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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初中生上学日及周末进行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ｔｏ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ＭＶＰＡ)时间
及频繁程度的变异性ꎬ探究学生 ＭＶＰＡ 与体质间的相关性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调查北京市回龙观中学初一及初
二学生共 ７９ 名ꎮ 使用改编的一日体力活动记录工具调查学生 １ 周 ８:００—２３:００ 的体力活动情况ꎬ依据能量代谢当量
(ＭＥＴ 值)将每日体力活动分为 ＭＶＰＡ 及非 ＭＶＰＡ 部分ꎬ制作上学日连续 ５ ｄ 及周末连续 ２ ｄ 的体力活动时间序列ꎬ并计算
ＭＶＰＡ 总时间及序列的 ｌｅｍｐｅｌ￣ｚｉｖ 复杂度ꎮ 探究 ＭＶＰＡ 情况与学生体质测试结果的相关性ꎮ 结果　 上学日中ꎬ男生与女生
的 ＭＶＰＡ 总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０.９０ꎬＰ>０.０５)ꎬ女生 ＭＶＰＡ 时间较男生有更大的变异性(５８.９％ꎬ５３.５％)ꎻ性别间
ＭＶＰＡ 复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０.５５ꎬＰ>０.０５)ꎮ ２ 天休息日中ꎬ性别间 ＭＶＰＡ 总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１３ꎬＰ
>０.０５)ꎬ男生 ＭＶＰＡ 时间的变异系数(ＣＶ)低于女生(１４１.５％ꎬ１５２.８％)ꎬ复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０.６３ꎬＰ>０.０５)ꎬ男生
ＭＶＰＡ 复杂度 ＣＶ 略高于女生(５５.１％ꎬ４８.１％)ꎮ 青少年在上学日的 ＭＶＰＡ 时间 ＣＶꎬ男生上学日及周末(５３.５％ꎬ１４１.５％)较
女生略低(５８.９％ꎬ１５２.８％)ꎮ 男生上学日 ＭＶＰＡ 复杂度与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中等程度相关( ｒ ＝ ０.４１)ꎬ女生 ＭＶＰＡ 时间与
体重和 ＢＭＩ 有低程度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３０ꎬ－０.３１)ꎬ复杂度均与体重和 ＢＭＩ 有低程度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３１ꎬ－０.３３) (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初中生在上学日较周末 ＭＶＰＡ 更活跃ꎬ但进行 ＭＶＰＡ 活动的时间段相对单一ꎮ 学校可以通过分散一
天内 ＭＶＰＡ 的活动时段达到高效促进体质的效果ꎮ ＭＶＰＡ 复杂度作为综合性较强的指标ꎬ可能与初中生 ＢＭＩ 的关联更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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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ꎬ至 ２０１６ 年ꎬ仅有

约 １ / ３ 的青少年可以达到每天 ６０ ｍｉｎ 中高强度体力

活动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ＭＶ￣
ＰＡ) [１] ꎮ 体力活动不足包括静态行为时间过长以及未
满足体力活动指南的情况[２] ꎮ 多项基于大样本的系

统综述表明ꎬＭＶＰＡ 不足和静态行为(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ꎬ ＳＢ)的增加是儿童青少年肥胖症等代谢类疾病增

加以及体质下降的危险因素[３] ꎮ ＭＶＰＡ、ＳＢ、轻体力活

动(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ＬＰＡ) 共同构成个

体日常的体力活动行为ꎮ 个体一日总活动时间固定

９７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第 ４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２



的前提下ꎬ３ 种体力活动行为中ꎬ１ 种体力活动时间的

增加意味着另外 ２ 种体力活动行为时间的减少[４] ꎮ
提示 ＭＶＰＡ 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ＳＢ 对健康结

