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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资本在社区工作者角色压力和工作倦怠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张　琴 1，2 、 李旭培 1 、 姜　辣 3 、 陈雪峰 1，2

【摘要】目的　以社区工作者为研究对象，基于 JD-R 模型，探讨心理资本在角色压力与工作倦

怠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使用角色压力量表、工作倦怠量表、心理资本量表对武汉市某区 335 名社

区工作者进行前测，根据测量结果设计团体辅导方案并在两周内实施，随后进行后测，获得 161 人

的前后测匹配样本。结果　 ①角色压力与工作倦怠显著正相关（P< 0.01）。②心理资本与工作倦怠

显著负相关（P< 0.01）。③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中，乐观在角色超载与情绪耗竭和人格解体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 5％和 10％；自我效能和希望在角色模糊与成就感降低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 40％和 20％，乐观在角色模糊与情绪耗竭和人格解体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 35％和 23％。④团体辅导可在短期内缓解工作倦怠、提升心理资本。结论

　角色压力对工作倦怠有影响，心理资本起到显著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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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 stress and job burnout in 
community staffs　　ZHANG Qin，LI Xupei，JIANG La，et al. Institute of Psych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ci-
ence，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tween role stress and job 

burnout among community staffs based on the JD-R model. Methods　 Role Stress Scale，Chinese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were used to conduct pre-tests for 335 community staffs of Wuhan. A group 

counseling program was then designed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The program was implemented within two 

weeks. A post-test was conducted afterwards.161 matche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Results　① Role stress has a sig-

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job burnout（P<0.01）. ② Psychological capital has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cor-

relation with job burnout（P<0.01）. ③ Among the four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optimism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role overload and emotional exhaustion，role overload and depersonalization，the mediating ef-

fect ratio is 5％ and 10％. Self-efficacy and hope played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role ambiguity and reduced 

sense of achievement，accounting for 40％ and 20％. Optimism partially mediates between role ambiguity and emo-

tional exhaustion and depersonalization，accounting for 35％ and 23％. ④ Group counseling can alleviate job burnout 

and enhance psychological capital in the short term. Conclusion　Role ambiguity has an impact on job burnout，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s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role（between role stress and job burn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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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压力是从个体压力源的角度，说明承担某

一职业角色的个体由于角色冲突、角色模糊和角色

超载而形成的对个人绩效和组织绩效的影响［1］。作

为一种典型的工作压力，角色压力对个体生理健康

及心理健康均有显著负向影响［2］。工作倦怠是指个

体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的工作压力状态之下而形成的

一种综合征，包括情绪衰竭、人格解体、成就感降

低三个维度［3］。有研究指出，角色压力会导致个体

产生职场挫败感及工作倦怠［4］。 

工作要求 - 资源模型（Job Demand-Resource 

Model，JD-R 模型）是用于解释工作压力及其过程

和作用机制的一个代表性理论，也是研究工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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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职业心理健康影响最具影响力的模型。其核心假

设是，每种职业都存在一些特定因素，不管这些具

体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都可以归为两类：会导致工

作压力的因素（即工作需求）和会缓解工作压力的因

素（即工作资源）。JD-R 模型认为，工作倦怠的预

测变量包括工作需求与资源缺乏两类［5］。已有研究

发现，工作资源能够减轻工作需求对工作倦怠的影

响，且个人资源作为工作资源的一种，在工作需求

与工作倦怠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在积极心理学运

动的背景下，Luthans 等提出了心理资本的概念，并

将其定义为“个体的积极心理发展状态”［6］。2009 年

Xanthopoulou 等首次将心理资本作为一种个人资源引

入 JD-R 模型中，探讨了心理资本在 JD-R 模型中的

作用机制，并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心理资本可帮助个

体应对工作压力，减少工作倦怠［7］。

已有的基于 JD-R 模型的实证研究大都以西方

文化为背景，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教师、公务员、

企事业员工及管理人员等职业类型。作为我国组织

文化背景中具有独特性的职业类型“社区工作者”，

现有的文献检索中尚未发现针对这一职业群体的基

于 JD-R 模型的实证研究。社区工作者是我国基层社

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职业人群。对社区工作者的角色

压力和工作倦怠开展研究，在理论层面有助于探讨

JD-R 模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完善其边界

条件；在实践层面有助于合理设计和安排社区工作者

的工作职责，保护和促进其身心健康。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社区工

作者角色压力与工作倦怠显著正相关；（2）心理资

本在角色压力作用于工作倦怠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武汉市某区组织部门的支持下，对该区所有

