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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心态研究 30 年: 回顾与展望
王 俊 秀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1986 年中国的社会心态研究开始出现，到 2016 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86
年到 1995 年的起步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 1996 年到 2005 年的积累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 2006 年开始

至今的崛起阶段。经过 30 年的发展，社会心态的研究范式基本形成，社会心态定位于转型社会下社会

心理的宏观研究。社会心态的基本理论资源来自经典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以及当代的社会表征理论、社
会认同理论和共享现实理论等。目前社会心态的概念和结构具有一定共识，但对于结构和机制的探讨

还远未完成。未来社会心态的研究走向将以当下的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在学科发展上将从关注社会

转型到关注社会发展，也就是迈向一种发展的社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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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社

会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和变迁，社会科学研究也始终伴

随这一历史的进程，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在经历着心理

学重建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贴近这一社会的转型和变

革，突出的反映就是大约在 1986 年社会心态研究开始

出现，经历了 30 年的发展，到 2016 年社会心态研究已

经初步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范式，并在理论和

实践上不断积累，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本文将对中国

社会心态研究 30 年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回溯，对中国

社会心态研究范式进行分析，也将基于以上分析对中

国社会心态研究的未来走向作出判断。
一、社会心态研究的进程

2016 年 10 月，笔者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在中

国知网进行检索，共得到相关文献 4，651 篇，从图 1 可

以看出，这些文献从 1986 年开始出现，开始的阶段每

年仅有几篇，慢慢增加到每年几十篇，经过 20 年的时

间，上升到了一百多篇，之后开始快速增加，到高峰时

每年社会心态的研究增加到了 500 多篇。如果加上其

他形式的出版物，30 年间社会心态研究已经积累了大

量的研究成果，有必要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回

溯和梳理，便于进一步理解社会心态研究的发生、发

展，总结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得失，以利于社会心态研

究的深入。

从 1986 年社会心态研究的出现到 2016 年社会心

态的研究基本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从

1986 年到 1995 年，是社会心态研究的起步阶段; 第二

个阶段是从 1996 年到 2005 年，是社会心态研究的积累

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从 2006 年至今。三个阶段的划分

一方面是依据社会心态相关研究的数量，另一方面也

是依据社会心态研究重要成果的出现，以下具体说明。

图 1 中国知网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的历年文献数

量( 检索时间为 2016 年 10 月)

( 一) 社会心态研究的兴起

从 1986 年到 1995 年是社会心态研究的起步阶段。
从中国知网检索到的第一篇以“社会心态”为关键词的

文献是古江的《试论改革与社会心理环境》，这篇文章

中提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需要有良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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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文化环境，而且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

境［1］。第一篇以“社会心态”为题的文献是左方的《收

入差距和社会心态》，这篇署名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文

章探讨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初期“打破大锅

饭”和平均主义的背景下，收入差距拉大带来的社会心

态问题，从个人的投入和产出讨论了公平感的问题

［2］。而这一时期更多的“社会心态”文献来自文学研

究领域，如关于文学反映社会心态的讨论［3］和文学现

象中的社会心态［4］。也有关于心态史学的研究，如乐

正的《清末上海通商与社会心态变异》等［5］［6］。社会

心态研究兴起阶段多数研究关注的是改革开放、经济

改革为代表的社会转型下的社会心态特点和规律［7］

［8］［9］［10］［11］。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社会心态调查

［12］和探讨社会心态机制与研究范畴的文章［13］［14］

［15］［16］［17］。这个阶段出现的比较“规范”的社会心

态研究是叶小文的《变革社会中的社会心理: 转换、失
调与调适》［18］，该研究既探讨了社会心态的机制，也

提出了社会心态的问题，并试图提出调适手段。其视

角是跨学科的，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马克

思主义经典理论等，虽然在一个研究中试图提出和解

决社会心态中的几乎全部问题，显得“野心太大”，但作

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策略至今依然具有启发性。
( 二) 社会心态研究的积累

从 1996 年到 2005 年是社会心态研究的第二个阶

段，这个阶段延续了第一个阶段社会心态研究的特点，

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比第一个阶段有所增加，研究的

领域不断扩大，但在整体上看，这个阶段并没有突破性

的研究成果，还处在一个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的时期。
这一时期探讨社会心态研究理论的成果不多，有几篇

