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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内容提要铱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当时国民社会心理的影响, 国民

对统治者的不满心理、 对侵略者的仇恨心理、 强烈的爱国心理、 对国强民富的渴望心理等构成了当

时复杂的社会心理状态。 而文化守旧社会心理的消散、 政治犹豫心理的改变、 经济变革心理的强化、
集体爱国心理的激化等主流社会心理都助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 新时代要汲取历史经

验, 在发展中疏导极端社会心理, 提升大众幸福指数, 关切社会心理因素, 开辟意识形态研究和建

设的新视阈, 为构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话语体系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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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阐释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关系时认为, 社会心理是社会现实与

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和桥梁, 二者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紧密联系, 意识形态在形成、 发展、 传播

中都需要通过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来实现与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 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 “历史是

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冶淤 社会心理反映着历史, 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

在五四时期的广泛传播也受到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对这些社会心理因素的分析不仅有

助于深入理解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实际状况和事件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 也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 发展、 传播和教育提供重要经验和启示。

一、 五四时期国民的社会心理状况

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 一定群体在从事生产、 生活实践过程中自发形成的、 不成体系的、 直接

反映社会实践状况的群体心理状态, 表现为特定群体的情绪、 情感、 意志、 心态、 行为倾向、 信念

等内容。 五四时期我国面临着内忧外患的时局, 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触发了五四爱国运动, 彻底激

发了中国民众的社会情绪, 各种社会心理在五四运动中得以宣泄、 呈现和表达。 总之, 当时国民的

社会心理呈现出繁杂多变的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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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 对内充满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和强烈的爱国情感

首先, 是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情绪。 当时大多数国民都对现实生活中的生存境遇不满、 愤怒和失

望, 如对于教育界来说, 教师的工资在数十年内不但没有增加, 而且还会遭到地方财政的克扣和拖

延, 生活条件每况愈下, 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不断增加。 对于普通民众更是如此, 其生活

条件更加恶劣, 正如当时山东的青年知识分子王尽美所描述的: “可怜那些贫农的孩子, 不到七八

岁的时候, 就要帮助他父兄去地里操起沉重的工作, 日未出即下坡, 夜深方回家, 终年勤勤恳恳,
不敢偷一点闲暇, 结果凭血汗所得的食物、 衣料, 还要让强有力者尽量抢夺了去, 什么赋税……割

肉敲骨, 卒致自己还不免致饿死亡。冶淤 当时的普通民众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社会环境中, 必然对统治

阶级产生诸多不满和沮丧情绪, 不满和失望的心理弥漫于穷苦大众阶层中。
其次, 爱国情绪的空前高涨。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和日本对山东的侵略直接激化了国民

的爱国情感, 人们纷纷走上街头, 参与游行和抗议活动。 如工人激愤地指出: “吾国外交失败, 国

势颠危, 凡属国民同仇愤激……吾工界中人, 同此热血, 同此天良, 际此时期, 奚忍坐视?冶于 可

见, 当时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无能导致国家尊严的丧失, 触动了国人的心灵深处, 激发了全体国民

的爱国情绪。 这些爱国情绪也直接转化为五四时期的罢工运动、 罢课运动和游行示威活动等, 这种

运动式的社会情绪发泄直接动摇了北洋军阀统治的社会根基, 一大批知识分子、 爱国青年、 工人、
小资产阶级等社会群体走上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2. 对外充满对侵略者的仇恨心理和期望国强民富的急切心理

首先, 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仇恨心理。 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愤恨心理和对本国当权

者的失望情绪通过五四运动集中爆发出来, 吴玉章在回忆时说道: “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

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 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 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

荡下, 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 开始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冶盂 可见, 当时国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

压迫行径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进而通过五四运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自身的愤怒。
其次, 是学习国外先进制度而不得其要领的焦虑和急躁心理。 在五四运动之前, 许多社会有识

之士尝试学习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技术, 但均以失败告终, 如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 辛亥

革命胜利果实被窃取, 都使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急躁的心理状态之中: 一方面, 不断受到帝国主义

的欺凌和剥削, 民族尊严丧失, 焦虑心理蔓延整个社会; 另一方面, 尝试学习国外的先进制度和技

术又不得要领, 反复失败,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奴性思维和奴性心理。 正如张闻天所指出的: “我
们对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 情意上早感到不安, 因不安也早产生了改造的决心。 不过, 用什么方法

来改造呢? 应该改造什么样呢? 这些问题常常横在我胸前而一日不能去的。 无抵抗主义呢? 反抗主

义呢? 无政府主义呢? 社会主义呢?冶榆 可见, 当时国民的内心处于恐慌、 不安、 矛盾和彷徨之中。
焦虑和急躁的心理也造成了部分国人对国外制度和技术的盲目崇拜, 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的: “彼西

