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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同辈群体作为大学生学习、生活、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主要组织之一，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分析了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基本背景，归纳并阐述了大学生同辈群体
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
方面存在的不足并展望了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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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jor organizations affecting students’study，life，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college students peer group play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first reflects the basic background when college students peer group was put
forward，then induces and elaborates the relevant concep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eer group，its research significance and present research situation home and abroad，finally，summarizes the limitations in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eer group，and prospects the major directions of the future research．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help scholars understand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peer group，and expect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lated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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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 月 1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 “制定大学生社团的成
［1］
立和年度检查制度，……加强校园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 2004 年 16 号文件明确提出： “充分发挥党
团组织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依托班级、社团等组织形式，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社区、学生公寓、网络虚拟群体等新型大学生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挥大
［2］
学生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教育效果。” 班级、宿舍等学生正式组织，是大学生自我成长、自我
教育、自我服务和管理的主要载体。同时大学生公寓、兴趣组、网络中的虚拟群体等非正式组织 ，对当代
大学生学业、价值观、就业等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在时代的变化中，同辈群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发挥的
作用越来越显著。有调查显示： “影响青少年品德发展因素的结构程式 ，由‘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
［3］（ p121）
传媒’变为‘大众传媒、同辈群体、家庭、学校 ’。”
其中，同辈群体已经超过家庭和学校，成为影响
青少年思想品德的第二影响源。M·米德指出： “在现代社会中同辈群体的影响甚至大到改变传统的文
［4］（ p74）
充分表明了同辈群体的重要性。 同辈群体的参与，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化传递方式的地步。”
更加显著，是时代要求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较好途径 。

一、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基本内容
（ 一） 基本概念界定
1． 同辈群体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其著作《社会学》中，将同辈群体做了详细的定义，即： 有大致相当的
［5］（ p174）
社会地位、并且通常年龄相仿的一群人。
同辈群体的成员不一定是朋友，成年人选择同辈群体，一
30 － 50 岁之间的
般以共同的兴趣、活动、职业或社会位置为基础。 在成年期，年龄的局限更有伸缩性，
人，都有可能成为同辈群体的成员。鲁洁认为： “同辈群体是由地位大体相同的人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群
体，他们的成员一般在家庭背景、年龄、爱好等方面比较接近。 他们时常聚在一起，彼此间有很大的影
［6］（ p592）
陈秉公认为： “社交圈也可以称为朋友圈（ 朋友群体） ，就是人们为实现社会目标或满足心理
响。”
［7］（ p397）
需要，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建立的有感情投入的联系密切的相对稳定的非正式小群体 。”
不同学者
对同辈群体的内涵理解不同，产生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同辈群体也称非正式群体，是与正式
群体平行存在的一个群体。而笔者认为，同辈群体的基本内涵： 出于共同兴趣爱好、共同目标、共同活动
方式等因素而形成的非正式群体 ，具有自身的自主性和灵活性。
2． 大学生同辈群体
我国学者在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及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大学生同辈群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陈
毅松、王磊等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学生同辈群体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初级 、非正式群体，是学生在学习与活
动中基于不同的兴趣、能力和需求自发形成的个人属性层面的关系 。 在这个群体中，学生之间交往密
切，感情相依，有着较为明显的情感色彩，对同学、教师以及社会和家庭中的人和事持有共同的见解 。张
亚南认为： “大学生同辈群体环境是指相同年龄层次上，由地位、兴趣、爱好、价值观等大体相同或相近
［8］
的大学生个体组成的关系密切的非正式群体环境 。” 本文研究的大学生同辈群体的定义为 ： 年龄层次
相同，地位、兴趣、爱好、价值观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大学生个体组成的关系密切的非正式群体 。大学生
在各种聚会、校园文化活动以及社会实践中共同合作 ，同辈群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大学生不断
整合个人的价值观、尝试社会角色的转化并最终实现自我的需要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1． 基本信息检索
通过“中国知网”以“同辈群体”为主题词，在期刊中进行全文检索，得到 5736 条信息； 以同样方法
进行篇名检索得到 96 条信息； 在博硕士论文中全文检索得到 2665 条信息，主题检索得到 609 条信息，
题名检索得到 22 条信息； 博士论文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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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检索情况
关键词
同辈群体
检索结果

