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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深入探讨流动人口歧视知觉、逆境评价与心理适应之间的作用。 方法：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在北京

和杭州两地共抽取 328 名农村流动人口为被试。 结果：①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间接近 7 年，流动城市数目为 2.79
个，流动性为 0.65±0.77；②男性的歧视知觉显著高于女性，高流动性群体的歧视知觉显著高于低流动性群体，同时，

流动性越高，歧视知觉越高，自尊越低；③流动人口歧视知觉对心理适应的预测作用部分通过逆境评价来实现。 结

论：逆境评价在流动人口歧视知觉和心理适应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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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adversity appraisal and psycho-
logical adjustment. Methods: A sample of 328 migrants from rural areas to Beijing and Hangzhou city for job was recruit-
ed. Results: ①On the average，the duration of mobility was nearly 7 years. The number of cities that those migrants mi-
grated was 2.79, and the average of total mobility was 0.65±0.77; ②Male migrants reported higher level of discrimination
compared with female migrants. And those with higher mobility also reported higher level of discrimination compared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Moreover, it was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mobility, the higher the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and the
lower the self-esteem; ③Adversity appraisal partially mediated the effect between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
logical adjustment. Conclusion: The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s mediated by adversity ap-
prai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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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经 济体制变化 和城市经济 的逐步发

展，大量农村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从农村到城市的

流动人口总量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几百万人增加到

目前的 2.42 亿人[1]，并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 据专

家估计，我国的流动人口总数至 2020 年可能达到 4
亿人左右[2]。

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 流动人口由于户籍身份

等原因受到了各种不公平待遇以及政治、 经济和文

化等多方面歧视[3]。 调查显示，流动人口受歧视的严

重程度仅次于残疾人、艾滋病和病毒携带者，是遭受

歧视的最大群体 [4]。 有关歧视知觉的研究源于对社

会弱势群体的关注， 歧视知觉指个体主观知觉到的

由于所属群体（如种族，户口身份等）而受到有区别

的或者不公平的对待[5]。 以往研究表明，通常个体感

知到的歧视要大于实际所遭受的歧视 [6，7]。 “城市人

看不起农村人”是流动人口的普遍看法[8]。 相对于客

观歧视而言， 个体的歧视知觉对其心理健康和适应

有着更重要的作用[9]。
研究发现， 个体知觉到的歧视信息会使其处于

一种应激状况， 并最终导致抑郁情绪等一系列的压

力反应[10]，是影响处境不利群体的重要压力源。 移民
[11-13]、同性恋 [14]、艾滋病 [7]等群体由于身份特征、少数

族裔、 社会污名化等原因遭受了社会普遍的不公平

对待。一项针对美国非裔移民的纵向研究表明，日常

感知到的歧视会导致不良的健康状况， 感知到的歧

视越严重，抑郁症状越显著 [13]。 Jasinskala-Lahti[12]等
对 7000 名芬兰移民的调查报告也发现，歧视与心理

健康显著相关， 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甚至显著高

于对生理健康的影响。
然而， 并非所有经历歧视的人群都会出现心理

适应问题。一些研究发现，歧视和心理适应并没有显

著的必然关系， 遭遇过歧视的弱势群体的自我价值

感甚至高于相对应的优势群体 [15，16]。 对于研究结果

的不一致，Tom[17]认为，歧视知觉对心理状况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2 年 第 20 卷 第 5 期 ·679·



途径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有些途径产生积极作

用，有些则产生消极作用，这提示需要更进一步探讨

歧视知觉影响心理适应的具体过程。
Gee[18]认为，思维以及个体对事件意义的评价是

决定应激反应的主要中介变量和直接动因， 也就是

说，根据个体评价策略的不同，应激性事件对身心健

康造成的影响也随之发生变化。 应激的 CPT 理论模

型 （cognitive phenomenological transactional，CPT）强

调应激中评价策略的重要作用， 认为个体能够通过

有效的努力来应对自己面临的应激源， 从而消除或

降低应激水平[10，19]。 Shek[20]在一项追踪研究中发现，
中国文化背景下逆境评价是影响处于经济不利状况

青少年的一个重要因素，较多采用积极评价策略（或

较少采用消极评价策略） 的香港学生在面对逆境时

呈现出较好的适应水平和较少的问题行为。 同时，
Jia-Yan Pan 等 [21]研究者发现，对生活意义的评价是

国际学生面对文化适应压力时的一种保护性因素，
并且在压力源和积极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 对个体

