；近 5

年来（2012—2016），Annual Review 发表 5 篇，Psychological Review 发表 1 篇，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发表 6 篇，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发表

9 篇，共 21 篇。使用“道德”或“伦理”对中国心理学会主办的三本心理学期刊《心理

学报》、《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进行标题检索，发现近两年来（2015—2016）发

表的相关论文共有 36 篇。

2.2.1.1　道德心理的理论进展

早期的道德心理学理论常常认为道德判断是理性思考的过程。例如，Kohlberg 的经典

理论就认为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他们就能够对道德问题进行越来越复杂的理性思

考，从而到达道德自律阶段［125］。另外，道德心理学的研究还深受康德道义论（道德是一

种绝对义务）的影响，相信道德法则是理性和普适的、而非是情境或多元的，因此很难接

受公平、关爱之外的道德准则［126］。然而，随着心理学的发展，新的理论和证据开始质疑

道德的理性主义和普适主义。例如，双过程模型强调了情绪在认知加工过程中的作用，神

经生理学研究则发现可以通过人们的神经活动在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决策之前就预测他们的

道德决策，而行为经济学研究挑战了理性人假设，文化心理研究则发现在西方人的公平、

关爱标准之外还存在多元的道德法则。尽管近年来提出的道德理论有数十种之多，但最具

颠覆性的还是社会直觉模型和道德多维模型。此外，道德本位主义（Moral Parochialism）

也对传统道德理论提出了挑战。

（1）社会直觉模型

Jonathan Haidt 等人提出的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认为，人们的道德

判断来自于快速的、情绪化的直觉反应，而理性思考则更多的是事后的合理化过程［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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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人们对乱伦会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恶心感，之后则会用各种方法寻找理由来解释和辩

护自己的直觉反应；当通过催眠使人无意识地产生恶心感时，被试者会对不道德行为做出

更严厉的判断［128］。另一些学者则对道德直觉理论提出了质疑，并且提出了道德判断与决

策的双过程模型（dual-processing），认为道德判断和决策同时涉及快速的、直觉的、情

绪驱动的系统一加工（system one）以及缓慢的、受控的、理性驱动的系统二加工（system 

two）［129］。Haidt 本人在后来的著作中也修改了他的早期理论，他提出在道德判断中直觉

加工与受控加工之间的关系如同“大象与骑手”（elephant and rider），即大多数时候道德

判断都是快速、直觉的，但有意识的、理性的思维过程仍然会起到规范、引导作用［130］。

进而，Joshua Greene 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加工模型：情绪与认知同时起作用，共同决定我

们的道德判断［131］。

虽然目前关于情绪与道德的关系是一般的还是特异的，以及对道德的直觉加工与受控

加工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很多争论，但总体而言情绪在道德判断与决策中起关键作用已经

成为学界的共识［132］。此外，一些特定的积极情绪还被证明与道德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

例如，Bai（2017）等人发现敬畏感无论在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文化中都能减弱人们的

自我感，进而提升集体投入的倾向［133］；旨在提升同情心的同情训练能提升积极情绪和助

人行为［134］。 

（2）道德多维模型

Richard Shweder 把文化与道德结合起来，认为以往的道德心理学过于关注公平与

伤害，存在文化偏见。Shweder 等将道德划分为三大领域：社群（community）、自治

（autonomy）和神圣（divinity）。其中，社群道德涉及人们在特定社区和群体中的职责、社

会阶级地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成为某个社会群体一员的责任和义务。

自治道德则把人看成是独立自主的能动个体，主要涉及人们的个体权利和社会上的公平正

义。最后，神圣道德涉及来自于宗教、传统的神圣秩序与规范，还与保持身体和灵魂的

纯洁有关［135］。传统的西方道德心理学研究多涉及的是自治道德的范畴，该模型极大地扩

展了道德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并使得它具有了跨文化意义。Haidt 等人之后把 Shweder 等

人提出的三大道德领域进一步细分为五大道德基础：关爱 / 伤害（care/harm）、公平 / 欺

骗（fairness/cheating）、忠诚 / 背叛（loyalty/betrayal，又称内群体，ingroup）、权威 / 叛逆

（authority/subversion）和圣洁 / 堕落（sanctity/degradation，又称纯洁，purity）。其中，关

爱与公平对应Shweder模型中的自治，内群体和权威对应社群，而纯洁则对应神圣；进而，

涉及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关爱和公平道德基础又合称为个体化道德基础，而把内群体、权威

和纯洁道德基础则合称为团结道德基础［136］。

（3）道德本位主义

Daniel M. T. Fessler 与 H. Clark Barrett 等人与从道德判断的进化功能及可达性上提出

了道德本位主义观点，继续挑战道德的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他们认为，道德规范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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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中建构、演化的产物，因此，作为旁观者或第三方的道德判断通常是本位主义

的（parochialism），这一心理机制可以帮助个体适应社会环境、并建立声望（reputation）。

例如，防止自己受到伤害、增加内群体合作的机会、避免受到权威的惩罚；进而，这些

优势只有在当下的社会场域（social arena）中才能累积生效，因为道德判断应该主要解决

目前的、与个人有关的问题，重复远距离的问题就像“虚假警报”一样分散个体有限的

注意力，会增加社会行动的成本、降低社会声望的资本。来自小型部落群体（如斐济的

雅撒瓦人和非洲的辛巴人）和工业社会群体（如美国人和乌克兰人）研究一致地表明，个

体在进行道德判断时主要考虑事件是否发生在当下或内群体成员身上，而不是行为者道德

意图的高低；如果事件发生在过去或外群体身上，人们对其道德严重性的判断则会显著降 

低［137，138］。道德本位主义是个体在特定社会场域中对他人行为进行判断时的利弊权衡和

无意识计算，是进化而来的群体规范与地方标准。Fehr 等人关于利他行为的研究也表明，

被试者倾向于帮助内群体的受害者去惩罚独裁者，而不倾向于帮助外群体的受害者［139］；

这种本位主义的利他倾向在 12/13 岁就开始形成［140］。此外，诸多研究发现，对内群体的

爱（帮助、同情）以及对外群体之恨（伤害、漠视）是社会冲突的重要心理基础［141，142］。

2.2.1.2　道德与社会治理中的问题

（1）道德与社会冲突

Haidt 和 Graham 等人发现，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之争已经使得美国在道德问题上沿

着政治意识形态光谱出现了文化分裂，导致美国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战争”

（Culture War）［131，143］。例如，随着政治光谱从自由移向保守，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涉

及内群体、权威和纯洁的问题与道德有关［144］。进而，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道德分歧会上升

为客观、普适的道德判定标准（moral conviction）——自由派坚信关爱、公平的客观、普

适性，认为医保改革和性别平等是绝对正确的；而保守派坚持内群体、权威、圣洁的客

观、普适性，认为堕胎、移民和同性恋是绝对错误的［145］。正是由于道德既能使人们维持

社群，又能够使人们分裂成不同的群体，Haidt 提出了他著名的口号：“道德使人团结，也

使人盲目［131］。”

值得注意的是，经典的心理学理论常常把保守主义与忽视社会不公、维持体制现状联

系起来，似乎保守主义者违背了公平、关爱这些明显的道德原则。然而 Haidt 和 Graham

提出保守主义者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包含了更广的领域，他们不仅使用了个体

化的道德基础，也使用了团结的道德基础，即他们不仅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也强调对群

体的忠诚和对传统的尊重［137］。Haidt 甚至进一步提出，由于保守主义者拥有更广的道德

领域，这使得他们能更好地利用进化带来的五大道德基础，也更符合社会上多数的、持传

统价值观的人们，因此具有保守主义优势（conservative advantage）［131］。此外，Graham，

Nosek 和 Haidt 还提出正是由于保守派有着比自由派更广的道德领域，他们应该能更准确

地理解自由派，而这对自由派则不成立［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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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阶层伦理与道德困境

阶层是理解社会伦理的重要视角，不同阶层的道德价值观迥然不同。总体而言，相

对于个人主义的中产阶级，劳工阶级（working class）的集体主义更强。例如，劳工阶级

更多地认为人和人是互相联系的、自己跟他人的重合度更高，也较少地表达个人的独特 

性［147］。此外，较低阶层的人也更多表现出同情心，在面对他人不幸时有更强的情绪和生

理反应［148］；相反，较高阶层的人则更加自我、甚至自恋［149］，更可能违背社会规范（如

闯红灯和斑马线）［150］。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阶层”主要指美国社会的分层，包括受

教育水平、收入及主观评价等多个指标，上述研究的阶层差异在多个指标上均得到了重复

验证，这说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个体的文化价值观、乃至道德水准。

上述研究所发现的道德阶层差异恰好反映了西方社会精英的道德困境——上层阶级

不再关注社会责任，而中下层阶级的处境又越来越艰难。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底层社会

（特别是白人劳工阶级）的集体道德逐渐被恐惧、焦虑和愤怒所代替，进而偏好更加严苛、

紧张的社会规范，并以破坏性的、民粹主义的形式爆发。这一现象与 Jost 等人早年的研究

结果截然相反，后者认为低阶层的美国人有更强的体制合理化倾向，维护、支持现存社

会体制的正当合理性［151］。当然，Jost 的发现主要基于西方社会的研究，且近年研究也发

现底层社会反抗体制的倾向［16］；更重要的是，体制合理化其实蕴含着社会分配的个人归

因，进而转换成努力工作、向上流动的动力［152］。郭永玉团队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发

现，低阶层中国人在控制感较低时对贫富分化更少做内部归因，进而表现出更低的体制合

理化倾向，即对社会现实不满、但又不愿意通过个人努力去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低层人

群的失望感和个人责任推脱，反映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消极工作伦理，或许意味着阶层固化

的危险［31］。 

（3）道德滑坡与爬坡

每逢社会急剧变革，均会产生新的社会规范，而旧的社会规范会受到挑战，如果两

者没有很好地协调则难免引起道德失序和道德恐慌。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即是这样一个动

荡不安的时代，伴随着反越战、民权运动、女权主义、性解放、嬉皮士、摇滚乐运动，道

德价值观朝着自由、平等、强调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方向转变，同时毒品、

犯罪、婚前性行为、堕胎、离婚等也使西方社会陷入了“人性断裂”或社会资本耗尽的危

险［153］。从更宏观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这种价值转变也反映了人类社会由 Gemeinschaft

