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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江苏理工学院体育部ꎬ常州 ２１３００１ꎻ２.三江学院体育部

　 　 【摘要】 　 目的　 了解江苏省 ７~ １８ 岁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参与现状ꎬ为制定学校体育发展政策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

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抽取江苏省南京、徐州、宿迁、常州、无锡、苏州、扬州、南通 ８ 个城市 ３０ 所学校的 ７ ~ １８ 岁学生 ６ ８４７
名ꎬ进行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的问卷调查ꎮ 结果　 江苏省 ７~ １８ 岁中小学生的校内体育锻炼不足ꎬ每天能保障 １ ｈ 活动时间

的中小学生不超过 １７％ꎬ学段与地区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ꎻ７９.２０％的父母支持孩子校外体育锻炼ꎻ随着年级的增长ꎬ中
小学生的校外体育锻炼参与比例呈下降趋势ꎬ学段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地区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ꎻ掌握 １ 项运动技能的

学生比例最高(４７.４６％)ꎬ到高中阶段仍有 ８.３９％的学生没有掌握 １ 项运动技能ꎬ学段与地区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结

论　 学校和家长应相互配合加强中小学生校内和校外的体育锻炼ꎬ建立家校联动机制ꎬ共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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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ＳＪＤ５０３)ꎮ
【作者简介】 　 章茹(１９７７－　 )ꎬ女ꎬ江苏常州人ꎬ硕士ꎬ讲师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青少年体育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１１.００８

　 　 体育锻炼是运用各种体育手段ꎬ结合自然力(日

光、空气、水)和卫生措施ꎬ以发展身体、增进健康、增
强体质、娱乐身心为目的的身体活动过程[１] ꎮ ７ ~ １８
岁中小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时期ꎬ体育锻炼有促

进人体骨骼、肌肉生长ꎬ增强心肺功能ꎬ改善循环、消
化及呼吸系统的作用ꎬ对培养健美体态、提高学习能

力、消除疲劳、调节情感、预防疾病有着积极的重要意

义[２－３] ꎮ 为了解江苏省 ７ ~ １８ 岁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参

与现状ꎬ根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国家体育总局印发«青少年

体育“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目标ꎬ对江苏省中小学生

体育锻炼参与行为进行调查ꎬ为制定学校体育发展政

策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１２ 月期间ꎬ采用分层整群

抽样的方法ꎬ从江苏省抽取了南京、徐州、宿迁、常州、
无锡、苏州、扬州、南通 ８ 个城市(其中苏南 ４ 个城市ꎬ
苏北 ２ 个城市ꎬ苏中 ２ 个城市)的 ３０ 所学校ꎮ 小学、初
中和高中各 １０ 所ꎮ 每所学校根据年级采用随机整群

抽样的方法ꎬ共抽取 ７ １００ 名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

级学生ꎻ发放问卷 ７ １００ 份ꎬ回收问卷 ７ ０１２ 份ꎬ有效问

卷 ６ ８４７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７.６６％ꎮ 其中男生 ３ ５０８ 名ꎬ女
生 ３ ３３９ 名ꎻ小学生 ２ １６５ 名ꎬ初中生 ２ ４５４ 名ꎬ高中生

２ ２２８ 名ꎻ苏中学生 １ ５１２ 名ꎬ苏北学生 ２ ６００ 名ꎬ苏南

学生２ ７３５名ꎮ 年龄 ７ ~ １８ 岁ꎬ平均(１１.２７±２.０３)岁ꎮ
１.２　 方法　 为了解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ꎬ根据

研究预设ꎬ调查问卷确定了 ３ 个维度ꎬ分别为校内体育

锻炼参与、校外体育锻炼参与、体育技能掌握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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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３ 个维度尽可能地列出分支因素ꎬ然后请专家进行

筛选ꎬ最后确定了 ２４ 个问题ꎮ 为了确保问卷的可操作

性ꎬ对问卷进行了效度和信度检验ꎬ经检验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值为 ０.８７２ꎬ问卷有较高的可信度ꎮ 采用问卷调查法ꎬ
组织抽样学生集体填写ꎮ 为保证学生所填内容的真

