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卫生ꎬ２００９ꎬ３０(１２):１１３１－１１３２.
[１０] 蒋丽ꎬ周穗玲ꎬ殷比.青少年儿童饮食中膳食纤维与健康状况的关

系调查[Ｊ] .现代食品科技ꎬ２０１０ꎬ２６(１２):１３７９－１３８３ꎬ１３９８.
[１１] ＣＡＲＬＳＯＮ Ｊ Ｊꎬ ＥＩＳＥＮＭＡＮＮ Ｊ Ｃꎬ ＮＯＲＭＡＮ 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ｒ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ＵＳ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Ｊ] . Ｊ Ａｍ Ｄｉｅ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１１ ( １１):
１６８８－１６９５.

[１２] 熊敏ꎬ朱莉琪ꎬ冯承芸. 贵州省部分儿童青少年水果蔬菜摄入情

况调查[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０ꎬ３１(２):１５０－１５１.
[１３] 徐春燕ꎬ张倩ꎬ刘娜ꎬ等.北京市某小学学生蔬菜与水果消费及认

知状况[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１０):１１６０－１１６３.
[１４] 徐尔迪ꎬ尹春燕ꎬ肖延风ꎬ等.单纯性肥胖儿童血压升高相关危险

因素 ＣＯＸ 回归分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８):９７９－９８１.
[１５] 薛红妹ꎬ刘言ꎬ段若男ꎬ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流行趋势及

相关影响因素[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８):１２５８－１２６２.
[１６] 严志玲.儿童青少年肥胖影响因素探讨[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１ꎬ

３２(１０):１２７８－１２８０.
[１７] 马冠生.我国学生营养状况及相关营养改善政策[ Ｊ] .中国学校卫

生ꎬ２０１３ꎬ３４(６):６４１－６４３.
[１８] 高贡.营养教育对青少年儿童饮食行为影响的研究[ Ｊ] .微量元素

与健康研究ꎬ２０１０ꎬ２７(２):１３－１５.
[１９] 冯敏ꎬ李晓辉ꎬ伍建军ꎬ等.食育干预改善西部农村寄宿制学校学

生营养状况效果[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４ꎬ３５(１２):１８０９－１８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３０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２８

心理卫生

听障大学生锻炼自我效能感和
身体自尊在体育锻炼与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作用

刘青１ꎬ姜琨１ꎬ杨丽２ꎬ３

１.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学工部ꎬ天津 ３００３５０ꎻ２.天津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ꎻ３.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 　 目的　 探讨听障大学生体育锻炼、锻炼自我效能感、身体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ꎬ为提高听障大学生

的生活满意度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采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锻炼自我效能感量表中文版、身体自尊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

表ꎬ对整群抽取的天津市某高校 ３０８ 名听障大学生进行集体施测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和 Ｍｐｌｕｓ ７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结果

相关分析显示ꎬ体育锻炼与锻炼自我效能感、身体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１８ꎬ０.２１ꎬ０.１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ꎻ锻炼自我效能感与身体自尊和生活满意度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４ꎬ０.２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身体自尊与生活满意

度呈正相关( ｒ＝ ０.３１ꎬＰ<０.０１)ꎮ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ꎬ身体自尊在体育锻炼和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ꎻ锻炼自我效能

感和身体自尊在体育锻炼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链式中介作用ꎮ 结论　 体育锻炼能提高听障大学生的锻炼自我效能感和身体

自尊ꎬ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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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满意度(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ｆｅ)是指一个人根

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生活质量所做出的主观评价[１] ꎮ
听障大学生由于在听觉和言语表达上存在障碍ꎬ生活

满意度低于普通大学生[２] ꎮ 体育锻炼与生活满意度

关系密切ꎬ但不同研究结果不一:有研究发现ꎬ体育锻

炼可以直接预测生活满意度[３] ꎻ另外 Ｍｃａｕｌｅｙ 等提出

的体力活动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经验模型框架发现

体育锻炼不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ꎬ而是通过身体、心
理和社会功能等变量影响生活满意度[４－７] ꎮ

近年来ꎬ一些研究者陆续开始对体育锻炼影响人

们生活满意度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ꎬ其中锻炼自我效

能感和身体自尊成为研究的主要中介变量[８－１１] ꎮ Ｊｏ￣

ｓｅｐｈ 等[１２]以美国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ꎬ在影响体

育锻炼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变量中ꎬ身体自尊对生活

满意度的影响最大ꎮ 本研究旨在以 Ｓｏｎｓｔｒｏｅｍ 等[１３] 提

出的扩展的锻炼和自尊模型为基础ꎬ在 Ｍｃａｕｌｅｙ 等提

出的体力活动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经验模型框架

下[４－７] ꎬ在听障大学生中探讨锻炼自我效能感和身体

自尊在体育锻炼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ꎬ为提高

听障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整群抽取天津市某高校听障大学生 ３４０
名ꎬ回收问卷 ３３２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７.６％ꎮ 对 ３３２ 份问卷

