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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歧视是指由于特定的群体成员(如种族、性别、性
取向、性别认同、国籍、语言以及残疾等)所展现出来

与众不同所引起的一种偏见或区别性对待[１] ꎮ 歧视

表达了对某一类群体或者个体的不公平性ꎬ而歧视知

觉是一种对自己受到有区别的或者不公平的对待而

产生的一种主观体验[２] ꎮ 与歧视本身相比ꎬ个体对歧

视的知觉对身心健康更具危害性[３] ꎬ因此也最值得关

注[４] ꎮ
近年来ꎬ国内对歧视知觉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ꎬ

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 ３ 个方面ꎬ即弱势群体(如留守

儿童、流动儿童、贫困学生以及残障群体等)的歧视体

验特点、对身心健康的消极影响以及歧视知觉消极效

应的内在机制ꎬ表明弱势群体的知觉体验水平明显高

于优势群体ꎬ弱势群体体验到更多的歧视ꎻ歧视知觉

水平越高ꎬ越容易导致留守儿童的攻击、违纪等问题

行为[５] ꎬ导致贫困大学生较差的社会适应性[６] ꎬ降低

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７] ꎬ心理健康水平越低[８] ꎮ 歧

视知觉效应会受到社会支持[９] 、归属需要[６] 、自尊[１０]

等的重要调节作用ꎬ进而影响歧视知觉消极效应的实

际效果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个体的歧视知觉水平越高ꎬ
消极应对方式越多ꎬ积极应对方式越少[１１] ꎬ进一步考

察了前人的研究发现[１２－１５] 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选择听障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主

要探讨听障大学生在歧视知觉、自尊以及积极应对方

式方面的特点ꎬ并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ꎬ为有效制定

降低歧视知觉水平、提升个体自尊、促进个体采取积

极应对方式的社会策略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遵循自愿参加原则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３—４ 月选

取天津某高校聋工学院的 ２０２ 名大学生ꎬ以宿舍为单

位进行问卷调查ꎮ 剔除漏答、错答、有规律作答问卷

后ꎬ获得有效问卷 １７９ 份ꎬ有效率为 ８８.６１％ꎮ 其中男

生 ８６ 名ꎬ女生 ９３ 名ꎻ大一学生 ４４ 名ꎬ大二学生 ４７ 名ꎬ
大三学生 ５５ 名ꎬ大四学生 ３３ 名ꎻ非独生子女 １２５ 名ꎬ
独生子女 ５４ 名ꎻ城镇学生 ９９ 名ꎬ农村学生 ８０ 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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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包括:(１)歧视知觉问卷ꎮ 采用

由李文涛等编制的歧视知觉问卷[１] ꎬ共有 １０ 道题目ꎮ
用于考察残疾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歧视知觉情况ꎮ
例如“周围人跟我说话的口气让我感觉不愉快”ꎮ 采

用 ５ 级计分方式ꎬ１ 代表“非常不符合”到 ５ 代表“完

全符合”ꎬ总分越高表示歧视知觉程度越高ꎮ 本次问

卷测定的 α 系数为 ０.８９ꎮ (２)积极应对方式问卷[１６] ꎮ
此量表根据我国人群的特点ꎬ参照国外相关量表编制

而成的ꎮ 量表采用 ４ 级评分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９ꎮ
(３)自尊量表[１７] ꎮ 采用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在 １９６５ 年编制的

量表ꎬ共有 １０ 个题目组成ꎮ 采用 ５ 级计分方式ꎬ１ 代

表“非常不符合”到 ５ 代表“完全符合”ꎬ总分越高ꎬ表
示自尊水平越高ꎮ 本次测定的 α 系数为 ０.７９ꎮ 使用

纸笔测验的形式ꎬ利用学生休息时间ꎬ以单个被试进

行测试ꎮ 主试为心理学系本科生和大学听障生ꎬ主试

通过口语和手语让学生读指导语ꎬ当了解测试目的、
形式及内容时候开始答卷ꎮ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ꎬ主试

