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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心理学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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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理事: 林崇德、傅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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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丽珠、刘华山、游旭
群、
赵国祥 (特邀 )
秘

书: 李扬
2006年 5月 12日晚 8: 00~ 11: 00在北京香山

青年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来。

饭店举行了中国心理 学会会士论坛。会前散发了

再看 21年后的今天, 形势大大不同了。现在全

1985年 5心 理 学 报 6 2 期 的 文 章 / 心 理 学 家 的期

国共有 130多 个心理学 单位, 会员总 数超 过 6000

望 ) ) ) 心理学家迎春座谈会纪要 0。

人。 2004年举办了第 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依我
看, 中国心理学的蓬勃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荆其诚: 老中青结合, 发展中国的心理学事业

在国家经济与国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 社会产生了

今天是第一次召开会士会议 ) ) ) 会士论坛。学

对心理学的需要, 这不论是在基础研究方面, 还是在

会广大会员选出我们几个人为会士, 是对我们的尊

应用研究方面。国家需要心理学的基础创新研究,

敬和鼓励。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并愿意以微薄力量

提高中国科学的总体水平。同时, 国家更需要心理

为学会作出贡献。今天的会士论坛是对中国心理学

学的应用研究, 来解决教育、医学、
工业、
社会等方面

的发展提出看法, 供大家参考。希望会士和常务理

的实际问题。这后面的需求是大量的, 也是心理学

事踊跃发言。

最能做出贡献的场所。我们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取得

谈会的记要, 由当时的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荆其诚

成功, 为国家作出贡献。第二, 中国心理学的快速发
展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 使我们有了更宽松

主持。参加座谈会的有老一辈心理学家潘菽、周先

的学术环境。心理学可以借鉴各种派别, 引进创新

庚、
林传鼎、李家治等人, 中年心理学家马启伟、
伍棠

并举, 取长补短, 朝向多方位发展, 并开创我们自己

棣、
许政援、张厚粲、
罗大华等人, 还有许多青年心理

的新方向。以上两点对于近 20年来中国心理学的

学家, 到会者共 60余人。当时心理学刚刚经过文化

发展非常重要。

/ 心理学家的期望 0一文是 21年前一次春节座

大革命, 正在重建恢复时期, 当时全国共有 4个心理

这次会士论坛, 特别是能和常务理事一起开会,

系, 心理学会会员总数不超过 1000人。在这次座谈

也是我们会士的一次学习机会。会议的召开, 要感

会上大家满怀希望, 以极大的热情畅谈了中国的心

谢学会的组织工作和沈德立先生的赞助。现在我请

理科学的美好前景。老中青三结合是我们学会的一

大家踊跃发言。

贯优良传统, 今天我们又是老中青坐在一起, 讨论如
何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中国的心理学事业。
不幸的是, 当时的老人已经离去, 我们中年人现

沈德立: 心理学必须紧密为国家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服务

在已进入老年。可庆幸的是, 当时的青年人已经成

世界各国心理学的发展现状和我国心理学发展

长起来, 成为现在心理学的中坚。同时, 还有更多的

的历史经验均表明: 心理学的发展是与一个国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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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经济建设、
科技成就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来提高和完善自己, 为实现中华

的。也就是说, 经济建设、科技成果和社会发展水平

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越高, 对心理学的需求与促进就越大; 反之, 心理学
的发展将受到制约。目前发达国家专职心理学工作
者在它的全民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所以远远高于发展

林仲贤: 论心理学的发展

中国家, 就说明这个道理。新中国建国以来, 心理学

心理学在我国改革开放后, 发展很快, 发展的形
势非常好。文革前我国没有 一个大学有心 理学系

发展所经历的几个高潮与低潮时期, 也证明这点。

( 原有心 理系, 在院 系调 整 后都 合 并到 别 的系 去

改革开放 20多年来, 我国经济建设的规模成倍
增长, 目前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实体, 并且在 15

了 ) 。新中国建立 前也只有可数的几个心理系, 心
理学系的人数也很少, 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

年后很可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我国正处在

随着经济, 科学文 化的发展, 到现在根据粗 略的统

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 发展阶段: 既面临 / 黄金发展
期 0, 又面对 / 矛盾凸显期 0。为此, 中央提出我国中

计, 国内已建立了 132 个心理学系 ( 包括研究所 ),

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 2020 年成为创新型

心理学的刊物从文革前的为数只有 3~ 4个, 到现在
已有十几个心 理学学术期刊。心理学工作 者的人

国家。其标志是: 自主创新能力、
基础科学与前沿技

数, 1954年 登记 时只 有 501 人, 1965 年 时为 1056

术研究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
行列。 2006年国务院公布的 / 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

