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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关注体质与心理健康　 促进中国青少年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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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少年群体全面发展对于实现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ꎮ 鉴于“身心健康”作为个体全

面发展之基础ꎬ关注青少年体质与心理健康是促进中国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ꎮ 就现状而言ꎬ中国青少年身心健康发

展呈现出较好的改善形势ꎬ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青少年

的生活方式、学习习惯、社会交往等ꎬ对身心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ꎮ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ꎬ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青少

年体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ꎬ探讨影响两者关系的各类因素ꎬ对于新形势下改善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ꎬ对
于当前和未来维护及促进中国青少年健康全面成长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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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ꎬ其健康发展

关系着个人的前途、家庭的幸福、民族的兴衰和国家

的强弱[１] ꎮ 但必须认识到ꎬ青少年期作为儿童向成人

过渡的时期以及成人化后的初期ꎬ为人生发展发育的

重要时期ꎬ各种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处于形成阶段但

却未呈稳定趋势ꎬ易变性较强[２] ꎮ 基于青少年身心健

康对个体全面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发展过程中

所具有的特殊性ꎬ党和政府高度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

发展问题ꎮ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ꎬ到 ２０３５ 年我国将建

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ꎮ 青少年群体作为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未来与希望ꎬ
其全面发展对于实现此远景目标至关重要ꎮ 但就目

前我国青少年身心健康情况而言ꎬ虽在最近数十年中

诸多指标呈现出“稳中有升”的改善形势ꎬ但仍然不乐

观ꎬ主要体现在超重肥胖率的持续快速增长、部分体

能指标水平仍维持在低位、心理问题频发等方面ꎮ
２０２０ 年ꎬ随着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与蔓延ꎬ青少年将长期处于防疫常态化的社会背景

下ꎬ被迫应对应激情境中的学习、生活状态ꎬ如不定期

的社会隔离、网络授课、社交方式改变等ꎬ可能对处于

生长发育高峰期和心理善变期的青少年群体造成严

重的负面影响[３] ꎮ 关注疫情影响下的青少年体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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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ꎬ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ꎬ对于当前和未来维

护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重要意义ꎬ更是促进我

国青少年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ꎮ

１　 我国青少年体质与心理健康问题严峻

自 １９８５ 年开始的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结果显

示ꎬ我国学生的身体形态(身高、体重等)指标在将近

４０ 年取得了较大的改善ꎬ但超重肥胖率快速增长ꎮ 具

体到心肺耐力、柔韧、速度等体能指标ꎬ则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下滑ꎬ直至本世纪 １０ 年代初期方“止

跌回升”ꎬ情况不容乐观[４] ꎮ 除纵向趋势外ꎬ横向比较

研究所显示的结果特别是与日本青少年体质健康状

况相比ꎬ问题的严重性更为突出ꎮ 华东师范大学“青

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中日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比较研究结果公

