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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城-城移民社会支持的特征及性别差异。 方法：数据取自 2007 年国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数据库，

对 1258 名城-城移民，565 名农-城移民和 3175 名本地居民的社会支持进行比较。结果：控制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

水平、婚姻状况和有无子女的情况下，身份主效应、身份与性别的交互效应均显著。 城-城移民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

本地居民，农-城移民与其它两组均无显著差异。 对于男性，城-城移民、农-城移民和本地居民的社会支持无显著差

异；对于女性，城-城移民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本地居民，农-城移民与其它两组均无显著差异。 控制年龄的情况下，

城-城移民不同异地居住时间组的社会支持差异显著，农-城移民则差异不显著。 城-城移民异地居住时间 5 年以下

组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 11-20 年和 21 年以上组，6-10 年组显著低于 11-20 年组。结论：城-城移民的社会支持偏低，

主要是由于女性缺乏社会支持。 随着异地居住时间的延长，城-城移民的社会支持会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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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of social support for urban-to-urban mi-
grants. Methods: Data were derived from the 2007 Chinese Mental Health Survey Database. Th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of
1258 urban-to-urban migrants was compared with that of 565 rural-to-urban migrants and 3175 local urban residents.
Results: After controlling age, education level, monthly income, marital status, having children or not,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migrant status an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migrant status and gender
on th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Social support for urban-to-urban migra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local urban
residents, wherea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rural-to-urban migrants compared with the two other groups.
As for male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for females, urban-to-urban migrants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than their local urban counterparts,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fe-
male rural-to-urban migrants and the two other groups. After controlling age, it was found that the length of residence in
the current location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social support for urban-to-urban migrants but not for rural-to-urban mi-
grants. Those residing in the current location for no more than 5 years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social support level than
people living in the current location for more than 11 years. For those living in the current location for 6-10 years, th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eople who had been living in their current location for 11-20
years. Conclusion: Urban-to-urban migrants perceive a lower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primarily because the social support
level for females is insufficient. The social support level for urban-to-urban migrants gradually rises while the length of
residence in the current location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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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调查结果

显示，全国人口流动数量达到 2.61 亿，同 2000 年人

口普查结果相比增长 81.03%[1]。 随着城市化速度的

加快，移民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 [2]，由此

使移民的心理状况也成为了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文中的城市移民包括两个群体———城-城移民和

农-城移民（农民工），其中我们关注的研究对象为

城-城移民，并将其与农-城移民进行比较。 所谓城-

城移民，即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以定居为

目的在异地工作和生活的人。 与农-城移民群体不

同，城-城移民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主要从事非体

力劳动， 收入水平和本地居民持平甚至超过本地居

民，流动性不强，在异地居住时间长[3]。
社会支持是移民宝贵的资源，实证研究表明，社

会支持对于减缓移民的适应压力， 获得更好的心理

健康结果发挥着重要作用[4-7]。 Griffith 和 Villavicen-
cio 对生活在美国的墨西哥移民的研究发现，适应良

好 的 移 民 支 持 网 络 更 大 ， 交 往 互 助 行 为 更 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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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ry，Kim 和 Minde 等人的研究证实， 拥有亲密的

朋友并能利用支持网络的韩国移民体验到较少的压

力[9]。 但是移居会破坏社会支持网络[10]，导致孤独感

增长，认同感丧失等[11]。 有研究指出，社会支持的减

少或丧失以及面对过度的压力会导致心理抑郁 [12]，
移民与家人分离也会减少社会支持的数量和程度，
使情绪健康受损[13]。 以往研究还发现，在新的社会环

境中重建社会网络是困难的 [14]，移民只有在新居住

地长久生活，这些关系才能得以重建[15-17]。
尽管大量研究提供了以性别为依据考察的社会

支持数据， 但有关体验到的支持水平是否存在性别

差异仍尚无定论[18]。 有关移民的研究指出，社会支持

对于移民女性是重要的 [19]，但她们通常缺少足够的

支持来源[20，21]。 Ima 和 Choe 发现，韩国女性移民报告

缺少各种社会支持来源[22]。
目前有关国内移民的研究， 其对象主要为农-

城移民，研究内容主要关注移民的生理健康，特别是

生殖健康状况 [23]，关于心理特征方面的研究尚不多,
有关社会支持的研究更是非常缺乏。 本文考察城-
城移民的社会支持水平， 将其与本地居民和农-城

移民对照，旨在了解城-城移民社会支持的特点，以

及在获得的支持水平上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样本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7 年国民

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数据库[24]。 首先，从数据库中抽取

18～55 岁以内在城镇居住的成人样本 5572 人，其中

城镇户口样本 4594 人，农村户口样本 978 人；之后

根据主观性评定问题“你是：①当地人 ②外地人”[25]，
从城镇户口样本中选取回答为“②”的 1258 人作为

本文的研究对象———城-城移民样本，回答为“①”
的 3175 人作为本地居民样本，从农村户口样本中选

取回答为“②”的 565 人作为农-城移民样本，本地

居民和农-城移民在本研究中均作为对照群体。 另

有 176 人未回答此题目，作为缺失数据。样本人口学

变量的描述统计，请参见表 1。
1.2 工具

1.2.1 社会支持量表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SSRS）修订版（1990）[26] 该量表由肖水源于 1986 年