讨论社会心态研究意义和本质的论文，包括张二芳的

《社会心态的研究及其意义》［19］，丁水木的《社会心态

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其启示》［20］，龙宣萍的《论研究社

会心态问题的意义与方法》［21］和李静等人的《论社会

心态的本质、表现形式及其作用》［22］。开始出现对于

社会心态干预的论述，如胡红生的《试论社会心态调控

的基本目标及其实现途径》［23］，张二芳的《倡导健康

的社会心态，迎接新世纪的挑战》［24］，刘燕的《转型时

期社会心态的主要趋势及调适目标》［25］和揭扬的《转

型期的社会心态问题及其有效疏导》［26］。这一时期

主要的研究依然集中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心态的探讨

上，有比较多的论文围绕着这一主题，如李布的《对转

型期社会心态问题的探讨》［27］，徐璐的《论社会转型

时期执法者心态变迁及其对执法活动的影响》［28］，刘

扬的《转型时期的社会心态与价值观调节》［29］，任德

军的《转型期国民文化心态的嬗变》［30］，郑仓元的《转

型时期社会心态变化的主要趋势》［31］等，还出现了社

会转型与社会心态的专题研讨会［32］，以及社会心态

有关的著作［33］［34］。这个时期社会心态研究开始关

注于特定社会群体的心态，如刘霁雯的《当前我国农民

的社会心态初探》［35］，姚维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社

会心态调查研究》［36］，郭亚帆的《内蒙古城乡居民基

本社会心态调查与分析》［37］，王晓丹的《中国知识分

子社会心态嬗变对近代思潮的影响》［38］，郑玲、李英

的《从一次社会调查看当今贵阳市民的某些社会心态》
［39］，李莹的《天津 市 青 年 社 会 心 态 的 调 查 与 分 析》
［40］，李颍伯、王燕美的《北京人的社会心态与首都经

济》［41］等。仅从发表的这些文献看，无论是社会心态

的兴起阶段还是社会心态成果的累积阶段，这两个阶

段的社会心态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突出的表现是以

主观分析和现象描述为主，大样本的调查比较少，仅有

的一些调查还停留在对于社会现象和问题的态度层

面，很少触及深层的心态，表现为研究方法和研究深度

的不足。其次，对社会心态本身的概念缺乏探讨，也没

有分析社会心态的有效的理论，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

社会心态研究在学术方面存在很大的不足。
( 三) 社会心态研究的崛起

从 2006 年开始，社会心态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期，

不仅是每年社会心态相关研究的数量出现了成倍的增

加，也表现在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探索逐步深入和研

究领域的日益广泛，以及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
社会心态研究经历了 20 年左右的发展，不同研究

者在社会心态概念的使用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正如笔

者在对这一时期社会心态研究综述的文章中指出的那

样:“以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心态概

念，以及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社会心态理论，但在解释

社会现实问题时，‘社会心态’这一概念又被广泛应用，

因此，目前的社会心态研究很大程度上概念比较混乱，

缺少学科或理论讨论的平台，致使不同学科对于社会

心态的解读难有交叉，沟通和交流困难。”［42］针对当

时社会心态研究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 “从社会心态

概念出发，梳理社会心态的相关概念和理论，探讨社会

心态研究的策略和方法对于整合社会心态研究、推进

社会心态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大的意义。”［42］这个时

期社会心态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在社会心态概念界

定、社会心态机制、社会心态结构、社会心态测量和社

会心态的理论基础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社会心态概念的讨论源于杨宜音等人的一组文

