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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是社会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并通过研究社会阶层的构成来考察社会结构的变化。改革

开放以后，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与社会利益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分层越来越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和

演变[1]。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社会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社会心态也随之发

生了改变。尽管主观阶层的变化与客观社会阶层的变化有关，但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同步或对应关

系，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职业地位测量的社会阶层结构在持续的分化中呈现出向上发展的态势，下

层、中下层的群体规模缩小，中层、中上层、上层的规模有所扩张[2]，而人们主观社会地位认同却呈现出

一种不同的变化趋势，在2001到2011年的十年中，前期明显下沉，然后不稳定上扬。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社会心态上的表现是主观社会阶层的变化，这种客观社会阶层与主观社会阶层不一致，源于客观地

位变量对主观阶层的解释力不高[3]。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许多研究者开始关注主观社会阶层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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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和变化。有研究者[1]发现，下层认同有强化的趋势，也有研究者[2]发现从 2006 到 2008 年间，中国人

中层及以上层次的认同比例都在增加。吴青熹、陈云松（2015）分析了CSS和CGSS 2005-2012年6个

年度的9期调查数据中的主观阶层分布发现，基于五点量表主观阶层平均值约为2.30，标准差为0.91，
每次调查的中下层和下层的比例基本保持在50%左右，都超过中层认同[3]。主观社会阶层是“个人对

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4]，那么，当前人们主观感知的分布是否发生了变化？主观

社会阶层对社会心态的各项指标产生着怎样的影响？这是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当前社会心态的基本特点

1. 社会心态的测量方法

（1）数据来源。本报告使用的数据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相科技联合发布的2017年社会心态

调查（CASS-Matview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7）。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

学研究中心编制，于 2016年 8月到 2017年 4月，通过凯迪数据研究中心研发的问卷调研APP“问卷

宝”，向在线样本库的全国用户（共约110万人，覆盖全国346个地级城市）推送问卷，再通过用户分享

问卷的方式进行滚雪球式发放。目前问卷宝在问卷质量控制方面能够实现定制化调查和精准的问卷

推送，依照调查目的向特定的用户群推送问卷，参与调查者需要经过系统认证，系统能够检测用户在

问卷填写过程的特征，对乱填乱写的用户进行剔除并列入黑名单，从而确保数据的可靠性。问卷收回

后，课题组进一步依据陷阱题、答题完成情况、逻辑检验等对问卷进行筛选。CASS-Matview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7 数据库覆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调查最初共收回全部作答问卷

24364份，经筛选最终得到有效成人问卷22669份，问卷有效率为93.04%。数据库中，男性样本11840
人，占52.2%，女性样本10829人，占47.8%，性别比例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男性人口51.27%，

女性人口占48.73%）相比，男性比例略高，但没有显著差别。年龄范围是18-70岁，平均年龄27.38 ±
8.28岁。受到互联网用户年龄分布特点的影响，样本库中青年人（18-45岁）比例相对更大，受教育程

度也比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更高。

（2）社会心态的测量。本此调查全面使用中国社会科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多

年来研发的“社会心态测量和指标体系”框架和测量工具，基本的指标体系包括：一级指标，社会需求

和动机、社会认知、社会情绪、社会价值观和社会行动五个方面，每个一级指标下包含若干二级指标。

由于指标众多，限于篇幅，本报告仅使用部分测量指标。

2. 主观社会阶层分布

本次调查的主观社会阶层采用国内外研究中常用的阶梯量表，给调查对象呈现具有从1到10数

字标注的阶梯图案, 1代表处于社会的最底层，10代表处于社会的最上层，让调查对象报告自己目前

处于哪个等级。结果如图1所示，自认为属于中等阶层的比例最高，属于上层的比例最小，如果从1-
10的阶梯中线上下等分，下半部分比例更高，统计发现，被调查者主观社会阶层的平均值为 4.46，在

[1]冯仕政：《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认同与社会稳定——基于中国综合调查的实证研究》，〔哈尔滨〕《黑龙江社会科

学》2011年第3期。

[2]张翼：《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北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

[3]吴青熹、陈云松：《主观阶层如何影响自评健康——基于八年全国调查数据的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7
期。

[4]Jackman M.R. ＆ Jackman R., 1973，“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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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内在目标、外在目标的重要性

图1 主观社会阶层分布

[1]Kasser T, Ryan R M. Further examining the American dream: Differential correlates of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goals. Per⁃
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6,22:280-287；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55:68-78.

