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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妇女是指丈夫长期（通常半年以上）离家进

城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生产经营活动而居留在家

的农村已婚妇女[1]。留守妇女是农村中庞大而特殊

的群体之一。由于丈夫在外务工，留守妇女肩负起

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农业生产劳动，还需要

照顾老人、小孩的生活起居，负责小孩的教育教养，

这导致留守妇女更容易出现生理及心理问题，并影

响其生活质量。因此，探究留守妇女生活质量的影

响因素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对提高留守妇女的生

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显示，留守妇女的生活

质量较非留守妇女差,是否留守、年龄、家庭月收入、

个人健康状况、消极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生活事件

及抑郁症状为其主要因素[2]。但是，这些因素在农村

留守妇女生活质量中的具体地位及关系仍不十分清

楚。因此，本研究以浏阳市农村留守妇女群体为研

究对象，参照Taylor和Aspinwall的认知心理应激模

型 [3]，探讨农村留守妇女生活质量的认知心理应激

模型适用情况，检验应对方式在农村留守妇女应激

感知、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关系中是否起到中介作

用，对农村留守妇女生活质量的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于 2011年 3月 1日～2011年 5月 1日对

浏阳某乡镇的农村留守妇女及农村非留守妇女进行

系列问卷调查，农村留守妇女组入组标准为：①汉

族；②常住农村，已婚妇女；③配偶因外出工作常年通讯作者：姚树桥，E-mail：shuqiaoy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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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农村留守妇女生活质量的认知心理应激模型适用情况，检验应对方式在农村留守妇女应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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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已婚妇女进行取样，调查工具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SF-36健康调查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和应激感知量表。结果：在考虑外部变量且考虑社会支持及应激感知的影响时，积极应对对生理健康的影响不显

著，消极应对对生理健康的影响亦不显著；积极应对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消极应对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β=-0.10，P<0.001）。结论：在应激感知与心理健康关系中，消极应对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积极应对在压力感

知影响心理健康的过程中不起中介作用。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生活质量的认知心理应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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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test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coping style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perceived pressure and quality
of life, social support and quality of life in left-behind women in rural area. Methods: The demographic data Question⁃
naire, the Short Form 36 Health Survey Scale,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were completed by a sample of 2238 left-behind women and 984 control women. Results: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external variables, social support, stress perception, both effects of the positive response and negative cop⁃
ing style on physical health were not significant, and only the negative respons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ental health(β=-0.10, P<0.001). Conclusion: Negative coping styles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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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本村居住≥半年者，排除调查前一年在本地居

住不满 6个月及虽在本地居住但户口不在本地者。

共有 1893名农村留守妇女参与了本次研究。将同

乡镇的汉族非留守已婚妇女作为对照妇女组，发放

问卷进行调查。对照妇女组入组标准为：①汉族；②
常住农村，已婚妇女；③排除调查前一年在本地居住

不满6个月及虽在本地居住但户口不在本地者。共

有969名非留守已婚妇女参与了本次研究。两组在

各人口学资料的人数分布上无显著性差异（见表1）。
表1 农村留守妇女与对照妇女人口学资料比较

1.2 研究工具

1.2.1 外部变量测查 根据Taylor和Aspinwall的模

型理论[3]、以往有关研究的结果[4],本研究将下列因素

纳入到外部变量当中：是否留守、年龄、受教育年限、

家庭月收入（低=1；中=2；高=3）、对婚姻的安全感

（非常安全=1；安全=2；一般=3；不太安全=4；很不安

全=5）、有无工作（有=1；无=0）、个人健康状况（无疾

病=1；小疾病=2；重大疾病=3）、子女个数。

1.2.2 SF-36 健康调查量表（Short Form 36 Health
Survey Scale，SF-36）[5] SF-36健康调查量表是在

MOS(Medical Outcome Study)的基础上发展的测查生

活质量水平的问卷，可划分为生理健康综合评分

（physical component summary，PCS）和心理健康综合

评分（mental component summary，MCS）。得分越低，

说明该项损伤越严重。本研究中SF-36健康调查量

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
1.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6]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用于评

估个体在现实环境变化时有意识、有目的和灵活的

调节行为，尤其对应激事件的调节作用。该问卷由

20个条目组成，采用1-4级评分，可分为积极应对和

消极应对两个因子。本研究中SCSQ总量表的Cron⁃
bach α系数为0.89。
1.2.4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7]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用于测查个体所

