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２０１８ＳＪＡ０４９４)ꎮ
【作者简介】 　 丁小燕(１９７７－　 )ꎬ女ꎬ江苏沛县人ꎬ硕士ꎬ副教授ꎬ主要

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训练与健康促进ꎮ
【通讯作者】 　 张蕴琨ꎬＥ￣ｍａｉｌ:ｎｔｚｈｙｋ＠ ｓｉｎａ.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３

江苏省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丁小燕１ꎬ洪平１ꎬ张蕴琨２

１.三江学院体育部ꎬ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２ꎻ２.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科学系

　 　 【摘要】 　 目的　 了解江苏省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现状及影响因素ꎬ为促进大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提供参考ꎮ 方法　 分

层整群抽取江苏省 １２ 所高校 ２ ６４３ 名大学生进行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的问卷调查ꎮ 结果　 仅有 ２.３％(６０ / ２ ６４３)的大学生

每周上体育课课时数≥３ 学时ꎬ２９.９％(７９０ 名)每周参与课外体育锻炼次数≥３ 次ꎬ１４.８％(３９１ 名)每天参与体育锻炼时间

≥１ ｈꎬ２３.０％(６０９ 名)掌握的运动技能项数≥３ 项ꎬ４５.７％(１ ２０８ 名)未参加体育社团ꎬ１７.８％(４７１ 名)参与校外体育俱乐部

等社会体育组织ꎻ４０.１％(１ ０５９ 名)的学生认为体育课程内容缺乏趣味性ꎬ３１.９％(８４５ 名)的学生不喜欢体育教师或其授课

方式ꎬ１９.４％(５１４ 名)认为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ꎬ２１.１％(５５８ 名)认为体育锻炼对学习效果没影响ꎬ２８.９％(７６４ 名)认为体育

课程及相关活动对就业没有影响ꎬ１７.１％(４５１ 名)认为体育成绩好坏不影响在校评优和进步ꎻ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现

状及不喜欢体育锻炼原因的性别、年级和地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性别、
年级、地区、课程内容缺乏趣味性、不喜欢体育教师的授课方式、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是江苏省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的

影响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江苏省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现状情况不容乐观ꎬ促进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需要

社会、学校和个人兼容并济ꎬ共同努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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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时 期ꎬ大学生应加强健康自我管理[１] ꎬ养成积极参与体
育锻炼的习惯ꎮ 体育锻炼是促进大学生身体健康积
极有效的手段ꎬ能在防病和康复 ２ 个重要环节对学生
健康促进做出重要贡献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ꎬ国家体
育总局发布的«全民健身指南»尝试用科学方法规范
我国的全民健身运动ꎬ确保在“体医结合”体系中充分
发挥体育锻炼对于防病治病、 改善体质的有效作

６０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用[２] ꎮ 本研究特调查江苏省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
为现状ꎬ探究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的因素ꎬ为促
进江苏省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按照江苏省地
域分布选取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泰州市、
扬州市、南通市、徐州市、连云港市、宿迁市 １０ 所城市
的 １２ 所高校 ２ ６８８ 名大一、大二学生ꎮ 发放问卷２ ６８８
份ꎬ回收问卷 ２ ６８０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９. ７０％ꎻ有效问卷
２ ６４３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３３％ꎮ 其中男生 １ ２４６ 名ꎬ女生
１ ３９７ 名ꎻ大一学生 １ ４８１ 名ꎬ大二学生 １ １６２ 名ꎻ苏南
学生 ８４８ 名ꎬ苏北学生 ９２４ 名ꎬ苏中学生 ８７１ 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ꎮ 依据研究的内容与目
的自行设计问卷ꎬ经过专家鉴定和预调查后定稿ꎬ问
卷的内容包括大学生基本情况、校内外的体育锻炼行
为情况以及影响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
等[３－４] ꎮ 问卷发放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５—６ 月ꎬ调查经知
情同意后ꎬ采用现场组织学生集中填写ꎬ现场回收的

方式ꎮ 该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运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整
理ꎬ采用 ＳＡＳ ＪＭＰ１３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ꎮ 不同性
别、年级及地区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对影响大学生体
育锻炼参与行为因素进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年级及地区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

