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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

马万超 王湘红 李 辉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构建区县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深入探究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制。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收入差距与幸福感之间呈

“倒U”型关系。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都表明,相对剥夺感、人际信任感和机

会平等感在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中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并且性别、年龄和收入对这些中介作用具有

显著的调节效应,这是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制。中介程度的计算结果揭示,正向“机会平等效应”
强于负向“相对剥夺效应”和“人际信任效应”,主导影响过程,这是收入差距提高幸福感的原因。这启

示我们,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机会平等导向”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幸福感持续增长的重要

保障。
关键词:收入差距 幸福感 机会平等感 相对剥夺感 人际信任感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2003年0.479扩大到2008年0.491,随
后又从2009年的0.490下降至2016年的0.462。与此同时,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

计算结果,2003年、2005年、2008年、2010年和2012年我国居民平均幸福感(五分制)分别是3.27、

3.41、3.61、3.68和3.73。从中可以发现,在收入差距扩大过程中,居民幸福感却在上升,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呢?
本文根据2010、2011、2012、2013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构建区县层面的5

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验证收入差距和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和作用机制,最后提出可行

对策。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基于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探究了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制,即相对剥

夺感机制、人际信任感机制和机会平等感机制。在数据和方法上,本文构建了区县层面的5期面板

数据,主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结构方程模型对基于理论推演和实践总结提出

的系列假说进行综合验证,并且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细致探究收入差距对相对剥夺感、人际信任感、
机会平等感和幸福感的结构性影响。

一、理论阐述和研究假说

理论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主要通过比较渠道和认知渠道影响幸福感。比较渠道的相对剥夺机制

与人际信任机制和认知渠道的机会平等机制是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制。比较渠道导致“攀比效

应”,当他人收入提高时,人们会相应提高对自身的收入要求,产生相对剥夺感。同时,收入差距引发

了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比较,强化了地位的差异性,导致较差的社会关系,造成人际不信任,这些都

对幸福感产生负效应(汤凤林、雷鹏飞,2014)。认知渠道发挥“隧道效应”,当收入差距扩大时,高收

入者的更高收入让低收入者产生更好的收入预期,从而对低收入者幸福感产生间接正效应(郝身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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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孙计领,2016)。“攀比效应”和“隧道效应”叠加决定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最终影响。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发展差异、城乡经济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是引起收入差距

的主要原因。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尽管从人际收入比较的角度看,收入差距会降低幸福感,但
是从他人更高收入示范作用的角度看,收入差距反而提高了人们的收入预期,增强了他们对生活与

未来的希望,进而提升幸福感。由此看来,我国收入差距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难以推断,需
要依靠实践情况进行具体验证。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收入差距与幸福感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幸福感先增加后减少。
(一)相对剥夺机制

人际社会比较产生相对剥夺,导致负面情绪和感受,进而降低幸福感。相对剥夺理论认为,人们

总是会与“他人”进行社会比较,这让较低层级者处于劣势,产生不满意、愤恨、自卑等负面情绪和感

受,较高层级者虽处于优势但也会产生内疚和不安全感,从而降低幸福感(何浩然等,2015)。依据不

同比较对象,相对剥夺可被分成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相对剥夺。横向比较是把可观察到的、交往

密切的或与自己具有某种相似属性的他人作为比较对象。与相似属性群体相比,社会经济地位越低

群体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对幸福感知程度就越低(Esping-Andersen&Nedoluzhko,2017;Kragten&
Rözer,2017)。纵向比较是指与自己过去的社会经济情况相比,自己现在相对于过去的社会经济地

位越低,相对剥夺感越强,幸福感就越低(Alderson&Katz-Gerro,2016)。
收入差距产生相对剥夺,相对剥夺通过心理社会路径导致较差的生理和精神健康,进而降低幸

福感。收入差距产生相对剥夺,当一个人的收入低于其他人时,他就感到被相对剥夺了。由于自身

收入和所选择的参照群体不同,不同阶层感受到不同的相对剥夺(Gardarsdottiretal,2018)。相对

剥夺理论认为,收入差距引发了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比较,强化了地位的差异性,导致较差的社会关

系,容易造成人际间的不信任、隔阂与疏离,从而降低幸福感(Nowakowskietal,2016)。根据心理社

会理论,收入差距导致个人产生心理社会压力,心理社会压力通过内分泌反应触发生理系统(比如心

脑血管)和改变免疫使人易于生病,影响精神和生理健康,进而影响幸福感(鲁元平,2015;Cundiffet
al,2013)。为了从相对剥夺感的视角探究我国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制,本文尝试验证假说2:

假说2:收入差距通过增加相对剥夺感减少幸福感,即相对剥夺感在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中起中

介作用。
(二)人际信任机制

收入差距导致较差的社会关系和情感联系,造成人际不信任,进而降低幸福感。人际信任对幸

福感具有重要影响。首先,从资源获取角度看,高信任度个体更可能从社会网络中获得社会支持,从
而为维持健康提供保障,而健康是促进幸福感提高的重要因素。第二,从心理层面看,个体对他人的

