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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事件”之后，社会日益关注包括80后员

工在内的全体员工的幸福感及心理健康问题[1]。代

际心理研究认为，每代人作为一个特定群体，其心理

与行为必定受其特定时代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体现

出不同时代特征 [2]。在代际心理领域，价值观是理

解代心理与行为的核心概念。工作价值观则是价值

观在工作领域的体现，是理解员工心理与行为的核

心概念 [3]。我国与西方研究均发现，不同代员工的

工作价值观存在差异[4-6]。基于这些理论，我们想知

道，员工的幸福感、心理健康会受其工作价值观的影

响吗？

到目前为止，心理学界针对上述问题的实证研

究较为少见。不过，在临床心理学领域，有关价值观

与幸福感及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由来以久。比如认

知疗法创始人Ellis就认为，一个人只要有了合情合

理的哲学观，就不容易受各种情绪的困扰了。这里

的哲学观，事实上就是指价值观[7]。近年来，有心理

学者提出“健康价值观”的概念，从而使Ellis这个观

点更加具体化。

研究者以Deci和Ryan的自我决定论为理论依

据，认为健康的价值观是“满足个人心理成长和自我

实现的需要”的价值观，这类价值观可促进个人的幸

福感；不健康的价值观是以“获得他人的认同，以避

免惩罚”为目的，这类价值观有损个人的幸福感 [8，

9]。多数实证研究支持上述观点 [10，11]。如 Sagiv 和

Schwart发现，“健康”价值观（如成就、仁慈等）与幸

福感正相关，服从、安全等“不健康”价值观与幸福感

负相关[10]。有研究者在总结多项研究后认为，价值

观对幸福感产生影响主要通过三个途径[12]：一是健

康的价值观会导致幸福感。二是价值观反映的目标

实现与否会影响幸福感。目标实现，幸福感提升，反

之降低。三是个体价值观与社会要求的价值观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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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性也会影响幸福感。个体追求的价值观与社会的

越一致，个体就越容易获得幸福感。

研究者也对价值观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了研

究。一类研究是从文化价值观角度。研究者发现，

具有较强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个体，情绪控制能力

较差，具有较高的自杀倾向[13]。大学生垂直集体主

义价值取向（强调等级观念）与自尊、焦虑和抑郁显

著负相关 [14]。另一类研究则从个人价值观角度出

发。如研究发现，内在价值有利于心理健康，外在价

值观则相反 [15]，青少年的焦虑和其价值观有关 [16]。

然而，价值观如何影响心理健康，则少有研究涉及。

基于以往价值观与幸福感、心理健康关系的研

究，我们推测，针对三者关系的结论应该适用于员工

的工作价值观。同时，我们推测，工作价值观对心理

健康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而实

现的。因为价值观是个体判断“值或不值”的心理倾

向系统，是支配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内在尺度。根据

情绪的认知评价理论，工作价值观可能是通过为个

体建立工作需求满足与否的内在评价尺度，来影响

个体对满意感的评价与情绪（即幸福感），进而影响

到其心理健康度。同时，鉴于不同代的员工工作价

值观存在差异[5]，在不同代群中，工作价值观的不同

成分与幸福感及心理健康的关系可能有所不同。为

使研究结果更具实践的指导性，本研究将通过对不

同代员工工作价值观、幸福感及心理健康关系的比

较，来揭示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从代际变迁的

宏观角度解读各代员工的幸福感及心理健康问题，

为提升员工的幸福感及心理健康水平提供新视角。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是针对一般员工，因此对某省不同性质

单位的在职员工进行分层方便抽样，共获得有效问

卷 1056份。被试分布如下：男 494人，女 562人；大

专以下学历 292人，大专学历 245人，本科学历 418
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101人；国家机关100人，事业

单位283人，国有企业173人，民营企业364人，其他

性质单位136人；普通员工619人，初级领导或初级

职称203人，中级领导或中级职称161人，高级领导

或高级职称73人。

根据国内外研究者的普遍分法 [2]，以“文革”及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分界线，将在职员工分为三

代：第一代（生于 1950年-1966年）154人，第二代

（生于 1967年-1978年）370人，第三代（生于 1979-

1990年）532人。

1.2 工具

1.2.1 中国员工工作价值观量表[17] 该量表适用于

一般员工的工作价值观调查。量表共 31题，分为 6
个维度，分别为内在价值，外在酬劳，休闲自由，人际

关系，地位威望，利他价值。采用6点计分法，从“很

不重要”到“很重要”，分值越高，说明越看重该种工

作价值观。本次测量的总量表α系数为0.90。
1.2.2 幸福感指数量表[18] 采用Campbell等人编制

的幸福感指数、总体情感指数量表。该量表用于测

查受试者目前所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程度。7点评

分，分数越高，幸福感越高。

1.2.3 一般健康问卷 12 题中文版（GHQ-12）[19]