比较　 ２.３％的大学生每周上≥３ 学时体育课ꎬ２９.９％
每周参与课外体育锻炼次数≥３ 次ꎬ１４.８％每天参与体
育锻炼时间≥１ ｈꎬ２３.０％掌握的运动技能项数≥３ 项ꎬ
４５.７％未参加体育社团ꎬ１７.８％参与校外体育俱乐部等
体育社会组织ꎮ 在大学生每周参与的体育课时上ꎬ地
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每周参与体育锻炼
的次数、每天参与体育锻炼时间、已掌握运动技能项
目的数量、参与校内社团的个数、是否参与校外社会
体育组织上性别、年级及地区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江苏省不同组别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构成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上体育课时数 / 周

≥３ ２ １ ０
参加课外体育锻炼次数 / 周

≥３ ２ １ ０
参加体育锻炼时间 / (ｍｉｎｄ－１)

≥６０ ３０~ ６０ <３０ ０
性别

　 男　 １ ２４６ ２９(２.３) ７５８(６０.８) ４５６(３６.６) ３(０.３) ４２３(３３.９) ４０３(３２.４) ２９６(２３.８) １２４(９.９) １９３(１５.５) ６３３(５０.８) ３３８(２７.１) ８２(６.６)
　 女　 １ ３９７ ３１(２.２) ９１３(６５.４) ４４９(３２.１) ４(０.３) ３６７(２６.３) ４５４(３２.５) ４１７(２９.８) １５９(１１.４) １９８(１４.２) ６４１(４５.９) ４７９(３４.３) ７９(５.６)

χ２ 值 ６.０３ ２３.３５ １５.８５
Ｐ 值 ０.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年级
　 大一 １ ４８１ ３３(２.２) ９４４(６３.７) ５０２(３３.９) ２(０.１) ４８６(３２.８) ４７８(３２.３) ３７４(２５.３) １４３(９.６) ２５０(１６.９) ７４７(５０.４) ４２４(２８.６) ６０(４.１)
　 大二 １ １６２ ２７(２.３) ７２７(６２.６) ４０３(３４.７) ５(０.４) ３０４(２６.２) ３７９(３２.６) ３３９(２９.２) １４０(１２.０) １４１(１２.１) ５２７(４５.４) ３９３(３３.９) １００(８.６)

χ２ 值 ２.４５ １６.９３ ３８.５２
Ｐ 值 ０.４９ <０.０１ <０.０１

地区
　 苏南 ８４８ ２８(３.３) ５３９(６３.６) ２８１(３３.１) ０ ３９８(４６.９) ２４４(２８.８) １５５(１８.３) ２４(６.０) １２６(１４.９) ４７３(５５.８) ２１２(２５.０) ３６(４.３)
　 苏中 ８７１ １８(２.１) ５３５(６１.４) ３１７(３６.４) １(０.１) ２３４(２６.９) ２９０(３３.３) ２５５(２９.３) ９２(１０.５) ８７(１０.０) ３９７(４５.６) ３２３(３７.１) ６４(７.３)
　 苏北 ９２４ １４(１.５) ５９７(６４.６) ３０７(３３.２) ６(０.６) １５８(１７.１) ３２３(３４.９) ３０３(３２.８) １４０(１５.２) ６０(６.５) ４０４(４３.７) ２８２(３０.５) １７８(１９.３)

χ２ 值 １９.０４ ２１３.５７ ６９.６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合计 ２ ６４３ ６０(２.３) １ ６７１(６３.２) ９０５(３４.２) ７(０.３) ７９０(２９.９) ８５７(３２.５) ７１３(２６.９) ２８３(１０.７) ３９１(１４.８) １２７(４８.２) ８１７(３０.９) １６０(６.１)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已掌握运动项目技能 / 项

０ １ ２ ≥３
参加校内体育社团 / 个

０ １ ２ ≥３
参加校外体育俱乐部等社会体育组织

是 否
性别

　 男　 １ ２４６ ８５(６.８) ４４(３５.９) ３９２(３１.５) ３２(２５.８) ５１３(４１.４) ５２９(４２.７) １４８(１１.９) ５０(４.０) ２４５(１９.７) １ ００１(８０.３)
　 女　 １ ３９７ ８６(６.２) ４７０(３３.６) ５５３(３９.６) ２８８(２０.６) ６８８(４９.５) ５１３(３６.９) １４７(１０.６) ４２(３.０) ２２６(１６.２) １１７１(８２.８)