（community）到 Gesellschaft（society）的转变（费孝通将其分别翻译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

会）：前者以农业经济为主，社会规模小，分工简单低端，人们的行为大多受礼俗左右；

后者以商品经济为主，社会规模大，分工复杂且角色分化多杂，人们的行为大多受法律

法规的制约，只要法不禁止就可以自由做任何事。美国文化心理学者 Greenfield 据此认

为，为了适应礼俗社会的农村环境，人们的社会行为 / 关系会表现出集体主义特征，例如

更注重经验传承，更强调义务和服从；相反，为了适应法理社会的城市环境，人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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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 关系会表现出个人主义特征，例如更注重独立创新、更强调个人选择和和追求个人

自由［154］。

因此，很难说道德在滑坡或爬坡，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集体主义道德在滑坡，而

个人主义道德在爬坡。研究确实发现，随着美国城市人口的增长和农村人口的下降，在

Google 英语图书语料库（1800—2000）中集体主义词汇（如权威、义务、付出）的使用频

率呈下降趋势，而关于个人主义词汇（如自我、选择、获取）的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155］。

随着城市变迁及经济增长，道德的个人主义倾向在世界范围内都呈上升的趋势［156］。中国

正处在城市化、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时期，也出现了个人主义（如自由、平等、开

放、成功、物质、离婚）明显增长、集体主义（如传统、忠义、尊长、收敛）受到挑战的

趋势，而一部分集体主义道德价值观（如亲情、爱国）趋于稳定［157］。值得注意的是，人

是社会性的动物，集体主义道德具有优先性和稳定性。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美国社会的

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并非线性增长或下降，而是随着经济周期的起伏而呈现曲线特征，例

如，失业率高时美国人在教养儿童的时候更强调帮助他人，流行歌曲的歌词里面“我们”

的使用频率也更高［158］。相反，片面追求个人主义或放弃集体主义会带来自由、而不负责

任的道德偏差，甚至表现出自私、自恋的畸形个人主义行为，例如对财富、权力的过分追

逐以及“成功”之后的自由放纵，甚至对社会秩序、规范（如家庭稳定、关系和谐等）构

成了威胁［159］。正如普特南所说，一个健全的社会既需要个人主义的“牛仔”，又需要互

帮互助的“马车队”［160］。 

（4）道德起源的各种争论

关于道德的起源，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有观点认为，具有自私基因或本性的人不

太可能自发产生道德这样美好的品质，道德只可能来自神的启示和教化；但文艺复兴之

后，很多学者认为道德是理性的产物，进而随着进化心理学的发展，大家又认为道德是遗

传进化的结果，是天性的一部分。Norenzayan 等人提出亲社会宗教能够帮助解决陌生人之

间的合作问题，促成大规模社会的产生，从而在文化群体的进化中获得优势并在世界上传

播开来。大规模社会中的神是道德化的，惩罚恶行、奖赏善行，同时又无处不在、无所不

知——研究者称之为“主神”（Big Gods），认为主神能够对人们起到监督作用，从而使得

陌生人间的大规模合作成为可能［161，162］。最近的元分析表明，启动宗教能够显著地增强

信教者的亲社会行为，但对于不信教的人群则没有影响［163］。一项以世界各地的多个小规

模社会为对象的研究发现，当地的道德化神能否发现人们的恶行以及他是否会惩罚恶行能

够预测人们在经济学游戏中的亲社会行为［164］。 

值得注意的是，与宗教有关的道德法则（Moral Imperatives）也是重要的冲突、乃至战

争动力［165］。例如，为信仰而献身、为同胞而牺牲这样的神圣道德可以极大地促进内群体

合作，但在会激发群体间的非理性冲突。即便是一些世俗的政治、经济主张，一旦被理解

成与神圣价值有关（如某个地方是圣地、某个行为事关圣道），就会迅速转换成群体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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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暴力冲突［166］。此外，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教义和传统，例如相对于基督教新教徒，天

主教徒与犹太教徒更多表现出集体主义的倾向，例如，更看重家庭传承、而非个人皈依，

在道德判断上更看重行为的社会后果而非个人观念［167，168］；相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东

方佛教文化更加注重心境平和、对外群体也更加宽容［169］。 

与上述观点相反，很多发展、进化及神经心理学家认为，道德是儿童、乃至灵长类

动物的天性。例如，Hamlin 和 Bloom 向婴儿呈现一系列包含“好人”（helper）、“坏人”

（hinder）的动画片，发现 3 个月大的婴儿就表现出对好人的注视偏好，而 6 个月大的婴

儿则更喜欢接触好人［170，171］。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具体的道德行为层面（如帮助他人），

婴儿的道德有亲疏之别，在 4 岁以前很少对陌生的成年人表现出友善［172］。Brosnan 和 de 

Waal 的研究发现，合作、利他不仅来自于亲属之间的基因共存需要，即便在非亲属的黑

猩猩之间合作行为也非常普遍，通过求助、示好、公平分配来组建同盟，从而形成超越于

个体的群体竞争力［173，174］；当然，大猩猩对无关同类的福祉也会漠不关心［175］。

近年来，神经科学家也探讨了道德行为的脑机制和基因 - 文化协同进化机制，暗示着

道德认知、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生理、生化反应［176，177］。例如，道德直觉更多地与杏

仁核、腹内侧前额叶（VMPEC）有关，而道德认知更多地激活前背侧扣带皮层（dACC）、

背外侧前额叶（DLPEC）；集体合作行为与五羟色胺转运基因、环境压力有关，也会受到

多巴胺和催产素的影响。Young 等人主张，心理理论的脑区——颞顶联合区（TPJ）在道

德判断中非常关键，后续的研究也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178］。此外，谢晓非团队探讨了道

德认知的具身效应，发现道德违反带来的社会痛苦与生理痛苦有关［179，180］；周晓林团队

研究了道德决策的神经机制，发现公平感知与奖、惩中枢激活的关系会受到损失、收益

框架的影响，以及社会关系对道德决策的影响（如朋友的不公平分配会诱发更大的反馈负

波）［181，182］。

2.2.2　犯罪心理

犯罪心理学在中国的兴起与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密切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呈现出较为严重的青少年犯罪问题，1987 年起中国社会的

犯罪数量又呈迅猛上升的态势，不仅案件数量急剧上升，案件的性质也呈严重趋势。两次

使用的治理方式是严打，一直延续到 2004 年。之后，犯罪类型呈现出多元化并渗透于许

多领域，比如，经济领域的走私、制假；校园领域的暴力犯罪；职务领域的贪腐、邪教犯

罪、网络犯罪、社会恐怖犯罪；等等。近年来，网络犯罪、邪教犯罪迅速发展，恐怖犯罪

也日见增多。面对日益复杂的犯罪百象，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犯罪行为的社会治理光靠

严打是不行的，必须研究犯罪原因，重视犯罪预防。中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由此成为重要

学科被国家注视。

犯罪心理学是以与犯罪有关的人和行为为研究对象，探讨人为什么出现犯罪行为及相

关的心理问题，研究这种心理与生物遗传、社会环境和成长经历等的关系。从中发现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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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容易犯罪，如何犯罪以及每一具体犯罪个案的心理问题。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发现，这些

角度可从人的罪错心理发现人性、抚养、环境、教育等多方面的问题，从而认识到，刑事

惩罚永远是滞后的，是对行为结果的处置，而犯罪预防更有益于社会，会真正减少犯罪。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还对侦查犯罪、评估犯罪风险等防控操作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2.2.2.1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问题

中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进展大致有两条轨迹，即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

（1）基础研究问题

基础性研究着重于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背景或基本问题研究。涉及具有普遍性的人性

弱点研究。同时，犯罪心理学基础性研究最为丰富的应该是导致犯罪心理和行为发生的各

种风险因素的研究。大致涉及：生理和遗传因素对个体犯罪的影响研究；社会及环境风险

因素对个体犯罪发生的影响；成长与经历中的风险因素对犯罪行为发生的影响；学习和能

力发展中的风险因素对个体犯罪发生的影响。研究方法偏于实验、观察等技术，注重个体

的共性背景，发展的共同规律问题。这类基础性的犯罪心理研究在于理解一些复杂的犯罪

行为背景、发现人的心理异常缘由，从而为养育人、教育人、管理人、治疗心理疾病等提

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2）应用研究问题

应用性研究则着重于可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包括如何预防有犯罪风险的人

员，比如，对潜在的犯罪高危人员的心理评估和识别研究；如何在侦查犯罪中进行犯罪心

理画像；如何讯问犯罪嫌疑人；如何在犯罪发生的临暴现场进行心理干预；如何解析犯罪

动机；如何鉴别犯罪时的心理状态或精神问题；司法中对即将刑满释放人员再次犯罪的风

险评估等。这些应用研究中具有跨学科的融合性，涉及社会学、侦查学、法医学、刑事诉

讼学、刑事证据学、精神医学等学科。同时，借助心理技术手段解决司法中的疑难问题，

如心理测量工具、心理测试仪器和软件，近年来，已经开发并应用的心理技术有：多道生

理测试仪、脑电测试仪、声音测试仪等，还有心理矫治。在此基础上，研究旨在能够为减

少犯罪提出立法建议，为社区管理提出辨别与防控具有犯罪风险人员的方法，宣传犯罪心

理发生与人的早期抚养教育有关的知识，开展危机时刻的心理健康教育等。总之，犯罪心

理应用性研究的前景极为广阔。

2.2.2.2　犯罪心理学的基础性研究进展

有关犯罪心理的基础性研究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人性的思考与实证。此外，还有与犯罪

风险相关因素的研究、犯罪心理形成路径的研究等。

（1）对人性的实证研究

善良是一般社会活动中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选择。犯罪则以伤害他人为前提，因其邪恶

而被社会立法所禁止。犯罪这种反人性行为的原因是什么一直争议不休，最有名的实验是

1973年美国心理学家Zimbardo设计的斯坦福监狱实验（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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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bardo 对实验结果的总结是“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当其置身于一个心理上给人以强

迫性和压制性的情境时，不管其品行、种族、价值观、态度、信念或个人信仰如何，他们

几乎敢做任何事情”。反之，2012 年 Haslam 和 Reicher 英国广播公司监狱实验［184］研究重

点是“‘囚犯 ’ 是适应现实还是挑战监狱内的不平等情境”，结果则不同。然而，近 10 年

内美国在斯塔摩监禁中心对被拘禁者的虐待似乎再次证明 Zimbardo 的实验研究。

Zimbardo 提出的“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当其置身于一个心理上给人以强迫性和压

