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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和谐与和谐社会辩证互动机制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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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不仅是人类的美好理想，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社会物质生活

的和谐是社会心理和谐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心理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和谐
社会的心理条件和精神动力。社会心理与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各层次之间的辨证互动，推
动我国社会不断向着和谐的目标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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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要素相互配合、相互
统一的系统工程，广泛涉及到人们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

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
式，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

各个领域，涵盖人们的物质的经济生活和心理的精神生活两
大方面。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

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理论上对和谐思想进行系统
论述的当首推儒家。孔子提出“君子和而小同，小人同而不

的决定，把心理和谐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要

和” ；“礼之用，和为贵” 。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

“注重促进人的心理和谐，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
人们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正确对待困难、挫折和荣

地利不如人和” 。儒家最高思想行为规范是“中庸”，主张
人的行为必须要适度，不偏不倚，不走极端。在中国早期文

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保健，健全心理咨询网络，塑造自

化发展中虽可分出诸子百家，但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

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正确认识社
会心理和谐与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研究社会生活与社会心

和谐的重要意义，从而使和谐思想成为“百家争鸣”中最具
共性的文化内涵。例如道家代表人物老子，道是其思想中最

理的互动趋势，培植社会心理和谐与和谐社会的良性互动机
制，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高范畴，而道的基本特征就是和谐。他说，“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
”

践意义。

这句话集中表达了老子观点和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墨家

一、人类对和谐社会的心理诉求
胡锦涛同志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
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
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
” 古今中
外思想家有很多关于和谐社会论述，虽然他们的思想都具有
某种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反映了人类
心理中追求进步与文明的美好愿望。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共性
与差异，反映在人们社会心理之中的追求和谐社会的内容标
准，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具有显著的文化差异的烙印。
在我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和” 的理念和追求一直占有
重要地位，“和”的精神贯穿于整个文化发展史。“重和谐，
求同存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深深影响着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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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而“凡天下祸篡怨恨
其所以者，以不相爱生也” 。随着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发
展，和谐思想被历朝历代文人、政客所继承和弘扬，成为中
华文明历史积淀的结晶而历久不衰。例如，宋代理学家程颢
“人与天地一物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合
一”论 ，董仲舒“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
“中和者天地之
大美也” 的“中和” 论 。“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
“和气生财”、
“和睦相处”等，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至理名言。
在西方古代社会，柏拉图最早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和
谐思想。在柏拉图的法哲学理论中，无论其早期的人治主张
还是其晚年的法制主张，始终把社会关系和谐作为其一生追
求的理想境界。柏拉图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始终，没有静止
的社会生活，没有静止的社会关系，也没有静止的社会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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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就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确立和维系社会秩序的方法和制

这一过程发生影响。马克思把人类社会视为有机体，
“当作一个

度。柏拉图所说的社会秩序之本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
谐。他认为，立法不涉及这个国家中某个阶层的具体幸福，

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 ，
认为社会就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

而是想要为整个城邦造就一个环境，能通过说服和强制的手

会机体” 。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原理表明，

段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合作，要求他们把各自能为集体提供
的利益与他人分享。“在城邦中造就这样的人，其目的不是

社会心理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又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制约和决定于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又反作用于社会物质生

让他们各行其是，而是要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共
同体。
”

活，推动社会生活的演进。因此，社会心理和谐与和谐社会
的辩证互动机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物质生

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更具体指出，“在适

活的和谐是社会心理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对社会心理和谐起

当的时候、对适当的事物、对适当的人、由适当的动机和以
适当的方式来感觉这些感觉，就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

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和谐是社会物质生活和谐
的心理条件和精神动力，对社会物质生活和谐起着加速或延

而这乃是美德所特具的。关于行动，同样地也有过多、不足

缓的作用。

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
” 此后，很多思想家
和中间
都论述了社会制度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和谐社会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和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辩证统一，对社会心理和谐社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社

问题，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达到了高潮。他们针对资本
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企图以其和谐理念为指导建立一种全

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上的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直接的物
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 ，一切

新的社会制度，圣西门称之为“实业制度”、傅利叶称之为

矛盾都是可以调和的，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和谐制度”、欧文称之为“新和谐公社”。后现代主义哲学、
经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继承了古希腊时期的和谐思想，

来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人民群众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激发了人们建设小康社会的热情和积极

在不同的领域探讨了以公平、正义为准则的现实社会的和谐

性，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信心和对构建和谐社会

及其实现条件问题。
总体看来，中外古代关于和谐社会的理论和思想，仅仅

的渴望。但是，也由此引发了人们社会心理的各种异常感
受，例如经济体制转型带来的相对剥夺感，政治体制转型带

停留于心理愿景和理论构想层面，根本不具备实现条件。首
先，缺乏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由于生产力不够发达，社会

来的心理无助感，突发危机事件带来的社会焦虑感。在具体
的物质生活领域，还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例如贫富两