编制，共 10 个条目，总分的得分越高，表示获得的社

会支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系数为 0.72。
1.2.2 自编社会人口学信息 从数据库中采集如下

的自编人口学信息内容：性别，出生年月，教育程度，
个人月收入，目前的婚姻状况、孩子数量和移民的异

地居住时间。

2 结 果

2.1 描述统计

表 1 显示了以身份为划分依据， 描述的城-城

移民、农-城移民和本地居民样本的人口学特征。 χ2

检验的结果显示，三组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

入水平、 婚姻状况和有无子女方面差异显著 （P<
0.001）；在移民样本中，城-城移民和农-城移民在异

地居住时间方面差异显著（P<0.001）。
农-城移民中男性所占比例高于城-城移民和

本地居民。 城-城移民和农-城移民的平均年龄都小

于本地居民。 城-城移民大学以上学历者（35.6%）的

比例高于农-城移民（26.8%）和本地居民（26.4%）；
而农-城移民初中以下学历者（30.2%）的比例 则高

于城-城移民（13.7%）和本地居民（15.5%）。 城-城移

民 3000 元以上者 （20.3%） 的比例高于农-城移民

（10.9%）和本地居民（15.4%）；农-城移民 1000 元以

下者所占比例达到了 40%， 城-城移民和本地居民

的比例则均只占 22%。 城-城移民和农-城移民中未

婚、 无子女者的比例都高于本地居民。 在移民样本

中，城-城移民（16.12±14.01）异地平均 居住时间与

农-城移民（7.51±7.66）相 比差异显著（t=16.363，P<
0.001）；城-城移民异地居住时间的各组人数比例比

较平均， 而农-城移民中超过半数的人在异地居住

时间为 5 年以内。
2.2 对社会支持进行 3×2 组间方差分析

以社会支持总分作为因变量， 身份 （城-城移

民、农-城移民和本地居民）和性别作为自变量，进

行 3×2 组间方差分析。 因在描述统计中发现，城-城

移民、 农-城移民和本地居民在人口学变量上均存

在显著差异，故将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婚姻

状况和有无子女作为控制变量。
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表 2），身份主效应显著，

城-城移 民（34.64±8.69）的社会支 持显著低 于本地

居民（35.44±8.99）（P<0.01），农-城移民（35.12±8.59）
的社会支持与其它两组均无显著差异（P>0.05）。 性

别主效应不显著。 身份和性别的交互效应显著。 进

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对于男性， 城-城移民

（35.04±8.85）、农-城 移 民（34.74±8.44）和 本 地 居 民

（35.15±9.08） 的社会支持无显著差异 （F=0.290，P>
0.05）；对 于女性，其 社 会 支 持 却 存 在 显 著 差 异（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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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0，P<0.01），城-城移民（34.23±8.53）的社会支持

显著低于本地居民（35.73±8.91）（P<0.001），农-城移

民（35.50±8.82）与其它两组均无显著差异（P>0.05）。
见附图。

表 1 城-城移民、农-城移民和本地居民

人口学变量的描述统计（n=5174）

表 2 身份、性别与社会支持的方差分析

附图 城-城移民、农-城移民和本地居民

的男性与女性社会支持总分的均值

2.3 异地居住时间对移民社会支持的影响

为 了 检 验 异 地 居 住 时 间 是 否 对 城-城 移 民 和

农-城移民的社会支持产生显著影响， 以及影响是

否相同， 我们分别对两组进行了以异地居住时间为

自变量，社会支持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并将年龄作

为了控制变量。 在农-城移民样本中，由于异地居住

时间在 21 年以上组的样本量较小，因此按该组样本

量（n=43）抽取了其它 3 组样本。 结果发现在控制年

龄的情况下， 城-城移民异地居住时间对社会支持

的影响依然差异显著（F=3.078，P<0.05），农-城移民

则差异不显著（F=0.995，P>0.05）。 城-城移民异地居

住时间 5 年以下组（33.25±8.52）其社会支持水平显

著低于 11-20 年（35.34±8.45）（P<0.01），以及 21 年

以上组（35.11±8.84）（P<0.05）；异 地 居 住 时 间 6-10
年组（33.85±8.70）其社会支持水平显著低于 11-20
年组（P<0.05）。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 城-城移民的社会支持显著低于

