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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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工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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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受“富士康事件”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基于 2010 年珠三角和长三角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发现，在我们的样本
14. 7% 的外来工是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虽然与普通群体（ 如学生、护士、
中，
普通市民等） 相比，其精神健康问题并不特别突出，但是与劳动权益状况密
切相关。Logit 回归分析表明，超时加班、工作环境有危害和强迫劳动会恶化
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社会网络对调节外来工精神健康作用甚微。在当前的
用工模式下，我们认为，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损害工人精神健康的分析仍然
符合中国现实。我们主张，精神健康是劳动权益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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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上半年，富士康、台州、佛山等地外来工自杀事件（ “两岸三
2010； 田国垒、吉玲，
2010； 陈荣炎等，
2010） 接
地”高校富士康调研组，
连发生，这些事件迅速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闻焦点 ，外来工的精神
健康也因此受到政府官员、企业家、学者以及民众的普遍关注。并且引
发了诸多争议，如员工精神健康更多地与管理体制还是人格特质有关 ；
更多地与工作场所，还是生活空间有关？ 有一种观点认为富士康的工
资并非是珠三角最低的，加班不是珠三角最严重的，因此推测劳动权益
状况不是 影 响 外 来 工 精 神 健 康 的 主 要 原 因 （ 黄 小 伟，2010； 徐 明 天，
2010） ，这类观点建立在富士康个案之上，缺乏对珠三角地区和其他区
域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的全面调查 ，是有待证实或证伪的。
对于白领而言，劳动权益或许不是一个严重问题 ，他们的工作环境
较好、福利待遇较高、劳动权益较少遭受侵害，在这样的状况下，其存在
的精神健康问题与劳动权益保障可能关联度不高。 而外来工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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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研究表明，由于制度和人力资本的约束，他们的工作环境一般较
差、福利待遇较低，劳动和人身权益经常受到侵害，这直接关系到他们
的生存状况，因而劳动权益与其精神健康之间可能直接相关 。
2010 年 7 月，我们对珠三角和长三角 4000 余位外来工①进行了问
卷调查。本次 调 查 采 用 国 际 上 常 用 的 12 项 一 般 健 康 量 表 （ 12 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以下简称 GHQ － 12） 对外来工精神健康状
况进行了专项测量。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测量数据，在总结此前研究的
基础上，对外来工精神健康现状及与劳动权益的关系做一初步探讨 。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 一） 心理学和医学研究的现状及不足
目前对外来工精神健康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医学领域
（ 何雪松等，
2010） ，大致分为精神健康现状描述和影响因素分析两个
方面。就前者而言，既有研究主要有如下发现： 首先，外来工较普遍存
2004； 何雪松等，
2010） ； 其次，外来工精神健
在精神健康问题（ 李晓芳，
康状况比全国平均水平差，心理问题发生率比一般群体高 （ 李晓芳，
2004； 徐香芬等，
2006； 龚承柱等，
2008； 廖传景等，2010） ； 再次，外来工
1998） 。
精神健康状况比本地工差（ Shen et. al，
，
就影响因素而言 既有研究集中分析了流动压力、社会支持、生活
事件及应对方式等对外来工精神健康的影响 。 何雪松等 （ 2010） 的研
究认为，移民压力、社会支持和迁移意义以不同的路径影响外来工的精
神健康。斯诺等（ Snow et. al，2003） 则分析了工作场所压力源②、社会
支持和应对方式对员工精神健康的影响。 该研究发现，工作相关的社
①

②

本次调查的外来工是指大专及以下学历、跨区县流动、被企业或单位正式雇佣的外来务
工人员，也包括少量符合条件的城镇户口者，但主体是农民工（ 占 83. 5% ） 。我们在模型
中曾尝试加入户籍变量，但发现对精神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影响，也不影响其他变量的显
著性和作用的方向性。因此本文中，我们对“农民工”和“外来工”不做区分。
1984） ，当个体
心理学上认为，
心理问题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Lazarus ＆ Folkman，
意识到不能恰当应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威胁时，
压力就产生了，
若缺乏有效应对措施，就会
产生焦虑、
抑郁、
沮丧、
失眠、
甚至失去信心等心理问题。压力（ stress） 概念是指个体不能有
效应对身体或环境刺激所导致的生理或心理失去平衡的一种紧张状态，
而那些具有威胁性
1976） 。由此，压力可理
或伤害性并因此给个体造成压力的事件或环境就是压力源（ Selye，
解为由压力源、
对压力源的评估及可能产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所构成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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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支持可以降低工作压力，同时提高积极应对方式的使用； 工作压力源
是工作相关的社会支持与心理症状之间的中介变量 。黄富强和梁淑雯
（ Wong ＆ Leung，
2008） 的研究发现，流动压力 （ 特别是“经济和就业的
困难”和“人际关系困难 ”） 是影响精神健康的显著因素之一。 钱胜等
人（ 2008） 则指出，负性生活事件①是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 。
尽管上述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地讨论了外来工的精神健康问题，
但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可能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 ———
权益状况（ 包括人身和劳动权益 ） 。而在当代中国，外来工的权益普遍
被侵犯是一个既存并被公认的事实 （ Chan，2001； Chen，2007； “外来农
1995； 刘林平、郭志坚，
2004； 万向东等，
2006； 谢勇，
2008；
民工”课题组，
2009） 。在此情况下，分析外来工的权益状况对其精神健康的
蔡禾等，
影响就尤为必要。
（ 二） 社会学研究的现状和不足
与心理学从个体角度解释心理问题不同，社会学主要从社会结构
的角度进行解释。早在 100 多年前，马克思就探讨了生产劳动对个体
心理的影响。他认为，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不属于他的本质的
东西，是异化劳动。“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
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
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失、精神遭到摧残 ”（ 马
1979： 47） 。 马克思的论述包含着两个涵义： 其一，生产劳动过程
克思，
直接影响工人精神健康； 其二，工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主要是在其工作单
位或工作场所产生的。
在马克思之后，布雷弗曼 （ 1978） 、布若威 （ 2008） 等人基本都坚持
了马克思的观点。潘毅（ 2007） 则具体研究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深圳
工厂女工的个案，她对一位女工的梦魇和尖叫做了深入分析 ，认为这主
要是由工厂超时劳动所引发的一种类似创伤性精神官能症的病症 。
与马克思关注劳动过程不同，迪尔凯姆 （ 1996） 则从社会整合的角
度对个人的精神健康进行解释，他认为社会失范是造成精神健康问题
①

