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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的鸽子，桑代克的猫，洛伦茨的鸭子水上漂；斯佩里的脑，哈洛的猴，巴甫洛夫小狗腮腺来一刀；你一刀我一刀，皮亚杰
的孩子自己教。托尔曼的老鼠走迷宫，苛勒的猩猩吃香蕉。华生的小孩怕白毛，弗洛伊德荣格关系糟，还有一位班杜拉，充气娃娃玩
得乐陶陶。 ”

上述段子出自《爆笑吧！ 心理学大神来了》这本引人入胜的心理学另类入门书。 在本书中，作者迟毓凯老师以心理学大神们的
奇闻轶事为切入点，用轻松的方式和直白的语言为你讲清心理学的脉络。翻开本书，从老学究冯特和科学心理学诞生，到神神道道
的精神分析、训练大师辈出的行为主义、随随便便的人本主义，一路带你彻底读懂心理学的主要流派、发展脉络和改变我们生活的
重要研究。

40余位心理学发展史上极具开创性的大神轮番出场，360 度展现心理学家们不为人知的隐秘故事和心理学史上的动人时刻。
心理学专业人士读过后必定拍手叫好，心理学小白看过后注定要爱上心理学。

《爆笑吧！ 心理学大神来了》
迟毓凯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蛋与鸡，心理学与大神
迟毓凯

[作者简介]

迟毓凯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

擅长讲故事的心理学科普作家。主要
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和学校心理学。
拥有 16 年心理学教学经验， 常年在
高校为高级经理人兼职讲授管理心
理学与积极心理学。无论面对哪些人
群，教授什么样的课程，都能以其独
特的人格魅力感染听众。被华南师范
大学学生票选为 “我 zui 喜欢的老
师”。著有《爆笑吧！心理学大神来了》
《学生管理的心理学智慧》等作品。

搞笑段子

“斯金纳的鸽子，桑代克的猫，洛伦茨
的鸭子水上漂；斯佩里的脑，哈洛的猴，巴
甫洛夫小狗腮腺来一刀；你一刀我一刀，皮
亚杰的孩子自己教。托尔曼的老鼠走迷宫，
苛勒的猩猩吃香蕉。华生的小孩怕白毛，弗
洛伊德荣格关系糟，还有一位班杜拉，充气
娃娃玩得乐陶陶。 ”

上面的段子包含了以下心理学历史事
实：斯金纳是行为主义大师，他在大量研究
中以鸽子为研究对象； 教育心理学之父桑
代克用猫做实验， 然后得出学习理论的试
误说； 洛伦茨发现自己养的小鸭子一出生
便跟着自己跑，提出了印刻效应；斯佩里是
脑科学的先驱者，做了著名的裂脑人实验；
哈洛用猴做实验， 得出了爱抚对于生物体
的重要性；巴甫洛夫用小狗研究条件反射；
皮亚杰观察自己的孩子， 由此产生了认知
发展学说。

托尔曼让老鼠走迷宫， 引出目的行为
主义；苛勒让猩猩找香蕉，促生顿悟学习理
念；华生研究人的恐惧形成，小孩子开始只

怕老鼠， 后来连圣诞老公公的白胡子都怕
了；弗洛伊德和荣格师徒本来亲如一人，但
后来因理念而决裂； 班杜拉为了研究榜样
的作用，安排了一些人偶娃娃，让成人打后
再观察小孩子打不打。

这里说的正是历史上那些心理学大家
和他的小伙伴们的事。在心理学历史上，奇
人异事甚多。 以今日常人的眼光来看弗洛
伊德，那就是个“老流氓”，什么问题都是
从性的角度去解释； 皮亚杰是个 “老顽
童”，天天琢磨和小孩玩游戏；罗杰斯是个
“老好人”，谁的意见都尊重，找他咨询吧，
也不给你出个主意； 华生则是个 “小愤
青”， 做实验吓坏小朋友； 而斯金纳却似
“虐待狂”，养了鸽子、小白鼠，不轻易给它
们吃食物，换着法子以“折磨”小动物为乐
……然而， 心理学恰恰因为有这些人而倍
添魅力。

新的“显学”

如今，心理学已经逐渐成为一门“显
学”，“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学， 每个人都
要学点心理学”是许多人的共识。 大学生
学点心理学，追妹子的时候就更自信；年轻
的父母学点心理学， 孩子在地上打滚耍赖
时就会不再焦虑；职场人学点心理学，遭遇
办公室政治风波的时候会更云淡风轻；老
板学点心理学，就不会赚了钱而输了感情。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心理学并不好
学，许多人在学但学不好。他们拿到一些大
部头著作并暗暗立下目标，但看着看着，因
为理论与研究的专业性、表达的艰深晦涩，
很快因为不理解不开心而将心理学束之高
阁了。在我们这本书中，我不仅会告诉你一
些专业的知识， 而且会将这些知识背后的
奇闻逸事一起说给你听， 让你轻而易举地
走进心理学的世界，利用心理学，提升幸福
感。比如，很多人知道马斯洛是人本主义大
师，他的名著却不一定看得下去，本书不仅
用通俗的方式帮你搞清楚马斯洛提出的

