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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CNKI“学术文献总库”中有关社区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检索，使用 Endnote 的文

献管理与分析功能、CNKI 的学科类别分组功能以及内容分析法对检索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中国大

陆社区心理学研究的现状: ( 1) 成果总量不多，2000 年以后出现增长趋势; ( 2 ) 尚未出现特定的

“研究中心”，包括具有明显领先优势的研究者或研究机构、集中发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专业刊物

或出版单位等; ( 3) 出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最多( 约占成果总数的 1 /3) ，其他学科类别依次为医

学、社会学及统计学、医疗卫生政策与法律、教育与管理等; ( 4) 研究对象集中于“老年人”和“青少

年”两个群体，关注心理健康和心理干预问题; ( 5) 主要采用测量和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对

社区实践的卷入不深。中国大陆社区心理学的发展面临三重阻力: ( 1) 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社区管

理体制造成公民( 包括心理学家在内) 社区意识的普遍淡漠，致使社区心理难以进入心理学研究

的视域; ( 2) 心理学家普遍重视理论研究，对参与社会实践较少兴趣和经验; ( 3) 实证主义研究范

式的心理禁锢。社区心理学在中国同时也面临发展机遇: 首先，社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大

量的社会心理问题，政府和社会对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需求为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创造了契机; 其

次，大型组织和企业积极参与行动研究对社区心理学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第三，心理学学科自身

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社区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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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心理学是在社区背景中对社会系统与个体福祉之间关系的研究，它代表了对于人以

其生活于其中的社区环境和社会系统为背景的行为和幸福的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Perkins，
2011; Levine，Perkins ＆ Perkins，2005，p3． ) 。社区心理学的诞生以 1965 年在美国召开的“斯

万普斯科特会议”( Bennett，et al． ，1966) 为标志，迄今已有 46 年的发展历史。在美国，社区

心理学设有专业分会( 美国心理学第 27 分会，1973 年成立) ，有两个专业刊物( American Jour-
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简称 AJCP;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简称 JCP) ，已纳入

多个学科( 包括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工作等) 的本科、硕士、博士阶段必修课程。与此同时，其

他许多国家( 加拿大、英国、新西兰、南非等) 和地区( 欧洲、澳洲、拉丁美洲、亚洲等) 的社区心

理学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Reich，Riemer，Prilleltensky，＆ Montero，2007) 。社区心理学的

根在美国，但最近十年，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社区心理学已逐渐超越早期的美国模式，融入本国

或跨国区域间的文化脉络，形成各具特色、不同模式的社区心理学( Perkins，2009) 。在亚洲，

韩国与日本自 2004 年开始定期轮流举办“日韩社区心理学研讨会”( Sasao，2005) 。香港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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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也有不少大学开设社区心理学课程( 陈嘉凤，周才忠，2005) ，并对社区卫生服务有过一些

研究。中国大陆社区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相对滞后，才刚刚开始。

一、中国大陆社区心理学研究的现状

( 一) 成果总量不多，2000 年以后出现增长趋势

进入中国知网( CNKI) 的“学术文献总库”，在“目标文献内容特征”栏依次输入“社区，心

理”、“社区心理”或“社区心理学”，“检索时间段”从建库 ( 1915 年) 至检索当日 ( 02 /09 /
2011) ，“检索类型”设置为“主题检索”，进入记录的文献总数合计为 525 项。将所有文献导

入 Endnote，利用后者的文献管理与分析功能，删除重复篇目( duplicates) 53 项，得到的研究成

果总数为 472 项( 表 1) 。其中，期刊论文最多，为 318 篇，占 67． 4% ( 表 2) 。对各项成果发表

的时间段进行分析发现，该领域最早的研究成果出现于上世纪 80 年代，整个 90 年代成果数

量都很少，2000 年以后出现明显增长趋势( 图 1) 。

表 1 社区心理( 学) 研究成果( 1915 －2011 年)

目标文献内容特征 所得项目数 重复篇目 去除重复后

社区，心理 232 1 231
社区心理 247 38 209

社区心理学 46 14 32
合计 525 53 472

表 2 社区心理( 学) 研究成果类型( N =472)