进行筛查ꎬ筛查出乱答、漏答共 ２４ 份无效问卷ꎬ有效问

卷 ３０８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２.８％ꎮ 平均年龄(２１.６０±２.１７)
岁ꎬ男生 １５３ 名ꎬ女生 １５０ 名ꎬ性别不详 ５ 名ꎻ大一学生

７２ 名ꎬ大二 ９８ 名ꎬ大三 ５３ 名ꎬ大四 ８５ 名ꎻ汉族学生

２９５ 名ꎬ少数民族学生 １２ 名ꎬ民族信息不明 １ 名ꎮ
１.２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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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ⅢꎬＰＡＲＳ￣３) 由日本学

者桥本公雄编制而成ꎬ中文版由梁德清等[１４] 修订ꎮ 该

量表共 ３ 个条目ꎬ分别考察体育锻炼的强度、时间和频

率ꎮ 强度和频率从 １ ~ ５ 级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时间从 １ ~ ５
级计 ０ ~ ４ 分ꎬ体育锻炼量＝强度×时间×频率ꎬ总分在 ０
~ １００ 分之间ꎮ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ꎮ
１.２.２　 锻炼自我效能感量表 　 锻炼自我效能感量表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ｃａｌｅꎬＳＥＥ)由 Ｒｅｓｎｉｃｋ 等[１５]

修订而成ꎮ 共 ９ 个条目ꎬ采用 １１ 点计分ꎬ０ 代表没有

信心ꎬ１０ 代表非常有信心ꎬ总分在 ０ ~ ９０ 之间ꎮ 国内

学者 Ｌｅｅ 等[１６]对该量表中文版进行了修订ꎬ具有较好

的信、效度ꎮ 在本研究中中文版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８２１ꎮ
１.２.３　 身体自尊量表　 采用 Ｆｏｘ 等[１７] 于 １９８９ 年编制

的身体自我知觉剖面图(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
ｆｉｌｅꎬＰＳＰＰ) 中的身体自我价值感量表(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
Ｗｏｒｔｈ Ｓｃａｌｅ)对身体自尊进行测量ꎮ 量表包含 ６ 个条

目ꎬ分 ４ 级评分ꎬ主要用于测量人们对自己身体的自豪

感、满意感、积极体验和信心ꎮ 国内学者徐霞等[１８] 对

该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进行了中文版修订ꎬ修订后的

身体自尊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ꎮ 在本研究中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９４ꎮ
１.２.４　 生活满意度量表 　 生活满意度量表(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ｆｅ ＳｃａｌｅꎬＳＷＬＳ)由 Ｄｉｅｎｅｒ 等[１９] 于 １９８５ 年

编制而成ꎮ 该量表共 ５ 个条目ꎬ为 ７ 点计分ꎬ１ 表示非

常不同意ꎬ７ 表示非常同意ꎬ总分越高ꎬ说明生活满意

度越高ꎮ 本研究中ꎬ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８０ꎮ
此次调查在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进行ꎬ每位被试自愿参加

测试ꎬ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ꎬ测试后发放一份小礼物ꎮ
对参加测试的被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ꎬ在该

学院学生会主席的协助下由同一主试进行测试ꎬ时间

约 １５ ｍｉｎꎬ测试结束后当场收回问卷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统计软件ꎬ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法进行相关分析ꎬ使用 Ｍｐｌｕｓ ７ 统计软件

进行模型估计检验中介作用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相关分析　 对体育锻炼、锻炼自我效能感、身体

自尊和生活满意度进行相关分析ꎬ发现体育锻炼、锻
炼自我效能感、身体自尊和生活满意度两两之间均呈

正相关( ｒ＝ ０.１３ ~ ０.３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锻炼自我效能感和身体自尊在体育锻炼和生活

满意度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假设锻炼自我效能感和

身体自尊分别在体育锻炼和生活满意度间起中介作

用ꎬ锻炼自我效能感和身体自尊在体育锻炼和生活满

意度间起链式中介作用ꎮ 使用 Ｍｐｌｕｓ ７ 统计软件进行

模型估计ꎬ各拟合指数都达到标准ꎬ表明模型拟合良

好ꎮ 模型拟合指数:χ２ / ｄｆ ＝ １.６２６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５ꎬＣＦＩ
＝ ０.９６７ꎬＴＬＩ＝ ０.９５６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听障大学生锻炼自我效能感和身体自尊

在体育锻炼与生活满意度间的链式中介模型

　 　 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检验ꎬ重
复取样 １ ０００ 次ꎬ计算 ９５％的置信区间ꎮ 如果置信区

