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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考察应对方式与社会支持对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 方法：采用个体歧视知觉问卷、流调中

心抑郁量表（CES-D）、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社会支持问卷对长沙市 558 名流动儿童进行调查。 结果：歧视知觉对抑郁

有显著正向预测（β=0.446，P<0.001）；积极应对对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有增强作用；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的增强作用

有缓冲效应。 结论：积极应对、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有共同调节作用。

【关键词】 流动儿童； 歧视知觉； 抑郁； 应对方式； 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2)04-0539-04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Depression： Moderating
of Coping， and Social Support in Migrant Children

FAN Xing-hua， CHEN Feng-j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Hunan First Normal College，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suppor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depression. Methods: 558 migrant children residing in Changsha were administrated Per-
ceived Individual Discrimination Scal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Simplified Copying Style
Questionnaire and the Index of Sojourner Social Support Scale. Results: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had significantly positive
prediction on depression; active coping style intensified the impact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on depression and social
support attenuated the moderation effect. Conclusion: Active coping style and social support have combined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individual discrimination and depression among migrant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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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是指 6-18 岁随父母或监护人在流入

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青少年[1]。 近年来，流动

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与城市儿童、一般农村儿

童相比，流动儿童的抑郁、社交焦虑水平高 [2]、孤独

感强[2，3]。 究其原因，可能与其流动人口身份所带来

的不公正对待以及由此产生的歧视知觉有关。 研究

发现，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孤独感 [1]、抑郁 [2]呈显著

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4]。
压力与应对关系的研究显示， 压力的心理表现

显著地受到个人应对行为的调节 [5]。 作为一种社会

压力， 歧视知觉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也随着个体

应对反应的不同而发生变化[6]。 例如，Noh 等发现[7]，
直接对抗可以缓冲加拿大籍朝鲜移民的歧视知觉对

抑郁的消极影响；被动接受、情绪转移增强了歧视知

觉对抑郁的消极影响。 Edwards 等发现[8]，以问题解

决、情绪表达、情绪调节为定向的直接应对对美籍墨

西哥裔青少年歧视知觉与自尊的负向预测关系有明

显缓冲作用。 方晓义等发现[1]，积极应对对流动儿童

歧视知觉与孤独感的正向预测关系有增强作用，消

极应对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该研究中的“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依次与西方文献中的“以问题为中心的

应对”（ 如直接对抗、 直接表达）、“以情绪为中心的

应对”（如被动接受、情绪转移）有一致之处但不完全

等同。 可见，中外研究结果存在明显不一致现象。
歧视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但受到应对方式

的调节，而且受到社会支持的共同影响[7]。 Noh 等发

现，歧视知觉×被动接受×种族支持、歧视知觉×情绪

转移×种族支持对抑郁的负向预测效应均显著，种

族支持可以有效缓冲以情绪为中心的应对 （如被动

接受、情绪转移）给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所带来的消

极影响[7]。 Lazarus 指出，压力应对的效果除了取决于

压力性质、个人资源因素外，还与社会文化价值观等

因素有关[5]。 众所周知，东西方社会文化存在明显差

异，西方主张个人主义价值观，东方倡导集体主义价

值观。那么，流动儿童对歧视压力的应对效果是否受

到社会支持这一资源的调节？
综上， 本研究的主要目在于考察应对方式与社

会支持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抑郁 关系的调节 作

用。主要的研究问题有三个：①歧视知觉与抑郁的关

系；②应对方式对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的调节；③社

会支持对应对方式调节作用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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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采用整群取样法从长沙市 6 所中小学选取小学

五年级至初二年级的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 共获

得有效被 试 558 名，其中，男生 291 人（52.2%），女

生 253 人（45.3%），性别信息 缺失 14 人（2.5%）；初

中 生 280 名（50.2%），小 学 生 260 名（46.6%），年 级

信息缺失 18 名（3.2%）；平均年龄 12.25±1.90 岁。
1.2 工具

1.2.1 个体歧视知觉问卷 该问卷由刘霞等编制、
经方晓义等修订而成 [1]。 问卷列举了流动儿童在城

市生活中可能遇到的 9 种歧视情况， 要求被试对每

个句子描述的情况与其现实符合的程度进行回答。
答案为 4 点量表：“1”为“一点都不符合”，“4”为“完

全符合”，以考察儿童主观觉察到的自己因为外地人

身份而受到歧视的程度。
1.2.2 抑 郁 量 表 采 用 Radloff 编 制 的 抑 郁 量 表

(CES-D)[9，10]， 要求被试回答在过去一个月中是否经

常出现各种抑郁状况。 共 20 题， 答案为 4 点量表，
“从不”记 0 分，“一周一次”记 1 分，“一周几次”记 2
分，“几乎每天”记 3 分，平均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抑郁

