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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简要介绍了生活满意度的研究背景，综合考察、分
析了生活满意度研究的理论与实验成果，从生活满意度的概念、测量、影响因素三个维

度勾勒出了生活满意度研究的概貌。并分析了当前生活满意度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最后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认为在在科学、准确界定生活满意度内涵的基础上，当前

国内心理学研究在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加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原创性研究( 本土化

研究) 、生活满意度产生的心理机制研究、生活满意度的干预性研究以及加强国内、国际

研究者之间的协作等方面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生活满意度; 测量; 需要; 人格因素; 干预研究

一、引 言

长期以来，焦虑、偏见、抑郁等不健康心理和异常心理一直是心理学研究的

重点，而对幸福、满意、快乐等健康、积极心理领域的关注则相对较少。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心理学的不断发展，20 世纪末特别是 21 世纪初以来，学者

们逐渐认识到心理学要想实现引导人们走向幸福、快乐这一历史使命仅仅关注

对不健康心理和异常心理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有关积极心理，如满意、幸
福、快乐等心理的研究日益增多，积极心理学( Positive Psychology) 目前已成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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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心理学研究的一大热点。〔1〕生活满意度作为积极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更是受到学者们的格外关注。心理学家们从思辨、实证的角度对生活

满意度的构成、影响因素以及测评工具的开发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为探

索提高人们生活满意度的途径提供参考。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其研究

概况进行简要介绍，并展望了其将来的发展方向。

二、生活满意度的概念

Shin 和 Johnson 认为生活满意度是个体基于自身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

所做出的主观评价。〔2〕生活满意度可以分为两种，一般生活满意度是对个人生

活质量的总体评价; 特殊生活满意度是对不同生活领域的具体评价，如家庭满意

度、学校满意度、社区满意度等。〔3〕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主要来自三个领域，即

心理健康的研究、生活质量的研究和老年学的研究。Diener 认为生活满意度是

主观幸福感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主观幸福感中的认知成分。〔4〕然而 Veenhoven 等

人则认为生活满意度在理论上至少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部分。〔5〕

从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国内在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采用 Shin，John-
son 和 Diener 对生活满意度内涵的界定，是主观幸福感中的认知成分。陈世平、
乐国安则认为生活满意度是指对自己生活质量的主观体验，它是衡量一个人生

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认同 Veenhoven 等人的观点，认为生活满意度在理论

上至少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部分。〔6〕

三、生活满意度的测量

( 一) 生活满意度的理论模型 Gilman 认为评定生活满意度的量表在理论

建构上可分成单维( unidimensional model) 和多维模型( multidimensional model)
两种。〔7〕单维模型用于测量一般生活满意度，其理论假设是个体在评定自己的

生活满意度时通常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一般感觉做出的，与特殊生活满意度无

关。因此典型的单维满意度量表均为单项问卷，询问受试者“你对……的生活

满意度如何”或“你从……之中获得多少满意度”。参照生活总体或某一特定生

活内容( 如家庭生活或工作) 回答这一问题。〔8〕〔9〕多维模型既可以测量特殊生活

满意度，也可以测量一般生活满意度，其理论假设是个体的一般生活满意度是由

对其有重要意义的特定生活领域决定的。在多维模型中，每一个具体的生活领

域都包括多个测量项目，这些项目的平均分即代表该领域的特殊生活满意度，再

将各领域的特殊生活满意度的得分简单或加权相加即得到一般生活满意度的得

分。〔10〕多维模型比较著名的有 Huebner 提出的等级生活满意度模型( hierarchical
life satisfaction model) 、〔11〕Andrews 和 Robinson 提出的主观满意度梯形评尺〔12〕

以及 Cummins 提出的加权生活满意度模型( weighted life satisfaction model) 。〔13〕

等级模型和加权模型的生活满意度计分是不同的，Huebner 将生活满意度

分为两个等级，第一等级是一般生活满意度，第二等级是各具体生活领域的特殊

—912—

生活满意度研究现状与展望



满意度，在测量时先计算出各个具体领域的特殊生活满意度，再将各个领域的得

分简单相加得到一般生活满意度。Cummins 则认为不同的生活领域在个体的一

般生活满意度中占有不同的地位，因此计算一般生活满意度的方法是先将各个

领域的得分与其所占权重相乘，再相加即得到一般生活满意度的得分。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对于等级模型和加权模型两种评定生活满意度的

