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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四川省儿童受虐和内隐与外显自尊的现状ꎬ探讨儿童受虐和自尊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ꎬ为
改善受虐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四川省 ４ 座城市 ５７４ 名学生(１０ ~ １６
岁)ꎬ通过自尊量表测量儿童外显自尊ꎻ采用儿童受虐筛查表筛查出受虐儿童(５４ 名)及对照组(６３ 名)ꎬ使用 Ｅ￣Ｐｒｉｍｅ 实验

测量被试内隐自尊ꎮ 结果　 四川地区儿童受虐筛查率为 １１.３％ꎬ受到 １ 种虐待方式的儿童占 ５５.４％ꎬ２ 种占 ２９.２％ꎬ３ 种及

以上占 １５.４％ꎮ 总样本儿童外显自尊平均水平(２８.９２±５.５８)为自尊中等水平ꎬ受虐儿童的外显自尊和内隐自尊水平均低

于总样本平均水平( ｔ 值分别为－２.５６ꎬ－２.４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儿童的抚养人文化程度对外显自尊影响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６.２３ꎬＰ<０.０５)ꎬ抚养者文化程度越高ꎬ儿童外显自尊越高ꎮ 儿童性别和受虐情况进入内隐自尊的多元逐步回归模型(Ｆ ＝
６.１１ꎬＰ<０.０１)ꎬ儿童受虐和内隐自尊呈负相关( ｔ＝ －２.９１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抚养人的文化程度对儿童外显自尊产生影响ꎬ
儿童的受虐经历和性别对其内隐自尊产生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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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虐待指儿童期遭受父母、监护人或其他年长

者的伤害行为[１] ꎬ虐待儿童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

存在[２] ꎮ 童年期的虐待经历会对儿童健康、自尊心、
情绪等方面造成实际或潜在的危害[３] ꎬ增加青少年自

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发生风险[４] ꎮ 受到身体虐待的

儿童对父母教养方式产生消极的看法ꎬ特别是当母亲

成为施虐者时对儿童造成的影响较大[５] ꎮ 童年期不

良经历与成年后的精神健康问题发生有关[６] ꎮ 有研

究提出ꎬ父母虐待儿童与代际模式有关[７] ꎬ即受到虐

待的儿童更可能在未来施虐ꎮ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根据成人的价值标准产生对

自身的评价ꎬ并将评价标准和他人对自身的影响进行

内化ꎬ从而形成自尊[８] ꎮ 以间接的方式测量个体无法

或没有意识到的自尊层面ꎬ称为内隐自尊ꎻ而采用自

我报告的方式所测得的自尊ꎬ称为外显自尊[９] ꎮ 内隐

自尊是不受控制的反应ꎬ被研究者认为是更公正的自

尊ꎻ外显自尊允许控制ꎬ测量的题目设计由经验推导

而来ꎬ存在自我欺骗倾向[１０] ꎮ
有研究表明ꎬ早期被无礼对待可能造成低内隐自

尊[１１] ꎮ 韩国一项研究发现ꎬ受虐儿童与对照组儿童在

归因感知、自尊、父母行为和状态特质焦虑 ４ 个心理指

标上存在差异[１２] ꎮ 笔者通过调查四川省儿童受虐和

内隐与外显自尊现状ꎬ探讨儿童受虐和自尊之间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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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改善受虐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提

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０ 月ꎬ在四川省成都、绵阳、德
阳和宜宾 ４ 座城市中各方便抽取 １ 所学校ꎬ采用整群