街道 35 个社区的社区工作者通过问卷星平台实施

问卷调查。前测共发放问卷 370 份，收回 370 份。

剔除作答时间过短、多题重复、多题缺失等无效问

卷后，共获得有效问卷 335 份。其中，女性 286 人

（85.4％），高中 / 中专及以下学历 48 人（14.3％），

大专学历 191 人（57％），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94 人

（28.1％），平均年龄 39.22 岁（SD=6.86），平均工龄

15.19 年（SD=7.65）。

根据对前测结果的分析，设计团体辅导方案，

在两周内对前测被试群体进行团体辅导，随后进行

后测。发放问卷 233 份，收回有效问卷 223 份。通过

比对问卷中填写的社区名称，以及性别、出生年月、

学历、工作日期等信息，筛选出 161 位前后测匹配

人员。后测样本中，男性 17 人（10.6％），女性 144
人，（89.4％）；大专及以下 111 人（68.9％），本科及

以上 50 人（31.1％）；平均年龄 39.00 岁（SD=6.63）。

1.2　研究工具

1.2.1　角色压力　采用李超平等修订的量表［8］，

共 13 道题，其中角色冲突 3 道题，角色模糊和角色

超载各 5 道题。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评分。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前测 0.81，后测 0.81。

1.2.2　工作倦怠　采用李永鑫修订的量表［9］，

包括情绪衰竭、人格解体和成就感降低三个维度，

共 15 题。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评分。本研究中该量

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前测 0.84，后测 0.84。

1.2.3　心理资本　采用 Fred Luthans 等编制并

广泛使用的中文量表［10］，共 24 道题，包括自我效

能、希望、韧性和乐观四个维度，每个维度各 6 题。

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形式评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系数为前测 0.92，后测 0.90。

1.3　统计工具

使用 SPSS 26.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分

析和回归分析并采用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方法对心理

资本在角色压力与工作倦怠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2　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将所有题项进行探

索性因素分析［11］。共析出 10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且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总变异的 27.61％，小于临界值

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前测中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前测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如表 1 所示，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角色压力与工作倦怠显

著正相关，与心理资本显著负相关，工作倦怠与心

理资本显著负相关。

2.3　前测中角色压力对工作倦怠的影响分析

基于相关分析的结果，研究首先考察了控制人

口学变量后角色压力各维度对工作倦怠各维度的预

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角色冲突对工

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均无显著预测作用，角色超载对

情绪耗竭和人格解体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角色模

糊对工作倦怠三个维度均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假

设 1 得到部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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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前测各变量的相关（n=335）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性别 - -

