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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实验室实验方法使得心理学思想成为了心理学学科, 并以此建构起了西化的科学心理学

关键词

体系. 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极大地影响了心理学科的研究方式, 使得心理学面临又一次的变革.

中国心理学

大数据方法的特性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认识论特征不谋而合, 这给予了中国心理学摆脱西化

大数据

影响, 并重构中国化心理学学科体系以机遇. 我们认为, 中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可以遵循天、地、

学科体系

人相互关联的构建原则. 从研究文化与精神的心理表征, 到社会生活情境的制约影响, 再到个体
的知、行、情、理、德的身心体验. 真正达到孔德所描述的人类最后科学的境界, 即“具有社会特

文化
认识论

性的生物个体在文化情境中的行为”, 这就是我们提倡的中国的心理学. 而在这种新的理论体系
之下, 以大数据为根本研究范式的中国心理学将会超越传统心理学中样本—总体、个体—规律、
情境—实验、数据—行为的二维争辩特性, 创建新的心理学研究范式.

2013年7月31日, 美国纽约州的米歇尔·卡塔拉

的搜索记录中的词条尝试以复杂数据为基础的社会

诺(Michele Catalano)家里迎来了6名美国反恐警察,

计算模型, 并得到它们与美国疾控中心(U.S. Centers

调查他们是否是恐怖分子. 而原因则只是因为她在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流感数据的关

谷歌(Google)上搜索高压锅的信息, 而她的丈夫则同

系 [1]. 这一结果能够有效地预测之后的H1N1疾病的

时在谷歌上搜索背包的信息(http://www.theatlanticwire.
com/national/2013/08/government-knocking-doors-beca

发生, 甚至预测得比疾控中心更快. 这种流行病学的

use-google-searches/67864/). 美国警方能够如此判断

惊. 类似的研究也广受关注和讨论 [2,3].

工作被数据工程师讨论并且完成得如此之好令人震

是因为他们将高压锅、背包和2013年4月15日的波士

大数据的研究已经在科学界崭露头角, 近年来

顿爆炸案联系在一起(http://www.cbsnews.com/feature/

Science, Nature杂志均出版专刊讨论大数据在科学中

boston-bombings/). 当然, 能够迫使美国警方如此行

的运用及其潜在问题. 以上面H1N1的例子来说, 流

动的可能性在于他们获取了卡塔拉诺及其丈夫的搜

行病学可能因这种大数据方法改变其研究的思维和

索数据. 我们不讨论这样一些类似事件的伦理问题

方式, 那么其他学科又将如何? 社会科学中以渗透

和政治影响, 但仅就日常生活而言, 大数据已经不止

数学的计算方法或者说主要以计算方式来研究已经

停留在口号上, 它切实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

有一段时间了 [4], 借助定量化的数学方法, 社会科学

2008年谷歌公司的数据工程师们通过谷歌保存

可能向纯自然科学靠拢 [5].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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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13]. 社 会 心 理 学 家 丹 尼 尔 · 吉 尔 伯 特 (Daniel T.

学又将如何发展?
Twitter等社交网站是心理学中大数据搜集和研

Gilbert)及其学生 [14] 开发了一个IOS平台的手机App,

究的主要平台. 通过对2008年8月至12月Twitter中用

让人实时报告其当下的思维、情绪以及事件. 他们搜

户语言的数学分析, 研究者们从中抽取出了紧张、抑

集了83个国家, 数千名被试从18到88岁的人的86类

郁、愤怒、活力、疲劳以及困扰6个维度, 组成了一

活动. 他们发现, 最快乐的事情是性爱、锻炼、聊天、

个情绪剖面的描述方法. 而如果将这种情绪剖面系

游戏、听音乐等, 而相比于不幸福的事件, 幸福事件

统与美国股市震荡、国际原油价格、类似美国总体选

通常是那些人们比较专心去做的事情, 这与传统调

举这样受媒体关注的主要事件以及感恩节这样的流

查研究的数据结论 [15] 和福流(Flow)理论 [16] 的假设也

行文化事件进行对比, 研究者们发现, 社会、政治、

较为相似.

文化和经济事件领域都高度强调不同的公共情绪的

我们看到, 心理学家已经开始使用多种平台获

维度和组合, 公共情绪的变化也能成为某些社会和

取大数据信息, 并采用语言学理论和数学方法进行

经济指标的有效预测平台 [6]. 通过对全球Twitter数据

了一些研究. 但是我们认为大数据并不只是心理学

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语义的分析, 研究者们也

数据采集方式的改变以及统计分析方法的数据驱动

发现, 个体的每日心情变化是存在节律的. 清晨时最

化, 它并不等同于社会媒体, 它也并不只是研究被试

为愉悦, 接着慢慢变差, 直到深夜, 情绪再度变好,

对象的增加. 大数据同时给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研

而周末的情绪则比周中要好 [7]. 这与用传统调查方法

究的思维带来了变化.

[8]

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 同时, 积极心理学家马丁·
塞利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等人 [9]根据其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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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革命对西方心理学体系构建的影响

PERMA理论, 建构相应的词库, 根据Twitter平台的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7]认为科学

用户自然语言和地点信息, 画出了一张美国的幸福

的演进和发展以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为轴. 虽然

地图, 并用以比较. 通过对语言的数学分析, 他们同

范式还包括理论与观念, 但通常是以方法的革新开

样建构出了能够有效预测幸福的自然事件集合, 这

始的. 心理学致力于研究人类心理历程与行为, 在古

种通过自下而上数据驱动方式的预测源可能要比以

希腊时代已不乏对人类心理的探讨, 但直到第一个

理论驱动方式得到的预测源要更为有效

[10]

.

心理学实验室的建立才被视为科学心理学的诞生.

除了社交网站, 图书、传统博客、短信以及手机

心理学实验室改变的是对人类心理的探讨方式, 而

App都有可能成为心理学大数据的来源. 有研究者对

并非是心理学研究的问题. 当然, 在微观层面上, 新

谷歌图书中的电子数据中蕴含的文化趋势进行了分

的研究方法会带来新的研究问题; 但是在宏观上, 心

析, 通过对占人类整个出版图书4%的5195769本电子

理学依然在探讨着人性与人类心理的本质. 方法的

图书的数学、语言学和文化分析, 他们阐释了从1800

革新并非给学科带来了研究问题上的本质变化, 但

年到2000年间英语文化中词典学、语法、集体记忆、

是它却规定了一个学科的规范, 带给了一个学科特

科技使用、名利追求、审查制度以及历史流行病学等

定的研究渠道和根本的思维方式. 大数据背景下的

一系列文化基因组学(Culturomics)现象的发展 [11]. 也

今天, 心理学同样不会改变其心理历程和行为的主

有研究采用博客数据进行分析, 他们对某博客网站

题, 但是它会给心理学带来不一样的学科思维方式和

上911事件前后2个月的1084名用户的博客数据进行

研究手段. 这种自下而上的影响必然影响到整个学科

了语言学分析, 发现在911事件发生后, 用户的消极

如何去思考问题、如何去探究主题、如何去执行研究.

