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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3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ubjective social class on environmental friendly behavior, and introduce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of the sense of happiness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subjective social 
stratum o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 The result shows that social class positively affect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not only th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ehaviors that are in the public 
domain but also that are in the private sector; Happiness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nvironment 
friendly behavior in private domain, but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the environment friendly behavior in 
public domain. Moreover, happiness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environment-friendly behavior, namely, social class influence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behavior by 
positively influencing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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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分析研究主观社会阶层对环境友好

行为之间的影响，并引入幸福感这一中介变量来解释主观社会阶层对环境友好行为影响的机

制。研究发现，社会阶层正向影响环境友好行为，即正向影响公域的环境友好行为和私域的

环境友好行为。幸福感正向影响私域环境友好行为，但负向影响公域环境友好行为。此外，

幸福感在社会阶层与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社会阶层通过正向影响幸福

感来影响环境友好行为。 

1．引言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如何提高大众的环境行为水

平成为众学者研究的重点。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总的来说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有从人口统计

特征角度进行研究，诸如性别、年龄、民族、宗教等方面；还有学者从个体层面进行研究，

诸如大众的环境认知、环境知识、环境责任感等对环境行为的影响。还有学者从社会经济地

位的角度来研究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总的来说，社会阶层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

环境行为的水平也会越高。为了进一步探讨社会阶层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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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SS2013 年数据，并引入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来研究社会阶层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社会阶层与环境友好行为 

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通常分为主观社会阶层和客观社会阶层。客观社会阶层通常由收

入、教育、职业等因素决定[1]。但具体的划分标准并没有达成共识。 而主观社会阶层则由个

体的主观判断决定，个体会出于对自身的认识而做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一定的判断。 
一般来说，社会阶层越高，其教育水平、职业水平和收入水平也会越高，其总体素质会相

比低阶层的居民高，他们总体上会对环境保护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会进行更多的环

境友好行为。时立荣等（2016）基于 CGSS2010 年数据，从三个方面划分阶层来研究阶层对

环境行为的影响[2]。研究表明，职业阶层地位越高，居民的环境行为水平越高；教育阶层地位

越高，居民的环境行为水平越高；收入阶层地位越高，居民的环境行为水平越高。焦开山（2014）
通过 CGSS2010 年数据验证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保护行为的关系。其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

位对环境保护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表现出更多的环境

保护行为[3]。李娜（2016）根据 CGSS2013 年数据实证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会显著影响环境行

为，其中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环境行为水平也越高[4]。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只有

满足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才会开始关注更高精神层面的追求，例如环境保护行为等。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1:社会阶层正向影响环境友好行为。 
H1a：社会阶层正向影响公域环境友好行为。 
H1b：社会阶层正向影响私域环境友好行为。 

2.2 幸福感与环境友好行为 

幸福感问题是近年来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葛腾飞等（2016）基于 CGSS2013 年数据

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能够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幸福感越强[5]。黄嘉

文（2013）通过 CGSS2005 年数据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通过影响收入水平间接影响环境友

好行为，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收入水平也越高，在此基础上，也会进行更多的环境

友好行为[6]。曹大宇（2009）研究表明，社会地位越高，幸福感水平也就越高[7]。亢楠楠（2017）
通过 CGSS2013 年数据研究表明，幸福能够正向影响居民环境行为。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能够

影响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从而影响居民环境友好行为[8]。一般来说，只有具备一定的社会经

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居民的幸福感程度也会随之提高，在居民幸福感提升之后，会从事更多

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同样也会进行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幸福感能够正向影响环境友好行为。 
H2a：幸福感正向影响公域环境友好行为。 
H2b：幸福感正向影响私域环境友好行为。 
H3：幸福感在社会阶层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H3a：幸福感在社会阶层对公域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H3b：幸福感在社会阶层对私域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3. 数据和变量 