期刊
全文检索
5736

硕博士论文
篇名检索
141

全文检索
2665

主题检索
题名检索
609
22（ 博士论文为零）

1998 年及
通过“中国知网”以“同辈群体”为关键词，在文献中进行全文检索，得到 5736 条信息中，
1999 年之后逐渐形成规模。分布情况如下：
以前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
年限
检索结果

1999 － 2000 2001 － 2002 2003 － 2004 2005 － 2006 2007 － 2008 2009 － 2010 2011 － 2012 2013 － 2014
82

149

287

497

807

900

1181

1577

通过“读秀学术搜索”，以“同辈群体”为关键词，在知识中检索，得到 8358 条信息； 在图书中进行全
字段检索，得到 118 条信息，进行书名检索，得到零条信息； 在期刊中进行全字段检索，得到 713 条信息，
进行标题检索得到 167 条信息； 在学位论文中进行全字段检索，得到 355 条信息； 进行标题检索都得到
21 条信息； 在报纸中进行两种方式检索都得到 4 条信息。
读秀学术搜索检索情况
关键词

知识

同辈群体
检索结果

8358

图书
全字段
118

期刊
书名
0

全字段
713

学位论文
标题
167

全字段
355

标题
25

报纸
全字段、标题
4

（ 注： 以上信息截至 2015 年 5 月 1 日）

从检索结果来看，学者对“同辈群体 ”的研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度，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但是更高
层次和更深程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 。
2． 大学生同辈群体研究的基本内容
国内很多学者从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多维视角对大学生同辈群体进行了研
究。主要观点：
（ 1） 从社会学角度，主要是针对同辈群体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方面进行研究。 此类研究是同辈
群体研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汪艳（ 撰写硕士论文） 、冉冉、李吉文、李进会、李颖（ 对绍兴文理学院 1080
名学生进行调查） 他们认为： “一方面，同辈群体对大学生社会化有着积极的影响 ，能满足大学生情感交
流需求和归属需求； 有助于大学生学习进步和兴趣爱好的发展 ； 有利于大学生交流生活感受和社会资
讯； 培养大学生对社会角色的认知和担当能力 ； 帮助大学生树立团队合作意识，提高环境适应能力。 另
一方面，同辈群体对大学生社会化也存在着消极影响 ，同辈群体不良亚文化、价值观和行为倾向不利于
［9］
大学生社会化进程。”
（ 2） 从心理学角度，主要是研究同辈群体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 这类研究主要体现同辈
群体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治疗起到的积极作用 。 杨子珺、隋丽丽、李海红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指出： “高校
开展心理咨询或心理辅导，通过培训和指导组成的具有心理咨询服务和教育功能的同辈群体 ，能够在大
学生中开展心理知识普及、心理问题探讨、心理矛盾化解、心理危机干预、心理情感沟通等活动中，帮助
同学解决日常遇到的实际情况和心理困扰 ，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推动学生群体的互助、关怀、支
［10］
持，实现学生‘自助’成长的教育疏导模式。”
（ 3） 从教育学的角度，主要研究同辈群体与班级管理的关系。 黄克新认为： “同辈群体的评价对中
学学生行为的矫正与引导作用十分巨大 ，可以说是超过了所有教育力量的一种力量 ，因为学生把同辈群
体当作自己的‘社会’来理解，同辈群体的评价直接关切学生本人是否被这个群体社会接纳 、认同，事实
上这个群体也是他们未来社会构建的基础 。班级工作的核心是德育工作，教师或者班主任教育、管理学
生，用好同辈群体评价这个手段，会很有效地推动班集体建设与良好班纪班风的形成与保持 ，对提高教
［11］
育教学效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4） 思想政治教育角度下的大学生同辈群体研究 ：
关于大学生同辈群体的特点。大学生同辈群体有普通群体的特征 ，但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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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又具有其他群体所没有的特征 。徐美英、郭亮认为大学生同辈群体的主要特征有： 价值取向相近、
心理归属认同、交往内容广泛、成员关系平等。 陈毅松认为大学生同辈群体有以下特征： “作为自发结
成的非正式群体，具有较强的内聚力； 成员关系基本是平等的，群体成员中一般有核心人物，发挥较大的
［12］
影响力； 同辈群体有自己的群体文化。”
关于大学生同辈群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影响 。陈毅松明确指出，同辈群体满足了青年人的心理
需求和情感需要，影响青少年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青年人社会化的重要途径。 王磊认为，同辈群体
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深入了解当今大学生真实思想提供了有利条件 ，可以潜移默化影响大学生思想
和行为，有利于加快大学生社会化的进程和大学生之间的自由平等交流 ，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接
受性。徐美英、郭亮认为： “‘同辈群体’为大学生自我完善提供了一个新载体，‘同辈群体 ’为思想政治
教育主体深入了解教育客体提供了一个有效的途径，‘同辈群体 ’具有‘润物细无声 ’的特点，能够在潜