制性的情境时，不管其品行、种族、价值观、态度、信念或个人信仰如何，他们几乎敢做

任何事情”是否也可以用来解释：在社会活动中，当一个人置身在赋予的权力缺乏制约和

监督的情境下，他们是否也敢做任何事情。从近年来中国反腐的行动中似乎可以找到许多

实证，其中具有类似的心理现象。显然，犯罪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对了解人性的弱点、完善

社会对人与权力制衡的管理设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与犯罪风险相关的心理因素研究

就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和个体来说，导致其犯罪的影响因素相当多样与复杂。这方面

的基础性研究可谓量大面广，主要归类为四个方面：遗传与生物因素，社会与环境因素，

发展与经历因素，学习与能力因素。

一是遗传与生物因素。遗传研究最早起源于实证派犯罪学创始人龙布罗梭，通过解剖

死囚尸体寻找人的颅骨、体型、相貌等因素与个人犯罪行为的关系。当代生物心理学家的

研究涉及毒素、激素、大脑损伤等因素。遗传因素研究还在孪生子中寻找实证。但是，研

究者仍然很难把社会环境（共享的或非共享的）从先天禀赋（遗传）与后天养成（环境）

方式中分离开来，而且越来越清楚的是，社会学和生物学方法在理解人类行为方面是互补

的。在分子遗传学领域，一般认为至少有 7 种基因与反社会行为相关。例如，单胺氧化酶

的低级形式（也称低活性单胺氧化酶基因）与攻击性有关，有些基因多态性与低自我控制

有关。对于大脑结构、尤其杏仁核方面的研究发现，人脑的额叶，包括杏仁核都是负责组

织思考、计划和自我调节的区域。人脑在子宫内的发育缺陷或童年期大脑遭受创伤都会使

一个人的行为出现暴力倾向，包括对冲动的低水平控制、冷酷无情特质、自我调节能力

差。环境毒素也会对人脑发生不良影响，例如铅、镉、汞、锰。儿童对铅的接触，母亲抽

烟和饮酒、营养不良等。近些年，科学家把研究视点集中在镉、锰、汞等环境毒素对大脑

发育的有害影响。还有童年期之后的经历中遭遇过的脑部创伤，因为他们发现，经历过战

争创伤并幸存下来的退伍老兵会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行为。

二是环境因素。事实上，所有犯罪或实施反社会行为的成年人或未成年人都深嵌于复

杂的社会心理环境中并受其系统的影响。研究涉及贫困、同伴拒绝、学前教育缺失、课后

照管不足、学业失败、单亲家庭、养育风格等。其中有关贫困的研究值得重视。虽然贫穷

并不必然导致犯罪，但大量的研究都强调，贫困不仅是物质匮乏，还常常伴随着被偏见、

歧视、家庭破裂、不安全的居住环境、失业、社会隔离及有限的社会支持系统。贫困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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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更有可能去条件较差的学校，容易辍学、失业、携带凶器、成为被害者、目睹各种暴

力事件。他们生活在卫生条件恶劣环境中，接触更多的杀虫剂、更多地暴露在铅和其他容

易让神经中毒的环境中。贫困还与暴力犯罪有很强的联系。无论未成年男性还是女性，贫

困都是其暴力犯罪最有力的预测指标之一［185］。生活在贫困环境中的儿童和青少年还容易

成为犯罪的被害人。贫困会影响家庭的方方面面，不止是父母对孩子的态度。贫穷的压力

会减少父母养育孩子的能力和耐心［186］。

三是发展与经历因素。这类研究着重关注个体在早期的不同阶段发展的问题。学前经

历越来越被认为是风险因素的重要发生时期。低质量的养育，把孩子置身于较差的语言和

认知发展风险中，置于社会交往不足的风险中。需要强调的是，青少年违法很显然并不局

限于来自某个社会经济群体。当青少年被要求报告他们自己的不法行为时，自我报告的数

据显示，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青少年其差异很小。研究者发现养育风格和孩子的反社会行

为相关，放任型和放纵型与青少年违法行为高度相关。同样，父母对孩子活动的监控或监

管，尤其是从 9 岁到青春期中期的监管对其社会行为的发展非常关键。在各种文献中越来

越常见的一个早期观察的风险因素是被同伴拒绝，被同伴拒绝的孩子常常具有攻击性，但

单一的攻击性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他们还倾向于有破坏性、冲动性和较弱的人际交往能

力。研究表明，反社会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表现出高度攻击性的青少年在童年期都遭受

过明显的同伴拒绝。此外，他们经常与其他被拒绝的同伴形成团伙或帮派继续从事反社会

的行为活动。在女孩中，青春期出现药物滥用以及违法行为也与她们在小学时就发生被同

伴拒绝有关［187］。

四是学习与能力因素。引起违法行为的心理风险因素虽然在每个孩子身上都不一样。

但智商水平低一直都与青少年违法相联系，这虽然不是导致犯罪的直接因素，但是智商低

的孩子会导致在学校成绩不佳，而学业失败一般与反社会行为相关。但是，很多违法青少

年还是很聪明。因此，讨论智商与违法犯罪的关系要小心谨慎。此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的孩子在少年期和成年期都有出现反社会行为的风险。这些特征往往会导致同伴拒绝。

除上述各种犯罪风险因素研究之外，还有研究者关注正面的、对减少犯罪具有重要价

值的保护性因素，如心理弹性（resilience）。

（3）个体心理发展路径的研究

正如美国最新版《犯罪心理学》的序言中作者所言：“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都

在研究个体的犯罪路径，已有的共识是犯罪人出现犯罪行为可有多种路径。例如：一些人

在早年就开始表现出犯罪行为，而另一些人则到成年才出现犯罪行为［188］。”

青春期违法者具有两种发展路径。美国心理学家 Moffitt（1993）认为，有些人犯罪往

往只在他们人生的某一时期，一般为青春期偶尔出现犯罪；另一些实施严重犯罪且不断重

复的犯罪人，其犯罪生涯往往起始于他们人生的早年。

限于青春期的违法犯罪（adolescent-limited offenders，缩写 AL）。这种违法者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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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前后开始出现各种躁动不安、逆反和破坏性表现，如逃学、结交不良同伴、打架伤

害、使用毒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危险驾驶、霸凌等。还有犯罪行为，如强奸、杀人

等。大多数人青春期违法犯罪人员在接近或度过成年初期后，即约到 25 岁前后，便停止

逆反、躁动和破坏性，开始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结婚、生子，有一份职业安稳度

日。这类人的发展路径只是在青春期出现违法犯罪。

持续终身型犯罪人（life-course persistent offenders，LPOs）。这类违法者的问题持续

一生，在人生不同阶段表现出各种反社会行为和暴力犯罪行为，例如 4 岁时咬人或打人，

10 岁时开始扒窃、逃学，16 岁时开始贩毒、偷车，22 岁时会抢劫或强奸，30 岁时诈骗或

者虐童等。这种人在各种情况下都会持续他们的反社会行为方式。持续终身型犯罪人即使

进入成年期仍有神经类的问题，如脾气暴躁、认识力低下、解决问题能力不足，还有心理

健康方面的问题等［189］。

同时，犯罪者的心理路径也存在危险人格与危险心结的两种路径。心理路径的划分

是由中国的犯罪心理学学者李玫瑾提出［190］。首先他们通过实案研究将犯罪人分类列出指

标，然后进入监所根据指标对在押和服刑人员进行调研并验证分类指标（2007—2008），

结果证实：在所有犯罪人群中约有 40% 的人因危险人格导致其对社会具有重复或持续的

犯罪危害；而 60% 左右的犯罪人则因为某种危险心结而犯罪。两种犯罪心理发生的路径

有所不同。

其一，危险人格的发生路径。危险人格是指对他人或社会具有威胁与危害倾向的一种

人格现象的总称。危险人格的犯罪心理发生路径从早年开始。根据人格形成的两大决定性

背景，即遗传与早年抚养。将危险人格分为先天为主和后天早年为主的两类。先天为主的

称“反社会人格犯罪人”，后天早年为主的又分为情感抚养缺失的“犯罪人格的犯罪人”

和性格培养缺失的“缺陷人格的犯罪人”。三种危险人格都具有重复或持续性犯罪的特点。

李玫瑾提出的三种危险人格的犯罪人是对莫菲特提出的“持续终身型犯罪人”又做了进一

步的规范细分。而且，这三类人危险人格还在不同监所中进行了进一步论证。经过统计和

差异检验可以大致确定，这三类危险人格在不同监狱中具有相近的比例关系，即反社会人

格犯罪人在犯罪人格中约占 11%；犯罪人格犯罪人占 7%；缺陷人格占 22%。危险人格在

全部犯罪人群中占 40% 左右。这部分人大多具有终身持续性犯罪倾向的危险特性。

其中，①反社会人格犯罪人的特点是，6 岁前后行为显现异常，10 岁前后已让周围人

感到困扰，缺乏自然情感（即使亲自抚养无法建立依恋情感），家庭成员无犯罪记录，历

史称其为道德白痴（即后天不可教化）［191］，犯罪行为不拘类型。且无明显的外部所致的

犯罪原因。其最核心的特征是无法建立亲密情感，无人能牵制其心理和行为。②犯罪人格

犯罪人的特点，大多出生并成长在不幸家庭中，缺乏情感抚养，缺乏依恋关系发展，导致

被动脱离学校，早年离家出走，未成年期有流浪或独自生活经历，并开始出现生存性违

法，逐渐形成不择手段的态度与习惯，多次进出监所后逐渐形成稳定的犯罪人格，由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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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解决生存需要，最终常以奸杀犯罪被捕而结束人生［192］。③缺陷人格犯罪人的特点，

