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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民办与公立学校大学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方法：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

500 名民办和公立学校大学生进行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结果：①民办高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显

著高于公立学校大学生。 ②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之间显著相关。 ③应对方式在社会支持和主观

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结论：民办与公立学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差异，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协同作用影

响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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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of
public college and private college student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500 college students of
public college and private college students with 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questionnaire. Re-
sults: ①The well-being of private college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ublic college students. ②Social
support, coping styl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orrelated significantly with each other.③Coping style was a mediator fac-
tor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clusion: College students’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yle af-
fected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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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是指评价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

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 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

综合性心理指标 [1]。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外

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如收入、生活事件、社

会支持等，内部因素包括人格、归因倾向、应付方式

等[2]。 目前，在有关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以普通公

立高校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的占了大多数， 相比较

而言，有关民办高校学生幸福感的研究较少，更缺乏

两者的比较分析。 本研究对民办和公立院校大学生

的主观幸福感及有关因素进行研究。

1 方 法

1.1 被试

陕西省西安市两所大学的学生进行研究， 公立

院校学生 300 人，民办高校学生 200 人。得到有效问

卷 454 份，其中公立高校 275 份，民办高校 179 份。
公立学校学生中男性 187 人，女性 88 人， 大一 144
人，大二 56 人，大三 75 人。 民办学校学生中男性 81

人，女性 98 人，大一 23 人，大二 81 人，大三 75 人。
1.2 研究工具

1.2.1 主观幸福感量表[3] 由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情感

平衡量表组成。 生活满意度量表由 Diener 等人 编

制，包括 5 个项目。 情感平衡量表由 Bradburn 等人

编制，由 10 个项目构成。
1.2.2 应对方式问卷[4] 采用肖计划修订的应对方式

量表。 该量表由 62 个问题组成， 分为解决问题、自

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 6 个分量表。
1.2.3 社会支持量表[4] 采用姜乾金编制的领悟社会

支持量表，将“领导、亲戚、同事”改为“老师、同学、亲

戚”。该量表共 12 个条目，由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

他支持(老师、同学、亲戚)三个分量表组成。

2 结 果

2.1 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比较

公立院校的学生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民办高校

的学生。 公立院校学生比民办高校学生更多地体验

到负性情感。 民办高校的学生更倾向于用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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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求助的应对方式。 民办高校学生在主观支持和支

持的利用度上显著高于公立院校。 见表 1。
2.2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由表 2 可见，除求助外，应对方式的其他因子和

主观幸福感的不同因子均相关显著， 解决问题和主

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等因

子和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 社会支持和主观幸

福感的各因子显著相关。
2.3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路径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探讨社会支持、 应对方

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模型如附图所示。 主

要拟合指标 χ2＝314.782，χ2/df =3.12，RMSEA=0.068，
NFI=0.825，RFI＝0.793，CFI＝0.953，GFI=0.915。

表 1 公立和民办高校大学生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比较

注：*P＜0.05，**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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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

0.73 0.83 0.74

社会支持

解决问题 0.87 -0.36 0.35

自 责 0.68 0.82 生活满意

求 助 0.54 应对方式 -0.45 主观幸福感

幻 想 0.66 0.67 积极情感

退 避 0.72

合 理 化 0.69 -0.58 消极情感

附图 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路径分析

3 讨 论

民办高校学生的幸福感高于公立院校学生。 这

与凌 宇 等 人 的 研 究不一致[5]。 也与一些学者的传统

观点不一致。 很多学者认为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心理

问题偏多， 民办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如普

通高校大学生 [6]。 民办高校学生的幸福感高于公立

院校学生，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公立院

校的大学生不管是对外在环境还是对自身都有较高

的期望，而又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立高校学生比民

办高校学生对将来的工作有更大的期望， 就业压力

大， 而民办高校的学生能从容的预见和接受就业的

挫折。其次，有学者认为，民办高校大学生更加外向、
善于交际、情绪更加稳定、有更少的生活压力和情绪

困扰；普通高校大学生则更加忧虑、困扰，与人相处

审慎、含蓄和拘谨[7]。
本研究表明， 作为外在因素的社会支持对主观

幸福感既有直接效应， 又通过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影响主观幸福感，这与已有相关研究一致[8]。 说明个

体内部具有的应对方式所起的作用对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极为重要。因此，培养与训练大学生积极的应对

方式， 引导个体采取积极应对策略而尽量避免消极

应对方式是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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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团体成员的人际交往技能， 增强团体成员的自

信心，促进团体成员的积极互动，使团体成员能够在

人际交往中获得支持和帮助，增强归属感和自信心。
研究结果表明社交回避与苦恼及情感与社会孤独的

分数较团体辅导前有了显著下降， 这提示团体辅导

对降低社交焦虑水平， 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和网络

依赖行为的减少有积极的意义。 同时， 实验组在团

体辅导后感情与社会孤独量表上分数的显著降低，
说明团体心理辅导能增加团体成员社会支持利用度

和社会功能，克服孤独感，改变负性的情绪状态，形

成积极体验，从而更好的适应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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