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该量表包括12个条目，采用1-
7级计分，分数越高表示得到的社会支持程度越

高。本研究中 PSSS 总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4。
1.2.5 感知压力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PSS-
10）[8] 感知压力量表用于评估个体遭受的生活事

件。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采用0-4级评分。本

研究中PSS-10总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65。
1.3 数据统计

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关

于中介效应的检验，Baron和Kenny在 1986年提出

了中介效应需满足的四个条件，后来的研究者[9，10]在

其实证研究中广泛采用这一建议。因此，本研究亦

根据此建议，采用多元层次回归分析检验生活质量

的认知心理应激模型在农村留守妇女群体中应用的

有效性。检验步骤为：第一，求中介变量在自变量上

的回归；第二，求因变量在自变量上的回归；第三，求

因变量在中介变量上的回归（含自变量）。在第一个

回归方程中，自变量显著影响中介变量;在第二个回

归方程中，自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在第三个回归方

程中，中介变量显著影响因变量，同时自变量对因变

量的影响减弱。在如上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

下，如果在第三个回归方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

响（β值）减弱为不显著，则存在完全中介，如果仍然

显著则为部分中介。以上统计分析的显著性概率均

定为P<0.05。本部分的研究假设如下：是否留守、年

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月收入、对婚姻的安全感、有无

工作、个人健康状况、子女个数等外部变量影响农村

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与应激感知，而社会支持又可

直接影响农村留守妇女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或可以通

过应激感知间接影响其应对方式，进而影响农村留

守妇女的生活质量，应对方式在农村留守妇女应激

感知、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年龄

受教育年限

子女个数

家庭月收入(%)
低(<1500RMB)
中(1500~4000RMB)
高(>4000RMB)
婚姻安全感(%)
非常安全

安全

一般

不安全

非常不安全

工作(%)
是

否

个人健康状况(%)
一般

小疾病

严重疾病或残疾

农村留守妇
女(n=1893)
36.48±7.64
8.55±2.62
1.44±0.64

17.2
64.2
18.8

13.3
56.3
24.2
5.3
1.0

46.1
53.9

74.3
24.7
1.0

农村非留守
妇女(n=969)
36.00±8.81
8.76±2.67
1.47±0.71

15.0
63.4
21.7

16.8
55.4
22.2
4.4
1.1

43.3
56.7

76.1
23.0
0.9

t值或
χ2值

1.43
-2.02
-1.19

4.37

7.94

2.06

1.02

P 值

0.15
0.06
0.14

0.11

0.09

0.15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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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生活质量对社会支持、应激感知和应对方式的

多元层次回归分析。

从表2的结果可以看出，对生理健康，是否留守

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5，P<0.001），年龄亦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β=-0.18，P<0.001），受教育年限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2，P<0.001），家庭月收入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6，P<0.001），婚姻安全感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2，P<0.001），外部变量

可以解释生理健康11%的方差变异。

当引入社会支持和应激感知时，社会支持对生

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0，P<0.001），应

激感知对生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26，
P<0.001），在排除外部变量的影响之后，二者可以解

释生理健康9%的变异。

引入应对方式时，积极应对对生理健康的影响

不显著，消极应对对生理健康的影响亦不显著。

表2 生活质量对应对方式、应激感知和社

会支持的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结果（n =2862）

注：①*P<0.05，**P<0.01，***P<0.001；②NS表示标准化回归系数不显著

图1 外部变量、社会支持、应激感知与生理健康的路径图

注：***P<0.001，双尾检验；图中数据均为标准化解，下同。

根据以上结果，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到图1
所示的外部变量、社会支持、应激感知与生理健康的

路径图。

从表2的结果还可以看出，对心理健康，是否留

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7，P<0.001），年龄亦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5，P<0.05），受教育年限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0，P<0.001），家庭月收

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6，P<0.001），婚姻安全

感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1，P<0.001），外部变

量可以解释心理健康10%的方差变异。

当引入社会支持和应激感知时，社会支持对心

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2，P<0.001），应

激感知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36，
P<0.001），在排除外部变量的影响之后，二者可以解

