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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微观调查数据，构建Ordered-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就业质量对退役运动员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评价存在较大差异；就业质量的

就业稳定性、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和收入指标具有显著的主观幸福感促增效应，且促增效应

依次递增；劳动强度指标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降减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职业发展、社

会保障变量对健将技术等级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更强；收入、就业稳定性指

标对一级及以下技术等级退役运动员的主观幸福感促增效应更强，劳动强度的主观幸福感

降减效应也更强。因此，应依法保护运动员基本权利，促进退役运动员充分就业及收入合

理增长，增强就业稳定性，保障职业发展，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工作时间自主性，提升退

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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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micro survey data,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em‐

ployment quality on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of retired athletes by using the Ordered-

Probit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find tha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 evaluation of sub‐

jective well-being of retired athletes.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social security, career develop‐

ment and income indicators of employment quality have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sub‐

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promoting effect increases in turn; work intensity has a significant re‐

ducing effect on retired athletes’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aree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of high-tech retired athletes is

stronger, on the promoting effec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income, employment stability of first-

level and below technical level retired athletes are more significant; employment intensit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reduction effect is also stronger. It is proposed to protect the basic rights

of athletes in accordance with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ports, promote the

full employment and reasonable income growth of retired athletes, enhance the stability of em‐

ployment, ensure career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autonomy of

working hours, and enhance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etired athletes.

Keywords: retired athletes; employment quality; subjective well-be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

public of China on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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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一切幸福

的源泉。”因此，就业是取得收入实现可持续生计、获得身份地位和尊严，提升幸福感的

最重要途径（Easterlin et al.，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运动员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承载者和实践

者，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提高退役运动员幸福感

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支撑。但目前，退役运动员仍存在就业不充分和就业稳定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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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酬较低、社会保护不充分、未来生活预期不乐观等

问题。2022年 6月 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

简称《体育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新《体育法》

规定：“加强对退役运动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

为退役运动员就业、创业提供指导和服务”。那么，就业质

量对我国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有哪些影响？这些影响

是否存在差异？如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满足退役运动员

美好生活的需要？厘清上述问题能够拓展退役运动员就

业及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研究，为制定运动员就业保障

政策提供经验证据。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

析就业质量对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问题。

1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1.1 文献综述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根据内心理想标准对实际生活状

态做出的整体性评价和情感体验，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

整体性特点，主要通过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的问询

调查来衡量（Abdel-Khalek，2006；Diener，1984）。自 East‐

erlin（1974）提出国民收入增长不必然带来幸福感提升的

“Easterlin悖论”以来，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受到学者

的广泛关注。

就业质量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机理方面，就业质量是

劳动者就业状况的综合反映，源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

体面劳动理念，即促进男、女在自由、公平、安全和具备人

格尊严的条件下获得体面的、生产性的、可持续工作机会

（ILO，1999）。国际组织和学者们提出的测量指标不完全

一致，微观层面就业质量主要包括收入水平、社会保障、

工作稳定性、劳动强度、职业发展等核心维度（Erhel

et al.，2015；UNECE，2010）。理论上，收入直接满足个体

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但收入的边际效应递减（Easter‐

lin，2001）。社会保障具有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健康水平

和阶层认同感的功能，同时也存在收入的挤出效应，设计

合理的制度安排能提升主观幸福感（Baker，2010）。稳定

的工作能更好地保障劳动权益，灵活就业也可满足工作

自由偏好，发挥个体比较优势而提高主观幸福感（Clark

et al.，2008）。超强度工作通过身心健康和工作家庭冲突

机制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抑制效应（Draca et al.，2004）。职

业发展能建立乐观的未来生活预期，显著提升主观幸福

感（Winkelmann et al.，1998）。因此，就业质量的各维度

形成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多重路径。

就业质量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

者重点研究了就业质量评价及对城市青年、流动人口等

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苏丽锋等（2015）建立了包括工作与

专业匹配度、工作生活平衡度、劳动报酬以及职业地位维

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朱火云等（2014）构建了四维度宏观

就业质量指标体系。杨昕（2021）构建五维度微观就业评

价指数，发现收入、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机会对城市青年

主观幸福感有促进作用，且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工作强度

和稳定性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卢海阳等（2017）基于六

维度指标的研究发现，劳动报酬、参加社会保险对流动人

口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时间、签订劳动合同对

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也有学者研究了就业质量单

一维度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其中，绝对收入、

相对收入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罗楚亮，2009）。

非正规就业显著降低了主观幸福感，且不同地区、个体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丁述磊，2017）。劳动时间对灵活就业

