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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构建大学生日常中高及高强度体力活动及其主要身体成分的最优模型ꎬ寻求改善大学生身体成分的

有效体力活动量ꎮ 方法　 采用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ＧＴ３Ｘ 加速度计对天津市 ３ 所大学的 ３６３ 名大学生进行 ７ ｄ 日常体力活动监测ꎬ
采用 Ｉｎｂｏｄｙ ５２０ 获得受试者的身体成分ꎮ 采用曲线拟合构建大学生中高及高强度体力活动与去脂体重、体脂百分比之间

的模型ꎬ根据校正拟合优度最大值同时信息论标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ꎬＡＩＣ)值最小的原则获得最佳模型ꎮ 结果

男生日常中高及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分别为 ２５.７ꎬ１０.２ ｍｉｎꎬ女生分别为 ２０.２ꎬ６.６ ｍｉｎꎻ男生超重、肥胖率分别为 ２２.９％ꎬ
２２.３％ꎬ女生分别为 １７.９％ꎬ７.６％ꎮ 体脂百分比与中高强度、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之间存在负相关ꎬ去脂体重与中高强度、
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之间存在正相关ꎮ 男、女生 ５ 种拟合曲线中仅直线、二次及三次曲线的 ＡＩＣ 值和 Ｒ２ 值有统计学意义ꎬ
且男女生分别是三次、二次方程同时满足 ＡＩＣ 值最小和校正拟合优度 Ｒ２ 值最大ꎮ 结论　 成年早期男性中高及高强度体力

活动时间与其去脂体重、体脂百分比之间的最优模型均为三次方程ꎬ女性则均为二次方程ꎮ 增加中高及高强度体力活动时

间有利于降低肥胖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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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研究显示ꎬ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水平不足与身体 较高的脂肪含量有关[１－３] ꎮ 高强度体力活动与低脂肪

相关[４] ꎬ且可以降低身体脂肪含量[５] ꎮ 还有研究证

实ꎬ身体脂肪含量越高ꎬ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越高ꎬ且与

疾病相关的肥胖、与肥胖相关的死亡率也越高[６] ꎮ
大学阶段处于成年早期ꎬ被认为是体重增加的高

风险阶段[７－９] ꎮ 一旦大学阶段形成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并导致肥胖ꎬ且不良后果将持续到成年中后期ꎬ并增

加早期的死亡率[１０] ꎮ 因此ꎬ更好地了解不良生活方

式ꎬ尤其是体力活动与身体成分之间的关联性将有助

６１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０



于创建干预项目ꎬ提高大学阶段的体力活动水平ꎬ减
少超重、肥胖的发生ꎮ 考虑到体力活动强度越高ꎬ对
健康的潜在益处越大[１１] ꎬ本研究的目的是构建大学生

日常中高及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与其主要身体成分

的最优关系ꎬ寻求改善大学生身体成分的有效体力活

动量ꎬ为改善当前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４—７ 月ꎬ在天津大学、天津商业大

学、天津理工大学募集自愿参加研究的大学生ꎮ 对于

因个人原因不能参加全部测试、医生建议要避免运

动、有其他医学禁忌的大学生ꎬ本研究未予纳入ꎮ 最

终纳入大学生为 ３６３ 名 ( 男、 女生分别为 １７９ꎬ １８４
名)ꎮ 所有测试对象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研究

符合伦理学要求ꎬ 得到天津体育学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ꎮ
１.２　 方法　 依据«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手册» [１２]的测试细则ꎬ采用国产 ＨＦ－３００ 系列身高－体
重测试仪测量受试者的身高及体重ꎮ 身高精确度为

０.１ ｃｍꎬ体重精确度为 ０.１ ｋｇꎮ 采用韩国产 Ｉｎｂｏｄｙ ５２０
对受试者进行身体成分测试ꎮ 采用美国产 Ａｃｔｉｇｒａｐｈ
ＧＴ３Ｘ 加速度计进行连续 ７ ｄ 的体力活动数据采集ꎮ
由于研究对象来自不同的高校ꎬ故测试分批进行:６ 月

１０—１１ 日、６ 月 ２４—２５ 日、７ 月 ８—９ 日分别对天津大

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的受试者进行身高、
体重、身体成分测试ꎻ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５—１１ 日、６ 月 １９—