高信任度,能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必时时保持一种紧张状态,进而促进健康改善和幸福感提升。
最后,从社会关系层面看,人际信任有助于缩小彼此间社会距离,个人对他人的信任度越高,其感觉

到与他人的社会距离越近,人们之间排斥越少、合作越多,社会关系就越和谐融洽,幸福感就越高(申
云、贾晋,2016)。总之,信任反映了人们与周围人交往了解的情况,信任度越高,其在交往中所获得

的安全感、归属感与自我价值感越多。信任增强了人们事务处理的自尊感与信心,通过提供情感支

持,降低了消极情绪发生的概率,从而对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促进幸福感的提高

(Zagorskietal,2014;Mikuckaetal,2017)。为了从人际信任的视角探究我国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

的机制,本文尝试验证假说3:
假说3:收入差距通过降低人际信任感减少幸福感,即人际信任感在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中起中

介作用。
(三)机会平等机制

影响幸福感的不仅是收入是否平等,而且更重要的是收入机会是否平等。收入平等是分配结果

的平等,而机会平等是分配过程的平等,人们更加重视和关心分配过程的机会平等(Kelley&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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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2017)。Fehr&Fischbacher(2003)发现,人们内心偏好收入平等,并且不是实际分配到收入的

多少,而是提议者和回应者地位的不平等,导致人们对不平等的厌恶情绪,即人们首要关心的不是结

果是否平等,而是过程是否平等。机会平等感是人们对分配过程平等性的主观感知和评价,这种主

观认知影响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生理心理感受,进而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机会平等性决定分

配过程的公正性,这种公正性在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中起着中介作用,不公正的体验会产生愤怒感

(较低层级者)或者负罪感(较高层级者),进而降低幸福感(Schneider,2016;Krausetal,2013)。
在机会较平等的情况下,“隧道效应”较强,收入差距提高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进而增加幸福

感。教育获得越公平,人们感受到的对于自己和孩子的机会就越平等;分配过程越公平,获取收入的

机会就越平等;个人付出努力和获得回报之间相关性越强,成功机会就越平等。机会越平等,人们感

受到的社会流动性就越高,正向“隧道效应”就越强。在机会较平等的社会里,收入差距意味着区域

内居民收入的非均等化,这反而会增强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信心,提高收入预期,促进幸福感的生成

(何立新、潘春阳,2011;杨娟等,2015;Marginson,2017)。同时,Osberg&Smeeding(2006)指出,社
会流动性会影响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偏好和容忍性,高流动性社会的民众比低流动性社会的民众更能

够适应和接受收入差距(陈池波、李成豪,2016;Oshio& Urakawa,2014)。为了从机会平等感的视

角探究我国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制,本文提出假说4:
假说4:收入差距通过提高机会平等感增加幸福感,即机会平等感在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中起中

介作用。

二、数据与变量描述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10、2011、2012、2013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这些年份的数

据都按照2010抽样方案对全国100个区县和5大都市的年满18周岁中国居民进行调查访问,全面

地收集社会、社区、家庭、个人等多层面经济和社会数据。这5个年份的数据所调查的区县分别有

135个,131个,129个,131个和130个。数据清洗整理后获得5期126个区县共630个样本各变量

区县均值的面板数据。
(二)变量解释与描述统计

本文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幸福感。CGSS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反映了人们的幸福感:总的来

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 被调查者从以下五个选项中进行单项选择:“非常不幸福-l”、“比较

不幸福-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3”、“比较幸福-4”和“非常幸福-5”。
本文模型中主要解释变量有基尼系数、相对剥夺指数、人际信任指数和机会平等指数。本文根

据基尼系数的定义利用Stata编程①计算了各区县的基尼系数。CGSS调查问卷中有两个问题分别

从横向和纵向反映相对剥夺程度:(1)与同龄人相比,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2)与三年前相比,您
的社会经济地位。被调查者分别从以下四个选项中进行单项选择:“较高-3”、“差不多-2”、“较低

-1”和“不好说”。本文删除回答“不好说”的样本,构造相对剥夺指数(4-X1)+(4-X2),X1 和X2

分别是上述两个问题回答选项的得分,(4-X1)是横向比较的相对剥夺程度,(4-X2)是纵向比较的

相对剥夺程度。CGSS调查问卷中有一个问题反映了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

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 被调查者从以下四个选项中进行单项选择:“非常不同

意-1”、“比较不同意-2”、“说不上同意不同意-3”、“比较同意-4”和“非常同意-5”。选项对应得

分即为人际信任指数。CGSS调查问卷中有三个问题分别从收入机会、教育机会和向上流动机会测

度居民对机会平等程度的主观感知:(1)“现在有的人挣的钱多,有的人挣的少,但这是公平的”。(2)
“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3)“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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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后代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被调查者分别从以下四个选项中进行单