的文化适应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
目前， 研究者对流动人口的歧视研究主要是从

社会学角度进行理论和政策的探讨， 而心理学在歧

视领域的研究则主要集中移民、同性恋、艾滋病等群

体当中， 较少关注农村流动人口歧视知觉和心理适

应的关系， 对于歧视知觉作用途径的研究更是寥寥

无几。 因此， 深入探讨农村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及

其对心理适应状况影响的具体过程， 有助于发现歧

视知觉的影响机制， 以及对逆境不同的评价策略的

作用， 以期为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更好地帮助该群

体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的方式， 在北京和杭州两地共抽

取 328 名有效被试，包括餐饮业、服务业、建筑业、工

厂工人、个体商贩等行业。 其中，男性 204 人，女性

114 人 （10 人 缺 失）；25 岁 以 下 153 人，25 岁 以 上

168 人（7 人缺失），平均年龄为 27.98±7.77 岁。
1.2 工具

1.2.1 歧视知觉问卷 采用 Harvey 编制的歧视知

觉问卷[22]，该问卷由林丹华课题组翻译，主要考察流

动人口在城市生活中感知到的自己 受到歧视 的程

度，问卷包括 18 个项目，5 点计分，从“完全不同意”

到“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被试感知到的歧视程

度 越 高 。 该 量 表 在 本 样 本 中 的 内 部 一 致 性 系 数

（Cronbach α）为 0.84。
1.2.2 逆境评价量表 采用 Jia-Yan Pan 等编制的

逆境评价量表[23]，该问卷由林丹华课题组翻译，共有

12 个项目，包括对逆境的积极评价策略和消极评价

策略两个分量表，答案采用 6 点计分，从“完全不同

意”到“完全同意”。积极评价策略指的是通过事件背

后可能存在的积极意义来看待逆境， 比如 “对我来

说，处理逆境是一个积累人生经验的过程”；而消极

评价策略指的是采用悲观消极的观点看待逆境，比

如“逆境意味着世界末日，我无法解决”。分量表得分

越高， 表示被试越容易采用此种评价策略策略。 积

极/消极评价策略分量表在本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Cronbach α）分别为 0.89 和 0.75。
1.2.3 流动性 要求被试报告外出打工时间以及曾

经流动过的城市总数， 将流动城市数量除以外出打

工总时间作为流动性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的

流动性越大。
1.2.4 心理适应 从抑郁情绪、 自尊水平和生活满

意度三个方面来考察流动人口的心理适应状况，具

体为：①抑郁：采用 Andresen 建立的流调中心用抑

郁量表简表（CES-D 简表）[24]，着重于评估抑郁情感

或心境的频度， 要求被试报告最近一周内症状出现

的频度，分数越高，表示抑郁出现的频度越高。 ②生

活满意度：采用 Diener 等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25]，
包括 5 个题目，得分越高，代表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越

高。③自尊量表：采用经翻译和修订后的中文版自尊

量表[26]，包括 10 个项目，为 4 点计分，从“很不符合”
到“非常符合”，分值越高，则自尊程度越高。

2 结 果

2.1 流动人口歧视知觉的特点

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为 7.03±5.29 年， 流动城

市数目为 2.79±1.43 个，流动性为 0.65±0.77。 本研究

根据流动性平均分的高低把被试分为低流动性组和

高流动性组， 根据年龄段把被试分为年轻流动人口

（25 岁及其以下）和老一代流动人口（25 岁以上），之

后以歧视知觉为因变量，进行 2（性别）×2（年轻/老
一代流动人口）×2（低/高流动性）方差分析，结果发

现，性别、流动性的主效应显著（F=8.94，P<0.01；F=
4.06，P<0.05），但不存在交 互作用，具体 表现为，男

性的歧视知觉显著高于女性， 高流动性群体的歧视

知觉显著高于低流动性群体。 见表 1。
2.2 歧视知觉、逆境评价和心理适应的关系

2.2.1 流动性、歧视知觉、逆境评价和心理适应的相

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①流动性越高，歧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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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越高，自尊越低；②歧视知觉和逆境评价、自尊、抑

郁、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相关；③积极评价策略水平越

高，抑郁情绪越少，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消

极评价策略水平越高，抑郁情绪越多，自尊越低；④
积极评价策略和消极评价策略相关不显著； ⑤自尊

水平、抑郁情绪、生活满意度之间呈现显著相关。

表 1 流动人口的歧视知觉特点（M±SD）

2.2.2 歧视知觉、 逆境评价与心理适应的关系 首

先检验歧视知觉和心理适应的直接关系模型， 发现

歧视知觉对流动人口心理适应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路径系数为 0.56。 之后，以歧视知觉为自变量，以逆

境的积极评价策略和消极评价策略为中介变量，心

理适应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见附图），模型

的拟和指数都达到了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分别是

χ2=14.97，df=6，χ2/df=2.50，RMSEA=0.07，NFI=0.95，
IFI=0.97，CFI=0.97，TLI=0.93。 结果表明， 歧视知觉