优劣，心理学界并没有达成共识。Diener 认为，简单相加的方法忽略了人们对各

个特殊生活领域所赋予的重要性有一定差别，因此在计算反应者的一般生活满

意度时应进行加权计算。〔14〕但是 Andrew 和 Robinson 的研究结果却显示简单相

加与加权相加对于预测一般生活满意度的作用是相同的，其依据是不同个体在

评价生活满意度对不同领域所使用的权重是不同，所以根据加权计算出的生活

满意度得分来进行不同个体或小组之间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15〕

陈世平、乐国安依据他们对生活满意度内涵的界定，认为生活满意度在理论

上至少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部分，因此他们在评定生活满意度时并没有简单依

据单维模型或多维模型( 等级模型和加权模型) ，而是在两者基础上进行综合评

定，使用的测量工具包括 4 个部分: ( 1 ) 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年龄、职业、收

入、文化等。( 2) 生活满意度量表，用因素分析法抽取包括社会环境、政府政策

等 8 个维度。( 3) 采用 Kammann ＆ Flett 编制的情感量表 2。( 4) 主观满意度梯

形评尺。〔16〕

( 二) 生活满意度测量的方法 Neugarten 和 Havighurst 等认为评定一般生

活满意度可以采用两种方式: 他评和自评。〔17〕陈世平、乐国安认为对生活满意度

的测量主要有两种不同方法，一是根据多重差异理论，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的

满意度取决于他在心理上对几个不同差距的信息的总结。这些差距是个人认为

自己目前所具有的与他的期望之间的差距。这些期望取决于: ( 1 ) 有关他人具

有的; ( 2) 过去拥有过的; ( 3) 现在希望得到的; ( 4 ) 预期将来得到的; ( 5) 值得得

到的; ( 6) 认为自己需要的等六个因素。通过测量这些差距来获得个人生活满

意度的信息。这一方法多用于测量某一生活领域的满意度。二是根据社会心理

影响的观点，认为个人生活满意度与诸多社会心理因素有直接关联。如压力、抑
郁、他人支持、内控( 相信个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外控( 意识到的被别人所

控制和意识到的被机遇所控制等) 等。通过找出那些对生活满意度会产生重要

影响的因素，就可以从这些因素的测量来评定生活满意度的高低。〔18〕

( 三)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工具 从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适用于测量不同群

体的生活满意度量表最常用的是 Neugarten 和 Havighurst 等编制的《生活满意度

量表》( Life Satisfaction Scales) ，此量表包括三个独立的分量表，其一是他评量

表，即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 Life Satisfaction Rating Scale) ，简称 LSR; 另两个分

量表是自评量表，分为生活满意度指数 A( Life Satisfaction Index A) 和生活满意

度指数 B( Life Satisfaction Index B) ，简称 LSIA 和 LSIB。另外适用于不同群体的

生活满意度的量表主要还有 Diener 编制的一个包含 5 个项目的总体生活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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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表(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19〕和 Adelmand 发展的感知生活满意

度量表( Perceived Life Satisfaction Scale，PLSS) 。〔20〕由于 Neugarten 和 Havighurst
等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的总测试样本是 177 名 50 及 50 岁以上的老年人，

因而更适用于测量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另外近十几年来，国外开发了一些信

效度较高的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具有代表性的是 Huebner 在 SWLS 的基础

上发展了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Scale，SLSS)〔21〕以及

后来在 SLSS 基础上 Huebner 又专门编制了多维度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 Multi-
dimensional Student’s Life Satisfaction Scale，MSLSS) 。〔22〕该量表是目前青少年满

意度研究领域中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量表，但目前还没有常模资料。
国内在评定不同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时主要借用国外相关经过信效度检验的

生活满意度量表，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 Neugarten 和 Havighurst 等编制的《生活

满意度量表》( Life Satis － faction Scales) 。同时国内一些心理学家在生活满意

度量表的原创性研究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代表性的是王宇中、时松和开发的

《大学生生活满意度评定量表》( CSLSS)〔23〕和张兴贵、何立国等编制的《中国青

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量表》( CASLSS) 。〔24〕何立国、周爱保的概化理论研究表明，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无论是各个因子还是总量表均具有非常优良的

量表特性，值得在实际的工作和研究中加以推广应用。〔25〕

笔者通过对这些测量工具的研究维度和具体项目进行详细比较、分析以后，

发现由于被研究者所属群体、文化以及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研究者对于生活

满意度测量指标的选择上主要是在测量指标全面性、完备性、有效性与可比性、
针对性、可得性上进行着博弈，基本着眼点在于对生活满意度的现状研究、影响

因素研究和比较研究。如何很好地兼顾测量指标的全面性、完备性、有效性与可

比性、针对性、可行性是未来生活满意度测量工具开发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另

外笔者在认真比对了国内学者所编制的一些多维生活满意度量表之后，〔26〕〔27〕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 问卷编制者所选取的项目在时间维度上都是针对现在