项选择:“同意-1”、“不同意-0”或者“不知道”。本文删除回答“不知道”的样本,构造机会平等指数

(X1+X2+X3),X1 是收入机会平等程度,X2 是教育机会平等程度,X3 是向上流动机会平等程度。另

外,为避免变量遗漏导致估计偏误,本文在各模型中还控制了区县层面的特征变量(见表1)。

表1 区县层面特征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幸福感 3.6956 3.4257 3.8921 工会会员 0.4387 0.3961 0.6338

性别 0.5073 0.4932 0.5228 医疗保险 0.7416 0.6834 0.8126

婚姻状况 0.5039 0.4985 0.5174 健康程度 3.7815 3.5128 3.9730

党员 0.1205 0.1189 0.1216 相对收入 0.4982 0.4366 0.5373

宗教活动 1.4723 1.4361 1.4923 基尼系数 0.4352 0.2578 0.5762

年龄 48.1326 47.8645 48.5662 10/90指数 35.8935 2.8617 124.4295

教育 3.9671 3.3182 5.2683 20/80指数 16.7186 2.2372 59.3657

收入 27635 12874 47396 相对剥夺感 3.4925 3.2736 3.8764

资产 216719 79643 385328 人际信任感 3.7660 3.2671 4.1362

是否工作 0.6537 0.4108 0.6931 机会平等感 2.3172 1.8139 2.7655

  注:表中数据均为各变量区县均值的统计概况。样本数630个。

从基尼系数和幸福感的区县均值看(见表2和图1):2010-2015年,基尼系数的区县均值逐渐

增大,同时,幸福感的区县均值也呈上升趋势。据此大致判断,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幸福感持续提

高,收入差距与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表2 基尼系数和幸福感的区县均值

变量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5年

基尼系数 0.4183 0.4239 0.4335 0.4392 0.4537

幸福感 3.6726 3.6859 3.7228 3.7928 3.8132

图1 基尼系数与幸福感(2010-2015年)

三、实证分析

(一)理论模型

1.中介效应模型。为了探究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制,本文采用了中介效应模型。中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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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模型可以分析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得到细致深入的研究结果。如果自变量X 影响因变量Y 是

通过影响中间变量M 实现的,则称中间变量M 为中介变量。具体地,我们用下面计量方程来描述上

述影响过程:

Y =c1X+e1 (1)

M =aX +e2 (2)

Y =c2X+bM +e3 (3)

其中,X、M 和Y 分别是自变量、中间变量和因变量,e1、e2 和e3 是误差项。对于这一中介模型,
中介效应等于系数乘积ab,是自变量X 影响因变量Y 的间接效应。c1 是总效应,c2 是直接效应。它

们之间满足关系:c1=c2+ab(MacKinnonetal,1995)。
检验中介效应常用的方法是逐步检验回归系数,即依次检验法(Baron& Kenny,1986;温忠麟

等,2004)。模拟研究发现,Sobel法的检验力高于依次检验法(温忠麟等,2004)。Bootstrap法的检

验力则高于Sobel法,是现在更常用的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
当研究的问题涉及变量较多,并且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也比较复杂时,一般需要使用结构方程

模型进行分析,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可以细致清晰地展示多个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程度

(Lau&Cheung,2012)。有时,中介作用的强度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即自变量不仅通过中介

变量对因变量产生影响,而且中介过程还受到调节变量的调节(Baron& Kenny,1986;温忠麟等,

2006)。此时,需要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对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首先考虑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机制,然后再探究中介作用是否受到调节,即中介效应的强度如何变化。

2.面板结构方程模型。本文采用的是跟踪数据,我们构建面板结构方程模型探究收入差距影

响幸福感过程中的中介效应。首先,我们定义面板数据情况下的变量:收入差距变量Xit,中介变量

Mit,幸福感变量Yit,其他控制变量Zit。其中,i为横截面个体,t为时间,面板结构方程模型的计量方

程为:

Yit =α1Xit+α2Zit+Ui+μit (4)

Mit =β1Xit+β2Zit+Vi+εit (5)

Yit =γ1Xit+γ2Mit+γ3Zit+Wi+σit (6)

其中,Ui、Vi 和Wi 表示个体效应,μit、εit和σit表示误差项。具体估计过程是:第一,如果计量方

程(4)中系数α1 显著,则可以进一步探究收入差距变量Xit对幸福感变量Yit的中介效应;第二,若计

量方程(5)(6)的系数β1、γ2 的乘积β1γ2 显著,则收入差距变量Xit通过中介变量Mit的中介作用影响

幸福感变量Yit,并且α1=γ1+β1γ2(温忠麟、叶宝娟,2014;Hoferetal,2017)。
本文除了探究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过程中的中介效应,也考察影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某些个体

特征变量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以探究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机制的异质性。为此,我们在上面计

量方程(5)(6)中分别加入个体特征变量Pit与收入差距变量Xit和中介变量Mit的交互项,所得计量

方程分别为:

Mit =β1Xit+δ1PitXit+β2Zit+Vi+εit (7)

Yit =γ1Xit+γ2Mit+θ1PitMit+γ3Zit+Wi+σit (8)

