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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化媒体信息对女性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的影响
杨蕾，徐华女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学系，武汉 430072）
【摘要】 目的：探讨客体化媒体信息对女性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的影响。方法：研究 1 中，228 名大学生被试首

先观看含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同性图片，然后完成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的测量；研究 2 以 127 名女性大学生为被
试，采用 E-prime 进行媒体信息启动，以 2（客体化媒体信息、中性媒体信息）×2（高自尊、低自尊）设计检验客体化媒

体信息的影响以及自尊的调节作用。结果：研究 1 发现被试在接触客体化媒体信息后，女性的自我客体化、身体监

察和身体羞耻感水平显著高于男性。研究 2 发现接受客体化媒体信息启动的实验组女性的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监察

水平显著高于接触中性媒体信息的控制组，受客体化媒体信息启动后的身体监察水平能够预测女性的身体羞耻感
水平；自尊对自我客体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高自尊组女性也会受到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影响。结论：女性比男性更
易受到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影响，致使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升高；
在客体化媒体信息对女性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
耻感的影响中，自尊未起到显著的保护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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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Objectifying Media on Women’s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Body Shame
YANG Lei, XU Hu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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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effects of objectifying media on women’s self- objectification and body shame were exam⁃
ined. Methods: In Study 1, 228 undergraduates were first exposed to objectifying media materials(i.e., same-sex objectify⁃
ing images), and then completed the measures of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body shame. In Study 2, 127 female undergradu⁃
ates were primed with media materials in a 2(media: objectifying vs. neutral)×2(self-esteem: high vs. low) design to test the

effects of objectifying media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elf-esteem. Results: In study 1, women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
er self-objectification, body surveillance and body shame than men after being exposed to objectifying media. Study 2 re⁃
vealed that ①women in objectifying media condition report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body surveillance

than those in neutral media condition; ②the body surveillance primed with objectifying media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wom⁃
en’s body shame; and ③self-esteem did not serve as a moderating role on the effect of objectifying media on women’s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body shame. Conclusion: Women ar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effects of objectifying media than men.
Self-esteem is less likely to buffer the effects of objectifying media on women’
s self-objectification and body 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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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1.1

言

性客体化与自我客体化

在客体化(objectification)相关理论研究中，Bart⁃

ky 首先提出性客体化(sexual objectification)概念，指
[1]

女性的身体、身体部分或性功能被分离出其本人，沦

为工具状态，或被认为能够代表她整个人[2，3]。性客
体化是对女性的去人格化。Bernard 等在实验中阈
下呈现被性特征化(sexualized)的女性和男性身体图
片，
当图片正放时，
被试对女性和男性身体图片的正
确识别率相当，而当图片倒置时，被试对女性图片的
正确识别率显著高于对男性图片的识别；由于人类
刺激倒置时较难被识别而对物体刺激的识别不受倒
通讯作者：徐华女，Email: xuhuanu@msn.com

置影响，Bernard 等认为知觉者在基础认知水平上将
被性特征化的女性视为物体或客体(objects)而将被
性特征化的男性视为人[4]。

Fredrickson 和 Roberts 在其客体化理论(Objecti⁃

fication Theory[3]，属于女性主义社会文化理论)中指

出，反复的性客体化经历会使女性将她们自己视为
被评价(根据外表)的客体，导致女性以观察者视角
(observer’s perspective)审视自己的身体，即发生了
自我客体化(self-objectification)，其特征是频繁、习

惯性地对外表进行自我监察。自我客体化破坏了女
性与其主观体验的联系 [5]，使女性更关注自己在他
人眼中看起来如何，而非自己的主观感受如何，
这时
女性往往寻求的是
“我看起来怎么样”，
而不是
“我感
觉怎么样”[3]。实证研究支持了性客体化经历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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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我客体化的影响，自我报告的性客体化经历正

尊女性较易内化文化中的“理想美”标准 [38]，她们花

向预测女性的身体监察和身体羞耻感水平 [6]；人际

费更多时间去审视自己的身体以及与她人身体做比

性客体化经历(如带有性意味的客体化注视、意想不

较 [17]；而高自尊女性对客体化媒体表现出较少的喜

到的性骚扰)亦可预测女性的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

爱[21]，更倾向于避免接触性客体化媒体信息[39]，具有

耻感水平[7]。

风险规避倾向[40]，更倾向于接纳自己，对自己的内在

女性的自我客体化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
响。自我客体化程度高会使女性有更高的进食障碍
[8]

