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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青少年的自我悦纳情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开展提高青少年自我悦纳水平的健康教育提供基础数

据ꎮ 方法　 在中国 ６ 个省中用多阶段抽样法选取初中、高中、大学生和社会青年 ４ 类群体共 ５ ７０９ 名进行问卷调查ꎬ采用自

尊量表(ＳＥＳ)评估其自我悦纳水平(得分范围 １０~ ４０)ꎮ 结果　 初中、高中、大学生和社会青年 ４ 类群体的自我悦纳平均得

分分别为 ２８.１５ꎬ２８.４０ꎬ２８.９７ 和 ２７.４５ꎬ不同群体同性别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２７.６４ꎬ１４.４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８０％以上的青少年认为“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能够做到与大部分人表现一样好” “很看好自己” “对自己比较满意”ꎻ约
５０％的青少年认为“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ꎻ不到 ２０％的青少年觉得自己自尊心够强ꎮ ４ 类对象中对自身性别感到苦恼的

比例为 １１.５７％ ~ ２２.２２％ꎬ因自身体型、外貌等身体意象感到苦恼的比例为 ３７.５６％ ~ ６１.４９％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ꎬ４ 类

对象中ꎬ对家庭总体感觉较好、对自己性别满意、较少为身体意象苦恼者自我悦纳水平较高(Ｐ 值均<０.０１)ꎻ其他可能的影

响因素还包括父母亲学历、家庭经济状况、是否独生子女、出生地性质以及父母对孩子的性别偏好等ꎮ 结论　 青少年自我

悦纳水平总体尚可ꎬ并受多种因素影响ꎮ 要加强对家长和青少年性别平等意识的教育ꎬ尤其关注农村、家庭氛围和经济状

况较差家庭青少年的心理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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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悦纳指个体能愉快地接受自己内在和外在ꎬ
包括身体、能力和性格等方面的所有特征ꎬ是个体个

性和行为举止后果带来的心理体验的投射[１] ꎬ被认为

是衡量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２－４] ꎮ 青少年时期生理和

心理迅速成长变化ꎬ是个体自我意识形成的关键时

期ꎬ自我悦纳水平影响其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统

一[５] ꎬ提高青少年的自我悦纳水平可为其心理健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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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保护因素[６－８] ꎮ 让青少年正确评价自己、自我悦纳ꎬ
是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９] ꎮ 本研究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在中国 ６ 省市抽取较

大样本的不同青少年人群ꎬ深入分析不同青少年群体

的自我悦纳水平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探索提高青少年自

我悦纳水平的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 ６ 个

省(浙江、湖南、山西、四川、宁夏、辽宁)ꎬ每个省各抽

取 １ 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地级市ꎬ在所抽取地级市的城

区和农村地区的 １ 个街道或乡镇各抽取 １ 所中等教学

水平的初中、１ 所高中和若干服务场所及工厂ꎬ以获得

相应数量的初中生、高中生、非学生(社会青年)样本ꎮ
此外ꎬ在上述每个省各选择 １ 所中等水平的综合性大

学ꎬ每所大学按文科艺术类、理工类专业和年级分层

抽样ꎮ 共获取 １２ ~ ２４ 岁的初中、高中、大学生和社会

青年各 １ ４１５ꎬ１ ３５４ꎬ１ ６０１ 和 １ ３３９ 名ꎬ共计 ５ ７０９ 名ꎬ
男、女人数基本相等ꎮ ５９. ０５％的调查对象出生在农

村ꎬ独生子女比例为 ３７.９９％ꎻ８８.８１％来自双亲家庭ꎬ
４９.５０％的对象与父母同住ꎮ ７８.９５％的家庭经济状况

一般ꎬ７６.０９％的对象报告对家庭总体感觉较好ꎮ 研究

通过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医学伦理委员会审

查ꎮ 调查时ꎬ由调查员现场事先告知调查对象调查的

目的、意义、匿名和保密的原则ꎬ并在征得调查对象的

知情同意后进行后续调查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采用 Ｓａｗｔｏｏｔｈ 软件编写的电子问