或近几周来的生活状况。然而虽然从当前心理学界已经形成共识的生活满意度

的操作性定义来看，生活满意度评价所针对的时间维度是被试者填写问卷时的

那个时段，但是这种评定方式必须建立在所有被试者填写问卷时都事先不约而

同地在纵向时间维度上预先设定了一个时间上的参照点。否则的话，这种编制

问卷的方式很难在最大程度上保证问卷评定的信效度，因为这就像一个心急如

焚的母亲用手机告诉走散在无任何参照物的无边无际的沙漠中的儿子赶快到她

身边去一样，很有可能心想而事不能成。或许以后的生活满意度量表、问卷的开

发者在进行量表、问卷开发时可以把时间维度考虑进去，其实在国外 Neugarten
和 Havighurst 等编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已经考虑到这点了。再一个就是由于

生活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自陈量表是当前最适合的评定方式，因此

本文主要评介生活满意自陈量表的研究概况; 由于篇幅限制，笔者对生活满意度

的其它评定方式就不一一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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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无论是社会科学研究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研究者们通常从客观和主观两

方面考察某种现象、事件的影响因素，因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亦可如此。从文献

检索的情况来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成人、老年和儿童、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

的研究，〔28〕涉及到的与人们生活满意度有关的客观因素主要有生活事件、家庭

工作环境、人口统计学变量、社会化关系等，主观因素主要有认知因素和价值观、
自尊、自我概念以及其他的一些人格因素。

( 一) 客观因素

国外在生活满意度客观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亲子和同伴关系、生
活经历以及人口学变量等方面。总的来说，Gilman 和 Handwerk 在研究中发现

的情况是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不是非常稳定的，而这种满意度的变化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生活环境的变化。〔29〕Mccullough 和 Huebner 等的研究发现，积极的日

常经历是影响青少年的一般生活满意度最重要的因素;〔30〕且日常经历的累积作

用大于积极或消极的主要生活事件的影响。在人口统计学变量方面，值得关注

的是 Huebner 等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论认为人口统计学变量( 性别、年纪等)

对中学生的总体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特殊领域生活满意度的某些维

度具有显著影响，〔31〕这和国内在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研究中过于重视人口学变量

对生活满意度影响很不一样。另外国外研究表明同伴取向和亲子关系是影响青

少年生活满意度的两个重要因素，且对生活满意度有预测作用。如 Man〔32〕和

Leung JP，Leung K〔33〕的研究都表明同伴取向和亲子关系是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

重要预测指标，且 Leung JP 和 Leung K 认为同伴取向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

于父母取向。近年来，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生活满意度研究者的重视，Félix 和

José 的一项跨文化研究表明文化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34〕Peter 和

Anu 的研究进一步认为文化因素只是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与生活满意度的关

系中起调节作用。〔35〕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Gilman 和

Handwerk 等人的研究一致表明身体健康状况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最为重

要的因素。〔36〕

国内在生活满意度客观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和国外一样，认为影响青少年生

活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亲子和同伴关系、生活经历以及人口学变量等方面; 并且

相对于国外研究更为深入，关注到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具体生活领域。如

邵韵平通过对学习障碍和正常学习儿童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发现，学习障

碍儿童对家庭、学校和同伴关系的主观满意程度相对较低。〔37〕郑立新和陶广放

研究了儿童家庭环境、学业成绩、父母教养方式对其主观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指

出儿童的生长环境特别是父母教养方式对儿童生活满意度有明显的影响。〔38〕与

Man 和 Leung JP，Leung K 的研究结论一致，金盛华和田丽丽的研究也表明人际

关系对生活满意度具有较高的预测力，学习困难和外貌同样对生活满意度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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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预测作用。〔39〕与国外相关研究一样，邱林、郑雪〔40〕和刘旺、田丽丽
〔41〕

等认为

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与国外有所不同，国内已

有研究表明性别是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42〕〔43〕〔44〕〔45〕

国内在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相比国外更为丰富、深入。项

曼君和吴晓光等认为经济因素常与健康并列为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两个主

要因素。〔46〕郭晋武的研究显示人际关系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又一个重要

因素。〔47〕崔丽娟和秦菌研究结果表明社会支持网络、文化程度、年龄和性别也是

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48〕宏观社会环境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自本

世纪初开始也受到了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如陈世平和乐国安的研究结果就显示

宏观社会环境对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49〕

从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国内外学者认为影响青少年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的客观因素有一个共同点: 主要与个体低、中级需要特别是归属与爱的需要的满

