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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身体自我(negative physical self，NPS)也称

身体意象失调(body image disturbance)，是身体自我

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个体对身体的消极认知、消极情

感体验和相应的行为调控 [1]。研究发现，青少年的

负面身体自我包括整体的身体不满意和胖、瘦、容

貌、矮四个主要的特殊因子[1]。

很多研究发现，负面身体自我者对相关信息存

在认知加工偏好[2-7]，例如，相比对照组被试，实验组

被试在词汇分类任务中将胖身体词判断为更消极且

对胖词的再认量更大，表现出对胖身体相关词的认

知偏好[7]。研究者认为这是由负面身体自我图式造

成的。负面身体自我图式包含对体重、体形和食物

等信息的刻板化、情绪化和过分强调的评价 [8]。由

于负面身体自我图式的存在，消极身体意象者对身

体自我相关信息的反应阈限降低，表现出高敏感性，

因此这些信息更易得到语义激活[9]。当给负面身体

自我者呈现或周围环境中出现与体重、体形和食物

等图式相关信息时，会导致该图式的自动激活，从而

使图式相关内容的获得性更高，加工更精确、更容

易，在不同信息加工阶段产生选择性注意、判断和选

择性存储[10]，表现为反应时缩短[2-5]、情感体验更消极
[7]，即负面身体自我者存在对身体或食物信息的认

知加工偏好[11，12]。

然而，上述有关研究大多关注的是胖负面身体

自我[2，3，5-7]或相貌负面身体自我[4]的认知加工偏好，

而研究发现矮才是青少年对身体最不满意的方面
[1]，但关于矮负面身体自我的研究却非常少见。那

么，矮负面身体自我是否也会在相关图式的指导下

导致个体对相关信息的认知加工偏好？目前尚无对

这一问题的明确回答。因此，本研究拟对这一问题

进行探讨，以期为负面身体自我的有关研究领域提

供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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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抽取山东某大学本科生 360名，用负面身体自

我量表(Negative Physical Self Scale，NPSS)进行测试，

参照前人研究 [5，13]，选取矮维度 (shortness concern，
NPSS-S)平均分高于 2.5的大学生 50人为矮负面身

体自我高分组，另选取平均分低于 1.5的大学生 50
人为矮负面身体自我低分组作为对照组。同时，这

100名被试在其他各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均高于 1.5
且低于 2.5，从而排除其他维度的影响。 高分组有

效被试 43 名，男 8 人，占 18.60%，女 35 人，占

81.40%，平均年龄 20.00岁；低分组有效被试 48名，

男 9人，占 18.75%，女 39人，占 81.25%，平均年龄

20.83岁。高分组与低分组在年龄（t(89)=-0.395，P>
0.05）上无显著差异，性别比基本均衡，高分组矮负

面身体自我得分显著高于低分组（t(89)=40.756，P<
0.05）。除此之外，所有被试：①无急、慢性疾病；②
无精神疾病；③不吸烟或最近两年不吸烟；④不酗酒

以及无酗酒史；⑤视力或校正视力正常；⑥右手利。

1.2 测量工具和实验材料

1.2.1 测量工具 负面身体自我量表(NPSS)：由陈

红编制 [14]，共 54个题目，包含整体、相貌、胖、矮、瘦

五个分量表，0~4五点记分。本研究仅使用其中的

矮分量表测量矮负面身体自我。该量表信效度良好
[1，12]，本研究中其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7。
1.2.2 实验材料 ①用开放式问卷在 50名本科大