情绪增长、更加认知性和社会性地卷入、他们的语言

心 理 学 家 艾 宾 浩 斯 (Hermann Ebbinghaus) 曾 说

中心理距离也变大, 但2周之后, 其情绪和社会参照

过: 心理学有长久的过去, 却只有短暂的历史. 但是

便回复至基线, 在接下来的6周中心理距离也回复至

无论如何, 西方在19世纪末建立起了科学心理学及

[12]

. 手机短信也是一种数据搜集方式, 一项研

其体系. 实验方法的诞生使得心理学思想成为心理

究分析了50万条911事件当天的手机短信, 发现愤怒

学, 是方法的革新规定了这个学科的学科体系. 大数

情绪是最先开始发生的主导情绪; 而焦虑虽然会产

据时代已然来临, 哈勃空间望远镜一天的数据采集

生, 但会回复至基线, 悲伤则是较后才产生的情

量甚至超过了天文学家之前两千多年采集的数据,

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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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 说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革也并不为
[18]

学的震荡, 有导致心理学覆灭的危险, 一些心理学系

. 现在, 大数据背景下的心理学又重新面临一

甚至冠以脑与认知之名, 一些认知和神经科学家从

次方法的革新, 这又是一次机遇和挑战, 使我们中国

心 理 学 系 跳 出 而 独 立 成 群 [23]. 在 这 样 变 革 的 今 天 ,

心理学家有可能重新审视心理科学的学科体系.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 带给心理学特别是中国心理学

过

我国何尝不曾具有长久的心理学过去. 就像西

一个整合、思考和重塑的机遇.

方心理学家可以下笔皆溯之以古希腊一般, 我国心

西方人强调个性,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 [24]

理学家在心理学思想上甚至同样可以言必称孔孟老

以原子论的自然观来看待世界, 认为世界是有每个

庄. 从春秋战国时代至今, 历代思想家均留下了他们

不同且不可入的原子而构成. 所谓的不可入, 便是强

对于知虑、志意、情欲、智能、才性等心理学观点的

调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相互独立性, 每一个原子都是

[19]

. 但很遗憾, 现代中国心理学史在开始之初

一个个体. 这种观点反应在对社会看法上, 便是强调

却是西学东渐的结果, 是由留学西方的学者谱写

个体意识. 而这种观点反映在其认识论上便是以还

的 [20]. 这样的好处是使我们快速地建立起了这样一

原思想为基础发展的现代科学研究. 典型的自然科

门学科, 但是坏处却是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中国自己

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均采用这样的分析手段. 物

的心理学体系, 甚至都没有心理学的中国化过程, 现

理学研究各种粒子, 试图找出最为微小的粒子结构;

行的心理学体系和研究对象是完全西化的. 文化心

化学将物质还原为元素; 而生物学则以细胞为基本

理学家彭麦克(Michael Bond)[21]曾感叹, 如果心理学

单元作为研究起点. 这种研究思想并未超脱朴素的

是由中国人创建的, 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

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 西方心理学同样基于还原论

理学的基础学科. 心理学并不是绝对而纯粹的自然

的体系, 而且在神经科学革命时达到顶峰. 冯特及其

科学, 诸多心理学主题甚至是哲学问题, 心理学科的

学生铁钦纳(Edward Bradford Titchener)开创了现代

思考

社会性使得完全以祛魅(Disenchantment)

[22]

的现代科

西方心理学的第一个流派, 称之为结构主义(Structur-

学甚至是生物学的研究方式来进行研究, 丧失了心

alism). 铁 钦 纳 意 欲 将 心 理 的 意 识 经 验 分 为 类 似 感

理学的独特性以及人心的超越. 认识自己作为一个

觉、情感、意志这样的元素, 用一种类似化学的方式

人的独特性不仅仅是根本的哲学问题, 也是心理学

来解析人类意识. 虽然每个人都是由元素和细胞组

的根本问题. 由于对问题解释的多样性和不同角度,

成,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只将每一个个体当作一堆元

心理学可以如它的哲学母体般表现出不同的体系和

素或者细胞. 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对这样的还原思

形态. 彭麦克的话说明中国的心理学可以是不同于

想提出了异议, 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 而且我们

西方心理学体系, 用中国人的独特认识论来讨论心

的知觉原则是整体性的, 我们能够将一条连续的散

理学问题. 当然, 一些本土心理学家长期呼吁做有中

点知觉成一条线, 也能够将照片上远近不同的个体

国特色的心理学主题和内容, 但是在当时心理学中

知觉为同等大小, 虽然他们在视网膜上的像是有大

的文化革命的背景下, 他们的努力却止于进行一些

小的.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德国的格式塔心理学毕竟

本土性概念的探究, 缺乏建立起一种独特中国心理

没有在西方主流心理学中起到太大的冲击. 威廉·詹

学体系的魄力. 当然, 我们欣赏中国学者对心理学构

姆斯(William James)的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心理

念的不同解释,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以为了去寻求和

学虽然不再强调意识的分解, 转而认为意识的不可

西方的不同去定义中国心理学体系的重要性. 相反,

分性, 强调意识的流动特征, 但是詹姆斯的心理学依

在大数据背景下, 我们认为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与

然还是还原论的心理学. 他强调自我, 将自我分解为

中国人独特的认识论方式给予了建构一个独特的中

主我(I)和客我(me). 这种从“认识你自己”开始的思想

国心理学体系的可能.

本身就是个体意识的展现, 强调这句话的古希腊哲

自从20世纪末以来, 心理学连续遭遇变革和范

学家苏格拉底宁愿赴死而拒绝他人的营救, 这是因

式转换. 文化、进化、情绪和神经科学交替成为热门

为苏格拉底将其自我作为了其行动的道德根据, 将

主题. 在神经科学浪潮中, 中国心理学家适时抢占了

其自我意识极大化了.

潮头, 贡献良多. 神经科学家对心理现象的解释体系

之后的西方心理学流派皆沾染了还原论与个体

并没有脱离西方, 甚至是和西方无异的. 当然神经科

主义的痕迹. 尤其是认知心理学的计算机隐喻, 彻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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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低级化, 表现出了一种很强

自己逼到了绝境. 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用生物学手

的还原倾向. 计算机是一种拟人化的产物, 反而将人

段开始探究心理现象, 相信生物学能够解决人类的

类心理还原为这样的拟人化物质表现为了一种逻辑

心理问题甚至是社会心理问题. 心理学科的疆域日

的倒退, 但是却方便进行实证研究. 神经科学则将这

益减少, 它与生物学的疆界几近模糊, 心理学系中的

种还原推向了极致, 将人还原为生物, 还原为最基本

生物学倾向日益明显. 传统社会心理学家、发展心理

的生物过程. 当然,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生物过程确实

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与认知神经科学之间隔行如隔

对心理现象有着直接的影响, 且影响巨大. 但是我们

山的趋势越来越大. 虽然有学者预测, 到2038年, 认

也不得不指出, 人类心理确实不仅只是生物过程. 是

知科学中占据九成江山的会是心理学 [29], 但是以此

否任何心理过程都能够还原为这种生物或者物理的

势头发展, 不用20年, 也许心理学已经名存实亡. 这

[25]

. 用神经来解释诸如道德、自由意志

便是以个体还原论为基础的西方心理学产生的异化.