实可靠ꎬ采用现场发放ꎬ学生独立完成ꎬ现场回收的

方式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运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录入和整

理ꎬＳＡＳ ＪＭＰ１１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ꎮ 首先对调查结

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ꎮ 其次对各变量的学段及地

区差异进行方差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学段地区中小学生校内体育锻炼参与行为

构成比较　 在小学阶段ꎬ每周 ４ 节体育课的比例为

２０ ７８％ꎬ每周课外体育活动≥３ 次的为 ３７ ７８％ꎬ每天

运动 １ ｈ 的学生为 １６ ６１％ꎻ初中阶段分别为 ７ ９９％ꎬ

３７ ６８％ꎬ１１ ０２％ꎻ高中阶段分别为 ２８ １４％ꎬ３１ ８２％ꎬ
１０ １９％ꎮ 小学与初中、初中与高中每周体育课节次ꎬ
每周课外体育活动次数ꎬ每天运动时间安排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每周体育课节数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６３ ０２６ꎬ
２８８ ６３８ꎻ每 周 课 外 体 育 活 动 次 数 χ２ 值 分 别 为

２１６ ８０２ꎬ６４ ０４２ꎻ每天运动时间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３５ ９７５ꎬ
２１ ０８１ꎬＰ 值均<０ ０１７)ꎮ 苏北、苏中和苏南地区学校

每周 ≥ ３ 次体育课的分别为 ３６ ４３％ꎬ ３１ ８４％ 和

６１ ８１％ꎻ每周课外体育活动次数 ≥ ３ 次的分别为

２４ ９３％ꎬ１３ ２５％和 １８ ６５％ꎻ每天运动 １ ｈ 的分别为

９ ９１％ꎬ１１ ７４％和 １４ ９３％ꎮ 除苏南与苏北地区每天

运动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 ２６２ꎬＰ ＝ ０ ２３５)
外ꎬ苏南与苏中、苏中与苏北、苏南与苏北 ３ 项间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每周体育课节数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７８ ８６４ꎬ５５７ ９７８ꎬ１３０ ９３４ꎻ每周课外体育活动次数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３ ４４２ꎬ５４２ １７７ꎬ１７７ ８６８ꎻ每天运动时间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７ ６７７ꎬ２２ ０５４ꎬＰ 值均<０ ０１７)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学段地区中小学生校内体育锻炼参与行为构成比较

学段与地区 人数 统计值
每周体育课节数

≥４ ３ ２ １
每周课外体育活动次数

≥３ ２ １ ０
每天运动时间 / ｍｉｎ

≥６０ ３０~ ６０ <３０
学段 小学 ２ １６５ ４５０(２０.７８) ９３４(４３.１４) ７０２(３２.４３) ７９(３.６４) ８１８(３７.７８) ６９７(３２.２９) ４９１(２２.６７) １５９(７.３０) ３５９(１６.６１) １ ０６５(４９.２８) ７４１(３４.１１)

初中 ２ ４５４ １９６(７.９９) ８６２(３５.１７) ９０９(３７.０８) ４８４(１９.７４) ９２８(３７.６８) ５２７(２１.５０) ６３７(２５.９９) ３６２(１４.８３) ２７０(１１.０２) ９８６(４０.１８) １ １９８(４８.８０)
高中 ２ ２２８ ６１(２.７４) ５６６(２５.４０) １２９９(５８.３０) ３０２(１３.５５) ７０９(３１.８２) ６３５(２８.５０) ４６３(２０.７８) ４２１(１８.９０) ２２７(１０.１９) ７８８(３５.３８) １ ２１３(５４.４３)

χ２ 值 ９９８.１３７ ２５１.２２１ ２５６.７４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地区 苏中 １ ５１２ ４６(３.０４) ５０５(３３.３９) ８２１(５４.２９) １４０(９.２８) ３７６(２４.９３) ４３２(２８.５５) ２６６(１７.５８) ４３８(２８.９４) １５０(９.９１) ６５１(４３.０２) ７１１(４７.０７)
苏北 ２ ６００ １６５(６.３４) ６６３(２５.５０) １ ２４４(４７.８４) ５２８(２０.３２) ３４４(１３.２５) ５１８(１９.９２) ７４９(２８.８０) ９８９(３８.０３) ３０５(１１.７４) １ ０６２(４０.８８) １ ２３３(４７.３８)
苏南 ２ ７３５ ４９７(１８.１４) １ １９５(４３.６７) ８４６(３０.９４) １９７(７.２５) ５１３(１８.８６) ７４６(２７.３０) ８４４(３０.８２) ６３２(２３.０２) ４０８(１４.９３) １ １７６(４３.０４) １ １５１(４２.０３)