人, 到 1989年时人数达 2900人, 而现在粗略统计约
为 6000人左右, 大批的硕士生及博士生被 培养出

发展规划纲要 0中, 将 / 脑科学与认知科学 0列入国

来, 许多人已成为 业务骨干, 担任着各级的 业务领

家 8个科学前沿问题之一, 心理学正是认知科学的
主干学科。而早在 1999年, 国家科技部就已经将心

导, 并做出了很好的成绩。目前中国心理学者的工
作可以说已经覆盖当前心理学发展的各个领域, 中

理学列入国家优先发展的 18个基础学科之一。以

国的一些心理学家也相应被选入国际心理学机构担

上这些都反映出国家对心理学科的要求和期望。

任一些重要职务, 在我国也举办了多次的国际心理
学大会。可以说中国心理学的地位在国际上已空前

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要求今后国家建设必
须解决好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
列两难问题。例如, 既要使 GDP 持续快速增长, 又
要加快社会建设步伐; 既要注意公平、缩小差距, 又
要保持活力、
提高效率; 既要推进市场竞争, 又要关
心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这样就可以增强人们的幸
福感, 充分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 保持大家的心

地提高,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已受到国际同行的关注,
并享有一定声誉。
我想谈的是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已取得了良好的
成绩, 但还是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1. 硕士生与博士生的培养质量要进一步提高。
改革开放后, 各大学心理系都大批招收硕士生与博

态平衡, 维护全民的心理健康。同时, 还要既抓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又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

士生, 其中有的学成后也做出了一些很好的成绩, 但

人们的理想、
信念和八荣八耻荣辱观等等。中国心

创新精神, 头脑里多一点创新思维, 要多思考前沿性
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会赶超国际水平。如此, 对硕士

理学工作者应该在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发挥
自己的作用, 充分珍视这个机遇。
虽然目前我国专职心理学工作者在全民人口中
所占比例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但据统计, 目
前已有 130多个心理学专业在招生, 而且我国现有
的经济建设规模和综合国力已经为心理学的发展提

与国际水平比较仍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们应该提倡

生、博士生的培养, 应有一个严格而明确的要求与标
准。有的单位已规定博士生在提交博士论文答辩前
必须在国家一级的学术刊物上发表 2 ~ 3篇学术论
文, 科学院有的研究所还要求博士生必须在 SC I收

供了较大的空间, 特别是近年来国内各主要心理学

录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这样做可以锻炼他们的独立
性, 思维的创新性, 以及对材料的分析及写作的表达

单位的研究手段基本上达到了现代化水平。如果我

能力, 总之对研究 生的培养应从 严要求, 不 仅在学

国心理学工作者能够牢记自己的光荣使命, 紧密为
国家的经济建设、
科技和社会发展服务, 并且想方设

习、工作与业务上要从严, 而且在思想上也应从严。
在工作上、
生活上应艰苦奋斗, 不要过于依赖某种条

法去实现这种服务和在这个服务过程中不断壮大与

件。一些老一辈的科学家过去在工作异常困难的条

发展自己, 则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前景将是很广阔的。
中国心理学工作者也必将在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与

件下也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2. 心理学的研究, 对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都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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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 不应偏废。心理学从学科性质来说, 它是属于

理事会、
各个专业委员会 及工作委员会 ) 进行培养

基础性学科, 但心理学也有应用性的一方面, 过去有

与锻炼, 或者有意识的多让他们参加国际交流活动,

的心理学工作者总是把二者对立起来, 这是不正确

提高与国际同行的交往能力与适应性。

的。心理所在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进行过理论研
究 ( 基础研究 ) 与 实际研究 ( 应用研 究 ) 的大辩论。
辩论结果认为, 心理学的研究应密切联系社会应用
实际进行。于是, 全所研究人员都下去找联系实际
需要的课题了。几年下来, 虽然也解决了一些有关
实际的问题, 但很快发现, 心理学的学科水平提不上
去, 于是又返回来从事一些实验室基础性心理学问
题的研究。虽然也相继发表了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
文, 但很快 / 文化大革命 0了, 全部工作又停顿下来
了。现在看来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不恰当地对立
起来是不正确的。没有基础研究, 一门学科的科学
水平是难以提高的, 而基础性研究却又往往是为应
用性研究铺路的。最近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 在英

张厚粲: 促进心理学的全面发展, 辅助边远地
区的学科进步
从 80年代至今,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是成功的,
2004年的国际心理学大会是一个重要标志。中国
心理学在国内国外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进一步如
何发展, 确实值得我们很好的考虑。目前关于脑的
研究、
认知神经科学是热门, 国内成立了几个重点实
验室, 又引进了不少回国的精英, 再过几年肯定会出
成绩, 达到、
甚至超过国际水平。然而, 心理学内容
广泛, 除神经机制部分外, 其他方面又怎么办呢, 如
何联系中国实际, 发挥创新精神, 使中国的优秀文化

