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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心理资本对生活压力与心理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为早期心理健康教育提

供实证依据。 方法：以生活事件量表（LES）、心理资本量表(PCQ)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为测查工具，在河北省随机

抽取 706 名农村籍大学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大学毕业生心理健康与生活压力呈正相关(Beta=1.192，t=5.626，
P<0.001)，与心理资本相关无统计学意义（Beta=-0.104，t=-1.092，P＞0.05）；生活压力与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影响的交

互作用非常显著（Beta=-0.872，t=-3.853，P<0.001）。 结论：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心理资本在生活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起

着正向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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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gulativ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life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and pro-
vide an empirical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for college graduates with rural registered residence. Meth-
ods: 706 college graduates with rural registered residence from Hebei Province were randomly selected, with the LES(Life
Event Scale), PCQ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and SCL-90 (Symptom Checklist 90) complet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college graduates’ mental health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at of life stress (Beta=1.192, t=5.626, P<0.001)
and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a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ta=-0.104, t=-1.092, P＞0.0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life stress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mental health(Beta=-0.872, t=-3.853, P<0.001). Con-
clusion: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ive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fe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of
college graduates with rural registered re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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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本是指 “个体的积极心理发展状态” [1]。
自 Seligman 2002 年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积极心理学

和积极组织行为学理论首次提出“心理资本(psycho-
logical capital)”的概念，Luthans 等人在 2004 年将心

理资本的概念拓展至组织管理领域， 认为心理资本

是指能够导致个体积极组织行为的心理状态。 经过

近十年的研究和发展，在心理资本的构成要素上，目

前国内外大部分学者认为主要是由四个核心构念组

成：自我效能（自信）、韧性（回复力）、乐观（积极归

因）和希望（意志力）[2-4]。 因其构成部分都是类似于

状态的积极心理力量， 而不是倾向性的、 相对稳定

的、类似于特性的个性特征（如自尊等），符合积极、
独特、 可以测量和开发的积极组织行为标准而受到

极大关注， 其研究趋势对未来的心理资本内涵发展

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压力是个体与环境间的一种互动过程， 是个体

面对生活中各种刺激时经过主观评估之后所产生的

反应。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发展的“危机期”，占我国高

校生源绝大多数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 不仅要面对

来自生理、心理、环境的重大变化，还要经受毕业后

工作、人际、经济以及婚姻家庭等方面独有的压力，
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

近年来国内外很多研究都已阐明心理资本与心

理健康的关系[4，5]，而在压力前提下，心理资本与压力

性生活事件相互作用如何， 以及对心理健康有何影

响， 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对三者的关系做进一步的了

解。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自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1 月， 课题组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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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取样的方法， 对河北省高校大学生中毕业 1~2
年的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共计 783 名进行问卷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共 706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0.17%，其

中大专生 471 人， 本科生 235 人， 男、 女生分别为

300 人与 406 人， 年龄 21~27 岁， 平均年龄 23.68±
1.25 岁。 大学所学专业：理工农医技术类 244 人，经

济管理类 234 人，人文社科类 228 人。
1.2 测查工具

1.2.1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
90)[6] 该量表由 90 个题目组成，包含有较广泛的精

神症状学内容， 采用 9 个因子分别反应 9 个方面最

近一周的心理症状情况。 采用 5 及评分（1~5 分），得

分越高表明精神症状越多、心理健康水平越差。
1.2.2 心理资本量表(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
naire，PCQ) 参照 Luthans 等编制，李超平翻译的心

理资本问卷（PCQ-24)[7]，以及温磊等修订的心理资

本问卷 [8]，编制心理资本问卷包括四个维度：分别为

自 我 效 能 、韧 性 、希 望 、乐 观 ，共 16 个 项 目 ，采 用

Likert 6 点计分。各维度及总分得分越高说明心理资

本水平越高。 在本研究中， 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全量表为 0.73，自我效能为 0.81，韧性 0.71，希望

0.77，乐观 0.74。
1.2.3 生活事件量表（Life Event Scale，LES） [6] 选用

杨德森、张亚林 1986 年编制的生活事件量表，共包

含 48 条我国常见的生活事件，分数越高反映个体承

受的生活压力越大，包括三方面的问题 :家庭生活、
工作学习、社会交往及其他方面。研究者根据农村籍

大学毕业生的生活压力来源具体情况， 对量表中的

一些情境描述进行了相关修订，如将第 14 题“超指

标生育”改为“需购房付首付”，第 15 题“本人（爱人）
作绝育手术”改为“户口落到城市遇到困难”，第 31
题“高考失败”改为“找工作失败”，第 39 题“第一次