洋学者, 因其所处之时势、 境遇、 社会各不相同, 则其著书立说, 以为救济矫正之者, 亦不能不从

之而异。 吾辈立言, 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 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 甲引丙以驳乙, 乙又引丁以驳甲,
盲人瞎马, 梦中说梦, 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 ‘奴性逻辑爷 之嫌, 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冶虞 部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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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对国外的制度和器物盲目崇拜, 不加选择地拿来, 试图套用于中国之现实, 以救中国之困境, 也

说明了当时部分国民社会心理的变异和病态化。
3. 五四时期国民社会心理的总体特点

首先, 差异之中有统一。 当时国民的差异心理中有着共识性的社会心理, 各阶层、 各社会群体

由于自身利益诉求不同而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社会心理, 但全体国民又有着共同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

同, 差别中必然有着共同性的社会心理, 即民族情感和责任感。 具体来说, 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着对

国内统治阶级的不满心理、 对国外侵略者的仇恨心理、 爱国情绪的激进化等。
其次, 主流社会心理是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和集体行动的触发点。 一方面, 五四时期, 救国救民

的社会心理占据着社会的主导地位, 在这种心理的引导下, 社会各界人士都力所能及地尝试探索救

国救民的方法; 另一方面, 主流社会心理直接触发了社会集体行动, 五四运动则是主流社会心理转

化为重大社会群体行动的标志。 外交失败激化了爱国情感和愤怒情绪, 直接触发了群众游行和罢工

运动, 参与的群众广泛。
最后, 激情的集体行动后, 社会心理逐渐由感性的表达转化为理性的行为和主张。 五四运动的

爆发以及初期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一时激情和感性的产物, 这种群体性的激情心理持续的时间不长,
难以推动社会的根本性转变, 但其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 这种心理上的烙印成为社会集体的创伤性

记忆, 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表现为五四运动时激烈的社会情绪转变为随后的理性行动, 群体性的社

会情绪成为有识之士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 总之, 五四运动激情后的理性沉淀为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心理基础。

二、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状况及其与社会心理的关系

五四时期, 特别是这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呈现出新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当时国民的

社会心理之间也存在着深层的联系。
1.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总体状况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有所传播, 但是相较于五四运动之后的传播规模、
传播方式而言, 可以归结为初步传入而没有产生广泛影响。 五四运动之后,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论

是在规模、 受众和方式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第一, 传播主体和受众的明显扩大。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体已经扩大为留学生群体、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 本国学生群体和部分国民党人, 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

的真理性后纷纷主动参与传播, 并且出现了李大钊、 陈独秀、 杨匏安等一批代表性人物, 他们为这

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 传播的受众也不断扩大, 由早期知识分子内部的

传播走向广泛的工人群体、 学生群体和部分农民群体, 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 传播主

体和受众能够如此扩大, 离不开五四时期社会心理的变化, 传播者在五四时期社会心理的变化是其

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而受众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社会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心理转变。
第二, 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传播范围的扩大。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途径渐趋多样化, 包

括对马克思和列宁等人著作的译介、 迅速扩大的报刊宣传、 早期工人内部组织的学习小组、 先进知

识分子之间的人际传播等, 这些传播方式的多线并行, 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 增强传播效

果和扩大影响力提供了保障。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也由起初的沿海发达城市, 传向内陆城市和农

村地区, 被广大人民所认知、 认同和接受。 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范围的扩大与国民社会心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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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 可以说是相伴而行。 国民社会心理的变化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创造了心理条件, 其传播也

深刻改变了国民的认知心理。
第三, 传播结果是转化为现实的行动。 五四时期特别是之后短短几年内,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

再作为一种简单的社会思潮, 而是进一步转化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现实行动, 包括以

罢工形式为代表的工人运动、 各种报刊的宣传、 以学习小组形式成立的党的早期组织, 最终推动了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传播结果的实践化与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心理变化亦

是相互关联的, 在对内对外彻底失望的心理助推下, 他们选择了正确的理论和道路。
2.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与社会心理之间的关系

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 一方面, 社会心理是理解意识形态的重要前

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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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冶淤。 社会心理是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桥梁, 社会心理更加直接、 感性地反映社会存在, 经

过理论抽象和系统概括进而转化为更加隐蔽、 理性形式的意识形态, 社会心理由此成为 “中介环

节冶。 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和效果的实现需要社会心理的中介。 在意识形态教育和传播

的实践中, 对社会心理状况的判断、 把握与运用影响着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和效果的实现, 正确把