分工对人的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生理与心理

极分化的加剧、社会机会不平等、经济领域腐败现象等。当

的尖锐对抗。其次，缺少合适的社会制度条件。在私有制社
会中，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在经济、政治、观念领域

这些问题反映在人们社会心理之中，也必然引起民众社会心
理生活的诸多不和谐现象。如果这些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甚

全面对立，是导致社会不和谐的直接因素。最后，没有科学

至不断加剧，会使各种心理上的不良感受与日倍增，导致多

的理论指导。唯物史观建立以前，史观领域基本是唯心主义
的一统天下，所谓和谐社会愿景从本质上说都是唯心主义

发性社会心理障碍和心理疾患，可能引发各种逆反心理、仇
视甚至敌视情绪，妨碍社会安定。

的。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摩尔的“乌托邦”和圣西门等
人的“和谐制度”，无一不是如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

社会心理对社会物质生活的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其作
用机制也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公式化地套用社会意识对社会

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与巩

存在的反作用原理来说明这一问题必然失之于偏颇。概而言

固、唯物史观的建立并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指南，为构建社
会正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靠的制度保障和

之，社会心理的和谐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于
以下三个方面。

科学的思想武器。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

第一，社会心理对人的社会行为具有指导、动力和调节

期，我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一宏伟目标，预
示着人类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开始从心理转化为行为、从理论

功能。人的行为是在心理指导下自觉进行的，这是心理对社
会生活反作用的直接现实。和谐的社会心理向社会释放向心

过渡到实践、从愿景变成现实。

力，不和谐的社会心理给社会造成离心力，通过个体行为辐
射并影响于社会生活。和谐社会是人的美好理想，构建和谐

二、社会心理和谐与
和谐社会的辩证互动机制
唯物辩证法认为，和谐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是矛盾运
动的性质和状态。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言：
“从对

社会的实践将在这一美好愿景驱动下展开。而美好愿景的实
现是一个漫长的多代人前仆后继的历史过程，既有来自内外
环境的艰难坎坷，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挫折与失误，需要人们
拥有饱满的热情和勇于克服困难的意志，凝聚全民族的智慧

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
” 和谐

和能力，克服困难，总结经验，调整规划，修正行为，不断
朝着理想的目标迈进。

不是消除差别，也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性质的非对抗性
和可协调性。黑格尔认为，
“差别是属于和谐的；它必须在本

第二，心理和谐是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的缓冲器。构建和
谐社会的过程就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解决旧的矛盾，化

质上、绝对意义上是一种差别。
” 没有差别就没有对立，没
有对立就没有和谐，和谐是差别的对立统一。构建和谐社会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各种要素、关系都会对

解新的矛盾，使各种社会矛盾朝着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方
向转化。从矛盾统一体作用范围来说，构建和谐社会主要化
解三类矛盾，即个体内在的矛盾、国内矛盾和国际矛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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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个体内在的矛盾旨在使每一社会成员心理健康、身心协调，

至有一定程度的心理阻抗。例如，体制改革在打破“大锅

规范行为，提高效率；解决国内矛盾是当前我国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任务，通过化解各种内部矛盾，达到上下

饭”、“铁饭碗”、平均主义、终身制等传统体制的“游戏规
年的风雨
则”时，心理阵痛强烈，心理阻抗巨大。经过

一致、全国一心，调动全部力量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和谐社

历程，民众心理素质明显提高，社会心理的适应性反应速度

会建设之中；通过解决国际矛盾，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最终实现和谐世界开辟道路。

加快，对新事物比较容易形成良好的心理准备和客观态度。
新的价值体系逐渐确立

第三，社会心理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有机构成和终极尺
度。社会心理和谐是“心理以及直接影响心理的各要素之间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取向高度统一，虽有利
于社会稳定，但缺少活力。价值取向多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必

从心理学

然产物，唤醒了人们的价值觉悟，对提高竞争意识、激发劳

在总体意义上的协调统一、相对稳定的关系”。

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终极目标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心理和谐是社会和谐状态的终极尺度。有些学者甚至明确提

动者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提高社会活力具有重要的积极意
义，表明当今的社会进步和开放程度。但是，“同时也导致

“和
出，
“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的主观体验” ，

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境界上的差异越来越大，社会成员之间

谐实际上就是一种内在心理上的平衡和认可。
” 这些看法
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当我们把生活中的经济关系、政治关

越来越难以达成对社会价值的认同”。 价值取向多元化不
仅使传统的价值体系不断被瓦解，也使新的价值体系面临难

系和文化关系推导或展开后就会发现，一切社会关系最终都
表现为人际关系，而现代国内外心理学对人际关系的最经典

以整合之状，容易引发价值真空现象和价值失范问题。从发
展过程看，前一时期所表现的多元价值与传统单一价值的矛

的解释是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直接的

盾已经开始让位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多元价值

心理关系”