其中,Pit表示个体特征变量,即调节变量,PitXit表示调节变量与收入差距变量的交互项,PitMit

表示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交互项,其他变量同上。判断调节作用存在的依据是:如果计量方程(7)
(8)的系数δ1 和θ1 中有一个显著,则调节变量对中介效应具有调节作用。

(二)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制

表3中,模型(1)(2)分别是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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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的平方项。为了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模型(4)(5)分别用10/90指数和10/90指数平

方项、20/80指数和20/80指数平方项替换模型(3)中的基尼系数和基尼系数平方项。表4中,模型

(1)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2)~(4)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

感和相对剥夺感等变量,模型(5)在模型(1)的基础上同时加入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

感等变量。表5是采用依次检验法分别对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进行单一中介效应

检验的估计结果,表6是采用依次检验法同时对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进行多重中

介效应检验的估计结果。表7是采用面板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机制的估计结果。
图2是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路径图。表8是收入差距和控制变量分别对幸福感、机会平等感、相
对剥夺感和人际信任感进行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表9~11分别是验证性别、年龄、收入对收入

差距影响幸福感机制起调节作用的估计结果。

1.基准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对于面板数据,模型设定需要分析判断混合效应模型、随机效应

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适用性,采用最适合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对于混合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

型,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的p值为0.0076,这说明存在个体效应。在混合效应模型中加入年份虚

拟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发现年份虚拟变量共同显著,这揭示存在时间效应。综合上述情况,
本文不适合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之间,豪斯曼检验的p值为

0.0173,这表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更可靠,因此本文适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第一,从表3模型(2)估计结果看,收入差距显著提高幸福感。幸福感10%、25%、50%、75%和

90%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见表8)发现,收入差距更多地提高了较幸福群体的幸福感,而较少地提

高了较不幸福群体的幸福感。
第二,表3模型(3)在模型(2)中加入基尼系数平方项,所得估计结果中基尼系数一次项系数为

正和二次项系数为负,并且都很显著(p<0.01),这揭示了收入差距与幸福感之间呈“倒 U”型关系,
拐点处基尼系数为0.489,这与王鹏(2011)和郝身永(2015)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幸福感随着收入

差距的扩大先增加后减少,这验证了假说1。2015年,超过70%的区县基尼系数低于“倒U”型拐点

处基尼系数,说明在绝大多数区县收入差距显著增加幸福感。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个人获

取收入的机会较多较平等,人们感受到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正向“隧道效应”较强(刘军强等,2012)。
收入差距意味着区域内居民收入的非均等化,这反而会增强人们获取经济收入的信心,提高他们的

收入预期,促进了幸福感的生成(何立新、潘春阳,2011)。
第三,相对收入显著增加幸福感,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影响幸福感的不是绝

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高。由于“享乐跑步机”效应①的作用,绝对收入的提高

越来越难以使人们更幸福(陈永伟,2015),影响人们幸福的是社会比较的相对收入。当前,人们的收入

大幅度增加,经济状况显著改善,绝对收入难以进一步提高幸福感。此时,人们精神心理需求的实现会

更能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较高的相对收入给人们带来满足感、成就感和优越感,这增加了他们的幸福感。

表3 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OLS

模型(2)
固定效应

模型(3)
固定效应

模型(4)
固定效应

模型(5)
固定效应

基尼系数 0.347***
(5.63)

0.177***
(5.32)

3.672***
(3.92)

基尼系数平方 -3.593***
(-3.58)

10/90指数 0.072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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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变量
模型(1)
OLS

模型(2)
固定效应

模型(3)
固定效应

模型(4)
固定效应

模型(5)
固定效应

10/90指数平方 -0.000529***
(-3.89)

20/80指数 0.0153***
(3.85)

20/80指数平方 -0.000237***
(-4.61)

收入 0.0734
(1.16)

0.0728
(1.24)

0.0752
(1.28)

-0.0768
(-1.31)

-0.0780
(-1.27)

收入平方 -0.00513
(-0.47)

-0.00349
(-0.52)

-0.00425
(-0.64)

-0.00328
(-0.43)

-0.00459
(-0.56)

相对收入 0.0526***
(4.63)

0.0568***
(4.72)

0.0519***
(4.86)

0.0538***
(4.65)

0.0542***
(4.50)

  注:样本数630个;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0.1、0.05和0.01的显著性水平;10/90指数指最富有

10%人口总收入是最贫穷10%人口总收入的倍数;20/80指数指最富有20%人口总收入是最贫穷20%人口总收入

的倍数。

表4 中介效应判断

解释变量
模型(1)
固定效应

模型(2)
固定效应

模型(3)
固定效应

模型(4)
固定效应

模型(5)
固定效应

基尼系数 0.177***
(5.32)

0.105***
(2.71)

0.235***
(4.18)

0.210***
(3.32)

-0.032
(-0.87)

机会平等感 0.084***
(5.24)

0.287***
(3.64)

人际信任感 0.154***
(2.77)

0.169***
(2.78)

相对剥夺感 -0.127***
(-3.22)

-0.127***
(-3.25)

  注:样本数630个;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0.1、0.05和0.01的显著性水平。表7、表8注与此相同。