２５ 日、７ 月 ３—９ 日进行 １ 周体力活动测量ꎮ 体力活动

测量期间ꎬ要求受试者将加速度计佩戴在右侧髋关节

处ꎬ除了游泳、洗澡、晚上睡觉之外ꎬ其他时间须佩

戴[１３] ꎮ 所有测试均由专业人员操作ꎮ 体力活动强度

按照加速度计中每个时间段的计数划分为久坐不动

(０ ~ １００)、小强度(１０１ ~ １ ９５１)、中等强度(１ ９５２ ~
５ ７２４)和高强度( >５ ７２４)４ 种[１４] 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ꎮ 所有指标均采用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ｆｆ 判定是否

符合正态分布ꎮ 若符合正态分布ꎬ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
验分析不同性别间各指标的差异ꎮ 若不符合正态分

布ꎬ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ꎮ 采用偏相关分析受试者

中高及高强度体力活动水平与体脂百分比、去脂体重

之间的相关性ꎮ 采用曲线拟合构建中高及高强度体

力活动水平与体脂百分比、去脂体重之间的模型ꎮ 根

据校正拟合优度最大值且 ＡＩＣ 值最小的原则选择最优

模型[１５] 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受试者基本情况及身体成分测试结果　 Ｋｏｌｍｏｇ￣
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ｆｆ 检验显示ꎬ受试者的身高、体重及主要身

体成分指标均未偏离正态分布ꎮ 除年龄和体脂肪的

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之外ꎬ男生的身高、体重、去脂

体重、肌肉量、骨骼肌均高于女生ꎬ体脂百分比低于女

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学生年龄和身体成分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年龄 / 岁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体脂百分比 / ％ 体脂肪 / ｋｇ 去脂体重 / ｋｇ 肌肉量 / ｋｇ 骨骼肌 / ｋｇ
男 １７９ ２０.２±１.１ １６９.２±５.２ ５９.４±１６.９ １９.７±７.６ １２.２±５.６ ４９.２±８.１ ４６.４±７.７ ２７.３±５.０
女 １８４ １９.９±０.９ １６３.８±４.８ ５２.２±１１.０ ２１.９±５.８ １２.４±４.２ ４４.０±８.１ ４１.５±７.６ ２４.１±４.９
ｔ 值 ２.２７ ７.１３ ５.００ －３.０９ －０.２９ ６.１６ ６.２０ ６.１８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７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根据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提出的判定标准[１６] 对

受试者进行超重及肥胖评价ꎬ结果显示ꎬ男、女生超重

率分别为 ２２.９％ꎬ１７.９％ꎬ肥胖率分别为 ２２.３％ꎬ７.６％ꎮ
男生肥胖率明显高于女生(χ２ ＝ １９.７９ꎬＰ<０.０１)ꎮ

男、女大学生加速度计佩戴时间主要集中于久坐

少动时间、小强度体力活动时间ꎮ ２ 项时间分别超过

６３０ꎬ１８０ ｍｉｎꎮ 男、女生每天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仅

超过 ２０ ｍｉｎꎬ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每天仅 １０ ｍｉｎ 左

右ꎮ 男、女生久坐少动、小强度体力活动、中等强度体

力活动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但男生中高强度体

力活动时间、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运动持续时间均

明显高于女生( ｔ 值分别为 ２.１６ꎬ２.１２ꎬ１.５０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男、女生体力活动达到中高强度的人数仅分别

是 ２１ 和 ８ 人ꎬ分别占总人数的 １１.７％ꎬ４.３％ꎮ
表 ２ 显示ꎬ肥胖男生每天小强度、中高强度及高强

度体力活动时间、每周运动次数、每周体力活动时间

均低于正常男生ꎻ超重男生除了每天小强度体力活动

时间之外ꎬ其他指标也同样低于正常男生(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超重女生每天小强度、中高强度及高强度体力

活动时间、每周运动次数、每周体力活动时间均低于

正常女生ꎻ肥胖女生除了每天小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之

外ꎬ其他指标也均低于正常女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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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肥胖程度男女大学生体力活动比较(ｘ±ｓ)

性别 营养状况 人数 统计值
每天小强度体

力活动时间 / ｍｉｎ
每天中高强度体

力活动时间 / ｍｉｎ
每天高强度体

力活动时间 / ｍｉｎ
每周运动

次数 / 次
每周体力活

动时间 / ｍｉｎ
男 正常 ９８ ２００.６±７７.４ ３３.４±８.２ １６.９±３.１ ２.９±０.４ １８８.４±４５.８

超重 ４１ １９４.２±７４.２ ２０.５±５.３ ２.４±０.３ １.９±０.５ １０５.７±２５.７
肥胖 ４０ １５４.４±５８.３ １３.０±３.４ １.７±０.２ １.６±０.３ ７６.４±１８.８
小计 １７９ １８８.８±７４.８ ２５.９±４.９ １０.２±２.６ ２.４±０.４ １４４.４±３６.９

