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累积的结果ꎮ 可能和高校大一新生中普遍开设了

心理健康教育课ꎬ且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有

自我意识、情绪管理、人格完善等内容的教学有密切

关系ꎮ 这也说明要想真正改变有中度及以上悲观解

释风格的大学生ꎬ除了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外ꎬ开
展有针对性的个别辅导和团体辅导是非常必要的ꎮ
提示高校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仅在新生中开设健

康教育课程是不够的ꎬ还应针对不同的年级、不同的

群体开展分层辅导ꎬ让团体辅导在高校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中得到广泛运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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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某高校大学生环境支持对锻炼行为取向的干预研究

郑博

吉林工商学院体育部ꎬ长春 １３０５０７

　 　 【摘要】 　 目的　 了解环境支持改变对在校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取向的影响ꎬ使其由锻炼意向转化为锻炼行为ꎬ为高

校大学生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供支持ꎮ 方法　 在长春某高校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４ 个教学班级ꎬ对班级内全体学生进行调

查ꎬ最终选取 ７０ 名处于意向期的学生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３５ 名)进行研究ꎮ 干预组进行 １２ 周的动机访谈、信息支持、同
伴支持等环境支持对策干预ꎬ对照组仅进行正常教学和学习ꎬ对干预前后进行比较分析ꎮ 结果　 干预组大学生干预前身体

运动量得分为(１９.０１±１３.９７)分ꎬ干预后为(３２.２６±２４.３６)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２.７９１ꎬＰ<０.０５)ꎻ对照组身体运动量表

得分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０.０２１ꎬ Ｐ>０.０５)ꎮ 干预后干预组与对照组身体运动量得分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２.２３６ꎬＰ<０.０５)ꎮ 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体育锻炼行为自我释放、社会释放、互助关系、自我管理、意识控制、效果评价

因子得分及总分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１７７ꎬ２.０７１ꎬ０.０５８ꎬ０.９４８ꎬ－０.４６９ꎬ－０.２５３ꎬ０.５４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
干预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各因子及总分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３.８８５ꎬ８.５０１ꎬ５.３４３ꎬ５.０５９ꎬ３.９６５ꎬ７.２４６ꎬ
５.６７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环境支持对某高校大学生锻炼行为起到较好的干预效果ꎬ可以有效促进学生由意向期向行

为期转变ꎮ
【关键词】 　 环境ꎻ身体锻炼ꎻ健康教育ꎻ行为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Ｇ ４７９　 Ｇ ８０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９￣１４０６￣０３

　 　 有学者通过借鉴心理学家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模

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出了健康行为过程取向(ｈｅａｌｔｈ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ＨＡＰＡ) [１] ꎬ认为体育锻炼行为

可分为 ３ 个阶段ꎬ一是初期的决定前阶段ꎬ也称为无意

向期ꎬ主要目的是初始个体体育锻炼取向的形成ꎻ二
是中期的决定后－行动前阶段ꎬ也称为意向期ꎬ主要目

的是个体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锻炼计划和心理准备ꎬ

为即将进行的体育锻炼进行前期准备ꎻ三是后期的行

动阶段ꎬ也称为行动期ꎬ主要目的是加强自我调节ꎬ坚
持体育锻炼行为ꎮ 每个时期均需要对个体进行有效

的干预ꎬ并逐渐走向参与体育锻炼的行动期ꎬ否则将

不能促使个体进行锻炼行为ꎮ 研究显示ꎬ多数在校大

学生都能认识到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意义ꎬ同时有相

当一部分大学生正处于健康行为取向的意向期ꎬ但受

到各种因素的影响ꎬ一直处于知而不行的阶段[２－３] ꎮ
对这些学生进行干预ꎬ促使他们走向行动期ꎬ积极参

与体育锻炼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５ 年 ３—５ 月

以长春某高校 ７０ 名处于意向期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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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３５ 名干预组学生进行 １２ 周的动机访谈、信息支持、
同伴支持等环境支持对策干预ꎬ为大学生积极参与体

育锻炼提供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长春某高校以年级为单位ꎬ在大一至大

四年级中ꎬ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４ 个教学班级ꎬ以班级内

全体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共发放锻炼阶段变化量表[４]

５１３ 份ꎬ调查后收回有效问卷 ４９２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５.９１％ꎮ 其中处于意向期的大学生共有 ３８１ 名ꎬ对其

进行实验说明ꎬ本着自愿参与的原则ꎬ最终选定 ７０ 名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３５ 名)ꎮ 干预组男生 １７
名ꎬ女生 １８ 名ꎬ平均年龄为(２１.１３±１.０２)岁ꎻ对照组男