局带来的负面效应[５] ꎮ 实际上ꎬ已经证明 ＭＶＰＡ 增加

与儿童青少年骨密度增加[６] 、肥胖发展风险降低[７] 以

及代谢风险降低[６ꎬ８]关系密切ꎮ
个体进行有效持续时间的 ＭＶＰＡ 能够为保持个

人健康带来增益ꎬ但是过量的持续 ＭＶＰＡ 反而会破坏

身体稳态ꎬ影响身体功能ꎮ 出于合理性考虑ꎬ个体为

了保持或提高身体健康水平ꎬ需要提高频率ꎬ以类似

间歇性活动的形式达成目标有效 ＭＶＰＡ 活动量累积ꎮ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等[９] 对 ８ ~ １１ 岁儿童的调查结果显示ꎬ屏幕

时间的打断次数上升和较短的屏幕时间与较低的体

质量指数( ＢＭＩ) 评分有关ꎮ Ｐｅｎｎｉｎｇ 等[１０] 对 １８ 名学

龄青少年增加了 ＳＢ 打断次数ꎬ减少单次持续 ＳＢ 时间

的干预方式ꎬ在 ＳＢ 总时间较干预前无差异的前提下ꎬ
改善了青少年的血脂代谢水平ꎮ 体力活动( ＰＡ)模式

可以以时间序列的形式进行记录ꎬ通过符号的形式ꎬ
对复杂的线性数据降维并归类ꎬ数据更易被明确的认

知与解释ꎮ 其中复杂度或部分熵值可以评价序列新

模式的产生速率[１１] ꎬ更高的复杂度意味着序列中的变

化更加丰富ꎮ Ｌｅｍｐｅｌ￣ｚｉｖ 复杂度( Ｌｅｍｐｅｌ￣ｚｉｖ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
ｔｙꎬ ＬＺＣ) [１２]作为一种常用的复杂度计算方法ꎬ被广泛

运用于电生理[１３]等领域ꎮ
有研究证明 ７ ｄ 体力活动调查可以代表儿童青少

年的日常体力活动水平[１４] ꎬ青少年在校日要比周末更

加活跃[１５] ꎮ 本研究探讨青少年体力活动时间序列

ＬＺＣ 与体质健康状况的关系ꎬ旨在了解青少年 ＭＶＰＡ
的日常变异情况及其对体质健康的影响ꎬ为制定更加

精准的青少年体力活动干预对策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育新学校初

一、初二年级ꎬ使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每个年级抽取

２ 个班级ꎬ在抽取班级中结合自愿、知情同意的方式招

募受试者ꎬ家长及青少年本人签署知情同意书ꎬ共获

取有效样本 ７９ 份ꎬ其中男生 ２６ 名ꎬ女生 ５３ 名ꎬ采用青

少年体力活动记录工具逐日记录连续 １ 周的体力活动

情况ꎮ 测试周期为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至 ６ 月 ２ 日ꎮ 本

研究已通过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科学实验伦理委员会

批准ꎮ
１.２　 体力活动水平测量

１.２.１　 体力活动记录的填写 　 采用改编的体力活动

记录工具[１６] ꎬ以周四为调查时间起点ꎬ对研究对象进

行连续 ７ ｄ 的体力活动调查ꎮ 记录工具包括三部分:
(１)提供给研究对象进行自我评定的参考表格ꎻ(２)填

表示例ꎻ(３)单日体力活动记录表格ꎬ分为上学日 ５ 份

及周末 ２ 份ꎮ 表格填写的时间区间为每日 ６:００—２３:
００ꎮ 上学日 ８:００—１８:００ 以每节课的 ４５ ｍｉｎ 及课间

１５ ｍｉｎ 为依据分段ꎬ１８:００—２３:００ 以每 ３０ ｍｉｎ 为一

段ꎻ周末全部时间以每个单元 ３０ ｍｉｎ 为依据分段ꎮ 学

生根据参考表格回忆每个时间段的活动内容ꎬ然后根

据活动选择对应的能量代谢当量(ＭＥＴ 值)ꎬ最终确定

的 ＭＥＴ 值被认定为该时间段活动中的能量消耗ꎮ
体力活动记录从调查期第 ２ 天起填写ꎬ填写至 １

周调查期结束ꎬ请班主任及家长协助监督检查ꎮ 检查

时如果发现有漏填项ꎬ则要求学生当场补全记录表ꎮ
在调查结束后ꎬ再次回忆 ７ ｄꎬ以 ２ 周体力活动能

量消耗计算组内相关系数(ｉｎｔｒａ￣ｃｌａｓ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ｔꎬ ＩＣＣ)作为问卷信度的代表指标ꎮ 结果显示平均

