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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河南省中小学生体育运动行为状况ꎬ为更好地开展体育运动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随机抽

样方法ꎬ自编问卷为对河南省 ６２ 所中小学 ２ ３５６ 名学生和 ９２ 名体育和生活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并开展座谈会ꎮ 结果　 ４２.
９８％的中小学生运动前不进行热身ꎬ７１.３２％ 的中小学生运动时间结构不合理ꎬ６５.００％的中小学生运动补液饮品选择不当ꎬ
２２.６８％的中小学生运动没有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锻炼强度ꎬ６１.２３％的中小学生对放松整理活动认识不够ꎮ ９２ 名教师中ꎬ赞
成中小学生参加体育运动之前需进行热身运动的有 ７３ 名ꎮ 结论　 河南省中小学生体育运动卫生状况总体良好ꎬ但是存在

问题仍然很多ꎮ 应加强中小学生体育运动卫生知识宣传和教育ꎬ帮助中学生养成科学的体育运动卫生习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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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为体育训练与体育人文教育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０７.０１０

　 　 儿童及青少年的健康一直以来是备受关注的问

题之一ꎬ近年青少年体质严重下降的现状迫使人们不

得不去深思如何提高学生体育运动水平ꎬ以改善中小

学生体质状况[１－２] ꎮ 为此ꎬ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

期间对河南省 ３２ 所中小学进行调查分析ꎬ了解河南省

中小学生体育运动卫生状况ꎬ针对问题提出合理化建

议ꎬ为促进中小学体育运动卫生工作的合理和健康发

展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抽取河南省 ６２ 所中小学ꎬ其中市区

学校 ３０ 所ꎬ县区学校 １６ 所ꎬ农村学校 １６ 所ꎬ共抽取

２ ４８０名 ８ ~ １５ 岁中小学生ꎬ１００ 名教师(包括体育教师

和生活教师)ꎮ 采用自编问卷进行调查ꎬ累计发放调

查问卷 ２ ５８０ 份(包括教师 １００ 份)ꎬ收回学生有效问

卷 ２ ３５６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５％ꎬ其中男生 １ ３６０ 名ꎬ女生

１ １２０名ꎻ教师问卷 ９２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２％ꎮ
１.２　 研究方法　 收集国内外近 ５ 年与本研究有关的

文献ꎬ整理归纳有用资料[１－５] 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ꎮ
对走访调查的教师以座谈会和问卷调查的方式ꎬ

记录教师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建议ꎬ会后进行整理、
分析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通过 Ｅｘｃｅｌ 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与分析ꎬ以 Ｐ<０.０５ 为有统计

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小学生参加体育运动之前热身运动情况　 男

生认真做运动前热身准备的有 ９１２ 名(６７.０６％)ꎬ女生

有 ６０２ 名(５３.７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９.８６ꎬＰ
<０.０５)ꎮ ９２ 名接受调查的教师中ꎬ赞成中小学生参加

体育运动之前需要进行热身运动的有 ７３ 名ꎻ但也有

１５ 名认为整个体育运动时间紧凑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

进行运动前的热身运动ꎻ其余 ４ 名没有发表明确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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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与不支持的态度ꎮ
２.２　 中小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口渴补液情况　 中小学

生体育运动口渴时喜爱的补液品种选择碳酸饮料的

有 ６６５ 名ꎬ占 ２８.２２％ꎻ累计百分比在 ８０％以上的液体

品种有果汁饮料(１ ０２１ 名ꎬ４３.３４％)、矿泉水(１ ２２９
名ꎬ５２. ３８％)、 白开水 ( １ ４３６ 名ꎬ ６０. ９５％)、 纯净水

(１ ６１２名ꎬ６８. ４２％)、含碳水化合物饮料 ( １ ７７７ 名ꎬ
７５.４２％)和含电解质饮料(１ ９２１ 名ꎬ８１.５４％)ꎮ
２.３　 中小学生参加体育运动时间段的选择　 ２ ３５６ 名