生 １８ 名ꎬ女生 １７ 名ꎬ平均年龄为(２１.１６±１.０６)岁ꎮ 两

组年龄、性别具有同质性ꎮ
１.２　 方法　 对干预组进行 １２ 周的环境支持干预ꎬ干
预方法为:(１)队友支持ꎮ ３５ 名干预组学生采用自愿

原则自行选择ꎬ５ 人成立一个锻炼互助小组ꎬ每个小组

配备 １ 名经过培训的学生担任队长ꎬ每周在课余时间

进行 ３ 次小组锻炼ꎬ锻炼内容由组长根据小组成员的

特点制定ꎬ锻炼计划包括小组锻炼项目、时间和目标

等ꎬ每完成一个目标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ꎬ对不愿进

行锻炼的成员给出合理的指导建议ꎬ以排除阻止锻炼

的障碍ꎮ (２)访谈支持ꎮ 对不愿进行锻炼的成员ꎬ在
队长的引导下依然不愿意进行锻炼时ꎬ由队长引导进

行专业心理指导教师的访谈ꎮ 访谈由开场白、引入讨

论、切入主题、个体化的健康行为改变、结束部分等组

成ꎮ 访谈过程为 ５０ ｍｉｎꎬ访谈后进行不定期的随访ꎮ
(３)信息支持ꎮ 干预组学生通过建立微信群和 ＱＱ 群

进行成员间的相互鼓励、沟通和交流ꎬ同时可以向指

导老师随时提问ꎬ由教师给予解答ꎻ另外指导教师定

期推送正确的体育锻炼方法、励志短篇读物等信息ꎬ
供学生阅读参考ꎮ 对照组学生不进行任何形式的

干预ꎮ
对干预组和对照组学生在干预前后进行同样的

问卷测试ꎮ (１) 锻炼阶段变化量表[５] ꎮ 由 Ｍａｒｃｕｓ 等

研究编制ꎬ量表由 ５ 个条目组成ꎬ分为前意向(无意向

期)、意向、准备(意向期)、行动、维持(行动期)等 ５ 个

阶段ꎮ 测试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最符合的题目ꎮ (２)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ꎮ 由夏祥伟[６] 研究制定ꎬ根据锻炼

者的锻炼时间、强度和锻炼频率进行计分ꎬ每个条目

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满分 １００ 分ꎮ 运动量得分 ＝运动强度
×(运动时间－１) ×运动频率ꎮ (３)体育锻炼行为变化

程序量表ꎮ 由江铁锋[７] 根据心理测量和变化程序理

论制定了适用于当前我国大学生体育锻炼变化的程

序量表ꎬ量表由 ２９ 个条目 ６ 个分量表组成ꎬ分别为自

我释放、社会释放、互助关系、自我管理、意识控制和

效果评估ꎮ 每个条目采用 ５ 点记分ꎬ由“从不如此”到

“总是如此”分别计 １ ~ ５ 分ꎮ 以上 ３ 个量表均具有较

好的信效度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表格进行数据录入ꎬ数
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进行ꎬ统计方法采用 ｔ
检验、χ２ 检验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组和对照组大学生身体运动量比较　 结果

显示ꎬ干预组干预前身体运动量得分为(１９.０１±１３.９７)
分ꎬ干预后为(３２.２６±２４.３６)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２. ７９１ꎬＰ < ０. ０５)ꎻ 对照组干预前后得分分别为

(２０.７５±１６.０７)(２０.８３±１７.９２)分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ｔ＝ －０.０２１ꎬＰ>０.０５)ꎮ 干预后干预组与对照组身体运

动量得分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２. ２３６ꎬＰ <
０.０５)ꎮ
２.２　 干预组和对照组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得分比较

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体育锻炼行为各因子得分及

总分相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１７７ꎬ
１.０７１ꎬ０.０５８ꎬ０. ９４８ꎬ － ０. ４６９ꎬ － ０. ２５３ꎬ０. ５１４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对照组干预前后各因子及总分得分相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组干预前后

总分及各因子得分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０５)ꎮ 干预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各因子及总分相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３.８８５ꎬ８.５０１ꎬ
５.３４３ꎬ５.０５９ꎬ３.９６５ꎬ７.２４６ꎬ５.６７５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长春某高校大学生干预前后体育锻炼行为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自我释放 社会释放 互助关系 自我管理 意识控制 效果评估 总分
干预组 干预前 ３５ １７.３８±３.０１ １８.９２±２.３１ １３.４８±３.０２ １８.４１±２.５８ １９.４８±５.３５ １３.４５±２.８２ １０４.１２±１６.２１

干预后 ３５ １９.２２±１.４６ ２１.１３±０.９１ １６.１３±２.０２ １９.５３±１.２２ ２２.５２±３.１８ １６.２１±１.５２ １１３.５１±８.０２
ｔ 值 －３.２５４ －５.２６６ －４.３１５ －２.３２２ －２.８９１ －５.０９８ －３.０７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对照组 干预前 ３５ １７.２５±３.１４ １７.３１±３.９８ １３.４４±２.７７ １７.８５±２.３６ １９.９９±３.５７ １３.６１±２.４５ １０２.１２±１６.３６
干预后 ３５ １７.２１±２.６９∗∗ １７.９６±２.０１∗∗ １３.２９±２.４１∗∗ １７.２２±２.４１∗∗ １８.９３±４.３１∗∗ １２.７１±２.４２∗∗ ９８.４３±１３.５２∗∗