学生中测试，要求写出形容一个人矮的词语、成语和

常用来形容人身高矮的比喻词汇，以及仅含“矮”字

但本身无矮之意的词汇。②对得到的词汇作初步处

理，共得到68个词汇。③找4位专家对词汇的熟悉

度、效价（积极、中性或消极）和词类（矮显词、矮隐喻

词或矮形似词）做判断，保留一致性为75%以上的词

汇48个，制作问卷。④另选取50名被试发放问卷，

对词汇的熟悉度、效价和词类进行统计，选取被试对

某一词汇的熟悉度、效价和词类判断一致性达到

80%以上的词汇作为矮实验词，同时兼顾三类词数

量的平衡分布，最终得到矮实验词 18个，分三种类

型：矮显词即明显与矮相关的词，如“矮小”；矮隐喻

词即本意不指矮，但含有矮的比喻意义的词，如“武

大郎”；矮形似词，指字面上含“矮”字，但词的含义本

身无矮之意，如“白矮星”。⑤根据词频、词性（形容

词或名词）和词的字数对每个矮实验词相应选取 4
个词作为矮对照词的备选词（如“矮小”对应“微小、

渺小、骨感、质感”四个备选词），制作问卷，并向选取

矮实验词时的50名被试发放问卷，考察这些词的熟

悉度和效价，并从 4个备选词中选取熟悉度和效价

与矮实验词相同或最接近的一个为矮对照词（如上

例中选择“骨感”为“矮小”的矮对照词），t检验结果

表明被试对矮实验词和矮对照词的熟悉度、效价无

显著差异，熟悉度 t(17)=0.53，P>0.05；效价 t(17)=
1.46，P>0.05；从而得到18个矮对照词，共形成36个
编码词汇。⑥再认材料中的目标词即为 36个编码

词汇，相应选取 36个非目标词（选取方法与矮对照

词的选取方法相同），t检验结果表明被试对目标词

和非目标词的熟悉度、效价无显著差异，熟悉度 t
(35)=0.57，P>0.05；效价 t(35)=1.49，P>0.05；从而得到

所有实验词汇。

1.3 实验设计

采用 2（被试分组：矮负面身体自我高分组，矮

负面身体自我低分组）×4（词汇分类：矮显词，矮隐

喻词，矮形似词，矮对照词）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被

试分组为组间变量，以下简称高分组和低分组，词汇

分类为组内变量。编码阶段因变量为被试对编码词

做积极、消极或中性判断的结果和反应时，再认阶段

因变量为被试的再认正确率和再认反应时。

1.4 实验程序

全部实验程序用E-Prime 2.0软件编写，在计算

机上完成。

1.4.1 编码测验 练习阶段：①被试熟悉操作程序

和计算机键盘。②被试输入自己的编号、性别、年龄

等个人信息。③屏幕出现指导语：我们将要进行一

个词语分类实验，下面出现的词，如果你认为是消极

的，请按“F”键；如果你认为是中性的，请按“空格”

键；如果你认为是积极的，请按“J”键。答案没有对

错之分，仅指词对你自己的意义而言，包括词的象征

含义在内。请你根据自己的判断尽快作出反应。准

备好后，按“Enter”键开始练习。④被试点击“Enter”
键，屏幕上随机呈现练习词，一次一个词，共5个，每

个词下面均有提示“F”=消极，“空格”=中性，“J”=积
极。直到被试按键作出反应后，第二个词出现。被

试可以点击“继续练习”，不断重复，直到完全理解实

验步骤和操作后，点击“正式实验”进入施测。正式

实验阶段：计算机自动以随机顺序呈现实验刺激，与

练习阶段一致。共测试18个矮实验词和18个矮对

照词，计算机自动记录被试反应结果和反应时间。

1.4.2 再认测验 屏幕呈现指导语，“现在，我们来

做一个有关记忆的测验。接下来出现的词汇有刚才

出现过的，也有没出现过的，请尽量回忆刚才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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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如果下面出现的词是之前出现过的，请按

‘Q’键；如果没有出现过，请按‘P’键。按‘Enter’键
开始。”共测试36个目标词和36个非目标词，计算机

自动记录被试的再认结果和再认反应时。

1.5 数据处理与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编码的反应时

去掉极端数据（正负3个标准差之外）多于3的
被试6名，最终包含85名被试，其中高分组41名，低

分组44名。对被试的编码反应时进行描述统计，结

果见表1。
对编码反应时进行2（被试分组）×4（词汇分类）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仅词汇分类主效应

