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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地农民身份认同、自我效能感与其生存质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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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生存质量量表简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以及失地农民身份认同问卷，就失地

农民身份认同、自我效能感与生存质量之间的关系开展了 397 户失地农民家庭入户调查。结果发现，失地农民的
生存质量与其身份认同和自我效能感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此外，自我效能感能显著调节失地农民身份认同对生
存质量的影响。为此，在改善失地农民生存质量的工作中，不仅应关注制度政策等宏观因素，同时也应考虑失地
农民个体心理等微观因素，并综合应用多种方式和渠道提高工作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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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mong identity, self-efficacy and life quality
of losing-land farmers
LU Yong-biao, WU Wen-feng
(Study Bas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Rural Education, School of Education,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Using WHO quality of life scale-BREF, self-efficacy scale and identity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397 losing-land househol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life quality, self-efficacy
and identity. In addition, the self-efficacy could mode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and life quality significantly.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macro factors as well as micro factors should be concerned in the mwoke of improving the
losing-land farmers’ lif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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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亩的速度推算，则每年大约会增加 250－300 万失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地被转

左右失地或部分失地农民。[1]失地农民由于谋生手

化为城市用地，由此造就了一个日益庞大的群体

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而其生活状况

——失地农民群体。农业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改变，因此，本研究即以生

统计数据表明，1991—2005 年，我国共征地 5 084

存质量作为失地农民生活状况的评价指标，重点在

万亩。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提要》，2000

于考察导致失地农民不同生活状况的可能影响因

年到 2030 年的 30 年间，我国占用的耕地将会超过

素。以往有关失地农民生活状况影响因素的相关研

5 450 万亩，如果算上各地违规占用的土地，这一

究主要是以宏观因素为主，很少关注失地农民自身

数字将更为庞大。目前我国已有失地农民 4 100 多

的微观层次影响因素。在对失地农民的调查访谈过

万，如果按照每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250－300 万

程中，笔者发现即使是在同样的宏观条件下，如相

地农民。可以预测，到 2030 年我国将会有 7 800 万

同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等，失地农民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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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原因可能就是包括心理因
素在内的失地农民自身微观因素影响的结果。由于
研究条件的制约，笔者在此只探讨可能对失地农民
生存质量产生影响的自我效能感和身份认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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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应对不同环境的需求，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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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该维度的题目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表明越偏向于

面临新环境时的一种总体性的自信心。 以往的研

市民身份。该问卷总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3，累

究发现，失地农民的自我效能感对其生存质量有显

计方差解释率为61.9%，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3]

著的正向预测性。 身份认同则是指个体对自我身

2．被试对象

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伴随的情感

调查取样于2008年分别在湖南省岳阳市、长沙

[4]

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 就失地农

市和湘潭市的6个城郊失地农民安置区进行。由于

民而言，其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对“市民”角色的认

条件的限制，笔者没能对失地农民进行随机的问卷

[5]

[6]

同。 张海波和童星 在实证研究中将失地农民身

调查，而是采取了方便取样的方式入户发放问卷，

份认同操作化地定义为失地农民对自我身份的判

每户家庭只发放一份调查问卷，由户主或户主配偶

断、对自我归属的倾向和对自我现状的感知等几个

填写问卷题项。调查共向失地农民家庭发放问卷

维度，并在此假设的基础上编制了失地农民身份认

500份，问卷回收整理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97份。

同问卷。还有研究发现失地农民的身份认同与城市

其中，男249，女144人，有4人未填写性别信息；

适应有密切关系，

[7，8]

而城市适应的结果将直接以

学历构成：小学以下58人，初中220人，高中以上
110人，有8人学历情况未知；年龄：25岁以下60人，

失地农民的生存质量状况反映出来。
虽然以往的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和身份认同

26∼35岁104人，36∼45岁135人，46∼55岁51人，56

与失地农民的生存质量都存在密切关系，但研究只

岁以上43人，另有5人年龄未知；家庭月收入：500

考察了影响失地农民生存质量的单一心理因素，不

元以下99户，500∼1000元110户，1000∼2000元95户，

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失地农民生存质量的实际影响

2000∼4000元56户，4000元以上12户，另有25户没

因素状况，因此，本研究将综合考察自我效能感和

有填写收入信息。被征地时间：一年以内34户，1

身份认同对失地农民生存质量的影响。

年∼2年44户，2年∼3年108户，3年∼4年41户，4年∼5
年46户，5年以上122户，另有11户未填写征地时间。

二、研究方法与假设

3．研究假设
基于身份认同和自我效能感的定义，笔者推

1．研究工具
[9]

(1) 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量表简表中文版 ：

断：失地农民在生活中经历了一系列巨大变化，其

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量表是由世界卫生组织研

生存质量必定会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而这种改变

制、用于测量个体生存质量的国际性量表。量表由

可能会由于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不同而不同，因为

100个题目组成，由于量表在使用中，有时显得较为

身份认同会促使个体采取不同的行为模式，从而导

冗长，因而世界卫生组织又开发了量表的简表形式。

致不同的行为结果。此外，自我效能感能够强化个

简表由26个题目组成，其中包含两个总体评价条目，

体采取行动的动机强度及持续时间，因而可以强化

其余的24个题目则可以得到生理、心理、社会关系

行为结果。为此，研究假设失地农民身份认同能够

以及环境等4个领域的得分，每个题目均为5点计分，

显著影响其生存质量的状况，而自我效能感则对身

各领域的得分为各领域题目得分的总平均分，分数

份认同与生存质量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越高表明该领域的生存质量水平越高。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以进一步揭