章。杨宜音把自己写的《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43］作为靶子论文发表在 2006
年《社会心理研究》第一期 ，同期还刊登了两篇评论文

章，一篇是刘力的《社会形态与社会心态———评杨宜音

的〈个体与宏观社会建构的心理关系: 社会心态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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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44］ ，另一篇是陈午晴的《汇合与融合: 社会心

态的两种个体超越方式》［45］，这几篇文章提出了社会

心态最为核心的一些问题，如杨宜音分析了群体中的

个体和个体中的群体两个不同的视角，从社会心态产

生的机制上来界定社会心态的概念［43］。刘力认为，

虽然心理学对于社会心态没有界定，但在心理学的历

史上不乏相关的理论和研究，他梳理了心理学史与社

会心态相关的理论和研究，回答了为什么社会心理学

成为强调个体而忽视群体的学科。他还在文中重点论

述了社会心态研究可以借鉴社会表征理论这一关注社

会现实问题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44］。陈午晴则在

文中对于个体心态如何成为社会心态这一社会心态的

核心问题进行讨论，认为个体心态超越为社会心态可

能存在两种方式———汇合和融合［45］。杨宜音对于社

会心态概念的界定引出了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态概念

的讨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马广海的《社会心态: 概

念辨析及其操作化》一文，文中指出，社会心态研究属

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范畴，并对社会心态概念提出

了操作化的想法［46］。之后，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关于

社会心态理论的探讨，包括社会心态学科基础［47］、社
会心态形成机制［48］［49］、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指标体

系［50］，以及社会心态学科定位的讨论［51］［52］ ，也出

现了关于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专著［53］

［54］。
这个阶段社会心态研究崛起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国

家社会政策的需要，200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塑

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国家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

怀，注重心理辅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

的社会心态”，把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纳入国家政府执

政纲领。相应地，社会心态也出现在一些国家级、省部

级科研基金课题目录中，一些政府部门也开始提出社

会心态研究的新要求，这也激励了许多研究者进入这

一领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心态研究繁荣。
社会心态研究也成为为国家社会政策服务的重要

内容。从 2010 年开始王俊秀、杨宜音等一起筹备出版

一本《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也就是《社会心态蓝皮

书》。2011 年 5 月第一本《社会心态蓝皮书》出版，引

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社会信任”等一些主题

一时成为媒体传播和讨论的热点，之后，每年出版一

部。这个关于社会心态的年度报告受到了中央和地方

各级党政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成为中央和地方党政部

门了解民情民意、治国理政的参考文献。杨宜音、王俊

秀参与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织的国家“十三五规划”
前期研究，完成《“十三五”时期社会心理和舆论引导研

究》的研究报告［55］。
二、社会心态研究的范式

社会心态研究经历了 30 年的探索，虽然还远未成

熟，许多空白的领域有待填补，现有研究也存在许多问

题，但社会心态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已经初步确立，

这种研究范式包括社会心态研究的基本定位、社会心

态研究的理论基础、社会心态研究的机制、社会心态研

究的应用等。
( 一) 社会心态研究的定位

社会心态研究是一种关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

研究范式。由上文对社会心态研究历史的回溯可知，

社会心态研究的产生背景是改革开放和社会的转型，

在社会心态研究 30 多年的历程中，社会转型下人们的

心态特点和变化始终是研究的核心，这也就成为社会

心态研究的定位。换言之，社会心态研究是中国社会

心理学的一种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关注中国社会

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人们的心态特点和变化。王俊

秀批评中国社会心理学缺乏对社会转型的研究，认为

一定意义上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出现是对传统社会心

理学研究的批判和对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边界的扩

展。因为社会心态不仅包括一个时期的相对静态的社

会心理特点，而且包括在历史长时段中社会心理的演

变。社会心态不仅是社会转型的反映，而且是影响社

会转型的力量［47］。周晓红通过对法国大革命为代表

的“群氓时代”“群体”如何推动社会转型，与美国移民

社会个人主义文化下“个体”如何推动社会转型进行对

比，分析为什么美国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心理学缺乏对

“社会心态”的研究。周晓红认为近几年的中国社会心

理学领域有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社会转型既是对中国社

会心理学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良机［51］。
社会心态研究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因为关注社会