负性生活事件是指个体所经历的诸如亲人丧亡、夫妻离异、失恋、失业或退休、疾病或伤
残、
被侮辱等给身体或心理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它会使个体产生不安、消沉、焦虑、恐惧
2008） 。
等情绪，是个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胡军生、程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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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定程度的社会整合有利于个人的精神健康。 迪
尔凯姆的理论可以视为社会网络学派分析精神健康的先声 。
社会网络是近年来外来工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社会网络具有向
其成员提供 功 能 性、情 感 性 和 社 会 交 往 支 持 的 功 能 （ Van del Poel，
1993； Sherraden ＆ Martin，
1994） 。大量经验研究发现，人们的社会网络
关系无论对身体健康还是精神健康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 Jacobson，
1986； House et al． ，1988； Lin ＆ Ensel，1989； 赵延东，2008； 何雪松等，
2010） 。黄富强和梁淑雯（ Wong ＆ Leung，2008） 研究发现社会伙伴支
持对外来工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工具性支持显著影响外来男工的精
神健康，而尊重支持显著影响女工的精神健康 ；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社
会伙伴支持是影响流动压力和外来女工精神健康关系的调节变量 。
尽管大量的社会学研究关注到了外来工的权益状况，但并未在权
益状况与个体精神健康之间建立联系 ，本文认为，这主要由以下原因造
成： 其一，社会学主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关注外来工的公平感 、认同感
和归属感等群体心理，认为户籍制度以及由此所衍生的城乡二元结构
是造成农民工普遍感到被排斥，产生自卑、孤独、失落、不满等心理的主
2001，
2006； 朱力，
2002； 朱考金，
2003； 康来云，
2004； 李
要原因（ 王春光，
2007，
2010） ，相对忽视了行动者个体的心理因素； 其二，国
培林、李炜，
内社会学界主要使用问卷调查，较少使用成熟的心理或医学量表 ，难以
2008； 陈黎，
2010） ； 其三，
对心理问题进行客观和全面的测量 （ 赵延东，
一些研究采用个案进行分析，对权益状况影响精神健康的解释主观性
较强，难以确证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更难推论到整个群体。
综上所述，就外来工精神健康而言，心理学和医学的研究忽视了权
益状况这一重要影响因素，而社会学的研究则缺少有效的测量工具。
为了弥合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尝试在控制个人特征、组织特征等其他
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探讨权益状况与精神健康的关系 。
（ 三） 研究假设
基于既有文献，我们认为，权益受损和劳动条件恶劣可能损害外来
工的精神健康，而社会支持则有益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 。为此，我们提
出三项基本假设：
假设 1： 劳动权益状况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 ，具体而言：
1a： 被拖欠工资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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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加班时间越长，精神健康状况越差；
1c： 被强迫劳动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1d： 对劳动权益有意见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外来工精神健康是当下生存状态的反映，而劳动权益状况直接决
定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外来工工资水平较低，生存压力较大，被拖欠工
资者往往感受到较大的经济压力。 在工作中，一般来说，工作时间越
久，缺乏自由活动与放松身心的机会，身心会越疲惫，员工可能产生心
理压力以及焦虑、烦躁等情绪，也可能因为疲劳而发生工伤。被强迫劳
动导致劳动者工作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影响到他们对工作的态度和
工作时的情绪，可能会损害精神健康。对劳动权益是否有意见，是一个
主观变量，反映了不同外来工对权益状况的敏感程度和主观认识 ，对劳
动权益有意见者精神健康状况可能更差 。
假设 2： 劳动条件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具体而言：
2a： 冒险作业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2b： 工作环境有危害，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我们采用是否冒险作业以及工作环境是否有危害两项指标来测量
外来工的劳动条件。劳动安全保障是劳动权益的基本要求，但实际上
许多工人因为工作原因经常暴露在对身体健康有毒有害的粉尘、气体
或噪音中，或者缺乏基本的安全措施，这样的劳动条件会直接影响外来
工的身体健康，一旦身体受到损害，往往会表现在精神健康上。即使身
体健康一时没有受到侵害，但外来工也可能出现焦虑、紧张或恐慌等影
响精神健康的心理状态。
假设 3： 社会支持有益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 ，具体而言：
3a： 有企业内部朋友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好；
3b： 生产班组中有老乡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好；
3c： 参与社会组织（ 如工会、
共青团和妇联） 者，
精神健康状况更好。
3d： 与本地人交往有困难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在假设 1 和假设 2 中，我们主要想探讨的是哪些因素损害了外来
工的精神健康，而假设 3 则试图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哪些社会支持
有益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 朋友是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是否在本企
业内部有朋友反映了外来工在工作场所的社会支持状况 ，有朋友，则精
神状况也可能较好。对于外来工来说，老乡不仅仅能够提供物质帮助，
也能够提供较多的情感支持。工作班组中老乡多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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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组织能够为其成员提供一定的社会支持 ，因
此我们假设参与这些组织者的精神健康状况更好。 除以上指标外，是
否存在交往障碍也可能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如果外来工无法与
本地人交往，难以融入当地社会网络，精神健康状况可能较差。