报»显示ꎬ中国儿童青少年体格指标(身高、体重、体质

量指数)均高于日本ꎬ但体能指标几乎全方面落后于

日本儿童青少年[５] ꎮ 与此同时ꎬ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

状况同样令人忧心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报

告显示ꎬ我国儿童青少年群体中ꎬ经常受到各种行为

问题和情绪障碍困扰的人数至少有 ３ ０００ 万ꎬ其中存

在明显抑郁、人际关系交流不良等心理健康问题的比

例为 ５.２％[６] ꎮ ２０１９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团队同中

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调查显

示ꎬ中学在读学生、高等教育在读学生、在职青年存在

高抑郁风险的比例分别为７.７％ꎬ６.６％ꎬ８.８％ꎬ与 ２００８
年进行的同类测试相比ꎬ青少年的抑郁问题更加严

重[７] ꎮ 与学术研究、科学报告相对应ꎬ各种关于我国

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与心理问题的新闻媒体报

道ꎬ如«“手无缚鸡之力” 少年体质“弱”得触目惊心»
«体质健康状况近 ２０ 年持续下滑 青少年体质不如老

人» « 军训期间跳楼自杀ꎬ青少年心理为何如此脆

弱» [８－１０] 等更能直观地冲击公众视线ꎬ触及其心理

底线ꎮ
对于青少年群体而言ꎬ无论是从个体、家庭亦或

社会与民族需求ꎬ理应对其“健康”提出更高的要求ꎬ
即“躯体和心理层面不得病”对于青少年只能作为最

基本的“底线”ꎬ其体能与心理健康水平应该进一步改

善ꎬ能够充分满足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需要ꎬ适应

各种竞争激烈的环境ꎮ 党和政府高度关注青少年健

康问题ꎬ«“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中长期青年发

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等明确表示我国青少年体质

健康水平亟待提高和改善ꎬ部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日益凸显ꎬ应该加强对青少年群体健康的干预和管

理ꎮ 因此ꎬ关注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与心理健康问

题ꎬ不仅对了解该群体的体质与心理健康水平具有较

大帮助ꎬ而且对于探讨青少年体质健康与心理健康之

间的联系ꎬ为从改善体质和心理的层面促进青少年健

康水平奠定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ꎬ同时也可为相关

部门制定关于青少年健康评估、改善方面的政策与措

施提供一定的参考ꎮ 鉴于青少年体质与心理问题的

复杂性和多维性ꎬ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ꎬ社会各

阶层和相关部门仅制定具体干预措施ꎬ很难在短时间

内形成完全统一的思路ꎮ 所以ꎬ提高我国青少年体质

和心理健康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ꎬ特别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背景下ꎬ宏观上应该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ꎬ深
刻理解和领会党和政府颁布的各类规划、政策ꎻ微观

上则需要根据我国青少年的身心特点、成长规律和教

育规律ꎬ以及疫情的防控规律ꎬ有的放矢地疏导、缓解

和减少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ꎬ增强体质健康ꎮ

２　 青少年体质健康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诸多学者就体质健康与心理健康之间是否存在

联系开展了大量的研究ꎬ但就目前结果而言ꎬ尚不能

得到肯定的答案ꎮ 如有研究表明ꎬ青少年体质健康水

平与心血管疾病、代谢疾病、心理健康和骨骼健康等

密切相关ꎬ 对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具有直接影

响[１１] ꎮ 关于心理发展的生理学机制表明ꎬ心理问题对

个体神经系统、神经调节机制等具有影响ꎬ对个体生

理活动产生影响以及会导致一系列身体反应ꎬ从而影

响个体的体能水平和身体形态[１２] ꎮ 有研究显示ꎬ相比

心理健康青少年ꎬ有心理疾病的青少年体格发展更为

不均衡ꎬ超重、肥胖者比例较高[１３－１４] ꎮ 在体能方面ꎬ诸
多研究认为ꎬ心理健康能促进个体体能发展ꎬ心理不

健康青少年体能水平较差ꎬ心理健康群体体能水平较

好[１５] ꎮ 但另有一些研究结果与上述结论相悖ꎮ 如相

关研究表明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程度与家庭背景、教
育背景、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相关ꎬ与超重、肥胖等

营养状况无相关性[１６] ꎮ 还有研究表明ꎬ心理健康青少

年与具有心理疾病者之间的心肺耐力水平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ꎬ但与心理疲劳群体之间的心肺耐力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７] ꎮ 此外ꎬ以上研究中ꎬ大部分研究

者和研究机构在测试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时所选取

的问卷、量表为“症状取向”型ꎬ即更多针对青少年群

体的“临床应用”和“心理疾病”鉴别ꎬ对于判断个体是

否具有心理疾病具有较好的效果ꎬ但是对于心理发展

尚不成熟的青少年而言ꎬ评估准确度有待进一步探讨

和商榷ꎮ 因此ꎬ从介于“心理疾病”和“健康”之间的一

种心理状态———“心理亚健康”的视角来评估规模性

青少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程度ꎬ不失为一种更为可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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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手段ꎮ