χ２ 值 ２１.２５ １７.９８ ５.４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年级
　 大一 １ ４８１ ８１(５.５) ５０５(３４.１) ５７６(３８.９) ３１９(２１.５) ６３９(４３.３) ６３４(４３.０) １６２(１１.０) ４０(２.７) １５７(１０.６) １３２４(８９.４)
　 大二 １ １６２ ９０(７.８) ４１３(３５.５) ３６９(３１.８) ２９０(２４.９) ５６２(４８.７) ４０８(３５.３) １３３(１１.５) ５２(４.５) ３１４(２７.０) ８４８(７３.０)

χ２ 值 １８.２１ １９.４７ １１９.９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地区
　 苏南 ８４８ ４１(４.８) ３５０(４１.３) ２９２(３４.４) １６５(１９.５) ３３８(３９.９) ４０５(４７.８) ８３(９.８) ２２(２.５) １８５(２１.８) ６６３(７８.２)
　 苏中 ８７１ ９０(１０.３) ３６１(４１.４) ２４３(２７.９) １２７(２０.３) ３９３(４５.１) ３１６(３６.３) １１７(１３.４) ４５(５.２) １４６(１６.７) ７２５(８３.３)
　 苏北 ９２４ ４０(４.３) ２０７(２２.４) ４１０(４４.４) ２６７(２８.９) ４７７(５１.６) ３２５(３５.２) ９６(１０.４) ２６(２.８) １４０(１５.２) ７８４(８４.８)

χ２ 值 １５０.１６ ４９.３６ １０２.２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合计 ２ ６４３ １７１(６.５) ９１８(３４.７) ９４５(３５.８) ６０９(２３.０) １ ２０１(４５.７) １ ０４６(３９.６) ２９６(１１.２) ９３(３.５) ４７１(１７.８) ２ １７２(８２.２)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不同性别、年级及地区大学生不喜欢体育锻炼原 因比较　 ４０. １％的学生认为体育课程内容缺乏趣味

７０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性ꎬ３１.９％不喜欢体育教师或其授课方式ꎬ１９.４％认为
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ꎬ２１.１％认为体育锻炼对学习效
果没影响ꎬ２８.９％认为体育课程及相关活动对就业没
有影响ꎬ１７.１％认为体育成绩好坏不影响在校评优和
进步ꎮ 体育课程内容缺乏趣味性、不喜欢体育教师或
其授课方式、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等影响大学生体育

锻炼参与行为因素均存在性别、年级和地区间差异ꎬ
对学习效果没影响存在年级和地区间差异ꎬ体育课程
及相关活动对就业没有影响存在性别和年级间差异ꎬ
体育成绩好坏不影响在校评优和进步存在地区间差
异(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江苏省不同组别大学生不喜欢体育锻炼原因报告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课程内容

缺乏趣味性

不喜欢体育

教师授课方式

缺乏体育

场地或器材

对学习效

果没影响

体育课程及相关活

动对就业没有影响

体育成绩好坏不影

响在校的评优和进步
性别 男 １ ２４６ ５５５(４４.５) ４４５(３５.７) ２６７(２１.４) ２８２(２２.６) ３８６(３０.７) ２２２(１７.８)

女 １ ３９７ ５０４(３６.１) ４００(２８.６) ２４７(１７.７) ２７６(１９.８) ３７８(２７.１) ２２９(１６.４)
χ２ 值 １９.０７ １６.２４ ５.６４ ３.１７ ４.３７ ０.８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３５

年级 大一 １ ４８１ ６３２(４２.６) ３９５(２６.７) ３３８(２２.８) ３４７(２３.５) ４６７(３１.５) ２５４(１７.２)
大二 １ １６２ ４３８(３７.７) ４５６(３９.２) １８３(１５.７) ２１９(１８.８) ３００(２５.８) ２０１(１７.３)

χ２ 值 ６.７２ ４６.９８ ２０.９１ ８.１８ １０.３９ ０.０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９２

