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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袁使用 CHIP2013 调研数据袁构建有序 probit 模型探讨我国老中青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因素差异性问题遥结果表明院首先袁婚姻状况尧家庭经济情况尧与同村其他家庭相比以及亲朋好友的可信度都对我

国老中青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曰其次袁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性曰最后袁是否为乡村干部尧受教育年限尧社会支持尧是否存在房屋被拆迁经历以及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组织对三代农村居民

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遥
关键词院农村居民曰代际差异曰主观幸福感曰CHIP2013
中图分类号院F323.6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圆原远圆远载渊圆园17冤01-0094-05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质量进行评价与评

估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遥 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主

观幸福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钥 老中青三代农村居

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是否相同钥 是否存在差异钥
这些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遥 对农村居民主观幸

福感的研究将为新农村建设得失与福利水平提升

以及各级党政部门制定实施相关农村政策提供判

断标准袁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遥
一尧文献综述

纵观现有研究文献袁较早地人们以经济学相关

理论为基础袁关注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袁发现

收入水平对幸福感提升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遥 Ball
和 Chernova[1]等认为是相对收入水平而不是绝对收

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起到决定性作用遥 陈晶经过调

查发现收入分配不公平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造

成了负面影响遥 [2]进而袁以收入水平为基础袁开始研

究社会阶层地位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问题遥 研究后

认为较高社会阶层群体工作满意度相对较高袁 从而

较大幅度地提高了主观幸福感遥 但是袁不同阶层的农

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遥 [3][4][5]除收入

水平与社会阶层地位对主观幸福感影响以外袁年龄尧
身份与受教育年限等个体特征以及社会比较和社会

资本等因素同样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遥 李晓巍

与刘艳尧[6]郭海健等尧[7]李越和崔红志尧[8][9]刘丽萍尧[10]文婷

婷尧[11]雷卫[12]等学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

种观点遥此外袁个体对外界的感知对主观幸福感同样

产生重要影响遥 正如 Knight[13]所研究的那样袁当人们

发现与参照群体相比自身状况变好时袁 主观幸福感

会增强袁相反袁主观幸福感将会减弱遥 裴志军[14]以典

型的浙西农村作为研究对象袁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

角较为全面地研究了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问题袁研究结果表明院人际信任袁社会网络

等家庭社会资本构成要素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

响显著遥 王鹏[15]研究后同样发现院社会资本对我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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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遥
我们看到袁学者们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

因素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袁这为本文探讨

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遥 但

是袁现有文献在以下两个方面略显不足院一方面袁学
者们采用不同的样本数据尧指标和研究方法对农村

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未形成一致性

结论袁存在一定的争议曰另一方面袁从现有文献来

看袁从代际差异视角研究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

因素的文献相对较少遥 有鉴于此袁本文使用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渊CHIP2013冤数据袁构建有序 probit 模型基于代际差

异视角对我国老中青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

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袁试图对我国老中青三代农村

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进行有效地识别袁进而确

定其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遥
二尧方法尧数据与变量

渊一冤研究方法

借鉴崔红志[9]与陈强[16]的研究方法袁本文主要使

用有序 probit 模型研究老中青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

福感影响因素袁在有序 probit 模型中袁假设 y* 为隐

含的因变量袁在本文中的含义是农村居民主观幸福

感无法观测到的主观评价袁假设潜变量 *= ' + 袁那
么观测到的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为院

=
1袁 *臆 1
2袁 1约 *臆 2
噎噎
袁 1约 *臆

扇

墒

设设设设设设设缮设设设设设设设

渊1冤

在渊1冤式中袁 1袁 2噎 在模型中称为野切点冶遥 在

本文中的取值分别为院数字 1~5遥 含义分别为院非常

幸福尧比较幸福尧一般尧不太幸福与很不幸福遥 方程

设定为院
= 0+ 1 1+ 2 2+噎+ 8 8+ 渊2冤

渊2冤式中袁 代表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袁 1袁 2噎噎
8 分别代表农村居民个体特征等八类影响因素袁
0袁 1噎噎 8 为待估系数遥 为随机误差项遥

渊二冤数据来源

CHIP2013 是由北京师范大学与国外合作开展

的有关中国收入分配动态变化追踪的研究项目遥
CHIP 项目组按照东尧中尧西分层袁根据系统抽样方

法抽取得到 CHIP 样本遥 样本覆盖了 15 省渊区冤袁数
据内容包括住户个人层面的基本信息尧就业信息以

及家庭层面的基本信息尧收支信息和农业经营等内

容遥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主要是以 CHIP2013 农村

居民原始样本数据为基础袁对样本中缺失值尧异常

值以及重复值进行删除与整理袁最终得到青年农村

居民渊年龄臆30 岁冤样本数 164 户尧中年农村居民

渊30 岁<年龄臆55 岁冤样本数 4185 户尧老年农村居

民渊年龄>55冤样本数为 2489 户遥 青年农村居民样本

数较少的原因可能在于多数青年村民外出务工袁留
村居住相对较少遥

渊三冤变量设定与描述

1. 因变量

借鉴崔红志[9]研究方法袁本文将农村居民主观

幸福感设定为定序变量遥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

度主要是以受访者对 野考虑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袁您
觉得幸福吗钥 冶问题的回答结果作为判断依据遥数字