随机抽样法ꎬ以班级为单位ꎬ共抽取 ７００ 名学生(１０ ~
１６ 岁)进行问卷调查ꎬ筛查出有漏填和规律性问答问

卷 １２６ 份ꎬ 最终有效问卷为 ５７４ 份ꎬ 有效回收率

８２.０％ꎮ 其中留守儿童 １２１ 名(２１.１％)ꎬ独生子女 ２９０
名 ( ５０. ５％)ꎻ 成 都 ２４９ 名 ( ４３. ４％)ꎬ 绵 阳 ８６ 名

(１４.９８％ )ꎬ 德 阳 １６４ 名 ( ２８. ５７％)ꎬ 宜 宾 ７５ 名

(１３.１％)ꎮ 共筛查出 ６５ 名受虐儿童ꎬ 受虐比例为

１１.３％ꎮ 根据受虐儿童的性别及年龄选择出未受虐的

６５ 名儿童作为对照组ꎮ 最终根据 Ｅ￣Ｐｒｉｍｅ 实验数

据[１３] ꎬ得到 １１７ 名儿童的相关数据作为本次研究材

料ꎮ 研究获得成都中医药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ꎬ
并取得全体被试的同意ꎮ

受虐组儿童 ５４ 名ꎬ平均年龄(１２.５４±１.６７)岁ꎬ其
中男生 ３１ 名(５７.４％)ꎬ女生 ２３ 名(４２.６％)ꎮ 对照组

儿童 ６３ 名ꎬ平均年龄(１２.６７±１.６８)岁ꎬ其中男生 ３５ 名

(５５.６％)ꎬ女生 ２８ 名(４４.４％)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儿童受虐筛查表(Ｓｃｒｅｅ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Ａｂｕｓｅꎬ ＳＱＣＡ) 　 采用杨世昌等于 ２００２ 年根据 ＷＨＯ
的儿童虐待界定而编制的儿童受虐筛查表[１４] ꎮ 该筛

查表主体部分由 ８ 个条目构成ꎬ包括言语虐待、躯体虐

待、精神虐待、性虐待和忽视等内容ꎬ同时采用辅助条

目为验证儿童是否说谎而设定ꎮ 本研究中将主体部

分题目 ８ 个条目中至少有 １ 个条目相符合ꎬ且辅助条

目与筛查条目相符合的儿童作为受虐儿童ꎮ 该量表

信、效度均较好[１] ꎬ在本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２ꎮ
１. ２. ２ 　 自 尊 量 表 ( Ｓｅｌｆ￣ｅｓｔｅｅ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ＥＳ) 　 采用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编制的量表ꎬ共包含 １０ 个题目ꎬ采用 ４ 点计

分ꎬ量表总分范围为 １０ ~ ４０ 分ꎬ得分越高表明自尊水

平越高[１５] ꎮ 总分≥３５ 分为高等水平ꎬ２６ ~ ３４ 分为中

等水平ꎬ<２６ 分为低等水平ꎮ 该量表信度良好ꎬＤｏｂｓｏｎ
等报告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７７ 和 ０.８８[１６] ꎬ本
研究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５ꎬ各题目与量表之间

的相关系数在 ０.４０ ~ ０.６９(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１.２.３　 内隐联想测验(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ꎬ ＩＡＴ)
通过 Ｅ￣Ｐｒｉｍｅ 软件编制内隐联想测验( ＩＡＴ)ꎬ测验材

料中的概念词分为自我词汇(我、自己、自个等)和非

我词汇(他、她、别人等)ꎻ属性词分为积极词汇(友善、
随和等)和消极词汇(无能、堕落等) [１７] ꎮ 该测验共分

７ 个阶段ꎬ其中第 １ 阶段为属性词辨别任务ꎬ第 ２ 和第

５ 阶段为概念词辨别任务ꎬ第 ３ 和第 ６ 阶段为练习任

务ꎬ第 ４ 和第 ７ 阶段为正式测验任务[１３] ꎮ
１.２.４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单因素实验设计ꎬ为组间

变量(儿童受虐情况:受虐组与对照组)ꎬ因变量为儿

童 ＩＡＴ 的反应时ꎮ
主试使用计算机对被试进行一对一施测(双盲实

验)ꎬ提前编写好 Ｅ￣Ｐｒｉｍｅ 实验程序在计算机屏幕上呈

现实验刺激ꎬ在开始前主试阅读指导语并解释概念词

与属性词ꎬ当被试完全理解后才开始实验ꎮ
实验分为练习阶段和正式实验阶段ꎬ如练习阶段

正确率低于 ８０％则无法进入正式实验阶段ꎬ程序跳回

练习阶段ꎮ 实验中如有被试 ２ 次无法通过练习阶段则

放弃实验ꎬ作为无效数据处理ꎬ８０％以上正确率的实验

结果才为有效数据ꎮ
ＩＡＴ 的测量结果使用 Ｇｒｅｅｎｗａｌｄ 等[１３] 在 ２００３ 年

推荐使用的算法 Ｄ 分数来表示ꎬＤ 分数＝ (不相容反应

时平均数－相容反应时平均数) / 所有正确反应的反应

时的标准差ꎮ Ｄ 值越大表明被试的内隐自尊水平

越高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ꎮ 所用统计学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ｔ 检验、
方差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受虐情况　 虐待形式中言语侮辱占比最高

