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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社会文化震荡是现代社会的显著特点 ,它对个体心理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并引发出各种心理问题 ,

因此 ,研究社会文化震荡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源和影响机制 ,才能为社会发展和个体心理救助提供有效建议。

笔者通过访谈结果发现 :社会文化震荡有系统的影响源 ;在影响源里 ,社会变革与发展影响显著而持久 ,思想观

念嬗变等则表现出时代性 ;个人背景分化了社会文化震荡的影响 ;社会文化震荡对心理中介如认知、体验和态度

因素影响明显 ;社会文化震荡显著影响个体事后情绪与观念变化 ;心理中介对心理健康有明显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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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体心理健康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由它既可直接反映社会个体的适应状况和生活质量 ,也可

间接折射出社会的进步程度及其存在的问题。由此个体心理健康已成为代表社会进步的重要人文指

标 ,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因素是受到积极关注问题之一。已有研究揭示 ,

心理健康问题主要来自压力。压力一般包括压力源、中介因素、心理生理反应三部分[1 ] ( P401) 。压力源

是影响心理健康的直接因素 ,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重大生活事件和社会事件。其作用

的大小既与压力本身的性质和强度有关 ,又受中介因素调节作用的影响。中介因素是指在压力源和心

理健康状况之间起调节作用的因素。由于这种调节常是通过个体心理活动来完成 ,所以通常又称心理

中介。心理中介是个体内部的一种心理活动 ,如认知、体验和应对等。美国心理学家塞里说 :问题不在

于发生了什么 ,而在于你如何对待它。也就是说心理中介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近年来一些研究指出 ,

心理中介对改变和控制压力源的直接影响有重要意义 ,如 Lazarus 等人认为 ,在许多方面人们对事件的

认知评价会影响他们对事件的反应[2 ] ( P287 - 327) ;Billings 等也研究揭示 ,积极的应对有利于缓和压力的

影响 ,而消极应对则有加重压力损害的趋势[3 ] ( P337 - 356) 。由此可知 ,心理中介参与了对个体心理健康

的影响 ,是压力影响心理健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已有研究 ,对影响心理健康压力源的探讨较多集中在微观 ,如人际关系、家庭结构、职业类型、

经济收入等方面 ,对宏观社会文化 (广义)的影响虽有所涉及[4 ] [5 ] [6 ] ,却明显缺乏整体、系统和实证性的

研究。由于在现代社会 ,社会文化变迁更为急剧和强烈 ,它既是引发各种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 ,也是最

终解决各种心理问题的关键所在 ,所以亟须得到积极关注。具体到我国 ,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几乎始终是

处于急剧变化之中 ,如建国初的“大改造”和“大跃进”,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改革开放。随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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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时代的到来 ,文化交融和碰撞日益加剧 ,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程度和速度进一步加深加快。这种急

剧的社会文化变迁必然对社会个体心理产生强烈冲击 ,引发各种各样的心理健康问题。所以透视文化

变迁下中国民众的个体心理状况就显得更为必需和迫切。

基于已有研究的启示和不足 ,笔者通过访谈初步了解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社会文化震荡影响源 ,即

社会文化事件或现象 ,以及起调节作用的心理中介 ,如认知、体验、处理和态度的作用。这对揭示社会文

化震荡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机制 ,并为社会发展和个体心理救助提出建设性意见 ,以增强社会成员的文

化变迁适应能力 ,丰富文化和心理发展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下面是访谈的主要过程与内容。

11 访谈对象。本研究采用访谈法。访谈采取定向联系和随机遭遇法 ,在长春市共获得访谈对象 133

名 ,其中男性 65 人 ,女性 68 名 ;老年 22 名 ,中年 29 名 ,青年 82 名。访谈前赠送小礼物以激发访谈动机。

21 访谈材料。材料是访谈提纲。提纲包括访谈目的、个人基本情况和访谈基本内容。个人基本情

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共 12 项 ;访谈内容分为两部分 ,其差异是文化事件或现象发生时间的

不同 ,一个是目前 ,一个是过去。基本内容包括 : ①在社会和你的生活中 ,有哪些事件或现象对你的冲击

很大 ? ②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或现象有哪些 ? ③选择最重要的事件或现象 ,谈谈是怎么看的 (合理、不合

理、兼有、不清楚) ? 有什么感受 (正性、负性、兼有、不清楚) ? 如何处理 (逃避、搁置、解决、幻想、求助、自

责) ? 和持什么态度 (肯定、否定、不置可否) ? 经历过这个事件或现象后 ,你的心理状况 (性格、情绪、观

念)有什么变化 (无变化、积极变化、消极变化、兼有积极和消极) ?