３　 新冠肺炎疫情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与静态活动的

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ꎬ长期社会隔离带来

的秩序稳定、经济破坏以及学校的停课等ꎬ对整个社

会带来巨大损失ꎮ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ꎬ青少年

户外活动和体力活动时间大幅减少ꎬ心理上将会长期

处于一种应激状态ꎬ诸多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将发生

重大变化ꎬ 给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带来更多的负面

影响ꎮ
首先ꎬ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方

面将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ꎮ 一方面ꎬ疫情的暴发

带来感染病例不断增加ꎬ生命安全受到威胁ꎬ对青少

年个体心理造成直接的负面影响ꎻ另一方面ꎬ各种隔

离措施、社交活动的暂停和体力活动的下降ꎬ对青少

年的精神健康造成间接的影响ꎮ 新冠病毒的污名化、
网络媒体的负面渲染也导致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风

险的增加ꎮ 一项针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期间儿童青少

年群体心理状况的调研显示ꎬ大约 １９.６％的被试存在

焦虑症状ꎬ其中不与家人朋友交流的大学生更容易焦

虑ꎬ作息规律、一般关注或很关注疫情的学生更不易

焦虑[１８] ꎮ 儿童长时间居家隔离等不良家庭环境也可

能成为一些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ꎮ
Ｌｉ 等[１９]对湖北地区 １ １７２ 名 ８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的调

查显示ꎬ儿童青少年可能正在经历创伤后压力心理障

碍症(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ＰＴＳＤ)与广泛性焦

虑(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ＧＡＤ)共病的症状ꎬ而
感知威胁和污名化的耻辱感是 ＰＴＳＤ 与 ＧＡＤ 共病的

风险因素ꎬ建议针对儿童青少年进行精神卫生保健干

预ꎬ减少感知的威胁和耻辱感ꎬ降低 ＰＴＳＤ 与 ＧＡＤ 共

病的发病率ꎮ
其次ꎬ新冠肺炎疫情对青少年营养状况具有一定

影响ꎮ 特别是超重肥胖率的上升可能与新冠肺炎之

间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ꎮ 美国使用了微观模型预测

了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对儿童青少年肥胖的影响ꎬ结果提

示ꎬ如果美国的学校关闭时间持续到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美
国儿童青少年肥胖率将上升 ２.４％ꎬ对于目前超重肥胖

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美国而言ꎬ将会极大加重医疗与

保健负担ꎬ儿童青少年群体的健康状况将更加令人担

忧[２０] 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肥胖可能致使青少年感染新冠

肺炎的风险增加ꎮ 一项临床研究发现ꎬ１８ 岁及以上肥

胖女性的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３０ ｋｇ / ｍ２ 是患新冠肺

炎的危险因素[２１] ꎮ 一项荟萃分析显示ꎬＢＭＩ 每增加 ５
ｋｇ / ｍ２ꎬ个体出现健康状况不佳特别是心肺功能不良

结局的风险将会增加 ５％ꎬ且 ＢＭＩ 升高与不良预后增

加存在关联性[２２] ꎮ
再者ꎬ新冠肺炎的暴发与蔓延使青少年静态活动

增加ꎬ从而降低了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水平ꎬ同时提

高了患慢性疾病的风险ꎮ 克罗地亚的一项前瞻性研

究表明ꎬ儿童青少年 ＣＯＶＩＤ－１９ 流行前后体力活动水

平差异明显ꎬ封锁后显著下降ꎬ城市学生和男生尤为

明显ꎻ而体力活动水平下降直接导致儿童青少年体能

水平ꎬ特别是心肺耐力水平的下降[２３] ꎮ 另一项研究也

证实ꎬ受到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影响ꎬ欧洲有 ３ ０００ 万人的体

力活动下降了 ７％ ~ ３８％ꎬ将对体能水平产生较为严重

的负面影响[２４] ꎮ 敖洪等[２５]对疫情期间重庆市主城区

中小学生居家体育锻炼现状的研究表明ꎬ每周居家体

育锻炼≥３ 次者占 ２２.５％ꎬ每天累计体育锻炼>６０ ｍｉｎ
的仅占 １４.４７％ꎬ推断学生在线体育课程学习的次数、
居家体育锻炼的时间与频率不足ꎮ 另外ꎬ有研究表