成果类型 项目数 百分比( % )

书籍 20 4． 1
会议论文 38 8． 0
期刊论文 318 67． 4
报纸文章 54 11． 4
学位论文 42 8． 9

合计 472 100

图 1 社区心理( 学) 研究历年发表成果数( N =472)

( 二) 尚未形成特定的“研究中心”，包括具有明显领先优势的研究者或研究机构、集中发

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专业刊物或出版单位等

使用 Endnote 的文献管理与分析功能对 472 项成果的作者及其所在单位、成果所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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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物( 或出版单位) 分别进行排序，除了发现几位对该领域有较多关注的研究者外( 表 3 ) ，无

论研究机构或发表刊物都相对分散，未检出在该领域具有明显领先优势的研究中心。有一点

需要说明: 使用不同数据库和不同的文献管理分析软件所得出的作者及机构、刊物排名肯定

会有一定差异，事实上仅仅是检索时间不同就会产生不尽相同的结果。排序结果带有一定的

偶然性，对此无须争议。我们注意的是其中传递出的有效信息。

表 3 重要作者排序( N =472，取 成果数≥4)

作者姓名 成果数 作者单位 研究方向

陈永胜 6 浙江师范大学 宗教与社区心理学

吴均林 6 华中科技大学 医学心理学

钟文娟 6 武汉工业学院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杨凤池 5 首都医科大学 心理卫生与心理咨询

叶一舵 5 福建师范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

牟丽霞 4 浙江师范大学 社区心理学

沈逸明 4 江苏省江阴市人民医院 临床心理学

张灵聪 4 漳州师范学院 人格心理学
……

( 三) 出自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最多( 约占成果总数的 1 /3) ，其他学科类别依次为医学、社
会学及统计学、医疗卫生政策与法律、教育与管理等

社区心理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综合性或交叉研究领域。使用 Endnote 对 472 项成果的学

科类别进行分析，其中出自心理学学科的研究成果排在第一位，占总数的 32%。因 CNKI 不

具备类似 Endnote 的数据库合并分析功能，选择其中以“社区心理”为主题搜索到的 247 项研

究成果作为独立样本，使用 CNKI 的学科类别分组功能进行单独分析，其中出自心理学的研究

82 项，同样排在第一位，占成果总数的 33%，与 Endnote 的分析结果( 32% ) 基本吻合。其他学

科类别依次为医学、社会学及统计学、医疗卫生政策与法律法规、教育理论与管理等( 表 4) 。

表 4 社区心理研究的学科类别排序( N =247，取 成果数≥8)

学科类别分组 成果项目数 占全部成果的百分比( % )

心理学 82 33
基础医学 39 16
临床医学 26 11

社会学及统计学 23 9
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 22 9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16 6
精神病学 11 4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 8 3
……

( 四) 研究对象集中于“老年人”和“青少年”两个群体，关注心理健康和心理干预问题

在检索到的全部 472 项成果中，去除不提供“关键词”的报纸文章( 58 项) 与书籍( 20
项) ，使用 Endnote 对剩余的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共 398 项成果进行关键词排序，在

出现频次≥4 的关键词中，除“社区”外，“心理健康”、“心理卫生”、“心理干预”及相关词汇出

现频次最高; 同时，发现两个明显被聚焦的靶子人群，即“老年人”和“青少年”，这一点与其他

研究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于华林，杨毅，2008 ) ; 除“社会支持”外，“社区感”、“社区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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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参与”、“心理赋权”、“社会公正”等其他西方社区心理学的核心或关键词均未进入列

表，说明目前国内对社区心理研究的范围很窄。
( 五) 内容分析显示，主要采用测量和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研究对社区实践的卷入不深

进一步的阅读和内容分析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重视学习和介绍美

国或西方社区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在以“社区心理学”为主题检索到的 46 篇文献中，大约 1 /
3 是介绍美国或西方的社区心理学，如冯增俊的《美国社区心理学概述》( 冯增俊，1989 ) 、佐
斌的《西方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及述评》( 佐斌，2001) 等。第二，主要采用测量或调查等实证研

