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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体化理论，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女

性的身体总是在媒体和社会交往等途径中被观看和

评价，导致女性也如此对待自己[1]。比如，很多女性

可能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每天多次打量自己的外

表；在社交平台上发自拍前，会反复修改并评价照片

里的自己……这些时刻的女性可能是在经历着自我

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即从观察者的角度看

待自己的身体，习惯性地监视自己的身体，并且重视

自己身体的外貌特征而非能力属性[1，2]。

McKinley和Hyde提出客体化身体意识（objecti⁃
fied body consciousness）这一概念来阐释自我客体化

过程。客体化身体意识包括三个方面，①身体监视

（body surveillance），即从观察者的角度评价自身，也

是前文提到的自我客体化的具体表现；②身体羞耻

感（body shame），即身体未达到理想标准时感到羞

耻；③外表控制信念（appearance control belief），即相

信一个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够控制自己的外表 [3]。

但外表控制信念这一维度被认为不是自我客体化的

主要体验 [2]，前人在研究客体化身体意识时多将其

舍弃，仅使用身体监视和身体羞耻感两个维度 [4-7]。

此外，修订后的中文版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删除了

外表控制信念这一维度 [8]。因此，本研究也仅考虑

身体监视与身体羞耻感这两个维度。研究已发现，

长期监视自己的身体，并产生身体羞耻感，会对女性

的幸福感产生消极的影响[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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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self-compassion writing on 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OBC) and
well-being in Chinese young women. Methods: Young women were recruited through Internet and then assigned into one
of the following three conditions: self-compassion writing(experimental), writing control and no-task control condition. Self-
compassion, self-esteem, OBC and well-being were assess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writing activity. For
both experimental and writing control group, during one week, participants needed to write a letter about a negative event
that had happened recently every day. However, only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 were instructed to think and
write in a self-compassionate way. Participants in the no-task control condition only needed to finish the pre- and post-
test without any writing activity. Results: Compared to the two control groups,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 ex⁃
perienced significantly greater gains in self-compassion and greater reduction in body shame. No significant group differ⁃
ences were found in body surveillance and well-being. However, participa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ondition reported signifi⁃
cantly more well-being in the post-test than the pre-test.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elf-compassion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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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ff 在 2003 年提出了自我悲悯（self-compas⁃

sion，以下简称“自悯”）的概念，为我们理解并改善

女性对待自己身体的态度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自

悯这一概念源自于佛教，强调对自身的不足和痛苦

保持觉察和接纳，对自我保持友善，以及认识到不足

与痛苦是全人类共有的[11]。已有研究显示，自悯可

以增强个体积极的心理力量，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

关关系[12，13]，且相比于社会比较，自悯更能够预测幸

福感[14]。

研究也已发现，自悯水平与身体羞耻感和身体

监视呈负相关[15，16]；在身体关注与抑郁 [17]、肥胖人群

的自我污名化与抑郁[18]间起到中介作用，可能阻断

了与体型有关的消极想法和行为产生消极结果的过

程；调节了身体监视和身体羞耻、抑郁之间的关系
[4]，即高自悯的个体能够对自身的身体保持恰当的

觉察，较少体验到与身体有关的羞耻感，抑郁水平更

低。此外，Albertson等人的干预研究表明，正念自悯

训练有利于降低个体对自己体型的不满意度、羞耻

感，提高个体的身体欣赏程度[19]。因此，自悯可以作

为潜在的干预方式，减少女性的身体监视及身体羞

耻感，并提高幸福感。

然而，完整的正念自悯训练耗时较长，对专业人

员要求高，且覆盖的人群较小，需要寻找更为经济有

效的方式来进行干预。有研究发现一周的自悯信书

写能够作为有效的干预方法改善个体的抑郁情绪
[20]，提高幸福感 [21]。这种方式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