10级阶梯上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整

体上看，认为自己处于下层的比例为

11.9%，认为自己处于中等偏下的比

例为 37.7%，二者相加接近半数；认

为自己处于中层的比例为 40.5%，认

为自己是中上层或上层的比例分别

是7.9%和2.1%，相加占1成。

3. 社会需要和动机

社会指标常被用来衡量社会的

发展，也被作为社会需要满足程度的

衡量。社会指标研究关注对社会生

活质量的衡量，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改善或社会是否进步。而生活质量的评价分为主观

和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主要是依靠生活状况的一些指标，如收入、安全、教育和健康状况等标准，

主观方面是指人们对于收入、安全、教育和健康等状况的个人感受。

根据自我决定理论[1]，人生的目标可以分为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内在目标是个人原有的目标，包

括个人发展成长、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对社会的贡献和自身的健康四个方面，而外在的目标包括财富

的积累、有吸引力的被人羡慕的外表和名誉三个方面。内在目标满足人的基本的心理需要，如果人们

的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为了获得价值感，人们会追求外在的财富、外表和名誉来显示个人价值。

这样可以把人群分为内在目标强或外在目标强两类。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内在价值和外

在价值倾向得分有显著差异。被调查者的内在目标重要性的得分高于外在目标重要性的得分，内在

目标重要性的总平均分为5.14，标准

差为0.91；外在目标重要性的总平均

分为 4.21，标准差为 0.93。而且，分

别计算不同阶层群体的内在目标重

要性和外在目标重要性的得分，如图

2所示，各个阶层内在目标重要性得

分也高于外在目标重要性得分。此

外，无论是内在目标还是外在目标的

重要性，主观社会阶层属于上层的群

体的得分都是各组中最低的，主观社

会阶层属于中等的得分较高。

调查发现，内在目标实现可能性高于外在目标实现可能性，内在目标实现可能性的总平均分为

5.13，标准差为0.88，外在目标实现可能性的总平均分为3.35，标准差为0.81。对比不同主观社会阶层

各组之间在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实现可能性上的得分发现，内在目标实现可能性都高于外在目标实

现可能性。主观社会阶层属于上层的群体内在目标实现可能性得分最低，中间阶层内在目标实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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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得分更高。而外在目标实现

可能性有随阶层上升的趋势，主

观社会阶层属于中上和上的得分

最高。

4. 社会认知

（1）幸福感。主观幸福感的

测量采用了Diener等人(1985)编制

的 生 活 满 意 度 量 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该量表采

用 5道题目来测量个体对其生活

满意度的整体评价 [1]。测量采用

里克特式7点计分，要求被试根据

自己的感受评价（1=“非常不同

意”，7=“非常同意”）。调查结果

显示，被调查者总体平均数为

4.05，处于中等水平。对比不同主

观社会阶层各组主观幸福感得分

发现，主观幸福感得分随着主观

社会阶层的上升增加，到中上阶

层达到了最高值，主观社会阶层

属于上层的平均值得分处于第二

位，见图4。
（2）安全感。安全感的调查

分为总体安全感和不同方面的安

全感，调查发现在 7点量表上，安

全感的平均分为 4.31，标准差为

1.28，安全感水平略高于中立水

平。分析不同主观社会阶层被调

查者的安全感得分发现，中上阶

层的安全感平均数得分最高，其

次是中，阶层处于上和下两端的

被调查者得分均较低，其中自认

为下层的居民总体安全感最低，见图5。
分别分析人身安全、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个人信息安全、医疗药品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环

境安全和劳动安全发现（见图6），居民的财产安全感最高，为4.63，接近比较安全水平，其次是人身安

[1]Diener, E.,Emmons,R. A., Larsen, R. J., & Griffin, S. (1985).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
sessment, 49 (1), 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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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各方面安全感的平均值