究方法。除了相当一部分综述性的文献和理论研究之外，其余大多是对某一项( 或几项) 社区

心理指标( 如城市居民的社区感、某一特定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等) 的测量或调查，以及以此

为基础进一步探索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或因果关系等。对比 2003 至 2007 年间美国社区心

理学杂志所发表的研究成果，后者基于观察或实验的研究占 61． 2%，其中使用实证方法完成

的研究占 53． 7% ; 而以批判主义和多元文化价值观为导向的质化研究方法，例如行动研究或

参与研究等，约占到研究总数的接近 40% ( Graham ＆ Ismail，2011; Martin，Lounsbury，＆ Da-
vidson，2004) 。第三，研究对社区实践的卷入不深。西方社区心理学自诞生起就具有强烈的

社区实践导向。在 46 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社区心理学始终将个体与其置身于其中的社区

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系统性地预防和解决人的心理问题。与此相比，国内心理学尽管对重点

群体( 老年人和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及干预问题也有一些研究，但大多只限于个体内部或家

庭、学校等局部场域，缺乏多水平的系统分析，在深度介入社区生活、促进心理和社会问题的

解决方面尚未充分发挥作用。

二、中国大陆社区心理学发展的困难

( 一) 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社区管理体制造成公民( 包括心理学家在内) 的社区意识普遍淡

漠，致使社区心理难以进入心理学研究的视域

“社区”概念源自德语的“Gemeinschaft”一词，原意为“共同体”，指代任何基于协作关系

的有机体组织形式。1887 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 在《社区与社会》一书

中，将“社区”与“社会”区分开来，旨在说明近代社会的变迁趋势。滕尼斯认为，随着传统的

乡村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过渡，人类的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他试图用“社区”与“社

会”这两个概念说明人类生活的两种不同形式。按照滕尼斯的解释，“社区”主要存在于传统

的乡村社会，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共同体。社区成员之间

的关系以血缘、感情和伦理以及由此产生的共同利益相维系，彼此亲密无间、相互信任。“社

会”则是工业化时代出现的以个人意志、理性契约和法律条文为基础形成的缺乏感情交流和

关怀照顾的社会共同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由各种形式的契约相维系。滕尼斯本人

对传统乡村社区中那种充满温馨的古老人际关系怀有深厚的感情，而对现代社会以各种契约

相维系的人与人之间的理性关系持消极悲观的态度( 姜振华，胡鸿保，2002) 。
随着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各种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滕尼斯的“社区”概念引起了西方社会

学家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学家把滕尼斯的“社区( Gemeinschaft) ”概念译

成英文“community”，很快成为美国社会学的重要概念。芝加哥学派正是以社区问题作为研

究重点，对美国不同类型的社区及其发展变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 世

纪 30 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费孝通等人将英文的“community”转译为中文的“社

区”，此后，“社区”便成为中国社会学中的通用概念( 于元竹，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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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区研究的增多，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社区”定义。略去细节性差异，这些定义大体

可以概括为两类，分别被称为功能主义观点和地域主义观点( 姜振华，胡鸿保，2002) 。前者

认为，社区是由具有共同目标和利益关系的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强调社区的功能性特征。后

者认为，社区是在一个地区内共同生活的有组织的人群，强调社区的地域性特征。滕尼斯最

初在定义“社区”时，并没有强调它的地域性特征，而是更多地强调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亲密

关系和对社区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在社区的功能性特征与地域性特征之间，西方社区心

理学同样更注重前者，强调社区及其成员所具有的社区意识、平等参与、社会公正、多元共治

等“共生性”特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超越地域界限的网络虚拟社区出现，也证实功能性

的社区概念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解释性。
滕尼斯的“社区”概念在引进中国社会学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社会学家吴文藻认

为，滕尼斯在使用“社区”概念时虽然没有提及地域特征，但他将“社区”概念降至“社会”之

下，已赋予其地域性意义( 于元竹，1995) 。表面看来这是一种认知偏差，实际也是出于社会

学实证研究方法的需要。“社会”作为一个宏观层次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很难开展实