风险 ，更愿意选择通过慢性节食、暴食-清除来达
到体重控制的目的 [9]，更容易无规律饮食 [10]，更倾向
于为外表而进行身体锻炼，其与身体满意感和身体
自尊呈负相关[11]；还会使女性有更强的整容意向[12]，
[13]

更高的身体安全焦虑感和被强暴危险感 ，更高的
物质滥用风险 [14]，更高的抑郁水平 [15，16]，更低的主观
[17]

品质和外表更满意。
自尊在性客体化媒体对自我客体化的影响中还

可起到调节作用。Jones 和 Buckingham 发现，只有低

自尊女性在充满魅力的模特面前表现出对身体的自
卑感 [41]。Mischner 等研究显示，低自尊女性在接受
性客体化 MV 启动后，觉得自己的身体更胖，高自尊
女性则不易受到性客体化媒体的负面影响[39]。
1.4

本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18]

幸福感 ，
并可导致性功能紊乱 。
1.2

目前国内关于客体化经历对自我客体化的影响
机制的研究尚不足，综述性研究 [42，43] 和实证研究均

客体化媒体与自我客体化
国外研究表明，媒体信息对女性的自我客体化

始于近年。赵方的实验研究发现，外表观念内化在

有显著影响，
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媒体信息形式均可

客体化媒体意象对女性自我客体化的影响中起调节

，甚至仅通过想象

作用 [44]；李俊一，尹清和沈先昕的研究显示，
“ 理想

也会引发女性自我客体化的升高[22]。无论长期暴露

美”内化在人际性客体化经历与女性自我客体化之

于高客体化性质的媒体中还是短时间内或偶尔接触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5]。这两项研究均关注审美观念

客体化媒体，都会不同程度地引发女性自我客体化

内化的调节或中介作用，研究对象也均为女性(无男

引发女性自我客体化的改变

水平升高

[2，23]

[19-21]

。女性比男性更多地暴露于性客体化

媒体(电视、杂志)，也比男性报告了更高程度的自我
[2]

客体化和身体监察 。客体化媒体接触度越高，自
我客体化水平越高 [24]；在接触客体化媒体与自我客
体化的关系中，外表比较和“理想美”内化起中介作
[25，26]

用

。

Aubrey 分析了美国 5 种与女性健康有关的主流

杂志的 426 个标题，发现 33.3%的杂志大标题与外貌
有关，而且在 55 个主流话题中，40%带有客体化的
[27]

性质 。观看客体化图片会造成女性暂时性的自我
客体化水平的变化

[20，28，29]

；阅读带有性客体化信息的

时尚杂志能够预测女性身体不满意的程度

[30-32]

；观

看含有“理想瘦(thin-ideal)”内容的广告后，女性表
[33]

性被试作为对照)。
本研究尝试以实证研究探讨客体化媒体信息对

自我客体化的影响。研究 1 初步探讨在接触客体化

媒体信息后，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水平是否存
在性别差异，女性是否比男性更易受到客体化媒体
信息的影响。研究 2 进一步通过实验设计，以女性

为研究对象，探讨客体化媒体信息对女性自我客体
化和身体羞耻感的影响，以及自尊在其中的调节作
用。本研究希望可以丰富和发展有关自我客体化的
研究，检验以往国外研究提出的影响机制，
提供中国
文化背景下个体自我客体化的实证结果；同时希望
在实践层面促进人们提升对客体化与自我客体化的
危害的意识，对当前媒体中的客体化信息做出辨别，

现了更高程度的自我客体化 ；观看性客体化电视

对无意识的自我客体化过程进行反思，减少对自身

节目的频率超过平均水平的女性，状态性自我客体

的不合理审视。

[34]

化水平更高 。性客体化媒体信息还会影响女性的
认知加工过程，Aubrey 和 Gerding 的研究表明，观看

带有女性客体化形象的 MV 后，女性自我客体化水
[35]