出生并成长在亲情丰富且溺爱的家境中，由于长期缺乏约束和规矩教育，出现自我中心、

任性、不能吃苦、不能忍耐、不愿被管教等性格缺陷，这种缺陷一般显现在青春期，结合

躁动与逆反，他们先是主动放弃学业，进而出现肆意妄为的违法犯罪行为。如果在青春期

及时予以强制矫正，有的人可以发生改变。但宠溺的家庭背景经常阻止这种强制矫正，一

旦错过人格矫正的最后关键期，当他们因进入刑事责任年龄段被处罚，刑满释放后大多进

入成年期，他们将面临更多的人生挫折，故造成再次犯罪或持续性犯罪的可能。

其二，危险心结的发展路径。危险心结是指因心理创伤所致的心理问题。因危险心结

产生犯罪的人大多在青春期之前的人生发展基本正常，没有显现人格问题，没有明显的劣

迹或任何麻烦行为，他们多是步入成年期后才犯罪。他们的犯罪多与失败后的痛苦创伤有

关，创伤后出现心理发展的停滞、压抑，认知偏执、纠缠，发生严重的报复性犯罪；或者

因为意识间冲突而压抑，逐渐出现症候性变态犯罪行为；还有因为情感创伤带来的痛苦情

绪郁结爆发的严重暴力犯罪［193］。总之，危险心结的犯罪心理发生大多可在其人生路径上

找到相关的刺激事件和创伤点。虽然危险心结的犯罪大多不具有持续终身的特点，但其危

害性有时也非常严重。

2.2.2.3　犯罪心理学的应用性研究进展

（1）犯罪心理分析与嫌疑心理画像

犯罪心理画像（Criminal Profiling）是指在尽可能充分地掌握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各种信

息基础上，运用心理学对人的心理研究知识分析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意义、动机指向和个性

特征，最终形成一个人物心理的文字描述，缩小嫌疑人排查范围，锁定重点人群，为侦查

提供支持。从 20 世纪中后期，世界各国刑事侦查部门开始重视对疑难案件犯罪人的心理

和行为研究，美国联邦调查局甚至专门成立犯罪行为研究机构并介入侦查活动，帮助侦查

人员破解侦查中的犯罪心理难题，提供相关的心理分析。英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国家

也都成立了专门的研究部门开展这一研究。

犯罪心理画像发展至今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犯罪现场的犯罪心理画像（crime scene 

profiling）、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画像（suspect-based profiling）、心理学的犯罪心理画像

（psychological profiling）、地理学的犯罪心理画像（geographic profiling）等。

第一，刑事现场的犯罪心理画像，也可称作犯罪现场分析（crime scene analysis）、刑

事侦查分析（criminal investigative analysis）。是基于各种刑事案件现场显现出来的作案人

的行为模式、地域习惯、认知倾向、人格特质以及人口学特征进行的一种分析。最初以专

业的形式进行研究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部，提出了有组织力与无组织力的两种犯

罪现场表现、犯罪人背景、犯罪人特征。另一代表人物道格拉斯（John Douglas）提出了

以惯技（MO）、装扮或标记和伪饰（staging）进行分析画像［194］。

第二，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画像。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画像（suspect-based profiling）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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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对潜在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画像（prospective profiling），通过某些表现于外的心理和行为

特点锁定那些可能从事犯罪活动的人员。诸如校园暴力，恐怖主义活动，威胁恐吓，贩卖

毒品，店贼，劫持飞机。例如，校园枪手的心理特征。嫌疑人的犯罪心理画像是建立在系

统地收集过去类似案件作案人行为、人格、认知、人口统计学的数据，在此基础上通过统

计方法而不是临床诊断性的经验技巧来对某人进行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做出结论性判断。嫌

疑人的犯罪心理画像经常被用于机场和边检，预防走私毒品和恐怖主义分子活动。

第三，心理学的犯罪心理画像心理学（psychological profiling），这是一种评估式的方

法，通过对个人行为的识别和预测来判断，研究与犯罪行为相关联的负面特征。从这个角

度说，心理学的心理画像包括两种基本的方法：威胁评估和风险评估。威胁评估（threat 

assessment）是判断某人（某群体）造成威胁的真实性和严重性。多数情况下威胁信号已

经出现，例如评估一个高中学校发现某一学生在电话或网上扬言要“清除”校园。没有出

现直接威胁信息，就属于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指被评估人还没有出现扬言类的威

胁行为，但他已经表现出违反社会规范或者异于常人的不良行为，对这种人进行评估，特

别是要评估他们已经出现的可怕行为或者让人感到叵测的行为。风险评估的基本目标是，

评估特定的一种人自杀或杀人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预防这种可能的危险或伤害

的发生。

第四，地理学的犯罪心理画像（geographic profiling），这一门技术用来帮助定位某个

系列案件作案人的居住地或他为作案而选择的某一基地，比如一个酒吧、工作场所或者

有特定意义的住所。大多数情况下，地理学的犯罪心理画像依靠计算机软件程序完成分

析过程。目前有三种这方面的流行软件：参宿七（rigel）［195］、犯罪域（crimestat）、猎网

（dragnet）。

（2）心理测试在犯罪侦查中的作用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俗称“测谎”，又称“犯罪记忆检测技术［196］”，是建立在心理

活动与生理活动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对人心理生物反映的检测。1921年雷尔森（Larson）

制造了第一台可记录脉搏的测试仪以检测证人证言。后来，基勒和里德（Keeler & Reid）

研制出多道生理测试仪，同时检测脉搏、呼吸和皮肤电以相互印证。1982 年公安部引

进了第一台美国 1972 年生产的 MAKE-II 型语音分析仪，1991 年我国第一台测谎仪——

PG-I 型多道心理测试仪通过公安部科技司审定。1992 年第一次使用国产 PG-I 型测谎仪

对某乡党委书记被杀案的几位嫌疑犯进行测试，成功排除排位第一的嫌疑人，并认定了真

正的嫌疑人。这标志着中国心理测试技术研究开始运用于实战［197］。

目前，犯罪心理测试有更贴近脑生理科学的趋势，罗森弗尔德和法韦尔（Rosenfeld & 

Farwell）等人的探索使脑电检测谎言有了新的途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在我国遵循着“有

限采用”的原则，作为侦查的一种辅助手段，主要作用是明确侦查方向和缩小侦查范围。

客观地看待现在我国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基层侦查人员认识的片面性、立法和规范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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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缺失等。通过对心理测试技术在我国的应用现状进行探讨，促进心理测试技术在我

国的健康发展［198］。 

（3）刑事侦查中微表情研究

微表情是一种持续时间仅为 1/25 秒至 1/5 秒的非常快速的表情，表达出人试图压抑与

隐藏的真正情感［199］。与普通表情相比，微表情出现时间短暂；现实生活中人们若不集中

注意力有时很难发现别人稍纵即逝的微表现变化；微表情还是个体一种无意识的、自发性

的生理应激反应，多为肌肉下的神经活动结果。因此，微表情被心理学用来观察人心理活

动的真实情绪反应。

犯罪心理活动，尤其个体在实施犯罪之前，或犯罪嫌疑人在刚刚进入刑事调查初期

的讯问阶段，大多是经过掩饰的心理表现。尤其犯罪谋杀，许多被害人在被杀之前大多没

有觉察杀手的意图。在侦查讯问过程中，侦查人员对于嫌疑人也有一个试探并逐渐问出真

相的过程。所以，在犯罪心理学应用微表情于侦查活动日益受到重视。尤其近年来电子技

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录音、录像、监控等技术手段，在公共场所的监控镜头

下，犯罪嫌疑人的微表情可以提示监控前的安保人员或警察做出及时的抓捕反应。在侦查

讯问中，通过直面观察和讯问录像技术，对嫌疑人在回答问题时的微表情进行分析，可具

有确定嫌疑程度、掌控提问的关键时节、识别口供的迟疑和真伪、审核某些证据材料、扩

大取证线索等应用的价值。目前，对微表情研究不仅用于破案，而且研究还向建立犯罪嫌

疑人微表情数据库、开发犯罪嫌疑人微表情自动分析软件等方向发展［200］。

（4）犯罪心理评估技术

在犯罪危险性评估工具方面，积极引进并修订具有良好信效度的国外风险评估工具，

例如，刘邦惠修订的精神病态量表（psychopathy checklist-revised，PCL-R）［201］，杨波、

刘旭修订的冲动性 / 预谋性攻击量表（impulsive/premeditated aggression scales，IPAS）［202］，

杨波、陈展修订的冷酷无情特质量表（the inventory of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ICU）［203］，

曹允猛修订的犯罪危险性评估问卷（the level of service inventory-revised，LSI-R）［204］，杨

波、肖玉琴修订的暴力风险评估量表（violence risk scale，VRS）及其青少年版［205］等。

另外，自行编制的风险评估工具也很多。例如，以罗大华教授、周勇等为核心的课题组

编制的《中国罪犯评估系统（COPA）》［206，207］，刘柳等人编制的《暴力危险性评估问卷》［208］，

曾赟编制的《罪犯出监前重新犯罪风险预测量表》［209］，曹建路等人编制的《服刑人员人

身危险性动态因素评估问卷》［210］，宋行研制的《再犯风险评估表》［211］，江苏监狱管理局编

制的《罪犯矫正需求评估表》《罪犯人身危险性简评表》和《罪犯心理认知行为表》［212］，许

疏影项目组编制的《社区矫正人员再犯风评估工具》［213］等。

2.2.2.4　循证矫正

米歇尔·福柯在其代表作《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自古以来，监狱都承载着两种“自

然性质”：刑罚与矫正。监狱的这两种功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的相关规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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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得以彰显，监狱法规定监狱工作的目的是“正确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预防和减

少犯罪”。我国对现代监狱矫正功能的强调，不仅是观念的转变和制度的调整，更是一种

技术与方法的创新。循证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罪犯矫正理念和方法，在国际上已得到普遍

认可和广泛应用，结合我国对现代监狱功能的界定，对罪犯开展循证矫正实践势在必行。

（1）循证矫正的概念

循正矫正（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是指矫正工作者在矫正罪犯时，针对罪犯的具

体问题，寻找并按照现有的最佳证据（方法、措施等），结合罪犯的特点和意愿来实施的

矫正活动。循证矫正主要包括风险评估和矫正两部分，其中风险评估是循证矫正的基础，

犯因性需求是矫正关注的核心［214］。

（2）循证矫正简史

西方循证矫正的开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马丁森提出

的“矫正无用”论对以往矫正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犯罪率高居不下，监狱人满为患给监