证研究。而将“社区”定义为构成“社会”的次级单位，视社区为社会的缩影，使得它更适于作

为社会学实地调查的样本，从而成为社会学理想的研究对象。正是由于这些历史的原因，“社

区”在中国大陆被理解为有着清晰边界的地域性实体，具体等同于农村的自然村落或城市的

街道居委会辖区。社区作为共同体的一系列功能性特征相对被忽视。
与美国市民社会自下而上的社区管理模式不同，中国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社区管理体

制。198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承认“居民委员会是居民

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同时又对它加以多种限制，以至于

实际上村民或居民自治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中华”，1989) 。“村委会”或“居委会”变相地

成为政府或其派出机关( 如乡政府或区政府) 向社区的进一步延伸，成为向乡民或市民传达政

府指令、贯彻政府各项政策的具体办事机构( Palmer，Perkins，＆ Xu，2011 ) 。由于长期施行

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社区管理体制，公民( 包括心理学家) 的社区意识普遍淡漠，习惯化地养成

了依赖政府的被动心态，视社区管理为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对于社区服务和社区行动缺乏

参与的动机与热情( 岑颖，凌文铨，方俐洛，2003; 王珍宝，2003; 曹绪飞，2007) 。心理学家

社区意识的缺失直接导致社区问题被忽略，无法上升到意识层面。开展任何形式的研究，其

前提首先是对问题的关注。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就不会关注，没有关注就不会推动研究。这

是造成中国大陆社区心理学发展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 二) 心理学家普遍重视理论研究，对参与社会实践较少兴趣和经验

社区心理学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与传统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相比，社区心

理学同样重视发展理论，但更重视如何运用心理学知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更强调理论研

究与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社区心理学家相信“没有什么比严谨的、经过精心构想的以社会

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性( Newbrough，1973) 。”社区心理学从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中借

用了不少理论与技术，用以解决社区组织、公共服务与社会支持方面的问题。社区心理学反

对传统的临床心理学将问题置于个体内部，将社会环境的特点( 特别是将外部环境与个体之

间的不协调关系) 视为问题的主要原因。“社区的立场挑战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它不再视受

害者个人为问题所在而对其横加指责，或者简单化地给某些人贴上‘异常’的标签，而是审视

整个生态系统，包括政治的、文化的和环境的影响，关注制度的和组织的因素”( Levine，Per-
kins ＆ Perkins，2005，p6． ) 。理论立场的转变促使社区心理学不再单纯从个体内部寻求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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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问题的方法，而是同时考虑改善外部生存环境，特别是通过改变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促

进人的心理问题的根本解决( Shinn，2007) 。
中国心理学家对社会实践较少兴趣和经验有着社会历史的和学科传统的两方面原因。

首先，社会历史的原因。与西方文化将“学术”视为独立于政府与民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有知识分子“干政”的传统。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学而

优则仕”等，无不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渴望参与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20 世纪初的新文化

运动中，也曾有少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 如胡适等)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主张学术与政治分

离，但没有对主流文化造成大的影响。而几乎从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

始，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强调知识为政治服务，以至于知识与政治彻底绑缚一体，教育甚至一度

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解放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被打成“臭老九”的切肤之痛，彻底改变了

中国知识分子对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态度，对于“如何在公民意志与政府权力之外确立第三

种立场( Bishop，Vicary，Browne，＆ Guard，2009) ”之类需要高度政治智慧才能解决的学术问

题大多选择消极回避。其次，学科传统的原因。心理学对于自然科学的膜拜众所周知。这样

的学科传统使心理学家热衷于模仿自然科学所擅长的实验、实证方法揭示复杂的社会心理规

律，其结果导致社会推广效度的损失。因此，即便少数心理学家能够克服知识分子普遍具有

的心理障碍，敢于大胆尝试，由于缺乏适当的经验和相应的制度化建设，对于心理学家究竟应

该如何发挥对个体行为、家庭幸福、组织发展及社会稳定的影响，在干预社会政策的过程中可

能面临哪些风险，需要注意哪些界限，以及如何加强自我保护等心中无数，一旦遇到困难很容

易退缩( 腾讯网评论，2011 － 05 － 18) 。
( 三)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心理禁锢