χ２ 值 ７６７.６７９ ２９６.９１０ ３７.６３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不同学段地区中小学生校外体育锻炼参与行为

及家长态度比较　 在参与调查的学生中ꎬ参加校外体

育锻炼的有 １６.８２％ꎬ父母对学生校外体育锻炼持支持

态度的占 ７９.２０％ꎬ能陪同孩子一起参与体育锻炼的有

３２.９７％ꎮ 从学段上来看ꎬ随着学段的升高ꎬ参与校外

体育锻炼的比例呈下降趋势ꎬ到高中阶段只有 ９.６５％
的学生能坚持校外体育锻炼ꎮ 小学与初中参加校外

锻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８０.８０１ꎬＰ<０.０１７)ꎬ小学

与初中、初中与高中父母支持的比例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４９.９９９ꎬ５２.３１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７)ꎮ 从

地区分布来看ꎬ校外体育锻炼的参与比例苏南最高

(２０.２９％)ꎬ苏北最低(１６. ６１％)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０１１ꎬＰ ＝ ０.９９９)ꎻ家长对学生校外体育锻炼参与

的态度均比较支持ꎬ支持率均在 ７８％以上ꎬ苏南与苏

中、苏中与苏北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９.６３７ꎬ２２.２５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７)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学段地区中小学生校外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及家长态度构成比较

学段与地区 人数 统计值
是否参加

是 否

父母是否支持

支持并陪同 支持但不陪同 不支持 态度不明确
学段 小学 ２ １６５ ５５６(２５.３８) １ ０６９(７４.６２) ８２９(３８.１６) ８７３(４０.３７) １５４(７.１２) ３０９(１４.３５)

初中 ２ ４５４ ３８１(１５.５３) ２ ０７３(８４.４７) ８４２(３４.３９) １ ０８３(４４.２４) ８４(３.４３) ４４５(１７.９４)
高中 ２ ２２８ ２１５(９.６５) ２ ０１３(９０.３５) ５８７(２６.３４) １ ２０９(５４.２６) ５８(２.６０) ３７４(１６.８０)

χ２ 值 ２７９.５９９ １６５.８７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地区 苏中 １ ５１２ ２５６(１６.９３) １ ２５６(８３.０７) ４４１(２９.２２) ７７５(５１.３５) ５５(３.６４) ２４１(１５.７９)
苏北 ２ ６００ ４３２(１６.６１) ２ １６８(８３.３９) ８７３(３３.５５) １ １９３(４５.９０) ８５(３.２７) ４４９(１７.２８)
苏南 ２ ７３５ ５５５(２０.２９) ２ １８０(７９.７１) ９４６(３４.５２) １ １９７(４３.８４) １５６(５.７１) ４３６(１５.９３)

χ２ 值 ３６.９９５ ４４.３５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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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学段地区中小学生体育锻炼技能掌握程度

比较　 ６ ８４７ 名被试中ꎬ掌握 ２ 项运动项目的学生占

２５ ５０％ꎬ≥３ 项的有 １６ １６％ꎮ 从学段分布看ꎬ小学与

初中、初中与高中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

为 ５９ ４７０ꎬ７１ １４７ꎬＰ 值均< ０ ０１７)ꎮ 从地区分布来

看ꎬ苏北学生比例最高ꎬ苏中学生居中ꎬ苏南比例最

低ꎬ苏南与苏中、苏中与苏北、苏南与苏北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０５ ９９７ꎬ１２２ １５３ꎬ１０８ ７８９ꎬ
Ｐ 值均<０ ０１７)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学段地区中小学生体育技能掌握情况构成比较

学段与地区 人数 统计值 ０ 次 １ 项 ２ 项 ≥３ 项
学段 小学 ２ １６５ １９２(８.８６) １ １６７(５３.９０) ４８０(２２.１７) ３２６(１５.０７)