管、矫正带来诸多问题，相关费用也随之不断上升［215］。为了应对现实压力，监狱必然要

寻找更加优化的科学管理手段和方法，提高矫正效果，降低再犯率。此时，正值循证运动

的蓬勃发展，循证在医学及其他学科领域取得的显著成绩，使得循证理念顺利引入罪犯矫

正领域。加拿大是最早在监狱开展循证矫正的国家，目前循证矫正已获得该国的立法支

持。英国早期主要针对罪犯个案进行循证矫正，1997 年之后循正矫正得到广泛应用。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美国也开始了循证实践，通过培训专业人员、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等

扩大循证实践范围。随后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瑞典、丹麦等国家也逐渐引入循证矫

正实践［216］。

2012 年，我国司法部常务副部长张苏军在我国监狱系统率先引入了“循证矫正”的

概念和方法［217］。2013 年，循证矫正研究与实践科研项目领导小组在京召开第一次会议，

启动了项目实施工作。同年，司法部成立了循证矫正项目领导小组，张苏军副部长担任组

长，正式开启了我国循证矫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218］，并在全国开展了循证矫正的

试点工作。2015 年，司法部在全国监狱工作会议上强调，加强心理矫治，加大罪犯心理

干预、心理疏导力度，不断提高教育改造的针对性［219］。循证矫正是我国监狱系统正在积

极推行的，具有理念创新、改造手段创新、效率高、因材施教等优点的矫正方法，是我国

监狱矫正工作的发展方向。

循证矫正的发展体现在风险评估工具的进步和矫正项目的开发两个方面，而后者以前

者的发展为基础。西方风险评估工具经历了四个重要的阶段［220］：第一代风险评估是基于

专业人员（如精神科临床医生）的主观判断，准确性差［221］；第二代风险评估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主要依据静态风险因子进行再犯预测。静态风险因子是与罪犯个人犯

罪史和人口统计学特征紧密相关的因素；第三代风险评估发展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特点是在第二代的基础上加入了动态风险因子的评估。动态风险因子（或犯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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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是指与再犯有高相关的那些动态的、可改变的因素，如亲犯罪态度、罪犯同伴、毒

品 / 酒精滥用、就业情况等；第四代风险评估则加入了个案管理，将个案管理与风险 - 需

求评估相结合，要求矫正工作者根据评估结果来制定干预计划并实施矫正。

（3）循证矫正的原则与方法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 Andrews Donald Arthur 和加拿大公共安全中心主任 James Bonta

提出的风险、需求和反应性（risk-need-responsivity，RNR ）模型是循证矫正的首要原 

则。［222］其一，风险原则（the risk principle）阐释什么人需要接受循证矫正；风险评估是

对罪犯未来重新犯罪的危险性进行的预测，风险水平分为高风险、中等风险和低风险三个

等级［214］。风险原则认为个体的风险水平与再犯可能性成正比，矫正的力度应该与风险水

平相适应。风险水平越高，说明越需要得到矫正，风险水平低则矫正力度应该降低或者不

需要予以矫正。其二，需求原则（the need principle）表明循证矫正的直接目标是降低犯

因性需求。犯因性需求（criminogenic needs）是指导致个体表现出违背社会规则或犯罪行

为的生理 - 心理 - 社会因素［223］，是那些可改变的与犯罪行为、再犯紧密相关的动态风险

因子［214］。对犯因性需求的评估，主要包括反社会行为史（history of antisocial behavior）、

反社会人格模式（antisocial personality pattern）、反社会认知（antisocial cognition）、反

社会同伴（antisocial associates）、家庭 / 婚姻环境（family/marital）、学校 / 工作（school/

work）、娱乐 / 空闲（leisure/recreation）和物质滥用（substance abuse）八个核心因素［224］。

其三，反应性原则（the responsivity principle）是指根据罪犯的能力、意愿和学习方式来设

计和实施矫正项目。一般反应性原则指应该尊重矫正对象，特别是内在特征，如人际敏感

度、焦虑、言语智力、认知成熟度等，要因人施教［224］。而有效的矫正方式是认知行为疗

法和认知社会学习模式。

循证矫正的方法十分重要，由不同的研究方法获得的证据具有不同的强度等级。在循

正矫正中，由科学实证方法得来的结论更为可靠。在证据等级中，通过元分析或系统综述

（teta-analysis/systematic review）得到的证据等级最高，随机对照组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RCT）次之，其后依次为队列研究、案例对照研究、横断面研究、个案研究等［225］。

（4）暴力犯的循证矫正

暴力犯罪是再犯风险很高的一类犯罪。在暴力犯的循证矫正方面，中国政法大学的杨

波课题组开展了成年男性暴力犯和未成年男性暴力犯的循证矫正研究。

课题组修订了由加拿大 Stephen Wong 和 Audrey Gordon 编制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暴

力风险评估量表（violence risk scale，VRS）和暴力风险评估量表 - 青少年版（violence risk 

scale-youth version，VRS-YV），并对成年和未成年男性暴力犯进行风险评估，根据评估结果，

选取中高风险的罪犯作为矫正对象，并针对他们不同的犯因性需求设计和实施矫正项目。

成年暴力犯又被分为冲动性暴力犯和精神病态暴力犯，根据他们不同的犯因性需求，

前者主要以降低冲动性攻击为矫正目标，后者主要以提高共情能力为矫正目标。依据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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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和元分析的证据，采用以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为主的

团体矫正项目、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DBT）为主的团体矫正项目、

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的团体矫正项目。研究结果表明，CBT 类的矫正项目对冲动性暴力犯

有较好的干预效果，对精神病态暴力犯有一定的改善。冲动性暴力犯实验组在人际反应指

标量表上的后测总分和想象共情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实验组愤怒自评量表的向外爆发—

不对人维度的后测得分比前测得分降低；实验组犯罪倾向量表的冲动短视后测得分有所降

低。精神病态暴力犯实验组在人际反应指标量表上的后测总分比前测有所提高，观点采择

维度的得分有所提高，达到边缘显著，说明他们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以及采取他人的心

理观点方面有了一定的改善；实验组在犯罪倾向量表上犯罪谋生维度的后测得分比前测得

分降低。CBT 类矫正项目还能够分别降低冲性暴力犯和精神病态暴力犯实验组的狱内违纪

次数，与矫正前三个月相比，矫正期间三个月和矫正后三个月的违纪次数明显减少。

未成年暴力犯的中高风险罪犯，再被分为人际攻击组和家庭问题组，前者依据冷酷无

情特质（callous-unemotional，CU），又被分为高 CU 组和低 CU 组分别进行矫正。人际攻

击组采用 CBT 团体矫正方法，家庭问题组采用心智化疗法（mentalization-based treatment，

MBT）的半结构式团体矫正项目。结果表明，两个 CBT 矫正组的 VRS-YV 总分降低，CBT

能够有效改善人际暴力和不良行为，且 CBT 对低 CU 组的矫正效果要好于高 CU 组；MBT

矫正组的在动态心智化量表的丰富心智化的后测得分上比前测得分有所提升［205］。

2.3　社会治理中的组织与管理

组织与管理领域中有大量的研究与社会治理有关［226，227］。组织研究中的大量工作是

由从事组织行为的学者做出的，而管理与领导高度相关，领导学研究与组织行为研究存在

很大的交叉。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关注组织中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和行为规律，涉及个

体、人际、群际等多个层次，综合特质、情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力图科学地解释、预测乃

至改变、控制组织中各主体的感受和行为。组织行为的研究关注两方面的核心结果，一是

“经济人”层面的绩效表现，二是“社会人”层面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而这些，都需要组

织中的“管理人”来达成。

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总是和现实世界中的管理问题密切相关的。在当下充满

变革的环境中，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企业面临更加国际化的商业竞争，而且技术

进步可能带来跨行业的颠覆性改变，如何在理论研究和企业实践中更科学地应对，成了企

业和学界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由此，把握管理学领域国际一流期刊的研究趋势，从研究

问题、研究方法等多个层面思考未来的研究趋势，为政策制定和商业实践提供启发。

2.3.1　组织管理的研究的热点话题

张志学、鞠冬和马力（2014）梳理了 2008—2011 年间国际期刊上组织管理研究的 

现状［228］。他们发现，就发表研究的数目而言，国际学术期刊中排在前面的研究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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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是领导力（leadership）、团队（team）、公平 （justice）、身份和认同（identity & 

identification）、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创造力（creativity）、

工作 - 生活关系（work-life）、多样性（diversity）、信任（trust）、绩效（performance）、

创业（entrepreneurship）、CEO、职场例外行为（deviance）、知识（knowledge）、变革

（change）、离职（turnover）、冲突（conflict）、决策（decision making）、情绪（emotion）、

压力（stress）、伦理（ethics）、情感（affect）、谈判（negotiation）和权力 （power），共计

24 个话题。

在上述工作之后，张志学研究团队［229］再次对 2014—2017 年间的英文期刊的关键词

进行了排序，发现除职场例外行为和谈判外，其他话题都仍是热点，而新上升的话题则包

括工作满意度（job satisfaction）、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动机（motivation）、社会交

换（social exchange）、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和辱虐式监管（abusive supervision）等。

新近的研究中出现的一些趋势值得关注。首先，绩效这一关键词热度登顶，进一步查

看发现，宏观层面（战略方向，主要是公司绩效）和微观层面（组织行为方向，包括个体

和团队绩效）研究大约各占一半。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中，团队绩效或群体绩效的研究已经

占到了 25% 左右。未来的绩效研究，一方面在研究层次上，不能仅停留在个体水平，要

注重群体水平的研究；另一方面，需要结合微观和宏观的视角，综合解释内部机制。

其次，变革这一话题也进入深入讨论阶段，创新和创造力的话题在上次张志学、鞠

冬和马力（2014）总结的热门话题位列第 6，在 2017 年出现的热门话题中位列第 5，显

示学者们对这个话题的兴趣仍在持续。这和现实世界中的技术发展和行业变革密切相

关。还可以看到，不少潜在的上升话题可能都和这一趋势相关，例如内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冒险行为（risk taking）、探索性行为（exploration）和不确定性（uncertainty）

