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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与家庭界面研究领域，学者们普遍认同

如下观点：员工由工作和工作的变动所导致的一系

列消极情感、态度及行为也会被带到家庭中，影响到

家庭生活的进程和动力机制[1]。早期研究较为关注

员工自身的角色压力从一个领域（例如工作领域）渗

入影响到另一个领域（例如家庭领域）时的压力溢出

效应 [2]，近期研究则更为重视员工压力在配偶间的

交叉传递效应，并产出了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 [3]。

然而，个体从工作领域所体验到的压力与紧张（包括

身心紧张、抑郁、焦虑、婚姻满意度及生活满意度的

下降等）会在配偶间进行传导，那么生活在家庭中的

孩子在生活质量评估方面受到负面冲击也难于避免。

随着国际国内企业间竞争态势的加剧，我国各

类在职人群均不同程度的体验到一种对工作以及整

体未来发展缺乏安全的感受。已有的国内外诸多研

究结果表明，工作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已成为职

场中员工所体验到的一种典型职业压力，并成为不

断侵蚀其幸福感的“杀手”[4，5]。研究者们还逐渐关

注到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对于家庭成员的影响，尤其

是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截至目前，研究者们以大学

生为对象，对于其父母工作不安全感对其认知障碍

与学业成绩 [6]、工作信念与态度 [7]、自我效能感与工

作态度[8，9]、金钱焦虑与工作动机[10]等方面的影响效

应与机制已进行了广泛探索与考察，但较为缺乏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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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reshmen’s perceived parents’job insecurity and its effects on
life satisfaction, in which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s was also investigated. Methods: Self-devel⁃
oped children perceived Parents’Job Insecurity Questionnaires, Lif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s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parents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to the sample consisting of 698 freshmen.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ntitativejob insecurity of parents were significant negative predictors of freshmen’s life satisfaction; identification with
mother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or of freshmen’s life satisfaction; between perceived mother’s quantitative job inse⁃
curity, as well as qualitative job insecurity, and freshmen’s life satisfaction, identification with mother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Conclusion: It is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mother, but not the identification with father, that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shmen’s perceived parents’job insecur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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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母工作不安全感对大学生主观生活质量评价影

响的考察。作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指标[11]，生活满

意感反映了个体对自身生活幸福程度的一种整体性

认知评价，它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还与

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密切相关[12]。基于以上分析，

本研究首先拟考察以父母工作不安全感为代表的典

型职业压力对大学生生活满意感的影响效应。

父母工作不安全感会如何影响到大学生的生活

满意感？ Barling等人指出，父母工作不安全感对于

子女影响并不是性质统一的，还会受到子女们对父

母认同程度的调节影响[6，7]。他们的研究表明，虽然

知觉到父亲工作不安全感的孩子倾向于产生消极工

作信念和态度，但当孩子对父亲的认同度越高，这些

负面影响更为强烈 [7]。研究还指出，孩子对父母工

作不安全感的知觉将会导致其认知障碍，并且当孩

子对父母的认同度越高时，这种消极影响更为强烈
[6]。那么，在父母工作不安全感对大学生生活满意

感的负向影响是否也受到其对父母认同程度的调节

而增强呢？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还将进一步考察

在父母工作不安全感与大学生生活满意感间，父母

认同感起到的调节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面向全国招生的某部属综合院校 2012级新

生班中随机选取12个班实施问卷调研，参与调研的

对象生源属地几乎覆盖绝大部分省份，由于本研究

的主要目的在于初步考察影响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

的父母职业心理因素，因此以上所列样本应较能够

保障研究目的的实现与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删除

无效问卷后，获有效问卷698份。其中男生206人，

女生451人；独生子女232人，非独生子女425人；生

源地为农村的 247人，为城镇的 151人，为城市的

259人（以上变量缺失数值均为41人）。

1.2 工具

感知的父母工作不安全感：以Hellgren等人所

提出工作数量不安全感与工作质量不安全感理论及

其相应的测量工具为基础[13]，同时结合胡三嫚、李中

斌等人[14]所开发的本土化工作不安全感问卷项目，

编制了 9个题项、两维度、5级计分的大学生感知到

的父母工作不安全感问卷（后文简称为父母工作不

安全感问卷）。其中，父母工作数量不安全感维度考

察的是父母对现有工作可能丧失的感知与担忧程

度，父母工作质量不安全感考察的则是父母对影响

雇佣质量的重要工作特征（例如能力提升、薪酬待遇

的增长、职业发展机会等）可能丧失的感知与担忧程

度。对 98名大学新生用初步编制问卷所获得的数

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用正式调查问卷进行验证

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所编制的两维度父母工作

不安全感问卷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与内部一致性信

度。父亲工作不安全感问卷 Cronbach α系数达到

0.89，其中工作数量不安全感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0，工作质量不安全感的Cronbach α系数为 0.85，
母亲工作不安全感问卷Cronbach α系数达到 0.91，
其中工作数量不安全感的Cronbach α系数为 0.92，
工作质量不安全感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

