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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体育社会心理学
———基于２０名中、外运动心理学家学术经验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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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访谈２０名中、外运动心理学家，采集他们基于自身专业知识、工作经历和学术

思考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定义、学科性质和研究内容的判断，对这些信息进行归纳分析。结果

显示：１）体育社会心理学可以定义为一门研究体育情境中的人际关系、交互作用、心理过

程、行为特征和体育文化心理的学科；２）体育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运动心理学和体育

社会学交叉形成的一个二级学科，以体育情境为基础，同时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学科性

质；３）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由社会心理学中与体育运动相关的内容、运动心理学中社会

心理学性质的部分、体育社会学中心理和行为方面的研究、文化心理学中与体育运动相关的

议题等４部分构成，主要关注８类５８种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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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１．山西大学 体育学院，山西 太原０３０００６；２．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体育部，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１．Ｓｈａｎ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ａｉｙｕａｎ０３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２．Ｃｈｉｎａ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ｕｈａｎ），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４，Ｃｈｉｎａ．

１　前言

虽然匈牙利学者Ｄｏｒｏｓ在１９３２年提出了Ｓｐｏｒｔｍｏｚｇａ

ｌｏｍＦａｒｓａｄａｌｍｉＬｅｌｅｋｔａｎａ（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的概念，但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体育社会心理学的

学科创建工作才得到重视，当时 Ｋｅｎｙｏｎ（１９７０）、Ｍａｒｔｅｎｓ

（１９７０）、Ｂｏｕｅｔ（１９７０）、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ｏｖａ（１９７１）、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１９７２）和Ｂａｌｌ（１９７３）等相继以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ｒｔ或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为主题阐述了体育社会

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早期相关著作出自美国和加拿大，包括 Ｍａｒｔｅｎｓ

（１９７５）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ａｒｒｏｎ

（１９８０）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Ｃｒａｔｔｙ（１９８１）的《Ｓｏ

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ＩｓｏＡｈｏｌａ和 Ｈａｔｆｉｅｌｄ（１９８６）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Ａ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和

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９９３）的《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ｒｔ》，我国学者

黄金柱（１９８５）、季浏和朱学雷（１９９６）对国外文献进行了汇

编，相继以《体育社会心理学》为名出版了相关书籍。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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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成为运动心理学的重要部分，主

流运动心理学教科书都设置专门章节予以介绍，但体育社

会心理学的学科创建工作并没有引起持续的关注，较新的

著作只有 Ｈａｇｇｅｒ和Ｃｈａｔｚｉｓａｒａｎｔｉｓ（２００５）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ｏｆ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ｎｄＳｐｏｒｔ》，Ｊｏｗｅｔｔ和Ｌａｖａｌｌｅｅ（２００７）的《Ｓｏ

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ｐｏｒｔ》和王进（２０１３）的《当代体育社会心

理探索———从理论到实践》，且目前能够查阅的名为体育

社会心理学的著作也仅约１０部。

体育社会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深受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社会心理学”概念一直被不严谨地

用于体育科学研究（Ｍｏｒｒｉｓ，２０１３），习惯性的认为体育社会

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诸多特殊领域之一，应从社会

心理学视角考察体育情境中个体的思考、感受和行为（如

Ｈａｇｇｅｒ和Ｃｈａｔｚｉｓａｒａｎｔｉｓ，２００５；Ｊｏｗｅｔｔ和Ｌａｖａｌｌｅｅ，２００７），这

种认知显然是嫁接社会心理学概念的结果。实际上体育

社会心理学已经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社会心理学在体育

领域中的复制品。Ｍｙｅｒｓ（２００６）认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内容是社会思维（社会中的自我、社会信念与判断、社会行