等。结合环境因素和个体特质共同探讨哪些行为策略能有效地促进创新，应该会是此类研

究持续的增长点。

另外，情绪方面的研究热度正在增强。具体而言，和消极情绪状态有关的一些话题，

包括倦怠（burnout）、情绪枯竭 （emotional exhaustion）等研究比积极情绪更多，与此相关

的一些话题，如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也逐渐增加。

以情绪劳动为例，自 Hochschild（1983）［230］提出情绪劳动以来，早期的研究较多地探讨

情绪劳动对从事服务行业的员工的负面影响［231，232］。但近年来，学者发现在特定的情况

下情绪劳动会有正面的影响［233］。同时，以往对情绪劳动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企业的员工，

而近期的研究开始转向对领导层面的研究［234，235］。另外，近期的研究认为表面表演和深

层表演会同时存在。Gabriel 和 Diefendorff［236］通过对呼叫中心模拟来研究在单一的互动过

程中，顾客的不文明行为如何影响员工的情绪劳动。经过持续的测量（每 200 毫秒捕捉一

次）参与者的感受情绪、表面行为、深度表演和声音音调，研究发现情绪劳动中表面表演

和深层表演同时出现在情绪劳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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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领导力研究的热点话题

绩效和满意度的达成都有赖于组织中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如何推动企业的发展、引领团

队的协作和支持个体的进步。领导力的研究经历了特质、行为和权变的不同视角，一直以

来都是组织管理学界研究的核心问题和热点话题。

继张志学、施俊琦、刘军［229］总结了 2009—2014 年间领导力领域的研究话题之

后，再次对 2014—2017 年间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发现本领域在热点话题没有发生什么变

动，仍然集中于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新型领导风格（“newer genre” 

leadership，例如变革型领导、魅力型领导等）、辱虐式管理（abusive supervision）、高管

团队（top management team）、领导发展（leadership development）等方面，但是在研究内

容上更加深入。

首先，在领导力类型的研究方面，当下涌现出了许多新型领导风格的研究，主要

有：变革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魅力型领导（charismatic leadership）、整

合型领导（integrative leadership）、真诚领导 （authentic leadership）、道德型领导（ethical 

leadership）、关系型领导（relational leadership）、共享领导力或集体型领导（shared 

leadership or collective leadership）、谦卑型领导（humble leadership）等。其中，有接近一

半的领导力研究涉及了变革性领导或魅力型领导这类新型领导风格。

随着这一话题的发展，近期关于此类研究也受到了不少批评和深入的讨论。首先，部分

学者质疑，新型领导风格和领导下属间的情感联系（例如喜爱等）缺乏区分效度。Hannah，

Sumanth，Lester 和 Cavarretta［237］指出，一些多层次的领导力研究［238，239］，表明新型领导

风格并非只出于情绪上的喜爱，而是可靠的概念。更重要的是，Mumford 和 Fried［240］提出，

这些新的领导风格尽管各有侧重，但基本上都汇聚于道德行为。基于一种规范化价值观的

角色榜样，Hannah 等人［237］也认为这种对领导风格过分理想化的关注，可能超越了下属

在日常工作中对领导的真实期待和需求。他们认为，新型领导风格的出现填补了过往对领

导者的远见、鼓舞、透明度、情绪关注等领域的忽视，但研究者应该考虑到组织中的具体

情境，将绩效指向的领导力和新型领导风格的研究结合起来。

其次，辱虐式管理（abusive supervision）这种负面行为最近也备受关注［241］。最新的

一篇理论性文章中，Oh 和 Farh［242］指出，从情绪加工的角度看待下属遭遇辱虐式管理的

反应，在时间上可以分为认知评价（appraisal）、情绪经历（emotional experience）和行为

反应（behavioral response）这三个阶段。在认知评价阶段，个体特质和环境因素都会影响

下属的评价结构，进而引发愤怒、恐惧、悲伤三种不同的情绪状态，而这三种情绪是主

导、压抑还是成功应对会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例如被愤怒情绪主导的下属可能做出直接

针对上级的攻击行为，而抑制了愤怒情绪的下属可能做出其他的反生产行为（例如对其他

人的攻击、组织公民行为减少等）。

另外，近 10 多年来以员工为关注重点而提出的谦卑领导的特征，在领导力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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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个体层面，谦卑型领导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243］。在

团队层面则有助于推动团队整合、形成授权型氛围促进共享型领导的产生［244］以及提高团

队绩效［245，246］。

此外，领导风格方面也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新变量出现。例如 Chen 和 Nadkarni［247］提

出了 CEO 的时间领导力（temporal leadership）这一新概念。时间领导力主要受到领导者知

觉到的时间急迫感（time urgency）和工作节奏（pacing style）的影响。时间紧迫感高、工

作节奏倾向于早行动或平稳行动的领导者，时间领导力更好，其对于企业创新、投资等战

略行为有积极影响；反之，时间紧迫感低、工作节奏倾向于后期行动的领导者，时间领导

力不佳，对公司战略有消极的后续影响。这类针对高管团队提出的一些新的领导风格，并

且探讨其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将微观层面的组织行为和宏观层面的战略研究结合起来。

在领导力领域的理论发展中，张志学等［229］介绍了在 2010—2014 年间提出的一些

理论，这些理论虽然称不上宏大完整，却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解释方式。一是 Morgeson，

DeRue & Karam［248］将功能型领导理论（functional leadership theory）引入了团队研究中，

从团队内外和是否正式两个维度，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团队领导力——内部正式领导（项

目经理）、外部正式领导（如团队赞助者）、内部非正式领导（自发形成的非正式领导）、

外部非正式领导（如团队导师），此外，他们还总结了团队策划任务、任务过渡阶段、任

务执行阶段所需要的不同的团队领导功能。二是多团队系统中的领导力（Leadership in 

Multi- team System）。为应对需要多方协调的紧急事件时，组织一般需要成立多团队系统，

将原属不同领域甚至不同机构、专业背景各异的团队或零散个体协调起来完成工作。这种

团队一方面需要完成紧急、挑战性高的任务，另一方面内部组织复杂、还需要保持大量的

外部沟通，因此非常值得关注研究。Zaccaro、Marks 和 DeChurch［249］认为目前的研究还无

法简单回答多团队系统的领导力的最优结构，但关键应该是促进各团队之间的融合。Lanaj

等人［250］发现，多团队系统在集中而非分散的领导结构下表现更好。第三是借鉴网络理论

的方法研究共享领导力。Contractor 等采用网络分析法捕捉了共享领导力的三个关键问题，

即成员的集中性、角色的多重性和时间稳定性［251］。

最近三年来，在领导力领域的新理论方面，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期刊中有

一些具有新颖的高水平文章发表，值得关注和借鉴。

Spisak，O’Brien，Nicholson 和 van Vugt （2015）借用了生物学中的生态位（niche）概

念来解释领导力的发展和演化。过往的领导力理论更多将领导力看做一种个体的静态的特

征，而该理论提供了一种过程性的视角。并且该理论可以同时关注到领导者的主体性（领

导者主动选择的行为）和客体性（领导者也受到组织内环境和人际互动过程的影响）［252］。

所谓生态位，是指一个物种所处的环境以及其本身生活习性的总称。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独

特的生态位，借以跟其他物种作出区别。进化会导致有亲缘关系的物种去占据不同的生态

位，减少竞争的机会，增加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借鉴这一生物学理论，Spisak 等［252］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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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领导力最开始可以被认为是个体发展出来的一种适应性能力，以便相互影响、彼此协

作。在解决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的问题的过程中，领导者和下属的互动就形成了不同的

生态位，增加了生存的机会。随着文明的演进，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现代社会，

领导者获取生态位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竞争的压力也影响了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互动。

下属在组间竞争比组内个体间竞争更为激烈的情况下会追随领导者完成群体目标，甚至

暂时性地牺牲个体利益，而给定不同群体的投入（下属对自己组的投入）。如果组织环境

强化互惠型的领导风格（无论是正式手段或者非正式的声誉体系），组织中的生态位都将

稳定。

Hammond，Clapp-Smith 和 Palanski［253］提出了超越工作场所，跨领域地去看待领导

力发展的问题。个体领导力的发展源于多个领域的经历，不仅有工作领域，还有社区、家

庭、朋友等领域，但是这种跨领域的领导力发展过程很少被研究。基于意义建构（sense 

making）的整体框架，他们认为，领导者会注意到并且解释理解跨领域间的领导力的联系

和差异，导致领导者的身份认同在强度、整合性、意义等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利于深

化或者宽化领导者的能力。例如在工作和社区服务这样不同的领域，个体可能在目标、价

值观、满足感、领导技能和行为等层面感受到相似性，因而感受到跨领域的领导力的关联

性，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意外的失败而意识到领域间的差异。无论是关联还是差异，领导者

内心都会进行解释和理解。感受到更多关联的领导者，更多低采用自动化的加工，提高了

对自己领导身份认同的强度和整合性，最终强化了能力的深度。而感受到领域间的差异

时，如果领导者采取学习目标导向、感受到更多社会支持，更可能采取辩证思考，增强了

对自己领导身份认同的层次和意义感，最终扩展了能力的宽度；反之，感受到跨领域差异

时，如果领导者学习目标较低、社会支持较少，更可能会极化思考，和自动化加工类似，

最终导致领导身份认同的强度与整合性的提高和随后能力的深化。

从上述国外研究中出现的新理论可以看到，为了更好地解释领导力，需要扩展研究的

视野和边界。新的理论和话题的产生可能有以下几种特征：第一类，关注现实中的管理问

题，例如多团队系统、领导力跨领域的发展；第二类，将领导力理论和其他话题相结合，

例如把功能性领导理论引入团队研究；第三类，借鉴其他研究的方法，例如采用社会网络

的研究方法讨论共享领导力；第四类，借鉴其他学科可类比的理论，构建新的整合性理

论，例如从生态位视角探讨领导力的进化。

2.4　危机管理中的心理问题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是我国现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254，255］。当前，我国社会环境的一

个显著特点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我国正处在社会变革阶段，民众面临体制改

革、医疗方案改革等，这些社会变革对民众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变革本身势必存在

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从自然灾害到恐怖袭击，各类突发危机事件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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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对处于危机事件“漩涡”中的人造成巨大影响，而由于这些事件的高度不确定性，

其危害和影响的范围也可能扩散到事件外围。

本报告将从民众的危机风险认知、心理安全感和群体事件三个角度来梳理危机管理中

的心理问题。首先，在各种频发的危机事件中，当个体意识到自身处于一个充满着不确定

性的环境中时，会表现出一些特定的心理和行为规律。本报告将从民众的视角出发，考察

民众在具有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的风险认知特点和危机应对反应。其次，这样的心理行为