足有关。国内学者在认为健康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客观因素方面与

国外学者持有共识的同时，把经济因素和健康一并列为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的两个主要因素，这可能和国内外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有关。文化因素对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在对不同国家

被研究者生活满意度的比较研究中来探讨文化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Félix
和 José 则通过对移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来分析文化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

响。〔50〕国内对文化因素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研究在手段和深度上与国外还有一

定差距。
( 二) 主观因素

国外在生活满意度主观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人格和认知因素两

个方面。在人格因素方面，Campbell 提出自尊( self － esteem) 是生活满意度最有

力的预测指标，且这一结论在研究以后研究中被反复验证。〔51〕Heaven〔52〕和

Huebner〔53〕的研究也表明人格因素对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认为人格五因素

中的神经质和外倾分别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McK-
night 等的研究结论认为气质对生活满意度的解释率为 16%。〔54〕Rich 和 Jeffrey
等在一项跨文化研究中详细探讨了完美主义与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关系。〔55〕而

在认知因素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方面，Dew 和 Huebner 在以中学生为被试的研究

中发现，自我概念对其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56〕Giovanni 和 Maria 等研究表明

自我效能感是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重要预测指标。〔57〕Willits 和 Crider 的观察说

明身体患病可能是通过影响健康自评，间接降低了老年人生活满意度。〔58〕Nata-
lie 和 Rob 则进一步在一项研究中对情绪智力、智商和人格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

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59〕另外 Michal 和 Shaul 的研究表明，在受到战争威胁的

国家中，政治态度和看法也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60〕Lohr 和 Essex
等的研究表明良好的心理调整适应过程是维持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的前提，〔61〕这

可能也是主客观因素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中介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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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在生活满意度主观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与国外一样，认为人格与认知因

素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主观因素。陈世平和乐国安认为乐观是对生活满意

度影响最大的因素，其后依次为自尊、自由等。〔62〕金盛华和田丽丽的研究表明中

学生的价值观、自我概念对生活满意度有较高的预测能力。〔63〕刘旺则考察了小

学生自尊与生活满意度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小学生自尊是预测其生活满意度

的重要指标。〔64〕田丽丽和郑雪的研究系统考察了中学生的五种人格因素与多维

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认为它们与生活满意度呈正负相关。〔65〕情感因素对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极大重视。邱林和郑雪的研究表明情感体验是影

响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66〕已有研究也表明情感因素也是影响老年

人生活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如郭晋武的研究表明抑郁症状是预测老年人生

活满意度的一项重要指标。〔67〕项曼君和吴晓光等的研究也表明心境与总体生活

满意度有显著性相关。〔68〕王莹和傅崇辉等的考察结果同样表明老年人的性格、
情绪、孤独感及焦虑程度等也就是人格和认知因素对生活满意度自评具有一定

的影响。〔69〕

从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人格是影响青少年生活满意度

的主要主观因素，与个体的中、高级需要( 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

需要) 的满足有关。不过，与国外学者认为自尊是学者生活满意度最有力的预

测指标不同，国内学者认为乐观是对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的因素，这也许与东西

方文化差异有关。在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主观因素方面，都认为主要与个

体的自我概念有关，这可能是因为与健康等相关的低级需要的满足起着重要的

中介作用。国外学者对政治态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国内目前尚

无学者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
笔者对国外当前生活满意度研究的两篇文献给予了重点关注: 一篇是 Mi-

chael 和 Becky 的研究把对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时间段从过去、现在拓展到了过

去、现在和将来，〔70〕且之前国外 Leung JP 和 Leung K 等学者就已对青少年等群

体生活满意度进行过预测研究，〔71〕但国内尚无学者对此进行探讨，然而这种对

研究时段的拓展既有利于提高被试者评定生活满意度的准确性，又有利于对生

活满意度研究领域的拓展，同时也有利于对生活满意度干预研究的开展，研究者

们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另外一篇是 Simon 和 Paul 这两位经济学家用生活满意度

作为一种方法去评估水灾所造成的损失，把生活满意度研究从目的变成了手段、
方法，提升了研究的价值，心理学研究者可以从中有所借鉴。〔72〕

从以上研究成果来看，相比于国内，国外在生活满意度研究方面成果更丰

富、更深入也更领先。这同时也说明一个问题: 世界范围内生活满意度研究的同

步性不够，根据“木桶理论”，当前这种研究现状势必影响世界范围内生活满意

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同时国内外没有形成稳定的生活满意度研究群体，国

内、国际生活满意度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协作严重不够，这一方面造成众多重复性

研究，另外一方面造成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成果无法及时地在世界范围内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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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共享。从已有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的心理机制( 如归