者主观幸福感具有激励与抑制双重效应，标准劳动时间

有助于实现幸福感的最大化（张琪 等，2022）。另外，主观

幸福感同时受到个体特征、宏观环境的影响（吴愈晓 等，

2015；赵文龙 等，2022）。

现有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研究视

角，但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复杂、多元，理论预

期方向甚至相反；针对不同群体的实证检验结论不一致；

鲜见直接关注退役运动员群体就业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效应研究。基于此，本研究用“就业质量”指代退役

运动员就业状况的优劣，包括收入状况、就业稳定性、社

会保障水平、劳动强度和职业发展状况 5个维度。从微观

层面分析就业质量对退役运动员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效应。

1.2 研究假设

退役运动员的就业质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存

在特殊性。在组织安置和自主择业相结合的制度背景下，

除极少数退役运动员仍享受国家安置就业政策以外，绝大

多数退役运动员都会进行自主择业。运动员长期从事专

项训练，形成了对运动职业的客观依赖和心理依赖，退役

后失去运动员身份所承载的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职业

发展等收益，更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高质量的就业能

促进退役运动员有尊严、体面地融入社会，带来较高的主

观幸福感体验。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H1：就业质量

对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

主观幸福感具有发展阶段性。个体在满足较低层次

的基本需求后，将追求更多的物质满足和平等、尊重等高

层次的目标（Maslow，1943）。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参照点

理论，退役运动员经历了职业转换冲击，在获得较为稳定

的生活保障后将向更高的参照点看齐，因此，就业收入、

职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对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可

能更强烈。随着新产业、新业态的兴起，灵活性就业等已

成为普遍现象，就业稳定性、劳动强度的影响可能会被弱

化。不同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个体对就业功能的依赖

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就业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效应存在异质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H2：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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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不同维度对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

异；H3：就业质量对不同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

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2.1.1 问卷设计与检验

参照已有研究（明娟 等，2015；莫旋 等，2021；苏丽锋

等，2015）设计退役运动员就业状况调查问卷；采用专家

评判和再测法修改、优化问卷，问卷内容效度符合社会学

研究要求；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对问卷进行

信度检验，Cronbach’s α为 0.872，表明问卷具有较好的内

部一致性。

2.1.2 数据收集

通过2017年12月实施的全国退役运动员就业状况跟踪

调查（A follow up survey on the employment of retired ath‐

letes in China，FSERA）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为 2007—2017

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①参加职业转型培训的退役运动

员，涵盖田径、游泳、体操、冰雪、球类、格斗、射击、举重等 8

类运动项目，调查内容包括主观幸福感、个体特征、就业特征

等问题，运用分层抽样和配额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发放调查问

卷1 520份，回收有效问卷1 471份，有效率为96%（表1）。

2.2 变量设定

2.2.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退役运动员的主观幸福感。参照中国

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运用

的单项目主观幸福感测量方法，在问卷中询问退役运动

员“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将答案从“非

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一般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

依次赋值为 1、2、3、4、5，由退役运动员进行自我评分。样

本主观幸福感评价的平均值为 3.28，标准差是 0.999，平均

值介于“一般幸福”和“比较幸福”之间，表明主观幸福感

评价总体上处于“一般幸福”偏上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和提升空间（图 1）。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是退役运动员就业质量。借鉴微观就

业质量测量框架（Erhel et al.，2015），结合数据可得性，选

择收入、就业稳定性、劳动强度、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 5个

维度衡量退役运动员就业质量。收入是衡量就业质量最

重要的指标，用“月平均收入”测量，包括工资、业绩提成

和奖金等，计量分析时做取对数处理，以降低收入差距对

估计结果稳健性的影响；劳动强度是负向指标，用“周平

均工作小时数”测量；就业稳定性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

测量；社会保障用“是否拥有社会保险”测量；转型就业是

退役运动员职业生涯的典型特征，用退役后“工作与职业

发展的匹配度”衡量其转型就业的职业发展水平。

对就业质量的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

xqua
ij =

xij - min j

max j - min j
( )j = 1，2，3，4，5 （1）

其中，i为被调查的退役运动员个体；j为5个测量维度；

①纳入本研究的地区不包括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主要原因是

这3个地区的统计指标与纳入研究的31个省域有所区别，且样本数

据较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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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评价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Retired