平升高，
并且阻碍了她们对广告的视觉编码 。
1.3

自尊与女性自我客体化
以往研究表明，自尊与自我客体化水平呈负相

关，自尊越低的女性，自我客体化水平越高 [36]；自尊
[37]

也可预测身体比较程度和身体羞耻感水平 。低自

2

研究 1 自我客体化的性别差异
研究 1 探讨被试接触客体化媒体信息后，自我

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水平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

1 假设：接触客体化媒体信息后，女性的自我客体化
和身体羞耻感水平显著高于男性。
2.1
2.1.1

对象与方法
对象

通过网络招募被试及呈现研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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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233 名被试在线完成研究程序，
其中 5 名被试填

更关心我的身体能力而非外表”)，使用 7 点量表，1

性 111 名，女性 117 名)，来自文、理、工、农、医等专

自己的外表而非身体能力或感受 [47]，该量表的内部

写未完全(数据被剔除)，最终有效被试为 228 名(男
业，
本科生 225 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共 3 名，年龄范
围为 15-28 岁，平均年龄 21.40(SD=2.00)。
2.1.2

程序

研究程序通过网络呈现，所有被试均

观看 15 张含有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图片，再阅读 3 篇

(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越在意
信度在 0.74-0.83 之间[22]。本研究中信度为 0.82。

身体羞耻感的测量采用身体羞耻感量表(Body

Shame Scale)，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的子量表，为其

中一个维度，测量被试对自己身体感到羞耻或不舒

强调外貌重要性的报道。含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图片

服的程度，含 8 个条目，6 项正向计分(如“我会为没

身材。被试均观看同性别的客体化媒体信息图片，

(如“即使我不能控制自己的体重，我也觉得自己是

来源于 MV、杂志、广告等，涉及女性或男性的外貌、
图片中人物形象的身材和面容反映媒体文化中对女
性和男性青年的审美倾向(如图 1)。强调外貌重要
性的报道来自网络新闻报道，强调社会评价对“美
好”外貌身材的认可和求职过程中外貌的优势。观
看完图片并阅读完报道后，被试完成对自我客体化
的测量。

有拥有自己理想的体型而感到羞愧”)，2 项反向计分
个不错的人”)，使用 7 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到 7(非

常同意)，得分越高说明对自己身体的接受度越低，
羞耻感程度越高[48]，内部信度在 0.87-0.88 之间[22]。
2.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8.0 进行统计分析，通

过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自我客体化水平(2 项测量：
自我客体化、身体监察)和身体羞耻感水平的性别差
异。
2.2

结果
性别差异检验表明，被试在自我客体化水平上

具有显著性别差异，分别表现在自我客体化(由自我

客体化问卷测得)上，女性(M=3.88，SD=9.86)显著高
于男性(M=-7.10，SD=11.60)，t(227)=7.72，P<0.01，在

身体监察上，女性(M=32.71，SD=7.95)显著高于男性
(M=29.44，SD=8.65)，t(227) =2.97，P<0.01，在 身 体 羞

耻感上，女性(M=35.67，SD=4.64) 亦显著高于男性
图1

含客体化信息的图片

自我客体化水平分别由自我客体化问卷和身体
监察量表测得。自我客体化问卷(Self-Objectifica⁃
tion Questionnaire, SOQ, 1998) 由 Noll 和 Fredrickson
编制，包含 10 个项目，其中 5 项与外表有关(如身体
吸引力、身材、体重等)，另 5 项与身体能力有关(如身
体协调性、耐力、健康状况等)，外表项目与身体能力
项目呈显著负相关(r=-0.88) [23]，本研究中外表项目
与身体能力项目亦呈显著负相关，r=-0.99。被试对
这 10 个项目从 0(最不重要)到 9(最重要)进行排序(不
可重复)。总分由外表项目得分减去身体能力项目
得分得出，最终得分在+25(自我客体化水平高)到25(自我客体化水平低)之间 [46]。身体监察量表(Sur⁃
veillance Scale) 是客体化身体意识量表(Objectified
Body Consciousness Scale, OBC)的子量表，为其中一
个维度，测量被试对自己外貌的关注度和对自己身
体的监察度，含 8 个条目，2 项正向计分(如“一天中，
我多次考虑我的外表怎么样”)，6 项反向计分(如“我