卷ꎬ由研究对象在学校或工作场所匿名自行填写

完成ꎮ
１.２.２　 调查内容　 采用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编制的 ＳＥＳ 自尊量

表评估研究对象的自我悦纳水平[１０] ꎮ 该量表在国内

心理学自尊测试项目中运用较多ꎬ信效度较高ꎬ其内

部一致性信度均在 ０. ７０ 以上ꎮ 量表由 １０ 个小题组

成ꎬ其中 ５ 题为反向记分ꎬ“非常同意” 到“非常不同

意”分别计 ４ ~ １ 分ꎬ总分范围是 １０ ~ ４０ 分ꎬ分值越高

代表自我悦纳水平越高ꎮ 本次调查中 ＳＥＳ 自尊量表

１０ 个条目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３ꎬ问卷的内部一致

性较好ꎬ信度较高ꎮ 本文将 ＳＥＳ 自尊量表中调查对象

对每道小题的回答进行合并ꎬ即非常同意和同意归为

同意ꎬ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归为不同意ꎮ 并调查是否

对自身性别和身体意象苦恼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汇总后转换成

数据库文件ꎬ运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 软件对数据核查、整理后

进行描述性分析、ｔ 检验、方差分析、χ２ 检验和多元线

性回归分析等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自我悦纳情况　 结果显示ꎬ青少年中 ８０％以上认

为“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能够做到与大部分人表现

一样好”“很看好自己”“对自己比较满意”ꎻ７０.０７％认

为“自己有很多的优点”ꎻ６６.６２％觉得“自己是一个失

败者”ꎮ 有 ４０％左右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值得骄傲或

自豪的”“自己毫无用处”ꎻ４５.４１％认为“自己一点好

处也没有”ꎻ８０％以上希望“自己的自尊心还要强”ꎮ
４ 类对象男生间比较ꎬ仅在对整体自身情况比较

满意和认为自己自尊心较强 ２ 个条目上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ꎬ其余条目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

为 ８６.７８ꎬ５５.８１ꎬ２４.３９ꎬ６０.１８ꎬ６２.８５ꎬ２３.５０ꎬ９.７３ꎬ１６.２４ꎬ
２７.６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４ 类对象女生间比较在各条目

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５９. ７２ꎬ７４. ４０ꎬ
１７.８７ꎬ２７.８２ꎬ３０.００ꎬ２４.２１ꎬ２０.２９ꎬ１１.８８ꎬ１２.３６ꎬ４７.３９ꎬ
２７.５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同类对象男女间比较发现ꎬ男生觉得“自己没什

么可值得骄傲或自豪的”的比例均高于女生ꎻ高中生

和社会青年中男生认为“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 和

“自己有很多的优点” 的比例均高于女生ꎻ高中生、大
学生、社会青年中男生“很看好自己”的比例均高于女

生ꎻ初、高中生中男生“对自己比较满意”和“认为自尊

心够强”的比例高于女生ꎻ初中生、大学生、社会青年

中女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的比例高于男

生ꎻ初、高中生、社会青年中女生认为“自己毫无用处”
的比例高于男生ꎻ在初中生中女生觉得自己“能够做

到与大部分人表现一样好”的比例高于男生ꎬ而在社

会青年中此比例则是男生高于女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以量表评估 ４ 类群体自我悦纳的综合得分情况发现ꎬ
初中、高中、大学生和社会青年的分值分别为 ２８.１５ꎬ
２８.４０ꎬ２８.９７ 和 ２７.４５ 分ꎬ４ 类对象的自我悦纳得分在

同性别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Ｆ 值分别为

２７.６４ꎬ１４.４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同类对象男女间比较ꎬ只
有初中女生得分高于男生( ｔ ＝ ２.７３ꎬＰ<０.０５)ꎬ其余 ３
类对象男女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８０ꎬ０.４５ꎬ１.４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对性别和身体意象的满意情况 　 ４ 类对象中对