学生中ꎬ在早饭前或者放学后空腹或饥饿时进行体育

运动的占 ３８.６１％(９５７ 名)ꎻ饭后短时间内没有休息就

进行剧烈体育运动的占 １５.４６％(３８３ 名)ꎻ睡觉前 ２ ｈ
内进行体育运动的占 １７.２５％(４２８ 名)ꎻ无以上特殊时

间段进行体育运动的中小学生占 ２８.６８％(７１２ 名)ꎮ
２.４　 运动时间和强度　 有 ４６.５７％(１ １５５ 名)的学生

运动 ０.５ ｈ 以上感到疲劳时选择停止运动ꎬ １８. ９６％
(４７０ 名)的学生运动中感到疲劳时选择运动 １ ｈ 以上

时放慢运动速度后慢慢停止运动ꎬ３４.４７％(８５５ 名)的

学生选择运动 １ ｈ 以上到很累或不能坚持为止才结束

运动ꎮ
２.５　 运动后的放松整理　 大多数的中小学生没有完

全做好运动后放松整理ꎬ表现为 ６１.２３％(１ ５１９ 名)的

学生重视不够ꎬ其中 ３１.５３％(４５５ 名)的学生认为“没

必要”ꎬ１９.９２％(２８７ 名)认为“别人都不做ꎬ自己做很

奇怪” ꎬ１６.６５％(２４０ 名)认为“消耗体力ꎬ已经没有力

气了”ꎬ１４.２５％(２４０ 名)的中小学生“不知道怎么做”ꎬ
１２.３３％(２１１ 名)的中小学生认为“浪费时间”ꎮ

３　 讨论

体育运动能够增强青少年的体魄ꎬ锻炼青少年的

意志力ꎬ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ꎮ 适度的锻炼在青少年

生理和心理发育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ꎬ参加体育运动

能够完善身体的发育和功能ꎬ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

能够减轻抑郁症状的发生[２] ꎮ 但本研究显示ꎬ青少年

参加体育运动没有得到科学的指导ꎬ体育运动卫生状

况一般ꎮ
本研究发现ꎬ中小学生中男生比女生在参加体育

运动之前进行热身的人数比例高ꎬ可能与男生比较活

跃ꎬ易于投入到体育运动中ꎬ而大多数女生较文静ꎬ不
喜爱运动有关ꎮ 体育运动前的热身是为了调整身体

的惰性ꎬ动员运动系统ꎬ以投入到接下来的剧烈运动

中ꎬ可避免发生肌肉拉伤和突然运动导致的其他问

题[３－４] ꎮ 中小学生缺乏相关知识和科学的指导ꎬ大多

数学生不知道运动前如果不做热身或热身不充分就

投入剧烈运动ꎬ身体会因为弹性或者伸展性不足而受

伤ꎮ 在与教师座谈时发现ꎬ部分教师也缺乏科学合理

的关于运动前热身准备必要性的认识ꎮ 因此ꎬ在日常

工作中ꎬ有经验的体育教师应该对师生宣传体育活动

前热身运动的重要性ꎬ使学生在运动前能够正确科学

的进行热身以达到避免伤害的目的ꎮ
本研究发现ꎬ河南省中小学生体育运动口渴时喜

爱的补液品种首选碳酸饮料ꎬ其他依次为果汁饮料、
矿泉水、白开水、纯净水、含碳水化合物饮料、含电解

质饮料ꎮ 碳酸饮料饮用过多会对青少年的牙齿造成

损伤ꎬ另外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ꎬ二氧化碳过多

在运动中影响呼吸ꎬ不利于持续运动[５－６] ꎮ 运动时消

耗能量和出汗过多ꎬ需要补充大量的电解质和糖分ꎬ
因此含糖和电解质的饮品应为首选ꎮ 矿泉水、纯净水

以及白开水等只能够缓解口渴情况ꎬ不能达到补充流

失的电解质和糖分作用ꎻ果汁中含糖分ꎬ但是矿物质

含量少无法起到补充电解质的作用ꎮ
在所调查的 ２ ３５６ 名学生中ꎬ早饭前或者放学后

空腹或饥饿时进行体育运动的占 ３８.６１％ꎬ饭后短时间

内没有休息就进行剧烈体育运动的占 １５.４６％ꎮ 可见

河南省中小学生进行体育运动锻炼时间段不合时宜ꎮ
每天早饭前或者放学后空腹或者饥饿时进行体育锻

炼对身体易造成伤害ꎮ 空腹或者饥饿时进行体育运

动易造成低血糖或者腹痛ꎮ 饭后短时间内进行运动ꎬ
易导致消化不良ꎮ 中小学生需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７] ꎬ
一般科学的睡眠条件是睡前 ２ ｈ 不进行剧烈运动ꎬ因
此睡前运动不利于学生的睡眠质量ꎬ不建议睡前锻炼

