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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程度，无疑是影响心理学科研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心理学在普及化的过程中

正在走向通俗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心理学基本功能的错误理解，对心理学学习者的偏见，对可从事的与

心理学相关职业的认识片面，对心理学研究领域的认识模糊。应警惕心理学的发展走向通俗化，为未来中国心理学之

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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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大陆的心理学教育自 1978 年以后才得以

恢复，经过 30 多年的探索，逐步进入了发展时期。
但是，由于起步较晚，科学研究和教育实践方面的积

累十分有限，心理学的普及程度成为制约心理学发

展的最重要环节。早在 2003 年，大陆学者张侃就结

合实际分析了心理学发展的状况并提出了一些对

策，他明确指出要加强心理学的科普工作。研究者

总结随后几年的研究发现，即使在对心理学感兴趣

的知识阶层中，也有不少人对心理学的认识存在误

区，［1］( PP． 178 － 180) ［2］( PP． 42 － 47)
对心理学研究误区也表现

在许多方面。［3］( PP． 57 － 59)
直到今天，大众对心理学依旧

缺乏基本的认识，甚至被一些错误概念长期误导，心

理学的发展有走向通俗化的趋势。

笔者根据访谈和深入了解，综合近几年的相关

文献，总结出由 25 道题组成的预试问卷，预试问卷

由 210 名高校非心理学专业学生完成，通过对问卷

区分度鉴别度分析和因素分析，最终生成由 14 道题

组成的正式问卷，由 300 名非心理学专业在校大学

生完成，回收问卷 300 份，有效问卷 285 份。用 SPSS
16． 0 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公因子，然后进行

最大方差正交旋转。各题项的共同度及其因子负荷

均达到中等以上水平，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88． 7%。
因子分析所提取的 4 个公因子大致概括出了 23—26
岁阶段非心理学专业在校大学生对心理学的认识，

包括对心理学基本功能的错误理解，对心理学学习

者的偏见，对心理学相关职业的认识片面，对心理学

分支概念的认识模糊( 见表 1) 。

表 1 心理学基本认识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命名 均值 标准偏差 因子负荷 方差贡献率( % ) 题数

对心理学基本功能的错误理解 3． 31 1． 15 0． 979 ～ 0． 981 21． 632 3

对心理学学习者的偏见 3． 23 1． 35 0． 982 ～ 0． 984 21． 680 4

对心理学相关职业的认识片面 3． 15 1． 2 0． 879 ～ 0． 924 27． 412 4

对心理学分支概念的认识模糊 3． 07 1． 2 0． 894 ～ 0． 902 17． 97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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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通俗

化体现
1． 对心理学基本功能的错误理解。
心理学概念的缺失直接导致人们对心理学学科

功能的错误理解。人们习惯把物理、数学等学科称为

科学，但在中国，很多人不了解心理学是如何对无法

看见的人的心理进行严格的实验操作和严格的逻辑

推理的。对心理学功能最普遍的错误认识是认为心

理学可以让人看透他人的心理，从而给心理学涂上了

一层神秘色彩。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

规律的科学，一直在尽可能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间接

地观察、研究或思考人的心理过程是怎样的，从而得

出适用人类的、一般性的规律，继而运用这些规律。
在心理学课堂之外，没人向大众解释心理学基本概

念，大众不明白心理学是分析人的思想，而不是看透

人的思想，它和其他各门学科一样，只能解决它能够

解决的问题，不可能是万能的，更不是一门神秘的学

科，不是有强大预测功能的伪科学。由于这些心理学

最基本的概念尚未在中国普及，导致许多人把日常知

识混同于心理学。毕竟心理现象每个人都能有所体

验，所以一般人都能讲几句与心理学有关的道理，以

为靠一些书籍而不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就可以掌握

心理学。中国大陆每年出版的各种被冠以和心理学

相关命名的图书，包装精美，题目华丽并且吸引人，其

中除一些专著和教材以外，相当一部分是非科学的

或是前科学的东西，［4］( PP． 81 － 85)
这些书缺少严格的科

学研究，或者仅是主观评述，对解决客观实际问题并

不起太大作用。这种现象目前依然普遍存在。对心

理学基本功能和基本概念的误解，正在使心理学的普

及化走向表面形式上的通俗化。例如: 人们在面对学

习心理学的人的时候，最常问的问题便是“你是不是

可以看透人的思想”或者“你是不是可以猜到我在想

什么”。
2． 对心理学学习者的偏见。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目前还存在这样一种观点，人

们会认为，学习心理学的人自己心理并不是正常的，

甚至一些走向自杀的人和有变态行为的多是学习心

理学者。这是心理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走向通俗化

的一个显著表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当前社会一些

知名度很高的心理学体裁电影和小说的误导，例如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Rain Man、《不要和陌生人说