图8 不同社会阶层社会公平感得分

图9 不同阶层的社会支持

图7 不同阶层居民各方面的安全感

全和劳动安全；安全感最低的是食品安

全，其次是信息安全和环境安全，平均数

分别为3.46、3.51和3.63，低于中间值，接

近不太安全，其余的医疗安全和交通安

全略低于中值4。
继续对被不同阶层居民在生活各方

面涉及的安全感分析发现，人身安全、财

产安全和劳动安全表现为一种形式从下

到中上，随着主观社会阶层的提高，安全

感也上升，但属于上层的被调查者安全

感并没有继续升高，人身安全仅此于下

层，处于第二低的程度，财产安全则最

低，劳动安全处于中位。其余的个人信

息和隐私、医疗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

全和环境安全都表现为一种模式，就是

随着社会阶层的上升，安全感也上升（如

图7）。

（3）社会公平感。社会公平感是社

会心态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次调查的社

会公平感使用“总的来说，你觉得当今的

社会是否公平？”，调查结果显示，居民社

会公平感的平均得分为 4.06，标准差为

1.16，居民社会公平感略高于中值，社会

公平感评价并不高。分析不同主观社会

阶层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发现（图 8），下

层、中下层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得分最低，

中上阶层的社会公平感最高，上层和中

层处于中间水平。

（4）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居民社

会资本的测量，本次调查是询问当被调

查者遇到困难时从各方面可以获得帮助

和支持的程度，调查问卷列举了党组织、

居委会、工作单位、政府部门、公检法、家

庭、朋友、慈善机构、新闻媒体等可能的

社会支持来源，最后以这些社会支持源

评价的平均数来衡量社会支持的程度，

在7点量表中，1表示非常不支持，7表示

非常支持。最后的总平均分为 4.58，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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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差为0.84，平均分处于中立和比较支持中间。对于不同主观社会阶层各组分析发现，如图9所示，

随着主观社会阶层的上升，社会支持的得分也上升，但到中上阶层达到最高，上层的社会支持得分仅

高于下层。

（5）社会信任。本次社会信任的调查分为一般信任和对陌生人的信任，一般信任有三个题目构

成，以7点量表计分，以3个题目的平均分来计算。陌生人信任只有一个题目，“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任

陌生人”，采用7点量表计分，1表示非常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最后得到一般信任平均分为4.44，
标准差为 1.14，陌生人信任的平均分为

3.45，标准差为 1.18，一般信任水平处于

中等略高水平，倾向于比较信任水平，陌

生人信任得分低于中值，倾向于不太信

任。对不同主观社会阶层的居民两项信

任分析发现，不论是一般信任还是对陌生

人信任，低社会阶层表现为低信任，一般

社会信任表现出随着阶层上升，但上层例

外，处于中间水平，陌生人信任随着阶层

上升而上升，但上层略低于中上层，如图

10所示。

（6）国家认同。本次调查的国家认同

量表有 4个题目，结果显示，国家认同量

表 4 个题目的平均分为 5.37，标准差为

1.20，国家认同的得分较高。图11为不同

社会阶层的国家认同得分，可以看到，国

家认同得分最高的是中层，其次是中下

层，中上层和下层得分接近，下层略低，得

分最低的是上层，和最高的中层差距接近

一个记分等级。

5. 社会情绪

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的核心指标，本

次调查的社会情绪关注的是居民日常生

活中的情绪，也就是一般情况下个人喜怒

哀乐这些基本情绪出现的频率，由于我们

采取的是一次性调查，很难真实记录人们

的日常情绪，问卷中要求被调查者估计一

年中一些基本情绪出现的多少，调查的社

会情绪分为两种类型，在家和上班或上学

两种情况，如图12所示，在上班的情境下人们的正向情绪比负向情绪出现的频率更高，不同社会阶层

者的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的频率有显著差别，中上层正向情绪的频率最高，其次是中层，下层和中下

层的正向情绪最低。中层和中上层的负向情绪最低，其次是中下层，上层的负向情绪最高，再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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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利他型的社会行动

图14 不同阶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得分

[1]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中国尚未进入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阶段》，〔北京〕《人民论坛》2013年第27期。

图13 在家时的情绪

下层。用正向情绪减去负向情绪得到的

净情绪来看，中层和中上层的净情绪最

高，上层和下层的净情绪最低，中下层介

于中间。

在家时的正向情绪出现的频率高于

上班和上学时，负向情绪的出现也高于上

班和上学时。在家时中层正向情绪出现

最多，其次是中上层和中下层，上层正向

情绪出现最少。不同阶层在家时的负向

情绪出现频率比较接近，上层和下层略

高。同样用正向情绪减去负向情绪得到净情绪，结果发现不同社会阶层净情绪的分布呈倒U型，中层

最高，两端较低，上层最低，中上层和中下层介于之间。

6. 社会价值观

英格尔哈特用两个基本的维度来考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转型，一个维度是世俗与理性，也就是从

