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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家庭居民认知与行动调查研究
———以江苏省Ｎ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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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政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４）

摘　要：绿色家庭创建是近年来政府在个人行动、居民家庭层面促进绿色社区建设和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通

过对江苏Ｎ市居民绿色家庭认知情况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论证居民受教育程度与环保参与意愿、政策宣传与居

民绿色认知、居民绿色意识与绿色行为之间的关系，并结合 Ｎ市绿色家庭创建与推广的实际情况，提出应采取

加强绿色教育和宣传、带动居民参与环保活动、完善沟通渠道等多种方式提升居民对绿色家庭的认知，以推动绿

色家庭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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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生活环境、

理念的改变，人们也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１］。环境

保护从以政府为主导、强调政策的自上而下执行向

人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个人环保意识、践

行个人环保行动转变，呈现出动态的政府居民互动

现象［２］。在此过程中，不仅有自上而下的政策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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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更有居民家庭层面的自觉行动与支持。绿色家

庭创建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对居民家庭环境保护

意识进行塑造、提升和推广的重要途径，其也可以

间接促进社区和城市环境改善，有效促进资源节

约、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为更好地发挥绿色家庭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各级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共同推动绿色家

庭的创建。２００３年世界环境日，全国妇联和国家

环保总局发起了“人人行动起来，营建绿色家庭”的

倡议，并于２００５年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绿色家

庭”评选活动。随后，各地也相继进行了绿色家庭

的评选活动。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生态文明建

设提升为“千年大计”，强调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

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

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

和绿色出行等行动”。总的来说，随着相关政策的

颁布及活动的开展，绿色家庭的创建取得了较好的

成效。

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绿色消费、绿色出

行、绿色生活方式、绿色社区等与绿色家庭相关的

内容上。狄端云认为，创建绿色家庭是公众环境保

护教育的重要途径［３］；刘蔚探讨了绿色社区和绿色

家庭的关系，认为绿色生活方式有５个Ｒ，绿色家

庭应建立在绿色社区构建的基础之上［４］；崔亚岚认

为，农村绿色家庭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基础，是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环节，提出通过提升农民的环

保意识、绿色系统工程进农户、加强村镇规划、创建

绿色示范家庭等措施来推进农村绿色家庭的建

设［５］；袁玲双等指出，每个家庭和家庭成员都应该

是创建绿色环保家庭的主力军，应通过媒体宣传、

知识竞赛等方式宣传绿色家庭［６］。结合国内官方

的评选标准和相关研究，本文认为绿色家庭是一

种在低碳经济模式下，家庭成员自主学习环境保

护知识，具有环保价值观念，参与环境保护，践行

科学、健康、文明、和谐、节约的生活方式，顺应自

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秉持绿色发展理念的社

会生活单位。

一、调查方法

绿色家庭创建在我国推行时间不长，因此对于

很多居民来讲还是新鲜概念，认知度并不高。绿色

家庭创建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保护措施，是否已经

得到居民的认可？在推行过程中，居民对绿色家庭

的认知是否会影响其行动？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选

取江苏省 Ｎ市为研究对象，对该市绿色家庭居民

认知与行动状况进行分析。立足于大量的文献搜

索和分析，本课题组对国内外绿色家庭的研究现

状、具体创建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并对政府政策文

献进行查询研究，分析影响绿色家庭创建的主要因

素，并以此为据设计问卷。同时，通过对网上资料

进行查询、筛选，以及实地调研与访谈，了解到Ｎ市

有５个行政区域绿色家庭建设较为典型，因此本研

究选择以上行政区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样本来自

不同行政区域的不同群体（包括社区工作人员、公益

组织成员、企业工作者及一般社会公众），以了解不

同人群对绿色家庭的认知情况。问卷随机发放，当

场填写并回收。本次调查一共发放问卷６００份，回

收６００份，回收率１００％，其中有效问卷５２４份，有效

回收率为８７．３％，样本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问卷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类别 占比／％

性别 男 ５５．５６

女 ４４．４４

年龄 ２０岁以下 ２１．１１

２１～３０岁 ２５．５６

３１～４０岁 ２６．６６

４１～５０岁 １５．５６

５１～６０岁 ６．６７

６１岁以上 ４．４４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１１．１０

高中／中专 １７．７８

大专 １６．６７

本科 ４５．５６

研究生 ８．８９

年薪 ３５００元以下 ５３．３３

３５００～６０００元 １８．８９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 １５．５６

１００００元以上 １２．２２

为验证问卷的有效性，运用 ＫＭＯ 测度和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检测问卷的有效性。结果显示，

本次调查问卷的ＫＭＯ检验值为０．７０１，介于０．５和

１．０ 之 间，表 明 该 问 卷 变 量 的 相 关 性 较 强。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球形检验值为５９２．０５０，表明问卷各变量