尽管对实证主义有过不少反思和批评，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仍然是实证主

义，这一点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一样。实证主义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本质主义与主客反映论的心理观。前者将心理视为内在于人的一种本质性存在; 后者

将心理的主、客体分离，视为对立关系，由此导致一系列的问题和麻烦，招致建构主义和生态

论的批评。其二，方法重于问题解决。以方法为中心选择研究项目或课题，而不是相反以是

否能解决问题为标准评价方法。其三，出于对变量的测量或实验操纵的需要，将研究对象( 某

种心理现象) 从整体或与其他对象的联系中抽离出来，由此得出的“独立变量”之间的关系

( 或规律性) 大多缺乏实践效度，只能在实验室里重复( 杨莉萍，2008) 。
对当代心理学中的范式革命已经有不少讨论，只是大多只限于理论研究。社区心理学却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研究范式的革命付诸实践。美国社区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纽布勒( New-
brough，J． R． ) 对“社区心理学”的定义包涵四个方面: 其一，是一种基于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

功能主义哲学( A philosophy) ; 其二，是一种被设计为通过互动干预保持结构进化的工作取向

( A work approach) ; 其三，是一种在田野或实验室两种情境下开展研究，强调对研究方法的选

择取决于该方法对所研究问题的适用性的研究过程( A process of inquiry) ; 其四，是一个重视

跨学科合作，强调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学科边界的专业( A profession) ( Newbrough，1973) 。纽

布勒所说的“整体功能主义哲学”体现于社区心理学研究的生态化取向和建构主义方法论中;

“通过互动干预实现结构的进化”是整体功能主义哲学在社区工作实践中的具体贯彻;“强调

研究方法的选择取决于该方法对所研究问题的适用性”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取代方法中心;

“强调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学科边界”是以社会实践为导向，反对片面追求“客观性”或“科学

性”的研究。社区心理学的上述特点是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严重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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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革命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整体转变必然面对强大的心理阻力。中国心理学要打破实

证主义研究范式的禁锢发展社区心理学必须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其一，认识问题。实证主

义研究传统在心理学中根深蒂固，无论是实证主义的心理观还是方法论，作为心理学家习惯

化的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很难改变。放弃或推翻对研究的“客观性”评价

标准对绝大多数心理学家而言都是无法理解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其二，技术问题。美国社区

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强调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中

引进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中国心理学家对此还很陌生。学会操作这些新的方法和技

术需要时间。其三，利益问题。由于对新的研究范式还缺乏明确、统一的认识，新的研究模式

及评价标准尚未建立，在申请经费、申报课题、论文发表等许多方面，采用新的研究方式仍处

于不利地位，由此带来的利益权衡，足以令某些心理学家止步不前。

三、中国大陆社区心理学发展面临的机遇

( 一) 社会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大量的社会心理问题，政府和社会解决这些问题的

迫切需求为社区心理学的发展创造了契机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心理问题，严

重影响了社会政治的稳定。如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工问题，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的家庭

养老或社会老龄化问题，由企业部分内部功能( 包括原有的住房、医疗、托儿等各项福利) 的外

化所带来的社区服务代偿问题，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造成的“仇富心理”，城市开发建设过程

中政府、开发商、拆迁户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等等。
对于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引发的各种社会冲突和不满，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全部解

决，必须通过建设和发展社区，充分发挥社区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功能及缓冲作用，一方

面满足社区居民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尽可能在小范围内解决冲突，避免矛盾

的扩大、上升或激化，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未来的社区不可能

只是一个由上向下传达和执行政府政策的部门或机构，而应同时成为由下向上传达民情民

意，参与社会民主化建设与决策的高度自治化的社会构成单位。
社区的建设和发展需要心理学的专业支持，而传统的实证心理学由于社会实践效度不高

难以满足这种需求。社区心理学研究与实践的目的正在于“帮助制度内或制度外的相对弱势

群体或个人掌控他们的环境和生活”( Levine，Perkins，＆ Perkins，2005，p3． ) 。明确的社会

实践导向，质化和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特别是新的质化研究方法如参与研究、行动研究的