为与态度）、社会影响（基因、文化和性别影响、从众、说服、

群体影响）和社会关系（偏见、攻击行为、吸引和亲密、利

他、冲突与和解）。Ｊｏｗｅｔｔ和Ｌａｖａｌｌｅｅ（２００７）认为，体育社会

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是社会关系、沟通、教练员领导、团队动

力、团队凝聚力、动机氛围、运动中的关键社会过程和认知

过程、观众效应、运动道德、社会支持、运动员职业转换、运

动激情、运动心理学中的跨文化问题，其中，有关体育道

德、体育文化心理、运动中的心理现象等具有明显的体育

特色，而基因影响、说服、利他等主题尚未受到体育社会心

理学研究者的重视。因此，现代体育社会心理学不是简单

的“体育”和“社会心理学”组合。

现代社会心理学已经分成两大阵营，即实验社会心理

学（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和批判社会心理学（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同时，形成两种认知模式，即心理学

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因此，导致“什么是

社会心理学”成为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３）。

由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对社会心理学的依赖，也成为体育社

会心理学无法回避的难题，如Ｂｏｕｅｔ（１９７０）认为，它是社会

心理学的重要领域，而Ｌｕｓｃｈｅｎ（１９８０）认为它是体育社会

学的子学科。

综上所述，目前国际运动心理学界还没有对体育社会

心理学形成具体的学科认知。由于一门学科的定义、研究

对象和学科性质是学科确立的几个重要因素（米靖，

２０１２），所以，认知“什么是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应该是

明确它的定义、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鉴于现有文献缺乏来

自学科本身的阐释，国际运动心理学界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

判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研究通过访谈中、外２０名运

动心理学家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定义、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的

见解，试图从学界内部认知体育社会心理学。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的调查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特征：１）运

动心理学博士或教授；２）发表过体育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论

文。总共向７３名中、外运动心理学家传达了访谈问题，４１

人（中国２２人，欧美１９人）给予回复，其中，２０人（中国１３

人，欧美７人）的回复有效，回复率为５６．１６％，有效回复率

为４８．７８％。被访者全部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１６

人、副教授３人和助理教授１人；１４名博士研究生导师，包

括国际运动心理学会主席（姒刚彦）、国际运动心理学会前

任主席（ＳｉｄｏｎｉｏＳｅｒｐａ）、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运动心理学

会前任主席（ＴｏｎｙＭｏｒｒｉｓ）、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运动心理

学会副主席（卢俊宏）、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心理学分会

主任委员（姚家新）、美国应用运动心理学会主席（Ｒｏｂｅｒｔ

Ｓｃｈｉｎｋｅ）、美国应用运动心理学会前任主席（ＪａｃｋＷａｔｓｏｎ）、

中国台湾运动心理学会前任理事长（季力康）、中国台湾运

动心理学会理事长（黄崇儒）和副理事长（廖主民）（表１，

表２）。

表１　本研究中国运动心理学家基本信息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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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背　景 调查方式

姚家新 天津体育学院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电话访谈

姒刚彦 香港体育学院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电话访谈

王　进 浙江大学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电话访谈

毛志雄 北京体育大学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陈作松 福建师范大学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孙延林 天津体育学院 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谢红光 深圳大学 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杨阿丽 沈阳体育学院 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段艳平 香港浸会大学 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季力康 台湾师范大学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卢俊宏 台湾体育大学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廖主民 台湾体育大学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黄崇儒 台北体育学院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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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本研究国外运动心理学家基本信息一览表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犌犲狀犲狉犪犾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犉狅狉犲犻犵狀犛狆狅狉狋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狊狋狊　

专家姓名 　　　工作单位 　　背　景 调查方式

ＲｏｂｅｒｔＳｃｈｉｎｋｅ 加拿大劳伦森大学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ＪａｃｋＷａｔｓｏｎ 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ＳｉｄｏｎｉｏＳｅｒｐａ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ＴｏｎｙＭｏｒｒｉｓ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ＤａｉｅｎｌＧｉｌｌ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波若分校 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ＥＭＡＩＬ调查

