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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讨“蚁族”的留京动机（包括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及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自我整合量表、需要满意度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

和消极情感量表对 171 名“蚁族”进行调查，使用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处理。 结果：①自主动机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

福感，受控动机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②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在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中

起完全中介作用。 结论：“蚁族”的自主动机可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受控动机降低主观幸福感，这种影响通过基本心

理需要满足程度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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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Following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autonomous and controlled mo鄄
tivation of staying in Beijing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satisfaction.
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71 graduated students called Ant Tribe, working in Beijing, with Self-concordance
Scale, Need Satisfaction Scal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SWLS) and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PANAS)
and were analyzed by linear regression. Results: Subjective well-being could be positively predicted by autonomous moti鄄
vation and negatively predicted by controlled motiv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tonomous and controlled motiv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was completely mediated by the satisfaction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Conclusi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Ant Tribe could be promoted by autonomous motivation and undermined by controlled motivation,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played mediating roles between the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Ａutonomous motivation； Ｃontrolled motivation； Ｂ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Ｓubjective well-being

【 基 金 项 目 】 本 研 究 受 北 京 市 优 秀 人 才 培 养 资 助 支 持

（2010D009012000002）；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青 年 基 金 项 目

（10YJCXLX018）；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 点 课 题（AFA11107）；中 央

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通讯作者：蒋奖

近年来，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出现了

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 即高校毕业生低收入

聚居群体 [1]。 “蚁族”受过高等教育，收入微薄，聚居

在城乡结合部或城中村简陋的环境中， 有些人从事

着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还有些人甚至

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该群体的生存和心理状况

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们分别对北京、西安、
武汉和南京的“蚁族”群体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的

生活满意度较低 [1，2]；工作满意度较低，工作压力 较

大[3]；幸福感水平较低[4]。
尽管生活不尽如人意，“蚁族” 仍坚持留在一线

城市发展和奋斗， 支撑这种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呢？
自 我 决 定 理 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

为，个体的动机通常可分为两类———自主动机（aut-

onomous motivation） 和受控动机 （controlled motiva鄄
tion）。 前者指人们的行为完全受个人自主意愿和选

择所支配；后者指人们的行为来自外部施加的力量[5]。

动 机 对 行 为 的 影 响 往 往 通 过 基 本 心 理 需 要 （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起作用，基本心理需要是指自主

（autonomy）、胜 任 （competence）和 关 系 （relatedness）
三种需要，这三种需要是与生俱来、不可或缺的，如

果得到满足将会带来积极结果， 一旦缺失则会产生

消极影响。相比于受控动机，自主动机更能促进基本

心理需要的满足， 进而促使积极行为和心理后果的

发生[6]。 因此，对于“蚁族”来说，受自主动机驱使而

留在一线城市奋斗的个体将拥有更高的幸福感。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以北京

的“蚁族”为研究对象，探讨“蚁族”留京的自主动机

和受控动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分

析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在其中 发挥的中介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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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在北京市“蚁族”聚居区之一———小月河发放问

卷 320 份，回收 312 份。参考廉思等研究者对“蚁族”
群体的界定[1，7]，将符合下列标准的被试列入“蚁族”：
①月收入≤3500 元 （约为北京市 2011 年最低工资

标准 1160 元的 3 倍）；②18 周岁以上；③大专学历

以上；④非北京市生源。根据上述标准筛选出有效问

卷 171 份。 其中男性 67 人 （39.2%）， 女性 103 人

（60.2%），1 人未报告性别；平均年龄 23.75 岁（SD=
2.06），平均月收入为 2439 元（SD=727.16）。
1.2 工具

１.2.1 自我整合量表 自主动机 和 受 控 动 机 使 用

Sheldon 和 Elliot 编制的自我整合量表（Self-Concor鄄
dance Scale）进行测量[8]。 该量表共 4 题，用来测量个

体追求某种目标的动机， 其中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

各 2 题。本研究在使用时对其进行了改编，使其更适

用于测量“留在北京”的动机。如“我留在北京是因为

北京让我感到快乐”（自主动机），“如果离开北京，我

会感到丢脸、内疚或焦虑”（受控动机）等。 采用 9 点

计分 （1=完全不是出于这个原因，9=完全是出于这

个原因）。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60。
１．２．２ 需要满意度量表 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

采用 La Guardia 等人编制的需要满意度量表（Need
Satisfaction Scale）进行测量[9]。该量表由 9 道题构成，
本研究对其进行了改编，在题目中加上了限定词“在

北京”，以突出本研究所测量的情境。 如“在北京，我

可以自由地做自己”等，采用 7 点计分（1=完全不符

合，7=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基本心理需要的满

足程度越高。 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0。

１．２．３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根据 Diener 等研 究 者

的界定，主观幸福感包含认知与情感两个成分，认知

成分即生活满意度（life satisfaction），情感成分则包

含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与消极情感（negative af鄄
fect） [4]。 生 活 满 意 度 量 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由 Diener 编制[10]，共 5 道题，如“我的生

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等，使用 7 点计分（1=完全不

同意，7=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表示主观 幸福感越

高。 积极消极情感量表（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由 Watson 编 制 [11]，包 含 积 极 、
消极情感两个维度，各有 10 个形容词，如“有兴趣