(６９.２％ꎬ４５ 名)ꎬ其次为拳打脚踢(３５.４％ꎬ２３ 名)ꎬ抓
咬、打耳光(３２.３％ꎬ２１ 名)ꎬ忽视(１２.３％ꎬ８ 名)ꎬ经济

控制(９.２％ꎬ６ 名)ꎬ用刀、棒等伤人行为(７.７％ꎬ５ 名)ꎬ
隔离(３.１％ꎬ２ 名)ꎬ无人受到性虐待ꎮ 只受到 １ 种虐

待方式的儿童有 ３６ 名(５５.４％)ꎬ受到 ２ 种的有 １９ 名

(２９.２％)ꎬ受到 ３ 种及以上的有 １０ 名(１５.４％)ꎻ每名

受虐儿童平均受到 １.７ 种虐待方式ꎮ
２.２　 儿童自尊量表与内隐联想测验结果　 儿童总体

外显自尊水平较高(２８.９２±５.５８)ꎬ为中等水平ꎻ受虐儿

童外显自尊平均水平较低ꎬ为(２７.２０±６.４９)ꎬ与总体水

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５６ꎬＰ<０.０５)ꎮ 受虐儿童

内隐自尊得分(０.３４±０.３７)也低于总体平均水平(０.４６
±０.４２)( ｔ ＝ －２.４０ꎬＰ<０.０５)ꎮ

由表 １ 可见ꎬ性别和留守经历在儿童内隐和外显

自尊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受虐儿童的内隐自尊

和外显自尊均低于未受虐儿童ꎬ但外显自尊样本量差

异较大ꎮ 抚养人文化程度对儿童外显自尊有影响ꎬ抚
养人文化程度越高ꎬ儿童外显自尊越高ꎮ
２.３　 儿童受虐和自尊的回归分析　 进一步探讨儿童

自尊的影响因素ꎬ以儿童是否受虐为自变量ꎬ内隐自

尊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ꎬ结果发现ꎬ儿童受虐经

历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８.０３ꎬＰ<０.０１)ꎬ表明受

虐儿童的内隐自尊低于未受虐儿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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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ꎬ以内隐自尊作为因变

量ꎬ儿童性别、受虐情况、留守经历、不同城市作为自

变量ꎬ得出最优模型ꎬ最终联合解释率为 ９.７％ꎮ 儿童

性别和受虐情况进入最优模型ꎬ均与内隐自尊呈负相

关( ｔ 值分别为－２.９１ꎬ－２.０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多元回归

方程为:Ｙ内隐自尊 ＝ － ０.２２Ｘ儿童受虐 － ０.１５Ｘ性别ꎮ 使用外显

自尊作为因变量ꎬ儿童性别、受虐情况、留守经历、抚
养人文化程度作为自变量ꎬ发现回归统计值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儿童内隐及外显自尊得分比较

人口学统计指标 统计值
外显自尊

人数 ｘ±ｓ
内隐自尊

人数 ｘ±ｓ
性别 男 ２８０ ２９.３６±５.８３ ６６ ０.５２±０.４５

女 ２９４ ２８.４９±５.３２ ５１ ０.３７±０.３８
ｔ 值 １.８６ １.８８
Ｐ 值 ０.０６ ０.０６

是否留守儿童 是 １２１ ２８.５５±５.１６ ３６ ０.４８±０.５０
否 ４５３ ２９.０２±５.６７ ８１ ０.４５±０.３９

ｔ 值 －０.８３ ０.３８
Ｐ 值 ０.４１ ０.７０

是否受虐 是 ５４ ２７.２０±６.４９ ５４ ０.３４±０.３７
否 ５２０ ２９.１０±５.４５ ６３ ０.５６±０.４４

ｔ 值 －２.０８ －２.８３
Ｐ 值 ０.０４ ０.０１

抚养人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０７ ２７.８０±５.０７ ６７ ０.５０±０.４５
初中 ２１９ ２８.４８±５.２１ ３５ ０.４２±０.４０
高中及以上 ２４８ ２９.８４±５.９９ １５ ０.３８±０.３６