2.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机制的验证。表4中模型(2)~(4)的估计结果表明,机会平等感、人际

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分别显著影响幸福感,此时基尼系数仍然显著影响幸福感,但是t值和显著性

都明显变小。并且,从表7的估计结果看,基尼系数显著影响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

感。这说明,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分别在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中起着中介作用。
表4中模型(5)的估计结果显示,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同时显著影响幸福感,此时

基尼系数不再显著影响幸福感。这说明,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在收入差距影响幸

福感中共同起着中介作用。因此,我们推断: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夺感是收入差距影响

幸福感的中介变量。
为了验证上述推断,我们采用依次检验法对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夺感在收入差距影

响幸福感中的作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首先,以收入差距变量和相关控制变量对幸福感变量回归得

到收入差距变量的估计系数c1,结果发现,估计系数c1 显著。然后,我们继续在模型中同时加入机

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夺感等中间变量,回归得到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c2 和中间变量的估

计系数b1、b2 和b3。最后,以收入差距变量和相关控制变量分别对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

夺感等中间变量回归,分别得到收入差距变量的估计系数a1、a2 和a3。结果发现,估计系数a1、a2、a3、
b1、b2 和b3 都很显著(见表6),所以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夺感是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中介

变量。依次检验法已经完全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存在,因此本文无需继续采用Sobel法和Bootstrap法做

进一步的验证,因为依次检验法的结果强于Sobel法和Bootstrap法(温忠麟、叶宝娟,2014)。依次检验

法的估计结果表明,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夺感在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中具有中介效应。
单一和多重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都显示(见表5和表6),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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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中都起着中介作用,在程度上,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夺感的中介

作用依次减弱。这些发现验证了假说2~4,即收入差距通过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

间接影响幸福感。估计结果(见表5和表6)还揭示,基尼系数显著提高机会平等感,机会平等感显著

提高幸福感,即收入差距通过提高机会平等感增加幸福感;基尼系数显著增加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

感显著降低幸福感,即收入差距增加相对剥夺感,进而减少幸福感;基尼系数显著降低人际信任感,
人际信任感显著提高幸福感,即收入差距降低人际信任感,从而减少幸福感。

表5 单一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变量 系数-a 系数-b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程度

机会
平等感

1.065***
(6.17)

0.087***
(5.24)

0.105***
(4.13)

0.084***
(2.71)

0.177***
(5.32)

52.35%

人际
信任感

-0.378***
(-4.19)

0.154***
(2.77)

-0.058***
(-2.61)

0.235***
(4.18)

0.177***
(5.32)

-32.89%

相对
剥夺感

0.259***
(3.82)

-0.127***
(-3.22)

-0.035***
(-2.85)

0.210***
(3.32)

0.177***
(5.32)

-18.58%

  注:样本数630个;间接效应栏括号内为z值,其他栏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0.1、0.05和0.01的显

著性水平。表6注与此相同。

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见表6)表明,机会平等感的正向中介效应强于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

夺感的负向中介效应,三种效应的叠加表现为正向的中介效应,“机会平等机制”起主导作用,这正是

收入差距增加幸福感的原因。机会平等感均值为2.3172(三分制),人们的机会平等感较高,感受到

较高的社会流动性。在较高社会流动性的前提下,“隧道效应”强于“相对剥夺效应”和“人际信任效

应”,人们感受到的更多是较好的收入预期,而更少的是相对剥夺和人际不信任,此时,收入差距提高

幸福感。一方面,高流动性社会的民众更能够适应和接受收入差距,人们感受到较多的收入机会,提
高了收入预期,从而增加了幸福感(Marginson,2017)。另一方面,社会比较使较低层级者处于劣势,
感受到相对剥夺感,产生不满意、愤恨、自卑等负面情绪,较高层级者产生负罪感和不安全感,这些都

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同时,收入差距导致较差的社会关系和情感联系,造成人际不信任,不仅减少

了人们在交往中的安全感、归属感与自我价值感,而且增加了消极情绪发生的概率,这些都降低了幸

福感(Zagorskietal,2014)。综合来看,以“隧道效应”增加幸福感为主,收入差距提高了幸福感。

表6 多重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中介变量 系数-a 系数-b 间接效应 直接效应 总效应 中介程度

机会
平等感

1.065***
(6.17)

0.287***
(3.64)

0.308***
(9.58)

-0.032
(-0.87)

0.177***
(5.32)

172.80%

人际
信任感

-0.378***
(-4.19)

0.169***
(2.78)

-0.048***
(6.73)

-0.032
(-0.87)

0.177***
(5.32)

-36.12%

相对
剥夺感

0.259***
(3.82)

-0.127***
(-3.25)

-0.037***
(-4.52)

-0.032
(-0.87)

0.177***
(5.32)

-18.60%

  

进一步采用面板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制。面板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结

果(见表7)与上述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完全一致。
收入差距影响中介变量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见表8)显示:第一,对于不同机会平等感群体,