显著，F(3，249) = 14.48，P<0.05。多重比较发现，矮

显词的编码反应时显著低于其他 3类词；矮对照词

的编码反应时低于矮隐喻词，达边缘显著(P=0.08)；
矮隐喻词编码反应时低于矮形似词，边缘显著(P=
0.05)。以被试分组为自变量，被试对 4类词的编码

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MANOVA。结果表明，在4类
词的编码反应时上，被试分组主效应均不显著，Ps>
0.05。

进一步将 3类矮相关词合并为一组矮实验词，

进行 2（被试分组）×2（词汇分组：矮实验词，矮对照

词）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被试分组、词汇

分组主效应及二者交互作用均不显著，Ps>0.05。
2.2 编码的情感偏好

参照有关研究 [3]，对编码结果赋值，积极赋值+
2，中性赋值0，消极赋值-2，得到被试对所有词汇的

编码得分，不同类型词汇的编码得分见表2。

对 4类词的情感编码得分进行 2（被试分组）×4
（词汇分类）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被试分

组主效应显著，F(1，89)=15.84，P<0.05, 高分组的情

感编码得分显著低于低分组。词汇分类主效应显

著，F(3，267)=122.46，P<0.05，矮形似词的编码得分

显著低于其他 3类词汇；矮显词和矮隐喻词的编码

得分均显著低于矮对照词但两者差异不显著。被试

分组与词汇分类交互作用显著，F(3，267)=4.56，P<
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3类矮相关词上，被试

分组主效应均显著，F(1，89)=7.82，F(1，89)=4.62，F
(1，89)=14.98，Ps<0.05, 均为高分组编码得分显著低

于低分组；矮对照词的被试分组主效应不显著，P>
0.05。对于高分组，词汇分类主效应显著，F(3，87)=
81.24，P<0.05, 矮形似词的编码得分显著低于其它3
类词，矮显词和矮隐喻词的编码得分显著低于矮对

照词，其他差异不显著。对于低分组，词汇分类主效

应也显著，F(3，87)=43.72，P<0.05，矮形似词的编码

得分显著低于其它3类词，其它差异不显著。

将 3类矮词合并为矮实验词，进行 2（被试分

组）×2（词汇分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

被试分组主效应显著，F(1，89)=9.36，P<0.05；高分组

的情感编码得分显著低于低分组。词汇分组主效应

显著，F(1，89)=188.09，P<0.05; 矮实验词的编码得

分显著低于矮对照词。被试分组与词汇分组交互作

用显著，F(1，89)=11.29，P<0.05。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在矮实验词上，被试分组主效应显著，F(1，89)=
18.64，P<0.05；高分组得分显著低于低分组。矮对

照词上，被试分组主效应不显著，P>0.05。对于两组

被试，词汇分组主效应均显著，高分组 F(1，89)=
138.18，P<0.05；低分组 F(1，89)=56.72，P<0.05, 均为

矮实验词的编码得分显著低于矮对照词。

被试

高分组

低分组

总计

矮显词

1542.61±450.97
1462.09±401.15
1500.93±425.27

矮隐喻词

1657.21±455.24
1730.15±399.38
1694.97±426.25

矮形似词

1821.44±685.15
1785.37±575.45
1802.77±627.20

矮实验词

1673.75±459.08
1659.20±393.86
1666.22±424.05

矮对照词

1637.34±468.65
1616.51±408.98
1626.56±436.26

总计

1655.55±446.08
1637.85±384.75
1646.39±413.05

被试
高分组
低分组
总计

矮显词
-0.19±0.37
0.03±0.38

-0.08±0.39

矮隐喻词
-0.12±0.47
0.08±0.42

-0.01±0.45

矮形似词
-1.13±0.51
-0.71±0.53
-0.91±0.56

矮实验词
-0.48±0.32
-0.20±0.29
-0.34±0.03

矮对照词
0.19±0.29
0.20±0.29
0.20±0.03

总计
-0.14±0.25
0.00±0.22

-0.07±0.24

表1 高分组、低分组对实验词汇的编码反应时(M±SD；ms)