二、抽样与测量
（ 一） 抽样
由于缺乏珠江三角洲（ 以下简称珠三角） 和长江三角洲 （ 以下简称
长三角） ①外来工总体的抽样框，使得我们难以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开
展调查，这也是几乎所有的流动人口或边缘人群的抽样调查中曾经遇
2004） 。因此，我们以城市外来人口的
到的问题（ Salgani ＆ Heckathorn，
相对比例作为样本分配根据，将各省市政府部门公布的有关统计数据
（ 上海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2008； 江苏省人口抽样调
2006； 浙江省 1% 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浙江省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6； 广东省 1% 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
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处，
2008） 中性别、产业、地区分布作为参数进行配额。 具体而
组办公室，
言，根据以上统计数据，计算出长三角和珠三角 19 个城市的外来人口
总数，然后按照各城市占总体的比例分配样本 ，再进行微调，将低于
100 样本的城市调至 100，最终确定各城市样本配额； 在城市内部，又根
据分性别、产业和地区外来工的分布制订了配额表 ，每个城市的分配方
法是一致的； 在企业样本的数额分配上，我们规定： 企业规模在 30 人以
下的，只做一份。企业规模在 30 － 299 人之间的可做 3 份。规模在 300
人及以上的，则可做 5 份，多份问卷须选择不同性别、工种、年龄或来源
地的外来工。本次调查的访问员由在读本科生和研究生② 组成，根据
配额信息和便利原则选择被访者 。同时，在调查执行过程中，课题组与
各地访问员之间每天汇总样本信息 ，随时调整使之符合配额分布。
最终，我们在两地区 19 个城市共获得有效样本 4152 份，分布在
①
②

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东莞、惠州、中山和江门； 长三角包括上海、南
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宁波、嘉兴和绍兴。
包括中山大学社会学系（ 负责珠三角 9 个城市）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负责上海市） 、南京
大学社会学系（ 负责江苏 5 个城市） 、浙江工商大学社会工作系（ 负责浙江 4 个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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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4 家不同规模、性质和行业的企业中。
总之，这样的抽样方式是一种大样本、多地点、多机构合作的非概
率抽样方式 （ nonprobability sampling） 。 相关研究表明，此种非概率抽
样方式有助于克服抽样时的地理集中 （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和隐藏
的选择偏见（ hidden selection bias） ，从而可以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推论
统计的可靠性 （ Guo ＆ Hussey，2004） 。 因此，本文所用数据尽管并非
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样本，但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它也不可避
免地包含了非随机抽样的局限性 ，因而，本文可视为一个探索性研究。
（ 二） 测量
本次调查的主题是劳动权益问题①，“富士康事件 ”的发生引起了
我们对外来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 ，因此问卷中加入了 GHQ － 12 ② 来
测量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作为一种筛查量表，GHQ － 12 的目的在于
快速筛查出精神疾病的高危人群。需要指出的是，GHQ － 12 所测量得
出的高危人群不表示该群体存在严重的精神问题或精神疾病，只是表
明与低危和中危人群相比，其中存在精神疾患的个体的比例较高。 若
想确认是否患病，还需要进一步客观、全面、准确的心理诊断。
GHQ － 12 为总加量表，是将目前 （ 1 － 4 周 ） 的精神健康状况与平
时进行对比。我们询问最近两周与平时相比的情况。 该量表选择项
为： “完全没有”、“与平时一样”、“比平时多一些”、“比平时多很多 ”。
2005） ，我们采用 0 － 0 －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 石其昌等，
1 － 1 赋分方法，即选择前两项均记为 0 分，选择后两项均记 1 分。 因
12 个条目之和的最低分为 0 分，最高分为 12 分，最佳分界值为 3 /4
此，
2003） 。 根据测量结果，参照石其昌等 （ 2005） 及张杨等
分（ 杨廷忠等，
（ 2008） 的研究，我们将外来工分为高危人群、中危人群、低危人群三
类。高危人群表示 GHQ － 12 测量结果大于等于 4 分，中危人群为 2 或
3 分，低危人群为 0 或 1 分。