地区 苏南 ８４８ ４０３(４７.５) ２８７(３３.８) ２９６(３４.９) ２２６(２６.６) ２６５(３１.２) １７２(２０.３)
苏中 ８７１ ２５８(２９.６) ３５７(４０.９) ７７(８.８) １７２(１９.７) ２５０(２８.７) １８４(２１.１)
苏北 ９２４ ３９８(４３.１) ２０１(２１.７) １４１(１５.３) １６０(１７.３) ２４９(２６.９) ９５(１０.３)

χ２ 值 ６６.１７ ７６.６１ １９４.８２ ２２.１６ ３.０１ ４６.４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１

合计 ２ ６４３ １ ０５９(４０.１) ８４５(３１.９) ５１４(１９.４) ５５８(２１.１) ７６４(２８.９) ４５１(１７.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　 本研究界定为每周参与体育锻炼≥３ 次且平均
每天体育锻炼≥６０ ｍｉｎ 学生认定为经常参与体育锻
炼的行为ꎬ每周锻炼次数< ３ 次且平均每天时间< ６０
ｍｉｎ 学生界定为不经常参与体育锻炼ꎮ 以是否经常参
与体育锻炼(经常 ＝ １ꎬ不经常 ＝ ０)为因变量ꎬ以性别
(男＝ １ꎬ女＝ ２)、年级(大一 ＝ １ꎬ大二 ＝ ２)、地区(苏南
＝ １ꎬ苏中＝ ２ꎬ苏北＝ ３)、体育课程内容缺乏趣味性(缺
乏＝ １ꎬ不缺乏 ＝ ０)、不喜欢体育教师或其授课方式

(不喜欢＝ １ꎬ喜欢 ＝ ０)、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缺乏 ＝
１ꎬ不缺乏＝ ０)、对学习效果没影响(没 ＝ １ꎬ有 ＝ ０)、体
育课程及相关活动对就业没有影响(没＝ １ꎬ有＝ ０)、体
育成绩好坏不影响在校评优和进步(是 ＝ １ꎬ否 ＝ ０)为
自变量进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性
别、年级、地区、体育课程内容缺乏趣味性、不喜欢体
育教师的授课方式和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均是大学
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影响因素(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江苏省大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２ ６４３)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０.１８ ０.０４ １８.４５ <０.０１ １.４４(１.２２ ~ １.７０)
年级 ０.３２ ０.０９ １３.７１ <０.０１ １.３８(１.１６ ~ １.６３)
地区 ０.２５ ０.０５ ２２.３１ <０.０１ １.２８(１.１５ ~ １.４２)
体育课程内容缺乏趣味性 －０.１２ ０.０４ ７.８３ ０.０１ １.２７(１.０８ ~ １.５１)
不喜欢体育教师或其授课方式 －０.１６ ０.０５ １２.６４ <０.０１ １.３８(１.１５ ~ １.６４)
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 －０.２８ ０.０５ ３０.３７ <０.０１ １.７６(１.４４ ~ ２.１５)
对学习效果没影响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５８ ０.４５ １.０８(０.８８ ~ １.３３)
体育课程及相关活动对就业没有影响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６９ １.０４(０.８６ ~ １.２５)
体育成绩好坏不影响在校评优和进步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５７ ０.４５ １.０９(０.８７ ~ １.３５)

３　 讨论
体育锻炼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以及人际交往能

力都有良好的促进作用[５－７] ꎬ是体力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也是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的重要手

段ꎮ ２００７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

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ꎬ
开足上好体育课ꎬ保证每天体育锻炼 １ ｈ、每周至少参

与 ３ 次课外体育锻炼[８]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江苏省大

学生平均每周参与体育课时数、课外体育锻炼的次数

和每天参与体育锻炼时间都低于«意见»的标准ꎬ与姜

一鹏[９] 研究结果一致ꎮ 大学生熟练掌握 ２ 项以上的

运动技能可为他们的身心健康奠定技术基础ꎬ为社会

生活铺垫做最重要的身体保障[１０] ꎮ 有研究证实ꎬ体育

社团对大学生的体育锻炼行为有确切的促进作用[１１] ꎬ
而江苏省大学生掌握运动技能项数≥２ 项的人数还不

足 ２ / ３ꎬ有近一半的学生未参与体育社团ꎬ参与校外体

育俱乐部等体育社会组织的学生不到 １ / ５ꎮ 在调查

中ꎬ男生的体育锻炼参与行为明显好于女生ꎬ与男生

对体育锻炼的兴趣和认知价值高于女生有关[１２] ꎻ每周

参与体育锻炼的次数、每天锻炼的时间大一学生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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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二学生ꎬ掌握运动技能的项目、参与体育社团的

