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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长春市在校大学生的减肥意向以及与身体满意度、从众程度的关系ꎬ为促进大学生健康减肥提

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使用减肥意向量表、身体满意度量表、从众程度量表对长春市某高校 ８８８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女生的减肥意向(３.０９±１.１４)较男生(２.４９±１.３０)高( ｔ ＝ －７.１６ꎬＰ ＝ ０.００)ꎻ文科生的减肥意

向高于其余专业学生(Ｆ＝ ５.１３ꎬＰ＝ ０.００)ꎬ大一学生高于大二、大三学生(Ｆ ＝ ３.１４ꎬＰ ＝ ０.０１)ꎻ农村学生低于城市学生( ｔ ＝
－２.４５ꎬＰ＝ ０.０２)ꎮ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减肥意向与四肢满意度、躯干满意度和整体外观满意度存在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１ꎬ－０.２３ꎬ－０.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减肥意向与五官满意度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 ｒ＝ －０.０３ꎬＰ＝ ０.２６)ꎻ减肥意向与从众程度

存在正相关( ｒ＝ ０.５１ꎬＰ＝ ０.０２)ꎮ 结论　 大学生身体满意度越高ꎬ减肥意向越低ꎻ从众程度越高ꎬ减肥意向越高ꎮ 家庭、学
校、社会应对学生进行健康减肥教育ꎬ引导大学生健康减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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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肥是指将体内多余的能量贮存(主要是脂肪)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节食、锻炼、药物、手术等)转变为

其他的能量形式而消耗ꎬ从而达到消除肥胖、预防疾

病的目的[１] ꎮ 有关中国肥胖现状的流行与分析研究

表明ꎬ近 ２０ 年来各个年龄阶段的肥胖人数都显著增

加ꎬ中国总体的肥胖率增高[２－５] ꎮ 肥胖给家庭带来健

康负担与经济负担ꎬ预防肥胖也成了 ２１ 世纪的热门研

究课题ꎮ 另外ꎬ受到“以瘦为美”的审美标准影响ꎬ减
肥之风盛行ꎬ在女性群体中更加明显ꎮ 大学生减肥意

向的影响因素较多ꎬ本文重点探讨大学生身体满意度

及从众程度对减肥意向的影响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

到 １２ 月 ２４ 日共抽取长春市某高校文、理、工、医、农 ５
个专业的学生ꎬ各年级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ꎬ
共抽取 ９６０ 名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发放问卷 ９６０ 份ꎬ收回

有效问卷 ８８８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２.５％ꎮ 其中男生 ３８１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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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９％)ꎬ 女生 ５０７ 名 ( ５７. １％)ꎻ 大一学生 １２６ 名

(１４.２％)ꎬ大二 ３１０ 名(３４.９％)ꎬ大三 ２４９ 名(２８.０％)ꎬ
大四 １５０ 名( １６. ９％)ꎬ研究生 ５１ 名( ５. ８％)ꎬ缺失 ２
名ꎻ文科生 １５４ 名(１７.３％)ꎬ理科生 ２３４ 名(２６.４％)ꎬ
工科生 １８９ 名(２１.３％)ꎬ医学生 １４７ 名(１６.６％)ꎬ农学

生 １６４ 名(１８.３％)ꎻ城市学生 ５９２ 名(６６.９％)ꎬ农村学

生 ２９４ 名(３３.１％)ꎬ缺失 ２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自编一般情况问卷 　 自编问卷主要包括大学

生的基本人口学情况ꎬ如性别、年级、专业、身高、体

重、成长地点等ꎮ
１.２.２　 减肥意向量表　 参考胡永青等[６－７] 相关研究ꎬ
自行编制量表ꎬ减肥意向包括 ３ 道题ꎬ分别为“未来 １
个月ꎬ我将尝试减肥”“未来 １ 个月ꎬ我很可能会减肥”
“未来 １ 个月ꎬ我很乐意减肥”ꎮ 采用 ５ 点计分ꎬ１ ~ ５
分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ꎮ 分数越高ꎬ代表

同意程度越高ꎬ即减肥意向越明显ꎮ 本次测量中ꎬ减
肥意向量表内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４ꎮ
１.２.３　 身体满意度量表 　 选自多维自我体像关系问

