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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柱侧弯青少年社会支持自我效能与健康行为的关系

张翠娴ꎬ项明强ꎬ侯晓晖ꎬ胡敏ꎬ梁义天

广州体育学院运动与健康系ꎬ广东 ５１０５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脊柱侧弯青少年社会支持、自我效能与健康行为的关系ꎬ为学校、家庭和医院实施有针对性的预

防干预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社会支持量表、自我效能量表和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评定量表Ⅱꎬ对从广州市 ２ 所学校的

２ １３２名初中生中筛查出的 ７８ 名 １２~ １７ 岁脊柱侧弯青少年进行调查ꎮ 结果　 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健康水平总均分(２.４０±
０.３１)、健康职责(２.４８±０.５４)、体育运动(２.３６±０.４０)、压力管理(２.３４±０.４１)和附加题得分(２.４６±０.４５)均低于普通学生ꎬ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３.３７３ꎬ２.９７４ꎬ３.４１１ꎬ３.２３４ꎬ３.８６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脊柱侧弯青少年的社会支

持、自我效能感与健康行为两两变量之间存有正相关( ｒ＝ ０.１４０ ~ ０.８４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ꎬ脊柱侧弯

青少年的自我效能在社会支持与健康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ꎬ中介效应量为 ０.１０８ꎬ占总效应量的 ２３.５８％ꎮ 结论　 脊柱

侧弯青少年健康水平有待提高ꎬ预防和干预时应多方位提高社会支持水平ꎬ增强自我效能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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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脊柱侧弯是一种严重威胁青少年外观和生理功

能的畸形ꎬ在 １ ~ １６ 岁人群中发病率较高ꎬ为 １％ ~
３％[１] ꎮ 学界对青少年脊柱侧弯的病因提出各种假说ꎬ
但尚无定论ꎮ 在我国ꎬ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ꎬ学
生的学习负担空前加大ꎬ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率有逐

年上升的趋势ꎮ 不少研究指出ꎬ中小学生学习任务繁

重ꎬ静坐时间较长ꎬ若坐姿不良ꎬ则容易导致脊柱侧

弯[２－３] ꎮ 梁义天等[４] 提出ꎬ从健康行为视角来预防青

少年脊柱侧弯可能是一条有效途径ꎮ 鉴于此ꎬ本研究

旨在调查社会支持、自我效能与健康行为的关系ꎬ为
家庭、学校和医院实施有针对性的预防和干预提供

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调查对象一部分来自 ２０１５ 年 ５—６ 月ꎬ由
广州体育学院的校企合作单位源点健康咨询公司采

用“三检法”对广州市 ２ 所学校的 ２ ３１２ 名初中生进行

的筛查ꎻ另一部分是 ２０１５ 年 ６—１０ 月前往广州体育学

院运动医学康复中心进行康复治疗的青少年脊柱侧

弯患者ꎮ 本研究以患者的 Ｘ 线照片作为确诊的依据ꎬ
具体入选标准为:(１)年龄在 １０ 岁以上ꎬ无精神病史、
无认知意识障碍ꎬ且能配合问卷调查的患者ꎻ(２) Ｃｏｂｂ
角≥１０°[５] ꎮ 根据上述标准ꎬ共获得 ７８ 例患者ꎬ其中男

生 ３８ 例ꎬ女生 ４０ 例ꎻ年龄为 １２ ~ １７ 岁ꎮ 采用 Ｅｘｃｅｌ 随
机数字法从筛查的 ２ 所学校中随机抽取 ２ 个班(分别

为初一和初三的班级)的普通学生作为对照组ꎮ 共 ８０
名ꎬ其中男生 ４４ 名ꎬ女生 ３６ 名ꎻ年龄 １１ ~ １５ 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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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使用自编调查问卷ꎬ采用现场发放一对一

方式进行问卷填写ꎮ
１.２.１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该量表由肖水源于 １９８６
年编制ꎬ用于测量个体社会支持程度ꎬ具有较好的信

