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7 No.1 2019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过去五年里

“城镇化率从 52.6%提高到 58.5%，8000多万农业转

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1]。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意味

着要实现农业人口的居住生活方式转换，相关文件

对此早有关注。2002年北京市颁布的《关于农转居

人员购买安置住房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农转居人

员是指本市行政区内因国家或单位建设需要征用农

村集体土地所形成的人员[2]。自“农转居”一词进入

公众视野，有关研究侧重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的社

会资源分配、社会参与状况以及教育、医疗、养老公

平保障等方面 [3-5]。而对于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心

理转变与调适，特别是农转居人员的社区心理归属

与认同建构的过程与机制，还鲜有实证探讨。

社区本质上是生活在某个区域的、具有心理和

精神关联的一群人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6]。社区

的形成有赖于居民之间形成共同的心理联结，而兴

起于美国的“社区心理学”关注的重要议题就是“社

区感”[7]。社区感理论最早由Sarason提出，认为社区

感(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是“一种表现为

同他人类似的知觉期待与相互依赖感及其维持意愿

的结构性稳定归属感”[8]。社区感的界定有两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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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编制农转居居民社区感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方法：通过文献检索、小组访谈与问卷调查形成问

卷的初始项目。选取627名农转居居民进行初测并根据结果对问卷进行修订。另外选取574名农转居居民进行正

式施测，随机分为两等份，分别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农转居居民社区感问卷包含十二个

项目，由身份维系、需求满足、发展预期三个维度构成，共解释总变异的70.298%，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具有良

好的结构效度（χ2/df=2.016, RFI=0.962, CFI=0.985, NFI=0.971, IFI=0.985, RMSEA=0.036, PNFI=0.750, PCFI=0.761）。

效标关联效度分析显示，社区感总分与生活满意度（r=0.663）和幸福倾向量表的三个维度：投入幸福感（r=0.657）、意
义幸福感（r=0.683）、享乐幸福感（r=0.630）相关显著。总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48，身份维系、需求满足和发展

预期三个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61、0.883、0.813。结论：本研究编制的农转居居民社区感问卷信度和效度良

好，可用于相关的社区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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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Sense of Community Questionnaire for Farmers-to-Citizens(CSQFC) and test its va⁃
lidity and reliability. Methods: Through literatures review, interviews and open questionnaires form initial project. 627
Farmers-to-Citizens were predicted and the questionnaire was revis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prediction. 700 Farm⁃
ers-to-Citizens were tested, and 57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and 287 of which were assessed for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es and 287 of which were assessed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es.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
and the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Scale(OHS) were used to test its criterion validity. Results: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12 items, including 3 dimensions: Identity Maintenance, Demand Satisfaction, Development expectation, explaining the
total variance 70.298%. The results of CFA showed that the questionnaire fitted the data with well construct validity(χ2/df=
2.016, RFI=0.962, CFI=0.985, NFI=0.971, IFI=0.985, RMSEA=0.036, PNFI=0.750, PCFI=0.761). The CSQFC and its di⁃
mensions scores had obvious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SWLS and 3 dimensions of the OHS: Pleasure, Engagement and
Meaning(P<0.01). The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of the total questionnaire was 0.948, and 0.813-0.883 for the 3 dimen⁃
sions. Conclusion: The CSQFC has satisfactory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and meets the needs of psychometrics, which can
be used in both community research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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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取向：地域型社区感(sense of geographic communi⁃
ties)和关系型社区感(sense of relational communities)
[9]。但是社区感并非只有地域归属与关系维系二分

属性，而是内涵了邻里互动、地域归属与情感联系等

成分的有机结构。

总体来看，既有的社区感内涵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认知内涵，强调居民有关社区的表征、信念等。

如彼此承诺而使成员需要得以满足的共同信念[10]，

可信赖的权威性与可传承的共同体验精神[11]，社区

环境喜好及社区的情感与发展态度的认知表征[12]。

二是情感内涵，关注连接居民与社区以及居民间的

归属、认同、满意、凝聚力等情感要素。主要涉及：归

属感和满意度[13]，认同感、依属感、凝聚力和满意度
[14]，相互影响与归属感 [15]，理性层面的信任感、归属

感、社区认同感等[16]。三是行为内涵，主要指居民参

与、维护、传承倾向等 [17]。如：社区关怀、社区亲和
[18]。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社区感涵盖其中两三种成