“高峰体验”这一观点，而且把这背后的故
事说给你听， 你会看到马斯洛是如何爱上
小表妹，最后两情相悦获得高峰体验的。人
类的文明就是因为故事传承的， 通过故事
来学心理学，必然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并非心理咨询

可以说， 心理学是一门充满魅力的学
科，有用又有趣。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心理
学在社会上频遭误解误用却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

一大误解就是 “心理学 =� 心理咨
询”，在许多人的眼中，心理学就是研究心
理变态、心理有病的学问，心理学者也都是
一些心理有问题的人。其实，心理学研究的
内容囊括方方面面， 心理学上的历史人物
也多姿多彩，看心理学只看到心理咨询，无
异于管中窥豹、坐井观天。公众需要看到一
个更多元的心理学。

一大误用则是“心理学家的话就是天
条， 只有遵照执行， 人的心灵才能得到救
赎”。 某些人因为自身的问题与某位心理
学家的言论相合，便把其当作神来痴迷，拿
其理论当教义来信仰。我要说的是，这些先
哲的理论虽然很伟大， 但他们也都是普通
人， 也都有喜怒哀乐， 甚至生活中还有滑
稽、狼狈的一面。心理学家，在世人面前，需
要走下神坛。

心理学科普之路任重道远。工作之余，
我在新浪开了微博，说点心理学的事，其目
的之一是作为专业内部人士， 有义务在公
共平台宣传自己的学科；目的之二，在科普
之余也权当个人的休闲娱乐， 毕竟让别人
知道你所从事行业的有趣之处也是开心的
事。 这其中，以“八卦心理学”为话题，介绍
了许多心理学史上的逸闻趣事。 内容虽非
来自严谨的学术杂志， 但基本事实均有出
处。 当然，为了迎合现在的互联网一代，叙
述时往往采用的是现代视角， 采用如上的
段子手法，甚至采用了一些戏谑之语、网络

之言。没想到，在这样一个众声喧嚣的网络
空间， 这样的内容和表述方式得到了许多
专业和非专业人士的共同喜欢， 所以就一
路走来，悦己怡人地写了下去。

大家逸事

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所以需要注意的
是：本书主要以心理学家们的逸事为主，其
理论和研究不是重点，即使有所涉及，也往
往是点到为止，毕竟，如果想系统地学习心
理学史， 还是读两本正宗的心理学史教材
为正途。 另外，这里写的心理学家的故事和
正式的心理学史叙述是有区别的。 对于本
书的写作而言， 如果人物的重要性能和其
人生的故事性结合在一起，那么最理想。然
而，心理学家不一定都有逸闻趣事，有的心
理学家在专业的历史上很重要， 但其身份
就是一个常规的高校教授，搞搞学问，娶妻
生子，做很伟大的理论，过很平凡的人生，
还真是没什么好说的，不大适合八卦，巧妇
难为无米之炊，我这里只能随便说两句，难
以独立成篇。而另外一些研究者，虽然名气
没有那么大，但人生故事性强，对读者也有
意义，我就会说上几句所以，在本书中，心
理学家故事的篇幅有时候与角色的历史重
要程度并不一定成正比， 本书内容的取舍
只能是在两者之间尽量寻找一个平衡点。

想当年， 钱钟书老先生对想拜访他的
一个粉丝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味
道不错，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
可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果能与
钱老近距离聊聊人生， 所得到的收获肯定
会更大啊。鸡蛋味道不错，下蛋母鸡的味道
一定更好。本书就是带你走近下蛋的母鸡，
近距离聊聊心理学大神们的各种人生趣
事，所谓“调侃古今大家、八卦花边往事，幽
默中传播知识、玩笑间领悟思想”，有人这
样点评我在网络上写的“八卦心理学”。我
想，这也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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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关于换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
机构编码：000015310100
业务范围：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
各种人身保险业务， 包括人寿保
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
险业务； 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
业务； 与国内外保险公司及有关
机构建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
系， 代理外国保险机构办理对损
失的鉴定和理赔业务及其委托的

其它有关事宜； 与中国太平洋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支机构建
立代理关系和业务往来关系；经
批准参加国际保险活动； 经中国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
业务。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 06月 12日
机构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
大道 1239 号 9 层 03 单元
邮编：200120
联系电话：021-339640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