７ 日的 ＩＣＣ 为 ０.７９５ꎬ说明该工具有较好的信度ꎮ
１.２.２　 ＭＶＰＡ 时间　 以体力活动记录工具为依据ꎬ对
研究对象的体力活动水平使用 ＭＥＴ 进行评价ꎮ 根据

ＭＥＴ 合计值的大小ꎬ将 ＭＥＴ 值处于 ３ ~ ６ 范围内的体

力活动分类为中等强度体力活动ꎬＭＥＴ 值>６ 的体力

活动分类为高强度体力活动[１７] ꎮ 计算 ７ ｄ 每天的中

强度体力活动( ＭＰＡ)ꎬ高强度体力活动( ＶＰＡ)、ＭＶ￣
ＰＡ 时间ꎮ 以学习日(５ ｄꎬ周一至周五)与休息日(２ ｄꎬ
周六至周日)分类对 ７ ｄ ＭＶＰＡ 时间进行合计ꎮ
１.２.３　 时间序列 Ｌｅｍｐｅｌ￣ｚｉｖ 复杂度计算　 依照序列从

左向右演变的过程捕获“新”的子模式的数量ꎬ以熵的

形式对其量化ꎮ 公式为

ＬＺＣ＝
Ｃα[Ｓ(Ｎꎬα)]

Ｎ / ｌｏｇａＮ

其中 Ｎ 为编码序列的总长度ꎬα 为序列中存在编

码的类别数ꎬＣα[Ｓ(Ｎꎬα)]是 Ｓ(Ｎꎬα)分解中子模式

的数量ꎬ根据 Ｋａｓｐａｒ 等[１８]提供的算法对子模式数量 Ｃ
进行计算ꎮ Ｌｅｍｐｌｅ￣ｚｉｖ 复杂度重点关注于时间序列动

态变化的整体规律性ꎬ规律性越低ꎬ复杂度越高ꎮ
依据记录工具ꎬ以时间顺序制成学生每日体力活

动的时间序列ꎮ 再将序列中时间全部按照每段 ５ ｍｉｎ
划分ꎬ保证序列中每个节点代表的时间长度相同ꎮ 以

３ ＭＥＴ 为分界标准ꎬ将体力活动每 ３０ ｍｉｎ 的数据降

维ꎮ ≥３ ＭＥＴ 者记为 １ꎬ<３ ＭＥＴ 者记为 ０ꎬ组成一个新

的时间符号序列ꎮ 由此分界方法得出的 Ｌｅｍｐｅｌ￣ｚｉｖ 复

杂度ꎬ将与序列中 ＭＶＰＡ 的总时间与间断的出现频率

有关ꎮ Ｌｅｍｐｅｌ￣ｚｉｖ 复杂度可以作为新的指标ꎬ配合体

力活动时间对目标体力活动行为进行解释ꎮ 所有降

维与计算操作通过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 ２０１７ａ 进行ꎮ
１.３　 体质测试　 按照«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２０１４
年修订)» [１９] 测试细则ꎬ对研究对象进行体质测试及

评价ꎬ测试内容为身高、体重、肺活量、５０ ｍ 跑、８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跑ꎮ 对每人进行 ３ 次身高、体重、肺活量测试ꎬ
身高、体重结果取平均值进行记录ꎬ肺活量取 ３ 次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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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好结果进行记录ꎻ进行 ２ 次 ５０ ｍ 测试ꎬ记录个人

最好成绩ꎻ８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测试进行 １ 次ꎮ 通过身高、体
重记录结果计算学生的 ＢＭＩꎮ
１.４　 统计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对数据进行整理与计