Athletes

表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Samples

题项

性别

男

女

年龄

25岁以下

26～30岁

31～35岁

35岁以上

运动员技术等级

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

二级及以下

受教育程度

研究生

本科及大专

高中及中专

初中及以下

就业地区

东部

中部

东北部

西部

运动项目

田径

游泳

体操

冰雪

球类

举重

格斗

射击

频率/n

730

741

544

575

259

93

116

517

521

317

109

1 215

118

29

402

327

529

213

221

53

36

69

336

574

123

59

百分比/%

49.6

50.4

37.0

39.1

17.6

6.3

7.9

35.1

35.4

21.6

7.4

82.6

8.0

2.0

27.3

22.2

36.0

14.5

15.0

3.6

2.5

4.7

22.8

39.0

8.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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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为第 i个被调查者的 j维度指标的值；max j和min j分别为 j

维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2.3 控制变量

幸福感还受个体特征及地区发展水平的影响（王艳萍，

2017），控制其他可能影响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年

龄、运动员技术等级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变量，为了考

察年龄与主观幸福感是否存在U型关系，年龄取平方值。同

时控制就业地区变量，考察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可

能产生影响（表2）。

2.3 计量模型

为了研究就业质量对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效应，构建基准回归模型：

Happiness i = α + βQuality i + γControl i + ε i （2）

其中，Happiness i 为第 i 个被调查者的主观幸福感；

Quality i 为第 i个被调查者的就业质量；Control i 为第 i个被

调查者的系列控制变量；α、β为待估参数；γ为待估系数

向量；ε i 为随机扰动项。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利用 STATA15.0 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MLE）选择

Ordered-Probit 模型对式（2）进行估计，并采用异方差稳健

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模型 1）。为了检验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同时估计了 OLS 回归模型（模型 2）；为减少被调查

者因标准不同带来的主观评价偏误，将“比较幸福”和“非

常幸福”赋值为 1，“比较不幸福”“非常不幸福”“一般幸

福”赋值为 0，重新赋值后使用二值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模型 3），将三者结果进行对比较（表 3）。

模型 1 中，核心解释变量中的就业收入、就业稳定

性、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在 1% 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劳

动强度在 1% 统计意义上为负，表明各变量都是显著影

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假设 H1 得到验证。模型 2

回归系数表明，收入的影响效应最显著；职业发展、社会

保障的影响效应较明显；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效应较小；

劳动强度显著削弱了主观幸福感，影响效应也比较

小。同时，模型 2、模型 3 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方向、显

著性水平与模型 1 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基准回归

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假设 H2 和 H3 得到

验证。

控制变量中的运动员技术等级、就业地区变量分别在

1%、10% 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二者均降低了主观幸福

感；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不显著，表明主观幸福感对

三者不敏感。

3.2 边际效应分析

在就业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中，变量的边际

效应是该变量对被访者选择某一分值主观幸福感概率的

影响，边际效应能在验证整体参数估计的基础上给出更多

有价值的信息，进一步检验就业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效应。本研究的主观幸福感是从低到高取值为 1～5的有

序离散变量，对应每一个分值的主观幸福感选项，各变量

都存在不同的边际效应值（表 4），图 2 反映了边际效应值

及其随主观幸福感取值的变动趋势。

核心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1）收入、职业发展、社会保

障和就业稳定性显著降低选择分值1、2的主观幸福感概率，

提升选择分值 4、5的主观幸福感概率。以分值 1和 5为例，

收入、职业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稳定性每增加1%，选择分

值 1的概率分别下降 8.0%、4.1%、2.4%和 1.7%，而选择分值

5的概率分别提升13.0%、6.7%、4.0%和2.9%，表明绝对收入

仍然是目前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来源；退役后

表2 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Definition of Main Variables and Results of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