的相关性是相互独立的。犘值为０，小于０．０５，表

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表２）。由以上结果

可知，本次调查问卷的信度较高。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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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犓犗犕测度和犅犪狉狋犾犲狋狋狊球形检验检测结果

项目 数值

ＫＭＯ值 　０．７０１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近似卡方 ５９２．０５０

球形度检验 ｄｆ １７１．０００

犘值 ０

二、数据分析与结果

居民对绿色家庭的认知受政策措施、受教育程

度等因素的影响。根据文献资料查阅及问卷整理，

本文提出三个假设：一是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居

民的环保参与意愿可能越大；二是政策宣传能够提

高居民绿色认知；三是居民绿色意识与绿色行为正

相关，通过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以上假设。

（一）居民受教育程度与环保参与意愿相关性分析

为论证居民受教育程度与环保参与意愿的相关

性，本文选取“您参加社区组织的环保活动的频率”

和“您是否愿意改变生活习惯以支持绿色家庭创建”

两组问题调查结果作为居民环保参与意愿的参考数

据。从表３可知，居民受教育程度与环保参与意愿

的Ｓｉｇ小于０．０５，表明该相关性分析显著，具有统计

学意义。“居民受教育程度”与“您参加社区组织的

环保活动的频率”和“您是否愿意改变生活习惯以支

持绿色家庭创建”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值分别为０．５４４、

０．５７５，表明受教育程度与环保参与意愿有显著相关

性，且为正相关，即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环保参与

意愿越高。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能够让居民

从多角度看待环境问题，使其更好地接受新政策，更

深层次地理解环境对生活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

性，更为深刻地探究问题症结所在；另一方面，随着

教育层次的提高，居民的思维更为开阔与活跃，这促

使个人为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而努力。此外，受教

育程度越高的居民会更为积极主动地参加社区组织

的环保活动，并且有较强的意愿改变生活习惯以支

持、推动绿色家庭的创建。

表３　居民受教育程度与环保参与意愿相关性分析

项目

受教育程度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犖 Ｓｉｇ

您参加社区组织的环

保活动的频率
０．５４４ ０ ５２４ ＜０．０５

您是否愿意改变生活

习惯以支持绿色家庭

的创建

０．５７５ ０ ５２４ ＜０．０５

　注：表示在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二）政策宣传与居民绿色认知相关性分析

为论证政策宣传与居民绿色认知的相关性，本

文选取“您的社区是否举办过绿色家庭相关活动

（如评选活动、教育活动）”和“您的社区有关于垃圾

分类的激励措施吗”两组问题调查结果作为政策宣

传参考数据，居民绿色认知选取“您知道什么是绿

色家庭吗”为参考数据。从表４可知，政策宣传与

居民绿色认知的Ｓｉｇ小于０．０５，表明该相关性分析

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您的社区是否举办过绿

色家庭相关活动（如评选活动、教育活动）”“您的社

区有关于垃圾分类的激励措施吗”与“您知道什么

是绿色家庭吗”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值分别 为 ０．６０１、

０．５９７，表明政策宣传与居民绿色认知具有显著相

关，且为正相关。这表明政策宣传、激励措施做得

越到位，居民对绿色家庭的认知越深。因此，在一

些对环境问题认识较为深刻的地区，政府可以颁布

更多的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居民绿

色意识的形成，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氛围，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居民，提高居民的绿色认知［７］。同时，

受政策的影响，社区会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向居

民宣传绿色家庭及相关知识，加深居民对绿色家庭

的认知，自行或与政府共同举办相关活动，比如绿

色家庭评选活动、垃圾分类绿色公益活动等［８］。政

策、制度的宣传使得居民对绿色家庭能够进行全方

位的理解，并在生活中感受绿色环保带来的好处，

可见居民所在地区的绿色环保政策宣传越多，居民

对绿色家庭的认知相对就越高。

表４　政策宣传与居民绿色认知相关性分析

项目

您知道什么是绿色家庭吗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犖 Ｓｉｇ

您的社区是否举办过

绿色家庭相关活动（如

评选活动、教育活动）

０．５９７ ０ ５２４ ＜０．０５

您的社区有关于垃圾

分类的激励措施吗
０．６０１ ０ ５２４ ＜０．０５

　注：表示在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绿色家庭推广途径选择问题（多选）调查中，

７８．４％的受访者希望政府在日后宣传推广中更多

地采取微博等网络平台。新媒体时代，网络平台已

发展成为新媒体最具代表性的应用，也成为政府部

门及时发布、传播信息的重要手段。其互动性强，

功能多样，在信息传递上有着传统媒体不具备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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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通过网络平台，不但可以及时向居民传递与绿

