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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少数民族优秀学子进入汉

区（汉族地区）高校学习与深造，他们的健康成才将

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

研究发现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低于普通

汉族大学生幸福感 [1，2]。幸福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动

机 [3]，追求幸福是每一个人的生活动力 [4]，非常有必

要探讨影响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

及其作用机制，进而提升其幸福感，本研究围绕以下

三个议题对此进行探讨。

首先，压力性生活事件会降低汉区高校少数民

族大学生幸福感吗？进入大学，由于周围环境、学习

方式、人际关系的改变等，大学生面对诸多压力 [5]。

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在学习、经济、人际关系等

方面面临更多压力[1]。压力性生活事件会降低个体

幸福感[6，7]，而压力性生活事件也会降低少数民族大

学生幸福感[8]。

其次，压力性生活事件何时起作用呢？个体特

征会和环境因素交互影响青少年发展[9]。个体特征

是否会影响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

学生幸福感的作用呢？根据弗洛依德的幽默释放理

论，幽默有助于释放压力[10]，幽默感可以缓冲压力性

生活事件的消极影响 [11，12]。对于幽默感水平较低

者，压力性生活事件会困扰个体情绪，降低其积极情

绪[13]，进而降低幸福感；对于幽默感水平较高者，压

力性生活事件对其情绪困扰的影响较低，甚至还可

促进其积极的情绪体验[11，12]。

再次，幽默感怎样影响压力性生活事件与汉区

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呢？幽默的

社会理论强调幽默的社会交往功能，指出幽默在各

种不同社会交往沟通情境中有重要作用。幽默感水

平较高者善于调节周围气氛，社交能力更强，对他人

有吸引力，进而有更多亲密社会关系，从而获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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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支持[11，13]，进而提高了其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从而促进其幸福感 [14- 16]。相比于幽默感水平较低

者，幽默感水平较高者能够较好地处理压力[11]，在压

力性生活事件较多时，他们可能仍善于调节周围气

氛，对他人仍有吸引力，可保持较好的社会关系和获

得较多社会支持，从而有较高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进而提高个体幸福感。

综上所述，本研究拟综合探讨压力性生活事件、

幽默感及领悟社会支持对汉区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

感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选取中部（南昌、武汉、长沙、合肥）10所汉区高

校的 892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平均年龄为 20.06岁，

SD = 1.02）作为调查对象，被试来自藏、蒙、维、回、苗

等 25个少数民族。其中，男生 442人，女生 450人；

大一235人，大二227人，大三232人，大四198人。

1.2 工具

1.2.1 大学生压力量表 采用李虹和梅锦荣编制

的大学生压力量表[17]，共30个题目，包括个人烦扰、

学习烦扰、消极生活事件等三个方面，采用0~ 3的4
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合成信度为 0.83，95％
置信区间为[0.81，0.85]。
1.2.2 幽默感问卷 采用陈世民等编制的幽默感

问卷 [11]，共 23个题目，包括幽默沟通、幽默应对、幽

默娱乐、幽默学习、幽默欣赏等 5个因子，采用 0 ~5
的 6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合成信度为 0.85，
95％置信区间为[0.84，0.86]。
1.2.3 领悟社会支持问卷 采用叶宝娟等修订的

领悟社会支持问卷 [18]，共 12个题目，被试报告领悟

到的老师、家人、朋友的支持程度，采用 1~ 7的 7点
计分。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合成信度为 0.82，95%置

信区间为[0.80，0.84]。
1.2.4 幸福感问卷 采用高良编制的大学生幸福

感问卷 [19]，共 26个题目，包括快乐、积极关系、家庭

温暖、个人成长、自我价值等5个因子，采用1~ 6的6
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合成信度为 0.91，95%
置信区间为[0.90，0.92]。
2 结 果

2.1 各变量相关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压力性生活事件与幽默感、领

悟社会支持、幸福感均显著负相关，幽默感与领悟社

会支持、幸福感均显著正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与幸,1
福感显著正相关。

表1 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

幸福感影响机制

首先，将所有预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

将幽默感与压力性生活事件的Z分相乘，作为其交

互项分数。在方程 1中，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汉区高

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效应显著（β=-0.10，t=-
2.92，P<0.01）。幽默感×压力性生活事件的交互项

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效应显著（β=
0.08，t=2.36，P<0.05）。方程 2中，幽默感×压力性生

活事件的交互项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领悟社

会支持的效应显著（β=0.08，t=2.28，P<0.05）。方程3
中，领悟社会支持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

感的效应显著（β=0.10，t=2.98，P<0.01）。因此，压力

性生活事件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

响是有中介的调节效应[20]。

为了揭示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

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如何受到幽默感的调节，取幽

默感为0和正负1的Z分数，绘制交互作用图（图1），
图1直观反映了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汉区高校少数民

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如何随着幽默感的变化而发

生变化。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幽默感水平

较低者来说（Z分数=-1），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

幸福感随着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增加而极其显著地下

降（β=-0.18，t=-3.78，P<0.001），对于幽默感水平较

高者来说（Z分数=1），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

福感随着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增加变化不大（β=-
0.02，t=-0.42，P>0.05）。

为揭示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

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如何受到幽默感的调节，

取幽默感为 0和正负 1的 Z分数，绘制交互作用图

（图2），图2直观反映了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汉区高校

少数民族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如何随着幽默

感的变化而变化。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对于幽

默感水平较低者来说（Z分数=-1），汉区高校少数民

族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随着压力性生活事件的增

加而极其显著地下降（β=-0.15，t=-3.27，P<0.01），对

变量

1. 压力性生活事件

2. 幽默感

3. 领悟社会支持

4. 幸福感

1
-

–0.09*
–0.11***
–0.11***

2

-
0.36***
0.22***

3

-
0.1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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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幽默感水平较高者来说（Z分数=1），汉区高校少

数民族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随着压力性生活事件

的增加变化不大（β=0.01，t=0.22，P>0.05）。
表2 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模型检验

图1 幽默感对生活事件与幸福感的调节

图2 幽默感对生活事件与领悟社会支持的调节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压力性生活事件会降低汉区高校少

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发现，幽

默感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

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随着压力性生活

事件的增加，幽默感水平较低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

大学生幸福感会快速下降，但是，幽默感水平较高的

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变化不大，也就是

说，幽默感可以缓冲压力性生活事件对汉区高校少

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风险作用（“雪中送炭”），换

句话说，与具有较低水平幽默感的汉区高校少数民

族大学生相比，具有较高水平幽默感的汉区高校少

数民族大学生的发展优势更多地体现在较多压力性

生活事件的情景下。根据该模型，减少压力性生活

事件最能使幽默感水平较低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

学生从中受益，而增加个体的幽默感水平最能使经

历较多压力性生活事件的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

受益。个体成功的发展是主动的个体与多重支持性

的生态背景持续的互惠性交互作用的结果[21]，本研

究的结果也表明，较低的压力环境和较高的幽默特

质会促进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提高。

本研究还探讨了幽默感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与汉

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的内部机制。结果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会对汉区高

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支持了以

往研究 [14-16]。更重要的是，领悟社会支持会中介幽

默感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与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

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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