2年龄 39.22 6.86 -0.14* 　 　 　 　 　

3工龄 15.19 7.65 -0.09 0.69** 　 　 　 　

4教育背景 2.14 0.64 0.12* -0.36** -0.19** 　 　 　

5角色压力 3.61 0.79 -0.03 0.06 0.05 0.07 　 　

6 工作倦怠 2.55 0.68 0.01 0.06 -0.07 0.07 0.52**　 　

7 心理资本 5.48 0.60 -0.19** 0.16** 0.10 -0.09 -0.21** -0.56**

注：*P<0.05，**P<0.01，下同。

2.4　前测中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分析 

在 SPSS 中使用 Hayes 开发的 Process 插件［12］进

行分析，并进一步利用 Bootstrap 方法对心理资本各

维度在角色超载与工作倦怠、角色模糊与工作倦怠

间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检验。Luthans 等研究者

认为，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都是积极的、各具独特

作用的心理能力，应当分别和全面考察各项心理能

力的作用机制［10］。样本量设置为 5000，置信区间设

置为 95％。

表 3 结果显示，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中，只

有乐观在角色超载与情绪耗竭（R2=0.04，F=5.13，

P <0.05，占总效应的 5％）和人格解体（R2=0.04，

F=5.13，P <0.05，占总效应的 10％）之间起部分中

介作用。

表2　前测角色压力各维度对工作倦怠各维度的回归分析（n=335）

结果变量：情绪耗竭 结果变量：人格解体 结果变量：成就感降低

B t B t B t

性别 0.05 0.27 0.01 0.09 -0.06 -0.46 

年龄 -0.02 -1.84 -0.01 -1.10 -0.00 -0.32 

角色冲突 -0.01 -0.22 -0.04 -1.34 -0.05 -1.34

角色超载 0.59 11.76*** 0.14 5.06*** 0.02 0.68

角色模糊 0.41 4.69*** 0.31 6.63*** 0.39 6.40***

R2 0.39 0.20 0.12 

F 41.72*** 16.28*** 9.05***

注：*P<0.05，**P<0.01，***P<0.001

表3　心理资本在角色超载与工作倦怠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n=335）

效应值 置信区间（95％）
中介效应占比

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自变量的直接效应

角色超载→情绪耗竭 0.57 0.04 0.49 0.64 

角色超载→人格解体 0.12 0.02 0.07 0.16 

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

角色超载→自我效能→情绪耗竭 0.00 0.00 -0.01 0.01 

角色超载→自我效能→人格解体 0.00 0.01 -0.01 0.01 

希望的中介效应

角色超载→希望→情绪耗竭 0.01 0.01 -0.005 0.03 

角色超载→希望→人格解体 0.00 0.00 -0.01 0.01 

韧性的中介效应

角色超载→韧性→情绪耗竭 0.00 0.01 -0.02 0.02 

角色超载→韧性→人格解体 0.00 0.00 -0.002 0.01 

乐观的中介效应

角色超载→乐观→情绪耗竭 0.03 0.01 0.003 0.06 5％

角色超载→乐观→人格解体 0.01 0.01 0.002 0.0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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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心理资本在角色模糊与工作倦怠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n=335）

效应值 置信区间（95％）
中介效应占比

效应值 Boot SE Boot LLCI Boot ULCI

自变量的直接效应

角色模糊→情绪耗竭 0.31 0.12 0.07 0.56 

角色模糊→人格解体 0.15 0.06 0.04 0.27 

角色模糊→成就感降低 0.14 0.07 0.01 0.30 

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

角色模糊→自我效能→情绪耗竭 -0.13 0.08 -0.29 0.02 

角色模糊→自我效能→人格解体 0.06 0.03 -0.003 0.13 

角色模糊→自我效能→成就感降低 0.16 0.05 0.06 0.26 40％

希望的中介效应

角色模糊→希望→情绪耗竭 0.13 0.08 -0.03 0.31 

角色模糊→希望→人格解体 0.01 0.04 -0.06 0.08 

角色模糊→希望→成就感降低 0.08 0.04 0.01 0.16 20％

韧性的中介效应

角色模糊→韧性→情绪耗竭 0.04 0.06 -0.09 0.16 

角色模糊→韧性→人格解体 0.04 0.02 -0.01 0.09 

角色模糊→韧性→成就感降低 -0.01 0.03 -0.07 0.06 

乐观的中介效应

角色模糊→乐观→情绪耗竭 0.19 0.06 0.07 0.31 35％

角色模糊→乐观→人格解体 0.08 0.02 0.03 0.13 23％

角色模糊→乐观→成就感降低 0.02 0.03 -0.04 0.08 

表 4 结果显示，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中，自

我效能在角色模糊与成就感降低之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R2= 0.24，F=34.09，P <0.001，占总效应的

40％）；希望在角色模糊与成就感降低之间起部分

中介作用（R2=0.21，F=28.81，P <0.001，占总效

应的 20％）；乐观在角色模糊与情绪耗竭（R2=0.16，

F=20.52，P<0.001，占总效应的 35％）和人格解体

（R2=0.16，F=20.52，P <0.001，占总效应的 23％）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2.5　团体辅导对改善社区工作者工作倦怠情况