的”、“兴奋的”、“苦恼的”等。 使用 5 点计分（1=完全

没有或非常少，5=非常强），得分越高表明积极或消

极情感越高。本研究中，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

情感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为 0.78、0.81、0.82。将

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的反向计分转化为

Z 分数后相加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指标。
1.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 17.0 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析。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自主动机、受控动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和

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信度

系数见表 1。 结果表明，相对受控动机，“蚁族”的自

主动机水平更高（t=3.26，P<0.01），并且自主动机与

幸福感的相关更高（Z=4.54，P<0.01）。 自主动机与基

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 主观幸福感均呈显著正相关

（r=0.451，0.318；P<0.01），受控动机与基本心理需要

满足程度和主观幸福感均呈显著负相关（r=-0.154，
-0.164；P<0.05），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与主观幸

福感呈显著正相关（r=0.575，P<0.01）。

2.2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在动机类型与主观幸

福感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使用回归分析考察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对 “蚁

族”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为了控制人口统计学变

量的影响，先把这些编码后的变量（年龄、性别、月平

均收入）纳入回归方程，然后再分别考察两种动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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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作用。结果发现，自主动机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

观幸福感（β=0.304，P<0.01），而 受控动机对 主观幸

福感起着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154，P<0.05）。
同样地， 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

观幸福感（β=0.548，P<0.01）。
为了检验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在动机类型与

主观幸福感关系间的作用，构建中介作用模型，如附

图所示。 其中 a、c 分别为自主/受控动机单独预测基

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和主观幸福感的非标准化回归

系数；b、c’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和自主/受控动

机 共同预测主 观幸福感 的非标准化 回归系数；Sa、
Sb、Sc、Sc’则为对应的标准误（SE）。

根据 Baron 和 Kenny 的观点， 检验中介效应必

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①自变量可以显著预测因变

量；②中介变量可以显著预测因变量；③自变量可以

显著预测中介变量； ④当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同时纳

入方程时，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效应仍然显著，

但自变量的预测效应减弱（部分中介）或变为不显著

（完全中介）[12]。
如表 2 和表 3 所示，自主动机、受控动机对基本

心理需要满足程度 （β=0.437，P<0.01；β=-0.154，P<
0.05）和主观幸福感（β=0.304，P<0.01；β=-0.154，P<
0.05）均有显著预测作用。 但当把基本心理需要满足

程度纳入回归方程时， 两类动机对主观幸福感的预

测作用均消失（β=0.079，-0.072，P>0.05）。Sobel 检验

证明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在动机类型和主观幸福

感 之 间 存 在 完 全 中 介 作 用 （Z=4.766，P<0.01；Z=-
1.946，P<0.05）。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

a(Sa) b(Sb)

自主/受控动机 c(Sc)/c’(Sc’) 主观幸福感

附图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程度在自主/受
控动机与主观幸福感关系间的中介路径

3 讨 论

本研究从“蚁族”留京动机的角度出发，对“蚁

族”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考察，并探讨基本心理需要满

足程度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结果表明，“蚁族”
群体的自主动机相对较高，说明他们留在北京的原

因更多是出于自主意愿而非为外界所迫。 不同类型

的动机对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自主动机对

主观幸福感起着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而受控动机对

主观幸福感起着显著负向预测作用。 这两种动机的

影响都是通过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起作用的，即自

主动机促进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从而提升主观幸

福感；受控动机阻碍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从而降

低主观幸福感。
自从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的概念提出以来，已

有不少研究对二者与行为和心理后 果之间的关 系

进行了探索， 结果大体上趋于一致。 相比于受控动

机，自主动机高的个体，往往拥有更高的工作绩效和

更少的枯竭感 [13]、更好的目标实现和计划执行力 [14]、
更高的幸福感水平 [15，16]等。 具体到本研究中，若“蚁

族”留在北京的原因是“北京让我感到快乐”，“北京

对我很重要”，即受到自主动机支配，幸福感水平则

相对较高；若因为“离开北京，我会感到丢脸、内疚或

焦虑”，“别人希望我留下或形势所迫”， 即受到受控

动机驱使，幸福感水平则相对较低。
自主动机和受控动机对行为和心理后果的影响

并不是直接的， 而是通过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起作

用的。 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对幸福感水平有直接的

促进作用，这已得到了研究的支持[17-19]。 而自主动机

相比于受控动机，更能促进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从

而促进积极的行为和心理后果的发生， 如提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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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幸福感水平等 [6]。 对本研究来说，受自主动机

驱使的“蚁族”个体，其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高，
从而主观幸福感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而受受控动机

驱动的个体，其基本心理需要得不到满足，从而主观

幸福感水平受到损害。因此，对在一线城市为梦想和

未来打拼的年轻人来说， 相对不如意的生活现状并

不直接影响幸福感， 他们的幸福感水平取决于他们

自身的动机和态度。 比如，有研究发现，“蚁族”群体

的生活压力并不一定必然导致较低的幸福感水平，
“希望”这种特质可以显著缓解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

消极影响[20]。 因此，拥有自主、积极、乐观的心态，对

促进“蚁族”群体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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