这样的相对高级的人类心理现象似乎并不如用它来

强调最基本的生物过程却被生物学所钳制, 以生物

解释注意、记忆等相对低级的心理现象那样具有优

学为纲却沦为被生物学所代替, 这是西方心理学异

过程尚存争议

势, 因为其争议颇大

[26]

.

化的必然结果. 而现今便是这一异化的高潮. 异化代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理论或者技术尚未发展到某

表着否定, 在异化背后隐藏着的是另一次轮回, 如果

一程度, 对心理现象的生物生理机制的强调可以为

心理学仍然遵循西方传统, 那么结果还将是再重复

心理学提供有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但至少生物过

进行一次同样的发展, 接着异化, 接着再进行一次轮

程或者物理过程现在还不至于代替或者颠覆心理历

回. 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认为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程成为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虽然这是许多认知

从来都在循环往复地发展的原因 [30]. 当然, 异化不

神经科学家的美好愿景. 作为讲述心理学基本原理

应该成为评估某一科学体系是否合理的关键标准,

的教科书, 其目录及顺序通常表达了这一学科的学

但是却深刻影响了学科的发展. 西方心理学的异化

科体系. 西方心理学教科书一般遵循从神经元、基因

发展至今实际已然大半去除了心理学中的心理成分,

等还原性的生理基础讲到感觉等最初级心理现象,

模糊了“心理”的概念, 这已经开始钳制了学科发展.

再逐步推进到社会文化等主题的从低到高体系. 重
视前者, 以前者为根的还原倾向明显. 从低到高, 强
调低级过程对高级过程的影响, 这是西方心理学的
研究进路. 中国心理学的教材也同样亦步亦趋.

2

大数据背景下中国心理学的体系
中国文化和西方不同, 我们不是强调个体意识

的文化, 我们使用群体意识来定义个体意识 [27,28]. 儒

但是西方人并非没有集体意识, 只是集体意识

家思想的伦理是建立在君臣父子的关系之上, “仁”实

是个体意识的外化, 以个体意识为先, 它变成了一个

际上也是在阐述关系. 这一点文化心理学中集体主

[27,28]

. 苏格拉底认同自己认同的法律,

义 [31] 以及相依自我 [32] 的研究均给出了准确的注脚.

无论此法律判处是否公正, 是否合理, 他选择服从,

在实证上, 如果让中国人更多地用“我是······”来描述

第二性的概念

这并不是因为他服从了法律这一集体契约, 而是因

自己, 他们会更多地进行“我是中国人”、“我是我妈

为他强调了自己的个体意识. 他并不是为了集体精

的女儿”、“我是某某的妻子”这样的具有群体中个体

神或者民族大义这样的东方传统理由而慷慨赴死,

的表述方式 [33]. 而更为重要的是, 在认识论上, 中国

他的死是因为他的个体意识. 但是西方文化的个体

人并非是还原论的, 相反, 我们是整体论的. 围棋的

意识外化产生集体意识的方式容易产生异化. 苏格

全盘把握与中医的辩证论治都证明了中国人的整体

拉底自己认同的法律导致了自己的死亡, 他所认可

观认识论 [34]. 我们认为世界是流变不居、充满矛盾但

的规则反而成为了逼迫他自己的压力. 个体意识走

又普遍联系的 [35]. 我们能够分散注意的焦点而看到

向异化是必然的结局. 西方心理学同样面临这样的

图画的背景 [36], 我们能注意到背景的变换 [37], 我们

困境, 以个体意识为先的还原论心理学相信以最基

能加工矛盾的信息 [38], 我们倾向于场依存而不是场

本的神经细胞、基因或者大脑活动便能够解释所有的

独立 [39]. 这种普遍联系的整体观恰恰符合大数据样

心理现象. 这样做的结局现在已经开始显现. 强调基

本即总体以及从数据中发现未知联系的特征. 如果

本生物过程的心理学因为强调基本的生物过程, 将

说, 神经科学变革将心理学推至极端的西化和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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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那么强调总体的大数据来临则给了按照整体观

为, 中国心理学的学科体系可以遵循天、地、人相互

认识世界的中国学者和中国心理学以机遇.

关联的构建原则. 从研究文化与精神的心理表征, 到

我们将群体意识内化为个体意识, 所以如果以
中国文化为纲来构建一套中国心理学的体系, 那么

社会生活情境的制约影响, 再到个体的知、行、情、
理、德的身心体验. 真正达到孔德(Auguste Comte)[46]

这一体系不会走向西方心理学那样异化的道路, 成

所描述的人类最后科学的境界, 即“具有社会特性的

为反对和钳制自己的压力. 我们只会在这一构架基

生物个体在文化情境中的行为”, 这就是我们提倡的

础上不断积淀 [40]. 对比西方心理学体系, 这是一个

中国的心理学.

更为安全的心理学体系, 而现在正是处在西方心理

既然我们重新架构了心理学体系, 那么大数据

学异化的终点, 和大数据整体思想的碰撞, 中国心理

背景下的中国心理学应该研究些什么? 当然, 如果

学应以此为契机, 建构一套独有的心理学体系.

我们将大数据仅仅看作一种方法论, 那么我们可以

那么以集体意识为先的中国心理学应该从何处

和神经科学革命一样, 将大脑活动作为一种观测指

作为起点和基础? 维持集体的纽带在于纲常, 在于

标, 简单而地毯式地将所有先前心理学研究和教科

共享的规范、道德和价值体系, 这就是文化. 个体的

书神经科学化, 再在神经科学水平上或者大数据水

心理从本质来讲不光在反映我们的思维、情感和心理

平上进行理论整合. 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述, 大数据带

的影响, 它更是人类文化承载的载体. 因此, 我们认

来的并非只是数据量的增加与计算方法的先进化,

为, 新的中国心理学体系的起点应该是文化. 大而化

它实际上蕴含了整个学科思维方式的改变和学科体

之, 这也是精神追求, 文化赋予我们意义. 研究已经

系的倒转. 我们认为, 按照新的心理学学科体系, 大

证明, 文化会影响个体的基本认知过程, 也会影响人

数据背景下的中国心理学体系可以研究以下内容:

们的归因、分类、决策等社会认知过程

[41]

. 在文化的

(ⅰ) “天”的意义.

