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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自编问卷以 714 名城镇中年人为被试 ,考察了认知评价与心理控制感在中年人对社会政策变化感受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结果发现 : (1)总体上 ,社会政策变化对中年人造成的心理感受以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都

是积极的。(2)认知评价、心理控制感在中年人对社会政策变化感受与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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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政策是指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

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1 ] 。它既表现出以一切

实际行动为出发点 ,又表现为行动的过程和归宿 ,即

国家、政党制定政策不仅需要理论指导 ,而且还要经

受住实践的检验 ,并在实践中得到丰富与发展。社

会政策则是指国家为解决社会问题 ,促使社会平衡

发展而制定的政策。如人口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等 ,

都属于社会政策[1 ] 。它不仅是在政策调控下针对社

会问题而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 ,而且对人的影响

既表现出较强的外在规定性也反映出明显的内在心

理感受性 ,即人对社会政策变化的满意程度是随其

需要、态度、经验及生活环境、教育程度、年龄等因素

发生变化的。从该意义上讲 ,几乎所有社会政策的

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不同的作用。

这种作用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它会对人们的心理健

康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人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影响

呢 ? 这些问题引起了心理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但

是总结该领域的相关研究后我们发现 ,理论性质的

综述较多 ,实验研究较少 ,综述的视角较宏观 ,缺少

微观的研究。因此 ,本文从微观角度探讨社会政策

变化下人们的心理感受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Frieze 指出 ,当人们面对社会环境压力或变化时 ,可

通过三种认知评价策略来缓解心理感受 :一是对感

受 (或压力)事件的否认 ,二是对感受 (或压力) 事件

重新定义或评价 ,三是否定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就

个体自身意义而言 ,前两种策略是积极的 ,后一种则

是消极的。依据其理论发现 ,人们对生活中压力或

变化事件的感受受个体认知评价策略影响[2 ]
,即那

些不可控制的、严重的、突发的事件常被人们认为是

消极的、不吉利的、破坏的事件 ,并采取回避、投射或

否定等策略。更重要的是 ,由于个体的认知类型不

同而导致的评价过程、程度及风格差异也对心理健

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陈树林等发现 :消极的生

活事件、消极的认知因素可以预测并解释抑郁症的

发生[3 ] 。俞晓静等发现 :积极的认知评价可以缓解

非典时期人们的焦虑水平[4 ] 。池丽萍研究发现 ,认

知评价在婚姻冲突与儿童内部行为问题之间起中介

作用[5 ] 。中介作用是一个重要的统计概念 ,强调的

是在模型中的元素在作用次序上存在先后顺序 ,在

逻辑上具有因果关系。近年来 ,有人研究指出 ,认知

因素与心理控制感是两个重要的中介变量 ,它们介

入到压力事件与心理健康关系中能更清晰地说明预

测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它们在逻辑上具有一

系列因果关系 :人们对这些政策变化的感受影响认

知评价与心理控制感。心理控制感这个中介变量是

指个人相信自己能够对客观情境和内心感受加以改

变和操纵的知觉 ,这种心理能力的强弱决定着个体

能否成功地改善自己的处境[6 ] 。它表现为内控和外

控两种类型。内控型的人相信事件的结果与个体付

出努力的程度是密切相关的 (人可以控制事件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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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与结果) ;外控型人则认为事件的结果主要受

外部因素如运气、社会背景或他人的影响 ,不受个人

努力与能力的控制[7 ] 。李祚山等人在研究大学生心

理健康时发现 ,心理控制感是某些父母养育方式和

部分心理健康因子的中介变量[8 ] 。然而 ,目前有关

认知评价、控制感的研究更多侧重的是大学生、贫困

生等[9 ]
,对处于受社会政策变化影响较大的中年人

群体关注不够。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重

大的政策 ,如“计划生育”、“一国两制”、“经济特区制

度”、“税费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

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高等教育收费制”、“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政策对中年人 (40 岁