因、社会比较等) 几乎没有进行专门探讨。

五、展 望

积极心理学是当代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思潮，生活满意度作为积极心理学的

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心理学的一大研究热点，这既是与心理学和整个社会学领域

的发展变化方向相一致的表现，又是心理学实现引导人们走向幸福、快乐这一历

史使命的必然途径。
然而“伊斯特林悖论”( Easterlin Paradox)〔73〕揭示的财富对于幸福、满意、快

乐的边际递减效应更是使人们认识到要想使人们更加快乐、幸福、满意并不是一

件简单的事。这从目前国内外心理学对主观幸福感和其关键性指标生活满意度

的阶段性成果的分析中正好可以得到印证。一方面，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成人

和老年人群体的研究，儿童和青少年的这方面研究才刚刚起步，且主要针对城市

样本，因而研究面较窄; 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人口统计学变量等客观

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对认知、人格等主观因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所研

究，但重复性研究有余，深入性不够; 再一个就是跨文化研究主要局限于不同国

家之间相关群体生活满意度的比较研究，同一国家生活的不同民族之间、移民生

活满意度研究等跨文化研究形式非常少见; 跨学科( 如与其他社会科学协作) 的

研究更是少见，这使得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不能得到很好保证。
从对国内目前的生活满意度研究结果的分析来看，除了以上所表述的一些

局限性以外，从已有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存在以下两点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方

面，心理学界对生活满意度的内涵的界定没有达成共识，如陈世平和乐国安等认

为生活满意度在理论上至少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部分，而大部分学者同意 Shin
和 Johnson 的观点认为生活满意度只是主观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另一方面，比较

成熟的生活满意度测量工具的原创性开发成果主要针对青少年群体，鲜有研究者

致力于针对其他群体以及适应于不同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原创性测量工具的开发。
笔者认为，在科学、准确界定生活满意度内涵的基础上，当前国内心理学研

究者在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加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原创性研究( 本土化研

究) 、生活满意度产生的心理机制、生活满意度的干预性研究以及加强国内、国

际研究者之间的协作等方面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注释:
〔1〕周嵚、石国兴:《积极心理学介绍》，《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 年第 2 期。

〔2〕〔3〕Shin DC，Johnson DM． Avowed happiness as an overall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

cators res － earch，1978，5，pp． 475 － 492．

〔4〕Ed Diener． Traits can be powerful，but are not enough: lessons from subjective well － be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1996，30，pp． 389 － 399．

〔5〕Veenhoven，R． Conditions of happiness． Dordrecht，Holland: Reidel．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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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es to China’s pre － modern elitist thoughts，their ideas or proposals can be developed into cer-
tain trends only by being publicized among the populace and being shaped into theoretical systems in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remoulding the society． The trends thus formed possess both the social and
epochal features． The duration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till the break of the Sino － Japanese War
in 1894 is the burgeoning period of pre － modern China’s social thoughts． Throughout the period，
what appeared are merely elitist ideas rather than any social trends of thoughts in the strict sense．
Hence，ideas of administration，westernization and earlier reformation should be labeled as elitist
thoughts instead of trends of social thoughts． The War between China and Japanese in 1894 should
be accordingly regarded as the watershed dividing the elitist thoughts and trends of social thoughts of
pre － modern China． And it is since the end of the 1894 Sino － Japanese War that the pre － modern
witnessed the true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of various trends of social thoughts．
Key words: the social trend of thoughts; mass media; elitist thoughts; the Sino － Japanese War in 1894

Hu Bin
Xiamen University

Comment on Reform Measures of High － quality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Basic Education

Abstract: The reform of the basic education for high quality and equilibrium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ree key issues: ( 1)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the right for choice; ( 2 )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 ( 3 ) standardization of evaluation of educa-
tional outcomes and school improvement． Around these issues，it has taken school choice，voucher
system，charter schools，school finance reform，teacher qualifications reform，compensatory educa-
tion，voluntary nat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s，standardized testing，accountability，etc． as reform
measures． These measur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as well as negative on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
view these measures and their effects in order to rethink and inspire the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
na．
Key words: United States; basic education; charter schools; school vouchers; standard test; accoun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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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Life Satisfaction

Abstract: Through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the background of research on life satisfaction was briefly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and theorie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achieved on life satisfaction were also
mainly introduced from the point of concept，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n some prob-
lems were pointed out． At last，we prospect the future research on life satisfaction: researching field
should be expanded，intercultural research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should be increased，locali-
zation study should be strengthened，and enough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psychological mecha-
nism on life satisfaction，intervention study on life satisf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Key words: life satisfaction; measurement; need; personality factor; intervention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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