自身性别感到苦恼的比例为 １１.５７％ ~ ２２.２２％ꎬ同类对

象男女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４ 类

对象男生间或女生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

分别为 ２９.６０ꎬ３３.６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４ 类对象中对身

体意象感到苦恼的比例为 ３７.５６％ ~ ６１.４９％ꎮ 同类对

象男女间比较发现ꎬ女生对身体意象的关注度高于男

生ꎬ感到不满意的比例较高ꎮ 对身体意象满意情况在

４ 类对象同性别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

别为 ３１.６３ꎬ２５.４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自我悦纳得分的多因素分析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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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青少年自我悦纳情况的性别间比较 / ％

自我悦纳条目

初中生

男

(ｎ ＝ ６９５)
女

(ｎ ＝ ７２０)
合计

(ｎ ＝ １ ４１５)
χ２ 值

高中生

男

(ｎ ＝ ６２２)
女

(ｎ ＝ ７３２)
合计

(ｎ ＝ １ ３５４)
χ２ 值

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ꎬ至少不比别人差 ８０.８６ ８４.３１ ８２.６１ ２.９２ ９４.０５ ８９.４８ ９１.５８ ９.１１＃＃

觉得自己有很多优点 ７３.３８ ７０.００ ７１.６６ １.９９ ８３.９２ ６９.５４ ７６.１４ ３８.３２＃＃

从各方面来看ꎬ比较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７１.３７ ７８.６１ ７５.０５ ９.９１＃＃ ７１.３８ ７５.２７ ７３.４９ ２.６１
能够做到与大部分人的表现一样好 ８１.５８ ８５.６９ ８３.６７ ４.３８＃ ８７.９４ ８７.３０ ８７.５９ ０.１３
认为自己没什么可以值得骄傲或自豪的∗ ４９.５０ ６３.４７ ５６.６１ ２８.１２＃＃ ５６.９１ ６４.０７ ６０.７８ ７.２３＃＃

很看好我自己 ８３.８８ ８０.２８ ８２.０５ ３.１２ ８６.５０ ８０.４６ ８３.２３ ８.７６＃＃

整体来说ꎬ对自己比较满意 ８６.０４ ８２.０８ ８４.０３ ４.１３＃ ８７.３０ ７９.７８ ８３.２３ １３.６２＃＃

希望自己自尊心强一些∗ １３.３８ ２４.５８ １９.０８ ２８.７４＃＃ １４.７９ ２０.６３ １７.９５ ７.７８＃＃

有时觉得自己毫无用处∗ ６０.７２ ７０.１４ ６５.５１ １３.８９＃＃ ５９.００ ６４.２１ ６１.８２ ３.８６＃

有时会觉得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５３.９６ ５６.３９ ５５.１９ ０.８５ ４８.０７ ４６.８６ ４７.４２ ０.２０

自我悦纳条目

大学生

男

(ｎ ＝ ７５２)
女

(ｎ ＝ ８４９)
合计

(ｎ ＝ １ ６０１)
χ２ 值

社会青年

男

(ｎ ＝ ６８７)
女

(ｎ ＝ ６５２)
合计

(ｎ ＝ １ ３３９)
χ２ 值

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ꎬ至少不比别人差 ９３.７５ ９５.２９ ９４.５７ １.８４ ９０.８３ ８５.２８ ８８.１３ ９.８６＃＃

觉得自己有很多优点 ８８.１６ ８５.７５ ８６.８８ ２.０４ ８０.０６ ７３.９３ ７７.０７ ７.１２＃＃

从各方面来看ꎬ比较倾向于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 ７３.１４ ７９.９８ ７６.７６ １０.４５＃＃ ６２.１５ ７１.３２ ６６.６２ １２.６３＃＃

能够做到与大部分人的表现一样好 ９４.４１ ９３.１７ ９３.７５ １.０６ ８９.８１ ８６.２０ ８８.０５ ４.１５＃

认为自己没什么可以值得骄傲或自豪的∗ ５５.８５ ６９.３８ ６３.０２ ３１.３０＃＃ ３７.８５ ５５.６７ ４６.５３ ４２.７４＃＃

很看好我自己 ９２.０２ ８７.５１ ８９.６３ ８.７１＃＃ ８８.２１ ７８.９９ ８３.７２ ２０.８７＃＃

整体来说ꎬ对自己比较满意 ８６.７０ ８７.８７ ８７.３２ ０.４９ ８５.１５ ８３.９０ ８４.５４ ０.４０
希望自己自尊心强一些∗ １７.６９ ２１.２０ １９.５５ ３.１３ １３.９７ １７.０２ １５.４６ ２.３８
有时觉得自己毫无用处∗ ６１.１７ ６４.６６ ６３.０２ ２.０９ ５３.８６ ６２.４２ ５８.０３ １０.０８＃＃