1~5 分别代表院非常幸福尧比较幸福尧一般尧不太幸

福尧很不幸福遥
2. 自变量

结合现有文献袁本文主要从农村居民人口学特

征尧健康状况尧工作状况以及经济状况等农户自身

特征和社会支持尧社会比较以及社会资本等外部环

境两大层面 8 个具体维度考察对老中青三代农村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遥
渊1冤农户自身特征方面遥 首先袁人口学特征维

度遥 主要包括老中青三代农村居民性别尧婚姻状况尧
政治面貌以及是否为乡村干部等变量曰其次袁健康

状况维度遥 具体包含健康评估与是否存在残疾两个

具体变量遥 健康评估使用数字 1~5袁 分别代表非常

好尧好尧一般尧不好与非常不好五种评估等级遥 是否

存在残疾为虚拟变量袁1 表示没有袁2 表示有残疾曰
再次袁工作状况维度遥 包括本地从事农林牧渔生产尧
本地工资性工作尧本地从事非农林牧渔生产经营以

及外出从业四种具体情形曰 最后袁 经济状况维度遥
Ball 和 Chernova[1]研究表明袁经济水平是影响主观幸

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遥 本文主要通过受访村民对自

身生活水平的主观感受以及应对日常生活中突发

意外事件的经济能力表示遥
渊2冤外部环境方面遥 首先袁社会支持维度遥 社会

支持一般是指获得社会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帮助遥 本

文分别使用 1 和 0 表示农村居民是否拥有医疗保

险尧最低社会保障或社会救济尧养老保险以及劳保

福利曰其次袁社会比较维度遥 中国农村的社会比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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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影响主观幸福感遥 [3]本文主要从老中青三代农村

居民野与同县其他村冶和野与同村其他家庭冶两个角

度进行比较曰再次袁社会资本维度遥 借鉴裴志军[14]的
研究方法袁在本文中袁主要使用农村居民对亲戚与

朋友以及亲戚朋友以外其他人的可信程度衡量农

村居民的社会资本遥 数字从 1 到 5 分别代表很不可

信尧不太可信尧一般尧比较可信以及非常可信曰最后袁
影响村民主观幸福感的其他方面遥 主要包括农户经

营土地面积尧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组织尧是否存在房

屋被拆迁经历以及是否存在被征地经历等变量遥 具

体赋值方法如表 1 所示遥
三尧计量结果及分析

渊一冤估计结果

本文主要使用 stata12 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与

处理袁 采用有序 probit 模型对我国老中青三代农村

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进行识别与估计袁具体选

择逐步回归分析反向剔除方法自动完成显著变量

的选取袁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遥
渊二冤估计结果分析

对我国老中青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

因素的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袁可以看到袁既有相同

因素的影响袁又存在各自的差异性影响因素遥 分别

予以阐述遥
首先袁婚姻状况尧家庭经济情况尧与同村其他家

庭相比以及亲朋好友的可信度对我国老中青三代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遥 具体而

言袁与单身相比袁已婚状态都能够增强三代农村居

民的主观幸福感遥 这与李越与崔红志[8]以及崔红志[9]

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曰家庭生活水平越高以及家庭意

外事件处理能力越强给三代农村居民带来的主观

项目 变量 定义

人口学特征 X1 性别 X11
婚姻状况 X12
政治面貌 X13
是否是乡村干部 X14
受教育年限 X15

1=男曰2=女
1=已婚曰2=单身

1=中共党员曰2=民主党派曰3=其他

1=是曰2=否
连续变量

健康状况 X2 健康评估 X21
是否存在残疾 X22

1=非常好曰2=好曰3=一般曰4=不好曰5=非常不好

1=无曰2=有
工作状况 X3 从事农林牧渔生产 X31

本地工资性工作 X32
本地非农生产经营 X33
外出从业 X34

1=是曰2=否
1=是曰2=否
1=是曰2=否
1=是曰2=否

经济状况 X4 生活水平 X41
经济实力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 X42

1=非常舒适曰2=基本舒适曰3=不够舒适

1=各种意外事件曰2=多项意外事件曰3=基本意外事件曰4=无能力处理意外事件

社会支持 X5 医疗保险 X51
最低生活保障或者社会救济 X52
养老保险 X53
劳保福利 X54

1=有曰0=无
1=有曰0=无
1=有曰0=无
1=有曰0=无

社会比较 X6 与同县其他村比较 X61
与同村其他家庭比较 X62

1=高很多曰2=略高曰3=持平曰4=略低曰5=低很多

1=高很多曰2=略高曰3=持平曰4=略低曰5=低很多

社会资本 X7 亲戚朋友的可信度 X71
除亲戚朋友以外人的可信度 X72

1=很不可信曰2=不太可信曰3=一般曰4=比较可信曰5=非常可信

1=很不可信曰2=不太可信曰3=一般曰4=比较可信曰5=非常可信

其他情况 X8 经营土地面积 X81
是否加入合作组织 X82
是否存在房屋被拆迁经历 X83
是否存在被征地经历 X84

连续变量

1=是曰2=否
1=是曰2=否
1=是曰2=否

表 1 回归分析变量描述

注院婚姻状况中野已婚冶包括初婚尧再婚以及事实婚姻等袁野单身冶包括离异尧丧偶以及未婚等曰工作状况中野本地工资性工作冶是指受雇于单位

或者个人获得工资和其他劳动报酬曰意外事件主要包括疾病尧交通事故以及意外受伤等其他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事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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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年龄臆30 30<年龄臆55 年龄>55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系数 Z 值