卷(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Ｂｏｄｙ￣ｓｅｌ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ꎬ ＭＢＳＱＲ)ꎬＭＢＳＱＲ 是一项关于个人对自我体像

评估的自我报告测试ꎬ本文采用的是马如梦[８] 修改后

的量表ꎮ 量表共 １９ 个条目ꎬ包括五官满意度、四肢满

意度、躯干满意度以及整体外观满意度 ４ 个因子ꎮ 采

用 ５ 点计分ꎬ１ ~ ５ 分分别表示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

意ꎬ得分越高ꎬ表明对自我身体满意度越高ꎮ 本次测

量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９０ꎬ各因子的内在一

致性系数依次为 ０.８０ꎬ０.６５ꎬ０.８１ꎬ０.６６ꎮ
１.２.４　 从众程度量表　 参照郑中翔等[９－１０] 的研究ꎬ结
合大学生减肥情况编制量表ꎮ 该量表共 ４ 道题ꎬ采用

５ 点计分ꎬ１ ~ ５ 分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ꎬ得
分越高ꎬ表明从众程度越高ꎮ 该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系

数为 ０.８４ꎮ
１.３　 质量控制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ꎬ统一培训调查

员ꎬ课题组成员到学校的相应班级直接发放问卷ꎬ要
求调查者采用统一指导语ꎮ 调查对象不记名填写ꎬ现
场回收问卷后ꎬ立即进行核对、整理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进行数据的录

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ꎬ采用方差分

析、ｔ 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学

方法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ꎬ双侧检验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大学生减肥意向得分比较

女生的减肥意向高于男生(Ｐ<０.０１)ꎬ农村学生减肥意

向低于城市学生(Ｐ<０.０５)ꎬ专业和年级在减肥意向上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ꎮ 两两比较( ＬＳＤ)发

现ꎬ在专业上ꎬ文科生的减肥意向均高于其余专业学

生ꎻ在年级上ꎬ大一学生的减肥意向高于大二、大三学

生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减肥意向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减肥意向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８１ ２.４９±１.３０ －７.１６ ０.００

女 ５０７ ３.０９±１.１４
生源地 农村 ２９４ ２.６９±１.２２ －２.４５ ０.０２

城市 ５９２ ２.９０±１.２６
专业 文科 １５４ ３.２３±１.２２ ５.１３ ０.００

理科 ２３４ ２.７５±１.２７
工科 １８９ ２.７２±１.２５
医科 １４７ ２.８３±１.１４
农科 １６４ ２.６９±１.２７

年级 大一 １２６ ３.１３±１.２４ ３.１４ ０.０１
大二 ３１０ ２.７４±１.２６
大三 ２４９ ２.７２±１.２３
大四 １５０ ２.９５±１.２８
研究生 ５１ ２.８６±１.１０

２.２　 大学生减肥意向与身体满意度和从众程度的相

关分析　 大学生减肥意向与四肢满意度、躯干满意度

和整体外观满意度均存在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ꎬ与
五官满意度的相关无统计学意义ꎬ与从众程度存在正

相关( ｒ ＝ ０.５１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大学生身体满意度各维度及

从众程度与减肥意向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８８４)

变量
五官

满意度

四肢

满意度

躯干

满意度

整体外观

满意度

从众

程度
四肢满意度 ０.４７∗∗

躯干满意度 ０.５２∗∗ ０.６６∗∗

整体外观满意度 ０.５７∗∗ ０.６４∗∗ ０.７４∗∗

从众程度 －０.１２∗∗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１９∗∗

减肥意向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１９∗∗ ０.５１∗∗

　 注:∗∗Ｐ<０.０１ꎮ 剔除信息缺失的 ４ 名被试ꎮ

２.３　 大学生减肥意向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减肥意向

为因变量ꎬ以身体满意度、从众程度、性别、年级、专

业、成长地点为自变量ꎬ进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ꎮ 每

个回归方程中ꎬ第 １ 层引入性别、年级、专业、成长地点

４ 个自变量ꎬ第 ２ 层引入身体满意度和从众程度 ２ 个

自变量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大学生减肥意向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ｎ ＝ ８８４)

自变量
第 １ 层

Ｂ 值 β 值 ｔ 值
第 ２ 层

Ｂ 值 β 值 ｔ 值
性别 ０.５７ ０.２３ ６.９２∗∗ ０.３６ ０.１４ ４.９１∗∗

年级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５４
专业 －０.０７ －０.０８ －２.２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８
成长地点 ０.１９ ０.０７ ２.１４∗ ０.１７ ０.０６ ２.２２∗