基尼系数对机会平等感都有促进作用,尤其对于机会平等感越高的群体,这种促进作用越强。第二,
对于不同相对剥夺感群体,基尼系数对相对剥夺感都有增加作用,尤其对于相对剥夺感越高的群体,
这种增加作用越强。第三,对于不同人际信任感群体,基尼系数对人际信任感都有抑制作用,尤其对

于人际信任感越低的群体,这种抑制作用越强。背后原因可能是:机会平等感越高群体工作、投资等

增加收入的机会往往越多,收入差距更多地促进了他们机会平等感的提高。相对剥夺感越高群体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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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收入越低,收入差距更多地增加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同样,人际信任感越低群体的收入水平常

常也越低,收入差距更多地抑制了他们的人际信任感。

表7 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机制的面板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幸福感 幸福感 机会平等感 人际信任感 相对剥夺感

基尼系数 0.177***
(5.32)

-0.032
(-0.87)

1.065***
(6.17)

-0.378***
(-4.19)

0.259***
(3.82)

机会平等感 0.287***
(3.64)

人际信任感 0.169***
(2.78)

相对剥夺感 -0.127***
(-3.25)

  
表8 收入差距影响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10%分位 25%分位 50%分位 75%分位 90%分位

幸福感 0.283***
(3.35)

0.469***
(5.85)

0.571***
(7.54)

0.910***
(9.28)

1.136***
(13.92)

机会平等感 0.825***
(4.31)

1.337***
(6.59)

1.694***
(8.17)

2.376***
(11.82)

2.749***
(14.23)

人际信任感 -1.783***
(-13.82)

-1.467***
(-11.73)

-0.692***
(-7.84)

-0.542***
(-5.52)

-0.438***
(-4.88)

相对剥夺感 0.162***
(3.47)

0.226***
(5.29)

0.376***
(7.53)

0.585***
(8.46)

0.821***
(10.31)

  

3.性别、年龄、收入对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本文基于个体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在模型中

加入了性别、年龄组①、收入组②分别与基尼系数、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夺感的交互项以

验证性别、年龄、收入对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
我们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加入性别分别与基尼系数、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夺感的交互

项,考察性别对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估计结果显示(见表9):在基尼系数影响机会平等感、人际信

任感和相对剥夺感的第一阶段,基尼系数对女性机会平等感的影响显著低于男性,但是基尼系数对

女性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却显著高于男性。在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影

响居民幸福感的第二阶段,机会平等感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低于男性,然而人际信任感和相对

剥夺感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却显著高于男性。由此判断,性别对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会平等感

路径、人际信任感路径和相对剥夺感路径都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来说,相比于男性,收入差距

更少地通过机会平等感路径提高女性幸福感,更多地通过人际信任感路径和相对剥夺感路径降低女

性幸福感。背后原因可能是:一方面,女性由于自身工作和收入机会相对少于男性,收入差距相对较

少地增加女性的机会平等感。同时,女性由于社会家庭角色的原因,对工作和收入机会的重视程度

可能不如男性,机会平等感对女性幸福感的提升作用显著低于男性。另一方面,女性由于自身收入

能力和收入水平相对低于男性,因此他们可能对收入差距更敏感,收入差距相对较多地导致女性人

际信任感的减少和相对剥夺感的增加。同时,可能由于女性对人际信任和相对剥夺更敏感,人际信

任感的减少和相对剥夺感的增加都更多地降低了她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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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划分不同年龄组的标准:小于35岁群体为低年龄群体、年龄大于或等于35岁但小于60岁群体为中等

年龄群体、年龄大于或等于60岁群体为高年龄群体。
本文划分不同收入组的标准:收入低于或等于20000元群体为低收入群体、收入高于20000元但低于或等

于30000元群体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高于30000元但低于或等于60000元群体为中等收入群体、收入高于60000
元但低于或等于120000元群体为中高收入群体、收入高于120000元群体为高收入群体。



表9 性别对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

变量
模型(1)

机会平等感
模型(2)

人际信任感
模型(3)

相对剥夺感
模型(4)
幸福感

基尼系数 1.153***
(4.28)

-0.279***
(4.51)

0.182***
(3.82)

0.0158
(0.41)

基尼系数×性别 -0.329**
(2.03)

-0.167***
(-3.26)

0.143***
(3.10)

机会平等感 0.259***
(3.76)

人际信任感 0.126***
(3.17)

相对剥夺感 -0.174***
(-3.46)

机会平等感×性别 -0.122**
(-1.98)

人际信任感×性别 0.078**
(2.18)

相对剥夺感×性别 -0.085**
(-2.17)

  注:样本数36175个;*、**和***分别表示0.1、0.05和0.01的显著性水平。表10、11注与此相同。

我们继续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加入年龄组分别与基尼系数、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夺感

的交互项,考察年龄对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估计结果揭示(见表10):在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第

一阶段,基尼系数对高年龄群体机会平等感的影响显著低于低年龄群体,但是基尼系数对高年龄群

体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却显著高于低年龄群体。在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第二阶段,机会平等感对高

年龄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低于低年龄群体,然而相对剥夺感对高年龄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却显著高

于低年龄群体。

表10 年龄对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

变量
模型(1)