制，简单易行。因此，本研究将探索自悯信书写的干

预方式是否能够有效地减少女性的客体化身体意

识，并提高其幸福感。客体化身体意识的减少具体

表现为身体监视和身体羞耻感的减少。由于许多研

究表明自尊[17，22]、年龄[23]、BMI[23]也与女性客体化身体

意识及幸福感有关，因此本研究拟将这些变量作为

协变量。

1 研究方法

1.1 对象

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等平台以“每日一封

信”为研究任务发布研究信息招募被试。招募标准

为：女性；年龄大于 18岁；不曾被诊断为进食障碍。

共招募 61人，根据报名顺序随机分到实验组（自悯

信书写）和书写控制组，分别为31和30人。以“问卷

调查”为研究任务招募被试进入无任务控制组 31
人。三组完成前测的人数分别为，实验组 30人，书

写控制组 26人，无任务控制组 29人。一周实验期

内，有 9人因个人原因退出实验。完成后测的人数

分别为实验组26人，书写控制组23人，无任务控制

组27人。但在后测的数据当中，实验组中有一名被

试身份未能对应、三名被试未按照指导语写信，书写

控制组和无任务控制组中分别有一名和两名被试的

身份未能对应。因此，实验组、书写控制组和无任务

控制组最终进入分析的人数依次有22、22、25人，共

69人。没有进入后测分析的 16人与进入后测分析

的 69人在各变量的前测分数上均无显著差异。三

组的年龄（F(2，66)=0.272, P=0.763）与BMI（F(2，66)=0.523,
P=0.595）均无显著差异。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被试人口学信息

1.2 工具

1.2.1 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
sciousness Scale) 英文版OBC量表[3]包括身体监视、

身体羞耻感和外表控制信念三个维度，各8个题目，

一共 24个题目。修订后的中文版本删除了外表控

制信念这一维度，及身体羞耻感维度中的两道题目
[8]。即中文版的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共 14题，身体

监视子量表有8题，身体羞耻感子量表有6题，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8]。采用6点评分，分数越高表明客体

化身体意识水平越高。本研究中，客体化身体意识

量表的Cronbach’s α为 0.817，身体监视和身体羞耻

感两个子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15和0.753。
1.2.2 自悯量表(Self-Compassion Scale) 自悯量表

由Neff编制，共 26题，5点评分 [24]，分别测量自我友

善、自我批判、普遍人性、孤立感、正念以及过度沉溺

六个维度。修订后的中文版量表支持原量表的六因

素结构模型，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5]。本研究中，自悯

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71。
1.2.3 自尊量表 (Self-Esteem Scale) 采用 Rosen⁃
berg自尊量表中文版，共 10题，4点评分，用于评定

个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26]。本研

究中，自尊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36。
1.2.4 幸 福 感 指 数 量 表 (Index of Well- being)
Campell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的中文修订版 [27]，7
点评分，包括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个问卷，

前者由 8个情感项目组成，后者则由一个满意度项

目组成。计算总分时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的平均得

分与生活满意度问卷的得分（权重为1：1）相加。本

人数

年龄M(SD)
BMI M(SD)

实验组

22
21.73(1.45)
19.52(1.90)

书写控制组

22
21.86(2.34)
20.18(2.13)

无任务控制组

25
21.48(1.56)
20.0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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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该量表情感指数量表的 Cronbach’s α为

0.838。
1.3 实验设计

采用对照组前后测设计。为控制书写本身的作

用，将招募的被试随机分配至实验组和书写控制

组。出于伦理考虑，无任务控制组另行招募，不做随

机分组处理。被试分别在干预前（无任务控制组无

干预）和干预后完成问卷测量。

实验组和书写控制组每天将会收到提醒，请其

记录近期发生的消极事件，指导语改编自Leary等人

的研究[28]。实验组将在此指导语的基础上收到另一

段指导语，指导其以自悯的方式来记录这件事 [20]。

具体指导语如下：

记录消极事件指导语：“回忆近期发生的一件消

极事件，可能是你被他人羞辱或拒绝了，或者是遇到

了挫折，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请你用

第一人称给自己写一封信，详细描述这件事情，并写

下这件事情的起因、有谁在场、发生了什么、你当时

的感受及行为等。内容并没有对错之分，完全保密，

仅用于本次实验。”