ＴｈｅｌｍａＨｏｒｎ 美国西密西根大学 博士，副教授 ＥＭＡＩＬ调查

ＡｌａｎＫｏｒｎｓｐａｎ 美国阿克伦大学 博士，副教授 ＥＭＡＩＬ调查

　　３２名调查对象没有给予回复，具体原因不明。２１人

没有完成调查，原因包括：１）工作太忙，未能在时限内完成

访谈（１人）；２）认为教科书中已经存在定义，个人没有新

见解（５人）；３）认为自己不是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者，无

法回答相关问题（１４人）；４）认为自己不再开展体育社会

心理学研究，不适合回答相关问题（１人）。进一步分析发

现，１４名认为自己不是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者的运动心

理学家发表过与体育社会心理学相关的论文，议题包括：

运动归因（６次）、运动态度（４次）、运动动机（７次）、兴奋

剂（１次）、运动队心理（６次）、运动心理学史（５次）等。可

见，部分运动心理学家开展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但不认

为自己是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者。

调查情况同时表明，大部分被访者可以准确理解调查

问题的含义，能够决定是否回答，这也展现了他们良好的

治学态度。２０名运动心理学家具体回答了相关问题，说

明他们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整体情况存在关注和思考，是

具有科学价值的考量。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访谈

运动心理学家的专业知识、工作经历和学术思考积淀

成一座座宝贵的“知识库”，凝练其中有关体育社会心理学

的学术经验，将为有效认知体育社会心理学提供一个新的

视角。因此，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即访谈的问题是

结构式的，被访者的回答是非结构式的）开展调查工作。

具体调查过程如下：２０１３年９月４日—１２月２０日，

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Ｅｍａｉｌ）完成访谈工作。访谈过程如

下：１）编制访谈题目“请您概括性地介绍一下您个人对体

育社会心理学的认知，如：什么是体育社会心理学、如何界

定体育社会心理学”；２）联系王进、姒刚彦、季力康等３名

中国研究者（具有海外学习背景，熟悉国际运动心理学发

展情况，在体育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展过专门研究，并取得

优异成果；调查人员能够与他们进行中文交流，这有利于

检验初访问题的效度，并帮助研究者进行完善，为后续调

查奠定基础），获得访谈许可后实施第一阶段的调查；３）根

据专家意见修订访谈问题，并翻译成英文，“Ｗｏｕｌｄｙｏｕｌｉｋｅ

ｔｏ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ｔｏｍｅ？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

ｗｈａｔｉｓ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Ｃａｎｙｏｕｇｉｖｅｍｅａｎｅｘｐ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ｙｏｕ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ｖｉｅｗｓ？”根据国际运动心理学

会（ＩＳＳＰ）、美国应用运动心理学会（ＡＡＡＳＰ）、亚洲及南太

平洋地区运动心理学会（ＡＳＰＡＳＰ）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

动心理学分会（ＣＳＳＰ）等组织的通讯录，向中、外７０名优秀

运动心理学家发出调查请求：“尊敬的ＸＸＸ教授，您好！

我有几个关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问题想咨询您，不知道是

否可以？”（Ｄｅａ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ｏｃｔｏｒ）ＸＸＸ：ＭａｙＩａｓｋｙｏｕｓｏｍ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ｏｒｔ？Ｉａｍ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ｏｎ

ｔｈｉｓｆｉｅｌｄ．），获得许可后通过电话或邮件完成采访。

获得访谈信息后，首先将访谈录音和Ｅｍａｉｌ内容提取

出来，转换成文本文件。然后，在１名英语专业在读博士

研究生的协助下将英文信息翻译成中文。第三，将每位被

访者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定义提取出来，如Ｃ０７认为体育

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体育运动情境下的社会心理学问题”；

ＥＡ０４认为“相对于生理心理学，体育社会心理学更强调社

会心理学或心理过程”。第四，标注每条定义的关键词，如

Ｃ０７的界定被标注的关键词包括“体育情境”和“社会心

理”。访谈信息通过随机编码呈现，编码开头大写字母代

表地区，其中“Ｃ”代表中国大陆、“ＣＴＷ”代表中国台湾、

“ＥＡ”代表欧、美地区。关键词提取工作由２名运动心理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和１名硕士研究生分别进行，在运动心

理学家的指导下统一意见。

２．２．２　帕累托分析

帕累托分析是一种分析、查找主要因素的直观图表。

将要分析的因素按主次从左向右排列作为横坐标，纵坐标

为各因素所占的百分比或累计百分比。把累计百分比分

成３类：０％～８０％为主要因素，８０％～９０％为次要因素，

９０％～１００％为一般因素。本研究采用帕累托分析法统计

运动心理学家提及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对象的词频和

百分比，以明确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次要研

究对象和一般研究对象。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中、外运动心理学家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定义