分，如集体认同、相互依恋和传承倾向[17]。可见社区

感的操作定义及其结构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

究其原因，“社区”本身就是个多样化的概念，有

关社区的界定遍及群体过程、系统功能、地域区划、

情感维系以及互动参与特征[19，20]。而实体意义上的

“社区”在中西方内涵里也是不对等的，故此不宜简

单借用西方“社区感”概念来评估我国居民的社区心

理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社区感不足以阐释兼

备社会变迁与生活转型意义上的农转居居民社区感

及其形成过程。为此，本研究拟从农转居居民移居

到社区的心理过程出发，探究他们的社区感结构与

心理诉求。这里的社区感是指农转居居民在迁居社

区后心理适应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有关社区生活的

情感联结与发展预期。下文将据此编制农转居居民

社区感问卷，以期发展出符合测量学标准的社区心

理测量工具。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初测样本：采取方便取样在北京市大兴区和通

州区的 6处农转居社区分单元发放问卷，共发放问

卷 8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627 份，问卷有效率

78.4%。其中，男性 307 人（48.96%），女性 320
（51.04%）；25-35岁 68人（10.85%），36-45岁399人
（63.64%），46-65岁160人（25.52%）。

正式施测样本：在北京市房山区、石景山区与通

州区的6处农转居社区发放问卷。正式施测样本共

发放问卷 700份。回收农转居社区样本有效问卷

574份，有效率82.0%。其中，男性 262人（45.64%），

女性 312人（54.36%）；25-35岁 119 人（20.73%），

36- 45 岁 273 人（47.56% ），46- 65 岁 182 人

（31.71%）。

1.2 统计工具

使用中文分词软件ROSTCM6进行前期文本资

料的词频分析，用 SPSS20.0进行项目分析、相关分

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用AMOS23.0进行验证性因素

分析。

1.3 问卷的编制与施测

1.3.1 项目来源 问卷初始项目的来源主要有以

下两类方式：①文献检索与分析。检索国内外相关

文献，甄选、整理、分析文献中探讨居民社区感的有

关理论与测评工具。测评工具方面，主要参考 Cha⁃
vis等人在 2008年发表的第二版社区感指数(SCI-2)
[21]的理论结构：需求满足、成员身份、影响与情感维

系。②小组访谈与问卷调查。选取不同类型社区的

常住居民（居住在本社区两年以上），根据居民意愿

进行小组访谈或问卷调查。其中小组访谈共 19人
（男性8名，女性11名，平均年龄38.35岁）与问卷调

查共 83人（男性 40名，女性 43名，平均年龄 32.12
岁）。访谈与调查主要内容是：您在适应现在社区生

活的过程中有哪些重要经历？您如何理解居民的社

区情感？居民形成对社区的情感会有哪些过程？

1.3.2 初测问卷的编制与筛选 通过文献检索与

分析、小组访谈与问卷调查获得有关社区感的关键

词项目，首先从中选取高频项目并借助德尔菲法确

定项目分类标准，进一步围绕高频项目编制问卷。

其次请居民阅读编制的问卷，并根据反馈修改部分

题目后确定初测问卷。再次发放给初测样本被试施

测，进而整理汇总有效数据。最后采取探索性因素

分析、相关分析和项目分析等方法，逐步对问卷项目

进行筛选，从而得到农转居居民社区感正式问卷。

1.3.3 正式问卷的施测与分析 将上一步得到的

正式问卷发放给正式样本被试，然后将收回的有效

数据随机分成两等份，一份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考

察正式问卷的结构维度，同时用于效标关联效度以

及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另一份用于验证性因素分

析验证问卷的结构模型，最终得到符合心理测量学

标准的农转居居民社区感问卷。

1.4 效标工具

1.4.1 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 采用熊承清、许远

理修订的的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文版（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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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ife Scale, SWLS)[22]。该问卷共有 5个题目，问

卷的Cronbach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8，折半信度为

0.70。在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09。
1.4.2 幸福倾向量表中文版 采用陈国海修订的