父母认同感：采用Barling等人修订的MacEwen
所编制的由 4个项目所组成的父母认同（Identifica⁃
tion with parents）问卷 [6]，并根据本次调查的问话模

式对每个项目作了一些调整。调整后的4个项目依

次为：“我的性格像他/她”、“我和他/她的生活方式

相像”、“我和他/她具有共同的信念”、“总体而言，我

和他/她很像”。问卷采用7级评分，选项从“1=非常

不符合”、“2=比较不符合”、“3=有点不符合”、“4=不
确定”、“5=有点符合”、“6=比较符合”到“7=非常符

合”。分数越高，表示被试对父亲或者母亲的认同程

度越高。本次调查中，父亲认同感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值为0.83，母亲认同感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

值为0.82。
生活满意感：生活满意感采用由Diener 等人编

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进行测量[15]。该量表为单维度

的7级李克特量表，共5个条目。选项从“1=强烈反

对”、“2=反对”、“3=有点反对”、“4=既不赞成也不反

对”、“5=有点赞成”、“6=赞成”到“7=极力赞成”。分

数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本次调查中，问卷的

Cronbach α系数值为0.77。
1.3 研究程序与数据处理

正式施测时的指导语告知被试是一项有关大学

生职业生涯规划影响因素中家庭影响因素的初步考

查。父母职业以务农为主业的农村籍大学新生未参

与本项调查。所有问卷当场回收，剔除掉父亲或者

母亲信息填写不完整（例如单亲家庭、父亲或者母亲

正处于失业或者全职在家的情况）的问卷，剩余问卷

作为有效问卷进入后续的数据分析。所有数据采用

Spss16.0和Lisrel8.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大学新生父母工作不安全感的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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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父母工作不安全感两维度的平均分和

标准差如表 1所示。首先，以父亲工作不安全感两

维度为因变量，大学新生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生源

地为自变量，进行 2×2×3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

明，三因素间的三项交互效应以及两两交互效应均

不显著，而是否独生子女的主效应显著（F（2，644）=
7.57，P<0.01）。由表1可见，非独生子女父亲的工作

数量不安全感平均分与工作质量不安全感平均分都

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其次，以母亲工作不安全感

两维度为因变量，大学新生性别、是否独生子女、生

源地为自变量，进行 2×2×3的多元方差分析。结果

表明，三因素间的三项交互效应以及两两交互效应

均不显著，而是否独生子女的主效应显著（F（2，644）=

5.61，P<0.01）。由表1可见，非独生子女母亲的工作

数量不安全感平均分与工作质量不安全感平均分也

都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

2.2 父/母工作不安全感、父/母认同感与大学新生

生活满意感的相关分析

父/母工作不安全感、父/母认同感与大学新生

生活满意感的相关情况见表 2。由该表可见，父/母
的工作数量不安全感都与大学新生的生活满意感显

著负相关，而父/母认同感则与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

显著正相关。以上结果初步表明，父/母工作不安全

感越高，大学新生的生活满意感将越低，而大学新生

对父亲或者母亲的认同度越高，则其生活满意感将

越高。

表1 不同性别、独生子女状况、生源地的大学新生父/母工作不安全感的平均分比较

父数量

父质量

母数量

母质量

总体

2.36(1.06)
2.80(0.93)
2.40(1.12)
2.69(0.97)

性别

男

2.36(1.02)
2.36(1.02)
2.36(1.02)
2.36(1.02)

女

2.36(1.07)
2.36(1.07)
2.36(1.07)
2.36(1.07)

F
2.22
2.22
2.22
2.22

是否独生子女

是

2.02(1.03)
2.02(1.03)
2.02(1.03)
2.02(1.03)

否

2.54(1.03)
2.54(1.03)
2.54(1.03)
2.54(1.03)