- 55 岁) 影响较大。众所周知 ,目前我国的中年人

是时代的“特殊产物”。他们出生在“大跃进”前后 ,

身体发育时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小学至中学阶

段正值“文化大革命”,高中毕业赶上“上山下乡”,恢

复“高考”时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 ,使他们中

的绝大多数人只能望大学而兴叹 ,到了他们结婚年

龄国家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等到他们的孩子

开始上大学时国家推出了“高等教育收费制”,当他

们迈进中年时国家进入企业、行业调整阶段 ,致使一

些人被卷入下岗、待岗或再就业的困境中 ,当他们进

入退休年龄时 ,又面对“公积金住房改革”、“医疗保

险改革”等政策带给他们的压力[10 ] 。当这批中年人

历经如此重大的国家政策制度变化后 ,心理上自然

会产生“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是如

何影响他们心理健康的 ? 认知评价、心理控制感是

否在其中发挥了中介变量作用 ? 搞清楚这些问题对

解决社会政策变化带给中年人的心理问题具有现实

意义。

2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从全国东、西、南、北、中五

个地区 10 个省市自治区 (北京、山东、吉林、陕西、山

西、广东、湖北、四川、贵州和新疆)抽取 18 岁以上生

活环境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的被试共 5000 名进行

问卷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3245 份。其中年龄在 35～

55 之间的被试 (为控制社会政策在城乡被试间的差

异 ,这里只取城镇中年人为被试。为叙述简便 ,文中

所提的中年人特指城镇中年人) 共 714 人 ,男性 385

人 ,女性 329 人 ,平均年龄 4317 岁。

212 　材料

21211 　社会政策变化问卷

社会政策变化问卷是社会文化变化重大事件问

卷的一部分。具体编制过程 : ①采用随机遭遇法对

被试进行开放式访谈 ,将访谈结果按出现频数进行

排序 ; ②在参考楚序平和刘剑主编的《当代中国重大

事件实录》[11 ] 和焦润明等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文

化变迁录》[12 ] 基础上 ,编制了社会重大文化事件问

卷 ,用以评估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文化

变革对人的影响。此问卷包含 50 个项目 ,其项目类

型涵盖了四个方面 :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政策与制

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其中与城镇中年人有关的社会

政策变化问卷包括 12 个项目 :国有企业改革、税费

改革、“以人为本”思想、住房制度改革、高考制度改

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经济特区制度、计划生育、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一国

两制。问卷采用 5 点评分 ,“严重消极影响”为 1 分 ,

“重要积极影响”为 5 分。得分越高表示影响越积

极 ,得分越低表示影响越消极。社会文化变化重大

事件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α= 0186 ,社会政

策变化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α= 0178 ,该问

卷与总问卷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177。

21212 　认知评价问卷

该问卷用来评估人们对重大事件或现象的认

知。由于人的认知具有表现类型的差异 ,故根据

Kagan 将认知分为沉思型和冲动型理论 ,本研究取

代表沉思型和冲动型之间的不同水平 ,并以此代表

认知沉思评价型 ;Witkin 将认知分为场独立与场依

存两类 ,本研究取场独立代表它们之间的不同水平 ,

并以此代表认知独立评价型 ; Sternberg 在其自我管

理理论中将认知分为全局型与部分型两类 ,本研究

取全面性代表它们之间的不同水平 ,并以此代表认

知全面评价型 ; Hudson 将认知分为聚敛型与发散

型 ,本研究以开放性代表它们之间的水平 ,以此代表

认知开放评价型。问卷由 24 个项目组成 ,问卷采用

5 点评分 ,“完全不符合”为 1 分 ,“完全符合”为 5

分 ,内部一致性信度 Cronbachα= 0184。得分越高表

明评价越积极 ,得分越低表明越消极。

21213 　心理控制感问卷

根据 Rotter. J . B.《心理控制源量表》[13 ] ,进行

了进一步修订 ,编制了心理控制感问卷。问卷由 13

个项目组成 ,分为内控和外控两个分问卷。内控共

有 6 个项目 ,本研究中 Cronbachα= 0166 ;外控共有 7

个项目 ,本研究中 Cronbachα= 0174。问卷采用 5 点

评分 ,“完全不符合”为 1 分、“完全符合”为 5 分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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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越高越趋向于内控或外控。