广泛运用，大大强化了心理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历史证明，强烈的社会需求往往是相关学科

发展的重要契机。美国也是由于战后发展过程中大量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使得政府和医院

不堪重负，不得不立法将医疗责任向社区转移，由此引发了社区心理卫生运动，最终促成了社

区心理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状况和当时的美国很相似。
( 二) 大型组织与企业积极参与行动研究对社区心理学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 30 年来，中国企业经历了一个成长、成熟的发展过程。改革初期打破“大

锅饭”之后，企业之间开始竞争，经济效益成为各类组织和企业追求的首要甚至唯一目标。原

本由企业承担的各项职工福利如医疗、托儿、养老及各种补贴等被企业视为负担而逐渐“推

向”社会，由此衍生出很多社区心理问题，如原本由企业负责满足的职工需要如何满足? 社区

可以满足居民哪些需要? 如何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哪些机构或人员可能提供社区服务?

如何组织、激励和管理这些机构?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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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给组织和企业自身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不断暴露，也给社

会的稳定造成巨大隐患。富士康集团发生的“连跳事件”是典型案例。类似事件的发生使企

业逐渐认识到，只有兼顾和协调各方利益才能最终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只有社会和谐稳

定才能给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企业开始主动与心理学家联系，希望开展合作研

究，寻找对策以化解组织内外相关人群的心理冲突，为企业营造理想的发展环境。如大型医

院需要研究如何处理好医患关系，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服务; 交通管理部门开始邀请心理学家

协助制定驾校管理方案，对驾校教师和学员的关系进行规范; 民办学校希望心理学家指导他

们如何处理与受聘教师、学生家长和各级管理部门的关系; 等等。富士康“连跳事件”发生后，

该公司专门招录了一批心理学研究生，研究和解决员工的心理学问题，可作为企业认识提高

的一个例证。大型组织与企业的主动合作不仅为社区心理学的研究引进了资金，它们作为研

究对象参与研究，在社会实践中开展行动研究，既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也必然对社区心理

学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 三) 心理学学科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社区心理学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一种职业、一门学科发展的生命力取决于它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社会提供所需要

的服务。心理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一直差强人意。很多满怀职业理想选择了心理学专业的本科

生和研究生在对这门学科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反而变得迷茫，不知道自己究竟可以为社会做些什

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心理学和自己之前想象或期望的不一样。关于人的各种心理现象及其相

互联系的规律性，心理学似乎讲了很多，但又好像什么“硬本事”也学不到。遵照实证主义研究

的规范，心理学家将所研究的心理变量独立出来加以测量和操纵，以揭示其本质及规律。而实

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一种心理现象是独立存在的，使用心理量表测出来的往往只是研究

者接受或创造的某种心理“构念”，而在严密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得出的实验数据和结论，对现

实情境中人的复杂心理解释力不够，严重影响了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推广效度。
如果说心理学家对学科内部存在的这些“硬伤”完全没有感受恐怕不是事实。最近 20

年，国内心理学关于方法论的变革问题一直在讨论，特别是在理论心理学中，已经有了一些认

识和成果，反映在以讨论当代心理学研究最新进展或方法论变革为主题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

中。以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年左右出版的“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为例，其中的《社会建构论心

理学》、《女性主义心理学》、《生态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等，对心理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

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反思，从各种不同视角介绍了当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变革。某些变化已悄

然发生。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开始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如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处境不

利儿童的教育问题等等。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新的质化方法已经开始运用于解决现实

的心理问题。心理学只有更多地介入现实生活，有效地帮助人们解决现实存在的心理问题，

才能为学科争取进一步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机会。
社区心理学代表着当代心理学方法论变革的某种趋势。一方面是阻力，一方面是机遇。

社区心理学在中国大陆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将取决于这正反两种力量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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