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主观幸福感

收入

就业稳定性

劳动强度

社会保障

职业发展

性别

年龄

运动员技术等级

受教育程度

就业地区

定义

非常不幸福=1，不幸福=2，一般幸福=3，幸福=4，非常幸福=5

连续变量；月平均收入/元

虚拟变量；已签订固定期限合同或长期合同=1，无=0

连续变量；周工作时间/h

虚拟变量；拥有“五险”=1，其他=0

连续变量；工作与职业规划非常匹配=5，比较匹配=4，一般匹配=3，

比较不匹配=2，非常不匹配=1

虚拟变量；男=1，女=0

连续变量

分类变量；国际级运动健将=5，运动健将=4，一级=3，二级=2，三级=1

分类变量；研究生=5，大专及本科=4，高中及中专=3，初中=2，小学及

以下=1

分类变量；东部=4，中部=3，东北部=2，西部=1

平均值

3.28

4 008.5

0.590

42.990

0.555

2.943

0.50

27.58

3.22

3.95

2.71

标准差

0.999

2 159.3

0.491

2.556

0.497

1.775

0.482

4.792

1.027

0.481

1.180

最小值

1

1 500

0

20

0

1

0

20

1

1

1

最大值

5

8 500

1

60

1

5

1

42

5

5

4

注：均为标准化前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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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与职业发展相一致的工作有助于实现人生价值，形

成良好职业预期，对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社会保障

制度能够平滑消费波动、改善健康水平；稳定的工作能更

好地保障劳动权益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2）超强度劳动

显著提高选择分值 1、2的主观幸福感概率，降低选择分值

4、5的主观幸福感概率，表明超标准工作时间会对退役运

动员健康、工作家庭平衡等产生负面影响，削弱了主观幸

福感。

控制变量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也值得重视。1）退役

运动员的技术等级每提高 1%，选择分值 4、5 的主观幸福

感概率分别显著下降 1.6% 和 1.7%，表明运动员技术等级

提高了退役运动员职业发展的参照标准和预期，退役后

的生活反差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更大。2）西部、东北

部就业地区提高了选择分值 4、5 的主观幸福感概率，中

部、东部就业地区物价水平较高，工作节奏较快，生活和

工作压力较大，提高了选择分值 1、2、3 的主观幸福感概

率。3）受教育程度变量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原因是运

动员文化教育质量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竞争力，未

能充分发挥教育促进就业、提升主观幸福感的作用。4）

性别、年龄对主观幸福感未见显著影响，表明性别、年龄

不是影响退役运动员群体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

边际效应-主观幸福感变动趋势线直观反映了边际

效应随主观幸福感取值变动的情况（图 2）。从边际效应

角度，主要变量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收入、社会保障、职业

发展和就业稳定性具有显著的主观幸福感促增效应；第

二类为工作强度、运动员技术等级和就业地区具有显著的

主观幸福感降减效应。从边际效应强度角度，第一类变

量中选择分值 5 的主观幸福感概率值由高到低依次是收

入、职业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稳定性；第二类变量中选择

分值 1的主观幸福感概率由高到低依次是运动员技术等

表3 就业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Ordered-Probit回归和稳健性检验

Table 3 Effect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Ordered-Probit Regression and Robustness Test

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收入（对数）

就业稳定性

劳动强度

社会保障

职业发展

控制变量

性别

年龄（平方）

运动员技术等级

受教育程度

就业地区

Pseudo R2

模型1（n=1 471）

0.823***（0.131）

0.183***（0.066）

-0.037***（0.011）

0.255***（0.067）

0.423***（0.022）

0.064（0.058）

-0.000 1（0.000 1）

-0.109***（0.029）

-0.030（0.063）

-0.051*（0.028）

0.139

模型2（n=1 471）

0.635***（0.100）

0.148**（0.051）

-0.027***（0.009）

0.189***（0.051）

0.320***（0.016）

0.053（0.045）

-2.199e-5（0.000 1）

-0.085***（0.023）

-0.016（0.049）

-0.039*（0.022）

0.310

模型3（n=1 471）

0.945***（0.186）

0.154*（0.085）

-0.044***（0.014）

0.260***（0.086）

0.446***（0.028）

0.139（0.089）

-0.000 1（0.000 1）

-0.112**（0.038）

-0.012（0.081）

-0.047*（0.036）

0.211

注：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差；***、**、*分别表示在1%、5%、10%统计意义上显著；下同。