①
②

利用此次问卷调查数据，我们已经发表了《劳动权益的地区差异———基于对珠三角和长
2011） 一文。
三角地区外来工的问卷调查》（ 刘林平等，
GHQ － 12 的问题设计、使用方法、效度与信度分析参见： Goldberg et al． ，1997； Makowska
et al． ，2002。该量表应用于中国人的情况参见： 杨廷忠等，
2003； 张杨等，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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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分析
（ 一） 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及与其他群体的比较
统计显示，外 来 工 精 神 健 康 的 低 危 人 群 占 66. 4% ，中 危 人 群 占
18. 9% ，高危人群占 14. 7% 。 与近期相关研究 （ 与本研究采用相同量
表和相同赋分方法） 的结果 （ 见表 1 左栏 ） 比较，外来工群体的精神健
康状况并不比其他群体更为严重 。如一般成人群体中高危人群最高比
例为 36. 9% ，最低为 12. 5% ，大多高于 15% 。与之相比，外来工精神健
康相对较好； 与其他工作群体相比，也明显好于石油作业人员、护士和
铁路女工； 与其他青年群体 （ 如大学生和青少年 ） 相比，外来工中高危
人群所占比例也相对较低。
表1

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与其他群体的比较
调查地点

调查对象

样本量

分界值

高危人群比例
（ 阳性检出率）

长三角
珠三角

外来工

4152

≥4

14. 7%

汤济松等（ 2002）

近海

石油作业人员

561

见注（ 1）

29. 4%

石其昌等（ 2005）

浙江省

15 岁及以上人群

14639

≥4

20. 7%

袁家珍等（ 2005）

上海市

16 岁以上社区人群

2749

≥3

15. 2%

张燕敏等（ 2005）

浙江省

15 － 19 岁青少年

1194

2 /3

23. 2%

贝志红等（ 2009）

广西桂东

综合医院护士

190

见注（ 2）

42. 1%

不明

铁路女工

1965

3 /4

41%

崔春青等（ 2009）

河北省

18 岁及以上人群

14408

≥4

16. 4%

陈婷婷等（ 2010）

广州市

医学院学生

538

≥4

64. 9%

丁志杰等（ 2010）

天水市

18 岁及以上人群

10249

≥4

17. 9%

逄淑涛等（ 2010）

青岛市

18 岁及以上人群

4776

≥4

16. 2%

数据来源
本调查（ 2010）

顾华康（ 2009）

茹建国等（ 2010）

乌鲁木齐 18 岁以上社区居民

1156

≥4

36. 9%

宋志强等（ 2010）

青海省

18 岁及以上人群

11178

≥4

12. 5%

张敬悬等（ 2010）

山东省

18 岁及以上人群

22718

≥4

14. 2%

1，
2，
3） 对 GHQ － 12 赋分，某条目得分为 2 分或 3 分
注： （ 1） 该研究采用 Likert 4 分法（ 0，
12 个条目中任何 3 个条目为阳性，则判定为“精神状况差”的高危人群。
为阳性，
（ 2） 该研究未报告具体赋分方式，得分超过 27 分者被判定为“心理状况不佳”的高危
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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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自变量统计描述
本部分主要对自变量进行简要说明，并比较高危人群与非高危人
群的组间差异。我们将个人变量、生活环境、企业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解释变量为劳动和人身权益状况以及社会支持状况 （ 见表 2） 。
表2

自变量统计描述

控制变量

非高危
高危人群 总体
人群

年龄（ 均值）

30. 93

27. 75

30. 45 拖欠工资（ % ）

女

45. 46

46. 23

45. 58

男

54. 54

53. 77

54. 42 加班时间（ % ）

9. 91

10. 81

10

性别（ % ）

教育年限
婚姻（ % ）

非高危
高危人群
人群

总体

无

96. 31

95. 64

96. 21

有

3. 69

4. 36

3. 79

0≤小时 ＜ 2

45. 57

42. 21

45. 08

2≤小时 ＜ 4

40. 02

41. 04

40. 17

14. 41

16. 75

14. 75

无

95. 56

91. 62

94. 98

有

4. 44

8. 38

5. 02

无

95. 96

94. 64

95. 77

有

4. 04

5. 36

4. 23

无

82. 03

75. 54

81. 07

有

17. 97

24. 46

18. 93

无

79. 23

69. 85

77. 85

有

20. 77

30. 15

22. 15

无

28. 61

30. 82

28. 93

有

71. 39

69. 18

71. 07

解释变量

未婚

38. 21

59. 59

41. 3

4≤小时

已婚

61. 79

40. 41

58. 7

强迫劳动（ % ）

身体健康（ % ）
不好

4. 76

8. 71

正常

95. 24

91. 29

5. 34

94. 66 冒险作业（ % ）

地区（ % ）
珠三角

47. 39

59. 13

49. 12

长三角

52. 61

40. 87

50. 88

来源 地 是 否 本
省（ % ）
本省

25. 81

26. 63

25. 93

外省

74. 19

73. 37

74. 07

收支比

2. 92

2. 52

2. 86

居住地点（ % ）
企业内

38. 08

42. 45

38. 72

企业外

61. 92

57. 55

61. 28

工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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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环 境 危
害（ % ）