身体满意度 －０.１６ －０.０８ －２.７１∗∗

从众程度 ０.６６ ０.４７ １６.１３∗∗

Ｆ 值 １５.７３∗∗ ６２.３２∗∗

Ｒ２ 值 ０.０７ ０.３０
△Ｒ２ 值 ０.０６ ０.２９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剔除信息缺失的 ４ 名被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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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满意度和从众程度能够预测减肥意向ꎬ整个

模型能解释 ２９％的变量ꎮ 其中身体满意度对大学生

减肥意向具有负向预测作用ꎬ从众程度对减肥意向具

有正向预测作用ꎮ

３　 讨论

本研究表明ꎬ女生的减肥意向高于男生ꎬ与王小

雅等[１１]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社会上对女性的容貌、体态

的要求和注重程度要高于男性ꎬ以瘦为美的风气也起

到一定的影响ꎮ 更多的女性通过减肥(运动、节食、手
术、药物等)使自己的形象更加美好ꎮ 文科生的减肥

意向高于其余专业学生ꎬ一方面可能是文科生中女生

所占比例较高ꎬ而女生的减肥意向高于男生ꎬ因此文

科生整体的减肥意向较高ꎮ 另一方面可能与文科生

的就业形式有关ꎮ 文科生多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ꎬ对
于就业者的形象特别是女性的要求较高ꎬ可能促使文

科生比其他专业学生更注重形象ꎮ 大一学生的减肥

意向高于大二、大三学生ꎬ可能与大一新生刚踏入大

学ꎬ为了更好地融入集体ꎬ得到更多的注意和机会ꎬ想
通过减肥使自己的外在形象更完美ꎮ 农村学生的减

肥意向低于城市学生ꎬ可能是因为城市学生有更多的

机会受到媒体中关于减肥的评价和宣扬的影响ꎬ同时

他们拥有更多减肥的资源ꎮ
本研究显示ꎬ大学生身体满意度与减肥意向之间

呈负相关ꎬ即身体满意度越低ꎬ减肥意向越高ꎬ与张

燕[１２]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社会文化压力

对身体满意度有负向影响[１３－１６] ꎮ 社会文化压力包括

家庭、同伴、媒体 ３ 个因素ꎬ家庭文化中过度强调瘦的

重要性ꎬ同伴对于超重或者肥胖体型的嘲笑ꎻ媒体中

过量暴露良好的体型都会导致身体满意度低ꎬ而社会

文化压力对女性群体的影响力更大ꎮ 相关研究中对

媒体因素的研究居多ꎬ研究结果表明ꎬ媒体因素对身

体满意度的影响较大ꎮ 不只是体型超重或肥胖的女

性才会产生较低的身体满意度ꎬ正常体型的女性也存

在低水平的身体满意度ꎬ这种现象较为普遍ꎮ
本研究表明ꎬ从众程度与大学生减肥意向之间呈

正相关ꎬ即大学生从众程度越高ꎬ减肥意向越高ꎮ 大

学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标准ꎬ但他们对于自我形

象十分在意ꎬ社会阅历并不丰富ꎬ未建立系统、正确的

审美观ꎬ容易受到媒体、商家等的影响而追求所谓的

美ꎬ从而产生减肥意向ꎬ进而引发减肥行为[１７] ꎮ
本研究显示ꎬ低水平的身体满意度及高水平的从

众程度会促进大学生产生减肥意向ꎬ从而引发减肥行

为ꎮ 大学生作为特殊群体ꎬ健康的体格是学习和社会

实践的基础ꎬ为拥有良好的体型而减肥也要把握好

度ꎮ 应对周围的肥胖者持正确的态度ꎬ切不可妄加评

论甚至是嘲笑ꎮ 学校应加强对大学生的健康减肥教

育ꎬ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工作ꎬ预防大学生过度减肥

的发生ꎮ 社会方面ꎬ加强对主流媒体的监管ꎬ媒体不

应过度宣扬骨感的形象ꎬ而应以“健康第一”的理念进

行宣传教育ꎬ宣扬健康的体型和形象ꎬ推崇健康减肥

的方式ꎬ引导大众健康减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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