话》等等。这其中，也不乏有心理学家帮助了很多人

摆脱了心理困境，而每当他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也仿

佛经历了他人的痛苦，最终自己抑郁而终的事例。电

影的剧情、小说的情节固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是，

编导为了追求戏剧张力，经常让角色作出荒唐的判断

和疯狂的举动，夸张的描述、演技、剧情等因素常常模

糊了心理学上对“心理疾病”“精神紊乱”“变态”的

严格定义。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

电影、小说又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文艺形

式，其中的心理变态人物形象，往往传达出作者一知

半解的、似是而非的心理学知识，对受众的影响广泛

而深远。在心理学知识尚未普及的中国大陆，受众普

遍认为，文学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就是现实中的

心理疾病患者，以为自己已经懂得心理学了。在这样

的氛围里，不仅被诊断为心理疾病的人受歧视，而且

学习心理学的人也被看作心理不正常的人。伪心理

学的普及成了心理学普及的最大障碍，偏高比例的人

群对学习心理学的人抱有偏见制约了心理学在中国

的发展。
3． 对心理学相关职业的认识片面。
从对心理学可从事的相关职业的问题的回答来

看，有 42． 7% 的人认为学习心理学不适合从事语言

教育、人力资源、广告策划等工作 ，44． 6% 的人不

清楚心理学专业学生具体可以做什么工作，有超过

57%的人认为在中国学心理学就是做心理咨询师，以

后自己开心理诊所。笔者依据长期访谈的结果预测，

在 30 岁以上的人群中，持有这个观念的人数比例将

更高，然而，本研究并没有涉及 30 岁以上的人群。当

我们提到物理学，非专业的人可能并不真正了解物理

学所涉及的所有研究领域，也可能不清楚与物理学相

关联的所有行业，但是毕竟很少有人会把修理或制造

机器作为“物理学”代名词。可是为什么提起心理

学，会有如此高比例的人群把该专业的学生未来从事

的职业封闭在心理医生这个范围内? 值得我们深思。
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心理学教育在中国大陆的

迅速发展和人们心理压力的不断增大，心理咨询已经

成为热门行业。心理咨询公司或中心遍布各大城市，

各大高校、各大机构，甚至个别企业和军队也相继开

设了心理诊所，电视台开设了心理访谈节目，心理咨

询师资格考试已经制度化，凡此种种，无不证明心理

学的社会影响正在迅速扩大，这是心理学普及化的一

个重要标志。但是，这些进步尚未消除人们对心理学

和心理学相关职业的片面认识，反而助长了人们的偏

见，以至于很多人一听到心理学就想起心理咨询，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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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心理学专业知识的人只能当心理医生，甚至把

“心理医 生”、“心 理 咨 询”作 为 心 理 学 的 代 名 词。
80%以上的人不知道，心理咨询只是心理学的一个应

用分支，并不是心理学的全部。
4． 对心理学分支概念的认识模糊。
随着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心理学分支概念被陆

续介绍和引入。然而由于普及工作严重滞后，人们不

求甚解，对心理学分支概念认识模糊，导致许多人自

以为已经掌握了正确的心理学定义和内涵，造成了概

念的混乱。例如，对“爱情心情学”、“犯罪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等分支概念的随意解读。由于社会实

践的多样性对心理活动的不同影响，心理学衍生出多

种应用学科，研究领域百花齐放，心理学工作者在研

究中也都借用不止一个分支的理论观点。要对心理

学所有分支的研究领域进行介绍和分析是本文无法

做到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许多非心理学专业者

对心理学分支概念的认识模糊，反映出心理学在不同

研究领域发展的不均衡，不仅阻碍了心理学普及，而

且影响心理学研究中对理论的整合和应用。

三、总结
以上问题正是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出现

“通 俗 化”( pop psychology ) 的 趋 势 的 体 现。对 比

2003 年张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李康乐等人 2008
年发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依旧存在。此外，许

多高等院校中心理学专业的缺失，心理学专业工作者

数量不足，专业水平偏低，制约着心理学在中国大陆

的发展。心理学学术期刊质量普遍较低，也是重要制

约因素。从 2004 年 SCI /SSCI 心理学源期刊的计量

分析来看，455 种心理学期刊中国大陆没有入围期

刊，［5］( PP． 119 － 125) 7 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依然没有心

理学期刊入选 SCI /SSCI。
任何一个科学学科的发展都是漫长而艰苦的，心

理科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发展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过程。心理学在中国大陆的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其他种种问题，都有待于今后心理学工作者通过更

多的研究方法发现。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化程度，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心理学科研水平的高低，在心理学呈

现“通俗化”的趋势下，要使我国科研平均水平达到

先进国家水平是困难的，这需要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

的努力。
调查没有 30 岁以上人群参与，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但在校大学生群体乃是社会教育体系中的最重

要构成要素，他们的认识可以反映出心理学的普及程

度，研究的局限性并不妨碍本文对问题的讨论。4 个

公因子的提取与本文要讨论的问题相符。从表 1 可

以看出，4 个公因子的均值都在中等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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