对劳 动 权 益 有 意
见（ % ）

本 企 业 有 无 朋
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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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非高危
高危人群 总体
人群

解释变量

普工

47. 36

44. 93

47. 01

班组有没 有 老
乡（ % ）

技工

控制变量

非高危
高危人群
人群

总体

23. 02

19. 76

22. 54

没有

26. 35

23. 45

25. 92

中低层管理人员 19. 73

24. 49

20. 42

较少

49. 85

51. 76

50. 14

其他

10. 82

10. 03

较多

23. 8

24. 79

23. 94

9. 89

产业（ % ）

组织参与（ % ）

二产

71. 92

67. 84

71. 32

无

86. 23

85. 76

86. 16

三产

28. 08

32. 16

28. 68

有

13. 77

14. 24

13. 84

与本地人交往的
困难（ % ）

企业规模（ % ）
1 － 99 人

32. 2

31. 41

32. 08

无

37. 29

24. 29

35. 38

100 － 299 人

24. 02

18. 85

23. 26

有

62. 71

75. 71

64. 62

300 － 999

20. 58

20. 03

20. 5

1000 以上

23. 2

29. 71

24. 16

企业性质（ % ）
国有或集体

9. 54

9. 46

9. 53

私有

72. 94

72. 13

72. 82

外资

6. 73

9. 8

7. 18

港资

5. 57

4. 56

5. 42

台资

5. 22

4. 05

5. 05

1. 控制变量
在人口 特 征 方 面，总 体 平 均 年 龄 为 30. 45 岁，其 中 高 危 人 群 为
27. 75 岁； 男 性 占 54. 42% ； 58. 7% 已 婚，而 高 危 人 群 中 已 婚 者 仅
40. 41% ； 平均教育年限为 10 年，而高危人群的受教育年限接近 11 年；
身体健康状况的评估较为困难，我们采用自评法进行测量，有 5. 34%
的外来工 明 确 表 示 自 身 健 康 状 况 不 好，而 高 危 人 群 这 一 数 字 上 升
至 8. 71% 。
在地区方面，珠三角占总体的 49. 12% ，但在高危人群中，却高达
59. 13% ，可能珠三角外来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差于长三角 ； 从来源地看，
样本中大多数都是跨省打工的外省人，近 26% 为本省人，高危人群和
非高危人群的组间差异并不明显 。
收入和支出状况对外来工的生活影响甚大 ，在此，我们构建一个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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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变量收支比，即月收入与支出的比值，收支比越高则经济压力越小。
从表 2 可见，高危人群的收支比低于非高危者。 居住环境会影响到个
人的精神健康，我们将居住地点分为企业内和企业外 ，企业内主要指员
工宿舍和工作场所，企业外则包括出租屋、自购房、借宿等。 居住在企
业内近 39% ，高危人群略高，大部分外来工住在企业外。
我们把工种分为普工、技工、中低层经营管理人员、其他等四类，其
中普工近一半，占 47% 。 高危人群中，中低层经营管理人员较高，约
24. 5% 。外来工主要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因此我们把产业分
为二产（ 制造业与建筑业 ） 和三产 （ 服务业 ） ，高危人群中，三产比例占
32. 16% ，比非高危人群高 4 个百分点。
企业规模和性质是重要的组织特征。 一般来说企业规模越大，劳
资关系越规范，但是劳动控制过程也可能越严格 ； 不同性质企业的管理
模式、劳资关系取向可能不同，一般来说，国有、集体或外资企业劳资关
系较为规范。不同性质和规模企业的管理制度直接影响外来工权益状
况，也会影响他们的精神健康。在规模上，高危人群中，在 1000 人以上
规模企业者近 30% ，明显高于非高危人群； 在性质方面，只有在外企中
高危人群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但差异并不明显。
2. 解释变量
本研究中，测量劳动权益状况主要指标包括工资拖欠、加班、强迫
3. 79% 的外来工过去半年来
劳动、冒险作业、工作环境等。 具体来看，
曾经被拖欠过工资，高危人群中则有 4. 36% ； 工作时间是反映劳动权
4 小时以
益的重要变量，每天加班时间在 2 小时以下者占总体的 45% ，
上者占 14. 75% ，而高危人群中加班 4 小时以上者占 16. 75% ； 是否存
5% 的外来工在本企业遭受过强
在强迫劳动通常反映企业的管理模式 ，
迫劳动，而高危人群则占 8. 38% ； 工作中存在冒险作业的占 4. 23% ，而
高危人群则占 5. 36% ； 工作环境有无危害是指外来工工作的场所是否
存在有毒有害的物质、气体或噪音等，有近 19% 的外来工表示工作环
境存在危害性，其中高危人群占 24. 46% 。
另外，调查 还 直 接 询 问 了“您 就 劳 动 权 益 问 题 对 企 业 是 否 有 意
见？”此处劳动权益指工资、工时、加班工资、福利保险、劳动合同、劳动
22. 15% 的外来工
安全与卫生等方面的问题。 结果表明，过去一年来，
对所在企业的劳动权益方面有意见 ，其中高危人群则高达 30% 以上。
在社会支持方面的数据表明，总体上 28. 93% 的外来工没有本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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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朋友，高危人群与非高危人群之间的组间差异并不明显。 同时我们
询问了他们所在班组中老乡的多少。 如果是外省人，我们以省为界定
义老乡； 如果是本省人，我们则以市为界定义老乡。数据表明，近 26%
的表示没有老乡，约 50% 的表示老乡很少，近 24% 的表示老乡较多。
高危人群与非高危人群的组间差异并不明显 。
组织参与是指外来工是否是共产党 、共青团、工会、妇联的成员，参
与其中之一则表示有组织参与，数据显示 13. 8% 的外来工有组织参
与。另外，我们还在调查中，询问了他们与本地人交往是否存在困难，
64. 62% 表示存在困难，而高危人群中表示存在困难的达 75. 71% 。
综上可知，从控制变量来看，年轻、未婚、教育程度高、收支比低、中
低层经营管理人员、从事三产、在千人以上大企业者精神健康状况稍
差，属于高危人群的可能性更高； 在我们将要研究的解释变量中，强迫
劳动、工作环境危害、对劳动权益有意见等都可能提高外来工成为高危
人群的可能性。但这仅仅通过频数描述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将在下文
中建立模型以检验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因素 。
（ 三） Logit 模型分析
我们以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具体来说，根据 GHQ －
12 测量结果，我们将因变量分为高危人群和非高危人群 （ 低危和中危
人群） ，这是一个二分类别变量，因此采用二分 Logit 模型（ 见表 3） 。
从表 3 可知，控制变量中的教育年限、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区
域、月收支比是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显著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已婚
者成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①只有未婚者的 63. 3% 。这表明婚姻存在一
定的精神慰藉作用。另外，月收支比越高者，精神健康状况越好，这表
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与经济压力密切相关 。
在解释变量中，加班时间（ 4 小时及以上） 、强迫劳动、环境危害、对
劳动权益有意见、生产线老乡 （ 较多 ） 、与本地人交往有困难是显著变
量。具体而言，每日加班时间在 4 小时及以上的外来工成为高危人群
的发生比是加班时间在 2 小时以下者的 1. 2 倍，假设 1b 得到支持； 被
强迫劳动者成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是未被强迫劳动者的 1. 48 倍，假设
①