Ｆ 值 ５.８４ ９.４９ １８.７７ ６.４７ １０.４６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女 正常 １３７ １８９.８±７２.１ ２２.６±４.７ ７.８±１.８ ２.４±０.６ １２４.５±３３.１
超重 ３３ １５６.０±５２.３ １６.８±３.９ ２.５±０.６ １.９±０.４ １０８.８±２０.１
肥胖 １４ １７４.９±５０.４ １５.５±３.５ ３.６±０.７ １.６±０.６ ９５.７±１８.４
小计 １８４ １８２.６±６８.５ ２０.２±４.３ ６.６±１.２ ２.０±０.５ １１５.０±２８.０

Ｆ 值 ３.４１ ３.３７ １.９１ ２.９０ ３.７９
Ｐ 值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０２

２.２　 受试者中高强度、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与主要身

体成分指标之间的最优关系　 在进行曲线拟合之前ꎬ
通过 Ｐｅａｒｓｏｎ 偏相关分析验证中高强度、高强度体力

活动时间与主要身体成分指标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

系ꎬ结果显示ꎬ体脂百分比与中高强度、高强度体力活

动时间之间存在负相关ꎬ去脂体重与中高强度、高强

度体力活动时间之间存在正相关ꎮ 不同性别大学生

中高强度、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与体脂百分比、去脂

体重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在 ０.６ 以上ꎮ 不同年龄

大学生中高强度、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与体脂百分比

均呈负相关ꎬ与去脂体重均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性别大学生体脂百分比和去脂体重

与中高和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之间的偏相关系数( ｒ 值)

指标 年龄 / 岁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男生 女生

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男生 女生
体脂百分比 １９ －０.６９５∗ －０.６０９∗ －０.６２２∗∗ －０.６８４∗∗

２０ －０.６９６∗∗ －０.６５３∗∗ －０.６９３∗∗ －０.６０７∗∗

２１ －０.６４２∗ －０.６７６∗∗ －０.６８５∗ －０.６４８∗∗

２２ －０.６８０∗ －０.６１９∗ －０.８１２∗∗ －０.８５９∗∗

去脂体重 １９ ０.６２６∗∗ ０.７３３∗ ０.７２９∗∗ ０.７６５∗∗

２０ ０.６７８∗∗ ０.７２９∗∗ ０.６８７∗∗ ０.７０４∗∗

２１ ０.６１２∗ ０.７５４∗∗ ０.６８７∗ ０.７５３∗∗

２２ ０.６７７∗ ０.６５９∗ ０.８１０∗∗ ０.８８３∗∗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采用线性、二次、三次、复合及幂 ５ 种形式的曲线

拟合分别探讨体脂百分比、去脂体重与中高及高强度

体力活动之间的关系ꎬ结果发现ꎬ只有前 ３ 种形式的方

程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表 ４　 不同性别大学生体脂百分比

与中高强度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之间的模型

体力活　
动时间　

模型
Ｆ 值

男 女

校正拟合优度(Ｒ２ 值)
男 女

ＡＩＣ 值

男 女
中高强度 线性 １２９.６８１∗∗ １３７.３６３∗∗ ０.６０５ ０.６９７ １ ００３.６１７ ７７２.５７４

二次 １１６.９５６∗∗ １３３.６５４∗∗ ０.６７７ ０.７４６ １ ００５.２１８ ７６３.９７３
三次 １１１.２９２∗∗ １２２.３１２∗∗ ０.６８０ ０.７０１ １ ００１.７６７ ７６７.５７９

高强度　 线性 １３２.９１７∗∗ １４７.１８１∗∗ ０.６８１ ０.６６２ １ １０２.３６９ ７９７.６３４
二次 １３６.３０７∗∗ １５３.１７０∗∗ ０.７８８ ０.８１１ １ １０５.９１１ ７９２.５０１
三次 １２４.３２１∗∗ １３５.２８１∗∗ ０.７９４ ０.７７３ １ １０１.８７９ ７９３.２１８