远走他乡异国”改为“离开原籍所在地到其他城市工

作”，第 41 题“本人退休离休或未安排具体工作”改

为“工作单位发展前景不佳”。 对修订后的量表时隔

一个月进行小样本重测，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0.91。
1.3 测量方法

以河北省各高校系别或二级学院为单位， 由经

过培训的调查员在毕业生原所在班级辅导员的协助

下， 首先对有跟踪回访联系的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进

行登记，然后统一时间测试，现场发放问卷，独立填

写，当场收回。
统计分析采用 SPSS12.0 进行相关和多元回归

分析。

2 结 果

2.1 心理资本、生活压力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生活压力与心理健

康呈显著正相关（P<0.01）；心理资本与心理健康呈

显著负相关（P<0.01）；自我效能与生活压力呈显著

正相关(P<0.05)，韧性与其呈显著负相关(P<0.01)，而

乐观、希望及心理资本总分与其无显著相关。 见表 1。
2.2 心理资本对生活压力与心理健康的调节作用

为了解心理资本在生活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

作用，以生活压力、心理资本及二者的乘积项为自变

量， 心理健康评定总分为因变量作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如表 2 所示，生活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正向

的（t=5.626，P<0.001），但在控制了生活压力的作用

之后，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变得不显著。
生活压力和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的交互作用非

常显著（t=-3.853，P<0.001），说明心理资本在生活压

力和心理健康之间起着非常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即随着心理资本水平的增加， 生活压力对心理健康

的影响作用随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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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心理资本、生活压力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表 2 生活压力和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多元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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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心理健康与生活压力、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中， 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心理健康与生活

压力呈显著正相关，即生活压力越大，心理健康状况

越差。 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随着高校扩招，大学毕业

生就业困难加剧， 同时由于现行教育体制在培养方

案上的缺陷，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深重烙印，使得这

些出生于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们享受 不到城市的 资

源， 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潜在的社会运行机制摆布着

他们的命运，使他们失去了基本的机会，这些无形中

更增加了他们的生活压力源。
研究显示， 当前农村籍大学毕业生的生活压力

源是多方面的，既有来自工作本身的压力性生活事

件，也有来自新环境适应以及人际关系、经济窘迫的

种种困扰。 随着年龄的增长， 农村籍大学毕业生对

自我未来的展望和目标（如工作前景、找男/女朋友、
买房成家等）也逐渐成为其重要的压力性生活事件。
因此， 有着良好的心理特征便成为大学毕业生保持

身心健康的重要条件之一。 心理资本作为调节生活

压力的一条重要路径， 对个体的身心健康无疑发挥

着重要作用。 调查结果表明， 心理资本不论是自我

效能、韧性、乐观和希望四个维度，还是心理资本总

分与心理健康均呈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自我效能、
韧性、乐观和希望这四个子成分均是具有积极倾向

的个体心理特征， 在单因素水平不但可以对心理健

康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

系(例如，高自我效能的个体对未来的预期也相对乐

观，在逆境中也更有韧性)，基于这四个子成分间的

相互影响和协同效应形成的更高层次的构念———心

理资本，在生活压力前提下，对心理健康具有直接和

非常显著影响作用。
3.2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调节作用是指调节变量独立于自变量之外，即

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而是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一个条件变量，调

节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9]。 也就是说，调节变量

只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起作用———加强或

消弱它们之间的关系。 在统计层面上可将调节变量

的作用描述为： 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对因变

量的影响。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 生活压力对心理健康的影

响是正向的且作用非常显著， 心理资本与生活压力

二者的交互项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呈非常显著水平，
即在生活压力前提下， 心理资本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重大。在本研究中，心理资本在生活压力和心理健康

之间起着纯粹的调节效应。因此，指导和开发大学毕

业生提高自我效能、韧性、乐观和希望心理结构单成

份或多成份，即提升个体心理资本的积极倾向，不一

定能减少农村籍大学毕业 生的生活压 力性生活事

件，但可以调节心理健康水平，增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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