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和精神

框架下, 道德也是中国文化强调的内容. 孔子强调

对人们心理的影响. 比如意识问题, 如群体中的人理

“礼”, 认为人们首先得尊重礼法. 而人的完满状态不

解的意识是什么、中国人的自由意志观等问题; 文化

过是“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逾矩”(《论语·为政》), 所
以即使我们磨砺一生, 最好的状态仍然是在规范中

问题, 如使用大数据方法进行文化比较、了解文化的
进化、破译文化基因的遗传密码等问题; 信仰、善与

相对自由. 而且这种在规范中相对自由的状态甚至

美的问题, 如信仰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道德思维、具

成为了我们的精神追求. 甚至还包括美、绝对意志、

身道德、美德、良知、跨文化审美认知等问题 [47,48].

超越等主题, 这是人心特别是中国人的心理历程作
为一种可被研究的对象的起点. 文化和精神追求作

(ⅱ) “地”的制约. 人所创造的社会制度与社会
关系对人性的制约及规范作用. 比如在大数据背景

为一种形而上或者形式性的集体因素时刻影响着人

下进行一系列诸如文明历史及意义发展、个人历史信

类心理; 而接下来的便应该是作为一种实体和经验

息预测等历史问题; 家庭、学校、社区等社会结构问

性的集体因素的影响, 我们将其称之为制度和社会

题; 法律、政治等社会制度问题; 亲属、同事、朋友、

响在某一特定事件上要远远大过这个人的个体差异

伴侣等社会关系问题; 社会情境分类问题等 [49,11].
(ⅲ) “人”的活动. 人类心理活动和过程的身心

特征 [42]. 再者, 无论是整个人类历史积淀的集体无

体验. 比如在大数据背景下阐述人格结构与类型、智

的影响. 而身处于集体中的人, 其受到的社会情境影

都鲜活地

力和创造力的本质等个体差异问题; 情绪和理性对

将其烙印打在了个人之后的行为上. 除去集体因素

意识

[43]

, 还是个人历史包括其早期经验

[44]

形而上与经验性的影响, 剩下的第三部分, 便是个体

行为的影响、动机和需要对行为的驱动等行为动力问
题; 知识的本质与储存方式、知行合一的心理学表

与集体的交互作用以及个体自身的因素上. 自身因

达、学习的实质等教育和发展问题; 与人心相关的身

素这是西方心理学强调的因素, 但只是新的中国心

体体验、生理过程与生物学结构等问题.

理学体系中较小的心理过程. 这包括个体的特质等

3

人格结构和需要、动机人格动力以及它们和情境的交

中国心理学新学科体系下的大数据心理

互作用 [45]. 同时, 也包括个体情绪、理性与行为问题,

学特征

这是蕴藏于个体身上较为古老的话题. 因此, 我们认

就像我们所讨论的那样, 实验室实验方法使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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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学建构起了其西方体系. 而大数据的方法

常少的一些个体的规律来替代整个群体的规律, 是

变革使得我们有可能建立起符合中国文化和中国人

需要有先决条件. 其一是, 这个群体中的所有个体没

认 识 论 的 心 理 学 体 系 . 当 威 尔 海 默 ·冯 特 (Wilhelm

有任何区别; 其二是, 通过科学地选取方式, 我们有

Wundt)建立其心理学实验室时, 他和整个学科面临

可能使得选取的个体能够代表整个群体.

了诸多的问题. 不得已与退而求其次的委曲求全方

认知科学家特别是认知神经科学家通常会暗含

法实际上在心理学思考中大量存在, 由于长期的使

第一个假设. 他们将人脑看作计算机的处理方式通

用, 这些因为不得已而使用的方法变成了经验标准

常便是如此假设的. 我们对外界信息进行编码、存

甚至学科规范. 做一个简单的反事实思维, 如果冯特

储、加工和提取的过程似乎是普适的. 因此研究基础

能够很容易、很快地测量所有人的感觉, 我们有理由

生物过程和认知过程的心理学家通常使用很小的样

相信他会去这样做, 而不是仅仅依靠几个研究被试

本. 但是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出这种假设和基于这种

的结果. 当然这样说缺乏实证精神, 历史无法操纵,

假设的研究结果之间的不协调性. 首先, 即使在最基

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反事实思维是合理性的. 心理

本的认知过程上, 仍然会存在个体差异. 不同的人会

学思维和方法上的不得已至少表现在: 第一, 由于无

注意不同的信息, 也会记住不同的信息. 每个人甚至

法搜集或者无法很容易、快速地搜集到全体数据, 改

在工作记忆的容量上也存在区别. 其次, 根据第一个

用样本来通过统计方式代替全体; 第二, 由于无法经

假设, 群体中的个体并无差异, 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

济地获取个体历史数据, 建立在概率统计基础上的

相信不同的人在面临同样的刺激时会做出一模一样

心理学结论能够发现普遍规律但无法将其用之于个

的反应. 当然, 这个假设更应该解释为如果在同样的

体; 第三, 由于无法很好在现实生活中观察想观察的

时空条件下, 如果每个被试有同样的历史经验, 他们

现象, 心理学实验方法必须在实验室中创设各种非

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反应, 就像同样配置的计算机计

真实情境; 第四, 由于心理过程和行为的量化缺乏统

算过程和呈现的结果无异一样. 但是我们会在诸多

一标准, 心理学构念必须由研究者根据其个体经验

fMRI研究中, 发现分派在同一实验条件下的研究被

将之转化为可以操作化的概念并代之以测量. 这些

试做出了不同的结果. 也就说, 在大部分fMRI研究

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已然在心理学研究者的思维中

中, 每个实验条件下结果的离中趋势并没有理论上

根深蒂固, 它影响着心理学的实验设计、结果推倒与

的那么小. 这本身就是一个逻辑错误, 部分心理学家

研究评价. 大数据背景下, 许多问题已经不需要退而

根据他们信奉的前提条件进行研究, 而研究的结果

求其次. 心理学需要改变的首先是破除许多所谓的

恰恰否定了这一前提条件.

学科规范和经验标准, 在变革的时候不需要固执于

如果我们承认个体间确有差异, 那么小样本能

本来便是委曲求全的方式, 换之以本来就应该如是

代表总体的可能性只有随机抽样这一条路径可以选

的方式来看待心理学问题. 这些大数据心理学特性

择. 确实, 如果遵从严格的随机抽样程序, 无论是何

与思维方式表现在:

种程序, 我们在数学上是可以推测总体的全貌的. 类

3.1

似盖洛普之类的调查实际上已经部分证实了其效度.