移默化中提高大学生的素养，‘同辈群体’交往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接受教育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
关于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研究 。王磊认为： “尊重和重视同辈群体，加大同辈群体
研究，完善教育体系。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群体意识 ，全面提升大学生的
［13］
综合素质。加强对群体中核心人员的教育培养，发挥核心引导作用。” 梁宇嫣的观点与王磊基本一
致。徐美英、郭亮认为： “加强对同辈群体的引导，完善群体内部的行为准则，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营造和谐的同辈群体交往氛围，将思想教育贯穿于同辈群体活动中，发挥主流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强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为同辈群体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 注重培养典型人物的素质能力和道德品质，
发挥其模范先锋作用。”
关于大学生网络同辈群体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 王宏认为： “随着网络对大学生产生越来越
［14］
重要的影响，大学生网络同辈群体也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姚俊、张丽认为，
网络同辈群体为大学生提供了非常方便快捷的交流空间 ，但同时也会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一些负面影
响，造成心理疏离感和孤独感等现象的出现 。
3． 与同辈群体相关的其他研究
同辈群体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消费观、交往观、学习观、职业观等方面均有一定的影响。
另外，同辈群体压力方面的研究。武朝明认为，同辈群体压力是无形的、经常的、“同辈群体压力是
强大的、同辈群体压力的作用是双向的 ”。 同辈群体压力既可以起积极作用，也可以起消极作用，并提
出了引导同辈群体压力发挥积极的作用，“促进同辈群体的良性发展”的对策。
（ 三） 国外研究现状
1． 基本信息检索
以同辈群体“Peer Group”作为标题在 Web of science 进行检索，得到论文 2201 篇，最早发表的文章
分别是 1956 年，共 2 篇； 以“Peer Group”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到结果是 57028 篇文章，将结果按照语
言种类进行排序（ 前五位） 依次为： 英语、韩语、中文、德语和西班牙语； 按照发表文章数目排名，排在前
三位的作者分别是： 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施瓦兹（ SCHWAＲTZ，D） ，美国杜克大学的道奇 （ Dodge，KA） 和日
本成蹊大学的泷泽诚（ Takizawa，Makoto） ； 按照文章发表数量，对期刊进行排名，可以发现发表同辈群体
文章数最多的期刊排名 （ 前三名 ） 如下： PＲ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ＲAL （ 社会科学和行为科
学） 、JOUＲ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青少年杂志） 。在检索到的英文文献中，有 13 篇文献
标题是直接与大学生同辈群体相关 ，主要研究内容涉及的是打架、饮酒、吸毒和学习等方面。
从搜索的基本情况看，国外对同辈群体研究起步较早，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
。
科 另外，除了使用英语的国家外，日本和韩国也在研究同辈群体方面涉及比较多 ，在著名的专家学者
中，东、西方专家均有涉猎。由此可以看出，同辈群体问题受到了东、西方国家学者的一致关注。
2． 国外研究同辈群体的基本内容
从检索到的资料和书籍中，总结国外同辈群体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 同辈群体对青年人社会化的影响 。同辈群体这一观点，是社会学理论，国外研究对这方面主要
是集中于同辈群体对青年人社会化的负面影响 ，而影响的内容主要涉及吸毒、犯罪及同辈群体给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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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 负面） 。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实证调查的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总结。 最后，对研究的结果进行
阐述，同辈群体对青年人社会化的负面行为 、危险行为有联系，要求建立积极的防御措施。
（ 2） 同辈群体与学校间的关系。 霍林斯黑德 （ Hollingshead） 于 1949 年出版著作《埃尔蒙泰因的青
年》，提出了现代学校中的同辈群体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霍林斯黑德发现，埃尔蒙泰因的
学生生活是围绕小团体和同辈群体的 。衣服的样式、参与俱乐部活动和学校之间的体育活动 、课程的选
择和毕业后的愿望，所有这些都是受小团体的影响而形成的 。同辈群体强化了参与社会流动的机会 。
（ 3） 同辈群体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主要研究视角是同辈群体对青年人的积极影响，是指青年人的
学习动力来源于同辈群体的内部认可 ，从而产生学习的动力，进而进行积极学习，这些学习是同学校教
育相一致的学习，而不是顺应群体亚文化而反对学校的教育 。
3． 其他研究
在对同辈群体的其他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国外对同辈群体的重视程度较高 ，在青年人戒毒、治疗
精神疾病、同辈评价中研究比较广泛。而对儿童同辈群体的研究更是比较深入。 这些研究对本文的借
鉴意义有限，不多做描述。