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社会心态研究必然是一种宏观的研

究，才可能对社会转型和变迁有整体的把握 。周晓红

在综述几篇主要社会心态概念和理论的文章后，认为

将宏观性和动态性界定为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自然恰

如其分［51］。王俊秀对比了社会心理学分析水平和社

会学的分析水平，认为社会心态要关注从个体、群体、
社会到国家层面完整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研

究其中的社会心态、社会结构、文化的相互影响，因此，

社会心态研究的分析水平是从中观水平到宏观水平的

国家层面之间［47］。具体地，社会心态研究要从社会

学的宏观结构和社会心理学的微观个体之间寻找内在

的关联，形成一个时期社会心理特点的全貌和不同时

期社会心理的特点和变化［53］。
( 二) 社会心态的理论基础

社会心态研究不应该只是进行一些类似态度的调

·21·



查，而应该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研究方法。
社会心态研究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其理论

基础也应该来自多方面。王俊秀分析了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和历史学中的个体与社会的不同视角，认为社

会心理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宏观的研究是社会心态研

究可以继承和使用的理论资源之一。此外，心态史学、
社会学都是社会心态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47］。

社会心态的理论基础可以分为经典理论和现代理

论，经典理论来自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经典作家。
杨宜音考察了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关于“个体中的群

体”的思想，发现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秉承了涂尔干、塔
尔德、勒庞、列维·布留尔、冯特等学者的传统，让社会

心理学始终具有社会的性质［45］，这是社会心态重要

的理论资源。刘力认为，社会心态的理论基础可以追

溯到法国哲学家孔德。他认为孔德提出的人既是所在

社会的产物又是这一社会的创造者的观点提出了社会

心理学的中心议题和两难问题: 个体如何既是社会的

成因，又是社会的结果? 孔德之后塔特提出“社会就

是模仿”的命题，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源于发明和模

仿，发明是在个人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模仿是

发明的现实化的途径。刘力认为塔特的发明实质上是

社会心态的缘起，他的模仿实质上是社会心态的传播

与扩散。刘力进一步认为勒庞发展了塔特的模仿律，

在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心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个

体聚合成的群体具有完全不同于组成它的个体特征。
刘力还认为涂尔干的“集体表征”涉及到信念、宗教、风
俗、时尚、道德、语言和科学等，蕴含着社会心态，黑格

尔的《精神现象学》是一部关于社会心态的重要理论著

作，冯特学术生涯后半期的社会心理学也是社会心态

研究的学理基础［44］。成伯清也指出，德国的民族心

理学和法国的群众心理学都强调社会群体共有的心理

现象，不同社会层面或整个社会的心理，前者成为“民

族精神”这一文化性概念 。除冯特、塔特、勒庞等学

者外，马广海指出，施坦达尔、拉扎鲁斯的“民族精神”
强调的是一个民族的所有个体都在各自的身体和灵魂

上打上了特殊的民族本性的痕迹，表现出个体身上相

同的爱好、倾向、素质和精神属性［46］。周晓红认为欧

洲学者中不仅涂尔干、列维布留尔等法国社会学年鉴

学派关注社会心态，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乌

托邦心态”、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也都关注的是集体

心理［51］。成伯清认为社会心态一直是经典社会理论

的重要主题，包括马克思的异化或阶级意识、韦伯的资

本主义精神、涂尔干的集体意识等［56］。
除了经典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理论外，当代理论