算ꎮ 对所有数据的描述采用(ｘ±ｓ)的形式ꎮ 利用独立

样本 ｔ 检验比较性别间差异ꎮ 计算 ＢＭＩ、ＭＶＰＡ 时间

及复杂度的变异系数(ＣＶ)ꎬ针对类似指标进行比较ꎮ
利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系数ꎬ对 ＭＶＰＡ 时间及复杂度与其

余形体及体测结果进行相关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青少年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情况　 男生身高、体重

均高于女生ꎮ 其他测试结果ꎬ男生肺活量、５０ ｍ 跑、
１ ０００ ｍ跑均属于接近良好线的及格水平ꎻ女生肺活

量、５０ ｍ 跑成绩处于接近良好线的及格水平ꎬ８００ ｍ
跑成绩处于优秀水平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中学生形态指标体质测试与 ７ ｄ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调查结果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形态指标

年龄

/ 岁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体质测试结果

肺活量

/ ｍＬ
５０ ｍ 跑

/ ｓ
８００ 或 １ ０００ ｍ

跑 / ｍｉｎ

学习日 ＭＶＰＡ
总时间

/ ｍｉｎ
复杂度

休息日 ＭＶＰＡ
总时间

/ ｍｉｎ
复杂度

男 ２６ １２.７±０.８ １６４.０±７.６ ５８.９±１６.５ ２１.７±５.０ ２ ８６６.７±７２１.６ ８.３±１.０ ４.２±１.１ ３１６.９±１６９.５ ０.１±０.０ ３９.２±５５.５ ０.１±０.０
女 ５３ １２.８±０.７ １６０.１±６.２ ５０.５±１１.５ １９.６±３.８ ２ ３７９.８±４３９.６ ８.４±０.６ ３.５±０.４ ３５９.７±２１２.０ ０.１±０.０ ４１.２±６２.９ ０.１±０.０
ｔ 值 －０.５０ ２.４１ ２.６２ ２.０６ ３.１６ －０.６０ － －０.９０ －０.５５ －０.１３ －０.６３
Ｐ 值 ０.６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４３ <０.０１ ０.５５ － ０.３７ ０.５８ ０.９０ ０.５３

　 　 调查样本的 ＭＶＰＡ 变异程度较大ꎮ ５ ｄ 上学日

中ꎬ男生与女生的 ＭＶＰＡ 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ꎬ女生 ＭＶＰＡ 时间较男性有更大的变异性( ＣＶ
分别为 ５８.９％ꎬ５３.５％)ꎮ 性别间 ＭＶＰＡ 复杂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２ ｄ 休息日中ꎬ性别间 ＭＶＰＡ
总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男生 ＭＶＰＡ 时间的 ＣＶ 低

于女生( １４１. ５％ꎬ１５２. ８％)ꎻ复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ꎬ男生 ＭＶＰＡ 复杂 ＣＶ 略高于女生(５５.１％ꎬ４８.１％)ꎮ
２.２　 ＭＶＰＡ 与体质相关性 　 由于部分数据呈非正态

分布ꎬ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等级相关计算 ＭＶＰＡ 时间、复杂

度与身体形态、身体素质测试结果之间的相关性ꎮ 男

生学习日 ＭＶＰＡ 复杂度与 ＢＭＩ 间有中等程度的负相

关(Ｐ<０.０１)ꎮ 女生学习日 ＭＶＰＡ 总时间与体重、ＢＭＩ
间有低程度的负相关ꎻＭＶＰＡ 复杂度与体重、ＢＭＩ 有低

程度的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性别中学生体质测试与

７ ｄ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调查结果相关性( ｒ 值)

性别 指标
学习日

总时间 复杂度

休息日

总时间 复杂度
男(ｎ ＝ ２６) 身高 ０.３２ －０.１３ ０.０６ ０.３５

体重 －０.１２ －０.３７ ０.２６ ０.２９
ＢＭＩ －０.２５ －０.４１∗∗ ０.２５ ０.２０
肺活量 ０.０６ －０.３７ ０.２２ ０.２４
８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跑 －０.１７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１１