色家庭有关的更为精准的信息，还可以及时听取居

民意见建议，优化政策措施。也有６２．８％的受访

者认为，报纸等纸质媒体也是政府宣传推广绿色家

庭的主要载体，报纸可以与网络平台互补，扩大信

息覆盖范围。此外，还有一部分受访者认为，政府

通过下发文件的方式宣传推广绿色家庭也是一项

重要措施，颁发文件使绿色家庭的宣传推广更有说

服力，在实践过程中能够做到有据可循。

（三）居民绿色意识与绿色行为相关性分析

居民自身具有的绿色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做出绿色行为。为论证居民

绿色意识与绿色行为的相关性，选取“您了解目前

有关绿色家庭的评选标准吗”为居民绿色意识的主

要参考数据，选取“您家里是否安装了节能设备（如

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电器）”和“您是否会自觉进行

垃圾分类”为居民绿色行动主要参考数据。由表５

可知，居民绿色意识与绿色行为的Ｓｉｇ小于０．０５，

表明该相关性分析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您了

解目前有关绿色家庭的评选标准吗”与“您家里是

否安装了节能设备（如太阳能热水器、节能电器）”

“您是否会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Ｐｅａｒｓｏｎ值分别

为０．５９９、０．６０５，表明其均有显著相关性，且为正

相关。

表５　居民绿色意识与居民绿色行为相关性分析

项目

您了解目前有关绿色

家庭的评选标准吗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犖 Ｓｉｇ

您家里是否安装了节

能设备（如太阳能热水

器、节能电器）

０．５９９ ０ ５２４ ＜０．０５

您是否会自觉进行垃

圾分类
０．６０５ ０ ５２４ ＜０．０５

　注：表示在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考虑到居民意识与行为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因

此本文选取了另一组关于居民的绿色意识与绿色

行为的数据进行验证，以确保结论的准确性。在此

次数据分析中，选取“您在装修中是否会考虑环保

材料”作为居民绿色意识的主要参考数据，同时将

“您出行一般会选择什么交通工具”作为居民绿色

行动的主要参考数据。由表６可知，二者的Ｓｉｇ小

于０．０５，表明该相关性分析显著，具有统计学意

义。“您在装修中是否会考虑环保材料”与“您出行

一般会选择什么交通工具”的Ｐｅａｒｓｏｎ值为０．６７９，

表明其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且为正相关。以上数据

分析表明，居民的绿色意识越高，居民在日常生活

中的绿色行为相对而言会更多，即居民绿色意识与

居民绿色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表６　居民绿色意识与居民绿色行为相关性分析

项目

您出行一般会选择什么交通工具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犖 Ｓｉｇ

您在装修中是否

会考虑环保材料
０．６７９ ０ ５２４ ＜０．０５

　注：表示在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节源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长期

以来国家在绿色理念方面的宣传对公众产生了潜

移默化的影响。而政策的颁布与完善，政府、社区

采取的绿色环保相关激励措施使绿色行为已融入

人们的生活，并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习惯，这不仅

提高了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更促使居民主动践行

环保行为。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充分

认识到保护环境对自身发展、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愿意主动且带动身边的人一起践行绿色行为，

改变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过对数据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居民

受教育程度、政策宣传、居民绿色意识都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对居民环保参与意愿、绿色认知和绿色行

为产生正向影响。这就需要在绿色家庭宣传推广

中注重宣传渠道多样性，提高居民绿色意识，拓宽

宣传范围。

一是加强绿色教育和宣传，提高认知覆盖范

围。绿色家庭的创建与推广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

程，不同年龄、职业、学历居民接收信息的渠道不

同，因此应该采用政府文件、微博、电视、广播、社区

宣传栏等多种媒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绿色教育和

宣传［９］，使居民熟悉“绿色家庭”的概念，了解绿色

家庭的创建工作，扩大绿色家庭宣传推广的覆盖范

围。同时，还应积极宣传绿色家庭标兵，提升绿色

家庭标兵形象，形成绿色环保的社会带动效应，鼓

励居民参与绿色家庭创建。

二是提升居民环保意识和环保活动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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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居民环保观念转换、环保行为选择中起着重

要作用，可以通过举办相关讲座或公益活动等形

式，让居民在活动中理解绿色环保，提高环保意识，

引导其从家庭生活小事做起，树立环保意识。

三是完善沟通渠道，共同促进绿色家庭的创建

与推广。居民是绿色家庭的创建者，也是实施者。

对于政府推行的绿色家庭活动，居民家庭可以向政

府或社区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积极响应绿色家庭

创建活动。政府或社区应当加强与居民的沟通，完

善交流方式与方法，组织公众参与交流活动，及时

与公众交换意见和信息，提高沟通频率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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