幸福倾向量表 (the Orientations to Happiness Scale,
OHS)[23]。中文版修订量表共18题，具有享乐幸福感

(Pleasure)、投入幸福感 (Engagement)和意义幸福感

(Meaning)三个维度，各有6个题目，其Cronbach内部

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4 ，0.66和 0.77[24]。在本研究

中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56。
2 结 果

2.1 初始条目确定与分类

运用中文分词软件ROSTCM6对文献检索与分

析、小组访谈、问卷调查得到的文本资料进行词频分

析，共获得关键词项目 949个（累计频数 3560）。从

中选取频数高于 3 的高频项目 320 个（累计频数

2846，占总频数的 79.94%）。然后采用德尔菲法确

定项目分类标准，由第一作者与三名心理学硕士进

行独立评判编码。最后从有效样本中随机抽取100
个条目作为测验样本，考察项目分类独立评判结果

一致性程度即评分者信度。结果表明样本项目的评

分者信度（肯德尔W系数）为 0.76（P<0.01），分类结

果符合客观性的要求（见表1）。
表1 社区感初始条目的分类维度示例

2.2 初测问卷编制与分析

2.2.1 初测问卷编制 请6名心理学硕士依据上述

分类维度，围绕高频项目编制问卷。然后请居民阅

读编制好的问卷，修改部分题目使之符合居民阅读

习惯与理解能力。最终得到由231个项目组成的初

测问卷，问卷全部为正向表述项目，采用李克特7点
评分。

2.2.2 初测问卷分析 （1）因素分析与相关分析：

使用初测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KMO值为 0.943，Bartlett球形检验的值为 31615.786
（自由度 df=4095），显著性水平为 0.00，表示适合进

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固定抽取 6个因

子，以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逐步删除因子负荷小

于0.50的项目，得到由91个项目构成的4维度问卷，

累计方差贡献率44.013%。

对 91个项目问卷进行 Pearson相关分析（见表

2），结果表明问卷中4维度的均值存在显著相关（P<
0.01，双侧检验）。

表2 初测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成份相关分析（N=627）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项目分析：参照刘视湘，郑日昌采用的临界

比检验法(critical ratio，简称CR值)对上一步得到 91
个项目的问卷进行项目分析。首先得到初测问卷的

每个题目的高分组（得分前 27%者）与低分组（得分

后27%者），然后对每个题目高分组与低分组的得分

平均数进行独立样本的差异显著性检验。若CR值

没有达到显著性标准，则表明该项目区分度不足而

应予删除 [25]。经过项目分析删除区分度不足的 39
个项目，最终得到52个项目构成的4维度正式问卷。

2.3 正式问卷效度与信度分析

2.3.1 构想效度 （1）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正式

施测样本的分半数据（N=287）进行探索性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KMO值为 0.900，Bartlett球形检验的

值为 1951.543（自由度 df=66），显著性水平为 0.00，
表示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最

大方差法进行旋转，抽取特征值大于 1的因子。然

后逐步删除因子负荷小于0.50的项目，最后得到由

3个维度构成的12个项目问卷。

根据因素分析结果及各维度项目的含义，三个

维度分别命名为：“身份维系”是指居民对于社区身

份的认同；“需求满足”是指居民对于社区满足生活

需求的认知；“发展预期”是指居民对于社区功能发

展的预期与努力意愿。3个维度可以解释方差总变

异的70.298%，12个项目的共同度在0.547-0.769之
间，具体情况见表3。

（2）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正式施测样本的另一

半数据对上文得出的三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

析。为了考察三因素模型是否最优，本文还对可能

存在的竞争模型进行了比较，竞争模型有：一维模型

（12个项目只有社区感一个维度）、二维模型（12个
项目平分为两个维度，分别为身份与需求表征、社区

分类维度

成员身份

社区适应

发展卷入

互动影响

情感依存

需求维系

高频项目分类示例（频数）

居民（35）、邻居（29）、邻里（26）、身份（26）等
适应（25）、改善（15）、熟悉（15）、经验（11）等
参与（33）、发展（23）、配合（18）、支持（11）等
和谐（32）、组织（25）、影响（23）、凝聚（21）等
团结（36）、感情（32）、归属（32）、亲近（12）等
需求（28）、服务（22）、居住（20）、功能（13）等

维度1
维度2
维度3
维度4

维度1
1

0.308**
0.674**
0.596**

维度2

1
0.184**
0.259**

维度3

1
0.473**

维度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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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与预期）、三维模型（身份维系、需求满足、发展 预期，分别有4个项目）。结果见表4。