(M=33.51，SD=6.72)，t(227)=2.80，P<0.01。
2.3

讨论

与假设相符，当接触到含有客体化媒体信息的
图片和强调外貌重要性的报道后，女性的自我客体
化水平显著高于男性，对自己身体的监察程度高于
男性，身体羞耻感亦高于男性，与先前研究结果一
致，女性更容易对同性的客体化图片产生反应，
而男
性对同性客体化图片不容易产生反应[48]。当女性看
到符合
“理想瘦”和
“容貌美”的女性图片并阅读到有
关强调外貌重要性的文字描述时，可能倾向于将其
与自身进行比较[37]，以观察者视角审视和评价自己，
身体监察随之升高。
从性别比较中可以看出，尽管男性被试接触的
媒体材料也涉及男性身体意象，但是男性较少受其
影响，他们更关注身体能力(如身体协调性)和自我
感受。在男权社会中，男性惯以权力、社会地位、财
富评价自己 [49]，较少以外貌作为衡量内容。进化心
理学研究曾发现，当与情敌进行比较时，男性更在意
对方的收入前景、职业前景和身体强壮方面优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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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实验室或图书馆个人研修室进行，被试均独
立完成实验程序。

自 尊 ( 作 为 调 节 变 量) 的 测 量 采 用 自 尊 量 表

评价者。在客体化文化(objectifying culture)的长期

(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 RSE, 1965)，由 10 个条

外貌方面衡量自身，以文化中对女性外貌的评价标

满意的”)，5 项反向计分(如“我感到自己值得自豪的

影响下，
女性将文化中的外表观念内化，更倾向于从

准去评价自己，甚至按照其要求去塑造自己。研究
表明
“理想美”内化在媒体性客体化与女性自我客体
化之间起中介作用[26]。因而受到客体化媒体信息启
动后，女性采取内化的审美标准将自身与媒体中的
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导致对自身的审视和身体羞耻
感的升高。消极的身体意象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女性
[51]

目组成，5 项正向计分(如“总的来说，我对自己还是
地方不多”)，采用 4 点量表，1(非常不符合)到 4(非常

符合) [52]，信度系数为 0.88[37]、0.91[17]。本研究使用由
王孟成等修订的自尊量表中文版 [53]，在本研究的信
度为 0.83。

实验操纵采用 E-prime 进行媒体信息启动，客

体化媒体信息条件(实验组)呈现客体化媒体材料，

的身心健康，
比如可能导致进食障碍 。

中性媒体信息条件(控制组)呈现中性媒体材料。实

3 研究 2 客体化媒体信息对女性自我客体
化的影响

片和 1 支广告 MV，并阅读 3 篇强调外貌重要性的报

由于研究 1 发现，接触到客体化媒体信息后，女

性的自我客体化、身体监察和身体羞耻感水平均显
著高于男性，女性更易受到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影
响。因此，研究 2 以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设计

验组被试依次观看 10 张带有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图
道。客体化媒体材料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女性的容
貌、身材上，材料来源于电视广告、杂志、媒体新闻
等。控制组被试观看中性媒体信息材料，采用与动
物有关的媒体图片、广告 MV 和报道。

实验操纵结束后，被试依次完成自我客体化和

(增加了控制组：中性媒体信息条件)进一步探讨客

身体羞耻感的测量。自我客体化水平(采用自我客

响，以及在该影响中自尊(划分为高低自尊组)是否

式同研究 1。本研究中，自我客体化问卷中能力项

启动的女性，自我客体化水平显著高于接触中性媒

信度为 0.80，身体羞耻感量表信度为 0.73。

体化媒体信息对女性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的影
起调节作用。研究 2 假设：①接受客体化媒体信息

体信息的女性；②对于接触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实验

体化问卷和身体监察量表)和身体羞耻感的测量方
目与外表项目显著负相关(r=-1.00)，身体监察量表
3.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8.0 进行统计分析，以