或“心理上的距离”。

三、和谐社会心理的
结构层次及其发展趋势

结构的矛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
向为统领的多元价值并存的新的价值体系将逐渐确立，这是
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社会心理契约关系得以调适
心理契约这一概念由阿奇利斯

，

首先提

伴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发展，社会心理在
与环境相互作用和内在的矛盾运动过程中，形成了人类特有

出，用以描述主管与下属之间的关系。 施恩
将心
理契约定义为“个人将有所奉献与组织欲望有所获取之间，

的社会心理和谐的塔形结构模式 见图 。和谐社会心理是
一个复杂的自下而上的立体交叉式的结构关系，每一个层次

以及组织将针对个人期望收获而有所提供的一种配合” 。

的和谐状态都以其低一层次为基础并为高一层次创造条件的
同时，都与其它各层次发生交叉互动影响。其中个体心理和
谐是构成和谐社会心理的基本元素和基础层次，是构建和谐

目前一般将心理契约解释为“个人与组织之间彼此对对方应
提供的各种责任的一种心理约定”。 心理契约关系是一种
客观存在，是社会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组织之间联系的心

社会心理首要解决的问题；团体心理和谐是和谐社会心理的

理纽带。良好的心理契约关系能够提高人的行为效率，增强
个体和组织的社会责任感，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和

核心层次，是构建和谐社会心理的关键；人类心理和谐是和
谐社会心理的最高层次，是构建和谐社会心理的远景目标。

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人们秉持原有的心理
期待，如工人不能失业、干部不能免职、大学毕业生不是普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
我国社会转型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乡

通劳动者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心理定势。随着市场

村社会转向城镇社会，从世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经历了改
革大潮的洗礼、文化碰撞的阵痛、体制转轨的历练和市场经
济的磨合，社会心理的发展趋势表现为 从封闭、单一走向

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完善，计划经济时代的心理定势已
经土崩瓦解，新型的心理契约关系正在悄然形成。工人下岗
不再责怪政府，干部免职不再抱怨体制，大学毕业生作为普

开放、多元，从理想、务虚走向现实、务实，从群体、依附

通劳动者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奉献、
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为价值基础的心理契约，必将成为

走向个体、自主，从困惑、无序走向理性、有序。 从社会
心理的具体内容看，在社会心理与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心理各

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的精神支柱。
社会心理承受力显著提高

层次之间辨证互动过程中，当前主要表现出下列发展态势。
心理堕距逐渐缩小
奥格本的“文化堕距”理论认为，由于相互依赖的各部
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物质文化首先变化，非物质
文化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有所延迟，即二者的变化在时间上

社会心理承受力指社会主体对社会环境和条件刺激的
心理反应和适应能力。从心理成分分析，主要包括理解能力、
应对能力、耐压能力和平衡能力。从社会刺激类型分析，可
分为政治心理承受力、经济心理承受力、文化心理承受力和

是有差距的。 作为与社会文化相互渗透力最强最广泛、并

道德心理承受力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急剧转
型，民族文化快速变迁，跨文化现象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层

与亚文化交叉包含的社会心理现象，在反映社会物质生活过
程中与社会文化的这一特征具有同质性，因此将其称之为

出不穷，人们的社会心理承受力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随
着社会改革的深化，人们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焦虑感、负

“心理堕距”。社会心理与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具有不同步性，
有超前性也有迟滞性，而迟滞性是其主要特征。市场经济体
制建立之初，人们普遍难于适应改革开放带来新生事物，甚

荷沉重感等异常感受依然存在，有些感受还有加剧的趋势。
普列汉诺夫指出，
“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
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
” 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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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看到，改革开放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生存空间，绝大多数
人面对社会变革、转型必然导致的利益关系和格局的重大调
整，不再惊慌失措，而是表现出了一种处变不惊的成熟心
态。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们从各自得到的实惠中产生了对
改革的高度热情和美好期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这
是一种进步的趋势，是社会心理不断走向和谐的征兆。
社会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有所提升
社会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虽然都是社会心理生活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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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但也是反映社会心理和谐程度最敏感的指标。改革开
年，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人们的物质生
放后的前
活水平虽有极大改善，但不满情绪和相对剥夺感强烈。当时
学术界流传这样两句话：“经济增长，道德滑坡”；“端起饭
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从近两年学术界对社会满意度和
生活幸福感的研究看，虽然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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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差异、城乡差异和行业差异，但基本结论是社会满意度
和生活幸福感有所提升，已经显示出社会心理和谐度正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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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

李述章 构建公民与政府的和谐心理

和谐研究项目组关于我国民众心理和谐状况研究，调查分析
结果显示，当前国民的心理和谐状况总体处于可接受水平，
但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体来看，我国民众对当今社会
的看法是积极的。这反映出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相关政策和
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特别是经历了南
方雪灾和汶川地震的考验，目睹了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神
七”的太空漫步，显示出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强大的国家实

行政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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