GHQ是国际上公认并得到最广泛使用的心理健康

量表。条目的最低分为0分，最高分为12分，得分越

高，健康度越低。由于该量表得分说明的是心理健

康症状的轻重程度，为方便分析与讨论，在下文中用

“心理健康症状”对该量表测量的内容进行表述。

2 结 果

2.1 工作价值观与幸福感及心理健康症状的相关

将对象分为总样本、第一代员工、第二代员工、

第三代员工，分别计算工作价值观 6个维度得分与

幸福感、心理健康症状的皮尔逊相关。表1显示，从

总样本看，内在价值及利他价值与幸福感及心理健

康症状显著相关，人际关系与幸福感显著相关。第

一代员工中，内在价值、人际关系及利他价值观与幸

福感显著相关，但与心理健康症状不相关；第二代员

工中，内在价值、休闲自由、人际关系及利他价值与

幸福感显著相关，内在价值、利他价值与心理健康症

状相关；第三代员工中，外在酬劳、人际关系、利他价

值与幸福感显著相关，外在酬劳与心理健康症状显

著相关。

2.2 三代人工作价值观对幸福感及心理健康症状

的影响机制分析

由于三代样本中与幸福感、心理健康显著相关

的工作价值观维度各不相同，因此无法建立一个统

一的路径关系模型，并通过设定代因素为调节变量，

考察代因素在工作价值观、幸福感及心理健康症状

三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此，我们根据相关分析

反映出的各代数据的特点，分别对三代员工的数据

进行路径分析。

2.2.1 第一代员工工作价值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

症状的路径分析 鉴于第一代员工的工作价值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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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得分无显著相关，因此对第一代员工不宜

进行一般中介效应分析，但根据国内学者建议[20]，可

以进行广义中介效应分析，重点考察工作价值观与

心理健康症状无显著相关的原因。我们以内在价

值、人际关系及利他价值为自变量，幸福感为中介变

量，心理健康为因变量，建立三个变量的结构方程模

型。初步拟合结果显示，内在价值到幸福感（β=
0.07，P=0.517>0.05）和人际关系到幸福感 (β=0.07，
P=0.536>0.05) 的路径系数均不显著。将上述两个

路径删除，重新拟合，得到如图 1结构方程模型 1。
表 2显示，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均十分良好。结构方

程模型 1显示，利他价值与心理健康症状没有相关

的原因是幸福感在两者之间起了中介变量的作用，

即利他价值正向预测幸福感，而幸福感负向预测心

理健康症状，因此幸福感起了一种“遮掩作用”。

表1 工作价值观与幸福感、心理健康症状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幸福感 0.11
0.31 -0.45