释心理健康16%的变异。

当引入应对方式时，积极应对对心理健康的影

响不显著，消极应对对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负向影

响（β=-0.10，P<0.001），在排除外部变量的影响之

后，消极应对可以解释心理健康1%的变异。

图2 外部变量、社会支持、应激感知、

消极应对与心理健康的路径图

根据以上结果，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到图2
所示的外部变量、社会支持、应激感知、应对方式与

心理健康的路径图。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Taylor和Aspinwall发展的心理应激

模型，调查农村留守妇女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预测

因素及中间变量在这一影响过程中的效用。Taylor
和Aspinwall提出的心理应激模型提供了一个适合

于研究影响心理结果的中介和调节因素的通用框架
[2]。该模型反映了一个动态的、以过程为中心的方

法，该方法将应激视为一个结果，该结果受到情境需

求、约束和资源、个体独立或寻求他人帮助管理资源

的能力等力量的平衡。根据该模型，本研究假设是

否留守、年龄、受教育年限、家庭月收入、对婚姻的安

全感、有无工作、个人健康状况、子女个数等外部变

量影响农村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与应激感知，而社

会支持又可直接影响农村留守妇女所采取的应对方

变量

第一步

是否留守

年龄

受教育年限

家庭月收入

婚姻安全感

第二步

社会支持

应激感知

第三步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R
R2

Adjusted R2

R2 change
F change

生理健康综合评分

-0.05***
-0.18***
0.12***
0.16***
0.12***

0.34
0.11
0.11
0.11

71.01***

NS
-0.19***
0.09***
0.13***
0.05**

0.10***
-0.26***

0.45
0.20
0.20
0.09

149.64***

NS
-0.19***
0.09***
0.13***
0.05**

0.09***
-0.25***

NS
NS
0.45
0.20
0.20
0.00
2.51

心理健康综合评分

-0.07***
-0.05*
0.10***
0.16***
0.21***

0.32
0.10
0.10
0.10

57.22***

-0.05**
-0.05**
0.06**
0.12***
0.11***

0.12***
-0.36***

0.51
0.26
0.26
0.16

272.74***

-0.05**
-0.05*
0.05**
0.012***
0.11***

0.11***
-0.32***

NS
-0.10***
0.52
0.27
0.27
0.01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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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或可以通过应激感知间接影响其应对方式，应对

方式在农村留守妇女应激感知与生活质量关系中起

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在应激感知与心理健康关系

中，消极应对起着部分中介作用，积极应对在压力感

知影响心理健康的过程中不起中介作用。这在一定

程度上支持生活质量的认知心理应激模型。

早在上世纪 70、80年代，心理学家已经提出社

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分别作为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

在个体的应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11，12]。后人的研究

主要关于应激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13，14]，并得出较为

一致的结果，即在应激对个体心理健康（主要为负性

情绪）的影响中，社会支持具有调节效应，应对方式

起中介效应。本研究结果显示，生活质量的心理应

激模型在农村留守妇女这一群体中是部分有效的，

提示我们当社会生活环境暂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认知教育改变农村留守妇女的应对方式，

提高其积极应对，减少其消极应对，以提高她们的生

活质量。

本研究提出的认知心理应激模型与Smeekens[11]

提出的留守儿童健康的心理应激模型基于相同的理

论基础，即Lazarus和Folkman’s的心理应激理论，亦

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应对方式对应激过程具有中

介作用。然而，本研究不仅从消极应对的方面进行

了研究，还探讨了积极应对方式的作用机制，发现了

积极应对在应激感知影响心理健康的过程中的中介

作用，提示未来研究可以着力于心理应激保护因素

的研究，挖掘个体特质的积极方面，促进利用个体资

源缓解压力。

本研究的心理应激模型重在研究应激中介变

量，这与叶曼[15]关于留守初中生的心理健康模型出

发点一致，所得结果亦有相同之处，如应对方式在生

活事件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中起着中介作

用。但是，本模型中的个人变量中体现了主客观的

结合，不仅纳入了收入、受教育年限等客观因素，同

时也纳入了婚姻安全感等主观心理因素，模型更为

全面和完整。

尽管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和结果变量不尽相同，

本研究的主旨与以往的研究类似 [16-18]，结果亦异曲

同工，即有效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分离人群的心理

应激，不良的应对方式可能加重该人群的心理应激，

为心理应激理论在分离人群中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的

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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