31 程序安排。第一步 :对访谈员进行两次有关访谈技巧和注意事项的集中培训 ;第二步 :拟订访谈

方案 ,安排访谈任务 ;第三步 :联系访谈对象 ,进行访谈并收集访谈资料 ;第四步 :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 ,

从中析出属于文化的事件或现象 ,并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 ,其中内容编码由老师指导 5 名心理学系本科

学生 ,采取“分别编码”加“讨论”方式完成 ,具有较高的无偏一致性 ,编码者一致性信度为 0. 78 —0. 92。

最后对经过编码的内容进行量化处理 ,利用 SPSS10. 0 对结果作统计分析。

通过上述访谈得出如下研究结果 :

11 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社会文化震荡是有系统的影响源

我们从访谈得到的总计 283 件建国以来社会和生活事件或现象中 ,采用排除法 (即排除个人化和自

然性事件)和包容法 (即必须是普遍的和变迁的) ,采取保守原则 (即宁精勿滥、排除犹豫事项) 共析出文

化事件或现象 144 件。然后对相互包含的事件或现象进行合并 ,得到 37 类文化事件或现象。最后对这

37 类文化事件或现象进行再分类 ,形成了四大文化震荡类型 :思想观念嬗变、社会家庭问题、冲突与动

荡、社会变革与发展。其中 ,思想观念嬗变是指在精神领域里发生的巨大变化 ,如婚恋观念开放、拜金主

义等 ;社会家庭问题是在社会家庭里出现的突出矛盾 ,如社会腐败、社会不公、就业难等 ;冲突与动荡指

影响深远的重大社会与历史劫难 ,如文化大革命 ;社会变革与发展是指为了推进社会更快发展而采取的

比较激烈的手段或措施 ,如高校“扩招”、打破铁饭碗、股份制等。

针对上述研究及结果 ,我们认为确立系统的社会文化震荡影响源是研究的开始和最重要的一步。

在这里我们采取了析出、编码、分类三个步骤。先是析出。由于在现实世界里对个人产生影响的不仅有

社会文化 (广义)因素 ,还有自然的和完全个人化的因素 ,因此必须从对个体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里析出

社会文化因素。在这里我们以事件或现象作为社会文化因素的基本单位 ,以突现或巨变为震荡性社会

文化的特点。以此为前提 ,在对访谈对象 (133 人) 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或现象中 ,根据排除法、包容法和

保守原则析出所需社会文化事件或现象。其次是编码。由于所得这些事件或现象由于是访谈所得 ,所

以存在表述混乱、相互重合等情况 ,所以需要编码。经过一致性较好的编码 ,我们获得 37 件表述清晰、

层次比较一致的社会文化事件或现象 ,这些事件或现象构成了社会文化震荡影响源的基本单位。第三

是分类。由于不同个体接受社会文化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所以作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文化震荡影响源的

分布极其分散。为了明显看到社会文化震荡影响源的分布 ,我们对访谈到的 37 件社会文化事件或现象

进行了再分类。结果分为思想观念嬗变型、社会家庭问题型、冲突与动荡型、社会变革与发展型 ,这样社

会文化震荡源的分布就比较明显地集中在这四个方面。由于访谈对象有限 ,所以这个结果还需要其他

研究 (如文献法)的补充 ,但它无疑可以为我们的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及奠定客观坚实的基础。

21 社会变革及发展性文化影响显著而持久 ,思想观念嬗变等则表现出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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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结果显示 , 社会变革与发展对人们的影响始终是最大的 ,思想观念嬗变与社会家庭问题的影

