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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儿童青少年静态行为和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关系ꎬ为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选取上海市城区 １ 所公办小学和 １ 所公办初中 ６２８ 名四至八年级学生ꎬ进行长时间看电视、互联网过

度使用、游戏过度使用等静态行为、生活满意度量表、个人幸福指数—中小学生版、正负性情感量表儿童版等的测评ꎮ 结果

学生长时间看电视、课外做作业、上网、电子游戏的比例依次为 ２.７％ꎬ６.０％ꎬ３.６％ꎬ５.１％ꎮ 互联网过度使用率为 １４.３％ꎬ游
戏过度使用率为 ８.２％ꎮ 长时间上网、长时间电子游戏、互联网过度使用、游戏过度使用均与生活满意度、个人幸福指数、正
性情感呈负相关ꎬ与负性情感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网络游戏频度对主观幸福感大多指标有

显著的预测效应ꎮ 结论　 需重视静态行为ꎬ加强网络游戏过度使用的干预ꎬ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健康ꎮ
【关键词】 　 幸福ꎻ精神卫生ꎻ因特网ꎻ儿童ꎻ危险行为

【中图分类号】 　 Ｇ ４４４　 Ｒ １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１０￣１４９５￣０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ｅｘ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  ＦＵ Ｈｕａ ＳＯＮＧ Ｄｉｗｅｎ ＣＨＥＮ Ｄｅ ＤＯＮＧ Ｙｕｅｑ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４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６２８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ｇｒａｄｅ ４－８ ｆｒｏｍ ｏ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ｏ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ｙ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Ｖ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Ｖ ｄｏｉｎｇ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ｖｉｄｅｏ ｇａｍｅｓ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２.７％  ６.０％ ３.６％ ５.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
ｓｉｖｅ ｇａｍｅ ｕｓｅ ｗａｓ １４.３％ ａｎｄ ８.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ｎｇ￣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ｌｏｎｇ￣ｔｉｍｅ ｖｉｄｅｏ ｇａｍｅｓ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ｇａｍｅ ｗｅｒ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ｆｅ ｓｃａｌ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Ｗｈｉｌ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ｓｃｏｒｅ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ａｂｏｖｅ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ｅｓ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ｓｔ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ｅｘｃｅｓ￣
ｓｉｖｅ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ｇａｍ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Ｃｈｉｌ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根据«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 / 危险行为调查综合

报告(２００５)»ꎬ生活习惯相关行为分动、静两类指标ꎬ
动态生活方式不足即缺乏体育锻炼ꎬ静态生活方式中

看电视、用计算机等屏前行为过度被认为与青少年超

重、肥胖有关[１] ꎮ 静态行为与身体健康的关联已被较

好地验证ꎬ但与青少年心理、社会适应完美状态的关

联尚未被广泛研究[２－４] ꎮ 主观幸福感(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ꎬＳＷＢ)反映的是个体对其生活境况所作的总体

评价ꎬ由对生活的满意、积极情感的体验和消极情感

的缺乏所构成ꎬ对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愈高ꎬ体验到

的积极情感愈多、消极情感愈少ꎬ则个体的幸福感体

验愈强ꎬ也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重要的综合性心理指

标[５－６] ꎮ 笔者以上海市四 ~ 八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
探讨静态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ꎬ为促进儿童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选取

上海市城区 １ 所公办小学和 １ 所公办初中四~八年级

在校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ꎬ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３ ~ ４ 个班

级ꎬ遵照知情同意原则ꎬ对每个样本班级的所有学生

５９４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第 ３９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１０



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６５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６２８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６.６％ꎮ 其中男生 ３１６ 名(５０.３％)ꎬ
女生 ３１２ 名(４９.７％)ꎻ小学生 ２６６ 名(４２.４％)ꎬ初中生

３６２ 名(５７.６％)ꎮ 年龄为 ９ ~ １５ 岁ꎬ平均(１１.５０±１.５７)
岁ꎮ 问卷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指导ꎬ以班级为单位ꎬ
采用匿名方式自行填写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静态行为　 根据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 / 危险行