题目

A28.社区的大多数居民都知道我。

A38.我常主动与社区其它居民讨论有关社区的事情。

A36.我可以与社区的其他居民谈论自己遭遇的问题。

A25.社区居民一起经历过很多重要的时刻和事件。

A9.我所在的社区能够很好的满足其居民的需要。

A2.在这个社区让我感觉很放松。

A13.我认为所居住的社区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

A30.我对目前居住的社区服务感到满意。

A42.社区的面貌有赖于我们社区成员共同努力。

A40.我期望能够增进我社区的邻里关系。

A47.我期望居住社区的邻里关系和一家人一样。

A12.我熟悉所在社区的主要设施。

因子载荷

身份维系

0.796
0.774
0.766
0.750

需求满足

0.817
0.792
0.756
0.736

发展预期

0.803
0.760
0.687
0.664

共同度

0.744
0.743
0.697
0.663
0.769
0.768
0.709
0.746
0.748
0.678
0.624
0.547

模型指标

一维模型

二维模型

三维模型

χ2

594.902
592.590
102.794

df
54
53
51

χ2/df
11.017
11.181
2.016

RFI
0.853
0.864
0.962

CFI
0.889
0.900
0.985

NFI
0.879
0.891
0.971

IFI
0.889
0.900
0.985

RMSEA
0.187
0.133
0.036

PNFI
0.719
0.716
0.750

PCFI
0.727
0.722
0.761

表3 农转居居民社区感问卷问卷各项目的因素负荷(N=287)

表4 农转居居民社区感问卷结构与竞争模型的拟合指数比较表(N=287)

根据吴明隆提出的优良模型拟合标准，χ2/df应
小于2.00（较宽松的规定值为5.00），RFI, CFI, NFI和
IFl的值一般应大于 0.90，RMSEA的值应小于 0.08，
PNFI与PCFI应大于0.50[26]。从上表可以看出，三因

素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均优于其他竞争模型，是较

为理想的模型，据此可以初步认为农转居居民社区

感具有三个因子。

2.3.2 效标关联效度 运用正式施测样本的探索

性因素分析数据（N=287）进行社区感问卷与生活满

意度、幸福倾向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分析（Pearson
相关），结果见表5。
表5 社区感问卷总分及维度与效标的相关分析（N=287）

由表 5可知，农转居居民社区感总分及三个维

度的总分，与生活满意度以及幸福倾向量表的三个

维度（投入幸福感、意义幸福感、享乐幸福感）都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P<0.01，双侧检验）。尽管最终的问

卷结构不完全符合编制预期的分类维度，但效标相

关能够佐证农转居居民社区感问卷的有效性。

2.3.3 内部一致性信度 运用正式施测样本的探

索性因素分析数据（N=287）进行社区感问卷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检验，结果发现农转居居民社区感问卷

总体的Cronbach α系数为 0.948，身份维系、需求满

足和发展预期三个维度上的 Cronbach α分别为

0.861、0.883、0.813。表明农转居居民社区感问卷及

其三个维度都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3 讨 论

长期以来，“社区感”一直是西方社区心理研究

的核心概念，然而这一术语无论在概念界定还是测

量上都存在很多分歧。使用较广泛的社区感测评工

具诸如：社区感指数(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简称

SCI)、心理家庭量表(Psychological Home Scale, 简称

PHS）、社会资本调查表(Social Capital Survey Scales，
简称 SCSS)，是依据社区感的不同概念内涵发展出

来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McMillan与Chavis的四因

素社区感模型[10]：成员资格（社区的边界归属与认同

及个人投入）、影响力（成员的互动影响）、需要整合

与满足（成员的共同价值观、资源交流和个体需要的

满足）、情感联结（共同经历基础上的精神联结）。

McMillan又将“社区感”的四个因素修订为：情绪感

受（情绪安全和归属感）、人际信任（团体规范、决策

能力和理性权威）、公平交换（物质交换基础上的人

格平等与认同）、传承艺术（集体体验和记忆基础上

的共识积淀）[11]。修改后的“四要素”模型试图突出

生活满意度

投入幸福感

意义幸福感

享乐幸福感

身份维系
总 分

0.613**
0.529**
0.565**
0.493**

需求满足
总 分

0.537**
0.559**
0.597**
0.553**

发展预期
总 分

0.548**
0.610**
0.599**
0.586**

社区感
总 分

0.663**
0.657**
0.683**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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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感的心理本质，虽然不足以厘清社区感概念理