三、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评价与展望
（ 一） 现今研究的基本评价
思想政治教育要不断完善其基本的理论 ，不仅需要不断研究国内的前沿理论 ，同样需要借鉴国际相
关的研究成果，发挥大学生同辈群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良好作用 。
1． 国内研究的基本经验和不足
（ 1） 理论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对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方面的研究 ，已经初具规模，特
别是 1998 年以后，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研究的基本内容主要是围绕社会学和思想政治教育
相结合展开，对大学生同辈群体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路径、作用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 然
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然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基础，
我们发现在这些理论研究中，没有明确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仅仅将同辈群体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中观环境进行研究，几乎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基本理论 ，缺乏重要的立论支持。
（ 2） 实效性研究方面。对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早 ，实证研究相对较晚，在
中国知网和读秀网的查询中发现，对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实证研究的论文有 3 篇，说明
国内学者已经关注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 ，必须到实践中加以检验。实证研究是实践
研究的主要载体。但不得不看到，在已经发表的实证研究的论文中，调查研究的对象也不具备代表性，
实证研究没有长期可靠且有说服力的数据基础 ，针对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而开展的调查研究较少 ，也
没有较为完备调查问卷和相关分析等材料 ，缺乏相对的深度和广度。
（ 3） 研究视角。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教育的主要渠道，我们对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
治教育的研究主要是从正面的角度出发 ，阐述大学生同辈群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和作用。 但对其
负面影响研究较少。大学生同辈群体广泛存在于高校中 ，是不容忽视的教育主体之一。 国内大多数的
学者都是从大学生同辈群体的积极作用 、对策研究上进行研究，而对于大学生同辈群体的局限性及对策
研究甚少。
2． 域外经验的借鉴和反思
（ 1） 理论研究方面。国外关于同辈群体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社会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方面。 在
文献整理中不难发现，纯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同辈群体作为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没有学者将其与马克
思主义基本理论相结合，也没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进行研究 ，具有典型的西方研究
色彩。
（ 2） 实证研究方面。与国内研究相比，国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实证研究较多 ，在搜索到的外
文文献中，研究同辈群体的文章，几乎都是在基础数据的支撑之下而完成的 ，内容涉及非常广泛，调查的
对象也是比较广泛。相反，纯理论的研究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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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研究视角。国外研究同辈群体的视角几乎都是站在负面的角度，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来阐
释同辈群体的不良影响，从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以此来预防某些不良事件的发生 。 在研究中发
现，国外同辈群体之所以被放在负面的研究视角中进行研究 ，是因为在学校和社会化之间缺乏基本的纽
带，即专门的公民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 ，同辈群体形成了自己的亚文化，而这种亚文化恰恰是反学校、反
社会而存在的，没有专门的学校机构对其进行适当的教育和引导 ，使其自由行动，从而产生不良的社会
影响和效果。这也是西方“自由主义”的负面体现。
（ 二） 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
通过考察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对同辈群体问题的成果，在这些成果的启发下，今后的研究主要应从
以下三个着力点出发：
1． 以整体的历史眼光研究问题。将对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贯穿性的研究梳理 。与以
往人们直接针对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具体问题开展研究不同 ，认真梳理并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大
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历程 ，从中寻求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 ，为今后的
研究奠定基础。
2． 更加注重实证性研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找到目前同辈群体思想政治
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揭示问题形成的原因。通过调查问卷，学生访谈，教师访谈，案例分析等方式，深化
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实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
3． 确立大学生同辈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指导地位，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其中 。马克思主
义指导下的同辈群体理论，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融入中国特有的符号，以大学生喜闻乐见、易于接受
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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