F
15.16**
15.16**
15.16**
15.16**

生源

农村

2.63(1.04)
2.63(1.04)
2.63(1.04)
2.63(1.04)

城镇

2.26(1.01)
2.26(1.01)
2.26(1.01)
2.26(1.01)

城市

2.15(1.04)
2.15(1.04)
2.15(1.04)
2.15(1.04)

F
2.19
2.19
2.19
2.19

表2 父/母工作不安全感、父/母认同感

与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的相关系数表

表3 父/母工作不安全感、父/母认同与大学

新生生活满意感之间的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2.3 父/母工作不安全感对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的

影响：父/母认同感的调节作用分析

以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为因变量，以虚拟后的

个人特征变量为控制变量（大学新生的性别、是否独

生子女、生源地等），并以父亲/母亲的工作数量不安

全感、工作质量不安全感、父亲/母亲认同感以及前

两者与后者的交互作用项（均进行中心化处理，交互

作用项以中心化后的因子得分相乘）作为自变量，进

行分层回归分析，见表3。
由表3可见，在排除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后，父亲

工作数量不安全感对大学新生的生活满意感具有显

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这说明，孩子知觉到的父亲工作

保障程度越低，将越容易导致其生活满意感的降

低。但是父亲工作质量不安全感对大学新生的生活

满意不具有显著预测效应，父亲认同感也没有起到

预期的调节作用。

由表3还可见，在排除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后，母

亲工作数量不安全感对大学新生的生活满意感也具

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但母亲工作质量不安全感

对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也不具备显著预测效应，同

时，母亲认同感对大学新生的生活满意感具有显著

的正向预测作用。此外，母亲认同感在母亲工作数

量不安全感与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间还具有显著的

正向调节作用，母亲认同感在母亲工作质量不安全

感与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间则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

作用。

变量

1父亲工作数量不安全感

2父亲工作质量不安全感

3母亲工作数量不安全感

4母亲工作质量不安全感

5父亲认同感

6母亲认同感

7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

1
(0.90)
0.56**
0.67**
0.47**

-0.04
-0.02
-0.15**

2

(0.85)
0.45**
0.72**
0.000
0.03

-0.07

3

(0.92)
0.62**

-0.03
-0.02
-0.19**

4

(0.86)
0.03
0.08*

-0.05

5

(0.83)
0.37**
0.08*

6

(0.82)
0.17**

7

(0.77)

第一步：控制变量

性别：男

是否独生子：是

生源地：乡镇

城市

第二步：解释变量

工作数量不安全感

工作质量不安全感

父/母认同

第三步：调节变量

工作数量不安全
感*父/母认同

工作质量不安全
感*父/母认同

△R2

父亲

模型1

-0.02
-0.03
0.06
0.20***

0.04***

模型2

-0.03
0.00
0.05
0.18***

-0.14**
0.02
0.06

0.02**

模型3

-0.04
-0.00
0.05
0.18***

-0.13**
0.01
0.06

0.07

-0.05
0.00

母亲

模型1

-0.02
-0.03
0.06
0.20***

0.04***

模型2

-0.03
0.01
0.04
0.17***

-0.23***
0.09
0.12***

0.05***

模型3

-0.03
0.01
0.04
0.16***

-0.23***
0.09
0.11**

0.11*

-0.1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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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调节效应作出更为清晰与直观的解释，

将母亲认同感的得分以正负一个标准差区分为高低

两组，分别作出母亲认同感在母亲工作数量不安全

感与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示意图

（见图1）以及母亲认同感在母亲工作质量不安全感

与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之间的调节作用示意图（见

图2）。

图1 母亲工作数量不安全感与母亲认同

感对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的交互作用

图2 母亲工作质量不安全感与母亲认同

感对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的交互作用

由图 1可见，随着母亲工作数量不安全感的提

升，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具有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

下降的趋势在那些对母亲认同度更低的学生身上表

现得更为明显，对母亲认同度更高的学生，由母亲工

作数量不安全感导致生活满意感降低的程度较低。

进一步的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在大学新生对母亲的

认同度低时，随着母亲工作数量不安全感的增加，大

学新生生活满意感的程度显著下降（低母亲认同组

Simple Slope=-0.21，t=-5.12，P<0.00），而在大学新生

对母亲的认同度高时，大学新生的生活满意感并未

显著随着母亲工作数量不安全感的增加而降低（高

母亲认同组Simple Slope=-0.08，t=-1.86，P>0.05）。
由图 2可见，随着母亲工作质量不安全感的提

升，对于母亲认同感不同的大学新生其生生活满意

感体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进一步的简单斜率检验

表明，在大学新生对母亲的认同度低时，随着母亲工

作质量不安全感的增加，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未出

现显著变化（低母亲认同组 Simple Slope=-0.01，t=-
0.26，P>0.05），而在大学新生对母亲的认同度高时，

大学新生的生活满意感随着母亲工作质量不安全感

的增加而显著降低（高母亲认同组 Simple Slope=-
0.10，t=-2.38，P<0.02）。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父/母的工作数量不安全感对大学