随时为被试解答问题ꎮ 被试做完题目后ꎬ及时收回

问卷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分

别进行了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相关分析以及 Ｓｏｂｅｌ 方法的

中介效应检验ꎬ检验水准为 Ｐ<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听障大学生歧视知觉、积极应对

方式以及自尊得分比较　 结果发现ꎬ在歧视知觉水平

方面ꎬ不同性别的听障大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男
生歧视知觉水平高于女生ꎻ非独生子女听障学生歧视

知觉水平高于独生子女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男、女生及城、乡听障大学积极应对方式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城镇听障学生采用

积极应对方式的水平高于农村学生ꎬ女生高于男生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听障大学生歧视知觉积极应对自尊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歧视知觉 积极应对 自尊
性别 男 ８６ ２４.１３±６.７３ ２２.３２±５.３３ ３２.２０±６.００

女 ９３ ２１.８０±７.１６ ２３.２２±６.３６ ３４.３９±５.２１
ｔ 值 ２.２４０ －１.０２０ －２.６１０
Ｐ 值 ０.０２６ ０.３０８ ０.０１０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５４ ２１.３１±６.９５ ２３.７５±５.８９ ３３.４６±６.３４
否 １２５ ２３.６１±６.９９ ２２.３７±５.８６ ３３.２８±５.４１

ｔ 值 －２.０２０ １.４４７ ０.１９７
Ｐ 值 ０.０４５ ０.１５２ ０.８４４

城乡 城镇 ９９ ２２.３０±７.２５ ２３.７４±５.７３ ３３.９５±５.９４
乡村 ８０ ２３.６７±６.７２ ２１.６３±５.９２ ３２.５６±５.３１

ｔ 值 －１.２９０ ２.４２０ １.６３９
Ｐ 值 ０.１９６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３

２.２　 听障大学生歧视知觉、积极应对方式以及自尊的

关系　 相关分析发现ꎬ歧视知觉与积极应对方式和自

尊均呈负相关 ( ｒ 值分别为 － ０. ３０ꎬ － ０. ４７ꎬＰ 值均 <
０.０１)ꎬ自尊和积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 ｒ ＝ ０. ３８ꎬＰ <
０.０１)ꎮ

为进一步研究听障生歧视知觉、自尊与积极应对

方式的关系ꎬ以积极应对方式为因变量ꎬ以自尊和歧

视知觉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ꎬ歧
视知觉与自尊对积极应对方式的解释率为 １６％ꎬ歧视

知觉和自尊对积极应对方式的解释达到统计学水平ꎮ
歧视知觉对积极应对方式有负向解释作用ꎻ自尊对积

极应对方式有正向解释作用ꎬ即自尊越高ꎬ积极应对

方式越多ꎮ 基于以上结论ꎬ进一步探查自尊在歧视知

觉与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关系中的中介作

用ꎬ以歧视知觉为自变量ꎬ以积极应对方式为因变量ꎬ
以自尊为中介变量ꎬ对自尊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ꎬ同
时采用 Ｓｏｂｅｌ 方法检验自尊作为中介变量的有效性ꎬ
并计算中介效应的大小ꎬ结果发现ꎬ自尊在歧视知觉

与积极应对方式之间的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ꎬ具有

部分中介作用ꎬ歧视知觉对积极应对的效应中ꎬ有

４７.１％是通过中介变量自尊解释的ꎬ自尊的中介效应

有统计学意义ꎮ

３　 讨论

听障大学生歧视知觉在性别上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ꎬ主要因为男性不善于交际ꎬ他们长期将歧视埋在