1999） 。自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
发生比指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 郭志刚主编，
相应发生比的变化为（ e β － 1）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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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 Logit 回归结果

变量
年龄
女性（ 男性 = 0）
教育年限
已婚（ 未婚 = 0）
身体健康正常（ 不好 = 0）
长三角（ 珠三角 = 0）
外省人（ 本省人 = 0）
月收支比
住在企业外（ 企业内 = 0）
工种（ 普工 = 0）
技工
中低层经营管理人员
其他
服务业（ 制造业 = 0）
企业规模（ 1 － 99 人 = 0）
100 － 299 人
300 － 999 人
1000 人以上
企业性质（ 国有 = 0）
私有
外资
香港
台湾
被拖欠工资（ 无 = 0）
加班时间（ 0≤小时 ＜ 2 = 0）
2≤小时 ＜ 4
4≤小时
强迫劳动（ 无 = 0）
对劳动权益有意见（ 无 = 0）
冒险作业（ 无 = 0）
环境危害（ 无 = 0）
有企业内朋友（ 无 = 0）
生产线（ 班组） 老乡（ 无 = 0）
较少
较多
组织参与（ 无 = 0）
与本地人交往有困难（ 无 = 0）
截距
样本数
Pseudo R2
分类正确率①

回归系数
－ . 00892
－ . 0462
. 0829 ＊＊＊
－ . 458 ＊＊＊
－ . 401 *
－ . 406 ＊＊＊
－ . 171
－ . 0678 *
. 0595