身体ꎮ
体育运动时间和强度应根据个人的体质和运动

习惯来决定ꎮ 研究发现ꎬ河南省中小学中 ２２.６８％选择

运动 １ ｈ 以上到很累或不能坚持为止才结束运动ꎮ 过

度的体育运动强度对青少年身心发展造成伤害ꎮ 体

育老师和生活老师以及家长应该给孩子科学的指

导[８－９] ꎬ建议参加体育活动时按照自己个人能力来进

行锻炼ꎮ
体育运动后做好充分的放松整理活动ꎬ能够消除

疲劳ꎬ调整身体各项技能以及促进体能快速恢复ꎬ能
够提高体育锻炼效果ꎮ 研究发现ꎬ中小学生对放松整

理活动的意义知晓率很低ꎬ学校体育教师应给予正确

引导[１０] ꎬ在体育活动结束之前抽出足够的时间为学生

讲授科学的放松内容与练习方法ꎬ使学生全面投入放

松整理活动中去ꎬ并认识其重要性ꎮ
综上所述ꎬ中小学生体育运动卫生面临的问题很

多ꎬ要想把这个工作做好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配

合ꎮ 首先作为直接参与工作的体育老师应该加强对

学生的教育与宣传ꎬ使学生认识到参加体育活动的同

时还要注意体育运动卫生情况ꎻ体育老师加强对中小

学生体育运动卫生的科学指导ꎬ对中小学生在体育运

动过程中出现的卫生不良行为进行批评教育督促其

改正ꎮ 其次家长也需要进行相关体育运动卫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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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ꎬ以帮助孩子在学校以外的体育运动过程中具

有良好的体育运动卫生行为ꎮ 另外教育部门可以印

制宣传手册发放到学生手中ꎬ多方面开展教育工作以

确保中小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运动卫生习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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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儿童青少年注意问题与焦虑 / 抑郁的双生子研究

王上上ꎬ陈天娇ꎬ 季成叶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ꎬ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要】 　 目的　 了解儿童青少年双生子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的遗传度ꎬ为探讨遗传和环境因素对儿童青少年注意

问题和焦虑 / 抑郁的影响程度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 Ａ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儿童行为量表( ＣＢＣＬ)家长用问卷ꎬ对从北京地区和山东

地区招募的 ５２７ 对同性别 ６~ １８ 岁双生子进行调查ꎬ采用相关系数法计算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的遗传度ꎮ 结果　 不同卵

性双生子中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０８３ꎬＰ>０.０５)ꎮ 注意问题和焦虑 / 抑郁得分在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０２４ꎬ－０.５９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儿童青少年注意问题遗传度为 ０.７８ꎬ焦虑 / 抑郁遗传度为

０.５２ꎮ 结论　 遗传对儿童青少年注意问题有高等强度影响ꎬ遗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于儿童青少年焦虑与抑郁ꎮ
【关键词】 　 注意力缺陷障碍伴多动ꎻ焦虑ꎻ抑郁ꎻ双生子研究ꎻ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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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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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力缺陷 / 多动障碍(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ｃｉｔ / Ｈｙｐｅｒ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ＡＤＨＤ)是一种常见、复杂、可遗传的精

神失调状况ꎬ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行为冲动为主要

特征[１] ꎬ造成患儿在学习、人际关系、社交等多个领域

功能的明显缺损[２] ꎮ 全球儿童青少年 ＡＤＨＤ 发生率

约为 ５％[３] ꎬ中国 ＡＤＨＤ 的患病率为 ５.７％[４] ꎮ 焦虑、
抑郁是儿童青少年最常见精神障碍中的两类ꎬ焦虑表

现为主观焦虑体验、外显的紧张行为和植物神经功能

紊乱症状[５] ꎬ对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和学业成绩均有

不良影响ꎮ 儿童抑郁症是起病于儿童或青少年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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