机会平等感
模型(2)

人际信任感
模型(3)

相对剥夺感
模型(4)
幸福感

基尼系数 1.253***
(4.61)

-0.306***
(2.86)

0.217***
(3.31)

0.0239
(0.72)

基尼系数×年龄组 -0.267***
(-2.61)

0.029
(0.65)

0.154**
(2.10)

机会平等感 0.238***
(3.15)

人际信任感 0.131***
(3.56)

相对剥夺感 -0.189***
(-3.89)

机会平等感×年龄组 -0.045**
(-2.16)

人际信任感×年龄组 0.0332
(1.18)

相对剥夺感×年龄组 -0.105**
(-2.37)

  

据此推断:年龄组对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会平等感路径和相对剥夺感路径都有着显著的调

节作用。具体地,相比于低年龄群体,收入差距更少地通过机会平等感路径增加高年龄群体的幸福

感,更多地通过相对剥夺感路径减少高年龄群体的幸福感。
背后原因可能是:高年龄群体的工作和收入机会相对少于低年龄群体,收入差距相对较少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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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高年龄群体的机会平等感,同时,高年龄群体由于自身人生阶段的转变和目标理想的调整,对工

作和收入机会的重视程度不如低年龄群体,机会平等感对高年龄群体幸福感的提高作用显著低于低

年龄群体。另外,高年龄群体由于对竞争的偏好程度降低和对公平的偏好程度增加,对收入差距更

敏感,收入差距更多地导致他们相对剥夺感的增加,并且,由于高年龄群体对相对剥夺更敏感,相对

剥夺感的增加更多地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
我们同样在结构方程模型中加入收入组分别与基尼系数、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夺感

的交互项,验证收入对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估计结果表明(见表11):在第一阶段,基尼系数更多地

增加了高收入群体的机会平等感,更少地减少了高收入群体的人际信任感,更少地增加了高收入群

体的相对剥夺感。在第二阶段,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相对剥夺感对不同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

没有显著差异。
由此论断:收入对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会平等感路径、人际信任感路径和相对剥夺感路径

都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相比于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更多地通过机会平等感路径提高

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更少地通过人际信任感路径和相对剥夺感路径降低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
背后原因可能是:比起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工作、收入、投资等的机会更多,收入差距相对较

多地增加了高收入群体的机会平等感。并且,相比于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对收入差距较不敏感,
收入差距相对更少地导致高收入群体人际信任感的减少和相对剥夺感的增加。

4.稳健性检验。经过检验发现,本文各模型的估计结果都很稳健,研究结论很可靠。首先,从
表3模型(1)(2)的估计结果看,在OLS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中,主要解释变量系数在方向、
大小和显著性上都基本一致,模型非常稳健。第二,表3模型(3)~(5)的估计结果表明,在分别采用

基尼系数、10/90指数和20/80指数以及它们平方项模型的估计结果中,主要解释变量系数在方向和

显著性上也都基本一致,模型仍然非常稳健。第三,从表4模型(2)~(4)的估计结果看,在基准模型

中分别加入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后,估计结果中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在方向和显

著性上依旧大体一致,结果比较稳健。第四,基准模型10%、25%、50%、75%、90%分位数回归的估

计结果(见表8)显示,主要解释变量系数在方向和显著性上仍然基本一致,结果还是很稳健。

表11 收入对影响机制的调节作用

变量
模型(1)

机会平等感
模型(2)

人际信任感
模型(3)

相对剥夺感
模型(4)
幸福感

基尼系数 1.076***
(3.92)

-0.264***
(3.16)

0.237***
(3.49)

0.0189
(0.58)

基尼系数×收入组 0.247***
(2.81)

0.029**
(2.16)

-0.031***
(2.70)

机会平等感 0.267***
(3.46)

人际信任感 0.153***
(3.82)

相对剥夺感 -0.166***
(-3.11)

机会平等感×收入组 -0.073
(-1.16)

人际信任感×收入组 0.0332
(0.93)

相对剥夺感×收入组 -0.065
(-1.37)

  

5.内生性讨论。在探究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制中,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机会平等感、人际

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都是主观变量,这些变量的观测值都源自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判断,很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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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不可观测变量(如个人性格)同时对上述主观变量和幸福感产生影响,这便导致内生性问题。由

于区县平均的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与所在区县居民的个体特征不相关,因而在模

型中利用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的区县均值代替各变量个体层面的数值,能够一定

程度上解决居民个体特征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然而,区县层面数据仍然存在内生性问题,因为区县

特征(地理、文化、风土人情等)不仅影响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的区县均值,而且影

响幸福感的区县均值。为了解决区县特征导致的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CGSS数据构建区县层

面的5期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消除区县固定效应的影响,很好地解决了区县特征导致的内

生性问题,最终得到比较可靠的估计结果。
(三)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不同群体的异质性,本文基于2010、2011、2012、2013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数据采用混合效应模型验证不同收入、城乡、不同地区群体在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中的差异。

1.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性。我们按照收入从低到高前10%、30%、70%和90%人口比例的收入