反应延伸到一般情景下，会使民众长期体验到心理上的不安全感。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发布

的《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从 2012—2014 年，安全感始终受到民众的高度关注［256，257］。

而研究表明，缺乏心理安全感将影响个体的风险态度与行为［258-260］，许多涉及政府管理、

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的风险决策一旦选择不当，将引发一连串负性结果。本报告将在分析

民众的风险认知和危机应对特点的基础上，关注民众心理安全感及其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最后，伴随危机事件和社会变革带来的环境不确定性，长期的心理不安全感的累积不仅

可能使个体的决策出现偏差，也可能通过人际互动导致群体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根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院研究所发布的《2014 年法治蓝皮书》报告，2000 年至 2013 年间，

仅来自纸媒和网络媒体报道的发生于中国境内规模在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就有 871 起，

2008 年之后的升幅尤其明显［261］。《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中显示，2010 年之后全

国的群体性事件总数在 14 万到 17 万起之间［262-264］。群体性事件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不稳

定因素，其从个体层面出发的累积过程和在群体层面的特定心理机制，也是危机管理中需

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整体而言，本报告将在总结以上三个角度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

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并为现实中的社会治理实践工作提供参考和决策建议。

2.4.1　民众的危机风险认知和应对特点

以风险认知、信息传播和应对反应为核心，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framework，SARF）系统地阐述了在一个社会中，公众如何对风险信息进行感知、理

解、传播和放大的［265，266］。如图 1 所示，风险相关信息会在正式（机构和国家）和非正

式（个体和小群体）两个层面获得感知和传递。在这个阶段，许多个体和社会因素会放大

或削弱风险信息，进而诱发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反应，包括焦虑情绪、预防和保护性行为、

态度改变等，也会给机构或社会带来政治和经济危机等次生影响，这些影响从风险事件的

直接受害者开始如涟漪一般层层向外扩散。心理学领域的风险沟通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个体

层面的信息感知、信息传播和心理行为反应。

在风险信息感知方面，个体的风险认知以及相应的决策行为容易受到各种启发式、无

关信息和情绪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较大的偏差。比如，国外研究发现，民众对自然灾害

的风险认知往往与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没有直接关联，而更多地受到个体相关经

验的影响，媒体报道等信息带来的间接经验能够有效提升没有受灾经验的民众风险认知，

也能在灾难直接经验的影响随时间逐渐减弱的情况下再次激活个体的对灾害的关注［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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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民众面对繁杂的信息而自认为没有能力自行做出有效判断时，专家和权威观点会成为

主要的判断依据，这种认知捷径大部分基于民众对专家和权威的信任［270，271］。Mase、Cho

和 Prokopy（2015）以气候变化为风险情境，发现在风险信息传播和反馈的过程中，个体

对信息源的信任和对风险的直接体验（可得性启发式）是个体风险认知形成和态度改变的

重要因素［272］。

国内外的许多研究都发现，个体不仅会在风险感知上存在偏差，风险感知与应对行

为等其他变量的关系也存在不一致的趋势。Wachinger 等（2013）提出了“风险认知悖论”

（risk perception paradox）：即使民众对某些风险建立了较高的风险认知，这种高风险认知

并不会转化为实际的预防或保护行为，这可能是因为个体在考虑自身是否要暴露于危机环

境中（如选择在水灾高危地区定居）时，进行了收益和风险的权衡［273］。国内的一项公众

风险认知和应急能力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民众都倾向于对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发生可能性和

影响程度做出中等程度的评估，有些民众即使认为这些事件可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也并

不愿意将这些事件的发生可能性与自身联系起来，而公众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也存在不

足［274］。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谢晓非、李纾等从 SARS 和汶川地震时期开始的一系列

研究发现了心理台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不同于公共风险事件影响

随时空延伸或灾情程度递减的涟漪效应，处于风险事件中心区域的民众反而比外围区域的

民众风险感知和担忧水平更低［275-279］。

在风险信息的传播方面，Chung（2011）基于 SARF 模型，以韩国的穿山隧道建设可

能带来的环境风险为情境，考察了网络环境中风险信息的传播和放大过程。Chung 指出，

面对此类环境风险，环保组织等群体作为社会站，是主要的风险信息源，他们首先将信息

向公众和其他社会机构传播，网络为信息的沟通和传播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平台。通过网络

图 1　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示意图［26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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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风险信息或环保抗议行动可以迅速从地方向外扩散，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关注，网

上信息获得的关注程度也验证了时间和空间上的涟漪效应［280］。而随着公众对社交网络的

普遍使用，在危机事件出现时，民众可能会在短时间内通过社交网络获得有关事件的大量

信息，国内学者 Lu、Xie 和 Liu（2015）通过计算机模拟微博信息考察个体对重复风险信

息的风险感知，发现了风险感知随信息重复次数的“倒 U 型”变化趋势：随着重复信息

的增加，个体的风险感知随之提升，在 10~20 次的重复次数时达到较高水平，而在 20 次

重复之后开始逐渐下降［281］。

在危机应对行为方面，风险信息寻求和加工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RISP 模型）整合双加工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会考察已获得的

信息是否达到了一定的信息充分性阈限，信息充分性的判断受到个人特征、风险特征、情

感反应、主观规范等背景变量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当个体判断信息充分性不足时，会激活

寻求和加工信息的行为，对信息充分性的需求越强，越偏好系统化的信息加工方式。需求

到行为的转变还会受到个体所知觉到的信息通道可用性、信息收集能力等行为达成可能性

或行为效能感的影响［282］。Gutteling 和 de Vries（2017）通过电话访问的方式研究个体在

面临紧急或长期危机情境时的反应偏好，考察了人口学变量、信息信任、风险认知、社会

规范和行为效能感的影响，发现在紧急危机情境中，年龄和风险认知能够直接预测个体的

信息寻求倾向，而在非紧急情境中，影响因素则更为复杂，这提示了在面对紧急的危机情

境时，个体的反应可能趋于简化或直觉［283］。在一项元分析中，Yang、Aloe 和 Feeley（2014）

整合了 13 个考察 RISP 整体模型的研究，发现当前知识水平和信息相关主观规范有相对更

大的影响，是整个模型的中心，但这两个变量并非特异性地适用于风险情境，提示 RISP

模型的整体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284］。

国内学者李虹对民众在危急情景中的逃生决策和从众行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聚焦

于决策中的信息呈现与双加工过程。他们在模拟火灾逃生决策研究中发现，个体的决策通

路受到信息呈现方式的影响，在直接呈现逃生信息的条件下（直接给出逃生选项），分析

决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直觉决策进行干预和调整，而在隐含逃生信息的条件下（给出与

逃生相关的关键词），直觉决策占主导作用［285］。在另一项类似的研究中，他们也发现了

直觉决策的主导作用［286］。Hu，Li，Jia，Xie （2016）关注个体在危机情境中的社会互动

与环境感知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寒冷的危机情境中，个体的利他行为能够增进个体与他人

间社会距离的感知，进而带来积极的身体感知（环境温暖感知）［287］。

2.4.2　民众的心理安全感及其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心理安全感的核心内涵是，个体对可能受到的伤害的焦虑，以及对潜在风险的感 

知［288，289］。它可表现在不同领域。例如，国内学者 Lu、Xie、Wang 和 Tang［290］以及谢晓

非和陆静怡［291］着眼于金钱和人际领域的心理安全感，他们认为，当个体面临金钱损失或

不利的社会比较结果时，会产生不安全体验。Edmondson等着眼于组织领域的心理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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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它是个体对组织环境中人际风险的知觉［292，293］。

曹中平、黄月胜、杨元花（2010）把我国初中生的心

理安全感细分为自我、人际、情绪三个维度［294］。

近期，Hart（2014）提出了心理安全感的三元模型，

对不同维度的心理安全感进行了很好的整合。他指出，

较高水平的自尊、良好的依恋、稳定的世界观均可诱

发心理安全感，三者密切相关（如图 2 所示）［295］。事

实上，自尊对应于个体层面的心理安全感，指由积极

的自我概念引发的安全体验。依恋对应于人际层面的

心理安全感，指由与他人良好的连接关系引发的安全

体验。世界观对应于价值层面的心理安全感，指由稳

定的价值体系引发的安全体验（见表 1）。

表 1　心理安全感的三层面及其威胁手段

层面 表现 威胁手段

个体 较高的自尊 自我概念威胁

人际 良好的依恋 依恋阻断

价值 稳定的世界观 世界观威胁

风险敏感性理论（risk-sensitivity theory）［296，297］为探讨心理安全感如何影响风险偏好提

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取决于他 / 她的需求（need）水

平。所谓需求是指个体当前的状态与其理想状态之间的差异。当需求水平较低时，即当前

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异较小时，个体倾向于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相反，当需求水

平较高时，即当前状态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异较大时，个体倾向于风险寻求（risk seeking）。

上述假设来源于鸟类觅食理论［298］。当一只鸟自身的能量不足时，它倾向于选择高风

险的觅食地点（可能有很多食物，也可能只有很少的食物），因为高风险的觅食地点有可

能提供较多的食物，只有获得这些食物才有可能使其生存下来。相反，当一只鸟自身的能

量较为充沛时，它则倾向于选择低风险的觅食地点（确定有一定量的食物），因为低风险

的觅食地点提供的食物量足以让其生存下来。

也就是说，个体追求风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299，300］。风险敏感性理

论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例如，研究者发现，当个体与他人进行比较并察觉到自己处于

社会比较的不利状态时，他们在风险决策任务中更倾向于冒险［301］。类似地，当人们体验

到不公平时，他们会比体验到公平时更加冒险［302］。

图 2　心理安全感的三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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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low（1943）在需要层次理论中提出，安全感是人类的基本需求（need）之一。这

种需求不仅是生理层面的，也是心理层面的［303］。事实上，“人类的许多行为都指向维护

心理安全感”［304］，因此，心理安全感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Roy（1952）的安全第一原则

也提出，维护心理安全感是人类的基本目标［305］。因此，心理安全感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

要。当心理安全感受到威胁时，个体就在动机层面产生了需求。心理不安全水平越高，人

们的需求越大。因此，从理论上而言，相比在心理上体验到安全感时，当人们感到心理不

安全时，他们更倾向于风险寻求。

当前，研究者开始采集实证数据从而探讨心理安全感与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尽管心

理安全感涉及个体、人际与价值三个层面，但是，由于此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因此，研