21214 　中国人心理健康问卷

参考 SCL —90 临床诊断问卷和自我和谐量

表[14 ] ,结合中国文化特点 ,以人内心和谐作为衡量

心理健康的主要标准[14 ] ,编制了心理健康问卷。该

问卷由 44 个项目组成 (在此不做详细报告) 。问卷

采用 5 点评分 ,“完全不符合”为 1 分 ,“完全符合”为

5 分 ,总分代表人们的心理健康水平 ,得分越高表明

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同质信度、重测信度 (隔三个

月)和分半信度分别为 0193、0152、0190。内部一致

性系数为 0193。

213 　程序

采用团体施测、邮局邮寄及个别施测方式 :前者

是在教室或会议室中进行 ,中间者是向全国各地的

主试 (事先联系好)寄送问卷 ,由各地的主试 (统一要

求)以团体形式施测 ,施测后寄回。后者是对阅读问

卷有困难的老人、退休人员及农民等采取在家中个

别施测方式进行 ,时间 (约半小时) 、指导语与团体施

测保持一致。

214 　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 SPSS1115 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与分

析。

3 　结果与分析
311 　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首先 ,对社会政策变化造成的心理感受、认知评

价、内控、外控和中年人心理健康的平均数、标准差

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做了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 1 所

示。

表 1 　社会政策变化造成的心理感受、认知评价、内控、外控与中年人心理健康描述性统计( n = 714)

M SD 1 2 3 4 5 6 7 8

1 3120 1104 1100

2 3137 0199 011933 1100

3 3195 1104 0106 3 011733 1100

4 3145 1118 012433 011733 012333 1100

5 3164 1107 011533 012333 012133 012833 1100

6 3155 1128 011333 012133 011533 013233 013833 1100

7 3157 1102 011633 012133 012133 012033 012633 012433 1100

8 3171 1109 011333 011733 012133 012033 012633 011633 011433 1100

9 4101 1105 011333 011733 012233 012933 012533 0136 0132 012333

10 4105 1102 012033 012533 012633 011433 012333 011433 013133 011733

11 4114 0197 011333 012133 012233 012733 012333 012233 012933 011933

12 4108 1100 011533 011533 012233 011233 011533 010833 012833 012533

认知评价 88155 10193 0107 3 012333 012433 012133 012033 011633 012033 011633

内控 22187 3169 0105 011033 011933 011033 011433 011333 011733 011033

外控 19158 5110 - 0106 - 011433 - 0104 0102 - 0103 - 0101 - 0107 3 0108

心理健康 172199 26140 0107 3 012233 011933 011433 011033 0108 3 011533 011033

续表

9 10 11 12 认知评价 内控 外控 心理健康

9 1100

10 013033 1100

11 013533 014333 1100

12 013433 014433 012933 1100

认知评价 012333 012433 012833 012233 1100

内控 012233 011933 012433 011933 014633 1100

外控 - 0102 - 011533 - 011533 - 0106 - 011933 0103 1100

心理健康 012433 011933 012833 012233 015133 013233 - 014833 1100

　　注 :1 国有企业改革 ;2 税费改革 ;3“以人为本”思想 ;4 住房制度改革 ;5 高考制度改革 ;6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7 经济特区制度 ;8 计划生育 ;9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 10 十一届三中全会 ;11 改革开放 ;12 一国两制.

3 表示 p < 0105 ;33表示 p < 0101.