3.1 数据来源及变量测量 

本文所选用的数据来自 2013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始于 2003 年，是全国性、综

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CGSS 采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系统、全面地收集社会、社区、

家庭、个人多个层次的数据，其数据覆盖中国大陆省级行政单位，在预测消费者行为方面具

有较高的权威性。剔除掉无效数据及缺失数据，共得到 8311 份有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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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变量为环境友好行为，由问卷“在过去的年里，您是否从事过下列活动或行为？”

中的 10 个题项测量。借鉴前人的做法，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将环境友好行为分为私域友好行

为和公域友好行为。其中，私域环境友好行为由垃圾分类放；与自己的亲戚朋友讨论环保问

题；采购日常用品时,自己带购物篮或购物袋；对塑料包装袋进行重复利用；主动关注广播,电
视和报刊中报道的环境问题和环保信息，对应问卷的第 1、2、3、4、6 题项。公域环境友好

行为由为环境保护捐款；积极参加政府和单位组织的环境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参加民间环保

团体举办的环保活动；资费养护树林或绿地；积极参加要求解决环境问题的投诉上诉，对应

问卷中的第 5、7、8、9、10 题项。由回答者在“从不”“偶尔”“经常”中选择，并分别赋

值 1、2、3 分。本文分别将公域和私域友好行为的五个题项的得分进行加总并取均值，得到

每个受访者公域和私域友好行为的得分。得分越高，表示进行的环境友好行为越多。 
（2）解释变量为社会阶层和幸福感。本文中将社会阶层由题项“您认为，您目前处于什

么阶层”测量，1 为最底层，10 为最高层，由测试者主观回答。另一解释变量幸福感由“总

的来说，您觉得您幸福吗”的五级量表测量，1 表示非常不幸福，5 表示非常幸福。 
（3）控制变量。在以往文献的研究中，影响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很多，本文总结

以往文献的研究，将性别、年龄、民族、宗教、收入、教育、城乡、健康、政治面貌、婚姻作

为控制变量。 

3.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因变量为总的环境友好行为，其平均值为 1.52，其中私域环境友好行为的平均值达到 1.85，
明显超过平均水平，而公域环境友好行为的平均值只有 1.19，明显低于平均水平，这说明大

家更多的从事私域的环境友好行为，而更少的从事公域环境友好行为。 
解释变量为社会阶层和幸福感。其中社会阶层的平均值为 4.35，低于平均水平 5，说明大

家对自己社会地位的认可度较低；幸福感的平均值为 3.76，高于中等水平 3，说明大家对自己

的生活相对满意，比较幸福。 

4. 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 OLS 回归，分别以总的环境友好行为、公域环境友好行为及私域环境友好行为

作为因变量，采用层级回归分析考察社会阶层和幸福感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及幸福感在

社会阶层和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表 1 是相关性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从表 1 可以看出，主观社会阶层与公域环境友好行为和私域环境友好行为显著相关，幸福感

和私域环境友好行为显著相关。 
接下来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第一步将社会阶层纳入模型，分析社会阶层对环境行为的影

响；第二步将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分析社会阶层对幸福感的影响；第三步分别将社会阶层与

幸福感纳入模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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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关性分析 

 公域 私域 社会阶层 幸福感 

公域 1    

私域 0.395*** 1   

社会阶层 0.128*** 0.145** 1  

幸福感 0.013 0.080*** 0.276*** 1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2 层级回归表 

被解释变量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总行为 幸福感 总行为 公域行为 幸福感 公域行为 私域行为 幸福感 私域行为 