初中 ２ ４４５ ３６８(１４.９９) １ １１２(４５.３１) ６４２(２６.１６) ３３２(１３.５４)
高中 ２ ２２８ １８７(８.３９) ９７１(４３.５８) ６２１(２７.８７) ４４９(２０.１６)

χ２ 值 ２０４.９９８
Ｐ 值 <０.０１

地区 苏中 １ ５１２ １４７(９.７２) ５７２(３７.８３) ４０４(２６.７２) ３８９(２５.７３)
苏北 ２ ６００ ３９２(１５.０７) １ ００８(３８.７６) ７７９(２９.９６) ４２１(１６.２１)
苏南 ２ ７３５ ３１５(１１.５１) １ ４５９(５３.３４) ５８２(２１.２７) ３７９(１３.８８)

χ２ 值 ２９２.２６９
Ｐ 值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学生的体育锻炼由校内体育锻炼和校外体育锻

炼组成ꎬ校内体育锻炼主要包括:体育教学(以体育课

为主要形式)ꎬ课外体育活动(早操、课间操等)以及学

校组织的一些体育竞赛、体育活动等ꎬ组织者为学校

老师ꎮ 而校外主要有体育俱乐部、培训班以及自主的

课外锻炼ꎮ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 [４－６] 要求ꎬ普通中小学每天

安排课间操ꎬ每周安排 ３ 次以上的课外活动ꎬ保证学生

每天有 １ ｈ 的体育活动时间ꎻ而 ２０１４ 年教育部就要求

把小学三至六年级每周体育课由 ３ 节增至 ４ 节ꎬ高中

每周 ２ 节增至 ３ 节ꎬ并且强调任何学校不得以任何理

由和借口占用体育课时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江苏省中小

学生的校内体育锻炼不足ꎬ 特别是高中阶段仅有

２５.４０％的学生能够每周有 ３ 次体育课ꎬ每天能保障１ ｈ
锻炼时间的中小学生不超过 １７％ꎮ

绝大多数家长认同校外体育锻炼是学校体育锻

炼的延伸ꎬ且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ꎬ对中小学生的一

生有益的观点ꎬ７９. ２０％的父母支持孩子校外体育锻

炼ꎬ但是随着年级的增长ꎬ中小学生校外体育锻炼的

参与比例呈下降趋势ꎮ 到高中阶段ꎬ只有 ９.６５％的学

生能坚持校外体育锻炼ꎮ
２００２ 年ꎬ美国学者提出ꎬ７ ~ １２ 岁是青少年掌握运

动技能的最佳时期ꎬ在今后的体育活动中ꎬ能适应不

同的运动项目和运动环境ꎬ增加运动自信ꎬ提高体育

锻炼的参与意识[３] ꎮ 由此可见ꎬ中小学阶段是学习运

动技能的黄金时期ꎮ 本次调查中ꎬ掌握 １ 项运动技能

的学生比例最高ꎬ为 ４７.４６％ꎻ到高中阶段仍有８.３９％
的学生没有掌握 １ 项运动技能ꎮ

随着年级的增加ꎬ学业任务和压力的增大ꎬ学生

的锻炼次数越来越少ꎬ锻炼的时间越来越欠缺ꎮ 相对

小学ꎬ初中有中考的任务ꎬ高中有高考的要求ꎬ因此ꎬ

在中学学习阶段学习压力增加的情况下ꎬ引导学生通

过体育锻炼来释放压力ꎬ提高学习效率ꎬ是学校体育

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ꎮ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ꎬ苏南最优ꎬ而苏北经济