《现代汉语词典》（２０１２）对“定义”的解释是，对概念的

内涵或语词的意义所做的简要而准确的描述。２０位受访

专家基于各自的学术经验，给出了相应的体育社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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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根据这些定义的核心意思，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即

模糊化定义和具体化定义。

１２名受访专家的模糊化定义从４个方面参照了社会

心理学的界定（图１），分别是体育情境下的社会心理问题

（Ｃ０１、Ｃ０２、Ｃ０５、Ｃ０７和ＣＴＷ０４）、将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嫁

接为体育社会心理学定义（Ｃ０９、ＣＴＷ０３和ＥＡ０３）、用社会

心理学理论阐释体育活动中的心理现象（Ｃ０６、ＣＴＷＯ１和

ＥＡ０１）和相对于生理心理学的定义（ＥＡ０４）。

图１　本研究中、外运动心理学家对

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模糊化定义示意图

犉犻犵狌狉犲１．　犜犺犲犃犫狊狋狉犪犮狋犇犲犳犻狀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

狅犳犛狆狅狉狋犳狉狅犿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犉狅狉犲犻犵狀犛狆狅狉狋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狊狋狊

　　８名受访专家的具体化定义强调了体育社会心理学４

个核心特征（图２），分别是体育活动中的交互作用

（ＣＴＷ０２、ＥＡ０２、ＥＡ０６和ＥＡ０７）、体育活动中的人际关系

（Ｃ０３和Ｃ０４）、体育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特点

（Ｃ０８）和体育情境下社会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ＥＡ０５）。

图２　本研究中、外运动心理学家对体育

社会心理学的具体化定义示意图

犉犻犵狌狉犲２．　犜犺犲犆犾犲犪狉犇犲犳犻狀犻狋犻狅狀狊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

狅犳犛狆狅狉狋犳狉狅犿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犉狅狉犲犻犵狀犛狆狅狉狋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狊狋狊

　　目前，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任务和发展水平不能等

同于社会心理学。它主要关注体育活动中的交互作用、人

际关系、体育社会化过程和社会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而社会心理学关注的政治、国际冲突、疾病等问题还没有

得到运动心理学家的重视（Ｔａｙｌｏｒ、Ｐｅｐｌａｕ和Ｓｅａｒｓ，２００４）。

所以，简单“嫁接”社会心理学定义无形中虚张了体育社会

心理学的内涵。借用社会心理学定义不利于有效认知现

阶段的体育社会心理学，它应该有符合自身特征的定义。

３．２　中、外运动心理学家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的

认知

学科性质是在学科分类基础上对某一学科基本形态

与本质特点的界定（米靖，２０１２）。根据张力为和毛志雄

（２００３）、Ｗｏｏｄｓ（２０１１）对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研究内

容的介绍，对２０名运动心理学家建议的体育社会心理学

定义的学科性质进行归纳，发现１２名运动心理学家持心

理学倾向，８名运动心理学家持社会学倾向（图３）。

图３　本研究２０名中、外运动心理学家

对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的判断示意图

犉犻犵狌狉犲３．　犜犺犲２０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犉狅狉犲犻犵狀犛狆狅狉狋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狊狋狊’

犗狆犻狀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犇犻狊犮犻狆犾犻狀犲犖犪狋狌狉犲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犛狆狅狉狋

　　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来源深受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

和生物学等多种学科的影响，其６种主要理论中的４种

（心理动力学理论、群体动力学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社会

认知理论）来自心理学研究取向，２种（符号交互理论和社

会交互理论）来自社会学研究取向（王恩界，２００８）。所以，

心理学部分主要关注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社会学部分主

要关注他人影响、人际关系、交互作用和社会影响。应以

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重视角看待体育社会心理学，这是一

个同时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性质的交叉学科。

３．３　中、外运动心理学家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的

认知

独立的研究内容是一门学科存在的主要依据，也是与

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刘一民和曹莉，２００８）。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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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调查了１７名运动心理学家（中国１１名，欧、美６名），列