Ｆ 值 ６.２３ ０.７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４９

３　 讨论

本研究中的儿童受虐现状和前人研究相比有较

大改善[１] ꎬ受虐报告率为 １１.３％ꎮ 随着我国国民素质

增长ꎬ教育部门对儿童体罚行为等强烈禁止ꎬ使我国

儿童受虐比例降低ꎮ 在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下ꎬ
家庭中常采用的依旧是“打是亲ꎬ骂是爱” 的教育方

式[１１] ꎮ 家长和儿童常难以区分正常的批评教育和言

语侮辱之间的界限ꎬ从而导致该项受虐方式比例较

高ꎮ 本研究中无人报告性虐待ꎬ但并不能代表四川地

区没有儿童遭受到性虐待ꎬ可能是儿童的性教育缺失

导致无法判断是否受到性侵害ꎮ 儿童的自尊平均水

平处于正常水平ꎬ无论是从外显自尊还是内隐自尊的

角度ꎬ儿童都对自己有较为积极的认识ꎮ 受虐儿童内

隐及外显自尊均低于该地区儿童的平均水平ꎬ受虐经

历对儿童的内隐及外显自尊产生较大影响ꎬ有受虐经

历的儿童自尊水平较低ꎮ
性别和留守经历对儿童内隐及外显自尊的影响

较小ꎬ主要抚养人的文化程度对儿童外显自尊造成影

响ꎮ 抚养人的文化程度越高ꎬ儿童的外显自尊也越

高ꎮ 受虐儿童组的外显和内隐自尊水平均低于对照

组ꎮ 父母或其他家人对儿童的虐待行为往往被儿童

理解为是因为其自身的原因才导致的ꎬ长期受到虐待

的儿童会产生对自己负面的心境ꎬ 从而导致自尊

较低ꎮ
外显自尊与内隐自尊可能由于意识的参与程度

不同而存在不同结构[１０] ꎮ 有研究结果显示ꎬ童年期受

虐越严重ꎬ认知情绪调节能力越差ꎬ更易出现严重的

抑郁情绪与述情障碍[１８] ꎮ 本研究中ꎬ部分受虐被试未

能完成内隐联想测试的实验ꎬ可能是由于其认知情绪

调节能力受损ꎬ导致无法连接概念词和属性词ꎮ 本研

究发现ꎬ儿童受虐情况和性别与内隐自尊呈负相关ꎬ
联合解释率为 ９.７％ꎮ 儿童的受虐经历将阻碍儿童自

尊的正常发展ꎬ使内隐自尊水平较低ꎬ女性儿童的内

隐自尊水平较男性低ꎮ 有研究发现ꎬ低自尊个体在认

知上对威胁过于敏感[１９] ꎬ更可能将正常的批评教育当

做言语侮辱ꎬ更加敏感地认为自己受到忽视、隔离等ꎮ
在生理层面ꎬ不良的父母教养方式会导致个体应激功

能失调ꎬ从而使儿童自尊稳定性降低[２０] ꎮ 儿童受虐和

低自尊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ꎬ童年期的不良经历

导致自尊较低、不稳定ꎬ而低自尊儿童更加敏感而知

觉到更多的虐待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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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防止能量摄入过剩造成的脂肪存储ꎬ配合有氧运