心里无法宣泄ꎬ从而导致了歧视知觉的累积和增多ꎻ
而女生比较乐意与他人沟通交流ꎬ从一定程度上降低

了歧视知觉水平ꎮ 听障大学生歧视知觉水平高低与

家庭本身的因素有关ꎬ独生子女受到父母的关爱相对

比较多ꎬ社会支持比较高ꎬ所以感受到的歧视知觉较

少ꎮ 听障大学生在面对歧视知觉时采用的积极应对

方式方面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可能在于农村孩子

经历的事情比较多ꎬ所承受的压力更加习惯化ꎮ 女生

的自尊水平高于男生ꎬ自我概念是与重要他人而形成

的ꎬ是通过他人的评价而建立的ꎬ听障生根据他人的

评价来自我认识ꎬ男生感受到的歧视知觉多于女生ꎬ
自尊水平也就相对低一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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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障大学生歧视知觉与积极应对方式存在负相

关ꎮ 在某种程度上讲ꎬ歧视也是一种重要的压力来

源ꎬ当个体感知到自己受到歧视时ꎬ就需要面对并做

出认知和行为上的努力ꎬ而个体做出何种努力则表明

了其所采取的应对方式ꎻ当个体知觉到自身所受到的

歧视主要是一些外在的、自身无法改变的因素时ꎬ就
会产生明显的失控感、无助感或丧失感[１３] ꎮ 歧视知觉

作为一种消极应激源ꎬ给个体带来的心理消极作用体

现为个体对自身现状的无能为力感ꎬ从而使得个体面

对此种压力时更少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ꎮ
有研究认为ꎬ歧视知觉与自尊存在正相关的关

系ꎬ并从归因的角度指出ꎬ出现这种关系是因为个体

的自利性归因所导致的ꎻ个体将感知到歧视被外化归

因ꎬ反而对自我价值起到保护作用ꎬ提升了自尊水

平[１８] ꎮ 而本研究认为ꎬ歧视与自尊存在负相关的关

系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得到更好的解释ꎮ 自尊具有

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之分ꎬ通常情况下测量到的都是

个体的外显自尊ꎮ 外显自尊水平虽然是个体对自身

的评价ꎬ但是却受到外界对自身评价的重要影响ꎬ当
外界对自身的消极看法通过个体感知到的时候ꎬ就必

然体现为个体的歧视知觉体验ꎮ 因此ꎬ歧视知觉水平

越高ꎬ个体越倾向于认为自己获得的来自于外部的自

我评价更低ꎬ自尊水平也更低ꎮ
自尊对积极应对方式具有正向预测作用ꎮ 高自

尊的人能够对自己有积极的认识[１９] ꎬ且与个体的心理

调适存在正相关ꎬ尤其是来自于集体的自我评价是积

极的时候ꎬ个体的适应能力更强[２０] ꎮ 更重要的是ꎬ自
尊在歧视知觉与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

作用ꎬ歧视知觉不仅对听障大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有

直接影响ꎬ还通过自尊间接影响其积极应对方式ꎮ 歧

视知觉水平高的听障大学生自尊水平更低ꎬ更不善于

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和处理问题ꎮ 从这个心

理机制过程来看ꎬ进一步暴露了歧视知觉的消极效

应ꎮ 提示不能忽视歧视知觉对个体内在自我评价的

消极影响作用ꎬ以及对个体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抑制

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听障大学生在感知到明显歧视的同

时ꎬ自尊也受到了重挫ꎬ歧视知觉导致这种内在自我

评价的变化ꎬ也进一步促使其更不善于采取面对问

题、寻求帮助等积极的应对方式ꎮ 尽管本研究只关注

了歧视知觉与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ꎬ但从最终的结果

来看ꎬ个体的应对方式会进一步影响其社会适应水平

和心理健康状况ꎮ 因此ꎬ一方面需要通过有效的干预

措施来减少社会对听障群体的歧视现象ꎻ另一方面需

要对听障大学生给予更多的积极评价ꎬ进一步增强听

障个体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ꎬ促使他们积极的接

纳自我ꎬ提升自尊水平ꎬ进而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ꎬ更
好地融入社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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