度和效度[６] ꎮ 量表共有 １０ 个条目ꎬ包括客观支持(２０
分)、主观支持(２４ 分)和对支持利用度(１２ 分)３ 个维

度ꎬ各维度分相加得到社会支持总分ꎮ 依据青少年实

际情况ꎬ将量表中的“同事”改为“同学”ꎬ去掉“儿女”
和“配偶”２ 项ꎮ
１.２.２　 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由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ｒ 等编制ꎬ王
才康等[７]翻译修订中文版ꎬ共有 １０ 个条目ꎬ采用 Ｌｉｋ￣
ｅｒｔ ５ 级计分ꎬ总分 ５０ 分ꎬ用于评价个体遇到挫折或困

难时的总体性自信心ꎮ 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０.８３ꎬ分
半信度为 ０.９０ꎬ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７ꎬ具有较好的

信度[７] ꎮ
１.２.３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　 采用 Ｗａｌｋｅｒ 等编

制的ꎬ由国内张小培等修订的中文版本[８] ꎮ 该量表共

５２ 个条目ꎬ包含了自我实现、健康职责、体育运动、营
养、人际关系和压力管理 ６ 个维度的内容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１ ~ ４ 分四级计分ꎬ分数越高表示健康促进行为越好ꎮ
考虑到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行为特征ꎬ本研究增加 ８ 个

健康行为补充条目ꎬ包括坐姿(２ 个)、玩手机(２ 个)、
背书包(２ 个)、玩计算机(１ 个)、锻炼方式(１ 个)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运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进行一般描

述性分析、独立样本 ｔ 检验和相关分析ꎻ运用 Ａｏｍｓ
１７.０进行数据结构方程模型构建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脊柱侧弯患者的健康行为与普通学生比较　 病

例组与对照组的健康行为进行比较显示ꎬ脊柱侧弯学

生的健康行为总分和健康职责、体育运动、压力处理、
附加题 ４ 个维度得分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但在自我实现、人际关系和营养

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脊柱侧弯组与对照组健康行为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自我实现 健康职责 体育运动 营养 人际关系 压力管理 附加题 总均分
侧弯组 ７８ １.８７±０.３９ ２.４８±０.５４ ２.３６±０.４０ ２.５１±０.３７ ２.７６±０.４０ ２.３４±０.４１ ２.４６±０.４５ ２.４０±０.３１
对照组 ８０ １.９７±０.５０ ２.７３±０.５３ ２.６１±０.５１ ２.５３±０.４７ ２.７４±０.４５ ２.５９±０.５３ ２.７３±０.４４ ２.５６±０.３０
ｔ 值 １.４９４ ２.９７４ ３.４１１ ０.２８２ －０.２８３ ３.２３４ ３.８６５ ３.３７３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脊柱侧弯患者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与健康行为

的相关分析　 积差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社会支持及各

维度、自我效能感和健康行为两两变量之间相关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脊柱侧弯青少年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

与健康行为的相关系数(ｎ ＝ ７８ꎬｒ 值)

变量 支持总分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

利用度

自我

效能感
客观支持 ０.７３４∗∗

主观支持 ０.８４８∗∗ ０.３８８∗∗

支持利用 ０.６９７∗∗ ０.２８９∗∗ ０.４４６∗∗

自我效能感 ０.２０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５∗

健康行为 ０.３６６∗∗ ０.１５０∗∗ ０.３４８∗∗ ０.３４８∗∗ ０.４０７∗∗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脊柱侧弯青少年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与健康行

为的中介模型构建　 社会支持、自我效能和健康行为

之间均存有相关ꎬ为进一步明确这些变量之间的关

系ꎬ本研究以社会支持为前因变量ꎬ自我效能感为中

介变量ꎬ健康行为为结果变量ꎬ构建中介模型ꎮ 各拟

合指数显示ꎬχ２ / ｄｆ ＝ １.９６ꎬＣＦＩ ＝ ０.９５３ꎬＮＦＩ ＝ ０.９２３ꎬＲＦＩ
＝ ０.９６８ꎬＩＦＩ ＝ ０.９２３ꎬＧＦＩ ＝ ０.９９７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７ꎬ表明模