动ꎬ加快能量消耗ꎬ促进脂肪分解、消耗ꎬ双管齐下ꎬ最
终达到有效减脂、降低体重的目的ꎮ

临床研究证实[９] ꎬ脂肪细胞能够分泌多种生物蛋

白与炎性细胞因子ꎬ如 ＣＲＰꎬＴＮＦ 等ꎮ 人体在肥胖或

超重状态下ꎬ脂肪细胞增大聚集会激活巨噬细胞及其

他免疫细胞产生促炎相关因子ꎬ但是通常还未达到临

床炎症水平ꎮ 说明肥胖患者身体处于慢性低度炎症

状态ꎬ且 ＴＮＦꎬＣＲＰ 等促炎因子参与胰岛素抵抗、心血

管疾病等多种生理病理过程ꎮ 本研究显示ꎬ研究组干

预前的 ＴＮＦ－αꎬｈｓ－ＣＲＰ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ꎮ 说明肥

胖青少年身体处于低度炎症状态ꎮ 结果还显示ꎬ研究

组干预后的 ＴＮＦ－αꎬｈｓ－ＣＲＰ 水平均降低ꎬ并且干预后

的 ＴＮＦ－αꎬｈｓ－ＣＲＰ 水平与对照组接近ꎮ 说明运动配

合营养干预能够通过减少身体脂肪含量来降低促炎

因子表达水平ꎬ从而有效缓解炎症反应状态[１０－１１] ꎮ
肥胖与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有密切联系ꎬ

有研究显示ꎬ肥胖青少年的胰岛素抵抗发生率明显比

体重正常者更高ꎬ且以腹型肥胖青少年的胰岛素抵抗

最为明显[１２] ꎮ 本研究显示ꎬ研究组干预前的胰岛素、
ＨＯＭＡ－ＩＲ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ꎮ 说明肥胖青少年普遍

存在着胰岛素抵抗问题ꎮ 近年来ꎬ肥胖对脂代谢的影

响也越来越受关注ꎬ国内有报道指出ꎬ肥胖症儿童的

ＴＣꎬＴＧꎬＬＤＬ－Ｃ 水平明显比体重正常儿童更高ꎬ且肥

胖症儿童成年后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明显增加ꎬ
部分肥胖症儿童甚至会在青少年时期出现心血管问

题[１３] ꎮ 本研究显示ꎬ研究组青少年干预前的 ＴＧꎬＬＤＬ
水平均高于对照组ꎮ 与国内外同类文献报道[１４－１５] 结

论相符ꎬ说明肥胖青少年普遍存在着脂代谢异常问

题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研究组干预后的胰岛素ꎬＨＯＭＡ－
ＩＲꎬＴＧꎬＬＤＬ 水平均较干预前降低ꎬ且与对照组接近ꎮ
说明有氧运动配合饮食控制能通过增加脂肪消耗ꎬ减
少身体脂肪ꎬ来改善胰岛素抵抗ꎬ同时调节脂代谢ꎬ从
而降低糖尿病及血脂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风险ꎮ

综上所述ꎬ对青少年肥胖患者实施运动配合营养

干预能够有效减少身体脂肪ꎬ降低体重ꎬ改善身体形

态ꎬ同时还能改善胰岛素抵抗ꎬ调节糖脂代谢ꎬ减轻身

体炎症状态ꎬ对青少年肥胖具有显著干预效果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周细琴.现代化进程中儿童青少年肥胖的社会因素探析[ Ｊ] .武汉

体育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５１(３):１０－１５.
[２] 　 ＣＡＬＬＥＮＤＥＲ Ｃꎬ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Ｄ. Ｔｅｘｔ ｍｅｓｓａｇ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ｒ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ｉｒｌｓ
[Ｊ]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２０１７ꎬ４(１２):１０５.

[３] 　 陈贻珊ꎬ张一民ꎬ孔振兴ꎬ等.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流行现状

调查[Ｊ]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２１(９):８６６－８６９.
[４] 　 邹志勇ꎬ李晓卉ꎬ庄丽丽ꎬ等.５－２－１－１－０ 行为干预改善儿童青少

年超重肥胖效果评价[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７):９７３－９７６.
[５] 　 石锦鸿ꎬ职心乐ꎬ席薇ꎬ等.天津市 ２０１４ 年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现

状及其影响因素[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８):１１３０－１１３２.
[６] 　 周慧敏ꎬ向政.６ 周有氧运动结合饮食控制对肥胖青少年身体形态

及血液指标的影响[Ｊ] .中国应用生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３３(２):１６６－
１６８.

[７] 　 唐东辉ꎬ侯玉洁ꎬ白爽ꎬ等.运动结合饮食控制通过降低 ＲＡＡＳ 系

统活性改善男性肥胖青少年血管内皮功能[ Ｊ] .体育科学ꎬ２０１７ꎬ
３７(９):４８－５４.