出他们认为体育社会心理学应该研究的内容。根据社会

心理学理论和相关内容的涵义进行归纳，总共提取１２５个

关键词，包括５８种主题。提及次数最多的１０个主题是团

队凝聚力（１０次）、观众效应（８次）、教练员—运动员关系

（７次）、教练员领导行为（７次）、运动动机（６次）、团队动

力（５次）、自我概念（４次）、动机氛围（４次）、归因（４次）和

攻击与暴力（４次）。

表３　本研究中、外运动心理学家认为体育社会心理学应该研究的主题一览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犆犺犻狀犲狊犲犪狀犱犉狅狉犲犻犵狀犛狆狅狉狋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狊狋狊犛狌犵犵犲狊狋犲犱狋犺犲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狋犲犿狊狅犳犛狅犮犻犪犾犘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犛狆狅狉狋

　　主题 次数 　　主题 次数 　　主题 次数

团队凝聚力 １０ 年龄与运动参与 ２ 自我呈现 １

观众效应 ８ 出生地影响 ２ 自我设限 １

教练员运动员关系 ７ 文化影响 ２ 种族观念 １

教练员领导 ７ 体育文化心理 ２ 社会态度 １

运动动机 ６ 成就动机 １ 体育态度 １

团队动力 ５ 比赛动机 １ 效能信念 １

自我概念 ５ 人际关系 １ 焦虑 １

动机氛围 ４ 队友领导 １ 运动员养育方式 １

归因 ４ 健康促进 １ 饮食失调 １

攻击与暴力 ４ 朋辈影响 １ 兴奋剂 １

队友关系 ３ 榜样 １ 青少年体育行为 １

社会支持 ３ 群体问题 １ 运动员的文化学习 １

跨文化差异 ３ 社会促进 １ 个性与运动参与 １

合作与竞争 ２ 教练员影响 １ 执教心理 １

主场效应 ２ 父母教养 １ 表象 １

运动员职业生涯转换 ２ 父母影响 １ 社会解释 １

药物滥用 ２ 社会认知过程 １ 性格塑造 １

沟通 ２ 人际知觉 １ 社会分层影响 １

运动热情 ２ 社会知觉 １

社会关系 ２ 个人知觉 １

　　根据社会心理学和运动心理学理论，将５８种研究主

题归纳为８类，即团体动力学（包括运动动机、动机氛围、

人际关系、团队凝聚力、领导、团队动力、观众和主场效应、

社会支持）、社会认知（包括归因、态度、自我、知觉、观念）、

社会行为（包括攻击与暴力、滥用药物、运动参与行为、文

化学习、运动员职业生涯转换、沟通）、社会心理现象（运动

热情、执教心理、社会关系、表象和社会解释）、体育文化心

理学、体育道德、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和社会

心理影响。

将每类研究主题被提及的次数占总次数的比率从高

到低进行排序，然后，进行帕累托分析，结果显示，累积百

分比为０％～８０％的研究内容是团体动力学和社会认知，

它们是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累积百分比为

８０％～９０％的研究内容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现象，它们

是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次要研究内容；累积百分比为９０％

～１００％的研究内容是体育文化心理学、体育道德、社会因

素对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和社会心理影响，它们是体育社

会心理学的一般研究内容（图４）。

部分被访专家注意到体育社会心理学探讨了一些有

意义的新问题，如队友关系（ＣＴＷ０２）、朋辈影响（Ｃ０９）、运

动员的职业生涯转换（Ｃ０４）、父母教养效应（ＥＡ０６）、文化

差异效应（ＥＡ０６）等。可见，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心

理学是哺育体育社会心理学发展的重要知识源泉，体育社

会心理学可以参照这些学科和自身发展情况扩展自己的

研究内容。

图４　本研究中、外运动心理学家对体育社会

心理学研究内容认知的帕累托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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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４．１　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定义

体育社会心理学作为社会心理学与体育科学的交叉

学科，难以逃脱社会心理学的母系约束，但体育社会心理

学受自身生长环境的影响，已经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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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教练员运动员关系、体育道德、主场效应、运动员职