为调查—生活习惯相关行为部分指标含义设置ꎮ 长

时间看电视:在过去的 ７ ｄ 内ꎬ平均每天看电视≥４ ｈꎮ
长时间做作业:在过去的 ７ ｄ 内ꎬ平均每天课外做作业

≥４ ｈꎮ 长时间上网:在过去的 ７ ｄ 里ꎬ平均每天上网

≥４ ｈꎮ 长时间玩电子游戏:指在过去的 ７ ｄ 内ꎬ平均

每天玩电子游戏≥４ ｈ[１ꎬ７] ꎮ 参考顾海根[８] 编制的«中

小学生网络行为特征量表»ꎬ设置测量各类互联网使

用行为频繁程度题项ꎬ按 １ ~ ５ 级计分ꎮ 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７ꎮ
１.２.２　 互联网过度使用 　 采用 Ｙｏｕｎｇ 的网络成瘾诊

断量表中文版(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ꎬ ＹＩ￣
ＡＴ－Ｃ)ꎬ量表共 ２０ 个条目ꎬ每个条目以 １ ~ ５ 级计分ꎬ
得分在 ２０ ~ １００ 分之间ꎮ 本研究将得分≥５０ 分判定

为互联网过度使用[９] 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０ꎮ
１.２.３　 游戏过度使用　 采用 Ｌｅｍｍｅｎｓ 等[１０] 的游戏过

度使用量表(Ｇａｍ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ꎬＧＡＳ)ꎬ该量表共 ７
个条目ꎬ每个条目以 １ ~ ５ 级计分ꎮ 有 ４ 个以上条目≥
３ 级判定为游戏过度使用ꎮ 由英文及心理学、医学专

业人员经过小组讨论将其翻译为中文版ꎬ并通过认知

性访谈ꎬ结合中文语境对翻译后的量表进行修订调

整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ꎮ 量

表条目总分与网络成瘾诊断量表中文版总分的相关

系数为 ０.７１(Ｐ<０.０１)ꎮ 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进行

结构效度检验ꎬ结果表明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８９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

检验 χ２ ＝ １ ６５８.６５(Ｐ<０.０１)ꎬ说明该量表适合作因子

分析ꎮ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样本数据进行条目筛选ꎬ
抽取共同因素ꎬ然后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初始因素负荷

矩阵进行旋转后确定最终条目ꎮ 主成分分析法只抽

取出 １ 个特征根大于 １ 的因素ꎬ方差解释率为 ５４.
４６％ꎬ各条目的负荷值为 ０.６３ ~ ０.８２ꎮ 量表各条目分值

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０.３１ ~ ０.６８ꎮ 各条目分值与总分相

关系数为 ０.４７ ~ ０.７９ꎮ 各条目分值之间的相关度低于

各条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度ꎬ说明各条目具有一定的

独立性ꎬ且能够较好地反映总体目标ꎬ量表具有良好

的结构效度[１１] ꎮ
１.２.４　 主观幸福感　 (１)生活满意度量表(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ｉｆｅ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ＷＬＳ )ꎮ 由 ５ 个条目组成ꎬ每个题目

有 ７ 个判断等级ꎬ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

计 １ ~ ７ 分[１２－１３] 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 ７７ꎮ (２) 个人幸福指数—中小学生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ＳｃｈｏｏｌꎬＰＷＩ￣ＳＣ)ꎮ 由英文及心理学、
医学等相关专业人员经过小组讨论在英文版及粤语

版的基础上ꎬ结合认知性访谈ꎬ进行翻译修订ꎮ 包含

生活水平、健康状况、已有成就、人际关系、安全状况、
社会参与、未来保障、所在学校等 ８ 个生活领域ꎬ较为

全面地反映了被试对生活质量的认知ꎮ 问卷有 ９ 个项

目ꎬ第 １ 项即总体生活满意度ꎬ为全问卷的效标ꎬ第 ２ ~
９ 项为 ８ 个方面的个人幸福指数感受领域[１４] ꎮ 各项

目采用 ０ ~ １０ 分计分ꎮ 本研究总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

为 ０.８７ꎮ 以条目 １ 总体生活满意度为全问卷的效标ꎬ
得出各条目与效标的相关系数在 ０.３８ ~ ０.６０ꎮ 利用探

索性因子分析法进行结构效度检验ꎮ 结果表明ꎬＫＭＯ
值为 ０.９０７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检验 χ２ ＝ １ ８７１.１２ꎬＰ<０.０１ꎬ说
明该量表适合作因子分析ꎮ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样