女(ｎ ＝ ５３) 身高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０３
体重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０９ －０.０６
ＢＭＩ －０.３１∗ －０.３３∗ －０.０８ －０.０９
肺活量 －０.２１ －０.２１ －０.０８ ０.０２
８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跑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１４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在抽样调查的 ７９ 名学生中ꎬ上学日与周末的 ＭＶ￣
ＰＡ 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男女生的 ＭＶＰＡ 时间变

异性均达到了 ５３％以上ꎮ 在周末ꎬ学生 ＭＶＰＡ 时间相

较于在校日水平下降ꎬ且离散程度达到 １４１.５％以上ꎬ
说明大部分学生很难在校时保证自己遵照指南的要

求ꎮ Ｖａｌｅ 等[２０] 研究了 ２ ~ ６ 岁的葡萄牙儿童ꎬ其中

９３.５％达到每日 ＭＶＰＡ 的推荐量ꎬ在周末这一比例下

降到 ７７.６％ꎮ 相反ꎬＬａｇｕｎａ 等[２１]研究葡萄牙 ９ 岁学生

的 ＭＶＰＡ 发现不同的结果ꎮ 此外ꎬＫｅｔｔｎｅｒ 等[２２] 发现ꎬ
５ ~ １０ 岁德国学生中ꎬ有 ６８％的男孩和 ２８％的女孩符

合 ＭＶＰＡ ６０ ｍｉｎ / ｄ 推荐量ꎮ 这些研究的差异可能源

自于调查对象的国籍、文化、教育环境不同ꎮ 但大部

分研究结果仍然支持青少年在校日能更好地完成

６０ ｍｉｎ ＭＶＰＡ 推荐量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上学日初中学生 ＭＶＰＡ 累积时

间的 ＣＶ 高出复杂度 ＣＶ 至少 １７％ꎻ周末初中学生 ＭＶ￣
ＰＡ 累积时间的 ＣＶ 高出复杂度至少 ８５％ꎬ说明学生单

次 ＭＶＰＡ 过程存在时间差异ꎬ但具有类似的活动频

率ꎬ在时间序列中 ＭＶＰＡ 分布时间相对集中ꎮ 学生更

倾向于每天在单个或很少几个时间区间完成时间不

同的 ＭＶＰＡꎮ 从实际调查情况考虑ꎬ学生在学校中的

ＭＶＰＡ 主要源自于体育课与大课间统一锻炼的活动ꎬ
部分学生在放学时段参与了体育锻炼或者体育培训ꎬ
总体而言活动时间段相对固定ꎬ少有学生会进行额外

的 ＭＶＰＡ 行为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在男女生 ＭＶＰＡ 时间与复杂度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的前提下ꎬ女生 ＢＭＩ 与上学日的 ＭＶ￣
ＰＡ 复杂度、总时间皆有中等程度的关联ꎬ而男生 ＢＭＩ
仅与上学日的 ＭＶＰＡ 复杂度有关联ꎮ 性别间比较ꎬ女
生的复杂性 ＣＶ 高出男生 ７％ꎬ说明女生相较于男生有

更大的 ＭＶＰＡ 频率差异ꎮ 以往研究结果显示ꎬ肥胖人

群的体力活动水平低于正常体重人群ꎮ 另外ꎬ肥胖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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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主观上存在对自己身体的不自信ꎬ从而趋向于避