表2 高分组、低分组对实验词汇的情感编码得分（M±SD）

注：+2=积极，0=中性，-2=消极

2.3 再认正确率

计算被试对不同类型词汇的再认正确率，结果

见表3。

对被试的再认正确率进行 2（被试分组）×4（词

汇分类）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分组主

效应显著，F(1，89)=5.13，P<0.05; 高分组再认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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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低分组。词汇分类主效应显著，F(3，267)=
16.25，P<0.05, 矮形似词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其

他 3类词汇，矮显词和矮隐喻词的再认正确率均显

著低于矮对照词，其他差异不显著。被试分组和词

汇分类交互作用显著，F(3，267)=2.75，P<0.05。简单

效应分析发现，在矮显词和矮隐喻词上，被试分组主

效应显著，F(1，89)=4.34，P<0.05；F(1，89)=4.73，P<
0.05, 均为高分组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低分组；在

矮形似词和矮对照词上，被试分组主效应不显著，

Ps>0.05。对于高分组，词汇分类主效应显著，F(3，
87) 4.70，P<0.05, 矮形似词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

其它3类词，其他差异不显著。对于低分组，词汇分

类主效应显著，F(3，87)=14.86，P<0.05, 矮形似词的

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其它 3类词，矮对照词的再认

正确率显著高于矮显词和矮隐喻词，后两者之间差

异不显著。

将 3类矮词合并为矮实验词，进行 2（被试分

组）×2（词汇分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被试分组主效应边缘显著，F(1，89)=3.19，P=0.08; 高
分组的再认正确率高于低分组。词汇分组主效应边

缘显著，F(1，89)=2.75，P=0.097；矮实验词的再认正

确率低于矮对照词。被试分组和词汇分组交互作用

显著，F(1，89)= 6.44，P<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矮实验词上，被试分组主效应显著，F(1，89)=6.21，
P<0.05；高分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低分组。在矮

对照词上，被试分组主效应不显著，P>0.05。对于两

组被试，词汇分组主效应均不显著，Ps>0.05。
2.4 再认反应时

去掉极端数据（正负3个标准差之外）多于3的
被试3名，最终包含88名被试，其中高分组42名，低

分组 46名。被试对不同类型词汇的再认反应时见

表4。
对再认反应时进行2（被试分组）×4（词汇分类）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被试分组主效应不

显著，P>0.05；词汇分类主效应显著，F(3，258)=3.87，
P<0.05, 矮显词的再认反应时显著高于其他3类词，

其它差异不显著；被试分组与词汇分类交互作用显

著，F(3，258)=17.09，P<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矮

隐喻词上，被试分组主效应显著，F(1，86)=29.39，P<
0.05, 高分组的再认反应时显著低于低分组；矮显词

上，被试分组主效应边缘显著，F(1，86)=3.34，P=
0.07, 高分组的再认反应时低于低分组；而在矮形似

词和矮对照词上，被试分组主效应不显著，Ps>
0.05。对于高分组，词汇分类主效应显著，F(3，84)=
12.70，P<0.05；多重比较结果表明，矮隐喻词的再认

反应时显著低于其它 3类词，其他差异不显著。对

于低分组，词汇分类主效应显著，F(3，84)=8.04，P<
0.05；矮对照词和矮形似词的再认反应时显著低于

矮隐喻词和矮显词，其它差异不显著。

将 3类矮词合并为矮实验词，进行 2（被试分

组）×2（词汇分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被试分组和词汇分组主效应均不显著，Ps>0.05。被

试分组与词汇分组的交互作用显著，F(1，86)=25.77，
P<0.05。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矮实验词上，被试分组