新生的生活满意感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效应，而

父/母的工作质量不安全感对大学新生的生活满意

感均不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Ashford 等人 [16]以及

Hellgren 等人[11]曾指出，对于由重要的工作特征丧失

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可以与本研究中的工作质量不

安全感相对应）和由于工作本身丧失所产生的不安

全感（可以与本研究中工作数量不安全感相对应）可

能会激发不同的影响效应。虽然本研究中的父/母
工作不安全感是从大学新生感知水平来衡量的，但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新生所感知到的父母不同方面的

工作不安全感对其生活满意感也具有不同的影响效

应：当父母在工作中体验到工作数量方面的不安全

感，并进而可能危及到父母持续的经济来源时，父母

的精神紧张程度会更强，这一特有的职业压力体验

带入到家庭中，一方面导致大学生更能敏感的感知

到父母的这一职业压力，另一方面还受到其溢出的

消极影响——生活满意感水平下降，而与此同时，父

母因未来职业发展等方面忧虑所体验到的工作质量

不安全感却并未对孩子的生活满意感造成显著影

响。这可能是由于相比于缺乏工作保障从而触及家

庭基本物质根基所带来的忧虑及相应的外在行为表

现，父母因为组织中不良雇佣质量所体验到的工作

质量不安全感及其外在行为表现是相对弥散性的、

历时长久性的而不易为孩子觉察的，从而导致对其

生活满意感的影响程度也不够明显。

在父亲认同感与母亲认同感在父/母工作不安

全感对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间的调节作用方面，研

究结果与以往相关研究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差异：

第一，已有的父母工作不安全感对孩子影响的

研究中，要么父亲与母亲认同感的调节作用均显著，

要么仅父亲认同感的作用显著[6-7]。然而，在本研究

针对大学新生生活满意感这一结果变量的考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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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认同感并没有体现出调节效应，反倒是母亲认

同体现出调节效应。但是这一研究结果依然能够沿

用以往有关父母家庭角色的分析。在家庭中，父亲

往往更多担负了保障家庭物质基础的职责，因而父

亲认同感更可能在诸如以往研究中有关学业与职业

领域的与成功和成就有关的变量方面体现出影响

力，而相对于父亲而言母亲给予孩子更多生活方面

的照料、情感方面的疏导，从而使得在本研究中针对

以生活满意感为结果变量的影响中母亲的认同感体

现的作用更为显著。

第二，母亲认同感虽体现了调节效应，从母亲认

同所起到的调节作用性质来看，会基于不同的前因

变量而体现出差异性。具体而言：对母亲认同程度

低的大学新生，更可能因为对母亲工作数量不安全

感的感知而导致自身生活满意感的下降；而对母亲

认同程度高的大学新生，更可能因为对母亲工作质

量不安全感的感知而导致自身生活满意感的下降。

这可能同样因为母亲在家庭中的角色更多被定位为

家庭成员的照料者，如果孩子对母亲的认同程度较

低，与母亲情感上更为疏远，则更可能因为母亲对工

作领域的过多投入影响其照料者角色的发挥而不

满，但是那些对母亲认同程度较高的孩子，则虽然可

能能够给予母亲及其职业角色更多的体谅，但却可

能因为过分认同母亲职业角色，而更多受到母亲因

职业发展阻滞所带来消极体验的负面冲击。

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社会转型以及国际经济环境

的动荡局势给职业人群的职业保障与职业发展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应对较高强度的职业压力之

下，员工们分散化的心理资源往往侵蚀了较为有限

的亲子互动质量，给子女的身心健康及成长带来诸

多负面影响[17]。研究结果说明，家庭中成长的孩子

甚至那些已经离开家庭展开大学求学历程的大学新

生们也是父母从工作领域所获得的诸如工作不安全

感等职业压力体验的受害者。因此，让父母们安心

于职场，可以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与职业发展提供一

个坚实的物质与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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