握和运用人们的社会心理, 可以促进意识形态传播效果的提升, 使其更加容易被人们所认同并践行。
显然, 对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言, 与当时的社会心理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 就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否受到当时社会心理的影响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 答案无

疑是肯定的, 而且可以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可以从许多亲身经历五四运动人物的回忆录中、 从

对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的分析中得出, 对当时国民社会心理的分析是解答为什么选择马克思

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传播得如此迅速、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进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等问题的钥匙之一, 社会心理因素是除马克思主义自身科学性之外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因。 正如恩

格斯指出的: “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冶于

人们对某种思想的接受与否, 并不能够从外部强制进行, 而要看人们的实际需要。 社会心理是人们

现实需要的直接表征和外部表达, 直接呈现着人们对某一思想或理论的需要。 其次, 就五四时期马

克思主义传播受到哪些社会心理的影响这一问题, 笔者认为,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的社会心理状况极

其复杂, 但是从总体上看, 国民的几种主流心理趋向成为助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动力, 下文将

一一分析。 再次, 从根本上看, 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 其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社

会心理需要的特征是其得以传播的关键原因, 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则是其在中国发芽、
生长、 壮大乃至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要科学、 辩证地分析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 不能主次颠倒。
总之, 社会心理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 发展和壮大的关键因素。

三、 五四时期社会心理的变化助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前期, 旧社会伦理道德的心理惯性依然存在, 人们在思想上处于受钳制的状态, 思想

上和心理上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阻碍因素。 但是, 受五四运动前后急剧动荡

社会现实的影响, 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 主流社会心理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助

·08·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 年第 4 期

淤
于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 第 2 卷, 北京: 三联书店, 1961 年, 第 272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9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第 91 页。



推因素。 正如瞿秋白曾描述的: “ 《新青年》 《新潮》 所表现的思潮变动, 趁着学生运动中社会心理

的倾向, 起翻天的巨浪, 摇荡全中国。 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 绝不能望文生义的去解释他……学生

运动的引子, 山东问题, 本来就包括在这里。 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 在殖民地上就是

帝国主义, 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趋向于社会主义, 就是这个原因。冶淤 他认为, 五四时期国民社

会心理的变动是国人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1. 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国人的文化守旧心理

由于长期处于封建社会的封闭状态中, 中国人形成了封闭保守、 自负排外的民族文化心理。 在

这种心理的支配下, 外来文化很难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

播也必然受到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阻碍。 但是,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冲破了这种守旧文化的心理藩篱,
在中国大地上生根、 发芽和壮大。 究其原因有二: 第一, 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闭保守的民族文化心

理, 成为先期的文化心理准备。 新文化运动是旨在破除封建思想束缚的文化革新运动, 在打倒旧道

德、 旧思想和旧文学等主张的激烈冲击下, 中国民众卸去了封建礼教在文化心理上的包袱, 尝试以

开放的心态接受新鲜事物和外来文化, 思想上的启蒙和解放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提供

了文化心理准备。 第二, 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是其得以迅速、 广泛

传播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 从深层次看, 文化心理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 因而是

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 其保守的特质体现在要求延续传统、 不轻易改变的内在心理惯性和思维

定势。 因而, 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往往更加容易接受与己相似的、 与原有观念冲突少的文化, 而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容和本质上的亲缘性为其传播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正如吴玉章所

说: “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 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 使我联想起孙中

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 所有这些东西, 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

会的美丽远景。冶于 可见, 二者之间的相通为五四时期中国人民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文化心

理基础。
2.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改变了国人的政治犹豫心理

五四运动前, 中国人民特别是革命先驱者在各种政治道路的选择上呈现出十分彷徨和犹豫的心

理, 而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心理震撼, 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心理, “特别是苏俄

两次宣告废除沙皇政府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 树立了一个无霸气、 无野心, 平等待我的国家新形象,
更使中国人民心向往之, 渴望了解、 学习苏俄, 努力研究、 宣传马克思主义, 便在一部分先进知识

分子中形成一种心理趋势冶盂。 相反, 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与苏俄的友好态度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
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衰败景象让中国革命先驱者对资本主义道路产生了政治失望心理。
第一,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积极的政治心理准备。 苏俄的对华

宣言、 偿还国土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行动表达了友好的态度, 呈现出社会主义国家焕然一新的、 与

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不同的精神面貌和现实行动, 促使国民形成了一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信任心