主效应显著，F(1，86)=5.82，P<0.05, 高分组的再认反

应时显著低于低分组；矮对照词上，被试分组主效应

不显著，P>0.05。对于高分组，词汇分组主效应显

著，F(1，86)=12.46，P<0.05; 矮实验词的再认反应时

低于矮对照词。对于低分组，词汇分组主效应显著，

F(1，86)=13.36，P<0.05；矮实验词的再认反应时高于

矮对照词。

被试
高分组
低分组
总计

矮显词
0.90±0.11
0.84±0.15
0.86±0.14

矮隐喻词
0.89±0.10
0.82±0.17
0.85±0.14

矮形似词
0.96±0.10
0.95±0.09
0.95±0.09

矮实验词
0.91±0.07
0.87±0.10
0.89±0.09

矮对照词
0.91±0.06
0.91±0.05
0.91±0.06

总计
0.91±0.05
0.89±0.07
0.90±0.06

被试
高分组
低分组
总计

矮显词
956.63±224.99

1039.87±202.18
1000.14±216.21

矮隐喻词
852.53±134.62

1013.99±143.91
936.93±160.72

矮形似词
957.86±206.85
945.91±214.65
951.61±209.84

矮实验词
922.34±153.58
999.92±148.05
962.89±154.82

矮对照词
984.72±128.81
938.19±122.01
960.40±126.75

总计
953.53±129.09
969.06±123.51
961.65±125.72

表3 高分组、低分组对不同类型词汇的再认正确率（M±SD）

表4 高分组、低分组对实验词汇的再认反应时(M±SD；ms)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矮负面身体自我高分组对矮相关信

息的反应时与对照组无显著差异，结果与高笑的研

究结果[15]相一致，但与有些研究结果[3-5]不一致。可

能是由于本研究的高分组并非临床被试，其相应的

行为表现未达到极端情况，因此，在实验中记录不到

与对照组有明显差异的行为。如 Sebastian的研究

也发现临床被试对胖信息词汇存在记忆偏好，而在

亚临床被试及正常被试中没有发现该偏好[16]。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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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对不同词类的编码反应时之间差异是显著的，对

矮显词的编码速度显著快于其它词类。原因可能是

被试对包含不同身体信息词汇的编码速度不同；也

有可能是不同词性信息（非身体信息）对编码速度产

生影响。因此，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先进的研究范式，

如电神经生理指标对此做进一步探讨。

关于情感偏好，本研究发现，高分组对矮实验词

的解释更加消极，而对矮对照词的情感编码上，两组

被试的编码得分差异不显著。这与以往有关身体困

扰、体重关注被试的研究结果 [17，18]一致。研究还发

现，相对于矮显词和矮隐喻词而言，被试对矮形似词

的解释更加消极，高分组比低分组表现更加明显。

这一方面说明矮负面身体自我大学生对矮相关信息

有消极情感偏好，另一方面也提示，由于矮形似词不

太常见，但它表面含有“矮”字，被试很可能会主观认

为矮形似词用来形容矮，加之人人追求“个子高”的

社会文化的影响，从而更倾向于对这类词有消极体

验。未来研究可使用其他研究范式，对该问题进行

探讨。

在再认阶段，本研究发现高分组对矮实验词的

再认反应时显著低于低分组而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

低分组，高分组对矮实验词的再认反应时也显著低

于矮对照词，但在再认正确率上无明显词类差异。

这一结果与以往有关胖负面身体自我的研究结果[11，
19]相一致，说明矮负面身体自我图式指导再认阶段

的认知加工，当给矮负面身体自我者呈现与矮相关

的信息时，会导致矮负面身体自我图式的自动激活，

从而使图式相关内容的获得性更高，加工更精确、更

容易，进而产生选择性存储，表现出明显的记忆偏

好。另外，被试对矮形似词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

其他3类词汇，这可能与矮形似词自身的特点有关，

由于矮形似词虽然没有“矮”的含义但含有“矮”字，

这为被试提供了很好的再认线索，从而提高了再认

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发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本研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由于词汇自

身特点的限制，导致矮形似词的选取相对困难，在熟

悉度上很难与其它词类匹配，从而可能对实验结果

产生一定影响；其次，本研究采用的是词汇判断的行

为实验，所得结果可能不够精确。未来研究应该进

一步改进实验范式，完善实验材料以弥补上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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