表4 就业质量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边际效应：Ordered-Probit回归

Table 4 Marginal Effect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 n=1 471
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收入（对数）

就业稳定性

劳动强度

社会保障

职业发展

控制变量

性别

年龄（平方）

运动员技术等级

受教育程度

就业地区

Pseudo R2

边际效应

很不幸福

-0.080***（0.013）

-0.017***（0.006）

0.004***（0.001）

-0.024***（0.006）

-0.041***（0.003）

-0.006（0.005）

1.42e-06（0.000）

0.010***（0.003）

-0.003（0.006）

0.005*（0.002）

0.137

较不幸福

-0.083***（0.014）

-0.018***（0.006）

0.004***（0.001）

-0.026***（0.006）

-0.043***（0.003）

-0.006（0.006）

1.49e-06（0.000）

0.011***（0.003）

0.003（0.006）

0.005*（0.002）

一般幸福

-0.087***（0.014）

-0.019***（0.007）

0.004***（0.001）

-0.027***（0.007）

-0.044***（0.003）

-0.006（0.006）

1.55e-06（0.000）

0.011***（0.003）

0.003（0.006）

0.005*（0.003）

比较幸福

0.121***（0.019）

0.026***（0.009）

-0.005***（0.001）

0.037***（0.009）

0.062***（0.003）

0.009（0.008）

-2.14e-06（0.000）

-0.016***（0.004）

-0.004（0.009）

-0.007*（0.004）

很幸福

0.130***（0.021）

0.029***（0.010）

-0.006***（0.001）

0.040***（0.010）

0.067***（0.004）

0.010（0.009）

-2.31e-06（0.000）

-0.017***（0.004）

-0.004（0.010）

-0.008*（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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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就业地区和劳动强度。假设H1和H2得到进一步验证。

3.3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就业质量各维度对不同特征的退役运动

员主观幸福感影响效应的差异性，选取技术等级这一退役

运动员典型特征，将全样本分为健将（国际级运动健将、运

动健将）、一级及以下（一级、二级和三级运动员）技术等

级的两个分群体样本，运用 Ordered-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表 5）。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和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异质性回归结果显示：1）收入对两个分群体主观幸

福感的影响都在 1% 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且收入对一级

及以下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更

大，提高收入水平更能显著提升其主观幸福感。2）社会

保障变量对健将、一级及以下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主

观幸福感的影响分别在 1%、5% 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且

社会保障变量对健将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的主观幸福

感的边际效应更大，表明健将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更

注重安全的预期收益和阶层认同，参与社会保障更能提

升其主观幸福感。3）劳动强度对一级及以下技术等级的

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 5% 统计意义上显著为

负，对健将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的主观幸福感影响不

显著，表明一级及以下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经常从事

劳动强度较高的工作，超强度工作更能显著影响其生活

并带来更大的主观幸福感损失。4）职业发展对两个分群

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在 1% 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

效应大体相当；就业稳定性对两个分群体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都在 5% 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应大致相同，

表明稳定、符合职业发展预期的工作能显著提升退役运

动员主观幸福感。因此，假设H3得到验证。

4 讨论

就业关乎退役运动员生计、社会地位和尊严，是促进

运动员全面发展的有效路径，就业质量是提升主观幸福

感水平的关键因素。与已有文献基本一致（罗楚亮，

2009），收入对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促增效

应，且对低技术等级运动员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边际效应

更强。退役运动员通过转型就业获得合理的收入是实现

可持续生计、不断提升需求层次和主观幸福感的最重要

前提。本研究调查显示，2017年退役运动员总体就业率为

82.2%，其中 57.2%的退役运动员月平均收入在 4 000元以

下，低于全国 4 782.82 元的月平均工资水平，制约了退役

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职业发展显著提升退役运动员的主观幸福感。根据工

作匹配模型，实现人职匹配是职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退役

运动员经历转型就业的冲击，更希望获得与职业发展高

度相匹配的工作岗位，形成良好的职业发展预期，发挥人力

-0.09
-0.07
-0.05
-0.03
-0.01
0.01
0.03
0.05
0.07
0.09
0.11
0.13

1 2 3
4 5

边
际

效
应

主观幸福感

收入 (取对数) 就业稳定性 劳动强度

社会保障 职业发展 运动员技术
等级就业地区

图2 边际效应-主观幸福感变动趋势线

Figure 2. Marginal Effect-Subjective Well-Being Changing

Trend Line

表5 就业质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样本Ordered-Probit回归

Table 5 Effect of Employment Quality on Subjective Well-Being：Subsample 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