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传统价值观包括宗教信仰、国家自豪感和以让父母荣耀为奋斗

目标等；另一个是自我表现价值观的维度，这个维度与经济高度繁荣和知识社会有关，是从生存价值

观向自我表现的价值观转变。他把将强

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称为“物质主

义”，强调自主和自我表现的价值观称为

“后物质主义”。 英格尔哈特认为中国还

处于发展较为早期的阶段，不会马上变成

后物质主义国家，他甚至认为中国近十年

内可能不会发生价值观的转型[1]。本次的

一项价值观调查就是后物质主义，是以英

格尔哈特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后物质主义

价值观量表进行的。如图 14所示，被调

查者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上的得分都较

低，平均为2.10，标准差为1.12，不同社会

阶层被调查者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上的

得分有明显差异，其中上层的后物质主义

得分最高，其次是中上层。

7. 社会行动

社会行动是人们作为社会成员所进

行的社会性行动，这些行动是具有明确意

识和目的地。本次调查中的社会行动是

了解了被调查者在过去一年内的几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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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行动，包括帮助受灾的人的捐款捐物行为，参与志愿者活动的行为，参与网上社会问题的讨论，以

及帮助陌生人、举报腐败等行为。图15和图16分别属于利他行为和公共参与行为两种类型。利他行

为中，从整体得分看，居民的社会行动得分介于2.68和4.29，也就是在有时参加的程度上。从三种类

型来看，帮助陌生人得分最高，其次是捐助行为，志愿服务得分最低。从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行动参

与情况有明显差异，表现出一定的趋势，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社会行动，随着阶层的上升，社会行动的参

与程度也上升。

图 16为公共参与性的社会行动，

在三种类型中，环保行动得分最高，向

政府机构和媒体等反映意见得分次

之，举报腐败的行为得分最低。与利

他型社会行动相似，公共参与型的社

会行动的得分也随着社会阶层的上升

而增加。

8. 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首次

提出“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后，中央文件和主要领导人多次强调

了获得感，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保证

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

得感”。但是，如何衡量民众获得感、

民众获得感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民众

对获得的要求程度，等等，都是社会心

态研究需要关注的新问题。本次调查

中对于获得感、获得需求进行了考察。

（1）获得需求。获得需求是人们

对于自己生活状况改善的需求，直接

关系到人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也是

影响人们未来预期和信心、社会公平

感等社会心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次调查为了了解居民的获得要

求，使用 3个项目的 7点量表来测量，

题目如，“我要求最好的东西”、“我觉

得各个方面我都应当获得更多”。被

调查居民总体获得要求的平均分为

4.10，处于量表的中间位置。分别查看不同主观社会阶层者获得要求的得分，结果如图17所示，主观

阶层属于中上层或上层的获得要求得分最高，主观阶层认同为中下层和下层的居民获得要求最低。

（2）获得感。本次研究把获得感作为社会心态的一个指标来测量，使用的题目是“直到现在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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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能够得到我在生活上希望拥有的重要东西”，被调查者在7点量表上的平均得分为4.07，标准差

为1.51，获得感属于中等略高。图18为不同社会阶层在获得感上的得分，除上层外，随着社会阶层的

上升，获得感得分增加，但上层的获得感得分略低于中上层，处于第二位，也就是总体趋势上获得感是

随着阶层上升的。

二、基于社会心态特点的政策建议

这次大规模的社会心态调查使我们对于当前民众社会心态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限于篇幅，以上

对社会心态特点的分析仅仅选取了主观社会阶层这样一个视角，但反映出的社会心态问题很值得关

注，现就上面提到的社会心态研究的发现提出以下建议。

1. 阶层心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阶层分化明显，阶层问题关系到很多社会问

题，也体现在社会心态中。以往社会阶层研究更多关注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职业声望等社会地位

的客观因素，但是，从社会心态的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虽然是影响社会心态的因素之一，但是，在