组，受到启动的自我客体化水平显著预测身体羞耻

独立样本 t 检验，检验实验操纵对自我客体化和身

化和身体羞耻感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自尊与媒体

息、中性媒体信息)×2(自尊：低自尊、高自尊)多元方

感水平；③自尊在客体化媒体信息对女性自我客体

体羞耻感的作用；以 2(媒体信息类型：客体化媒体信

信息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低自尊女性较易受到性

差分析(MANOVA)检验媒体信息类型和自尊(自变

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影响(反映在实验组和控制组的

量)在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因变量)上的主效应

自我客体化水平差异较大)，高自尊女性较不易受到

及交互作用。高低自尊组的划分，取自尊得分前

性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影响(反映在实验组和控制组
的自我客体化水平差异较小)。
3.1
3.1.1

尊组(M=26.00，SD=2.66)。
3.2

对象与方法
对象

27%为高自尊组(M=36.00，SD=0.98)、后 27%为低自

被试为中部地区某大学招募的 129 名

结果

在实验操纵的效果上，实验组(客体化媒体信息

自愿参与实验的在校女大学生，其中 2 名被试未完

组)和控制组(中性媒体信息组)在自我客体化和身体

名，年龄范围在 17-28，平均年龄 19.86(SD=1.84)，来

3.60，P<0.05，实验组(M=-2.22，SD=11.29)显著高于

成全部实验程序(数据被删除)，最终有效被试为 127

监察水平上均差异显著，自我客体化水平上，t(126)=

自文、理、工、农、医等专业，本科生 122 名，硕士及博

控制组(M=-9.48，SD=11.40)，身体监察感水平上，t

士研究生 5 名。被试被随机分派到实验组(客体化

媒体信息条件)和控制组(中性媒体信息条件)，实验
组 64 名，控制组 63 名。
3.1.2

实验程序

为避免无关因素的干扰，实验在

(126)=2.23，P<0.05，实验组(M=32.30，SD=7.51)亦显

著高于控制组(M=29.25，SD=7.83)，表明女性被试在

接受客体化媒体信息启动后，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监
察水平均显著高于接触中性媒体信息的控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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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检验受客体化媒体信息启动后自我客体化水

体化媒体信息启动后，实验组女性更多地联想到自

平与身体羞耻感的关系，以实验组自我客体化水平

身，通过内化的审美标准以观察者视角在对比中审

的 2 项测量(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监察得分)为自变量、
以身体羞耻感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显示，身体监察
对身体羞耻感的预测作用显著，β=0.27，t=2.02，P<

0.05，身体监察水平越高，身体羞耻感越强；自我客

视自己，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观察和评价，当感到自己
的身体外貌不如媒体图片中的女性时，她们对自己
的外貌感到不满意，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耻。