样本即总体

但是, 大量主流心理学研究却并没有遵从随机抽样

由于不经济的原因, 心理学家在以前不大可能

的程序. 这并非是心理学家不想随机抽样, 而是在之

获得总体数据. 人格和个体差异研究者经常使用心

前的历史背景下通常做不到. 心理学家能够做到的

理测量方法, 因为量表项目和统计方法的关系, 他们

只能是随机将并不随机的样本分配到不同的条件中

[50]

. 而社会心

去. 随机分派在统计上能够解决一些无关变量的影

理学家因为使用实验室实验方法, 所以分派在每个

响. 但是我们依然无法因为几十人或者上百人的实

条件下的研究被试通常都为几十人. 发展心理学家

验得出人类的普遍规律. 而且, 基于随机抽样的原

或者临床心理学家甚至可能使用更少的样本. 但是

则, 要抽取一个普遍适用于人类整体的样本, 是不可

除了对单个被试进行单纯干预的研究, 心理学的主

只有几十或者上百人的. 为了能够适应统计规律, 有

还有可能去选取超过一千人的大样本

旨在于揭示普遍规律. 所谓普遍规律意指将人类作

时候心理学将30人便称为大样本, 这实际上是囿于

为一群体而适用的规律. 很明显, 要用一个群体中非

样本的限制而不得已去适应研究与分析方法, 而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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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考虑研究假设和结论的无奈之举. 基于样本的研

发表偏差以及对原创性的追求, 验证研究在心理学

究其结论严格来说只能用之于这一样本, 再向外推

界并不盛行. 在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enial

广, 其概括性和生态效度是值得怀疑的.

Kahneman)[55] 公开批评心理学启动研究范式, 并号召

有经验的研究者都会知道绝大多数心理学研究

启动研究进行重复验证之后, 加之因实验数据丑闻

是基于西方的(western)、受教育的(educated)、工业的

频发而导致整个心理学界形象告急的时候, 一些SCI

(industrialized)、富裕的(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社

或者SSCI索引杂志抛开原创性要求, 开始声明接收

会及其人群的. 大部分主流心理学研究结果是基于

重复验证性文章. 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

[51]

.

logical Science, APA)也专门出版杂志接受重复性验

有学者甚至严肃指出心理学权威研究杂志《人格和社

证文章. 但在大数据背景下, 这种影响是可以得到轻

会 心 理 学 杂 志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易解决的, 一者是基于大数据的心理学研究由于其

Psychology)应该更名为《美国大学本科心理系学生的

样本便是整体, 并不需要过多的元分析; 二者是, 即

人格和社会心理学杂志》. 这在人群中进占5%的样本

使是基于传统的研究方式, 在理想状态下, 大数据背

美国大学生样本, 研究者根据其方便来取样的

毫无代表性可言

[52]

. 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普通人”, 他

们在视知觉、公平、合作、空间推理、分类和演绎推

景完全可以将心理学的各种研究数据都做存留, 动态
性地报告出某一特定心理学假设的实时元分析结果.

理、道德推理、自我概念及其相关动机甚至是智力的

在理论上, 这些基于样本的研究在某些情况下

遗传性上都和其他95%的人存在区别 [53]. 因此, 将某

还有辩解的余地. 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便是, 心理历程

一群并不随机抽取的人的结果作为某一特定行为或

和行为受多种变量影响. 一条心理规律必然有着诸

者心理现象的基础, 这种先验标准是错误的, 也是不

多的限定语. 在实验中, 除了主效应的发现, 实际上,

合实际的. 大数据背景下的心理学实际上模糊了样

心理学家更执着于找到一个调节变量(moderator)或

本和总体的概念. 样本大到就是总体. 也就是说现在

者说两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 而被试的限制实际

我们可以有条件获取所有人的数据, 而这样的结果

上和心理规律的限定于有重合之处. 如果美国心理

实际上可以推论到所有人.

学家仅仅关系美国中产阶级白人的心理规律, 那么

为了掩盖样本造成的问题, 传统心理学家在方

他们选择WEIRD的研究被试并没有错误之处. 但是,

法和理论上都给出了其辩解. 在方法上, 心理学家采

实际上只要我们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个体差异,

取考察尽可能多的样本的方式来验证某一特定结论

那么限制就可以在逻辑层面无限分割于每一个个体,

的信度 . 一种方式是进行元分析 (meta-analysis), 即

导致我们无法得到普遍规律, 只能得到个体规律. 这

用手工的方式选取尽可能全面的研究结果, 用数学

显然并非心理学家所愿. 大数据的出现, 不仅是将样

的方式来综述, 看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被试与不同方

本变成了整体这么简单, 而且将这一悖论得到解决.

式之间效应如何. 元分析方法极度依赖已发表的文

由于全体的数据量, 我们可以轻易地在任何层面上

献. 但是已发表文献同样存在巨大的问题. 已发表文

获取数据、得到结论, 可以方便地得到有任意限定语

献通常是结果显著的研究, 而事实情况则可能是这

的结论. 在得到这些普遍规律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不

一结果并不真实存在, 但是由于某些特定原因, 某些

放弃个体的个性规律.

特定研究者得出了显著的错误结果, 而他的研究得
到了发表, 导致的后果是让学界认为这一结果是真

3.2

个性即规律

实的. 也许十次实验只有一次显著的结果, 而这一次

心理学家试图得到适用于人类全体或者某一群

得到了发表, 那么学者们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个实验

体的普遍规律. 我们已经讨论过, 适用于全体的普遍

的结果应该是失败的. 这种在心理学界普遍存在的

规律在传统心理学中很难得到. 即使得到普遍规律,

发表偏差(publication bias)

[54]

实际上极大影响了元分

另一个问题是, 它无法应用于个体. 亦即, 我们得到

析的有效性, 也极大地影响了学者们认识真实心理

了普遍规律充实了学科知识, 但真正能够指导自己

规律. 第二种心理学家常用的多样本交叉验证研究

生活的心理学结论却在理论上是没有的. 当然, 群体

信度的方法就是重复研究. 可重复是实验科学的基

规律能够运用于群体, 对于政策制定者或者思考社

本特征, 是验证研究结论信度的不二方式. 但是由于

会的智者来说, 这样的规律能够让他们迅速把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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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样貌. 但是, 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自己独立生活中

根据个体的个体差异特征来推断其之后的行为. 但

的个体来说, 他们关心的还是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

人格特质本身便是一个集合性的平均概念, 它无法

生活. 那么, 当心理学结论运用于单个个体来说时,

进行预测, 它只能在平均水平上进行探讨. 一个外向

便会产生问题.

的人并非不会外向, 他只是在所有行为的集合上表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带上墨镜能使人行为

现得外向而已. 由于心理学的这种解释方式始终还

更不道德 [56]. 这是对某个群体的研究结果, 即使这

是建立在以平均和普适性为基础的心理学构念上,

个群体是具有高度的代表性的, 也不能说明任意一

即使存在个体历史数据, 其对个体行为的预测也始

个人带上墨镜, 他就会变得更加不道德. 这是因为心

终不能令人满意. 而大数据背景却使得心理学家能

理学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群体的平均水平上的, 我

够动态化地根据所要研究的心理现象和行为在自然

们只能说: 平均来说, 带上墨镜会使人更多地进行欺

无序状态下的结构, 根据大量他人在类似历史条件

骗. 研究表明, 写宽恕信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幸福

下的真实行为来推测某个特定个体的心理现象和行

感

[57]

. 但是, 这一结果也是基于实验比较的. 并非所

有写了宽恕信的被试其幸福感的提升都高于没有写

为. 大数据的革新并非只是数据量的增多, 实际上还
蕴藏了理论建构方式的变革.