本数据进行条目筛选ꎬ抽取共同因素ꎬ然后采用最大

方差法对初始因素负荷矩阵进行旋转后确定最终条

目ꎮ 主成分分析法只抽取 １ 个特征根大于 １ 的因素ꎬ
方差解释率为 ４９.４９％ꎬ各条目的负荷值为 ０.５９ ~ ０.８１ꎮ
各条目分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０.２７ ~ ０.５０ꎻ各条目分

值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０.６１ ~ ０.６９ꎮ 各条目分值之间

的相关度低于各条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度ꎬ量表结构

效度较好ꎮ (３)正负性情感量表儿童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Ｓｃａ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ＰＡＮＡＳ￣Ｃ)ꎮ 共 ２７ 个

项目ꎬ分为正性情感(１２ 个项目)和负性情感(１５ 个项

目)２ 个维度ꎻ量表采用 ５ 点计分[１５] ꎮ 本研究 ２ 个维

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分别为 ０.９４ 和 ０.９１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双录入并核对数

据ꎮ 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χ２ 检

验、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相关

分析、信度分析、因子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静态行为　 有 １５ 名(２.４％)学生报告从来没上

过网ꎮ 长时间看电视、长时间做作业、长时间电子游

戏、游戏过度使用报告率ꎬ男生均高于女生ꎮ 初中生

长时间上网、互联网和游戏过度使用的报告率均高于

小学生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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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静态行为不同性别学段学生间分布比较

静态行为
性别

男生 女生 χ２ / Ｚ 值 Ｐ 值

学段

小学 初中 χ２ / Ｚ 值 Ｐ 值
合计

长时间看电视 是 １３(４.２) ４(１.３) ４.８１ ０.０３ ６(２.３) １１(３.１) ０.３７ ０.５４ １７(２.７)
否 ２９９(９５.８) ３０５(９８.７) ２５８(９７.７) ３４６(９６.９) ６０４(９７.３)

长时间做作业 是 ２５(８.０) １２(３.９) ４.８１ ０.０３ １６(６.１) ２１(５.９) ０.０１ ０.９１ ３７(６.０)
否 ２８６(９２.０) ２９８(９６.１) ２４７(９３.９) ３３７(９４.１) ５８４(９４.０)

长时间上网 / (ｈｄ－１) <２ ２４０(８３.０) ２４８(８３.８) －０.２９ ０.７７ ２３３(９０.７) ２５５(７７.７) －４.２０ <０.０１ ４８８(８３.４)
２~ <４ ３７(１２.８) ３９(１３.２) ２０(７.８) ５６(１７.１) ７６(１３.０)
≥４ １２(４.２) ９(３.０) ４(１.６) １７(５.２) ２１(３.６)

长时间电子游戏 / (ｈｄ－１) <２ ２１０(７９.５) ２５４(９０.１) －３.４１ ０.００ ２２７(８８.３) ２３７(８２.０) －１.９６ ０.０５ ４６４(８５.０)
２~ <４ ３６(１３.６) １８(６.４) １７(６.６) ３７(１２.８) ５４(９.９)
≥４ １８(６.８) １０(３.５) １３(５.１) １５(５.２) ２８(５.１)

互联网过度使用 是 ４８(１６.９) ３６(１１.９) ３.０１ ０.０８ １６(６.５) ６８(２０.１) ２１.６３ <０.０１ ８４(１４.３)
否 ２３６(８３.１) ２６７(８８.１) ２３２(９３.５) ２７１(７９.９) ５０３(８５.７)