变量

健将

收入（对数）

就业稳定性

劳动强度

社会保障

职业发展

一级及以下

收入（对数）

就业稳定性

劳动强度

社会保障

职业发展

回归系数

0.591***（0.201）

0.182*（0.101）

-0.011（0.017）

0.372***（0.105）

0.448***（0.035）

0.885***（0.175）

0.185**（0.087）

-0.058***（0.015）

0.171**（0.087）

0.402***（0.029）

边际效应

很不幸福

-0.060***（0.021）

-0.018*（0.010）

0.001（0.001）

-0.038***（0.011）

-0.045***（0.005）

-0.082***（0.018）

-0.017**（0.008）

0.005***（0.001）

-0.015*（0.008）

-0.037***（0.004）

较不幸福

-0.053***（0.018）

-0.016*（0.009）

0.001（0.001）

-0.033***（0.009）

-0.040***（0.004）

-0.099***（0.020）

-0.020**（0.009）

0.006***（0.001）

-0.019*（0.009）

-0.045***（0.004）

一般幸福

-0.063***（0.022）

-0.019*（0.011）

0.001（0.001）

0.040***（0.011）

-0.048***（0.005）

-0.092***（0.019）

-0.019**（0.009）

0.006***（0.001）

-0.018*（0.009）

-0.042***（0.004）

比较幸福

0.094***（0.032）

0.029*（0.016）

-0.001（0.002）

0.059***（0.016）

0.071***（0.005）

0.122***（0.024）

0.025**（0.012）

-0.008***（0.002）

0.023*（0.012）

0.055***（0.004）

很幸福

0.083***（0.029）

0.025*（0.014）

-0.001（0.002）

0.052***（0.015）

0.063***（0.006）

0.152***（0.030）

0.031**（0.015）

-0.010***（0.002）

0.029*（0.015）

0.069***（0.005）

观测值

633

633

633

633

633

838

838

838

838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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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优势，提高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效率，在二次职业生涯中

实现个人价值，因此，职业发展对主观幸福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保障显著提升退役运动员的主观幸福感。高技

术等级退役运动员拥有优势就业资源，更有条件获得正

规工作，倾向追求更高的需求和社会保险福利，以降低不

确定性、提高社会地位和自我认同，因此，拥有社会保障

对健将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其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

应更强；低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从事灵活就业比重大，

就业流动性强，相关企业和个人参与社会保险的意愿较

低，社会保障对其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相对较弱。本

研究调查显示，2017年仅有 66.4%的退役运动员参加了社

会保险，其中高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的参加比例更高。

就业稳定性显著提升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且对

一级及以下运动员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效应更强，这与就业稳定性对青年主观幸福感影响

不显著的观点不一致（杨昕，2021）。签订劳动合同建立

正式的劳动关系意味着拥有工资、社会保险等制度性的

合法权益保障，经历转型就业的冲击，退役运动员更偏好

实现稳定就业，但随着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劳动关系

的非标准化趋势更加凸显，退役运动员在劳动力市场中

明显处于弱势。本研究调查显示，2017 年退役运动员的

劳动合同签订率仅为 50.1%，就业稳定性对一级及以下技

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相对更强。

劳动强度显著降低一级及以下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

员的主观幸福感，对健将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主观幸

福感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与已有研究相似（吴伟炯，

2016），超时工作对主观幸福感负向影响存在异质性，一

级及以下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多从事非正规工作，健康

损耗、工作家庭失衡较多，但获得的收入、成就感和职业发

展等回报却较低，付出-回报失衡削弱了就业的主观幸福

感；健将退役运动员更容易实现工作付出-回报的平衡，

因此劳动强度虽然降低主观幸福感，但其影响并不显著。

控制变量中，地区变量对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

影响与《中国美好生活大调查》结论一致，经济发展状况

较好的地区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降低了主观幸福感；受

教育程度对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原因是

运动员文化教育不系统，导致教育对提升就业能力、获得

更高的成就感和幸福感的正向作用缩水（赵文龙 等，

2022）；运动员技术等级与主观幸福感负相关，原因是高技

术等级运动员有更高的竞技水平和声望，对职业发展的期

望值也较高，退役后经济状况和社会声望达不到预期而

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更强烈，其主观幸福感损失更大。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5.1 研究结论