利他价值 心理健康症状 0.20
图1 第一代员工利他价值、幸福感

和心理健康症状的结构方程模型1

表2 结构方程模型1的拟合度指标摘要

2.2.2 第二代员工工作价值观、幸福感及心理健康

症状的路径分析 鉴于相同原因，我们将考察幸福

感在内在价值、利他价值与心理健康症状间的一般

中介效应，考察幸福感在人际关系、休闲自由与心理

健康间的广义中介效应。将内在价值、休闲自由、人

际关系、利他价作为自变量，幸福感为中介变量，心

理健康症状为因变量，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初步拟

合结果显示，内在价值到幸福感（β=0.05，P=0.503>
0.05），人际关系到幸福感（β=0.11，P=0.089>0.05），

休闲自由到幸福感(β=0.00，P=0.971>0.05)，路径系

数均不显著。删除不显著的路径后重新拟合，最后

得到模型2。见图2。表3显示，模型2拟合良好，且

与模型1中三个变量的关系是一致的。一般中介效

应分析显示，幸福感在利他价值与心理健康症状之

间起了完全中介的作用，利他价值间接预测心理健

康症状，预测力为-0.12。

幸福感 0.07
0.27 -0.60

利他价值 心理健康症状 0.36
图2 第二代员工工作价值观、幸福感

与心理健康症状的结构方程模型2

表3 结构方程模型2的拟合度指标摘要

外在酬劳 -0.16
0.29 幸福感 0.06

0.23 -0.58
利他价值 心理健康症状 0.34
图3 第三代员工工作价值观、幸福感

与心理健康症状的结构方程模型3

表4 结构方程模型3的拟合度指标摘要

2.2.3 第三代员工工作价值观、幸福感及心理健康

症状的路径分析 同理，我们将考察幸福感在外在

酬劳与心理健康症状间的一般中介效应，考察幸福

感在人际关系、利他价值与心理健康症状间的广义

中介效应。外在酬劳、人际关系、利他价值作为自变

量，幸福感为中介变量，心理健康症状为因变量，建

立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结果显示，人际关系到幸福

感（β=0.06，P=0.261>0.05）路径系数不显著。删除不

显著的路径后重新拟合，最后得到模型 3。见图 3。
表4显示，模型拟合良好。一般中介效应分析显示，

幸福感在外在酬劳与心理健康症状之间起了完全中

介的作用，外在酬劳间接预测心理健康症状，预测力

为0.09。同样，广义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幸福感在利

总样本

幸福感

心理健康症状

第一代

幸福感

心理健康症状

第二代

幸福感

心理健康症状

第三代

幸福感

心理健康症状

幸福感

1
-0.57***

1
-0.45***

1
-0.60***

1
-0.58***

内在

价值

0.14***
-0.07***

0.26***
-0.12

0.22***
-0.14***

0.07
-0.01

外在

酬劳

-0.03
0.04

0.07
-0.04

0.03
-0.06

-0.09**
0.09*

休闲

自由

0.07
0.01

0.03
-0.06

0.12**
-0.04

0.05
0.02

人际

关系

0.17**
-0.05

0.26***
-0.13

0.23***
-0.06

0.11**
-0.03

地位

威望

0.01
-0.03

0.05
0.01

0.03
0.26

0.01
0.04

利他

价值

0.24***
-0.10***

0.31***
-0.06

0.27***
-0.17**

0.18***
-0.06

模型1
χ2/df
1.377

GFI
0.99

AGFI
0.96

CFI
0.97

TLI
0.98

RMSEA
0.05

模型2
χ2/df
0.954

GFI
0.99

AGFI
0.99

CFI
0.99

TLI
0.99

RMSEA
0.01

模型2
χ2/df
1.225

GFI
0.99

AGFI
0.99

CFI
0.99

TLI
0.99

RMSEA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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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价值与幸福感之间起了“遮掩作用”。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从总人群看，工作价值观的内

在价值、利他价值及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正相

关。此研究结果与有关价值观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11]。本研究的新发现在于，工作中人际关系价值与

幸福感显著相关。这在西方的研究中没有发现。我

们认为，重视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可能通过三个途径

影响幸福感。其一，人际关系是个体的内在需要；其

二，中国传统社会是注重人与人“关系”的社会 [21，

22]。因此重视人际关系的个体更容易与外部环境和

谐一致；其三，重视人际关系的人更容易在中国社会

实现自己的目标。利他价值观则可能通过第三条途

径来获得幸福的。利他与奉献的价值取向是我国传

统社会及新中国成立后积极提倡的价值观之一，因

此从个体与社会价值观一致性角度看，有利于提升

幸福感。至于哪一条途径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进

一步的研究予以考察。

从代际比较看，第一代员工的内在价值、人际关

系及利他价值与幸福感均显著相关。这一结果与总

样本完全一致。其中的原因前面已经解释。第二代

员工除了内在价值、人际关系及利他价值外，休闲自

由也与幸福感显著相关。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归结

于年龄因素。第二代员工处于 35-46岁，基本已经

走出年轻时的打拼期，因此如何进行工作与生活平

衡是他们开始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同时，生理上开

始从盛到衰也是第二代员工面临的客观事实。主客

观因素结合使这一代人形成注重休闲自由的观念，

加上经济收入与能力的提高，也使这个价值目标容

易获得实现，从而提高幸福感。此外，与前两代相

比，第三代员工相关分析结果体现两个特点：一是重

视工作内在价值已与幸福感无显著相关。这一结果

与大部分结果不一致[10，11]。但从Sagic 和Schwartz的
研究中，我们可以找到另一种解释 [10]。Sagic 和

Schwartz发现，个体的价值观与幸福感的关系更多

的时候取决于它是否与大环境的价值观一致。因

此，本研究这个结果可以用80后员工面临的就业大

环境解释这个结果：即强调工作内在价值的观念与

当前的严峻的就业环境相冲突，从而导致它与幸福

感的关系降低。二是重视工作的外在酬劳与幸福感

负相关。这一结果与先前有关价值观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11]。不过，为什么唯独第三代员工的外在酬劳

与幸福感呈现负相关关系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80后在青少年期处于强调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

年代，过分关注工作的外在价值[23]，从而形成高于前

两代人的心理预期。同时，他们这一代人进入工作

场所后，面临着高于前人的就业与经济压力[24]，从而

导致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影响幸福感[12]。因此，

第三代员工出现与前两代员工不同的研究结果，其

原因用时代变迁来解释似乎更为合理。

工作价值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症状的路径分

析显示，幸福感在工作价值观对于心理健康症状的

影响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包括一般中介作用与广

义中介作用），工作价值观都无法直接对心理健康症

状产生影响。综合一般中介分析与广义中介分析结

果，我们发现，工作价值观是否与心理健康症状有显

著相关取决于幸福感遮掩作用的大小：如果幸福感

的遮掩作用足够大，工作价值观与心理健康症状间

不显现出相关性。反之，则表现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三代员工的工作利他价值均

对心理健康症状起间接预测作用。工作中的利他价

值，是指在工作中对他人、社会和国家有益。它与

Schwartz价值观量表中的“善行”维度类似[25]。“善行”

被 Schwartz归为内在价值，是因为它体现个体的自

我实现需要。因此，工作中重视利他价值不仅可提

升幸福感，也可减少心理健康症状，有助于提升心理

健康水平，这在三代人群样本中都得到印证。第三

代员工中，对工作待遇的重视程度间接负向预测心

理健康水平。我们认为，其原因之一可能是，年轻一

代员工在工作中对物质价值的过分追求，不仅降低

幸福感，而且也提升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水平。这

一有别于前两代的影响路径，是时代因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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