游戏过度使用 是 ３５(１１.２) １６(５.２) ７.５８ ０.０１ １１(４.２) ４０(１１.１) ９.４９ ０.００ ５１(８.２)
否 ２７７(８８.８) ２９４(９４.８) ２５０(９５.８) ３２１(８８.９) ５７１(９１.８)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各项目应答有缺失值ꎮ

　 　 学生各类互联网使用行为频繁程度分析ꎬ“做功

课 / 查资料”“听音乐” “ ＱＱ / 微信聊天”等是学生较为

频繁的互联网使用行为ꎬ学生较少进行“网上购物”
“论坛或 ＢＢＳ”“收发电子邮件”ꎮ 见表 ２ꎮ
２.２　 主观幸福感　 女生生活满意度评分高于男生ꎬ负
性情感评分低于男生ꎻ小学生生活满意度、个人幸福

指数、正性情感评分均高于初中生ꎬ负性情感评分低

于初中生(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２.３　 静态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　 相关分析显示ꎬ
长时间看电视与正性情感呈负相关ꎻ长时间上网、长
时间电子游戏、互联网过度使用、游戏过度使用均与

生活满意度、个人幸福指数、正性情感呈负相关ꎬ与负

性情感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２　 学生各类互联网使用行为频繁程度构成 / ％

互联网使用行为 几乎没有 较少 一般 较多 非常频繁
玩网络游戏 ２３.７ ２５.５ ２７.３ １６.５ ７.０
看视频 １８.８ ２０.１ ２８.７ ２４.５ ８.０
听音乐 １２.９ １４.２ ２１.７ ３１.０ ２０.１
阅读网络文学 １６.７ ２２.７ ２４.２ ２２.６ １３.７
ＱＱ / 微信聊天 １４.７ １６.０ ２５.７ ２４.０ １９.６
收发电子邮件 ６４.３ ２１.１ ７.２ ４.９ ２.５
做功课 / 查资料 ２.９ １１.９ ２６.６ ３６.１ ２２.４
看网络新闻 ２３.９ ２８.５ ２４.３ １４.８ ８.５
网上购物 ６９.１ １４.７ ９.７ ４.４ ２.１
ＱＱ 空间 / 朋友圈 ２６.３ ２５.６ １９.９ １４.２ １４.０
微博 ７０.８ １２.４ ７.５ ４.１ ５.２
论坛或 ＢＢＳ ８３.２ ７.３ ５.１ １.６ ２.８

表 ３　 不同性别学段学生主观幸福感评分比较(ｘ±ｓ)

性别与学段 人数 统计值 生活满意度 个人幸福指数 正性情感 负性情感
性别 男　 ３１６ ２４.３３±６.６９ ６４.３１±１３.１０ ４２.５５±１２.８８ ２７.０７±１１.４６

女　 ３１２ ２５.５８±６.６７ ６５.８８±１２.６７ ４３.１７±１１.３９ ２４.８１±９.８８
ｔ 值 －２.２９ －１.４９ －０.６３ ２.５８
Ｐ 值 ０.０２ ０.１４ ０.５３ ０.０１

学段 小学 ２６６ ２５.９７±６.１９ ６７.３１±１２.１５ ４５.６０±１１.１７ ２４.００±１０.６２
初中 ３６２ ２４.２３±６.９７ ６３.５５±１３.１９ ４０.９４±１２.４５ ２７.３４±１０.６３

ｔ 值 ３.１９ ３.５５ ４.８４ －３.７９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表 ４　 儿童青少年静态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６２８)

主观幸福感 长时间看电视 长时间做作业 长时间上网 长时间电子游戏 互联网过度使用 游戏过度使用
生活满意度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１∗ －０.０９∗ －０.２５∗∗ －０.２６∗∗

个人幸福指数 －０.０７ ０.００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２９∗∗ －０.２６∗∗

正性情感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１８∗∗

负性情感 ０.０８ －０.０３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４４∗∗ ０.３１∗∗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分别以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指标为因变量ꎬ互联网