解上的诸多分歧，但是深刻表明社区感的心理测量

需要新的理论依据。本文编制的农转居居民社区感

问卷的身份维系、需求满足、发展预期三个维度，充

分展现了农转居居民的社区过程心理特征，实际上

是描述了这类居民社区感所特有的连续性发展结构。

农转居意味着居民居住空间与生活方式的变

化，社区成为居民的主要生活区域。居民社区意识

不足、缺乏归属感和社区认同感的“过渡型社区”不

仅影响着居民的社区融入程度，而且带来社区治理

的困境[27]。但是客观条件上的邻里交往贫乏与社区

凝聚力薄弱，使得居民的社区身份疏离和社区发展

认同匮乏，都极大削弱了居民的社区主体意识。而

这并不是居民特别是农转居居民的固有心理倾向，

本研究所发现的身份维系结构可以并且应当成为社

区发展的积极力量。“身份维系”象征着居民确认社

区成员与发展主体身份，接纳社区成为自身日常生

活与内心体验的意识内容。这种成分能够给予居民

主动参与社区发展的心理动力与意义感，从而获取

与共享社区生活决定和行动所带来的积极体验。

“需求满足”反映了居民对于社区服务与生活体

验的认知评价，营造美观、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和

祥和、温馨、舒适的生活氛围。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

的确立以及单位制的瓦解，社区被赋予了承担社会

动员和社会整合的社会功能[28]。而农转居的居住条

件变化为居民生活需求的满足提供了新的起点，其

中既有安全、医疗与文化基本设施建设与社区绿化

保洁维护的要求，也有兼顾特殊群体与全体居民的

社区服务需求。因而农转居的居民社区建设，应在

完善社区环境建设的基础上，注重把握和满足社区

居民的基本需求，持续提供居民所需的发展支持。

农转居社区的居民服务具体领域和参与方式，还有

待深入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探讨。

居民的“发展预期”包含了共同致力社区发展的

认知，也有改善增进邻里关系的情感诉求。居民的

发展预期和身份维系都突显了邻里关系中的“社区

人”意识，但邻里层面的身份表征并不等同于居民具

备付诸社区建设的责任自觉。而从计划体制转化发

展而来的行政主导的社区规划与社区建设，也削弱

了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价值体验与主体意愿。为

此，致力建设新型社区和完善社区治理体制，应秉承

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特别是应注重密切社区人同

社区的内在联系，充分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主

体责任与建设热情，让居民成为社区发展的决策者

和行动者，成为社区服务的提供者与受益者。从这

种意义来看，居民的需求满足和发展预期在本质上

是互为基础、相辅相成的。

本研究关注农转居居民的社区心理过程特征，

尝试界定农转居居民的社区感并编制相应的测量工

具。研究发现农转居居民的社区感具有身份维系、

需求满足与发展预期三个维度。研究结果为今后深

化本土化的社区心理研究提供了思路，也为新型城

镇化与社区建设提供了参考依据。当然，本研究也

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取样范围局限于北

京市社区，而样本容量也非常有限，取样未必能够反

映全国社区的总体情况。其次，文中编制的农转居

居民社区感问卷欠缺重测信度以及更好的效标效度

信息，需要在今后的社区建设实践中考察其应用价

值。

参 考 文 献

1 李克强.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EB/OL].http://www.
mod.gov.cn / topnews / 2018- 03 /05/content_4805962.htm/
2018-03-05

2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关于农转居人员购买安置住房

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国土房管方[2002]606号[EB/OL].http://
www.bjjs.gov.cn / bjjs / fwgl / zfgg/zfgg /350108/index.shtml /
2005-03-09

3 张汝立. 从农转工到农转居--征地安置方式的变化与成

效. 城市发展研究, 2004, 11(4): 5-7
4 郑风田, 赵淑芳.“农转居”过程中农村集体资产处置: 问

题与对策. 甘肃社会科学, 2005, 6: 214-218
5 刘伟红. 边界模糊的治理:集中农转居社区的类单位化自

治之路——基于对山东省M社区的调查研究. 湖北社会

科学, 2017, 1: 55-60
6 吴群刚, 孙志祥. 中国式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

新的探索与实践.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1
7 Townley G, Kloos B, Green EP, et al. Reconcilable differen-

ces? Human diversity, cultural relativity, and sense of com-
munity.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011,
47(1-2): 69-85

8 Sarason SB.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prosp-
ects for a community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CA: Jossey
Bass, 1974. 279-285

9 李须, 陈红, 李冰冰, 等. 社区感:概念、意义、理论与新热

点.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7): 1280-1288
10 Mcmillan DW, Chavis DM.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6, 14(1):
6-23

11 Mcmillan DW.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6, 24(4): 315-325

12 陈钒. 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与社区参与的关系研究. 四川

（下转第62页）

··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