的作用分析

根据访谈及前测结果以及被调查街道和社区的

需求，针对性地设计团体辅导方案。本研究最初的

设计是运用认知行为团体心理辅导方法 [ ]，由 1 名

心理辅导老师和 1 名助手组成的工作团队，深入各

社区开展心理辅导。考虑到社区工作者互相之间

已经熟悉，以及按照合作方提出的“次数少、效果

好”的要求，将团体辅导方案设计为 4 次，每周一

次，每次 90-120 分钟。第一次的主要内容是主题导

入、团体分享、身体放松，使参与者了解对工作压

力的客观理性认知方式、对情绪问题的正确宣泄方

法。第二次和第三次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心理资本的

四个维度进行干预，方案主要包括社会支持系统的

探寻与利用、适应性求助行为探讨、乐观幽默的培

养、自我效能感的提高以及情绪管理等主题。第四

次是团体辅导的结束，通过我的收获、背上留言等

活动，进一步强化参与者对干预内容的认同和内化。

在完成第一次团体辅导后，由于人事和工作内容调

整等原因，未能进行后续团体辅导。由于第一次团

体辅导的现场反馈很好，合作部门支持本研究做了

后测，获得了后测数据。为更准确了解对被试的干

预效果，选择在前后测匹配样本中，前测工作倦怠

得分高于均值且心理资本得分低于均值的样本纳入

分析，共 52 人，其中女性 49 人（94.2%），平均年龄

37.60（SD=6.26），大专及以下 33 人（63.5%），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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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研究基于 JD-R 理论，对社区工作者的角色压

力、工作倦怠和心理资本进行分析，发现社区工作

者的主要工作压力源是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并因

此而感受到工作倦怠。心理资本各维度在角色模糊

和角色超载影响工作倦怠的过程中作用不同，乐观、

自我效能和希望是较为关键的心理资本，起到部分

中介作用。团体辅导可在短期内有效改善工作倦怠

状况。

3.1　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是社区工作者的主要

工作压力源

本研究发现，社区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压力源是

角色模糊，其次是角色超载。这一发现与角色压力

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一致的，角色压力理论认为角色

模糊、角色冲突和角色超载是三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压力源，三者相对独立。角色冲突主要指个体感知