ｔ 值 ０.０５８ －０.８６３ ０.５４３ １.１０５ １.１２２ １.５４７ １.０２９
Ｐ 值 ０.９６１ ０.４１２ ０.６７１ ０.３２３ ０.３１１ ０.２４５ ０.３５１１

　 注:干预后与干预组比较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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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研究显示[８－１０] ꎬ高校大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影响

因素较多ꎬ分为内在和外在因素两部分ꎬ内在因素主

要是个人因素ꎬ而外在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环境因

素ꎬ外在因素作为现实条件和行为对象对行为起到重

要的影响作用ꎬ决定着行为的强度甚至方向ꎮ 方敏[１１]

的研究还显示ꎬ学校教师或者家长应根据学生在体育

锻炼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实际需要进行有针对

性的帮助和引导ꎬ制定适合锻炼者自身实际的锻炼计

划ꎬ并在锻炼过程中进行及时的帮助和调整ꎬ同时积

极教导学生在面对锻炼选择困境时怎样应对和处理ꎬ
以有效克服锻炼行为各阶段出现的问题ꎬ确保锻炼的

顺利进行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经过 １２ 周的环境支持策

略干预后ꎬ干预组的锻炼行为各因子及总分均高于对

照组ꎮ 原因可能是干预后干预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

水平、锻炼环境与氛围有明显的提高和改善ꎬ社会支

持的改善能够有效提高锻炼者的精神和情感支持ꎬ从
而对学生参加互动活动有一定的激发作用ꎬ帮助大学

生克服锻炼中的各种障碍ꎬ以确保养成一定的锻炼习

惯ꎬ与王斌[１２]的研究结果相一致ꎮ
同伴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系统中的重要部分ꎬ在其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同伴的支持主要来自于同组内

的同学关系ꎮ 吴泽萍等[１３]研究显示ꎬ缺少一起锻炼的

同伴是体育锻炼行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ꎮ 因此在

本研究中ꎬ对干预组的学生进行有效分组ꎬ同时每组

由组长带领ꎬ进行及时的引导ꎬ让小组成员之间在锻

炼过程中进行互相帮助、互相支持ꎬ最终引起行为方

面的转变ꎮ 同时ꎬ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进行锻炼ꎬ起
到较好的榜样作用ꎬ对小组成员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

自信心有很大帮助ꎬ在遇到困难时可以共同讨论ꎬ制
定解决方案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干预后大学生的互

助关系、社会释放、自我管理等锻炼行为能力方面高

于干预前ꎮ 这也进一步说明ꎬ同伴支持对促进大学生

养成规律的锻炼行为习惯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ꎬ也是

一种有效的干预手段ꎮ
干预中的动机性访谈是在人人平等的条件下进

行的ꎬ通过访谈了解干预者内心矛盾ꎬ通过鼓励和支

持以寻求改变干预者的行为过程[１４] ꎮ 本研究中ꎬ对干

预组学生进行动机性访谈ꎬ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多次沟

通和交流、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制定行

为改变方案并进行实际行动ꎬ对大学生运动行为方向

的转变起到较好效果ꎮ 与张楠[１５]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原因可能是因为通过动机性访谈可以帮助学生找出

在行为转变过程中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矛盾ꎬ并通过有

效的沟通技巧和方式来引导大学生行为转变的愿望

及参与锻炼的决心ꎬ同时在教师的指导下制定符合自

身实际的行为转变方案ꎬ并根据方案进行实际行动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经过 １２ 周的干预后ꎬ大学生的自

我释放、效果平复、意识控制等锻炼行为因子得分提

高ꎬ表明动机性访谈对体育锻炼坚持性有较好的干预

效果ꎮ
综上所述ꎬ环境支持对长春某高校大学生锻炼行

为取向起到较好的干预效果ꎬ可以有效促进大学生由

锻炼意向期向行为期转变ꎬ在今后的大学教育过程中

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促使大学生锻炼行为的转变:首
先ꎬ大学可以成立各类项目的体育协会ꎬ培养大学生

参与锻炼的兴趣ꎬ通过科学合理的计划及定期比赛等

活动有效培养参与者规律的体育锻炼习惯[１６] ꎮ 其次ꎬ
大学生的锻炼应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ꎬ当学生遇到运

动障碍而不愿坚持时ꎬ应给予及时的引导和关注ꎬ制
定符合学生自身实际的锻炼计划ꎬ确保锻炼的持续性

和有效性ꎮ 最后ꎬ可以通过线上多渠道的沟通和交

流ꎬ增进学生线下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和持续性ꎬ以
养成科学规律的锻炼行为习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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