型拟合程度较好ꎮ
由图 １ 可知ꎬ自我效能感在社会支持和健康行为

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社会支持对健康行为的直接

效应量为 ０.３５ꎬ社会支持对健康行为的中介效应量为

０.１０８ꎬ占总效应量的 ２３.５８％ꎻ社会支持对自我效能感

的解释率为 ２０％ꎬ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对健康行为的

解释率为 ４８％ꎮ

图 １　 脊柱侧弯青少年健康行为结构方程模型

３　 讨论

健康行为是指个体为了达到最高程度的健康水

平而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行为活动[９] ꎮ 本研究调查

发现ꎬ脊柱侧弯青少年健康行为总体水平低于对照

组ꎬ具体表现在健康职责、体育运动、压力管理和附加

题 ４ 个维度上ꎮ 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发病机制比较复

杂ꎬ而提高患者健康行为ꎬ进而预防和干预脊柱侧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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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ꎮ 学校应加大健康知识宣传的力度ꎬ合
理安排体育活动ꎬ提升青少年应对压力的能力ꎬ进而

达到降低脊柱侧弯发病率的目的ꎮ 应指出的是ꎬ传统

观点认为青少年脊柱侧弯与书包负重、坐姿不良等因

素相关ꎮ 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ꎬ青少年行为方式发

生了巨大变化ꎬ目前长时间视屏、低头玩手机、较少参

加体育锻炼等是青少年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ꎬ从本研

究的附加题的调查结果可看出ꎬ这些不健康行为在脊

柱侧弯患者更为普遍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社会支持和健康行为呈正相关ꎬ

说明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获取的社会支持越多ꎬ健康

行为水平越高ꎻ反之ꎬ则健康行为水平越低ꎮ 结构方

程模型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支持可直接影响健康行为ꎬ
亦可间接影响健康行为ꎮ Ｂａｈｅｉｒｅｉ 等[１０] 报道ꎬ社会支

持不仅可援助个体生理和情感需要的满足ꎬ亦可缓冲

压力性事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ꎬ成为健康促进不可或

缺的部分ꎮ 因此ꎬ社会支持作为一种可调控的干预措

施ꎬ应从多方面给予关注ꎮ 具体措施包括学校要努力

为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营造一个支持的氛围ꎬ减少同

学嘲笑行为发生ꎻ完善医院和社区服务制度ꎬ提高患

者对健康资源的利用ꎬ促进青少年对生活方式危险因

素的管理ꎮ
自我效能感是 １９７７ 年美国心理学家 Ｂａｎｄｕｒａ 提

出的ꎬ是指个体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持有

能力的信心ꎮ 许多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是个体影响行

为改变的关键因素之一[１１] ꎮ 本研究表明ꎬ自我效能和

健康行为具有相关性ꎬ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自我效能

感可预测健康行为ꎮ 自我效能越高的人ꎬ更能坦然面

对困境ꎬ勇于挑战ꎬ积极地参与健康行为或生活方式

的改善ꎻ而低效能的人则很难达成目标ꎮ
本研究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自我效能感在社会

支持对健康行为预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在健康领

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健康行动过程取向模型将自我

效能作为认知—知觉因素中的一个重要成分ꎬ影响着

健康行为的改变[１２] ꎮ 因此ꎬ在制订促进健康行为干预

措施的同时ꎬ要注重培养患者的自我效能感ꎬ如可以

制订个体化的脊柱侧弯宣传手册ꎬ增强患者对脊柱侧

弯的认识ꎬ减轻由于不确定感所带来的困惑ꎬ增强摒

弃不健康行为意念ꎮ
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健康水平总分低于普通青

少年ꎬ主要表现在健康职责、体育运动、压力管理和附

加题 ４ 个维度上ꎻ相关分析结果显示ꎬ青少年脊柱侧弯

患者的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与健康行为存有相关ꎻ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ꎬ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的自我

效能在社会支持预测健康行为中起部分中介作用ꎮ
学校、家庭和医院在预防和干预青少年脊柱侧弯时应

注重患者的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的提高ꎬ改善其健康

行为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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