国 5N atu re6杂志网络版上发表了人类最后一个染色

传统在心理 学上有 所体现, 是 需要 我们 考虑的 时
候了。

体 ) ) ) 1号染色体的基因测序, 解读染色体基因密
码的 / 生命之书 0宣言完成。科学家们认为, 成功破

另一方面, 这一两年心理学科大发展, 据说全国
现在有 130多心理学专业在招生。数量大了而质量

译 1号染色体将为研究和治疗癌症、帕金森氏症和

如何, 令人担忧。毕竟心理学有经验的教师有限, 边

老年痴呆等 350余种疾病提供指引。可以看出, 基

远地区文献资料少, 学术交流机会也不多, 即便这些
教师们努力, 缺乏外在条件也很难获得成功。这对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是相互促进的。我个人认为, 心
理学者的工作, 视个人的条件 (如知识、训练、兴趣
等 ) 的不同, 以及单位的条件设置的不同, 对基础研
究及应用研究是可以有所侧重的。一些人可以侧重
于基础研究, 另一些人可以侧重于应用性研究, 不同

于下一代心理学工作者的培养必然有重要影响, 对
心理科学的持续发展非常不利。当然, 现在在很多
大会期间, 都办了研讨班, 请专家讲授新知识, 然而

的单位也如此, 不宜过于强求。我个人从事心理学

学费很贵, 很多人是参加不了的。回想文革以后心
理学刚刚恢复时, 由陈立先生主持在杭州举办的实

研究工作几十年, 基础性研究及应用性研究都搞过。

验心理学培训班, 和林传鼎等几位老师在武汉举办

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性质是不一样的, 思考问
题及研究路线与策略都不一样。但是, 心理学工作

的测验和统计培训班, 那时的学员都成了后来、
以至
现在的专家和教学科研骨干。所以我想, 在我们心

者经过这二方面的磨炼, 往往会大大扩展视野与知

理学会的经济条件稍好时, 是否可以不仅用于支持

识领域, 增强科研工作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应
用性的研究咋看起来理论学术水平似乎不怎么高,

年轻学子出国参加学术交流, 也在提高边远地区的
教师方面做些工作。比如, 教育部这两年在规定一

文章也不容易在 SC I、SSC I收录的期刊上发表, 但它

些指定的新教材, 但如果教师不能很好的理解掌握,
好教材也不可能真正地发 挥出提高教学质 量的作

一旦获得有价值的结果, 往往受到社会的欢迎, 很快
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我过去科研 上获得的成果
奖, 其中 6项均属于应用性成果。
3. 学会应有意识地注意培养具有国际交流及组

用。当然, 这件事不是学会的主要工作, 但是在讨论
心理学的未来发展时, 不能只看尖端, 大面积低水平
的部分也需要加以关照。意见不妥当处, 大家批评

织能力的青年心理学家。老一辈的心理学家已经为

指正。

中国心理学会奠定了进入国际心理学舞台的良好基
础, 中国心理学会要一代代地将这火把传下去, 在国

徐联仓: 勿忘过去, 努力奋斗, 迎接未来

际心理学舞台上发挥中国心理学应 有的影响与作

2006年 5 月 12 日心 理学会 邀请各 位会 士座

用。学会在每次换届改选时, 应有意识地把合适的
人选选入心理学会中 的各个机构 ( 如理事会、常务

谈, 会上还印发了 1985年中国心理学会邀请在京的
心理学家参加迎春座谈会的纪要。与会同志畅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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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心理学界的情况, 并讨论了如何培养人材, 进

一些严肃的问题和任务。我们需要居安思危, 积极

行体制改革等大好形势。从 1985年到 2006年过了

认真地去看待。

大约 20年, 今天的心理学已大有发展。在 2004年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 提出了要建设创

中国举办了第 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 参加会议的心
理学专家 6000 余 人。全 国心 理学 人材大 约 6000

新型国家的任务。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国家的竞争
力的核心, 是强国富民的重要基础, 是国家安全的保

人, 心理学系、
研究所达 130 处, 其情况已大大超过

证。据说, 中国要生产八亿件衬衫, 才能换来一架波

1985年心理学家们所想象的规模, 研究的内容, 为
实际的服务也是不断开创新局面。我们有理由确信

音飞机。大型波音飞机是自主创新技术的集成, 科
技含量高, 附加值高。这件事说明了提高自主创新

心理学在今后的中国会发展更快、
更好、
更有前途。

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们这些人, 在今天回忆起过去的历程更是百
感交集。心理学的发展在中国并不是一路风顺, 就