控制变

量 

性别 -.052*** -.085*** -.051*** .002 -.085*** .001 -.105*** -.085*** -.104*** 

年龄 .001** .005*** .001** -.001* .005*** -.001 .002*** .005*** .002*** 

收入 .033*** .043*** .033*** .019*** .043*** .019*** .047*** .043*** .046*** 

教育 .019*** -.002 .019*** .011*** -.002 .011*** .026*** -.002 .027*** 

民族 -.017 -.074* -.017 .015 -.074* .014 -.049** -.074* -.047** 

宗教 .016 .048 .016 .035** .048 .035** -.003 .048 -.004 

党员 .077*** .129*** .077*** .080*** .129*** .082*** .074*** .129*** .072*** 

城乡 .102*** -.114*** .103*** .033*** -.114*** .031*** .172*** -.114*** .174*** 

健康 .007* .155*** .007 .004 .155*** .006 .010* .155*** .007 

婚姻 -.024 .041 -.024 -.023 .041 -.022 -.025 .041 -.026 

解释变

量 

社会阶

层 
.010*** .114*** .010*** .011*** .114*** .012*** .009** .114*** .007* 

幸福感   .004   -.013**   .020*** 

 

R2 0.199 0.118 0.199 0.089 0.118 0.089 0.196 0.118 0.197 

调整R2 0.198 0.117 0.198 0.087 0.117 0.088 0.195 0.117 0.196 

F值 187.194 101.102 172.200 73.288 101.102 67.970 184.297 101.102 170.066 

 
 

表 2 中，模型 1、4、7 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模型 1、4、7 表明，主观社会等级

均正向影响环境友好行为（M1,β=0.010，p<0.001;M4,β=0.011，p<0.001;M7,β=0.009，p<0.01），
即认为自己处在更高阶层的人会从事更多的公域和私域环境友好行为，假设 H1 成立；模型

3、6、9 表明，幸福感虽然对总的环境友好行为影响不显著(M3,β=0.004，p>0.05)，但显著影

响公域和私域环境友好行为。具体来看，幸福感负向影响公域环境友好行为(M6,β=-
0.013,p<0.01)，正向影响私域环境友好行为(M9,β=0.020,p<0.001)，假设 H2a 不成立，假设 H2b
成立。这说明，越幸福的人会从事更多的私域友好行为，而更少的从事公域环境友好行为。 

本文采用温忠麟等（2004）的检验中介效应程序来检验幸福感的中介效应[9]。通过模型 1、
2 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均正向显著影响总的环境友好行为和幸福感，模型 3 将社会阶层和幸

福感同时纳入模型，社会阶层仍显著影响总的环境行为，说明幸福感在社会阶层对总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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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行为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通过模型 4、5 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和幸福感显著正向影响公

域环境友好行为，模型 6 表明幸福感在社会阶层对公域环境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同样通过模型 7、8、9 可以看出社会阶层在幸福感对私域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

介作用，因此假设 H3 成立。 

5. 总结 

本文基于 CGSS2013 数据探讨社会阶层、幸福感和环境友好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得出以

下结论：社会阶层正向影响环境友好行为，即正向影响公域环境友好行为和私域环境友好行

为。对自己所处阶层评价越高的人会进行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幸福感显著影响环境友好行

为，但幸福感仅正向影响私域环境友好行为，而负向影响公域环境友好行为。对自我评价越

幸福的人越会进行更多的私域环境友好行为。幸福感在社会阶层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中起

到部分中介作用。即社会阶层通过影响幸福感来影响环境友好行为。 
本文通过实证证明社会阶层对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完善社会

阶层结构。首先我们需要弱化家庭、户口等先赋性因素构建阶层地位的获取机制；然后不断

强化教育所带来的社会地位提升的优势。考虑到社会阶层较低的群体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受教

育程度低导致环境保护意识薄弱，因此加强对其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也是很有必要的。提升

大众的受教育程度，增加其收入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社会阶层，只有满足社会阶层的提

升，才有进一步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因此也会进行更多的环境友好行为。 
对于政府而言，应该不断缩小贫富差距，使得社会阶层的差异缩小。并且应该加快经济

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尽量提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及更多的环境知识，提升居民对环境

问题的认知水平，加强居民环保意识，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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