宽恕信的被试, 而只是写下宽恕信的人其幸福感提

我们有理由假设, 在心理测量学中, 由于大数据

升的平均水平要高于控制组的人. 但是, 实际上, 无

的出现, 其基本理论和验证方式能够发生改变. 简单

论是心理学家还是媒体宣传都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地说, 由于大数据背景下个体历史数据的搜集成为

我们能够根据心理学的研究结论给出普通个体以建

可能, 那么从传统着重整体测验及其项目间关系的

议, 但是, 建议只是建议, 群体结论是不可能适用于

经典测量理论(Classic Testing Theory, CTT)到着重个

每一个个体的, 严格来说, 这样的建议犯了逻辑错误.

体项目特性的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

探寻普遍规律的传统心理学无法避免这样的逻

IRT), 心理测量理论的着重点是否会发生变化? 计

辑错误, 因为它的研究结论并不是针对个体或者某

算 机 自 适 应 测 验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

个特定的人的. 普遍规律是学科知识积累和探索的

CAT)的产生是为了将个体作为测验的参与主体的特

需要, 而对个体生活以指导则只是附带产物. 即使以

性突出, 而不是将测验的重点集中在测题上. 但是由

指导个体生活为己任的传统心理学家, 其研究和指

于理论的缺乏, 以个体为中心的测验始及其理论体

导实践之间也必然存在着这样的逻辑错误. 但是大

系始终没有建立. 人格和个体差异的复杂性告诉我

数据心理学家却可以在探寻普遍规律的同时, 比较

们, 不同的人在面对同一套测验体系或者同一个项

方便地给予个体以指导. 以亚马逊(Amazon)公司为

目时进行的理解不会是完全同质的. 富裕的个体和

例, 由于它拥有用户的历史搜索与查看数据, 其推荐

贫穷的个体在理解“金钱”这个概念时必然不同, 他

[58]

.

们对同一个涉及此概念的测验或者单个项目的反应

这种推荐的方式是针对个体的, 因为每个个体都有

就不能在同一个算术体系下进行平均和比较. 因此,

不同的历史记录. 而其推荐何种商品却又不是自上

建立一种以个体为中心而非以测验为中心的心理测

而下的理论式的, 仅仅是一种数据驱动的计算方式,

量理论是必要的, 而大数据的背景则为这种理论的

根据别人的搜索历史来模拟你的偏好. 这种自然式

形成提供了条件. 同时, 个体历史的保留同样可能解

方法反而更能够运用在具体的个体生活中.

决某些社会问题, 如对社会事件中涉及的个体的全

列表能比较准确地根据用户偏好给出推荐商品

传统心理学家并非不想对个体进行预测, 但是
获取每个个体的历史数据近乎不可能. 在大数据背

面把握, 以及类似高考这种不顾历史数据而定于某
次抽样的选拔方式的讨论.

景下, 获取这样的数据已经可以比较轻松. 根据历史

一个测量的好坏在于其信度的检验方式. 即使

数据, 我们能在大数据背景下对每个人个体进行独

使用传统测量理论, 大数据背景也将进行革新. 测量

特性的分析, 给出个体特有的规律, 从而使个体运用

是数据驱动的, 大数据背景会改变心理学对于理论

心理学结论成为可能. 假使传统心理学家能够得到

特别是以数据驱动的理论的检验. 由于数据的更新

个体数据, 那么他们所进行的预测, 也多半会基于理

保存, 对某个测验来说, 常模可以说动态的, 因为它

论, 或者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 比如人格心理学家会

不断在进行补充和更新. 那么一个好的心理学建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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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一定是一个基于数据而动态

察之现象, 而不必像自然观察法那般必须等待自然

变化却又始终保持结构稳定的理论建构. 如果它是

条件中想考察的现象自然出现. 这样能够迅速积累

一个房子, 那么房梁地基都不会发生变化, 而随着数

实验, 是心理学科得到快速发展, 也增加研究者的控

据的变化住在其中的人却不断变化, 但无论人怎么

制感与对研究的把握. 第二, 不真实意味着在非自然

变, 屋子总是那个屋子. 以大五人格理论为例, 如果

条件下可以极大剔除自然条件下的各种混淆变量,

他是一个好的理论, 那么它在数据增加的时候, 或者

尽量只考虑心理学研究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

随着时代变迁, 那它的五个因素就不会发生变化, 但

心理现象和行为受诸多因素混合影响, 而实验室情

是五个因素对应的项目却可以发生时代的变迁. 这

境可以通过精确的控制, 使得实验组和控制组在除

同时也表明, 一个好的心理学建构它始终是以数据

了被操纵的自变量这一个条件不同外, 其余条件均

和计算为基础的, 却又是能应用于数据和计算的. 理

保持相同. 这样, 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的比较才反应

论和数据的关系是双向的. 是数据和计算组成了理

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而这种除了自变量之外

论建构, 而这一建构同样能够预测一群数据中某一

的一致性, 在自然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存在. 虽然可以

个点的属性或者行为. 就传统心理测量观来说, 如果

通过如协变量等统计方式来矫正混淆变量的影响,

说大数据或者动态常模有颠覆, 那么它实际上可以

但是其精确程度以及因果推论的准确性与实验室条

不颠覆经典测量理论甚至是项目反应理论的观点,

件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 心理学实验室实验的不必真

但是它必然颠覆了经典测量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的

实特点使得这门学科在短期内能够积累大量知识,

验证方式. 对于经典测量理论来说, 一个构念的结构

也使得心理学研究的精确化和可重复性大增. 重要

应该在一个动态的常模上有着动态的稳定性; 而对

的是, 正是实验方法使得心理学可以宣称自己是科

于项目反应理论来说, 一个项目的优劣也在于它应

学. 不必真实的实验方法使得心理学家能够自豪地

该在一个基于动态的被试选择中保持其项目特征曲

在教科书开篇有底气地论证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

线基本参数的稳定性.

合理性. 他们可以放心地说, 一门学科的科学与否在

就大型的心理学理论来说, 大数据背景下动态

于研究方法, 而不是研究主题. 某种程度上来说, 正

的数据驱动理论或许要强于至上而下式的是思辨理

是实验方法的科学性赋予了心理学以科学的特征.

论. 因为思辨理论常会指责数据驱动理论是描述性

物理、化学教科书在开篇之处不会花大力气说服读者

理论, 而它们可以做规范性的事情. 即数据驱动的理

认为他们是科学, 但是几乎所有心理学教科书都在

论容易犯下从“是”推论出“应该”的自然主义谬误. 但

做这件事情. 作为心理学家,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

实际上, 我们可以说, 一组动态数据驱动的理论已经

学科的无奈和不自信. 因此, 传统实验室实验方法在

将“是”极大化了, 把这种“是”已然推向了“应该”也就

心理学中的地位无可撼动.