　 注:∗∗Ｐ<０.０１ꎮ

　 　 表 ４ 显示ꎬ通过曲线拟合得到的不同性别大学生

体脂百分比、去脂体重与中高强度、高强度体力活动

时间之间模型的显著性检验 Ｐ 值均<０.０５ꎬ校正拟合

优度 Ｒ２ 值均在 ０.６ ~ ０.９ 之间ꎬ检验方程显著性的统计

量 Ｆ 值均在 １００ 以上ꎬ提示方程均处于较合适范围ꎮ
为筛选最优拟合曲线ꎬ依据前期研究成果ꎬ选取

校正拟合优度值最高同时 ＡＩＣ 值最小的曲线ꎮ 结果发

现ꎬ男生体脂百分比、去脂体重和中高强度、高强度体

力活动时间之间的最优曲线均为三次方程ꎮ 男生体

脂百分比 ( ＰＢＦ男 ) 与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 ＭＶ￣
ＰＡ男)的最优方程为:

ＰＢＦ男 ＝ ８２.５１４－５.１３３×ＭＶＰＡ男 ＋０.１２９×ＭＶＰＡ男
２ －０.００１ＭＶ￣

ＰＡ男
３

男生体脂百分比(ＰＢＦ男)与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ＶＰＡ男)的最优方程为:
ＰＢＦ男 ＝ ６６.５４５－５.５２１×ＶＰＡ男 ＋０.１５２×ＶＰＡ男

２ －０.００１×ＶＰＡ男
３

男生去脂体重(ＦＦＭ男)与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ＭＶＰＡ男)的最优方程为:
ＦＦＭ男 ＝ －６４.６１７＋２.４８１×ＭＶＰＡ男 ＋ ０.０００ １×ＭＶＰＡ男

３

男生去脂体重(ＦＦＭ男 ) 与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ＶＰＡ男)的最优方程为:
ＦＦＭ男 ＝ －６４.９３１＋１.９５４×ＶＰＡ男 ＋ ０.０００ １×ＶＰＡ男

３

女生体脂百分比、去脂体重和中高强度、高强度

体力活动时间之间的最优曲线均为二次方程ꎮ 女生

体脂百分比(ＰＢＦ女 )与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ＭＶ￣
ＰＡ女)的最优方程为:

ＰＢＦ女 ＝ １２２.９７４－８.４０１×ＭＶＰＡ－ ０.１５８×ＭＶＰＡ女
２

女生体脂百分比(ＰＢＦ女)与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ＶＰＡ女)的最优方程为:
ＰＢＦ女 ＝ ８６.４５２－６.６６８×ＶＰＡ女 － ０.１２９×ＶＰＡ女

２

女生去脂体重(ＦＦＭ女)与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ＭＶＰＡ女)的最优方程为:
ＦＦＭ女 ＝ －２１.６０２＋１.５１９×ＭＶＰＡ女 ＋ ０.０１３×ＭＶＰＡ女

２

女生去脂体重(ＦＦＭ女 ) 与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ＶＰＡ女)的最优方程为:
ＦＦＭ女 ＝ －４３.５２０＋１.７４９×ＶＰＡ女 ＋ ０.０１３×ＶＰＡ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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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上述各类模型是否成立ꎬ对男、女生模型

的截距项和回归系数进行 ｔ 检验ꎬ发现 Ｐ 值均<０.０５ꎮ
从上述各类模型可看出ꎬ男、女生去脂体重与中

高强度、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之间最优曲线的最高位

次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为正数ꎬ即正相关ꎮ 男、女生

体脂百分比与中高强度、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之间最

优曲线的最高位次自变量的相关系数均为负数ꎬ即负

相关ꎮ

３　 讨论

日常体力活动水平下降是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肥胖症流行的主要因素ꎮ 增加体力活动水平ꎬ
尤其是增加体育锻炼ꎬ已经成为公共卫生领域预防体

重增加的首要策略ꎮ 通过增加能量消耗[１７－１８] ꎬ改善食

欲控制和减少能量摄入[１９] ꎬ使得体力活动ꎬ尤其是体

育锻炼在能量平衡和调节体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ꎮ
本研究中ꎬ天津市大学生超重及肥胖现象较明显ꎬ其
中男生超重及肥胖率分别为 ２２.９％ꎬ２２.３％ꎬ女生分别

为 １７.９％ꎬ７.６％ꎬ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ꎬ与国内外研究

基本一致[２０－２５] ꎮ 与男性相比ꎬ尽管女性雌性激素水平

一般较高ꎬ从而容易导致更多脂肪的产生ꎬ但在“以瘦

为美”观念的影响下ꎬ女性更主动地控制食欲、减少能

量摄入[２１－２２] 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超重及肥胖发

生率ꎮ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健康的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