幸福感、公平感等指标上却并非是社会阶层等级越高幸福感或公平感越高。在我们的许多研究中发

现个人主观社会阶层认同显著影响社会心态，社会心态的调查显示，主观社会阶层从趋于自我更低层

级的归类（也就是底层认同）逐渐上移，这为社会带来了积极意义。研究发现，主观社会阶层中层和中

上层成为积极社会心态的核心，他们的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高，公平感更高，社会支持感更高，社会

信任更高，积极情绪更高，消极情绪更低，社会参与程度更高……，也就是主观认同的中间阶层各项社

会心态指标更优，是社会建设和治理需要依靠的核心力量，也是成为社会团结和社会凝聚的核心，起

着引导和引领的作用。因此我们更要关注下层、中下层的社会心态，了解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

题。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是解决好下、中下阶层的问题。也要关注属于社会少数的社会心态问题，这

代表着未来社会的努力方向，从主观社会阶层的发展和人们对于未来社会阶层的预期看，这个阶层的

比例会逐渐扩大。贫富分化、阶层分化的极端表现都是体现在“下”与“上”这两个阶层，要避免这两个

阶层类别化而产生的对立和敌意，消解差异性较大的类别化可能产生或加深群际矛盾和冲突，这也是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研究和面对的问题。

2. 社会需求

十九大报告提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说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基本需要。但如何

满足社会需要，以及如何判断社会需求满足程度并不容易。而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对

这种需要满足的努力之间会始终存在一定的距离和时间的滞后，因此，通过社会发展来解决这个矛盾

是一个长期的艰巨任务。我们既要关注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化需求，通过社会保障和社会网络建设

来满足中、下阶层的基本生活保障，加强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高获得感，

降低不公平感。也要关注中上和上层群体得更高生活水平的追求，尊重他们更高的获得的要求，为他

们提供通过合法努力可以实现更高目标的条件。积极引导他们积极的社会动机，为社会建设和社会

整体状况改善而努力。

3. 社会凝聚力

社会心态的认知方面包括幸福感、安全感、公平感、社会支持这些从个人角度对社会现状的评价，

也包括对人际关系、地方或城市的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内容。民众的社会认知包含了许多社会现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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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的重要信息，是社会治理需要了解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和全社会都要重视民众的社会认

知方面。从这次社会心态的调查看，民众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并不乐观，而幸福感与获得感是一个相关

很高的因素，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幸福发展观，如何引导积极的幸福观，避免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倾向下

“虚假需求”引导下的外在目标无限不满足。食品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依然是安全感最低的几个

方面，这是人们美好生活需求的基本方面，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需求需要在新的需求下来努力满足。

从这次调查看，民众的国家认同程度很高，这是社会心态的积极力量，也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内容。

通过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不仅是心理学专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更是需要全社会的努力，来不断提

高社会信任、提高社会公平感，不断积累社会资源，凝聚社会力量，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4. 社会情绪

不同时代都有这个时代的情绪表现和情感表达。调查发现，积极的社会情绪是主流，但也表现出

一定的消极社会情绪，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避免会有消极情绪，我们应该关注

的是消极情绪的表现和消极情感的走向，以及如何合理疏解消极情绪，避免一味强调正能量而压制消

极情绪的释放。消极情绪具有一定的信号意义，是社会治理需要关注的。关注阶层心态中不同群体

的社会情绪，特别是要关注阶层之间消极情感的产生，要避免阶层间消极情绪的扩大化或升级为消极

情感，如贫富之间的不满上升为敌意或仇恨。

5. 社会矛盾与获得感

由于，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带来了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等，也带来了社会不公。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重

视这些社会心态问题，这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目前，社会信任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社会信

任困境依然没有出现扭转的迹象。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保证全体人民在共

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除了提出具体的人生不同阶段的养育、教育、分配、医疗、养老外，也关

注了弱有所扶的社会问题，这里的扶不仅仅是针对社会上一度讨论的“老人跌倒要不要扶”的社会信

任问题，也是关注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更是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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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 Mentality of Different Subjective Social Strata
Wang Junxiu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data from the CASS-Matview Social Mentality Survey 2017, a large sam⁃
pling survey of social psychology, the report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cial mentality for different
subjective social strata.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report include the distribution of subjective social strata as
well as social needs and motivations, the demand of gain, the sense of gain, social cognition, social emotions,
social values and social actions for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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