使用行为频繁程度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ꎬ结果

显示ꎬ玩网络游戏对生活满意度、负性情感、个人幸福

指数有预测效应ꎬ做功课、查资料对个人幸福指数有

预测效应ꎮ 见表 ５ꎮ

表 ５　 儿童青少年互联网使用行为频繁

程度对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６２８)

因变量 预测变量 β 值 ｔ 值 Ｆ 值　 Ｒ２ 值
生活满意度 玩网络游戏 －０.１１ －２.６８∗∗ ７.２０∗∗ ０.０１
个人幸福指数 玩网络游戏 －０.１５ －３.５５∗∗ １１.８２∗∗ ０.０４

做功课、查资料 ０.１２ ２.９０∗∗

正性情感 阅读网络文学 ０.２０ ４.９１∗∗ １４.５２ ０.０５
ＱＱ / 微信聊天 －０.１０ －２.４６∗

负性情感 玩网络游戏 ０.１５ ３.６５∗∗ １０.２３∗∗ ０.０５
ＱＱ 空间 / 朋友圈 ０.１１ ２.５１∗

看网络新闻 ０.０９ ２.０８∗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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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美国、加拿大儿科协会均颁布行为指南ꎬ建议儿

童青少年每天看电视、玩计算机等屏前娱乐行为的时

间不能超过 ２ ｈ[１６－１８] ꎮ 按照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 / 危
险行为调查指标定义ꎬ每天课外作业时间、看电视时

间、上网时间、电子游戏时间超过 ４ ｈ 为很多[１] ꎮ 本次

调查中ꎬ学生课外作业时间、看电视时间、上网时间、
电子游戏时间超过 ４ ｈ 的比例均略低于无锡的研究结

果[７] ꎬ仅小学生长时间电子游戏比例略高ꎮ 本研究对

上网时间、电子游戏时间分别以 ２ꎬ４ ｈ / ｄ 为界值ꎬ小学

生、初中生上网时间、电子游戏时间至少 ２ ｈ / ｄ 的比例

均低于南通的调查结果ꎬ仅初中生上网时间至少２ ｈ / ｄ
的比例与之接近[１９] ꎮ 长时间看电视、长时间电子游戏

比例ꎬ男生高于女生ꎻ互联网过度使用比例ꎬ初中生高

于小学生ꎬ与无锡[７]的调查结论一致ꎮ
王瑞敏等[６] 研究发现ꎬ流动儿童的总体幸福感、

总体生活满意度等随着年级的升高逐渐降低ꎬ消极情

感随着年级的升高逐渐上升ꎮ 本研究结果亦表明小

学生的幸福感体验优于初中生ꎮ 马惠霞等[１４] 以中学

生为研究对象ꎬ初中生的个人幸福指数总分高于高中

生ꎬ中学生的基本趋势均为年龄越大ꎬ个人幸福指数

越低ꎮ 本调查显示ꎬ小学生的个人幸福指数总分高于

初中生ꎬ也印证了该趋势ꎮ
Ｙａｎ 等[２０]在武汉中学生中开展调查发现ꎬ学生上

学日长时间看电视( >４ ｈ / ｄ)降低生活满意度ꎻ本研究

发现长时间看电视与正性情感呈负相关ꎬ但未发现长

时间看电视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ꎮ Ｌａｃｈｍａｎｎ 等[２１] 在

欧洲对成人开展的研究得出互联网过度使用与生活

满意度呈负相关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不仅互联网过度

使用ꎬ而且长时间上网也会降低学生幸福感体验ꎮ Ｌｉｕ
等[１３]对北京市三至六年级小学生的研究结果显示ꎬ网
络信息检索行为对生活满意度有正向预测效应ꎬ本研

究虽然未得出上网做功课、查资料对生活满意度的显

著预测效应ꎬ但发现该行为对个人幸福感指数有预测

效应ꎮ Ｗｅｎ 等[２２]对大学生调查发现ꎬ研究对象微信的

使用强度可以显著预测使用动机和生活满意度ꎬ内在

的使用动机是使用强度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ꎮ 本研

究结果得出 ＱＱ / 微信聊天对正性情感有负向预测效

应ꎬＱＱ 空间 / 朋友圈对负性情感有正向预测效应ꎬ在
后续研究中还需深入探讨这些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