有时会觉得自己一点好处也没有∗ ５０.８０ ４９.８２ ５０.２８ ０.１５ ４３.５２ ４７.３９ ４５.４１ ２.０２
　 注:∗为反向计分题ꎻ＃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２　 青少年对自身性别和身体意象苦恼与否的性别间比较 / ％

是否苦恼情况

初中生

男

(ｎ＝ ６９５)
女

(ｎ＝ ７２０)
合计

(ｎ＝ １ ４１５)
χ２ 值

高中生

男

(ｎ＝ ６２２)
女

(ｎ＝ ７３２)
合计

(ｎ＝ １ ３５４)
χ２ 值

大学生

男

(ｎ＝ ７５２)
女

(ｎ＝ ８４９)
合计

(ｎ＝ １ ６０１)
χ２ 值

社会青年

男

(ｎ＝ ６８７)
女

(ｎ＝ ６５２)
合计

(ｎ＝ １ ３３９)
χ２ 值

对性别苦恼
　 是 ２１.８７ ２２.２２ ２２.０５ ０.０３ １５.１１ １８.５８ １６.９９ ２.８７ １１.５７ １１.６６ １１.６２ ０.００ １７.９０ １９.７９ １８.８２ ０.７８
　 否 ７８.１３ ７７.７８ ７７.９５ ８４.８９ ８１.４２ ８３.０１ ８８.４３ ８８.３４ ８８.３８ ８２.１０ ８０.２１ ８１.１８
对身体意象苦恼
　 是 ３７.５５ ４９.４４ ４３.６０ ２０.３３∗∗ ４９.２０ ５７.２４ ５３.５５ ８.７５∗∗ ４８.６７ ６１.４８ ５５.４７ ２６.５１∗∗ ３９.１６ ５３.０７ ４５.９３ ２６.０７∗∗

　 否 ６２.４５ ５０.５６ ５６.４０ ５０.８０ ４２.７６ ４６.４５ ５１.３３ ３８.５２ ４４.５３ ６０.８４ ４６.９３ ５４.０７

　 　 注:∗∗Ｐ<０.０１ꎮ

表 ３　 青少年自我悦纳得分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自变量
初中生(ｎ ＝ １ ４１５)

β 值 标准误 Ｐ 值

高中生(ｎ ＝ １ ３５４)
β 值 标准误 Ｐ 值

大学生(ｎ ＝ １ ６０１)
β 值 标准误 Ｐ 值

社会青年(ｎ ＝ １ ３３９)
β 值 标准误 Ｐ 值

性别 女 ０.６２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６７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２１ ０.４９ ０.１９ ０.０１
出生地 城镇 －０.５９ ０.３５ ０.０９ －０.３６ ０.３９ ０.３６ －０.４７ ０.３１ ０.１３ －０.７６ ０.３０ ０.０１

农村 －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９７ －０.２３ ０.３５ ０.５２ ０.１３ ０.２９ ０.６５ －０.８３ ０.２５ ０.００
年龄 / 岁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５５ ０.２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４
当地户籍 否 ０.１４ ０.３５ ０.６９ －０.０８ ０.３２ ０.８１ －０.０２ ０.２０ ０.９１
是否独生子女 否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３７ ０.２８ 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６３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１３ ０.２５
父母性别偏好 与孩子性别相同 －０.４５ ０.２９ ０.１３ －０.４７ ０.３４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２７ ０.５２ －０.４９ ０.２５ ０.０５