这些年来, 虽然心理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但主要还是对发达国家先进

从 1951年科学院设立心理研究所开始, 几经变换,

科技的跟踪, 真正自主创新的研究较少。我国心理

曾是心理研究所, 又改为研究室, 又到 1956年重新
建所。还不用说, 在工作内容上有多少变化, 时而强

学研究的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不小的差距, 与生
命科学其它学科相比也有差距。所以, 提高自主创

调理论, 时而要求联系实践, 实验室也时而建立, 时

新能力, 为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健康和国

而废止, 而在文 革期间, 全所撤销, 下放湖北潜江。
但是全所大部分同仁都对心理学的 忠诚之心不动

家安全贡献创新成果, 是我国心理学进一步发展的
关键。现在社会上心理学比较热, 有些没有受过正

摇。一旦有了机遇, 就是努力奋斗, 在十分困难的条

规训练的人也在搞心理学, 鱼龙混杂。如果我们没

件下, 能做些什么心理学的事就努力争取。没有地

有自主创新的成果, 心理学就 有可能被社会误 解。

方, 随时借地方, 搭一些木板房, 也搞实验, 用各种代
用品来作实验仪器。我们与其他单位合作还完成了

这对心理学的健康发展来说是危险的。
目前, 科技界较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急功近利和

许多由院里下达的重要任务, 甚至还完成了如激光

浮躁的心态。当然, 这主要是目前科技体制的某些

防护之类的尖端课题, 文化革命时还参加 651计划,
/ 小狗上天 0, 选拔训练工作等, 为我国的航天事业

因素造成的。心理学界也难免受这种心态的影响,
比如, 有的把文章改头换面再次发表, 这无异于把生

做了开创性工作。

产成果变成生产文章, 所以也 要引起我们的警 觉。

现在时来运转, 形势大好, 我们要怎样在新形势
下加大力度, 把心理学工作向前发展, 更是全体心理

自主创新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自主创新成果的产生
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 必需要有 / 甘坐冷板凳 0、/ 十

学工作者的远大目标。再过 20年开个座谈会, 那时

年磨一剑 0的精神。

将风光无限。

我国心理学工作者历来是善于艰苦奋斗的, 我
们也会勇于专心致志, 苦心钻研, 贡献出自主创新的

陈永明: 努力自主创新, 克服急功近利心态

成果。我国的心理学也一定会出现一个朝气蓬勃和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 在改革开放方针的指引

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下, 我国心理学事业逐步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这
些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和科技事业的发展, 社
会群体科学素质的提高, 心理学得到社会的认同和

张侃:

重视的程度, 是心理学发展史上所没有的。

务理事也都发了言, 大家展望未来, 畅所欲言。我们

据统计, 我国现有 132个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单
位, 有了一定规模的心理学工作者的队伍, 已初步形

听了各位会士先生的讲话, 又一次受到很多教育和
启发。心理学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不平常的道路,

成了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体系。心理学的基础研究

到今天, 在党和政 府的重视下, 已经有了很 大的进

和应用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水
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有些领域的研究工作, 既有一

步。应该说,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对心理学
还是一直很重视的。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的第一批研

定的特色, 也有相当的水平。与此同时, 有关部门对

究所, 就有一个心理所就是明证。大家想一想, 在那

心理学研究经费资助的力度, 也不断提高。可以说,

个时候, 真是百废待兴呀, 有多少学科呀。老一辈无

形势很好。但是, 我们也应该看到, 心理学亦面临着

产阶级革命家就注意了心理学的部署。这对我国心

今天到会的会士都发了言, 心理学会的所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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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后来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79

术道德方面的建议, 都是切中时弊的。

我同意各位会士先生的看法。中国的心理学一

我们学会的会士制度开始于 2004年国际心理

定要将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科技原动力作为自

学大会之际。在会士的组成中, 还有美国普利斯顿

己的主要任务。当前的形势很好, 社会对心理的需
求正在增加。问题是, 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为全面

大学心理学家、
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 ( Dan iel K ahnem an)教授和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前主席、国际社会

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 学会和全国心理学

科学理事会前主席、
德国汉堡大学心理学家巴甫利

界, 要在这个问题上做更多的研究和工作。

克 ( Kurt P aw lik)教授, 应该说在科学层次上是很高

与此同时, 各个相关基础科学的进步, 也为人类
从更基本和更宏观的方面来探索人的意识的本质,

的。学会的会士都是德高望重并对中国心理学的发
展和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先生们。你们的智慧,

人的行为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技术平台。我们生活在

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学会今后还要多听取各位的

这样一个关键的时代, 一定要做出和我们的地位相
称的科学贡献。为了这个目标, 各位会士都提了很

建议和意见。我谨代表今天出席会议的全体常务理
事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祝您们身体健康, 工作

好的建议, 特别是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水平, 加强学

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