间不包括 ０ꎬ说明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ꎻ置信区间包

括 ０ꎬ说明中介效应无统计学意义ꎮ 体育锻炼—锻炼

自我效能感—生活满意度路径对应的 ９５％ ＣＩ 为 －
０.００３~ ０.１２４ꎬ表明锻炼自我效能感在体育锻炼和生活

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无统计学意义ꎮ 体育锻炼—身

体自尊—生活满意度路径和体育锻炼—锻炼自我效

能感—身体自尊—生活满意度路径对应的 ９５％ＣＩ 分

别为(０.０３４ ~ ０.２５１)(０.００６ ~ ０.０８４)ꎬ均未包含 ０ꎬ表明

身体自尊在体育锻炼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效应有

统计学意义ꎬ锻炼自我效能感和身体自尊在体育锻炼

和生活满意度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有统计学意义ꎮ

３　 讨论

体育锻炼与锻炼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ꎬ证实了班

杜拉社会认知理论ꎬ即自我效能不仅能够影响人们的

行为ꎬ还能被成功的行为所影响[２０] ꎮ 当人们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时ꎬ锻炼自我效能感较高ꎮ 体育锻炼与身体

自尊呈正相关ꎬ与 Ｅｌａｖｓｋｙ 等[４] 和 Ｊｏｓｅｐｈ 等[１２] 研究一

致ꎬ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个体越容易对自己的身体

领域产生积极体验ꎮ 体育锻炼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

关ꎬ与武国保等[２１] 研究一致ꎬ提示多参加体育锻炼的

个体可能对自己的生活越满意ꎮ 锻炼自我效能感与

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ꎬ提示个体在心情不好、天气不

佳等不利于锻炼的情况下仍然有信心进行锻炼时ꎬ个
体可能会更加满意自己的生活ꎮ 身体自尊与生活满

意度呈正相关ꎬ与 Ｊｏｓｅｐｈ 等[１２] 的研究一致ꎬ说明个体

对自己的身体领域产生积极体验时ꎬ生活满意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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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ꎮ
结果显示ꎬ体育锻炼对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不

显著ꎬ与 Ｍｃａｕｌｅｙ 等[４－７]和戴群等[２２]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提示并不是只要进行体育锻炼就一定能产生比较好

的生活满意度ꎮ 其次ꎬ锻炼自我效能感在体育锻炼与

生活满意度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ꎬ具体表现为体育锻

炼能直接影响锻炼自我效能感ꎬ但锻炼自我效能感却

不能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ꎬ与 Ｍｏｔｌ 等[６－７] 对多发性硬

化患者和 Ｓｗｅｅｔ 等[２３] 对脊髓损伤患者以及 Ｊｏｓｅｐｈ
等[１２]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也支持了 Ｍｃａｕｌｅｙ
团队从社会认知的视角提出的体力活动与生活满意

度关系的经验模型[５] ꎬ即体育锻炼直接影响锻炼自我

效能感ꎬ而锻炼自我效能感是通过影响身体和心理健

康间接影响生活满意度ꎮ 此外ꎬ身体自尊中介了体育

锻炼和生活满意度间的关系ꎬ与 Ｅｌａｖｓｋｙ 等[４ꎬ１２]的研究

结果一致ꎬ即人们可以通过加强体育锻炼来提高人们

在身体领域的满意感ꎮ 最后ꎬ锻炼自我效能感和身体

自尊在体育锻炼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链式中介作用ꎬ验
证了 Ｓｏｎｓｔｒｏｅｍ 等[１３] 提出的扩展的锻炼和自尊模型ꎬ
即体育锻炼可以提高人们的锻炼自我效能感ꎬ锻炼自

我效能感的提高有助于身体自尊的提高ꎮ 同时也部

分验证了 Ｍｃａｕｌｅｙ 等[５－７] 采用了社会认知的视角提出

的体力活动与生活满意度关系的经验模型ꎬ即体力活

动对生活满意度没有直接影响ꎬ而是直接影响锻炼自

我效能感ꎬ再依次通过心理健康状态(身体自尊)间接

影响生活满意度ꎮ
综上所述ꎬ体育锻炼虽然不能直接影响听障大学

生的生活满意度ꎬ但却可以通过影响锻炼自我效能感

和身体自尊ꎬ进而影响生活满意度ꎮ 因此ꎬ在特殊教

育学校中ꎬ可以多鼓励听障大学生参加一些适合他们

的体育活动ꎬ同时设计一些体育活动来增进他们坚持

锻炼的信心ꎬ多选择一些可以提高身体信心的运动项

目ꎬ如健美和篮球[２４] 来进行锻炼ꎬ来提高听障大学生

的生活满意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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