业转换等。社会心理学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长期影响显

然约束了中、外运动心理学家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认知。

所以，借用社会心理学定义成为研究者们界定体育社会心

理学的主要形式。

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分两类：一类认为，社会心理

学是研究人的社会行为的科学；另一类认为，社会心理学

应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研

究对象（乐国安，２００８）。这些特征得到了中、外运动心理

学家的认同。因此，从交互作用、人际关系、行为等方面对

体育社会心理学进行界定。

由于社会心理学与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任务的差异，

“嫁接”社会心理学概念显然难以有效认知现代体育社会

心理学的范畴。因为，体育社会心理学不仅要检验社会心

理学理论和方法在体育情境中的适用性，还需要从体育情

境中发掘自有理论和方法。

根据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从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范畴

看，可以将其定义为：研究体育情境中的社会心理现象、社

会行为和体育文化心理问题。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具体

研究内容看，可以将其定义为：研究体育情境中个体与个

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相互关系、运动行为与社会

心理氛围的交互作用、体育影响个体社会化的心理过程、

体育情境中的社会行为特征和体育文化心理问题。

４．２　二元视角下的体育社会心理学学科性质

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和心理学关系密切，这种关系注

定体育社会心理学同时兼备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特征，更具

体的讲，应该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性质的研究议题共同构筑

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基础。因此，需要以体育领域为

前提的背景下，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二元视角认知体育社

会心理学。

首先，现代体育社会心理学是一门交叉学科，社会学

或心理学的单一学科视角都很难充分考量体育社会心理

学的本质。所以，要从多角度认知体育社会心理学，它应

该包括社会心理学中与体育运动相关的内容、运动心理

学中社会心理学性质的部分、体育社会学中心理和行为

方面的研究，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

究范畴。这种学科交叉的情况在社会心理学、运动心理

学、体育社会学、体育社会心理学的著作中经常存在，例

如，体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心理学都研究体

育暴力；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心理学都研究教练员与

运动员关系；体育社会学和体育社会心理学都研究主场

效应。虽然这些议题同时存在于不同学科，但共同被体

育社会心理学收纳，所以，应从交叉学科的角度思考体育

社会心理学。

其次，文献中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属性存在３种

观点：１）Ｂｏｕｅｔ（１９７０）认为，社会心理性（ｓｏｃｉ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是体育运动的最深层次特征之一，所以，体育社会心理学

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之一。２）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１９７２）认

为，体育社会心理学是从体育社会学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子

学科。３）Ｃａｒｒｏｎ（１９８０）认为，体育社会心理学是运动心理

学中社会心理学性质的内容。可见，社会心理学、体育社

会学和运动心理学均是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母学科。

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具体表现：个体在体育活

动中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理现象、运动团队中的心理现

象、运动与心理发展、体育活动中的社会认知、体育文化心

理。所以，体育社会心理学是将社会心理学、运动心理学

和体育社会学中的相关内容集合成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可

见，这门学科同时具备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４．３　体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Ｊｏｗｅｔｔ和Ｌａｖａｌｌｅｅ（２００７）认为，了解体育社会心理学最

好的办法就是看它研究什么。从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历程看，早期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来自社会心理学家的工

作，如体育运动中的社会促进效应（Ｔｒｉｐｌｅｔｔ，１８９８）、体育运

动与人的社会化过程（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９０３）、观众与大学生运动

员的竞赛表现（Ｈｏｗａｒｄ，１９１２）等。随后，体育教育工作者

意识到社会心理学价值（Ｍａｒｔｅｎｓ，１９７０），如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ＳｔａｔｅＣｏｌｌｅｇｅ的体育教育教授Ｄａｖｉｓ（１９３４）发现，高中运动

员的学业成绩受他们与教师、教练员人际关系的影响。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后期，运动心理学界兴起社会心理学研究，检