与孩子性别相反 －０.５９ ０.３６ ０.１０ －０.２７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４０ －１.０８ ０.２７ ０.００
住校 否 －０.０１ ０.２５ ０.９６ ０.７１ ０.２７ ０.０１ １.４７ １.１２ ０.１９
家庭结构 单亲及重组家庭 １.０２ ０.３７ ０.０１ ０.５２ ０.４４ ０.２４ ０.２３ ０.４０ ０.５７ －０.１９ ０.２５ ０.４５
共同生活人 父母其中一方 －０.３１ ０.３０ ０.２９ －０.１８ ０.３４ ０.６１ ０.１４ ０.２９ ０.６３ －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９６

不与父母同住 －０.３７ ０.２８ ０.１９ ０.０８ ０.２８ ０.７７ －０.２９ ０.２１ ０.１７ －０.４６ ０.２２ ０.０４
父亲最高学历 高中 / 职校 / 中专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３１ ０.６７ ０.２８ ０.０２ ０.２１ ０.２３ ０.３５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３９

大学及以上 ０.５８ ０.４２ ０.１７ －０.６１ ０.４５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３３ ０.９５ ０.７５ ０.５０ ０.１４
母亲最高学历 高中 / 职校 / 中专 ０.９６ ０.３０ ０.００ ０.６１ ０.３３ ０.０７ －０.２２ ０.２６ ０.３９ ０.３５ ０.２８ ０.２０

大学及以上 １.５５ ０.４６ ０.００ １.３９ ０.５１ ０.０１ ０.５３ ０.４１ ０.１９ １.０３ ０.５８ ０.０８
家庭经济状况 一般 －０.８６ ０.３４ ０.０１ －１.７０ ０.５０ ０.００ －０.６８ ０.４２ 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４２ ０.７９

较贫穷 －０.６７ ０.５２ ０.２０ －１.９５ ０.５８ ０.００ －０.６５ ０.４７ ０.１６ －０.７５ ０.４８ ０.１２
对家庭总体感觉 一般 －１.３６ ０.２７ ０.００ －１.６５ ０.２９ ０.００ －１.０９ ０.２６ ０.００ －０.３６ ０.２１ ０.０８

较差 －１.７９ ０.６２ ０.００ －２.３４ ０.６０ ０.００ －０.６４ ０.５７ ０.２６ －１.４７ ０.４２ ０.００
为性别苦恼 否 １.４５ ０.２６ ０.００ ０.７７ ０.３０ ０.０１ １.２８ ０.３０ ０.００ １.０５ ０.２４ ０.００
对身体意象苦恼 否 ０.９６ ０.２２ ０.００ １.８８ ０.２３ ０.００ １.７７ ０.１９ ０.００ ０.５７ ０.１９ ０.００

　 　 由表 ３ 可见ꎬ将 ４ 类对象的自我悦纳得分和可能 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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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女生、母亲学历较高、家庭经济状况较富裕、对家

庭总体感觉较好、对自身性别满意、较少因身体意象

苦恼者自我悦纳得分较高ꎻ高中生中ꎬ年龄较大、非住

校生、父母亲学历较高、家庭经济状况较富裕、对家庭

总体感觉较好、对自身性别满意、较少因身体意象苦

恼者自我悦纳得分较高ꎻ大学生中ꎬ独生子女、对家庭

总体感觉较好、对自身性别满意、较少因身体意象苦

恼者自我悦纳得分较高ꎻ社会青年中ꎬ女生、出生在城

区、年龄较大、父母对性别没有偏好、同父母亲双方共

同居住、对家庭总体感觉较好、对自身性别满意、较少

因身体意象苦恼者自我悦纳得分较高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３　 讨论

３.１　 自我悦纳得分情况　 青少年整体的自我悦纳情

况尚可ꎬ分条目分析也显示大多数青少年对自己的整

体情况较为满意和看好自己ꎬ但也还有较大一部分人

认为自己的自尊心不足和觉得自己没多少价值ꎮ 不

同类别青少年的自我悦纳得分有差异ꎬ大学生的自我

悦纳平均得分最高ꎬ社会青年的得分最低ꎬ可能与大

学生在学校里有较为优越的学习生活环境ꎬ而社会青

年在社会上面临较大的生活就业压力等有关ꎮ
３.２　 自我悦纳影响因素

３.２.１　 性别　 研究结果发现ꎬ自我悦纳综合得分在 ３
类群体的男女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说明性别本