(2)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量表由10个题目组
成，涉及个体遇到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每个题
目均为4点计分，自我效能感得分为10个题目的总平
均分，分数越高表明被试自我效能感的水平越高。
[9]

量表的中文版已被证明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6]

示影响失地农民生存质量状况的心理机制。

三、研究结果
1．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失地农民目前身份判断和未来归属倾向的得

(3) 失地农民身份认同问卷 ：问卷包括目前

分范围在3∼12之间，其理论中位数为7.5。表1的结

身份判断和未来归属倾向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由

果显示失地农民目前身份判断的中位数为6，小于

3个题目组成，每个题目均为4点计分，各维度得分

7.5，表明其目前身份判断偏向于农民身份，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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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倾向的中位数为8，大于7.5，则表明失地农民

方面。生存质量的四个领域总平均分均在1∼5之间，

未来归属倾向偏向于市民身份。自我效能感的总均

其理论中位数为3，从表1的结果来看，失地农民总

分在1∼4之间，其理论中位数为2.5，表1中的结果为

体的生存质量也可能偏向于积极方面。

2.8，表明失地农民总体的自我效能感偏向于积极的
表1

自我效能感、身份认同及生存质量的均数、标准差和中位数结果

目前身份判断

未来归属倾向

自我效能感

生理

心理

社会关系

环境

6.26±1.80

7.65±2.18

2.76±0.57

3.26±0.46

3.24±0.53

3.57±0.68

2.94±0.57

6.00

8.00

2.80

3.28

3.33

3.67

3.00

x ± SD
中位数

2．自我效能感、身份认同与生活质量的关系

身份判断与社会关系领域相关不显著外，其他变量

(1)变量间的相关。表2的结果表明，除了目前

均两两显著正相关。

表2
1.
2.
3.
4.
5.
6.
7.

自我效能感
目前身份判断
未来归属倾向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关系领域
环境领域

各变量间的相关结果

1

2

3

4

5

6

7

─
0.32***
0.33***
0.25***
0.38***
0.13*
0.32***

─
0.38***
0.14**
0.16**
0.09
0.20***

─
0.18***
0.26***
0.13*
0.24***

─
0.61***
0.57***
0.53***

─
0.50***
0.59***

─
0.56***

─

注： ***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以下表格结果同此

(2)身份认同的调节作用。由于对数据的预分析

变量观测值减去被试群体变量的均值。具体的分层

发现，失地农民性别、年龄、学历以及被征地时间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结果表明，失地农民目前身

与生存质量相关均不显著，而只有家庭月收入的相

份判断与生存质量心理领域、社会关系领域以及环

关显著，因此回归分析中只将失地农民家庭月收入

境领域的关系受失地农民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显著；

作为控制变量放入第一层。此外，参照温忠麟等人

失地农民未来归属倾向与生存质量生理领域、心理

[10]

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的关系受失地农民自我效能

以及身份认同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即用被试的

感的调节显著。

关于显变量调节效应的分析方法，对自我效能感
表3
步骤及变量

第一层
家庭月收入
第二层
自我效能感
目前身份
第三层
自我效能×目前身份
AdjR2
第二层
自我效能感
未来归属
第三层
自我效能×未来归属
AdjR2

自我效能感在身份认同与生存质量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检验

生理领域
β

心理领域
t

β

社会关系领域
t

β

环境领域
t

β

t

0.110
2.080*
ΔR2=0.012，ΔF=4.325*

0.103
1.927
ΔR2=0.011，ΔF=3.714

0.113
2.110*
ΔR2=0.013，ΔF=4.451*

0.266
5.066***
ΔR2=0.071，ΔF=25.662***

0.244
4.421***
0.068
1.256
ΔR2=0.072，ΔF=13.595*

0.374
7.072***
0.043
0.836
ΔR2=0.144，ΔF=29.567***

0.122
2.148*
0.057
1.019
ΔR2=0.022，ΔF=3.870*

0.258
4.899***
0.125
2.407*
ΔR2=0.099，ΔF=19.957***

0.085
1.633
ΔR2=0.007，ΔF=2.667

0.212
4.330***
ΔR2=0.043，ΔF=18.747***

0.161
3.017**
ΔR2=0.025，ΔF=9.100**

0.127
2.522*
ΔR2=0.015，ΔF=6.363*

0.080

0.189

0.059

0.175

0.126
2.171*
0.061
1.062
ΔR2=0.024，ΔF=4.335*

0.251
4.623***
0.132
2.440*
ΔR2=0.101，ΔF=20.222***

0.249
4.436***
0.350
6.511***
0.059
1.059
0.112
2.103*
ΔR2=0.072，ΔF=13.705*** ΔR2=0.154，ΔF=31.749***
0.133
2.590*
ΔR2=0.017，ΔF=6.710*

0.156
3.163**
ΔR2=0.024，ΔF=10.005**

0.107
1.999*
ΔR2=0.011，ΔF=3.998*

0.059
1.169
ΔR2=0.003，ΔF=1.366

0.093

0.179

0.037

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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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

同目前身份判断与生存质量的社会关系领域相关
不显著外，失地农民身份认同与其他的生存质量领

研究结果部分验证了研究假设。在生活质量的

域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因而进一步明确了身份认

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领域等四个方面，失

同与城市适应的关系。这表明，在促进失地农民城

地农民身份认同的目前身份判断与自我效能感的

市适应的工作中，不仅要尽快转变失地农民的身份

交互作用分别对生存质量的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

认同观念，也应同时强化失地农民的自信心和自我

领域的预测显著，而对生理领域的预测不显著；失

效能感。

地农民身份认同的未来归属倾向与自我效能感的
交互作用则分别对生存质量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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