程度越严重。
1.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由解亚宁等人编制[9]，含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共 20 个条目。
1.2.4 社会支持问卷 该问卷由 Ong 和 ward 等人

根据多个旅居者群体在新的文化环境下的社会支持

特点而编制， 共 18 题， 5 点记分，1 为 “没有人”，5
为“很多人”。 方晓义课题组根据对流动儿童的访谈

结果对原问卷项目的措辞进行了适当修改， 改编后

的问卷有良好的信效度[11]。 本研究对课题组修订的

问卷中的个别项目措辞进行适当修改，如将“理解北

京与老家之间的差异” 改为 “理解长沙与老家的差

异”。 本研究中问卷总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2。
总分越高，获得的支持越多。
1.2.5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SES） 采用父母文化程

度、父母职业、家庭资源三项指标来衡量流动儿童的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家庭资源指标通过询问被

试家里是否拥有电脑、电视、冰箱等 9 项家庭日用设

施来获得[1]。通过以下四步计算 SES。第一步，对各变

量赋值：父母文化程度按父母受教育年限数记分，如

小学记 5 分；职业分类按照 Ganzeboom 等的国际社

会经济地位职业分类索引 (ISEI) 中的记分标准进

行，如建筑工人 29 分；家庭资源有 1 项计 1 分，9 项

全部没有计 0 分。第二步，对已赋值变量进行筛选或

转换：选取父亲、母亲两人中受教育年限数最高、职

业分类得分最高的一方作为父母亲文化程度、 职业

的代表；同时，采用项目反应理论对家庭资源变量进

行参数估计，获得参数估计指标。 第三步，对各变量

中的缺失值进行处理： 三个变量中缺失值有 2 项及

以上的样本作缺失样本处理； 只有 1 项缺失值的样

本， 则采用其他两个变量对此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并

通过回归方程计算得到的值来替代缺失值。第四步，
将文化程度、职业、家庭资源三变量转换成标准分后

进行主成分分析，并根据下列公式计算得到 SES 变

量：SES=（β1*Z 文化程度+β2*Z 职业+β3*Z 家庭资

源）/ε覼。 其中，β1、β2、β3 为因子载荷，ε覼 为第一个

因子的特征根。 SES 得分越高，代表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越高。 本研究采用合成后的 SES 变量进行分析，
SES 总分范围在-3.48-3.98 之间。

2 结 果

2.1 研究变量的相关、平均数及标准差

表 1 显示，歧视知觉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歧视

知觉与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

对呈显著正相关；社会支持、积极应对与抑郁呈显著

负相关，消极应对与抑郁呈显著正相关；SES 与抑郁

呈显著负相关。 性别、年段与抑郁的相关均不显著，
因此，性别与年段不再参与后面的分析。
2.2 歧视知觉对抑郁的预测

以 SES 为协变量，歧视知觉为预测变量，抑 郁

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歧视知觉对抑

郁的预测作用显著（β=0.446，t=11.748，P<0.001）。
2.3 应对方式的调节作用

在考察变量的调节效应时， 为减少多重共线性

现象，预测变量、调节变量均应去中心化，交互项亦

为去中心化后的变量之积。 以 SES 为第一层变量，
以歧视知觉、应对方式为第二层变量，以歧视知觉×
应对方式为第三层变量， 以抑郁为结果变量进行分

层回归分析。 表 2 显示，歧视知觉×积极应对对抑郁

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0.096，P<0.01），歧视知觉×
消极应对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对交互作用进行分析

发 现，在 积 极 应 对 低 分 组（后 27%）、中 间 组（中 间

46%）、高分组（前 27%）上，歧视知觉对抑郁的预测

系数依次为 β=0.384（P<0.001）、β=0.427（P<0.001）、
β=0.520（P<0.001），随着积极应对水平的提高，歧视

知觉对抑郁的正向预测性（β 值）增大。 说明，积极应

对对歧视知觉与抑郁的正向预测关系有增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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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应对方式在歧视知觉与抑郁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检验(Enter)