1）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评价存在较大差异，就业

质量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劳动报酬、职业发展、

拥有社会保障和稳定工作对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收入提升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最强，

职业发展、社会保障和就业稳定性提升主观幸福感的边际

效应比较强，劳动强度降低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最弱。

3）异质性分析发现，职业发展与社会保障对健将退役

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更大；收入、就业稳定性对

一级及以下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

应更大；劳动强度对一级及以下技术等级的退役运动员

造成了显著的主观幸福感损失，但对健将技术等级的退

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5.2 政策启示

以上研究结论肯定了就业质量在提高退役运动员主

观幸福感方面的积极作用。增进民生福祉已经成为国家

治理的价值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提高保障和改善

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新修订的《体育法》增设

了保护运动员基本权利的条款，为解决退役运动员就业问

题从源头提供了法律依据。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

启示。

1）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与就业技能培训。新修订的

《体育法》规定：“依法保障运动员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

应加强体育、教育等相关部门对运动员文化教育的保护、

给付义务，完善竞技人才培养机制；构建运动训练与文化

教育、就业培训相平衡的运动员“双职业发展”模式（李娜

等，2021）；建立包括文化课测试的优秀运动员入学优待

政策，树立正确价值导向；支持更多的基层运动员接受高

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完善以政府相关部门为主导的职业

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制度体系，提高服务的科学化、规范

化水平，提高转型就业和幸福感的自主建设能力，使退役

运动员的幸福感提升动力更强、基础更加坚实。

2）增强退役运动员就业稳定性。拓宽就业安置渠

道，创造更多更稳定的就业岗位，支持优秀退役运动员从

事学校体育教师、教练员工作；依法通过捐赠、赞助等筹

措资金扶持创业，以创业促进稳定就业；加强劳动力市场

正规化建设，推动从事非正规就业的退役运动员走向正

规岗位；鼓励和倡导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力量为退役运

动员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和自我实现机会，提高劳动合

同签订率，使退役运动员的幸福感更加稳定。

3）提高退役运动员社会保障水平。新修订的《体育

法》规定：“加强对退役运动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和社会保

障”。应健全广覆盖、多层次的运动员社会保障体系；提

高退役运动员全国社会保障参与度，实现退役运动员社

会保障关系的有序衔接、转移；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发

展运动员职业年金；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运动员伤残互助

保险给付标准；开发意外伤害保险等补充保险市场，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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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次的保障需求，使退役运动员的幸福感更有保障。

4）提高退役运动员工作时间自主性。随着生产方

式、生产结构的转变，非标准工作时间现象日益趋于普遍

化（吴伟炯，2016）。应依法治理过度劳动，促进社会合

作，减少过度竞争；促进工作付出-回报的平衡，不断提高

退役运动员收入水平、工作成就感等工作绩效；提高工作

时间自主性，赋予包括退役运动员在内的劳动者结合自

身需求，适度调整工作时间安排的就业权力，提高工作时

间的配置效率，实现幸福感的最大化。

5.3 研究展望

新修订的《体育法》为促进退役运动员转型就业提供

了法律依据，同时把运动员就业与社会保障的深层次问

题推到了改革的前沿，未来可在以下方面进行探索。

1）退役运动员就业质量的测量评价。现有的就业质

量测量指标多基于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并不完全符合

中国运动员发展情景，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多维度评价标

准，利用更精准的测量统计方法，更全面、准确地研究退

役运动员就业状况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退役运动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的政策体系研究。提

升主观幸福感已成为检验经济社会政策效果的重要依据，

未来需要从提升幸福感目标出发，依据新《体育法》对运

动员文化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政策的实施绩效进行

专题研究，促进政策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3）退役运动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协同治理研究。运

动员群体职业发展过程中学训矛盾、二次择业、健康受损

等职业风险叠加，未来需依据新《体育法》，探索如何构建

政府主导、社会监督、多方协商的协同治理格局，提高就业

质量和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升退役运动员主观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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