理。 如苏俄对华宣言发布后, 中国劳工会致电指出: “中华全体的平民, 都钦佩你们创造的势力和

牺牲的精神。 我们劳动界尤其欢欣鼓舞, 愿与你全俄的农民、 工人、 红卫兵提携, 立在那人道正义

的旗帜下面, 一齐努力, 除那特殊的阶级, 实现那世界的大同。冶榆 可见, 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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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好态度推动了国民政治心理的转变, 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政治心理基础。 第二, 对

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和发展道路的政治失望心理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间接促动因素。 在巴黎和会上

帝国主义国家沆瀣一气, 对战胜国中国的合理诉求全然不顾, 也让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政治道路充

满了失望。 同时,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破败景象也让革命先驱者对资本主义政治道路

产生怀疑和失望心理, “1920 年, 梁启超发表 《欧游心影录》, 这篇论著中作者以耳闻目睹和亲身考

察的事实, 向人们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凄惨衰败的景象, 描述了由科学和

物质进步给西方文明带来的危机……虽然他们的分析都带有某些不准确性和片面性, 但人们对资本

主义文明的失望却是一目了然的冶淤。 显然, 人们由对资本主义的失望心理进而转向对社会主义充满

期望的心理。
3. 经济境况的持续恶化加剧了国人的经济变革心理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 中国经济状况持续恶化, 人民的生活条件也每况愈下。 可以说, 在内外

压迫者的双重经济剥削下, 国民已经对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产生了极其厌恶、 仇视和愤恨的心理,
进而产生了经济变革的心理。 第一, 统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得国民产生了失望、 不满和

变革的心理, 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经济心理基础。 当时各军阀为提升自身的实力, 不断扩充

军队, 军费开支的不断增长则通过各种税负、 以各种名义从人民身上压榨和获取, 经济剥削使得国

民的不满情绪和经济变革心理不断增长, 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分配制度和正义理想正符合当时民

众的心理愿望, 助推了其迅速传播。 正如张鼎丞所指出的: “我的家庭和自己受尽了压迫剥削, 对

于剥削压迫的黑暗社会, 是极端痛恨的; 这就使得我容易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和共产党的主

张。冶于 第二,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经济特权和经济剥夺, 成为国民经济变革心理生成和增长的外

部因素, 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促动因素。 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性和侵略性在中国得以充

分展现, 如租界区的关税制度、 侵略中国的战争赔款等不合理的经济掠夺形式, 而苏俄社会主义经

济发展的正义性则与其形成巨大的心理反差和对比。 国人渴望经济变革而又反对侵略和战争的心理

成为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心理基础, 在两种经济模式中最终选择了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 这

更加符合当时国人的经济心理, 即渴望平等参与、 和平相处、 正义分配的经济发展心理。
4. 反动统治阶级和列强的可恶行径激化了国人的集体爱国心理

爱国主义情感和心理是植入中华民族文化血液中的精神根基, 每逢民族面临危亡时, 爱国主义

情感就会集中呈现, 五四运动正是爱国主义情感的集中表达, 国民的集体尊严感和爱国心理因此被

激化并得以升华。 第一, 集体爱国心理的激化与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从一定程度上来看, 五四运动是一场在群情激愤的爱国主义集体情感激发下形成的群体行为, 如当

时上海的报刊评论道: “今此学生救国之举, 始而北京, 继而几遍全国; 始而学生, 继而商人, 以

及各界。 始而沪地, 继而又几遍全国。 此何故也? 皆所谓响应也。 何为而响应? 即所谓同此心而感

人也。冶盂 在激烈的爱国情感共鸣和渲染的作用下, 全国各行各业爱国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成为五四

运动的直接触发点。 爱国心理是一种社会情感和社会责任感, 承载着当时国人对民族命运的关切,
五四运动后, 这种爱国情感转化为理智的现实行动, 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爱国情绪的催化下得以

迅速传播, 成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指南。 第二, 五四运动后爱国情绪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部分民众在

这一大的时代背景感染下, 选择了传播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通过报刊、 学校、 各种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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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途径在中国广泛传播, 风靡一时, 在全社会掀起了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正如当时 《东方杂

志》 上报道的: “一年以来, 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 报章杂志的上面, 东也是

研究马克斯 (思) 主义, 西也是讨论布尔希 (什) 维克主义; 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的理论, 那里是

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 蓬蓬勃勃, 一唱百和, 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 仿佛有 ‘雄鸡一鸣天下晓爷
的情景。冶淤 这种全社会的风靡必然会引起很多民众的从众心理, 爱国情感瞬息之间转变为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热情, 社会主义作为新形式的救国救民道路被广泛传播和接受。

四、 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社会心理因素分析的现实启示

五四时期的社会心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对

理解当前社会心理和促进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1. 疏导极端社会心理, 提升大众幸福指数