响及变化趋势比较一致 ,但与冲突和动荡有明显差异 ,尤其在时间上的变化恰好相反 ,即思想观念嬗变

与社会家庭问题是现在的影响大于过去 ;而冲突与动荡是过去的影响要大于现在。

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一是从社会文化的性质看 ,社会变革与发展通常是全局性的 ,并且有相

对较长的周期 ,因而对个体的心理影响全面而持久。相比社会变革与发展 ,思想观念嬗变和社会家庭问

题常是局部的 ,延续时间也不太长 ,因而对个体心理影响就显得很有限。冲突与动荡既可能是全局性

的、持续时间长 ,如文化大革命 ;也可能是局部的、持续时间较短 ,如 1989 年学潮。相比社会变革与发

展 ,可能很多人出于某种戒备或防御已在一定程度上隐匿了冲突与动荡对他们的影响。二是从社会文

化变迁的特点看 ,除去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建国以来多数时间 ,中国几乎都是处于持续而紧张的社会变

革之中 ,特别是改革开放政策已超出内部变革的范围 ,影响更加持久而深远 ,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变革与

发展对个体心理影响持久的重要原因。相对于社会变革与发展 ,思想观念嬗变和社会家庭问题现在比

过去更突出 ,所以对个体心理的影响现在更明显 ;同时当前我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 ,冲突与动荡较之过

去明显减少 ,所以冲突与动荡的影响力明显下降。

31 个人背景明显分化了社会文化震荡的影响

对访谈结果的统计分析显示 ,个人背景不同 ,社会文化震荡的影响各不一样。在所涉及的 12 项个

人背景里 ,对社会文化震荡具有明显区别效果的有 7 项。具体来说 ,不同性别在接受思想观念嬗变影响

中表现出明显差异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思想观念嬗变的影响 ;职业类型不同 ,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影

响表现出明显差异 ,脑体劳动者要大于脑力者 ,脑力者又大于体力者。在认为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文化

中 ,社会家庭问题在性格和政治面貌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中间型和外向型性格的人受到的冲击比内向性

格的人更大 ;党员比民主人士和其他人士更明显。不同信仰在接受思想观念嬗变和冲突与动荡影响中

表现出显著差异 ,信仰宗教者比其他人更多地受到了思想观念嬗变的影响 ,但冲突与动荡对其他信仰和

没有信仰的人影响更大。不同婚姻状况受到思想观念嬗变的影响各不一样 ,丧偶和未婚的人要大于已

婚的。社会变革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工作状况中表现出明显差异 ,离退休受到的影响最大。

分析上述结果可发现 ,个人背景在社会文化震荡中表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在同一背景向度中不同类

型者受到的影响程度不同 ;二是不同背景向度往往接受不同类型文化震荡的显著影响。个人背景对社

会文化震荡的这种分化作用暗藏着一种调解机制 ,即因为个人背景的不同 ,不同个体受到不同社会文化

震荡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这使社会个体相互间的救助与保护成为可能。同时也提示 ,针对社会文化震荡

而建立的社会防御与救助应该考虑个人背景的不同 ,才会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41 社会文化震荡明显影响个体事后情绪变化与观念变化

我们将个体的心理变化主要分为性格变化、情绪变化和观念变化三种 ,访谈结果显示 ,社会文化震

荡主要对个体事后的情绪和观念变化有明显影响 ,对性格变化的影响则不明显。其中可能的原因是 ,在

个体心理结构里 ,性格更稳定 ,不容易因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具体分析这种影响 ,其中思想观念嬗