水平,划分出低、中低、中等、中高、高收入群体。表12模型(1)~(5)分别对上述各群体幸福感进行

分样本回归,从估计结果看,对于低、中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但
是对于中高、高收入群体,收入差距对幸福感有显著(p<0.01)正效应。这说明,对于中高、高收入群

体,“隧道效应”强于“相对剥夺效应”和“人际信任效应”,起主导作用,收入差距显著提高幸福感。相

对收入比较显著地(p<0.05)提高中等、中高、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然而对低、中低收入群体幸福感

的影响不显著。收入对数对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显著(p<0.01)的正效应,但是对其他群体幸福感

的影响都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相对收入能够增加中等、中高、高收入群体的满足感、成就感和优越

感,满足他们的精神心理需求,从而显著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对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依旧是约束他们

物质生理需求的重要因素,收入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显著提升他们的幸

福感(郭熙保、周强,2016)。

表12 不同收入群体的异质性

变量
模型(1)
低收入

模型(2)
中低收入

模型(3)
中等收入

模型(4)
中高收入

模型(5)
高收入

收入对数 0.0935***
(2.76)

-0.0328
(-0.63)

0.0215
(0.52)

-0.00193
(-0.62)

-0.0122
(-0.31)

相对收入 0.0132
(0.67)

0.0378
(1.35)

0.0436**
(2.03)

0.0474**
(1.98)

0.0656**
(2.14)

基尼系数 -0.262
(-0.56)

0.151
(0.39)

0.172
(0.43)

0.512***
(2.87)

0.674***
(3.23)

样本数 4635 6175 12870 9210 3285

  注:括号内为t值;*、**和***分别表示0.1、0.05和0.01的显著性水平。表13注与此相同。

2.城乡居民的异质性。估计结果(见表13模型(1)(2))显示,收入差距显著(p<0.01)增加城市

居民幸福感,但是没有显著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这说明,对于城市居民,“隧道效应”强于“相对剥

夺效应”和“人际信任效应”,起主导作用,收入差距显著增加幸福感。背后原因可能是:城市居民工

作、教育、投资等机会较多,人们感受到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收入差距更多地增加了他们的机会平等

感,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感。收入对数显著(p<0.05)增加农村居民幸福感,但是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

影响不显著。相对收入对城乡居民幸福感都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相比于城市居民,农村居

民收入较低,由于收入的限制,他们的物质生理需要尚未得到充分满足,收入的增加可以明显提高他

们的生活水平,从而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3.不同地区居民的异质性。从估计结果(见表13模型(3)~(5))看,收入差距显著(p<0.01)增
加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但是没有显著影响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这说明,对于东部地区居

民,“隧道效应”强于“相对剥夺效应”和“人际信任效应”,起主导作用,收入差距显著提高幸福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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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经济活跃度较高,教育、就业、创业、投资等机会较多,收入差距更多

地提高了东部地区居民的机会平等感,进而增加了他们的幸福感。相对收入比较显著地(p<0.05)增
加东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但是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收入对数显著(p<
0.01)增加西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然而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背后原因可能

是:相比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东部地区居民收入较高,他们的物质生活需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收入

难以继续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此时相对收入更能影响他们的精神心理状况,较高的相对收入可以增加

他们的满足感、成就感和优越感,进而提高他们的幸福感。西部地区居民收入较低,物质生活水平不高,
收入仍然是限制他们物质生理需求的重要因素,更高收入可以显著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表13 城乡居民和东中西部地区居民的异质性

变量
模型(1)
农村

模型(2)
城市

模型(3)
东部地区

模型(4)
中部地区

模型(5)
西部地区

收入对数 0.0566**
(2.53)

-0.0219
(-0.87)

-0.0245
(-0.66)

0.00588
(0.41)

0.0869***
(2.73)

相对收入 0.0362
(1.17)

0.0328
(1.13)

0.0436**
(2.18)

0.0174
(0.85)

-0.0606
(-1.26)

基尼系数 0.248
(1.53)

0.683***
(3.93)

0.948***
(5.52)

-0.215
(-0.78)

-0.619
(-1.03)

样本数 21190 14815 16230 12285 7660

  

四、结束语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构建区县层面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深入探究我

国收入差距影响幸福感的机制。估计结果显示,收入差距与幸福感之间呈“倒 U”型关系,即幸福感

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先增加后减少,当前收入差距显著提高幸福感。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结构方程模

型的估计结果都揭示,收入差距通过机会平等感、人际信任感和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显著影响幸

福感,并且性别、年龄和收入对这些中介作用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
中介程度的计算结果揭示,正向的“机会平等效应”强于负向的“相对剥夺效应”和“人际信任效

应”,主导影响过程,这是收入差距提高幸福感的原因。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机会平等导

向”的社会发展模式是幸福感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在机会较平等情况下,适当扩大收入差距有利

于提高收入预期,激发人们对未来的希望与信心,进而增加幸福感。因此,确保社会的权力与地位系

统具有开放性,维护教育和就业机会平等,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
适度的收入差距可以增加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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