关联机制ꎮ
以往探讨静态行为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ꎬ大

多针对中学以上学生或成人开展ꎬ本研究以四至八年

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拓展了此类研究的证据ꎮ 由于本

研究是横断面调查ꎬ无法进行因果推断ꎬ可考虑通过

队列研究验证各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ꎮ 在

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ꎬ要重视静态行为、尤
其是网络游戏过度使用的干预ꎬ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

康与全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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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３５. ７％的大学生存在失眠情况ꎬ
３３.２％有可疑失眠情况ꎮ 与近几年国内对大学生睡眠

研究的结论一致[７－９] ꎮ 女大学生失眠发生率高于男大

学生ꎬ与王战等[２]研究结论一致ꎮ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

因可能与女生特有的生理特点、人格特征有关ꎮ 女生

的生理、心理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ꎬ性格相对敏感多

虑ꎬ从而影响睡眠状态ꎮ 本研究中ꎬ不同专业、年级和

生源地大学生失眠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但有研

究发现不同年级和专业大学生睡眠质量存在差

异[１０－１１] ꎬ研究结果的差异可能与调查取样、调查工具、
调查地点等随机因素有关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调查对象中平和体质仅占

２５. ８％ꎬ 明显低于丁萌[１２] ( ７８. ７％)、 严 美 花 等[１３]

(６７.８％)的调查结果ꎬ但与谭健成[１４] (２５.６％)的研究

结果接近ꎮ 其原因可能与调查时间、区域、方法的不

同有一定的关系ꎮ 但也可能因大学生学业、就业压力

大ꎬ缺乏体育锻炼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体质普遍

下降ꎮ 大学生阴虚质为居于首位的偏颇体质ꎬ与邱男

等[１５]的调查结果一致ꎮ 阴虚质是由于体内津液精血

等阴液亏少ꎬ以阴虚内热等表现为主要特征的体质状

态ꎮ 大学生中阴虚质居多ꎬ可能与现代学生普遍存在

运动不足、缺乏锻炼、饮食不规律、经常熬夜以及情绪

不稳定有关ꎮ
本调查发现男、女大学生的体质分布情况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男生以平和质居多ꎬ女生以阴虚质居

多ꎬ可能与生理特点有关ꎮ 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

妇人规»中提出“阳非有余ꎬ阴常不足”的理论ꎮ 清

代医家叶天士曰:“女子以肝为先天”ꎬ肝与女性健康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ꎬ它是形成女性体质的重要因

素ꎻ肝藏血ꎬ女子以血为本ꎬ因此女性阴血不足为常见

的表现ꎮ
调查结果表明ꎬ不同中医体质类型大学生的失眠

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有失眠状况的大学生体质多

见阴虚质、湿热质、气郁质ꎮ 阴虚体质的人心阴不足、
阴不敛阳ꎬ虚火内扰ꎬ影响心神ꎬ导致神志不宁ꎬ虚烦

不得眠ꎮ 肾阴不足ꎬ津液不能正常输布ꎬ心阴得不到

滋养ꎬ出现心火亢盛ꎬ使心肾不交、水火不济ꎬ导致失

眠ꎮ 湿热体质的人温湿内蕴ꎬ湿性粘腻重池ꎬ湿困中

焦则轮轴转运无力ꎬ又热性趋上ꎬ致心火旺盛ꎬ上扰神

明ꎬ故湿热质易出现睡眠问题ꎮ 当代医家路志正[１６] 认

为:“脾气不足ꎬ运化失司ꎬ湿邪留滞ꎬ困遏中阳ꎬ升降

失调ꎬ心神被蒙ꎬ故失眠多梦ꎮ”说明湿热体质易致睡

眠质量降低ꎮ 气郁质是由于长期情志不畅、气机郁滞

而形成的以性格内向不稳定、忧郁脆弱、敏感多疑为

主要表现的体质状态ꎮ 气郁易使身体出现气机阻遏、
肝失疏泄ꎬ气乱则魂乱ꎬ从而出现失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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