个数和参与校外体育俱乐部的人数大二学生均高于

大一学生ꎻ苏南学生体育锻炼的参与行为多于苏北和

苏中学生ꎮ 提示江苏省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现状不

容乐观ꎬ且存在性别、年级、地区的差异ꎬ应加强大学

生身体健康自我管理的教育与培养ꎬ尤其关注女大学

生、苏中苏北地区大学生的体育锻炼状况ꎬ提升他们

的运动能力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学生不喜欢体育锻炼的影响因

素中均存在性别、年级和地区差异ꎮ 有研究表明ꎬ大
学生对体育课程的满意度、体育教师教学方式、校园

体育环境与性别角色等都不同程度影响着大学生的

体育锻炼行为[１３－１５]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影响江苏省大

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因素分别是性别、年级、地区、
体育课程内容缺乏趣味性、不喜欢体育教师的授课方

式和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ꎮ 性别因素中男生的体育

锻炼行为优于女生ꎬ表明女生是影响大学生体育锻炼

参与行为的重点人群ꎬ对体育锻炼主观认识的偏倚性

和对健康价值认知的混沌性是影响女生参与体育锻

炼的原因ꎬ对于女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要科学地引导

认知和培养良好运动需要[１６] ꎮ 有研究表明ꎬ体育锻炼

可促进女生身体自尊水平的提升ꎬ使其更加注重体育

锻炼[１７] ꎮ 年级因素中大二学生参与体育锻炼行为优

于大一ꎬ主要与大二学生进入校园后对体育与健康知

识的深度认知有关[１８] ꎮ 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

着体育教育发展的不均衡ꎬ江苏省苏南地区相对于苏

中、苏北经济发达ꎬ人民生活富裕ꎬ教育理念先进ꎬ由
此也影响着其地方的体育健身理念ꎬ提示地区大学生

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发展的不平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ꎮ 研究显示ꎬ体育课程内容缺乏趣味性、不喜欢

体育教师或其授课方式、缺乏体育场地或器材与大学

生参与体育锻炼行为呈负相关ꎮ 高校体育课程教学

的前提是培养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ꎬ体育课程内

容的趣味性无疑是激起学生自觉参与体育运动的落

脚点ꎬ因此体育教学过程的趣味性需体育教师发挥主

观能动性ꎬ科学有趣地进行教学设计ꎬ让学生学习的

不仅是体育知识与技能ꎬ更重要的是对体育锻炼参与

价值的认同与向往ꎮ 体育场地与器材是大学生体育

锻炼参与行为的外部动力ꎬ锻炼场所不足、体育器材

缺乏或更新不及时等都会制约学生参与体育锻炼行

为ꎮ 因此ꎬ建议学校在大学校园进行健康行为理论的

宣传[１９] ꎬ增强学校体育课程内容趣味性ꎬ培养体育教

师课堂管理行为能力ꎬ将学校健康教育放在健康中国

背景下ꎬ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进一步梳理完善学

校健康教育健康促进政策[２０] ꎬ营造学校体育锻炼氛

围ꎬ促进大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ꎮ
综上所述ꎬ江苏省大学生的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现

状不容乐观ꎬ养成经常锻炼习惯的学生较少ꎬ男生的

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好于女生ꎬ苏南地区学生体育锻炼

参与行为好于苏中苏北地区ꎮ 学生不喜欢体育锻炼
原因存在性别、年级及地区差异ꎬ影响学生体育锻炼
参与行为的原因有性别、年级、地区、体育课程内容缺
乏趣味性、不喜欢体育教师的授课方式和缺乏体育场
地或器材ꎮ 鉴于此ꎬ建议社会、学校加大体育环境建
设ꎬ增加体育场地和器材等硬件设施ꎬ加强室内外运
动场所的开放管理ꎬ保证更多的学生有地方、有时间、
有器材参与体育锻炼ꎮ 学校应加大体育师资队伍建
设ꎬ提高体育教师的业务水平与教学能力ꎬ从而科学
指导与引导大学生锻炼身体ꎬ让学生在心理与身体上
都能体验体育锻炼带来的乐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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