中比较重要的理论资源包括来自欧洲的社会表征理

论、社会认同理论和共享现实理论等 。尽管这些理论

在分析层面上不一定能够达到社会心态研究所希望的

宏观层面，但这些理论对于理解和解释个体和群体之

间的关系、理解和解释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无疑具有

极大的意义。后者在行为主义和认知思潮的冲荡和改

造后，衍生社会认同理论等，这些理论基于人际互动的

视角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社会心态形成的相关机制，但

并未触及社会心态形成的宏大社会结构背景。他认为

在现代社会学中社会心态成为社会分层、社会结构、社
会组织等“核心范畴”之外的“剩余范畴”或“附带现

象”，但随着情感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心态再次成为社

会学的关键课题［56］。特纳等人的情感社会学、柯林

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等都成为社会心态研究中不可或

缺的社会情绪与情感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47］。
( 三) 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机制

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机制是社会心态研究最为核心

的内容，也就是社会心态中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和相互

建构与影响的问题。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机制又是难以

分割的，是社会心态的不同面向。
关于社会心态的基本构成，马广海认为应该包含

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为意向四个

方面［46］，成伯清认为意义和情感是社会心态的两个

关键维度［56］，杨宜音认为社会心态是由社会情绪基

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构成的［43］。王俊秀把社

会心态的结构分为超稳定的社会心态、稳定的社会心

态、阶段性社会心态和变动性社会心态四个层次，具体

构成上分为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

和社会行为五个方面［50］。杨宜音从“群体中的个体”
视角来分析社会心态的结构，而从“个体中的群体”的

视角来分析社会心态的机制，从个体与社会相互建构

来讨论社会心态的结构和形成机制，提出了个体与社

会互构形成社会心态机制的向上模型、向下模型和互

动模型［48］。他们进一步根据共享现实理论、主体间

共识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来分别探讨他人态度被个人

“社会心态”建构的影响，个体眼中他人的观念对个人

价值观与社群认同的影响，以及不同社群因其不同的

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对同一理论或观念的表征的差异

［49］。王俊秀根据社会心态的五个构成要素，分别从

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分析了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强

调了社会表征和社会情绪、情感宏观层面社会心态形

成的作用［50］。周晓红以社会表征理论、社会认同理

论、社会比较理论等来解释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51］。
高文珺指出 Morris 等人提出的规范学概念将不同领域

的社会规范结构整合在一个模型当中，并分析了规范

如何传递和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来理解文化动态性，

对于理解社会心态机制也具有参考价值［57］。
社会心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心理事实，这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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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的结构和形成机制必然是复杂的，因此，对于

社会心态结构和机制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操作

化的策略，社会心态结构的内容选取具有很大的主观

性，社会心态的机制也还有待于今后长期的研究和探

索。
三、社会心态研究的走向

中国社会心态研究走过了 30 多年，这一时期伴随

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转型、社会转型

必然带来个体心理的变化和社会心态的变化，也就是

存在一个心理转型的过程。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社会管

理者对于社会转型过程的社会心态研究经历了自发阶

段和激励阶段，前 20 年基本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是一

种从不同学科出发共同关注社会心态这一主题，而接

下来的 10 年则存在社会问题激发和社会政策激励的

作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的不同时期通过经济建设、
法制建设和社会建设等手段的推动，社会快速发展。
但最近十年以来，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断显现，许多

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表现出社会心理特征。因此，政

府管理部门开始关注社会心态，提出社会心态干预的

要求。这一要求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心态的研究，但是

这一时期的社会心态研究还是以对社会心态特点的调

查、分析和理解为主，还很少能回应政府管理部门对于

社会心态引导和干预的要求。经过这 10 年的准备，未

来的社会心态研究将开始转向，也就是在理论探索、现
象描述的基础上开始进入实践，直接参与社会治理，未

来的社会心态理论和实践将直接成为社会发展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
( 一) 社会心态与社会治理