　　由表 1 可知 ,各项社会政策变化给中年人造成

的心理感受平均分都在中间值 3 之上 ,这说明社会

政策变化造成的心理感受是比较积极的 ;中年人心

理健康分别与社会政策中的国有企业改革、税费改

革、“以人为本”思想、住房制度改革、高考制度改革、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经济特区制度、计划生育、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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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制度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一国两

制政策造成的心理感受有显著正相关 ;各政策变化

造成的心理感受与中年人的认知评价也均有显著正

相关 ;中年人心理健康与认知评价、内控也都有显著

的正相关 (所有 p < 0101) ,但与外控有显著负相关

( p < 0101) 。

由于社会政策项目之间有显著相关 ,因而对其

进行共线性诊断结果发现 :国有企业改革、税费改

革、“以人为本”思想、住房制度改革、高考制度改革、

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经济特区制度、计划生育、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一国两

制这些政策变化造成的心理感受项目其容忍度分别

为 0188、0185、0184、0177、0175、0173、0178、0184、

0169、0164、0171、0171 ,它们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

符合进行回归分析的要求 (回归分析结果略) 。

312 　认知评价、内控、外控在社会政策影响与中年

人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由于认知评价、内控、外控与社会政策变化造成

的心理感受、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相关 ,同时社会政策

造成的心理感受与中年人心理健康也相关显著 ,而

且认知评价和控制感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社会政策

变化给中年人造成的心理感受。因此 ,这种关系可

能反映了社会政策造成的心理感受经由认知评价、

内控、外控间接影响心理健康 ,故对该关系进行回归

分析 (结果见表 2) 。

表 2 　社会政策造成的心理感受与认知评价、内控和外控对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stepwise)

心理健康 1 心理健康 2 心理健康 3

B 值 β B 值 β B 值 β

改革开放 4171 0117333 0104

税费改革 3178 0114333 0105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2179 0111333 2163 0110333

一国两制 2148 0109 3 1155 0106 3

“以人为本”思想 1198 0107 3 0102

认知评价 0186 0135333 0180 0133333

内控 1121 0116333 1105 0114333

外控 - 2117 - 0142333 - 2116 - 0141333

调整后的 R2 0114 0144 0145

F 24147333 188187333 121105333

　　注 :心理健康 1 为以社会政策变化造成的心理感受为预测变量所得到的结果 ,

心理健康 2 为在控制了社会政策变化造成的心理感受的情况下 ,以认知评价和控制感为预测变量所得到的结果 ,

心理健康 3 为以社会政策变化造成的心理感受、认知评价及控制感为预测变量所得到的结果。

3 p < 0105 ;33 p < 0101 ;333 p < 01001.

　　由表 2 可见 ,在心理健康 3 的回归分析中发现 ,

当认知评价、内控、外控加入以心理健康为因变量的

回归方程后 ,改革开放的标准回归系数由 0117 下降

到 0104 ,税费改革的标准回归系数由 0114 下降到

0105 ,“以人为本”思想的标准回归系数由 0107 下降

到 0102 ,这三个政策影响的标准回归系数下降幅度

较大 ,且这三项均未进入回归方程。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的标准回归系数由 0111 下降到 0110 ,“一国两

制”的标准回归系数由 0109 下降到 0106 ,降幅较小

且下降后回归系数依然显著。表 2 还指出 ,心理健

康 2 回归分析到心理健康 3 回归分析中 ,认知评价、

内控、外控的标准回归系数也有所下降 ,但其降幅很

小 ,也未影响其显著性的变化 ,因此这种降幅的原因

可解释为误差的影响。

为直观起见 ,根据上述结果绘制路径分析图示

如下 (图中标识的数据为相应的路径系数) 。从图 1

可知 ,在对中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路径中 ,认知评

价、内控、外控可以直接影响中年人心理健康 ;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和一国两制两项政策可以直接影响中

年人心理健康 ;“一国两制”也可通过认知评价、内

控、外控中介影响心理健康 ;改革开放、税费改革、

“以人为本”思想通过认知评价中介影响中年人心理

健康 ,“以人为本”思想、改革开放也可通过内控中介

影响中年人心理健康 ;改革开放、税费改革通过外控

中介影响中年人心理健康 ;认知评价、内控、外控可

以共同解释中年人心理健康变异的 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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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社会政策变化造成的心理感受、认知评价、内控、外控与中年人心理健康关系的路径分析图