自悯信书写指导语：“在开始写之前，尝试着让

部分的你感受到你对自己与他人的善意和理解。想

象当你的朋友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和

他/她说，或者这种情况下你的朋友会怎么和你说。

尝试着去理解你的痛苦（比如，我因为你的痛苦而感

到悲伤……），并意识到你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尝

试着写下其他人也经历类似事件的方式和情况，告

诉自己并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在经历着糟糕的事

情。注意，请不带情绪地，尽可能客观地去描述这件

事。我们希望你可以写下任何你想到的东西，只要

确保这封信的内容是你想听到的，能让你感到被安

慰和支持着的。”

1.4 数据分析

使用 SPSS21.0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分析。使用

前测数据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采用 3（组

别：实验组、书写控制组、无任务控制组）×2（测试时

间：前测、后测）混合实验设计，考察自悯信书写干预

的效果。

2 结 果

2.1 相关分析

使用前测的 85份数据进行各变量间的相关分

析，结果如表 2所示。年龄仅与身体羞耻感呈正相

关。因此，仅在分析身体羞耻感时，将年龄作为协变

量。BMI与各变量均无显著相关，不将BMI作为协

变量。

自尊与自悯、幸福感及身体羞耻感显著相关，与

身体监视不存在显著相关，因此分析身体监视时，不

将自尊作为协变量，而在分析其它变量时，将其作为

协变量。

表2 前测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包括前测所有被试，n=85）

注：*P<0.05，**P<0.01，下同。

2.2 前测分数比较

对实验组、书写控制组和无任务控制组的各变

量前测分数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均未发现显著差

异，说明干预前三组在各个关键变量上可看作处于

相同的基线水平。具体如表3所示。

表3 实验组、书写控制组和无任务控制组各变量前测分数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前测变量

自悯

身体监视

身体羞耻感

幸福感

实验组M(SD)
80.73(13.45)
35.09(6.35)
23.68(5.50)
9.48(1.87)

书写控制组M(SD)
81.95(12.56)
34.45(9.00)
22.64(8.04)
10.01(2.28)

无任务控制组M(SD)
82.56(9.10)
34.92(8.22)
23.08(6.14)
10.10(1.56)

F
F(2,66)=0.146, P=0.865
F(2,66)=0.038, P=0.963
F(2,66)=0.138, P=0.871
F(2,66)=0.691, P=0.505

1.年龄

2.BMI
3.自尊

4.自悯

5.身体监视

6.身体羞耻感

7.幸福感指数

1
1.00

-0.038
-0.029
0.008
0.041
0.216*

-0.052

2

1.00
0.026
0.015

-0.103
0.049
0.040

3

1.00
0.687**
0.056

-0.233*
0.621**

4

1.00
-0.186
-0.393**
0.600**

5

1.00
0.346**
0.025

6

1.00
-0.359**

7

1.00

2.3 干预效果检验

实验组一周内写信次数（M=5.50, SD=1.72）与

书写控制组一周内写信次数(M=5.23, SD=1.26）无显

著差异(t(42)=0.600, P=0.552)。
2.3.1 自悯 对自悯进行3（组别）×2（测量时间）混

合设计协方差分析，以自尊作为协变量。结果显示，

测量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F(1，66)=2.745, P=0.102），

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2，66)=1.165, P=0.318），测量时

间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2，66)=5.113, P<0.01），具

体如表 4所示。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实验组在干预

后自悯水平显著提高，书写控制组和无任务控制组

的自悯水平无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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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身体监视 对身体监视进行 3（组别）×2（测

量时间）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测量时间的

主效应不显著（F(1，66)=0.005, P=0.942），组别的主效应

不显著（F(2，66)=0.023, P=0.978），测量时间与组别的交

互作用不显著（F(2，66)=0.059, P=0.943），具体见表4。
2.3.3 身体羞耻感 对身体羞耻感进行3（组别）×2
（测量时间）混合设计协方差分析，以自尊和年龄作

为协变量。结果显示，测量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F
(1，66)=0.008, P=0.930），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2，66)=
0.333, P=0.718），测量时间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F(2，66)=4.259, P<0.05）。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实验组