近年来，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开始关注社会

现实和社会问题。辛自强提出，心理学必须在方法论

层面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变革，研究理念要突出应用导

向，提高改变现实的能力，要回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

实需求，承担起理解、改善现实的使命［58］。王芳等提

出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是

中国社会心理学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是中国社会心

理学家的历史使命，社会心理学必须关注当代社会具

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现实问题［59］。杨玉芳、郭

永玉考察了国外心理学对社会价值的观点，发现心理

学的研究更多是对一些微小的社会问题给出一套完整

的答案，而很少对一个宏大社会问题给出不甚完善但

却可能很有前景的参考性建议，关注后者才应该是心

理学未来重要的创新性思路。他们提出社会治理离不

开心理学，心理学在社会治理相关的多元主体、协商民

主、消解矛盾和精细治理等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心理学

要为社会治理服务［60］。王俊秀提出社会心理建设是

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61］，未来社会心态的研究应该

“从社会心态培育到社会心理建设”转向，并系统阐释

了从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思想，提出通过“社会心理建

设”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心理学问题［62］［63］，提出了通

过社会心理建设来推动社会治理，把社会心理建设作

为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
国内心理学界直接研究和讨论社会治理的文章并

不多，从现有文献来看，心理学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研究

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研究内容可以归属于社

会治理范畴，如公平感的研究，它有助人们理解关于公

平的心理学规律，可以为社会治理所用，但这类研究本

身并不一定是以社会治理为目标设计的。另一类是关

于社会治理本身的研究，这类研究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

对某一个人群或者某种心理特点的单一研究，如关于

农民工歧视、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等，研究的问题属

于从心理学角度来切入社会治理中遇到的社会问题;

另一种是关于社会治理的综合研究，这类研究不仅关

注一个问题，而且采取宏观的研究策略，综合研究社会

治理本身核心的心理问题，社会心态研究属于这类研

究。换句话说，以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或多或少是与

社会治理相关的研究，相关性大小不同，社会心态研究

的未来走向不仅要研究与社会治理相关的社会问题和

现实，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对社会治理问题和社会治理

机制的研究，社会心态研究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

支撑。
( 二) 社会心态与社会发展

我们把社会心态研究定位为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

学研究，这是从研究的问题视角出发的。韦伯认为资

本主义产生的根源是新兴企业家和新型工人具有的特

殊心态，是一种“资本主义精神”。涂尔干强调社会道

德对于社会秩序的影响，强调社会就是一个“道德共同

体”。英克尔斯认为现代化的转型首先是“人的现代

化”，麦克莱兰认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人们的“成

就需求”，哈 根 认 为 社 会 的 发 展 需 要“创 新 性 人 格”
［52］，这些理论都说明，社会心态一直是社会转型、社

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因素。社会转型是许多学科

共同关注的问题，以往的社会心理学在这个问题上是

缺位的，未来的社会心理学特别是社会心态研究将聚

焦这一问题，但仅此是不够的。社会心态研究的未来

走向应该具有独特的学科贡献，它不同于传统社会心

理学，也不同于传统社会学，但又是脱胎于社会心理学

和社会学，成为一个新的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心态的实践路径应该是迈向一

种发展的社会心理学。但主流的社会心理学一直缺乏

一个发展的维度，王俊秀指出，以往的社会心理学至多

把社会的发展看做是影响个人、群体的背景变量，心理

学的时间维度并没有超越发展心理学中的生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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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社会时间的理解和研究，很少去关注社会变迁、
社会转型与人们心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当前社会心态

的研究需要置于社会时间之中，只有把社会时间维度

引入，才可以帮助社会心态研究理解社会转型和社会

变迁［52］。社会心态研究应该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未

来，不满足于被动地描述、分析社会的转型对社会心态

的影响，更要关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走向，思考如

何使得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引导社会形成积极的

共享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共识的达成，使得社会心态越

来越健康，社会越来越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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