4 　讨论
411 　社会政策变化造成的心理感受与中年人心理

健康的关系

从上述分析可知 ,所有社会政策变化对中年人

造成的心理感受都是比较积极的。12 项社会政策

变化造成心理感受也均与中年人心理健康有显著正

相关 ;认知评价、控制感与社会政策变化造成的心理

感受及心理健康之间亦有显著相关。如前所述 ,中

年人由于几乎经历了所有这些社会政策的变化 ,这

些变化将带给他们压力 ,从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本

研究发现 ,这些政策变化对中年人造成的心理感受

以及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都是比较积极的。因为社

会政策变化的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 ,促进社会平衡

发展[1 ]
,其根本方向是积极的、向上的。尽管它们会

给中年人带来心理上的压力 ,但这些压力很可能仅

仅是暂时的或可以通过自我调节得到解决的。正如

Lazarus 等人所指出的 ,在许多方面人们对事件的认

知评价会影响他们对事件的反应[15 ]
,即积极的认识

会使人产生积极的态度 ,积极的态度会生成良好的

心境 ,良好的心境会孕育健康的心灵。这一事实在

认知评价、控制感这两个中介变量与社会政策变化

及心理健康间的密切关系上也可得到支持。此外 ,

由于我们测量的并非社会政策变化本身 ,而是它们

给人造成的心理感受 ,因此说认知评价、心理控制感

与这些心理感受 (及心理健康)间存在密切关系也不

难理解。

412 　认知评价、内控、外控在社会政策变化对中年

人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回归分析发现 ,认知评价、内控、外控在改革开

放、税费改革、“以人为本”思想三项政策造成的心理

感受与中年人心理健康关系中至少起部分中介作

用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一国两制两项政策造成的心

理感受则直接作用于中年人心理健康。如前所述 ,

Lazarus 等人认为 ,在许多方面人们对事件的认知评

价会影响他们对事件的反应[15 ]
,心理控制感则有助

于人们控制并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而人们心理状

态和心理反应的变化又必然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

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社会政策变化而是一部分政

策变化对心理健康出现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呢 ?

其可能的原因是改革开放、税费改革、“以人为本”思

想及“一国两制”等政策给中年人造成的心理感受相

对于其它变革如住房制度改革、高考制度改革等与

自己的日常生活较不密切或者比较抽象而导致压力

较小 ,可以通过这两个中介因素得到较好的调节。

其中 ,税费改革一项 ,与个体的日常生活相对其它三

项较为密切 ,如果采取外控这种消极调节 ,还可能反

向影响心理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中的社会政策变革事件

比较广泛、相互之间时间跨度也比较大 ,测量其导致

的心理感受时离事件发生时间也有一定距离 ,虽然

调查时强调了被试在当时的感受 ,但要达到完全准

确却是不可能的。而心理健康测量的则是被试当前

的状况 ,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势必受到了时间等无

关变量的影响 ,因此 ,该问题的研究还需完善。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两点结论 :

(1)总体上 ,社会政策变化给中年人造成的心理

感受以及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本上是积极的。

(2)认知评价、心理控制感在中年人对社会政策

变化感受与中年人心理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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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Cognitive Appraisal , Mental Control between the Mental
Feeling and Mental Health of Middle2aged People

ZHAN G Xiang2kui1 ,2 ,LIU Yang2 ,TIAN Lu2mei2

(11 Center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Study ,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 Tianjin , 300074 ;

2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chun , 130024)

Abstract :714 middle2aged urban people were used as subjects , and self2constructed questionnaires were adopted as in2
strume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ntal feelings about the reform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mental healt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reforms of social policy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these subjects and their mental health ;

(2) the mental feelings about the reforms of social policy had impacts upon their mental health at least via cognitive ap2
praisal and mental control .

Key words :social policy ; middle2aged people ; mental health ; inter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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