相对落后ꎮ 教育的发展依赖于经济的发展ꎬ经济发达

地区的学校师资力量、教育环境以及教育资源都要优

于经济欠发达地区ꎮ 从本研究来看ꎬ在每周体育课次

数、每周体育课外活动次数以及每天 １ ｈ 的锻炼落实

情况ꎬ苏南优于苏中ꎬ苏北有待改善ꎮ 说明苏南学校

在落实国务院、教育部文件精神方面做得较好ꎮ 但

是ꎬ从学生的校外体育锻炼参与来看无明显差异ꎻ而
在运动技能的掌握情况上ꎬ苏南好于苏中和苏北ꎮ 说

明家长对体育锻炼重要性的认识并没有地区差异ꎬ但
是在具体落实到对孩子体育锻炼的支持行动上ꎬ还存

在地区差异ꎮ 经济稍欠发达的苏北家长相对更关注

于孩子的学习成绩ꎬ对体育锻炼有所忽视ꎮ 如何将体

育锻炼放置到和文化学习同等重要的地位ꎬ需要教育

部门出台相关的政策ꎬ正确引导ꎮ
缺乏体育锻炼对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有着深远

的影响:(１)体育锻炼能促进体格发育ꎮ 青少年时期

正处于身体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ꎬ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ꎬ能加快体内的新陈代谢ꎬ促进骨骼的生长ꎮ (２)体

育锻炼能促进神经肌肉发育ꎮ 参加体育锻炼可以使

青少年的神经细胞获得更充足的葡萄糖和氧气供应ꎬ
提高反应能力ꎬ提升学习效率ꎮ (３)体育锻炼能促进

心肺功能发育ꎮ 参加体育锻炼ꎬ能使青少年的心输出

量增加ꎬ提高青少年的心肺功能[７－８] ꎮ
因此ꎬ学校要提高对体育课程的重视程度ꎬ将体

育课的成绩与学生的评优、评奖结合起来ꎻ体育教师

要改变体育课程单调、枯燥的现状ꎬ探索、创新授课形

式ꎬ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ꎻ学校要经常组织体育节、
(下转第 １６３２ 页)

８２６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第 ３８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１１



技能水平的关系[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８(２):２６８－２７１.
[４] 　 ＷＥＩＣＨＯＬＤ Ｋꎬ ＢＬＵＭＥＮＴＨＡＬ Ａ.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ＰＳＹ ｏｎ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４. ５￣ｙｅａｒ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 . Ｐｒｅｖ Ｓｃｉꎬ２０１６ꎬ１７(１):１３－２３.

[５] 　 腾讯. 腾讯－业务体系[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５].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ｎｃｅｎｔ.ｃｏｍ / ｚｈ－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ｈｔｍｌ.

[６] 　 腾讯科技. “微信”影响力报告:用数据读懂微信五大业务[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５ ]. ｈｔｔｐ: / / ｔｅｃｈ. 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６０３２１ / ０３０３６４.
ｈｔｍ.

[７] 　 王勇ꎬ李怀苍. 国内微信的本体功能及其应用研究综述[ Ｊ] . 昆明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４ꎬ１４(２):１００－１０８.
[８]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Ｂ.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 Ｊ] . Ｔｏ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２０１２ꎬ２１(２):１３９－１４４.
[９] 　 李航ꎬ何祥波ꎬ董忠. 北京市部分高中生健康素养不同干预方法

效果评价[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７):１０２２－１０２４.
[１０] 吴世珍ꎬ汪求真ꎬ米振宏ꎬ等. 大学新生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 . 中国公共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３):３７５－３７９.
[１１] 吴洪辉ꎬ廖友国. 近十年大学生自评抑郁量表( ＳＤＳ)调查结果的

元分析[Ｊ] . 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ꎬ２０１３ꎬ３５(６):９－１２.
[１２] 戴晓阳. 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 Ｍ].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１５０－１５３.
[１３] 庄丽丽ꎬ马迎华ꎬ赵海ꎬ等. 中学生生活技能评价量表信效度分析

[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１０):１１９２－１１９４.
[１４] 庄丽丽ꎬ马迎华ꎬ赵海ꎬ等. 校内青少年生活技能评价量表初步编

制及信效度分析[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２ꎬ３３(８):９３１－９３３.
[１５] 黄亚阳ꎬ宋娟ꎬ李效鹏ꎬ等. 校内青少年生活技能量表(修订版)全

国常模的制定[Ｊ] .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８(２):２９８－３０１.
[１６] ＨＥ ＹꎬＰＡＮ ＡꎬＷＡ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１５.８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ｍｅｎ ａｇｅｄ １５ － ４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４[Ｊ] .Ｓｃｉ Ｒｅｐꎬ２０１７ꎬ７(１):５０１２.