身不是影响自我悦纳的决定因素ꎬ与张巧明等[１１－１３] 的

研究结果一致ꎮ 本研究发现仍有约 ２０％的青少年对

自身性别感到苦恼ꎬ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对自身性

别感到满意的青少年自我悦纳水平相对较高ꎬ且父母

对孩子性别无偏好的ꎬ其子女的自我悦纳水平也较

高ꎬ提示家人和本人的性别平等意识可影响青少年的

自我悦纳ꎮ 丁芳等[１４－１５] 研究也表明ꎬ青少年群体特别

是女生要增强自信ꎬ前提就是确立两性平等意识ꎬ纠
正自身的性别偏见与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并从而提升

自我悦纳水平ꎬ与本研究结果相似ꎮ
３.２.２　 身体意象和自尊 　 身体意象涉及到相貌、体
格、体能等方面ꎬ个体对身体意象满意或不满意感即

称之为身体自尊ꎬ身体意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少年

的社交情况[１６] ꎬ所以身体自尊水平高低对青少年的心

理健康有很大影响[１７－１８] ꎮ 本研究发现约 ５０％的青少

年常因自身的身体意象产生苦恼ꎬ而较少因身体意象

苦恼者自我悦纳得分较高ꎬ提示身体意象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青少年的自我悦纳水平ꎮ 其他学者的研究也

发现ꎬ青少年对青春期发育带来的身体意象的改变是

比较关注和烦心的ꎬ女生更在意和更多产生苦恼等负

面情绪[１６ꎬ１９] ꎮ 男生的身体自尊水平高于女生[２０－２１] ꎬ提
高青少年对身体意象的满意感可以提高其自我悦

纳[２２－２４] ꎮ 提示在青少年群体中讲解青春期发育知识ꎬ
说明正常的生长发育必然带来体型和外貌变化ꎬ引导

青少年正确认识和接受自己的身体意象是非常必

要的ꎮ
３.２.３　 家庭状况与氛围　 本研究中ꎬ对家庭总体感觉

较好的青少年自我悦纳得分较高ꎬ证实了家庭在青少

年健康成长中的重要性ꎮ 家庭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

的重要因素ꎬ而且是影响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内容最

丰富、作用最深远的因素ꎮ 家庭的结构气氛、成员间

的关系、经济状况、父母的素质及家庭在社会中的地

位等都会影响青少年的成长[２５] ꎮ
研究结果发现ꎬ出生地在农村和城区的初、高中

生和大学生的自我悦纳水平无差异ꎬ与国内相关研究

结论一致[１３] ꎮ 而家庭经济状况对青少年自我悦纳水

平的影响较大ꎬ初、高中生中家庭经济状况富裕的自

我悦纳水平较高ꎬ这与处于贫困状况的学生容易出现

自卑心理有关ꎬ与国内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研究结论相

似[２５] ꎮ 同时研究发现大学生中独生子女的自我悦纳

水平显著较高ꎬ可能与独生子女占据有全部的家庭资

源ꎬ具有更强的优越感有关[２６－２７] ꎮ
研究发现ꎬ初、高中生中父母学历较高者自我悦

纳水平较高ꎮ 表明文化程度高的父母追求知识、关心

社会ꎬ懂得也有能力营造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家庭

气氛及会采用合适的教养方式对子女进行教育ꎬ这对

青少年的自尊发展、自我悦纳水平的提高都有积极意

义ꎬ相似研究也得出一致结论[１１] ꎮ 青少年群体中同

父、母亲双方共同居住者自我悦纳水平较高ꎬ提示留

守及单亲、离异、重组家庭的青少年更应该得到关心

与重视[１３] ꎮ
青少年的自我悦纳水平受多种因素影响ꎬ要特别

关注农村、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流动人口、留守及单

亲、离异、重组家庭青少年的成长ꎮ 在青少年中开展

自我悦纳的健康教育ꎬ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和接受自

身的身体意象ꎬ并在家长和青少年中积极开展性别平

等意识的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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