与假设 2 相符，对接触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女性

体化对身体羞耻感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13，t=

被试而言，被启动的自我客体化水平(体现在身体监

为检验自尊的调节作用，以媒体信息类型(实验

试接触客体化媒体信息时，被启动的自我客体化提

组—客体化媒体信息、控制组—中性媒体信息)和自

升了她们对自己身体的羞耻感和不舒服的程度，这

0.97，
P>0.05。

尊(高自尊组—前 27%、低自尊组—后 27%)为自变

察上)显著地正向预测了身体羞耻感，表明当女性被

与之前研究结果一致 [20]，说明身体羞耻感是自我客

量，
自我客体化、身体监察和身体羞耻感得分为因变

体化带来的消极情感结果[3，47，54]。因此，暴露于客体

量的多元方差分析显示，媒体信息类型在自我客体

化媒体信息会通过提高女性的自我客体化水平进而

化上主效应显著，F(1，125)=6.43，P<0.01，η =0.09，实
2

验 组 (M=- 2.06，SD=11.81) 显 著 高 于 控 制 组 (M=-

9.50，SD=11.09)。在身体羞耻感上主效应显著，F(1，

增强女性的身体羞耻感，以致引发不利的身心健康
后果。

假设 3(自尊的调节效应)未得到支持，自尊与媒

125) =4.03，P<0.05，η =0.06，实 验 组 (M=32.47，SD=

体信息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自尊在客体化媒体

监察感上主效应不显著(由于划分了高低自尊组，本

用，高自尊组女性接触客体化媒体信息时也一定程

2

8.57)亦显著高于控制组(M=27.59，SD=8.32)，在身体
分析中的被试为实验样本的 54%)，F(1，125)=0.69，

P>0.05。高低自尊组在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监察上主
效应不显著，F(1，125)=1.08，P>0.05，F(1，125)=3.64，
P>0.05，在 身 体 羞 耻 感 上 主 效 应 显 著 ，F(1，125) =
5.04，P<0.05，η2=0.08，低自尊组(M=32.78，SD=7.64)
显著高于高自尊组(M=27.59，SD=9.07)。自尊和媒
体信息类型在自我客体化(2 项指标)和身体羞耻感
上交互作用不显著，自我客体化上，F(1，125)=1.03，
P>0.05，身体监察上，F(1，125)=0.58，P>0.05，身体羞
耻感上，F(1，125)=0.45，P>0.05。因此，自尊在客体
化媒体信息对女性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的影响
中未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高低自尊组在不同媒体
信息条件下的自我客体化、身体监察和身体羞耻感
水平见表 1。
表1

高低自尊组在不同媒体信息条件下

的自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水平(M±SD)

自我客体化
身体监察
身体羞耻感

3.3

高自尊
低自尊
客 体 化
中
性
客 体 化
中
性
媒体信息
媒体信息
媒体信息
媒体信息
-5.27±12.26 -9.53±11.73 0.47±11.11 -9.46±9.13
28.47±8.75 28.36±9.42 34.16±8.17 30.77±7.49
30.67±9.32 25.16±8.32 33.89±7.90 31.15±7.22

讨论

信息对女性自我客体化的影响中未起到显著调节作
度上受到了影响，未支持国外相关研究结果 [39]。虽

然从表 1 的描述统计来看，高自尊组的自我客体化
水平在两个实验条件下的差距小于低自尊组，高自

尊有抵御自我客体化的趋势，但并未达到统计显
著。我们将在综合讨论中进行原因分析。

4

综合讨论
本研究通过 2 项系列研究探讨客体化媒体对女

性自我客体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1 探讨自我客体化
的性别差异，发现接触客体化媒体信息后，
女性报告

的自我客体化、身体监察和身体羞耻感水平显著高
于男性。由于研究 1 未设置控制组，
因而研究 2 进一

步通过实验设计(实验组—客体化媒体信息条件；控
制组—中性媒体信息条件)反映了暴露于客体化媒
体信息提升了女性的自我客体化、身体监察和身体
羞耻感。

研究 2 还尝试探讨自尊在客体化媒体对女性自

我客体化和身体羞耻感的影响中是否起调节作用，
即高自尊女性是否较不易受到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影
响。与假设不符，自尊未显示显著的调节作用。我
们推测，可能的原因是，高自尊女性日常对待客体化
媒体的策略是规避风险、避免接触对自己有害的媒

与假设 1 相符，接受客体化媒体信息启动的女

体信息 [39]，然而实验情境下高自尊女性也会认真观

性，自我客体化水平(自我客体化、身体监察)显著高

看客体化媒体信息，无法采用规避不利信息的策略，

于接触中性媒体信息的女性。我们推测，在受到客

因而也受到了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影响。未来研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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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通过完善研究设计来进一步检验自尊的调节作
用。
如果高自尊也较难抵制状态性自我客体化水平
的升高，
起不到明显的保护作用，那么如何帮助女性
抵制客体化媒体信息的影响？Myers 和 Crowther[55]的

研究发现，女性主义信念(feminist belief)在媒体意识
(media awareness)与女性“理想瘦”内化之间具有调
节作用，因此，女性主义信念可能具有保护作用，可

以减少女性的自我客体化。Crawford[5] 建议通过女
性主义心理学教育和女性主义行动来提升意识，使
人们意识到含有客体化、性别主义的信息(文字、形
象、观念)的危害，挑战客体化。我们希望此研究结
果可以促进媒体受众特别是女性受众对媒体中的客
体化意象进行甄别，对社会审美文化下的女性形象
进行反思，
不要一味地追求媒体中塑造的女性形象，
减少对自身不合理的审视和羞耻感，同时也希望媒
体减少对女性形象的客体化，进而从提升自身意识
和改善媒体环境两方面提高女性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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