[１７] 李蔚蔚. 农民工子女城市生活技能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以

浙西南丽水市莲都区为例[ Ｊ] . 出国与就业(就业版)ꎬ２０１１(１):
１１０－１１３.

[１８] 吕冰琪ꎬ余小鸣ꎬ高素红ꎬ等. 城市 １６ ~ ２０ 岁务工青少年心理社会

能力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Ｊ] .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２２( ６):
５７２－５７５.

[１９] 龚小虹ꎬ刘燊. 不同类型优秀大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对比研究

[Ｊ] .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２４(９):１３８４－１３８９.
[２０] 邓春元. 基于因子分析的医学生学习成绩社会心理因素及统计

方法评价[Ｄ]. 福州:福建医科大学ꎬ２０１５.
[２１] 戴革ꎬ谭展田ꎬ李剑琦ꎬ等. 医学生的孤独感及自尊、生活事件对

孤独感影响[Ｊ] .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３(４):５４７－５５１.
[２２] 孙淑荣ꎬ张百军ꎬ佟秀莲. 大学生抑郁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Ｊ] .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５ꎬ３５(２):９５－９８.
[２３] 曹丽琰ꎬ童毅. 我国大学生抑郁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综述[ Ｊ] . 热带

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２ꎬ１２(８):１０４５－１０４７.
[２４] 吴晓薇ꎬ黄玲ꎬ何晓琴ꎬ等. 大学生社交焦虑与攻击、抑郁:情绪调

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３
(５):８０４－８０７.

[２５] 周晗昱ꎬ李欢欢ꎬ周坤ꎬ等. 抑郁特质大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及其与

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 Ｊ]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１５ꎬ２３(５):
７９９－８０３.

[２６] ＢＥＢＬＯ Ｔꎬ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Ｓꎬ ＫＬＯＣＫＥ Ｓ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Ｊ] . Ｊ Ａｆｆｅｃｔ
Ｄｉｓｏｒｄꎬ２０１２ꎬ１４１(２ / ３):４７４－４７９.

[２７] 冯志远ꎬ万鹏宇ꎬ黄琴ꎬ等. 大学生社会支持、心理韧性、网络欺负

及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Ｊ] . 中国健康教育ꎬ２０１６ꎬ３２( １):８ －

１１.
[２８] ＢＡＳＳＥＴＴ Ｌ 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ｓｌｏｗ'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ｎｅｅｄｓ[Ｊ] .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ｅｖｅｌꎬ２０１６ꎬ２６:
４０３－４３１.

[２９] 王楚涵. 高校贫困大学生自卑心理问题的社会工作介入报告

[Ｄ]. 长春:长春工业大学ꎬ２０１６.
[３０] 李向阳ꎬ杨伊生. 积极心理教育课程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抑郁

状态的影响[ Ｊ] .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６ꎬ１８
(６):１２１－１２７.

[３１] ＳＷＡＮＴＯＮ Ｒꎬ ＡＬＬＯＭ Ｖꎬ ＭＵＬＬＡＮ Ｂ.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ｎｅｗ￣ｍｅｄｉａ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 [ Ｊ ] . Ｓｅｘ
Ｔｒａｎｓｍ Ｉｎｆｅｃｔꎬ２０１５ꎬ９１(１):１４－２０.

[３２] 马天娇. 大数据时代微信虚假健康信息传播现状及治理[ Ｊ] . 新

闻世界ꎬ２０１７(１):５６－５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２


(上接第 １６２８ 页)

运动会等体育活动ꎬ在校内形成良好的体育锻炼氛

围ꎮ 家长要充分认识到体育锻炼对孩子的积极作用ꎬ
引导孩子ꎬ加强自身示范作用ꎬ带领孩子一起投入到

体育锻炼中去ꎮ 另外ꎬ学校和家庭要相互配合ꎬ建立

家校联动机制ꎬ学校体育老师可以指导家长在课余时

间带领和督促孩子进行锻炼ꎬ同时可以布置体育课外

作业ꎬ要求家长和孩子一起完成ꎬ家长要积极配合学

校的工作ꎬ使体育锻炼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ꎬ共同

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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