明ꎬ体育活动不足占各种运动能力不足疾病(心血管

疾病、２ 型糖尿病以及乳腺癌和结肠癌)发病率的 ６％
~ １０％[２６] ꎮ 除此之外ꎬ新冠肺炎可能导致青少年视力

显著下降ꎮ 新冠肺炎期间ꎬ学生所有的课程均通过线

上完成ꎬ屏幕时间、静态行为时间过长等因素都可能

增加视力下降的发生风险[２６] ꎮ
综上所述ꎬ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对青少年心理

和体质健康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ꎬ如超重肥胖率增

加、体能水平下降、创伤性应激症状、焦虑、抑郁等心

理问题发生率升高ꎮ 此外ꎬ对生命安全的担忧、社交

受限、体力活动水平下降、超重肥胖的发生、网络媒体

的影响等因素都可能对疫情期间青少年心理和体质

健康产生负面影响ꎮ 而良好社会支持、居家防护、良
好的作息习惯、增加体育锻炼等行为可有效降低心理

问题的发生率ꎬ提升体质健康水平ꎮ

４　 体质与心理健康共同促进ꎬ全面增进我国青少年

健康水平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问题ꎬ
特别在疫情防控处于常态化的当下ꎬ青少年的身心发

展受到的影响可能较之以往更为突出和负面ꎬ如何保

证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ꎬ将是未来必须面对的棘手问

题ꎮ 有研究表明ꎬ肥胖是孟加拉国 ＣＯＶＩＤ－１９ 相关发

病率和死亡率的一个潜在风险因素ꎬ而肥胖原因主要

在于体力活动水平不足ꎬ静态行为过多[２７] ꎮ 但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ꎬ青少年群体体力活动的减少以及

静态行为的增加或许将成为必然趋势ꎮ 如一项 ＣＯＶ￣
ＩＤ－１９ 大流行期间上海儿童青少年的研究表明ꎬ与疫

情大流行之前相比ꎬ大流行期间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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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ＰＡ)的平均时间从每周 ５４０ ｍｉｎ 急

剧减少到 １０５ ｍｉｎꎬ而视屏时间大幅增加了约 ３０ ｈ[２８] ꎮ
此外ꎬ疫情暴发与蔓延对青少年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

已经在前面部分研究中得到证实ꎬ但在应激情境下产

生的影响ꎬ是否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仍然成立ꎬ
尚须通过更长的时间进行验证ꎮ 诚然ꎬ世界范围内的

诸多研究对于认识青少年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之间

的关系将会提供非常有效的帮助ꎬ但不可否认ꎬ体质

健康与心理健康均具有非常明显的“本土化”特征ꎬ在
“心理”层面体现可能更为明显ꎮ 特别在我国ꎬ目前已

经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ꎬ公众传

染病防控意识得到提升ꎬ抗击疫情的信心进一步增

强ꎬ青少年的心理发展变化与国外青少年可能会有较

大的差异ꎮ
依据以上分析ꎬ研究人员应该运用科学的手段和

方法ꎬ进一步探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我国青少年

体质健康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ꎬ可依据队列研究建

立两者之间的量效关系ꎬ对影响青少年体质与心理的

各类因素进行分析ꎮ 这类研究将更为客观地反映新

形势下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ꎬ
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帮助青少年全面发展提

供一定的理论依据ꎮ 本期发表的论文数据为在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前采集ꎬ为之后进行同类研究树立了可

对比的参照物ꎬ即疫情发生前后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ꎬ是否会随着饮食、视频时间、
体力活动等变化而发生新的变化ꎮ 这样的比较对于

全面认识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ꎮ 与此同时ꎬ对于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从身心联系的角度ꎬ促进我国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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