是能够预测行为的边缘, 即它虽然只是描述了自然

但实验室实验方法是否就无懈可击? 答案必然

状况下各种心理和行为的关系, 但是像我们讨论过

是否定的. 其缺点仍然是由其不必真实的特性而引

的那样, 它能够根据这些自然的数据关系, 做出较为

起的. 就像我们前面所探讨的那样, 心理学试图得出

良好的预测, 正如前述亚马逊的例子一样.

普适性的规律, 而这样不真实的实验情境中得出的

3.3

情境即实验

结论能否适用于其他情境是值得怀疑的. 严格来说,
从什么样的实验情境、什么样的实验操纵、什么样的

心理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实验方法. 心理

实验观测方式、什么样的研究对象中得出的结论只能

学实验室的建立是科学心理学诞生的标志. 在我们

适用于同样的实验情境、实验操纵、实验观测方式以

看来, 区别于其他方法, 实验方法的特点便是不必真

及研究对象. 在研究的生态效度与研究的概括性性

实. 这是优点、也是缺点. 心理学实验方法不真实的

上, 实验室实验比较欠缺.

优势表现在: 第一, 不真实意味着非自然条件, 即可

而大数据背景下的心理学研究, 这一基本方式

以进行任意操纵, 这极大增加心理学的研究速度. 研

有可能得到扭转. 我们并非要抛弃操纵自变量、控制

究者在非自然实验室条件下可以创设任意实验条件,

混淆变量、观察因变量、比较实验组和控制组的研究

让被试身置其中. 这样便可以考察任意研究者想考

逻辑. 只是大数据背景下的心理学数据情境众多,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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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几乎是自然条件, 不存在代表性问题. 大数据使

Hume)[60] 的 对因果关系的理解, 如果我们知道两个

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选取不同的情境而进行比较.

变量之间的必然联系, 那么剩下需要确定的只是空

因此, 在大数据中挑选情境便是实验方式. 传统的自

间是的接近性和时间上的延续性. 而后两者在大数

然观察法的弱点在于无法等待想要研究的现象出现.

据中是非常容易获取的. 因此, 大数据并非不能获得

而在大数据中, 实际上现象均已出现, 心理学家需要

因果关系. 再者, 根据心理学的统计方法, 进行实验

做的只是挑选, 而并非等待. 这种自然, 而且能够比

统计的方差分析方法, 在本质上仍然是考察操纵的

较的新型实验方式, 不存在研究结果概况性的问题,

变异与误差变异的检验, 二者之和作为总变异. 在数

也并不缺乏实验精神和因果探究的逻辑. 对比实验

学原理上, 这与考察相关关系的回归模式并无二致.

室实验的第一个优势, 大数据背景下的心理学研究

因此实际上, 真正影响了因果关系的还是实验假设,

没有了操纵, 但是在逻辑上并非不能比较, 因为操纵

同样一套操纵的数据既能说明暴力电视节目增加攻

还是为了比较. 实际上为了进行研究, 大数据的数据

击行为, 也能说明更加攻击的人喜欢看暴力电视节

搜集者并非不能进行操纵和干预, 抛开需要讨论的

目, 真正影响因果关系的还是研究者的假设 [61]. 而

伦理问题, 这是可行的. 同时, 对已有数据的挖掘完

且若进行暴力媒体与攻击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统计

全能够使各种已有情境变成实验的自变量, 从而进

思想上, 我们实际上只比较了观看暴力电视节目者

行比较. 我们完全可以将大数据的这种方式看作自

的的攻击行为和未观看暴力电视节目者的行为. 而

然观察的未来形态, 即观察者已知所有他要观察和

要做出因果推论, 我们还必须掌握观看了暴力电视

不需要观察的现象. 这样的话, 心理学研究便变得简

节目者若未观看时的行为以及未观看暴力电视节目

便、经济、普适而且可比较.

者若观看时的行为. 而这两者, 实际上再精确的实验

对比实验方法的第二个优势, 大数据方法确实

室实验也无法了解. 因此, 实验室实验的因果关系在

存在无关变量无法控制的问题. 但是大数据研究者

逻辑上也是不严格的. 大数据方法把真实情境作为

一般忽略此问题, 他们甚至宣称自己不注重细微的

实验, 在得出因果关系上, 我们认为能够和实验室实

精确性. 从统计思想上来说, 随机抽样能够比较有效

验有几乎等同的效力. 在已有研究中, 大数据的主要

地控制干扰变量的影响. 但是随机过程能够带来的

功用实际上并非只是简单阐明了相关关系. 大部分

最好效果只是模拟总体, 在任何变量上的维度中随

研究者运用大数据去进行预测或者填补并不知道的

机样本和总体保持较为一致的稳定性. 如果总体在

数据缺失. 这两点功用实际上暗含了因果关系的功

某一个维度上表现出系统误差, 那么样本同样也会

能在内. 当然, 纯粹以计算数学模型建立的理论在建

保持系统误差. 这是大数据无法避免的问题. 但是如

立之时并没有考虑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只是用数

果从大数据的全体中抽取不同的情境进行实验性比

据驱动的方式建立起一个联系. 但是, 对这种模型的

较, 那么通过比较也可以以类似实验室实验的匹配

解释或者说对这种模型的使用, 却并不只是相关那

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如A/B testing方式, http://visualwebsiteoptimizer.com/case-studies.php).
实验室实验作为心理学主导方法的另一个原因

么简单.

3.4

数据即行为

是, 实验是公认进行因果推理的最有效方式. 心理学

在心理学诞生之初, 意识的结构和功能才是心

实验通过比较和控制的方法得出因果关系, 这遵循

理学的研究对象. 但是自从华生的批判, 心理学才转

了密尔(John Stuart Mill)[59]5种因果推论方法中的求

而将目标关注行为. 这一转变使得研究行为在心理

异法. 一般来说, 心理学讨论两种关系, 一种是因果

学的研究对象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虽然一般心

关系, 一种是相关关系. 一些大数据研究者认为大数

理学都会把心理过程和行为对应, 但是一般的认知

据需要探讨的就是相关关系, 而不需要因果关系. 诚

心理学都会用反应时等行为指标来推测心理过程.

然, 从原理上来说, 因果关系比相关关系多出了一些

当然在神经科学研究方法中, 神经等生物过程代替

信息, 即谁因谁果以及是否存在第三变量的问题. 相

行为作为了心理现象的反映指标. 但是传统心理学

关关系已然给两个变量之间的联系做出了解释, 虽

仍然采用大量的行为实验来探究心理现象. 我们的

然这一联系并不一定是必然的. 但是按照休谟(David

观点是, 大数据背景下, 数据就是行为. 这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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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大数据记录的信息实际上就是普遍化的人类行
为, 而且这种数据行为具有自愿以及可普遍化两个
特征.
首先, 大数据作为行为由于大部分是自然条件
发生的, 它是人自觉自愿的行为. 比如微博留言和评
论, 大部分时候虽然可能有自我展示的成分和动机
在内, 但是这样的数据至少是自觉的, 也不是被强迫
的. 有经验的研究者都会发现, 心理学的大多数被试
是课程被试, 他们进行实验是有获取学分或者达到
课程要求这一目的在内的. 而现今大量使用的类似
亚马逊Mturk这样的网络数据, 被试也是因为为了获
取金钱而进行心理学实验的. 这样的被试在得出结
论的代表性上至少是存在争议的. 而其动机通常也
会在心理学实验中引出不必要的额外变量. 即使不
是为了钱或者学分的普通被试, 那么这样的被试通
常也以女性居多, 他们在某些个体差异特征, 例如利
他程度上是和别的被试有区别的. 大数据中的行为
数据却基本是在自然条件下自然发生的, 并不是受
到实验者强迫, 并将他们置于一个受控的环境中完
成的, 譬如越来越多的可穿戴设备以及量化自我技
术(quantified self, http://quantifiedself.com/)使得我们
能够很轻易地在自然条件中收集生理和行为数据.
这是大数据行为数据的一大优势.