验了社会促进理论（Ｍａｒｔｅｎｓ，１９７０）、群体效应（Ｋｕｈｎ，

１９７０）、成就动机（Ｈｅａｌｅｙ和Ｌａｎｄｅｒｓ，１９７３）、归因（ＩｓｏＡｈｏ

ｌａ，１９７５）等多个社会心理学理论在体育情境中的适用性

（Ｌａｎｄｅｒｓ，１９９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体育社会学界开

始调查体育活动中的不良行为、攻击和暴力、观众和球迷

行为、社会满意度、社会化等问题（Ｌｕｓｃｈｅｎ，１９８０），这些内

容已经成为现代体育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即体育情境中

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Ｃａｒｒｏｎ，

１９８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体育活动中的领导问题得

到重视，并成为现代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核心议题（Ｃｒａｔｔｙ，

１９８１；Ａｎｓｈｅｌ，１９９７；张力为和任未多，２０００）。进入２１世

纪，研究者们开始探讨体育活动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如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ｈ和Ｇｏｕｌｄ（２００３）介绍了运动与儿童心理发展、个

性发展与运动人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文化心理是体育

社会心理学的新领域，近期才由Ｊｏｗｅｔｔ和Ｌａｖａｌｌｅｅ（２００７）、

王进（２０１３）进行了系统报道。

综上所述，文献中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介绍包括

体育活动中的社会行为（博彩、不良行为、骚乱、群体行为、

攻击、暴力、锻炼行为、领导行为、职业转换等）、体育活动

中的社会心理现象（观众效应、主场效应、动机、关系、沟

通、竞争与合作、社会支持、情感、道德、激情、兴趣、归因、

角色、社会化）、运动团队（团队凝聚力、团队动力、团队合

作、团队过程）、运动与心理发展（运动与儿童心理发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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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发展与运动人格、锻炼和身体自我）、体育活动中的社会

认知和体育文化心理（体育文化心理、跨文化问题、人种分

布学心理研究）。

结合中、外运动心理学家的建议，体育社会心理学的

主要研究内容应该包括体育情境中的团体动力学、社会认

知、社会行为、社会心理现象、社会心理影响、社会因素对

体育参与行为的影响、体育文化心理学和体育道德等８个

类别，主要来自社会心理学中与体育运动相关的内容、运

动心理学中社会心理学性质的部分、体育社会学中心理和

行为方面的研究、文化心理学中与体育运动相关的议题４

个方面。

５　小结

１．社会心理学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影响很深，大部分

运动心理学家依然习惯借用社会心理学定义来界定体育

社会心理学，但体育社会心理学目前的研究任务和发展水

平显然不等同于社会心理学，“嫁接”社会心理学定义将无

形中扩大体育社会心理学的内涵。根据本研究发现，广义

的体育社会心理学可以定义为：研究体育情境中的社会心

理现象、社会行为和体育文化心理问题；狭义的体育社会

心理学可以定义为：研究体育情境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

群体、群体与群体的相互关系、运动行为与社会心理氛围

的交互作用、体育影响个体社会化的心理过程、体育情境

中的社会行为特征和体育文化心理问题。体育社会心理

学不仅要检验社会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体育情境中的适

用性，还需要从体育情境中发掘自有的理论和方法。

２．由于体育社会心理学天生的学科属性，应该从社会

学和心理学的二元视角认知体育社会心理学，因为体育社

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可以划分为社会学和心理学两种性

质，前者关注行为和关系，后者关注心理和文化现象。尽

管社会心理学彰显了体育社会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但这门

学科还涉及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的相关内容，所以，

它不能被简单的视作社会心理学的子学科，而是社会心理

学、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交叉成的一个新学科，因此，

这门学科同时具备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３．大部分中、外运动心理学家认为，体育社会心理学

是研究体育情境中的社会心理学现象、人际关系和他人影

响，他们对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内容的认知可以归纳为体

育情境中的团体动力学、社会认知、社会行为、社会心理现

象、体育文化心理学、体育道德、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行为

的影响、社会心理影响等８种类别５８个主题，其中，团体

动力学和社会认知是主要研究领域。从现代体育社会心

理学的研究特征看，主要由社会心理学中与体育运动相关

的内容、运动心理学中社会心理学性质的部分、体育社会

学中心理和行为方面的研究、文化心理学中与体育运动相

关的议题４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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