[８] 　 范锦勤ꎬ张向群ꎬ付丽明ꎬ等.不同运动方式对隐性肥胖女大学生

体成分的影响[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３):３５４－３５７.
[９] 　 王楠楠ꎬ白英龙.与肥胖相关的慢性炎症机制研究进展[ Ｊ] .中国

全科医学ꎬ２０１７ꎬ２０(１２):１５２７－１５３０.
[１０] ＰＡＮＧ ＪꎬＮＧＵＹＥＮ Ｖ ＴꎬＲＨＯＤＥＳ Ｄ Ｈꎬｅｔ 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ｇａｌｅｃｔｉｎ

－３ ｗｉｔｈ ｏｂｅｓｉｔｙꎬＩＬ－ ６ꎬａｎｄ ＣＲＰ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Ｊ] . 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Ｉｎｖｅｓｔꎬ
２０１６ꎬ３９(１２):１－９.

[１１] ＥＢＲＡＨＩＭＩ ＭꎬＨＥＩＤＡＲＩ￣ＢＡＫＡＶＯＬＩ Ａ ＲꎬＳＨＯＥＩＢＩ Ｓꎬｅｔ ａｌ.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ｈｓ－ＣＲＰ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ꎬ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Ｊ] .Ｊ Ｃｌｉｎ Ｌａｂ Ａｎａｌｙｓꎬ
２０１６ꎬ３０(５):６７２－６７６.

[１２] 王正义ꎬ甘霖莉ꎬ左之才.抵抗素诱导肥胖机体胰岛素抵抗的炎症

机制[Ｊ] .动物营养学报ꎬ２０１６ꎬ２８(６):１６７０－１６７６.
[１３] 王瑞凤ꎬ袁宏伟ꎬ高鹏ꎬ等.哈尔滨某中学隐性肥胖青少年心血管

代谢危险性调查[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８(８):１２０５－１２０８.
[１４] 吴莹ꎬ孙金海ꎬ岳庆芳ꎬ等.个体化健康管理对单纯性肥胖儿童身

体形态、糖脂代谢及 Ｃ－反应蛋白的影响[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
２０１８ꎬ２６(１):２７－３１.

[１５] ＮＡＭ Ｙ ＲꎬＫＯ Ｙ ＥꎬＬＹ Ｓ Ｙ.Ａｎｔｉ￣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Ｄ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ｌｋｗｏｒｍ ｈｅｍｏｌｙｍｐｈ ｉｎ Ｃ５７ＢＬ / ６Ｎ ｍｉｃｅ ｆｅｄ ｈｉｇｈ ｆａｔ ｄｉ￣
ｅｔ[Ｊ] .Ｊ Ｎｕｔｒ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８ꎬ５１(３):２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０７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２７


(上接第 １０４５ 页)
[１３] 杨昕ꎬ梅峰ꎬ欧红霞.吸毒者内隐自尊水平和稳定性与对毒品内隐

态度的关系[Ｊ]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２７(６):４１８－４２.
[１４] 杨福义ꎬ梁宁建.早期经验对青少年内隐自尊的影响[ Ｊ] .心理科

学ꎬ２００８ꎬ３１(３):５５６－５６１.
[１５] 张作记.行为医学量表手册[ Ｍ].北京:中华医学电子影像出版

社ꎬ２００５:１－５１３.
[１６] 汪向东ꎬ王希林ꎬ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 Ｍ].北

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ꎬ１９９９:３１８－３２０.
[１７] 牛凯宁.大学毕业生外显自尊、内隐自尊与职业决策困难的关系

[Ｊ]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２５(１):６８－７２.
[１８] 胡春凤ꎬ李武.童年期受虐经历与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认知情绪调

节策略、述情障碍及抑郁的关系[Ｊ]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７ꎬ２７
(２):９５－９７.

[１９] 杨紫嫣ꎬ罗宇ꎬ古若雷ꎬ等.自尊的认知神经机制[ Ｊ] .心理科学进

展ꎬ２０１７ꎬ２５(５):７８８－７９８.
[２０] 王轶楠.自尊稳定性的认知神经机制[ Ｊ] .心理科学进展ꎬ２０１８ꎬ２６

(１０):１７２４－１７３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２２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１９

９４０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第 ４０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