4

总结与展望
对于中国心理学来说, 大数据是一个机遇和挑

战. 机遇在于大数据革命所蕴含之理念切合中国文
化, 中国心理学家理应首先受益, 也因之可以更符合
中国朴素思维方式化地对心理学系统重新进行思考.
需要强调的是, 这并不是说西方心理学就不会或者
不适宜使用大数据的方式来进行研究, 也不是说中
国心理学就只能研究群体而忽视个体. 心理学研究
的历史已然表明并非如此. 我们意在指出大数据革
命可以使得中国心理学重新思考研究心理学的进路,
以期改变西方个体化进路使得还原论极化以致心理
学异化并生物学化而难以自拔的现状. 符合中国朴
素认识论的大数据为心理学学科进路的转向提供了
可能, 为心理学的发展与研究方向提供了新的选择.
这一变革不会是中国心理学所独有, 但论此变革背
后之思想渊源却最为贴合中国朴素认识论.
而大数据革命又切实给我们带来了挑战. 不难
看出: 首先, 大数据改变的不是技术, 而是心理与行
为. 诚然, 大数据使得计算机信息技术有了更大的用
武之地, 但是技术的革新或者升级演进并不是大数
据对人类所产生的最深层次影响. 大数据最终所影
响的是行为, 是活生生的人, 而不是冷冰冰的数字.

其次, 大数据的行为数据是可普遍化以及可以

人类的行为、社会的行为、政府的行为、国家的行为,
大数据表面影响着浅层的信息技术, 而深层影响着

比较的. 在心理学研究中, 由于无法直接观察心理现

的是人类的活动方式、社会的变迁方向、政府的组织

象而需要用行为去推测, 导致可供观察的行为五花

架构和国家的战略决策. 这些全面的影响使得心理

八门. 在心理学研究中, 对同一心理现象的观察可以
采用不同的方法. 每一位研究者都以创造不同的范

学家担负了更加重要的职责. 其次, 大数据不是方法
革命, 而是思维革命. 大数据革命并不是要改变研究

式和方法为乐, 而且新的独创的观察方法通常还会

方法, 而是要改变实施和设计研究的指导思想. 在单

受到高档次杂志的青睐. 这是学科的创造和理性之

纯技术领域, 大数据也许会使得计算方法更加精益

美, 但是这更使得学科的系统庞杂混乱, 许多相似概

求精, 但是在面对具体的问题时, 大数据往往使得我

念之间没有可比性. 例如研究攻击行为, 研究者可以
观察人们是否会对一个玩偶进行击打, 也可以观察

们从另一个从来没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比如样本
即总体、个性即规律、情境即实验、数据即行为的特

人们是否会对一个犯错误的人进行点击, 甚至还可

点, 使我们能够站在更大的视野上来看待人类社会

以看一个人会把他人照片撕得有多碎. 不同的方法

和行为, 彻底改变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和设计研究

之间很难直接进行比较, 而且每种观察或者用心理
学术语来说, 每一个操作性定义都不能完好地代表

的角度. 快速适应思维转换乃是大数据变革下心理
学家需要投入努力的地方. 再次, 大数据研究不是算

同一个概念. 但是大数据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由

法导向, 而是问题导向. 应该说, 任何研究都不是算

于数据已经搜集好, 研究者所做的更多事情是从已

法导向, 而是问题导向的. 只是有时候研究者会迫于

有数据中挖掘出行为, 这个时候每个研究者在大数
据中定义同一种行为基本会才有差不多的操作定义,

方法, 而且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信息过剩的今天, 能
够从大量信息中提出问题, 是如何利用精致的方法

使得大数据产生的结果之间能够比较.

解决问题的前端环节. 只有算法, 而不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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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是空洞的. 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需求的
价值在研究层面上远远大于精致计算、细致操作的价

数据”一词都将不再被提起, 就像我们只有在停电时
才会意识到我们身处一个电的世界, 但我们不会时

值. 在这样的背景下, 心理学家不应纠结于具体的计

常提起它. 那么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 大数据已经深

算, 而应在适应大数据思维的条件下重新审视心理

入我们的生活. 或者深入地说, 是大数据的思维方式

学研究的问题, 积极寻求与技术专家的合作. 最后,
大数据并不是学科改变, 而是学科颠覆. 如果一次革

潜移默化地深入了我们的生活, 是我们慢慢习惯了
大数据的行为模式. 大数据这一词的远去, 留下的是

命并未对一门学科产生质的改变, 那么这次革命是

一系列在未来看来可能并不算先进的算法和在任何

不成功的. 大数据对于技术领域的改变不可谓不大,

时候都会熠熠生辉的思想.

但是相对于心理学, 前者的改变可能还只是量上. 我
们已经提出, 大数据势必改变整个心理学或者保守

大数据变革不仅让心理学家找到了一种新的研
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更重要的是能让我们重新思考

来说, 是中国心理学的学科架构. 因为它迎合了中国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目的及理论体系. 创建中国心理

人的内在思维习惯和外化行为模式. 我们需要适应

学的理论, 不是要终结我们对世界心理学的结合和

这样的颠覆, 并将大数据的思维模式有机地融入朴
素的认识论. 可以想象, 在不久的将来, 也许连“大

学习, 而是借助新的研究范式和新的发现, 为世界心
理学做出我们中国心理学家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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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psychology has essentially becom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relying on empirical laboratory research. However, the era of
big data will dramatically influenc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methods coincide
with Chinese folk epistemology, which provides Chinese psychology the opportunity to weake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ization and
restructure our own psychological systems. We proposed an interactive system of TIAN, DI, and REN as a new Chinese psychological
system. Based on this system, Chinese psychology can now study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from the cultural and spiritual mental
representations to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ituations, and further the individual’s psycho-physical experiences of cognition, emotion,
reasoning, morality, and behavior. Following this path, Chinese psychology can become, as termed by Auguste Comte, the “the last
science”. Under this new system, Chinese psychology will build a new paradigm and go beyond the dialectical dilemmas in traditional
psychology, such as sample vs. population, individuals vs. patterns, situations vs. experiments, and data vs.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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