表 3 社会支持、积极应对对歧视知觉

与抑郁关系的共同调节作用（Enter）

表 4 不同社会支持与积极应对水

平下抑郁对歧视知觉的回归分析

注：各组回归均控制了 SES 的作用

2.4 社会支持对积极应对调节作用的调节

表 3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协变量、

主效应、二交互项的作用后，歧视知觉×积极应对×
社 会 支 持 三 交 互 项 对 抑 郁 的 负 向 预 测 作 用 显 著

（β=-0.082，ΔR2=0.005，P<0.05)。
对三交互作用进行分析时， 仍按调节变量得分

前 27%、中间 46%、后 27%将被试分为高中低三组，
两个调节变量组合后得到 9 组被试， 各组回归分析

结果见表 4。 表 4 显示，在社会支持低分组内，当积

极应对水平升至高分组时， 歧视知觉对抑郁的正向

预测力明显增强（β=0.858），高水平的积极应对增强

了低支持组儿童歧视知觉对抑郁的不利影响； 在中

等支持组内， 当积极应对水平由低分组提升至中等

组、高分组时，歧视知觉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有所

增强；在高支持组内，随着积极应对水平的提高，歧

视知觉对抑郁的正向预测力依次减弱， 积极应对可

以降低高支持组儿童歧视知觉对抑郁的不利影响。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 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抑郁呈显著

正相关，在控制社会经济地位（SES）的作用后，歧视

知觉对抑郁的预测系数 β 达到 0.446， 被歧视感越

强， 抑郁水平越高。 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
[1，2，4，7，8]。歧视知觉是个体知觉到的由于自己所属的团

体成员身份（如户口）而受到的有区别的或不公正的

对待[4]。 在目前的户籍管理制度下，流动儿童很难改

变其农村户籍身份和消除“农民工子弟”这一社会标

签的作用，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遭受各种排斥与拒绝

在所难免；同时，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歧视行为多以

微妙的、难以捉摸的方式表现出来，流动儿童很难进

行有效应对，抑郁将随之而至。
本研究发现， 积极应对对歧视知觉与抑郁的正

向预测关系有增强作用， 即随着积极应对水平的提

高，歧视知觉对抑郁的正向预测性增大。这一结果与

Noh 等的研究结果不同[7]。 如前所述，歧视压力对身

心健康的不利影响随着个体应对反应的不同而发生

变化[6]；同时，文化维持假说认为，社会文化价值观会

影响到压力应对行为的选择及其应对效果 [12]。 以个

人主义价值观为主流的北美社会文化鼓励人们对社

表 1 研究变量的相关、平均数及标准差

注：1 性别：女=0，男=1；2 年段：小学=0，初中=1； 3 SES=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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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公或歧视进行直接表达， 直接对抗可能是纠正

社会不公或铲除歧视的最好方法， 从而能减轻歧视

对个体身心健康的不利影响； 以集体主义价值观为

主流的我国社会文化，鼓励人们采用温和的方式（如

忍让、宽容）来化解人际冲突与矛盾。本研究中，积极

应对之所以会增强流动儿童歧视知 觉与抑郁的 关

系， 可能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外界现状很难通过积极

应对而改变，例如，某些城市学校对流动儿童收取择

校费， 这种做法仅凭流动儿童的积极应对是无法奏

效的。 由于歧视源在客观上是难以改变的，因此，当

流动儿童感受到歧视时， 他们越主动努力、 积极应

对，越会失望，结果越抑郁。
社会压力的 心理表现受 到个体应对 行为的调

节， 但应对的效果与个体所拥有的资源有关。 由于

积极应对的调节作用显著，因此，我们进一步考察了

社会支持这一资源对积极应对的调节效应的影响。
结果发现， 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缓冲积极应对对歧

视压力与抑郁关系的增强效应：社会支持较少（低分

组）和一般多（中等组）时，随着积极应对水平的提

高，歧视知觉对抑郁的不利影响加大，这一趋势在低

支持高积极应对组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社会支持水

平较高（高分组）时，随着积极应对水平的提高，歧视

知觉对抑郁的不利影响逐步减弱。这一结果提示，从

应对歧视压力的角度看，流动儿童应该“量力而行”：
社会支持缺乏或较少时， 避免采用积极应对方式来

应对歧视；社会支持充足时，可以适当采用积极应对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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