本地居民，农-城移民与本地居民则没有显著差异。

有关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研究指出， 农民工与城市居

民之间不存在差异[27]，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同。 通

过 身 份 和 性 别 对 社 会 支 持 进 行 的 方 差 分 析 发 现 ，
城-城移民男性的社会支持与本地居民男性相比无

显著差异， 之所以使城-城移民的社会支持水平显

著低于本地居民的原因， 可能主要是城-城移民女

性社会支持偏低造成的。
迁居通常涉及离开家人、朋友、熟人和邻居，这

必然会减少各种社会支持的来源 [28]，使移民的社会

支持水平降低。以往的研究发现，移民男性和女性在

原居住地和现居住地均拥有不同的支持来源 [29]。 有

关社会支持性别差异的研究也指出， 工作环境中获

得的支持对男性更为重要， 而家庭的支持对女性更

为重要[30]。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城-城移民女性社会

支持显著低于本地居民中的女性， 可能是由于女性

更倾向于依靠小范围的、熟悉亲密的社会支持来源，
迁居对这种社会支持的影响更为严重， 重建也更为

困难。Oropesa 和 Nancy 针对波多黎各女性移民的研

究就曾指出，从波多黎各迁移并在美国定居的过程，
削弱了女性移民的家庭联结[31]。 相对于女性而言，男

性更倾向于依靠团体的、 非熟悉亲密的社会支持来

源，迁居对这种社会支持的影响与女性相比较小，重

建支持网络可能也更为容易， 由此使城-城移民男

性的社会支持与本地居民男性没有产生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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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同为移民女性，城-
城移民社会支持显著低于本地居民， 农-城移民与

本地居民的社会支持却没有显著差异。 这可能与两

类移民女性迁居目的、 居住状况和职业影响等方面

都有一定关系。 农-城移民女性中大部分是主动自

愿的选择离开家乡到城市发展， 通过自主迁居改善

生活质量[32]。 以往的研究发现，新居住地具有更好的

经济发展机会，会 对 移 民 的 心 理 健 康 产 生 积极影

响[33，34]。 主动自愿的迁移者也比非自愿迁移者对新

居住地的生活更为满意[35]。 而城-城移民女性中可能

大部分人并非主要出于经济目的选择迁居， 很多人

或是由于到异地与家人团聚，或是结婚、伴侣工作调

动等原因成为的随行家属， 这样使城-城移民女性

处于被动的状态。有研究发现，在非自愿迁移的移民

中，很多人会感到缺乏自主权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36]。
因此我们推测， 原居住地支持网络的中断可能会对

城-城移民女性中这些被动迁居者造成更严重的影

响，她们可能也需要更久的时间来重建支持网络。此

外造成社会支持产生差异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

居住状况产生的影响， 农-城移民常出现同乡居住

的状况，尽管生活在异地，但接触的人大多是自己的

老乡，有助于获取社会支持。 而城-城移民很少是同

乡居住， 这使其在新居住地重建社会支持网络变得

更加困难。 另外， 城-城移民的教育程度普遍高于

农-城移民，其选择的职业可能会比农-城移民具有

更高挑战和要求，也需要更多投入，减少了社会交往

的时间和精力，不利于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建，获取的

社会支持程度也会降低。
根据异地居住时间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城-

城移民异地居住时间短，其获得的社会支持也较低，
其中居住时间在 5 年以内者社会支持水平最低，居

住 时 间 为 6-10 年 者 支 持 水 平 有 所 提 高 但 仍 然 较

低，当居住时间达到 10 年以上后，其获得的社会支

持就基本接近于本地居民。 由此可以看出，城-城移

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 以往的

研究指出，重建支持网络需要付出努力，并投入时间

和各种资源 [37]。 从我们的分析中也可以发现，随着

城-城移民异地居住时间的延长， 其社会支持网络

也在逐渐得以重建。 而农-城移民的社会支持却并

未受到异地居住时间的影响， 其获得的支持水平接

近于本地居民，且基本保持稳定，没有太大的变动。
这可能由于农-城移民的社会支持主要由“自己人”
提供， 这也是他们在城市长期生活最核心的支持网

络 [38]，农-城移民与同乡的支持关系比较容易建立 ,

维系起来可能也比较稳定， 但他们很难发展面向城

市人的支持网络。有关农民工的研究指出，农民工在

生活中相互帮助主要发生在熟人圈内， 而与当地市

民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 [39]，造成其支持网络很难向

外部扩张。 因此农-城移民的社会支持可能主要呈

现出同乡支持的稳定状态， 没有随异地居住时间的

延长而发生改变。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全国取样的调查， 我们根

据相应的题目从中抽取了移民样本， 但移民群体是

多样的， 因此本研究中所取的样本可能会受到一定

限制。 农-城移民的职业分布通常比较低，本文所用

的农-城移民样本和以往研究农民工群体的样本不

同，并非主要取自建筑工地、集贸市场等农民工聚集

区，而是具有和城-城移民、本地居民相近的职业分

布，如：公司、企事业单位、工厂、政府部门、服务业

等，其异地居住时间也比以往农民工研究中的样本

异地居住时间长， 因此将结果推广到农民工群体时

需要谨慎。此外，因为本研究是以被试对自己身份的

主观评价为依据对总样本进行的划分， 因此可能在

城-城移民样本中混淆了少部分农-城移民，由此导

致城-城移民和农-城移民在本研究中的某些方面

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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