标准误
. 00816
. 101
. 0195
. 139
. 184
. 101
. 116
. 0298
. 254

－ . 189
. 0925
. 115
. 134

. 132
. 132
. 167
. 115

. 827
1. 097
1. 121
1. 143

－ . 219
－ . 134
. 179

. 138
. 139
. 134

. 804
. 874
1. 197

. 0893
. 301
－ . 498
－ . 442
－ . 102

. 172
. 223
. 272
. 286
. 241

1. 093
1. 351
. 608
. 642
. 903

. 0769
. 188 *
. 393 *
. 301 ＊＊
. 218
. 220 *
－ . 147

. 112
. 143
. 193
. 111
. 228
. 123
. 103

1. 080
1. 207
1. 482
1. 351
1. 244
1. 246
. 863

. 12
. 141
. 145
. 111
. 507

1. 206
1. 486
1. 123
1. 868

. 188
. 396 ＊＊
. 116
. 625 ＊＊＊
－ 2. 242 ＊＊＊
3890
. 0757
85. 50%

发生比率
. 991
. 955
1. 086
. 633
. 670
. 666
. 843
. 934
1. 061

注：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①

分类正确率（ correctly classified） 指模型成功预测的个案数占总样本的比例，是反映 Logit
2008） 。
模型拟合程度的指标（ 汉密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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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得到支持； 对劳权有意见者成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是没有意见者的
1. 35 倍，假设 1d 得到支持； 工作环境有危害者成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
是没有危害者的 1. 25 倍，假设 2b 得到支持； 与本地人交往有困难者成
为高危人群的发生比是无困难者的 1. 87 倍，假设 3d 得到支持。 值得
注意的是，尽管统计显示生产线老乡数量与外来工精神健康显著相关 ，
但却与研究假设的影响方向相反，即生产线老乡较多者成为高危人群
的发生比是没有老乡者的 1. 47 倍； “被拖欠工资 ”在模型中不显著，假
设 1a 未得到支持； 同时，冒险作业、有无企业内朋友、组织参与等变量
3a、
3b、
3c 未获得支持。
不显著，假设 2a、
综上所述，我们有如下发现： 第一，劳动权益状况对外来工的精神
健康状况有显著影响，加班时间越长，精神健康状况越差； 被强迫劳动
者，对企业劳动权益有意见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第二，劳动条件显
著影响精神健康，工作环境有危害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第三，社会
交往显著影响外来工的精神健康 ，同一生产线上中有较多老乡者，精神
健康状况更差； 与本地人交往有困难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