社会心理是反映时代问题的晴雨表, 比较及时地反映和表达着一定时代群众的呼声和愿望。 在

新时代, 要通过各种途径及时关注和掌握人民群众社会心理的发展状况, 重视由社会心理问题所引

发的行动。 正如习近平指出的: “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 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

科普工作, 规范发展心理治疗、 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冶于 其实, 近年来, 因社会心理问题而引

发的群体事件已经屡见不鲜。 第一, 由社会心理问题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多发。 如前些年出

现的因钓鱼岛问题而引起的对日系车辆的打砸事件, 这并不是简单的爱国情绪的宣泄, 背后则隐藏

着部分人仇富、 焦虑的病态社会心理。 第二, 个人心理问题已经不断波及社会。 如近年来我国青年

在面临就业、 择偶等现实问题时所表现的社会心理状况、 博硕士研究生自杀事件背后所呈现的青年

群体的心理焦虑问题和心理疾病等, 这些社会现象和事件都表明部分社会成员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

出现了焦虑、 烦躁、 失落等心理问题, 甚至出现了抑郁症等心理健康疾病。 第三, 各种社会心理问

题蔓延至网络、 自媒体空间。 如各种网络直播中的伦理乱象, 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心理根源; 再如网

络、 自媒体空间不断泛起的悲观舆论和虚无主义思潮, 背后也有着社会心理层面的原因。 可见, 社

会心理状况已经成为新时代亟须关注和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由社会心理问题引发的一系列情绪化、
冲动化和感性化的错误行为对新时代社会和谐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为此, 要通过各种途径, 对

社会各群体存在的心理问题在了解、 掌握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 提升民众进行自我心理调

适的能力, 促进社会心态的理性化发展, 以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得到满足来提升普通民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维护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 为新时代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健康的社会心理保障。
2. 关切社会心理因素, 开拓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视角

普列汉诺夫对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把社会心理的研究纳入科

学的唯物主义视野下。 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分析则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运用, 对

于新时代而言, 更要积极开拓意识形态建设的社会心理新视角和新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培育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 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冶盂。 社会心理建设

和意识形态建设都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 而将二者融为一体、 协同建设则是新时代的新任务。 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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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要在意识形态建设中把握和运用社会心理, 提升意识形态建设的效果。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 宣传和传播中, 只有把握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特征, 采取符合不同社会群

体心理特征的教育和宣传方式, 才能达到心理认同和思想认同的效果, 进而促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各社会群体的思想认同和现实行动。 同时, 在实践中, 要充分考察和把握影

响意识形态的感性因素, 如把人民的获得感、 安全感和幸福感等内容纳入意识形态建设效果的考察

之中, 增强党和群众之间的情感共鸣, 运用情感沟通和情感策略促进意识形态工作效果质的提升。
另一方面, 要善于把人民群众的社会心理需求上升为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和政策。 只有把群众的社会

心理诉求和愿望提升和凝练为新时代党的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 才能使新时代意识形态更加符合人

民群众的现实需求, 保证其现实性和人民性。 在新时代, 要善于运用大数据技术收集信息和资料,
及时跟进和了解群众的社会心理变化, 对各个途径、 各个层面反映出来的群众心理需求给予相应的

满足, 对部分社会成员存在的社会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和化解。 如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形态主

张和政策则是党对群众的社会心理进行理论提升的成果, 人民群众在生活中对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

和资源浪费呈现的厌恶、 不满和失望心理是生态文明意识形态主张形成的关键因素。
3. 以社会心理问题为导向, 推动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和建设

在新时代的发展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问题, 这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 针

对这些社会心理问题,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推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研究, 构建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话语体系。 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依然具有提升

空间, “由于未能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 国内心理学往往被西方传统心理学俘获, 结果迷失在

各种异质性概念的马赛克拼贴之中, 有成为缺乏思想史坐标的无根基话语蒙太奇的危险……系统的

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话语创新在国内仍然是缺乏的冶淤。 为此, 新时代要推进具有中国自主话

语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建设。 一方面,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新时代各类社会心理问题为

导向进行社会心理学研究。 在研究和面对各类社会心理问题和社会心理现象时, 要以唯物史观为指

导, 全面深刻分析其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根源, 为解释和认知社会心理现象提供理论指导, 为

化解各类社会心理问题提供科学指引。 另一方面, 要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话

语体系, 为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走向世界提供话语基础。 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话语体系

要围绕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来打造, 使其不仅具有科学性, 更具有中国特色, 更加符合中国人民的

现实需求, 为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为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
化解不良的社会情绪、 应对错误的社会心理提供科学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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