免运动以及与协调和技能发展有关的活动ꎬ呈现出

ＭＶＰＡ 水平较低的表现[２３－２５] ꎮ
Ｌｅｍｐｅｌ￣ｚｉｖ 复杂度作为综合频率与累积时间两方

面信息的定性指标ꎬ与青少年 ＢＭＩ 存在关联ꎬ提示合

理的间歇式 ＭＶＰＡ 对 ＢＭＩ 存在有益的影响ꎬ但并没有

找到复杂度积极影响 ＢＭＩ 的阈值范围ꎬ还需要继续进

一步的讨论ꎮ
目前有干预性研究使用改变课堂环境与课堂活

动等方式[２６] ꎬ目的就在于增加体力活动的频率ꎬ打破

静坐少动模式ꎮ Ａｎｄｙ 等[２７] 通过对 １８ 篇课堂体力活

动干预的急性效应进行系统综述ꎬ纳入研究的文章干

预方式基本由突发性的课堂运动休息以及身体主动

学习组成ꎬ结果表明ꎬ课堂干预能够在短时间改善儿

童的课堂行为ꎬ但由于各项研究的干预方式与干预水

平差异较大ꎬ难以得到统一的结论ꎮ 但是课堂的体力

活动干预无疑是目前学界的讨论重点之一ꎮ
中国学校的体育课通常为一周 ３ 次ꎬ并安排放学

后体育兴趣活动ꎬ如果将课堂时间分散ꎬ或者在更多

的课堂间歇中加入有效的 ＭＶＰＡꎬ同样能达到每日累

积时间的要求ꎬ通过这种方式ꎬ理论上可以减少学生

单次长时间 ＭＶＰＡ 活动的负担ꎬ达到促进体质与专注

学习的目的ꎮ 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等[２８] 提出可以从社会生态学

角度判断学校为学生进行体力活动提出的机会ꎮ 但

考虑到学校教育的本质并不仅限于促进体质健康水

平ꎬ仍需要事先确定能够用于进行 ＭＶＰＡ 的校内时

间[２６] ꎮ 此外ꎬ体育课本身的时间利用率也是需要考量

的方面ꎮ Ａｌｄｅｒｍａｎ 等[２９]使用 ＳＯＦＩＴ 方法评估香港 ８７
所中学体育课教学内容的研究结果显示ꎬ单节体育课

中学生仅有 ５２％的时间进行实际活动ꎬ高效的利用有

限在校时间ꎬ提高学生的日常 ＭＶＰＡ 水平ꎬ能够带动

提高学生校外时间的 ＭＶＰＡ 水平ꎮ 学校教育可利用

提升学生 ＭＶＰＡ 的强制力ꎬ合理引导学生更高频地参

与健康行为ꎬ促进学生体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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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７] ꎬ所以该地区家长可能更注重对艾滋病相关知识

的掌握和行为的约束ꎬ因而促进了幼儿性教育的开

展ꎻ孩子问过性相关问题的比没问过 / 不知道的性教

育开展率高ꎬ可能是因为我国家庭幼儿性教育的开展

主要是以“孩子问—家长答” 的形式进行ꎬ提示应主

动、系统地进行幼儿性教育ꎻ认为有必要开展幼儿性

教育的比认为没必要 / 不知道的性教育开展率高ꎬ说
明对幼儿性教育的积极态度促进了行为的实施ꎬ即态

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为的发生[１８] ꎻ认为幼儿性

教育的负责人应该包括家长的性教育开展率比认为

只应该由老师负责、不知道应由谁负责的高ꎬ可能是

因为家长意识到自己的责任ꎬ促进了行为的实施ꎮ 提

示在今后的工作中ꎬ应注意树立家长在幼儿性教育工

作中的责任感ꎻ其他家人进行过性教育的性教育开展

率比没进行过 / 不知道的高ꎬ学校开展过幼儿性教育

的比没开展过 / 不知道的高ꎬ说明家长与家长之间、学
校与家庭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ꎬ也说明了家

园合作式幼儿性教育模式建立的必要性ꎮ
综上所述ꎬ四川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家长幼儿性教

育开展情况不容乐观ꎬ国家教育部门应加快系统全面

的幼儿性教育大纲及教材建设ꎬ并将幼儿性教育开展

情况纳入教师工作考核中ꎬ社会性教育组织、各大网

络媒体平台等应着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资源齐全的幼

儿性教育社会ꎮ 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ꎬ应以学校为主

要阵地ꎬ首先加强家长(特别是孩子母亲)性教育相关

知识培训ꎬ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幼儿性教育观念ꎬ主
动承担责任ꎬ不仅要敢讲、愿意讲ꎬ更要主动讲ꎬ进而

促进幼儿性教育的开展ꎬ减少儿童性侵事件的发生ꎬ
促进幼儿身心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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