可以通过逆境评价间接地预测流动人口的心理适应

状态， 积极评价策略和消极评价策略在其中起到了

显著的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 0.18（即从歧视知觉到

心理适应的每条间接作用路径上的路径系数乘积之

和）。 同时，歧视知觉对心理适应的直接效应从 0.56
下降到 0.36，因此，积极评价策略和消极评价策略起

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所有影响因素对流动人

口心理适应的贡献率达到 44%。

积极评价策略

-0.32*** 抑郁

-0.19*** R2=0.44 0.59***

歧视知觉 0.36***(0.56***) 心理适应 -0.80*** 自尊

0.37*** 0.29*** -0.41*** 生活满意度

消极评价策略

附图 歧视知觉、逆境评价与心理适应的关系模型

注：括号中为加入中介变量前的统计值

3 讨 论

从总体上来看， 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间接近

7 年，在同一个城市停留的平均时间超过两年，流动

性为 0.65±0.77，同以往的研究结果相比 [27，28]，流动性

有所下降，处于较低水平，这说明该群体越来越愿意

停留在一个城市中生活和工作。同时，不同年龄段流

动人口的歧视知觉状况没有显著差异， 这说明歧视

知觉是该群体各个年龄层均面对的普遍状况， 而男

性流动人口知觉到的歧视知觉显著高于女性， 这也

和流动儿童群体中的调查结果相一致[29]。
本研究发现， 高流动性群体的歧视知觉显著高

于低流动性群体，同时，流动性、歧视知觉、自尊水平

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流动性越大，歧视知觉越多，
自尊水平越低。林丹华等的研究发现，流动性可以显

著地预测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水平，流动性越大，社

会适应水平越低[27]。 社会流动性理论认为，社会流动

性越大，说明社会不平等程度越高，其成员的相对剥

夺感越强，产生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30]。
结果表明，歧视知觉和自尊、抑郁、生活满意度

均呈现较高相关，歧视知觉越多，抑郁越严重，自尊

水平和生活满意度越低，这与以往多项研究 [7，11-14，31]

的结果一致。流动人口是城市中的特殊组成部分，歧

视作为这一群体中的普遍性应激事件， 给他们带来

了显著的不利影响， 受歧视者更容易出现抑郁、焦

虑、心理困扰等问题[32]。 可见，关注流动人口的歧视

状况， 对于帮助他们提高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境遇至

关重要。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流动人口流动性、歧视知觉、逆境评价、和心理适应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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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流动人口歧视知觉和心理适应的关系

模型表明，歧视知觉能够直接预测心理适应的状况，
逆境评价在歧视知觉和心理适应之间起部分的中介

作用， 歧视知觉可以通过积极的评价策略促进心理

适应，同时可以通过消极的评价策略阻碍心理适应，
这说明了评价策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也验证了应

激的 CPT 理论的有效性。 一项对加拿大籍朝鲜移民

的调查报告也发现， 知觉到的种族歧视和抑郁水平

呈显著的正相关，并且，评价策略在其中起到重要的

中介作用[33]。Shek[34]认为中国人关于逆境通常有两种

认知方式：积极评价策略和消极评价策略，对情景的

理解和定义不同，逆境对个体的影响也随之不同的。
若将压力源解释为伤害则会导致不良的心理适应，
而评价为挑战则会导致良好的调适[35]。 具体而言，逆

境评价的重要作用可能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不

同评价策略决定了个体如何定义歧视。 如果把逆境

看做为一个发展中的意外或是一个积累人生经验的

过程，就会更容易接受；当把逆境看做是一种惩罚或

是报应时，面对就会变得更加艰难[23，34]；另一方面，对

歧视的评价策略导致了个体不同的 应对资源或 行

为。 Hudek-Knezevic[36 ]等 的 研 究 发 现 ，威 胁 性 评价

对回避应对有显著预测作用。 当个体认为逆境可以

改变时，他们倾向于承担更多责任，有计划地解决问

题[37]。
除此以外， 本研究探讨了积极评价策略和消极

评价策略的关系， 发现积极评价策略的增加并不能

导致消极评价策略的减少， 二者同时存在且互不影

响， 积极评价策略和消极评价策略在模型中都起着

重要的独特作用，这说明个体在面对逆境时，可以通

过积极的和消极的两 种 评 价 策 略 分 别 作 用 于 心理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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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 22.4%， 与陶芳

标[6]的研究结果相近（19.8%），高于大学生群体[7,8]。自

杀意念的发生率在性别和年级上均存在差异。 自杀

计划的发生率为 12.2%， 在性别和年级上均存在显

著差异。 自杀行为的发生率为 5.9%，低于国外的研

究报告 [9]，但高于国内中学生 [6]群体的发生率，女生

高于男生，年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结果提示：在面

临负性生活事件或压力时， 女生比男生更易采用自

杀相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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