到工作中多种不同的角色期望或者角色期望与个体

本身的价值观信息不一致的内心体验［8］。角色模糊

主要指个体对于其职责与权力及角色期望不清晰，

体现在具体工作中不知道该做什么或怎么做，或者

由于所接收到的任务信息与完成该项任务所需要的

信息之间不一致而此产生的压力［14］。角色超载是当

个体缺乏必要能力与技能或足够时间而无法顺利完

成各种角色需求时所体验到的一种角色压力［15］。这

三种角色压力源相对独立发挥作用。本研究中，角

色冲突对工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均无显著影响；角色超

载与情绪耗竭及人格解体显著正相关；角色模糊与工

作倦怠的三个维度均显著正相关。

从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社区工作者由于面对

越来越复杂的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要求，许多新任

务、新要求对社区工作者而言属于新工作任务，需

要新信息，由此产生了较大的工作压力。这一结果

的实践意义是：当社区工作者面临新的工作职责，特

别是应急工作任务时，在部署任务的同时，应重视

尽可能给他们提供应急工作任务所需的信息，帮助

他们更好地了解角色需要或任务需要，从而减轻由

于角色模糊和角色超载带来的工作压力。

3.2　心理资本不同维度的不同中介作用

引入个体特征的研究是对 JD-R 模型的重要拓

展。Luthans 等 ［10］认为，心理资本是个体积极的心

理发展状态，主要包括自我效能、希望、乐观和韧

性四个方面。自我效能指面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时，

有信心并能付出必要的努力来获得成功；希望指对目

标锲而不舍，为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调整实现目标

的途径；乐观指对现在与未来的成功有积极的归因；

韧性指当身处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能够持之以恒，

迅速复原并超越。

根据 JD-R 理论，过高的工作要求会持续消耗员

工的身心资源，而工作资源的匮乏则会增加员工完

成工作的难度，两者综合引发损耗过程，致使员工

的工作动机下降、工作倦怠水平提升，进而导致工

作绩效降低、缺勤与离职行为增加［16］。

本研究发现，当社区工作者由于角色超载而感

受到情绪耗竭和人格解体时，乐观这一心理资本可

以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但中介效应占比都比较低，

分别为 5％和 10％。当社区工作者由于角色模糊而

感受到工作倦怠时，多个心理资本可以发挥作用。

其中，自我效能和希望都有助于降低角色模糊带来

的成就感降低，乐观有助于降低角色模糊带来的情

绪耗竭和人格解体。这一结果的实践意义在于，通

过提高社区工作者的乐观、自我效能、希望等心理

资本，有助于改善其工作倦怠状况、提高心理健康

表5 团辅前后各变量得分比较（n=52）

变量 角色冲突 角色模糊 角色超载 情绪耗竭 人格解体 成就感降低 自我效能 希望 韧性 乐观

T1-T2 -0.12 0.03 -0.1 0.13 -0.32 0.01 -0.11 -0.07 -0.04 -0.03

t -0.71 0.29 -0.70 1.43 -3.95 0.09 -1.29 -0.76 -0.54 -0.40 

P 0.479 0.769 0.488 0.159 0.000 0.930 0.202 0.450 0.590 0.693 

及以上 19 人（36.5%）

结果显示（见表 5），由于本研究没有对工作特

征进行干预，因此前后测期间被试感受到的角色冲

突和角色超载继续增加，说明角色压力的确是其工

作压力源。工作倦怠的两个维度情绪耗竭和成就感

降低有所下降，这两个维度也是中介效应分析中显

示心理资本能够有效干预的结果变量。心理资本的

四个维度都有所提升，该趋势显示心理资本能够发

挥中介作用，且对降低情绪耗竭和成就感降低有所

帮助。需要注意的是，分析发现被试的人格解体得

分增高且统计显著。这一点应当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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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3.3 针对性的团体辅导可在短期内降低工作倦

怠、提升心理资本

工作倦怠干预是指管理者通过预防、控制和治

疗等手段，帮助组织成员摆脱工作倦怠所带来的困

扰，以减少工作倦怠的消极影响及未来发生工作倦

怠的可能性 [ ]。对于工作倦怠的干预，目前研究主

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个体层面通过心理辅导、

职业培训等方式进行干预，一是在组织层面通过改

善工作环境、提供社会支持等措施进行干预。

本研究根据前测数据分析结果制定了团体辅导

方案，并在前测完成后的两周内实施，在完成所有

社区的团体辅导后随即进行后测。对前测和后测样

本进行一一匹配后，为更准确地分析不同被试的情

况，我们将前测中工作倦怠较高且心理资本较低的

被试筛选出来，对这组样本进行前后测配对样本进

行 t 检验。结果发现，角色压力的确是社区工作者的

主要工作压力源，其中，角色冲突和角色超载的压

力不断增加，角色模糊有所缓解，这与该维度的内

涵是一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工作的熟悉，角

色模糊的影响降低。经过团体辅导后，工作倦怠特

别是情绪耗竭和成就感降低都有所下降，心理资本

四个维度都有所提升，该趋势显示心理资本能够发

挥中介作用，且对降低情绪耗竭和成就感降低有所

帮助。由于只进行了一次团体辅导且只有前后测数

据，因此只能看出趋势，数据没有显示统计学上的

显著差异。心理资本各维度都属于心理能力变量，

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去塑造或改变，这也提示管理者

应当重视对工作倦怠高的职业群体的长期、持续干

预。需要注意的是，被试的人格解体评分提高且统

计显著，人格解体指的是对工作对象的冷漠、逃避

的工作态度和不良的人际关系，受角色压力影响大，

日积月累形成且不易改变。这一点应引起研究者和

管理者的关注，在管理实践中应当及时给予干预。

本研究未能按计划进行多轮追踪研究，也未能设置

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有待未来的研究予

以改进。但前后测数据结果显示单次团体辅导即可

降低情绪耗竭和成就感降低，提升心理资本水平，

也说明针对性的团体辅导是有实际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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