四、讨

论

本研究发现，与普通群体 （ 如学生、护士、普通市民等 ） 相比，外来
工精神健康问题并不特别突出，仅有 14. 7% 的外来工属于精神健康问
题的高危人群。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显著变量有两类： 一是表明劳
动权益状况的指标，包括加班时间、强迫劳动、工作环境等客观指标和
对劳动权益有意见这一主观指标 ； 二是表明社会支持状况的指标，包括
生产线老乡比例和与本地人交往是否困难。 下面，我们对这些变量及
其相关变量的作用机制逐一讨论 。
（ 一） 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
1. 工时和工作环境
一般来说，企业为节约用工成本，往往不愿增加员工数量，将有限
16% 的外来工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
的员工过度使用。我们的调查表明，
31. 6% 的每周工作 7 天，
14% 的工作 1 个月也没有得到 1 天的
或以上，
休息。他们的身体长期处于疲劳状态，难以得到放松和调节，很容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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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无聊、烦躁等负面情绪，也容易造成工伤事故。调查还表明，近 20%
的外来工所在的工作场所存在有害物质 、气体或噪音等，这不仅直接危
害到他们的身体健康，也容易产生职业病，进而影响到精神健康。
2. 拖欠工资
53. 7% 的人已经
被拖欠工资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不显著 ，数据表明，
得到了补发，再者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某些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 ，如向朋
友借钱可以缓解因工资被拖欠带来的经济压力，从而尚未恶化精神健
康状况。但是，在控制变量中，收支比对外来工精神健康问题具有显著
影响。当前外来工工资普遍较低，也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尤其在城市
物价水平较高并不断上涨，但工资却得不到同步增长的情况下 ，这不可
避免地会给外来工造成心理压力 。
3. 强迫劳动和冒险作业
在回归分析中，强迫劳动对外来工精神健康具有显著影响 ，而冒险
作业则没有。从事冒险作业的约 74% 是“80 后 ”男性外来工，尽管意
识到了工作存在危险，但他们往往习以为常，并没感觉到恐惧或压力。
而强迫劳动（ 7% ） 直接违背劳动者意愿，其个人自主性没有得到充分
尊重，会给劳动者心理造成直接、持续的压力。
4. 对劳动权益有意见
本文中，劳动权益主要由一系列客观指标构成 ，但是不同人的认识
和感受不同，因而对劳动权益状况的评价可能不同。 对劳动权益是否
有意见反映了劳动者的心理敏感程度和权益意识 ，心理越敏感、权益意
识越强，越能够感受权益问题的存在，更容易产生精神健康问题。
5. 地区比较
31 项有
珠三角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明显差于长三角 。我们发现，
关劳动权益保障的重要指标，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有 22 项存在显著差
异，除工伤保险和带薪休假外，其余 20 项长三角均好于珠三角地区，特
别表现在工资水平、劳动合同签订率、社会保险购买率和工作环境等方
2011）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推测，劳动权益状况的差异
面（ 刘林平等，
是导致两地外来工精神健康状况差异的主要原因 。
简言之，在现有的用工模式下，劳动权益是影响外来工精神健康的
重要因素，马克思关于劳动异化恶化工人精神健康的分析仍然符合中
国当前的现实。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夸大外来工的精神健康问题 ，样
本中外来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总体上处于正常水平。 但与白领、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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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于情感、理想、就业、前途等问题所产生的迷茫、抑郁、焦虑不同，外
来工精神健康问题主要是由劳动权益问题引起的，而劳动权益又与他
们的生存状况紧密相关，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仍然是争取体面劳动，
维持基本生存，因此，我们认为外来工精神健康问题仍然属于传统的生
存型精神健康问题。
（ 二） 社会支持与精神健康
本研究还表明，生产线上老乡数量较多者，精神健康状况更差。这
可能表明，尽管老乡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社会支持 ，但同一生产线上的
老乡因其同质性可能更容易形成相互竞争乃至攀比，从而恶化精神健
康状况。同时，同一生产线上的老乡关系也可能是上下级关系 （ 如拉
长和普工） ，这也构成压力的来源。 换言之，老乡关系可能与工厂内部
的竞争关系和等级关系扭结在一起 ，从而构成外来工面对的新压力源 。
本研究还发现，与本地人交往是否通畅是影响精神健康的显著因
素。这可能与外来工相对封闭的社会交往模式乃至珠三角和长三角的
用工管理模式存在关联。首先，相当数量的外来工居住在企业宿舍中 ，
他们过着“宿舍—车间—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其交往范围自然就限
于工友和一同进厂的老乡，缺乏与本地人接触的机会。其次，由于大量
企业存在超时加班现象，疲惫不堪的外来工在加班后的第一要务是休
息，他们有效的社会交往时间也随之被压缩 。由此可见，消除外来工与
本地人的社会交往障碍既要消除语言和歧视等具体障碍，也要调整既
有的用工管理模式，改变长期加班的现状。
此外，我们发现企业内部是否有朋友、是否有组织参与，对外来工
精神健康没有显著影响，这些因素并不能有效缓解外来工的精神压力 ，
提高其精神健康水平，社会支持作用没有得到体现。 根据我们在珠三
角的调查，许多企业对亲友、老乡等非正式关系比较抵触，刻意切断外
来工的网络关系，不允许亲友、老乡在一个班组工作，在一个宿舍居住，
将他们原子化，以防他们拉帮结伙对抗企业正式管理制度 ，这在一定程
度上阻碍了外来工社会支持网的建立和效用的发挥 。而工会、妇联、共
青团等社会组织在外来工中覆盖率较低 ，影响面较窄，而且具有浓厚的
官方特征，一方面较少向他们提供维权或生活帮助 ，另一方面也很少深
入到外来工中真正关怀他们的生活环境和精神健康。 因此，我们希望
这类社会组织尽快改变传统的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 ，在解决劳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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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工作压力、改善工作环境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成为向外来工提供
企业社会工作服务的主要力量。
（ 三） 精神健康应是劳动权益的组成部分
本文的结论还引申出工人精神健康本身是否构成劳动权益的组成
部分的议题。与国际上存在的将精神健康与压力方面的问题纳入国际
劳工标准的趋势（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03） 不一样，中国
的劳工标准还未将精神健康纳入议事日程。 不仅如此，现行的劳动争
议处理的某些制度还限制了工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 。以工伤为
例，它不仅给个人带来身体损害，也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工人主张精
神损害赔偿理所应当却于法无据。 不但《工伤保险条例 》（ 2003 年公
2010 年修订） 未规定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布，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 法释［2003］20 号 ） 第二十
条更是排除了工伤者依据民事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向用人单位索赔
的可能。该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
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用
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处理 ”。
我们推测，导致劳工标准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排斥工人精神健康议题
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分层次 ”解决劳动权益问题的思路，即认为相对
于工人的精神健康，身体健康更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 这一观点是值
得商榷的。在经验层次上，我们很难区分管理者对工人的一次辱骂对
工人的损害大还是一次加班对工人的损害大，前者可能演变为工人的
极端行为（ 如自杀或杀人） ，而后者足够休息就可能恢复。 在理论层次
上，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论述告诉我们 ，异化的过程是身体受损和精
1979） 。因此，我们主张，精神健康是劳动
神受损的同步过程（ 马克思，
权益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建构模型，证实了劳动权益的若干变量对
外来工人的精神健康具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问题不
是偶然的、随机的，而是受到系统性因素的影响，它也主要不是个体的
问题，而是一个群体的问题。进而言之，外来工的精神健康问题是体制
性或制度性的，它的发生与资本稀缺、劳动剩余的基本国情有关，与
“过度消耗”劳动力的粗放式经济发展阶段有关 ，与“规训 ”和“军事
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有关，与立法不完善、执法不到位的劳动法体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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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与专注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后果的“GDP 主义 ”的意识形态有关，与
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有关，与维护劳工权
益的社会力量弱小的社会环境有关。 它同时也说明，劳动权益从拖欠
工资、超时加班、工伤频发等外显的问题开始向工人精神健康的“内
伤”发展，而对此进行的干预绝不仅是心理医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绝
不仅是一个人文关怀的问题，更需要反思“强资本、弱劳工 ”的总体格
局，反思企业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制度 ，反思经济发展的目的与社会
和谐的真正内涵，从而对精神健康问题开出一个内外兼顾 、辨证施治的
“总体性”治疗方案。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我们只是初步证实了劳动权
益与外来工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 ，其
中许多机制在本文中未能充分挖掘 ，例如，在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之间
可能还存在应对方式、工作压力源等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未能充分考
虑到； 又如，社会支持不仅可能是与劳动权益共同作用于精神健康的因
素，它也可能是劳动权益与精神健康之间的调节变量 ，即社会支持在有
利于精神健康的同时促进劳动权益的保护 。我们的观点与结论还有待
进一步的随机样本的、更大规模的专题实证研究来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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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tatuses to demonstrate the changing pattern（ s） of marriage choic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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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 at effectively controll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ffects． The analyses
show that，since the reform，the educational homogamy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while the matching of family background draws an up-side-down U-shape curve．
These results imply a resurgence of patrilineal society，in which the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is reproduced and consolidated by unilateral d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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