在干预后身体羞耻感显著降低，而书写控制组和无

任务控制组的身体羞耻感无显著变化。

自悯

身体监视

身体羞耻感

幸福感

实验组

前测M(SD)
80.73(13.45)
35.09(6.35)
23.68(5.50)
9.48(1.87)

后测M(SD)
87.59(11.38)
34.32(6.30)
21.14(4.72)
10.08(1.61)

书写控制组

前测M(SD)
81.95(12.56)
34.45(9.00)
22.64(8.04)
10.01(2.28)

后测M(SD)
81.23(12.80)
34.09(9.37)
22.77(7.55)
9.89(2.48)

无任务控制组

前测M(SD)
82.56(9.10)
34.92(8.22)
23.08(6.14)
10.10(1.56)

后测M(SD)
83.40(10.60)
34.60(7.84)
23.08(7.24)
10.30(1.88)

交互作用

F
F(2,66)=5.113, P=0.009**
F(2,66)=0.023, P=0.978
F(2,66)=4.259, P=0.018*
F(2,66)=1.528, P=0.225

效应量(偏η2)
0.136
0.001
0.116
0.045

表4 各变量的混合设计协方差分析结果

2.3.4 幸福感 对幸福感进行 3（组别）×2（测量时

间）混合设计协方差分析，以自尊为协变量。结果显

示，测量时间的主效应不显著（F(1，66) =0.846, P=
0.361），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2，66) =0.212, P=
0.810），测量时间与组别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2，66)=
1.528, P=0.225），具体如表 4所示。然而，分别对三

个组在干预前后的幸福感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发

现，实验组的幸福感前后测量差异显著（t(21)=2.191,
P<0.05)，书写控制组（t(21)=-0.395, P=0.733)和无任务

控制组（t(24)=0.726, P=0.475)的幸福感前后测量差异

不显著。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为期一周的自悯信书写的干

预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女性的自悯水平，减少其客体

化身体意识中的身体羞耻感，但并不能影响其身体

监视。对其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部分支持。

自悯被发现对于改善个体的身心症状、促进积

极心理品质具有良好的作用 [20，21]，而其对于客体化

身体意识中身体羞耻感的作用已在以往研究中有所

体现[19]。本研究则考察了一种较为简单易行的自悯

干预方案，即使用自悯的方式来记录消极事件，对于

改善女性客体化身体意识的作用。本研究中所采用

的干预方法并没有直接针对女性的客体化身体意

识，而仅仅是通过对于一般性消极事件的记录，来训

练个体的自悯式思维，结果发现该干预方法能够有

效提升个体的自悯水平，并且减少了身体羞耻感。

这可能是因为自悯信的书写能够使个体习得自悯的

思维方式，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消极事件时能够对

自己持有自悯的态度，那么在面对自己身体上的不

足时，也能够以理解和接纳的态度，客观地认识到自

己的理想体型以及理想美是很难达到的，在不对自

己进行自我批判后，其身体羞耻感也就减少了[4]。

然而，自悯信书写的干预方式并不能改善个体

的身体监视水平。尽管在结果部分未报告，但通过

前测数据的相关分析显示，在自悯量表的各个维度

中，仅有正念子维度与身体监视存在显著相关（r=-
0.230, P<0.05）。因此，身体监视更可能与不评价的

注意和觉察当下体验相关[29]。而自悯信书写的干预

方式在短期内无法作用于个体的注意方式。未来研

究可以考虑使用正念自悯训练的干预方式来考察其

对身体监视的作用。

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尽管干预对于幸福感的

作用并没有显著的组间差异，但是实验组本身的后

测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的提升，部分支持了自悯信

书写能够提升个体幸福感[21]。但是效应并不强，这

可能与干预时间较短、干预方法的强度较小有关。

未来可以通过延长干预时间等方式进一步考察。

本研究最大的不足在于未对干预效果进行追

踪，因此无法考察干预效果的持续性。由于本研究

的干预时间较短，而且采用了网上招募被试的方法，

使得追踪数据的收集困难较大。尽管如此，本研究

的结果依然能够为简单的自悯干预对于女性客体化

身体意识的作用提供较好的支持，并且显示依赖于

网络的干预方式也是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段，能够为

经济有效的干预模式提供研究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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