人口学特征

性别 X11
婚姻状况 X12
政治面貌 X13
健康状况

健康评估 X21
工作状况

从事农林牧渔工作 X31
从事工资性工作 X32
家庭经济情况

生活水平 X41
意外事件处理能力 X42
社会比较

与同县其他村相比 X61
与同村其他家庭相比 X62
社会资本

亲朋好友可信度 X71
其他人可信度 X72
其他情况

经营土地面积 X81
是否存在被征地经历 X83
样本个数

Prob >x2

Pseudo R2

0.151**

-0.400**

1.185***
0.289*

0.282**

-0.499***
-0.221*

-0.791**
164
0.000
0.2653

2.22

-2.08

4.70
1.66

2.07

-3.43
-1.80

-2.48

-0.173**
0.116***
0.062***

0.194***

-0.072*

0.532***
0.195***

0.079***
0.300***

-0.193***
-0.096***

-0.009***

4185
0.000
0.1332

-2.35
5.55
2.07

9.17

-1.89

11.92
5.97

2.97
9.98

-8.81
-4.16

-4.27

0.030*
0.065**

0.120***

0.604***
0.181***

0.357***

-0.215***

2489
0.000
0.1269

1.73
2.08

5.04

10.48
4.27

10.56

-8.40

注院*** 表示 1%水平显著袁** 表示 5%水平显著袁* 表示 10%水平显著遥

表 2 变量在模型中的回归结果

刘 畅：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幸福感也就越强曰正如 Knight[13]所指出的那样袁当人

们发现与参照群体相比自身状况变好时袁主观幸福

感会增强袁相反袁主观幸福感将会减弱遥 这一结论在

老中青三代农民工身上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印证曰
亲朋好友的可信度与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表

现出了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遥 也就是袁对亲戚与朋友

或者其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袁 主观幸福感就越强遥
与裴志军[14]研究结论相符袁也为社会资本与主观幸

福感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实证遥
其次袁老中青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

素也存在着差异性遥 最为明显地袁如表 2 所示袁青年

一代农村居民家中存在被征地经历的主观幸福感

更高袁可能的原因在于征地带来的补偿款使得青年

一代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幸福感曰个人政治面貌与

健康状况对青年一代农村居民影响并不显著袁但是

对中老年农村居民影响较为显著袁 均通过了至少

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遥 相较于青年一代袁中老年农

村居民更为注重政治身份与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曰与中年女性村民相比袁中年男性村民主

观幸福感水平更高遥 可能的解释是在一般情况下袁
女性村民承担了更多的子女抚育尧照顾老人以及农

田耕作等家庭义务袁特别是在男性村民外出务工的

情况下袁使得女性村民主观幸福感降低曰从工作状

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来看袁工作情况对老年一代

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袁从事工资性工作

给青年农村居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感袁而从事农林牧

渔生产袁经营更多的土地给中年农村居民带来更多

幸福感遥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年农村居民更愿意

从事其熟悉的农林牧渔生产经营工作遥
最后袁是否为乡村干部尧受教育年限尧社会支

持尧是否存在房屋被拆迁经历以及是否加入农业合

作组织对老中青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均

不显著遥
四尧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袁 使用 CHIP2013 调查

数据袁 构建有序 probit 模型探讨我国老中青三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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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遥 研究结果表明院首
先袁婚姻状况尧家庭经济情况尧与同村其他家庭相比

以及亲朋好友的可信度都对我国老中青三代农村

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曰其次袁老中青

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也存在着一定

的差异性曰最后袁是否为乡村干部尧受教育年限尧社
会支持尧是否存在房屋被拆迁经历以及是否加入农

业合作组织对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

显著遥
通过以上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院首先袁着力

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遥 在现阶段袁经济状况对老

中青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遥 较高

的生活水平给农村居民带来了较强的主观幸福感遥
因此袁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袁切实提高三代农村

居民实际收入袁 进一步增强收入分配的公平性袁进
而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遥 其次袁进一步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遥 良好的社会环境能够增强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感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引

导人们形成信任意识袁 在诚信度较高的环境当中袁
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将会得到进一步满足遥 再

次袁有针对性地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遥 事实上袁
老中青三代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是不同

的袁必须针对不同层次农村居民制定有针对性的政

策措施才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遥 最

后袁关注农村社会支持遥 样本数据显示袁我国广大农

村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或社会救济以及劳保福利普

及率依然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袁严重阻碍了农村

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遥 有必要通过相关政策在社

会支持方面向广大农村地区进行适当倾斜袁从而提

高农村居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水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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