１５０ ｍｉｎ 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ꎬ或者至少 ７５ ｍｉｎ 的高

强度体力活动[２６] ꎬ即每天 ２１.４ ｍｉｎ 的中等强度体力活

动或 １０.７ ｍｉｎ 的高强度体力活动ꎬ对于保持合理身体

成分以及降低导致慢性病(如冠心病、糖尿病等)的健

康风险有重要作用ꎮ 还有学者提出ꎬ为了将包括心血

管疾病、糖尿病在内的慢性病风险最小化ꎬ成年人每

天需要 ３０ ｍｉｎ 中等强度体力活动ꎻ为预防超重或肥

胖ꎬ则每天需要 ４５ ~ ６０ ｍｉｎ 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２７] ꎮ
本研究中ꎬ男、女大学生的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时

间分别为 １５.７ꎬ１３.６ ｍｉｎꎬ明显低于上述推荐范围ꎮ 日

常体力活动时间主要花费在久坐少动及小强度体力

活动上ꎬ分别高达 ６３０ꎬ１８０ ｍｉｎꎬ与李晶晶等[２８] 对北京

大学生体力活动的调研结果基本一致ꎬ即大学生体力

活动达标率低而静坐时间较长ꎮ 有研究显示ꎬ久坐少

动时间超过 ４ ｈ 可能导致成年期超重及肥胖风险的增

加[２９] ꎮ 众所周知ꎬ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增加了基于电子

屏幕的久坐少动时间[３０] ꎮ 与此同时ꎬ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过多的电子屏幕时间与多种健康问题有负相关ꎬ
如心血管疾病、心理健康问题、睡眠质量和大学生学

业表现等[３１－３２] ꎮ 因此ꎬ必须强调减少久坐少动时间ꎬ
增加中高及高强度体力活动ꎬ尤其是体育锻炼在大学

生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ꎮ

已有研究证明ꎬ不同水平(尤其是中高及高强度)
的体力活动时间确实和身体成分之间存在一定联系ꎬ
即中高及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时间与体脂百分比之间

存在明显的负相关[２３] ꎬ与去脂体重存在明显的正相

关[２４－３３] ꎬ与本研究结果类似ꎮ 可能是由于中高强度体

力活动时间越长ꎬ对身体肌肉成分的影响越大[３４] ꎮ 体

力活动可以通过增加总能量消耗来降低脂肪含量ꎬ而
体力活动在高强度水平时对肌质量有正向影响[２４] ꎮ
与此同时ꎬ由于肌肉量增加导致代谢增加ꎬ总能量消

耗增强[３５] ꎮ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身体而言ꎬ适当强度的

体力活动时间有助于合理的身体成分构成ꎬ即增加去

脂体重ꎬ减少体脂百分比ꎮ
中高及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与身体成分之间确

实存在一定联系ꎬ但是该关联到底有多大ꎬ还不清楚ꎮ
以往的有限研究主要集中于 １２ 岁以下的学龄儿

童[３３ꎬ３６－３７] ꎬ建模方法主要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或者线性

混合模型ꎮ 与成年人相比ꎬ儿童通常更健康ꎬ且拥有

更高的日常体力活动水平[３４] ꎬ因此ꎬ基于儿童的运动

干预研究成果不能完全向成年人推广ꎮ 另外ꎬ本研究

主要探讨中高及高强度日常体力活动水平与主要身

体成分之间的关系ꎬ且曲线拟合包括线性方程ꎬ故本

研究采用曲线拟合而非多元线性回归或者线性混合

模型ꎮ 同时ꎬ本研究对所创建的模型进行了检验ꎮ 在

此基础上ꎬ通过客观的测量手段了解大学生日常体力

活动水平和身体成分状况ꎬ并揭示二者之间的定量关

系对于成年早期的相关研究显得尤其重要ꎮ 本研究

通过线性、二次、三次、复合及幂函数 ５ 种曲线分别拟

合中高及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与体脂百分比、去脂体

重之间的关系ꎬ结果显示ꎬ男生体脂百分比、去脂体重

和中高及高等强度体力活动时间之间的最优曲线均

为三次方程ꎬ而女生则均为二次方程ꎮ
综上所述ꎬ成年早期中高及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

与主要身体组成参数显著相关ꎬ增加中高及高强度体

力活动时间有利于降低肥胖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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