究者更多地从人际层面的心理安全感入手。例如，Duclos，Wan 和 Jiang（2012）用受到社

会排斥来体现人际层面的不安全感。他们的研究表明，相比未受到社会排斥的个体，被社

会排斥的个体更可能在金钱任务上冒险［306］。在针对青少年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

果，社会排斥的程度与冒险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307］。Buelow 和 Wirth（2017）的研究表

明，当人们受到社会排斥之后，他们会在爱荷华赌博任务（Iowa Gambling Task）和掷骰子

任务（Game of Dice Task）中表现得更加寻求风险［308］。

此外，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也表明，心理不安全感会促进风险寻求。组织领域的研

究发现，具有较高心理安全感的员工更乐意建言［309，310］、更倾向于与同事分享知识［311］、

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312，313］。而建言、知识分享、创新都伴随较大风险［314］。例如，建

言可能会降低上级对自己的评价，分享知识可能会使同事的绩效超过自己，创新很可能导

致失败。因此，上述研究显示，较高的心理安全感促使人们更加寻求风险。

2.4.3　群体事件的心理机制

回顾已有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文献，研究视角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和经

济学，研究内容涵盖了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发生、发展和应对［315］。其中，关于群体性事

件成因的探讨，是基础也是关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可以大致归纳为八类：社会群体间

的利益冲突；分配不公正导致社会不满情绪；正常利益诉求管道失效；制度或法律系统缺

陷；腐败现象；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对党政部门的政治信任问题；干群关系［316，317］。

遗憾的是，上述探讨主要集中在社会原因的层面，没有专门针对心理因素，且方法论多

以思辨为主，缺乏来自实证特别是因果关系的检验，无法保证系统性和严谨性。现实中，

当经济和社会态势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提供土壤时，问题即变为解释个体为什么参与其 

中［318，319］。社会心理学认为，对抗性的群体行为如果不能得到有效化解，有可能发展为

行动目标更为明确、组织性更高、影响更大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320，321］。因此，探明

群体性事件的心理机制，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掌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规律，也可以为应对

此类事件的策略提供实践方案和技术支持［322，323］。

群体性事件（mass incident）是指民众与党政部门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324］，



042

心理学学科发展报告2016_2017

尤其是民众与政府和官员的抗争性互动［325］；在行为层面上表现为基于个体的联合行动

（united action）。不同于情绪性和自发性的集群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也不同于工具

理性和组织性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群体性事件显示出两个典型特征：“情理兼

备”和“自组织化”。据此可将其划分为情绪主导型群体性事件和工具主导型群体性事件

两类。根据群体性事件产生的酝酿过程、动员过程与组织过程，可将群体性事件的心理机

制形象概括为“冰山模型”，如图 3 所示。

图 3　群体性事件心理机制的冰山模型

酝酿过程即群体性事件的根因源于管理失误（administrative errors），即党政官员的

知识及人误和启发式决策转变为管理制度、政策、规则、程序的缺陷［326，327］。主要先表

现为公共政策失误与不当行政。管理失误跟明知有“副作用”却不得不施行的政策不同，

它是一种潜在失效。只有当不良后果出现后，我们才能发现这些政策和行政行为的缺陷。

管理失效直接导致了社会不满（social discontent），这形成了群体性事件的动员过程。社

会不满可以看做一个地区多数人共同的负性态度和情绪，构成了该地区否定性的社会心 

态［328，329］。产生这样的负性态度和情绪的核心社会比较过程是相对剥夺［330］。研究表明，

虽然个体的和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并不必然引发对抗，但是群体相对剥夺感在群体性事件的

动员中作用更大［331-333］。此外，群际威胁认知、群体效能感、群体（愤怒）情绪、群体认

同等因素也在社会不满的过程中起着助长作用［334，335］。当这些因素都具备时，群体性事

件的爆发就不可避免。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过程就是参与者基于个体的联合行动。这当中涉

及的心理因素主要是谣言、权威信任、去个体化与速生规范。谣言传播会放大群体情绪与

群体效能的作用，成为联合行动的正催化剂；权威信任则能抑制联合行动的扩大，成为负

催化剂；而去个体化成为联合行动的心理氛围，速生规范则为联合行动提供行动指南。此

外，群体认同、群体情绪和群体效能还会继续给“力”。按照“酝酿 - 动员 - 组织”的叙

事逻辑，管理失误、社会不满与联合行动自始至终完整诠释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规律。当

然，“群体性事件心理机制的冰山模型”目前尚停留在理论层面，尤其是对组织过程的实



综 合 报 告

043

证支持有待于未来研究的开展。

3　学科国内外研究比较

3.1　在研究问题方面

在此领域，国内外研究在概念、理论与研究范式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共通性，在很多结

论上，中西方被试者也表现出相同的效应，可以互为验证。不过在某些方面，国内研究与

国外还是有一些细节差异。报告将以社会治理中公众心态这一研究领域为例，分析国内外

研究在概念与理论问题方面的异同之处。

首先，在社会公众心态中社会公平感历来都是研究者高度重视的一个研究主题，然而

需要以何种价值尺度来看待公平感，国内研究者态度并不一致。国外学者越来越多地强调

社会公平感的负面作用，而国内更多强调“增强民众公平感”，当然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

题的看法也已经发生了一些转变。另外，在增强阶层流动性的干预研究方面，国外研究已

经有了初步的开展，而国内研究还相对滞后。目前虽然也有不少国内学者关心阶层流动或

者扶贫脱贫问题，但这其中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开展的实证研究还非常有限。

其次，在群体情绪方面，近年来我国学者对群体情绪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概念、测

量、特征、形成原因和消极情绪疏导方法等方面。董颖红（2014）在系统总结心理学情绪

结构理论、信息科学情绪分析相关技术发展、情绪词库及相关测量指标建构工作的基础之

上，结合网络情境与大众习惯，构建了适用于网络微博客情境的基本情绪词库和情绪维度

词库，获得了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五种基本群体情绪；并且在此基础上采用因

果检验等时间序列分析技术，对群体情绪与社会风险感知和社会风险决策间的关系进行了

研究，发现群体情绪在发生时间上存在领先性［336］。王俊秀（2016）总结了新媒体时代的

群体情绪特征，并且给出了消极情绪疏导的策略［329］。他认为新媒体时代群体情绪更容易

相互感染，社会成员更容易产生共同情绪；当前群体情绪是分化的，更容易导致两极化；

海量大强度事件使人们的情绪反应钝化，情感淡漠；传播放大了风险，也提高了群体情绪

强度。但从总体上看，我国这些研究基本还处于描述阶段，缺乏对群体情绪内在机制的探

讨，也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相对来讲，国外研究在探讨群体情绪形成的心理

机制上，要较国内研究更为深入，但研究视角在实践应用方面不如国内研究更有针对性。

最后在社会信任方面，国内外研究在理论和研究问题方面也有一些出入。国外的学者

提出了信任以及信任发展的理论模型，如凸显价值观相似模型（salient value similarity），

该模型认为是凸显价值观的相似性决定了信任水平的高低。功能性理论（functioning 

theory）从信息加工方式和表征类别的角度来解释信任，把信任看成是一种内隐加工的结

果。此外，对信任发展的模型也有大量的论述：如信任发展的二元互动模型［337］、理性选

择模型［338］、动机归因模型［339］以及可信赖程度——合作双螺旋模型［340］。在研究内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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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思路：一是“亡羊补牢”，属于事发后的应对；二是“曲突徙薪”，属于事发前的

应对。前者需快速反应、重在灭火，具体而言可采取三个策略：首先是立即响应，隔离旁

观；其次是平等对话，平息情绪；第三是控制沟通，信息透明。

显而易见，“曲突徙薪”优于“亡羊补牢”。要想做到防患于未然，就必须清楚及时

地发现社会不满。这可以通过监测城乡居民的社会态度来实现。传统上，记者、官员、研

究者是通过负性事件和民众言行来推测民众的态度和情绪。心理学研究证明，可以将这个

过程反过来，通过调查民众的态度类变量，来判断各地的社会形势，认定公共问题，评价

当地政府的公共政策和行政行为。这是因为态度反映个体的社会存在，又主导其行为。消

极的社会心态在其萌芽、积聚和爆发的各个阶段均可以通过早期监测予以识别，实施社会

控制，同时通过及时有效的心理疏导机制予以安抚，改善或消除。这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

美国的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IS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内进行

的消费者信心研究。该研究发现消费者的经济信心（态度）和经济景气情况（客观数据）

的曲线走势完全一致，而且，经济信心曲线的相位总是先于经济景气 3 周到 6 个月。这种

提前量表明，调查和监测公众的社会态度，能够直接、及时地预警社会风险因素，尽早发

现管理失误的不利后果。但当前我国在社会控制与心理疏导机制建立方面与社会需求相比

仍相对滞后，在发现、分析，引导，疏解社会情绪中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群体性

事件应急管理的重中之重就是，建立基于大数据平台、以民众社会态度预警地区社会稳定

形势（使用地区群体性事件数作为量化指标）的社会预警系统，充分发挥云计算及大数据技

术在社会态度等数据采集方面的便捷低成本大规模优势［383，384］，第一时间发现社会不满，将

群体性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如此便可大大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增量。然而任何系统都不是完

美的，一旦预警失败出现群体性事件，政府需立即启动对群体性事件的响应。此时即可使用

“亡羊补牢”的策略。除了建立社会预警系统，针对“管理失误”这一群体性事件的根因，

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还有利用和完善现有的制度纠错机制，如行政诉讼法、信访条例、听证会

制度，以及新闻媒体的监督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政府在涉及民生的各种政策出台前，应针

对公众做心理评估，并将其作为公共决策的重要参考。最后，扩大公民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

各种渠道，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连接政府与民众间的桥梁作用，促进实践中双方的沟通

和对话。有序和规范的行为多了，像群体性事件这样的无序行为自然会减少。

4　学科发展趋势、挑战及展望

4.1　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心态研究领域

4.1.1　社会分层与公平感知

通过前文的介绍，可以看出目前心理学界围绕社会分层与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有了

相当数量研究成果的积累，国内学者也对此问题有着高度的关注。当然，若要更好地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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