变主要带来了积极的情绪变化 ,而社会家庭问题则产生了更多消极情绪变化 ,社会变革与发展对情绪变

化的影响是消极与积极参半 ;另外 ,思想观念嬗变对观念变化有积极影响 ,而社会家庭问题偏向产生消

极观念变化 ,冲突与动荡、社会变革与发展对观念变化的影响偏向于积极。该结果表明 ,社会文化震荡

下个体的情绪变化与观念变化有很多不一致之处 ,即情绪上难以接受因而出现消极情绪变化并不意味

着在观念上也拒绝 ,比如社会变革与发展在情绪上的影响是消极与积极参半 ,但在观念上却偏向积极影

响 ;又如冲突与动荡 ,对情绪的影响不明显 ,但在观念上却偏向积极影响。这说明人们并没有用感性体

验代替理智判断 ,也没有用理性判断强行改变感性体验。这种情绪与观念变化之间的某种不一致及相

互影响可能对整个心理状态具有积极调节作用 ,即不容易出现某种心理变化走向极端的情况。

51 社会文化震荡对心理中介认知、体验和态度影响明显

访谈结果显示 ,社会文化震荡发生时 ,个体对它们的认知、体验和态度存在很大的差异。具体来说 ,

基本上认为思想观念嬗变和社会变革与发展比较合理 ,并持肯定态度和伴随正向体验 ;但对社会家庭问

题和冲突与动荡则基本认为不合理 ,并持否定态度和伴随负向体验。对各种文化震荡的处理没有明显

差异。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思想观念嬗变和社会变革与发展虽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但从整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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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们还是为人们所基本认可 ;但社会家庭问题和冲突与动荡却难得人心 ,为人们所拒绝。这显示人们

对社会文化震荡存在两种基本心理加工模式 :一是对那些体现某种必然发展趋势、可能代表前进方向的

变化 ,尽管存在种种局限 ,人们仍倾向从正面去加工它们 ;二是对那些引起混乱和不稳定的变化 ,不管是

人为原因还是自然结果 ,也不管理由多么充分 ,人们都倾向从反面去加工它们。这提示我们在研究社会

文化震荡时 ,应分清哪些是代表历史必然和前进的方向 ,哪些是代表暂时的和不合理的现象 ,这两种不

同性质的社会文化震荡应有不同的心理救助机制。

61 心理中介对个体事后情绪变化和观念变化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访谈结果揭示 ,凡是正向的心理加工对情绪变化和观念变化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而负向的心理加

工则相反。这意味着 ,即使是负面的社会文化震荡 ,只要进行正向的心理加工 ,也可以降低它对心理的

消极影响 ;即使是正面的社会文化震荡 ,如果人们从反面去加工它 ,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这里一些

模糊判断的影响较为复杂 ,如“不清楚”的认识和体验偏向产生消极影响 ,而“不表态”的态度则偏向积极

影响。就前一种现象分析 ,“不清楚”意味着个体认识和体验的不明确 ,因而对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无法

明确地进行防御或抵制 ;后一种情况“不表态”可能是一种策略 ,即在无法做出判断时并不强行表态 ,这

样可以使自己有一个缓冲的空间。不同处理对心理变化的影响虽不明显 ,但仍呈现一定趋势 :在大多数

情况下 ,积极面对解决问题将产生积极心理变化 ,如果搁置一下 ,可能也无大碍 ;但幻想和逃避虽可求一

时解脱 ,但最终会使自己的处境更加不利 ;适当的自责可能感觉不痛快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性格与

观念发展。总之 ,社会文化震荡对个体心理直接作用与经过心理加工 (心理中介) 两者的效果可能存在

很大差异 ,如果充分调动心理中介因素 ,社会文化震荡的影响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变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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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e Through the Individual Mental ity Under the Cultural Vicissitude
———An interview research about the social cultural vibration affects the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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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ocial cultural vibration is a marked characteristic of the modern society. It produces the intense impact and vari2
ous mental problem to the individuality. This research tries to find the influence sources and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ocial

culture vibration to the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y ,so to provide the valid suggestion for the social develop and individual mental

salvage. The findings of interview uses 133 persons as subjects to test our issue. There are systematic influence sources in the

social culture vibration. In influence sources , the society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markedly and much affect on the individuality

,the ideological influence as wellas rest variance as times. Personal background divided the influences of the social cultural vibra2
tion. There are obvious influences to individual medimentality as cognition , experience and the attitude in social culture vibra2
tion. The social cultural vibration strongly affect individual motion and idea after the event . The medimentality plays an impor2
tant role in promoting mental healthy.

Key words : mental state ;mental health ;the social culture vib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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