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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喀什师范学院维吾尔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与体质状况的关系ꎬ为师范类大学生心理及体质健

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对随机整群抽取的 １ ００５ 名喀什师范学院维吾尔族大学生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及

ＳＣＬ－９０ 测试ꎬ对心理状态正常和障碍学生进行体质健康状况比较ꎮ 结果　 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维吾尔族大学生心理障碍人

数比例为 １３.４３％(１３５ / １ ００５)ꎬ女生比例(１６.４１％)高于男生(１０.３４％)ꎮ 男生与女生肺活量、坐位体前屈和耐力跑成绩正

常组与障碍组相比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女生立定跳远成绩正常组与障碍组比较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ꎮ 结论　 心理健康状况会不同程度影响到维吾尔族大学生身体功能和素质方面的各项成绩ꎬ对体质健康造成一定的

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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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的身体是参与各项活动的基础ꎬ对高校大学

生来说显得尤为重要[１] ꎮ 随着经济的发展ꎬ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ꎬ大学生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

观ꎮ 本文通过对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维吾尔族大学生

的心理及体质状况进行测试ꎬ了解不同心理健康状况

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ꎬ为提高维吾尔族大学生的体质

健康水平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随机整群抽取新疆喀什

师范学院的 １ １００ 名在校维吾尔族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００５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１.３６％ꎮ 其中

男生 ４９３ 名ꎬ女生 ５１２ 名ꎻ城市生源 ４６２ 名ꎬ乡村生源

５４３ 名ꎮ 平均年龄为(２１.００±１.７６)岁ꎮ
１.２　 方法 　 采用 ＳＣＬ－９０ 症状自评量表对学生进行

心理测试ꎬ量表加入了基本人口统计学题目ꎬ该量表

共 ９０ 个题目ꎬ分为无、轻度、中度、偏重和重度 ５ 个等

级[２] ꎮ 随机进入教室ꎬ对教室内全体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ꎬ由经过培训的教师负责指导填写问卷ꎬ当场收回ꎮ
根据国内标准ꎬ以各症状因子均值分≥３ 分为有明显

心理问题[２] ꎮ ≥３ 分的学生为心理障碍组ꎬ<３ 分的学

生为正常组ꎬ并对 ２ 组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进行比较

分析ꎮ 本研究调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４ꎮ
体质健康状况采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解读»中

规定的测试方法和项目进行测试ꎬ项目包括身高、体
重、肺活量、立定跳远、坐位体前躯、１ ０００ ｍ(男) / ８００
ｍ(女)跑[３－４]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进行录

入及统计分析ꎬ统计方法采用 ｔ 检验ꎬ计量资料以(ｘ±
ｓ)表示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ＳＣＬ－９０ 量表测试显示ꎬ新疆喀什师范学院维吾

尔族大学生心理障碍者 １３５ 名ꎬ 占调查总人数的

１３.４３％ꎬ其中男生 ５１ 名ꎬ女生 ８４ 名ꎮ 由表 １ 可以看

出ꎬ心理正常组男生身高高于障碍组男生 ０.２６ ｃｍꎬ女
生正常组高于障碍组 ０.５５ ｃｍꎬ但正常组与障碍组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男女生正常组体

重分别高出障碍组 １.０４ ｋｇ 和 ０.５７ ｋｇꎬ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肺活量指标方面ꎬ男生正常

组高于障碍组 ２６９. ９ ｍＬꎬ 女生正常组高于障碍组

１８８.６ ｍＬ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素质

指标方面ꎬ反应下肢力量的立定跳远成绩ꎬ女生正常

组高于障碍组 ０.０７ ｍ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
反应柔韧素质的坐位体前躯正常组与障碍组相比男

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耐力素质

方面ꎬ男女生心理正常组成绩均好于障碍组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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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喀什师范学院维吾尔族大学生心理正常组与障碍组体质健康状况比较(ｘ±ｓ)

性别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肺活量 / ｍＬ 立定跳远 / ｍ 坐位体前躯 / ｃｍ １ ０００(８００)ｍ 跑 / ｓ
男　 正常组 ４４２ １７１.２４±５.１１ ５５.８０±６.１３ ３ ８１２.５±６７４.２ ２.３４±０.１９ ９.８７±１.４５ ２４５±１３

障碍组 ５１ １７０.９８±５.０３ ５４.７６±５.８３ ３ ５４２.６±６３７.５ ２.２８±０.２１ ９.４２±１.３８ ２５３±１４
ｔ 值 ０.３５ １.２０ ２.８５ １.９５ ２.１９ －３.８１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女　 正常组 ４２８ １５９.３１±４.１１ ４６.７１±３.４５ ２ ５４３.２±４５３.２ １.７５±０.１３ ８.７６±１.３３ ２４７±２３
障碍组 ８４ １５８.７６±３.２４ ４６.１４±４.２４ ２ ３５４.６±５３２.４ １.６８±０.２５ ８.３６±１.２７ ２５７±２２

ｔ 值 １.３６ １.１６ ３.０４ ２.５０ ２.６２ －３.８３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抑郁、人际关系敏感、焦虑和偏执等均会使维吾

尔族大学生在心理上产生自我封闭、交际范围小、不
愿交朋友、妒忌其他优秀学生、与其他同学很难相处

等现象[５－７] ꎮ 长时间这样的心理状态势必造成学生对

生活和学习失去兴趣、积极性下降ꎬ同时不愿参加各

类体育活动ꎬ封闭自己ꎬ由此造成身体素质下降[８－９] ꎮ
导致喀什师范学院维吾尔族大学生心理障碍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ꎬ首先维吾尔族多数学生由边远山区

或牧区来到省会城市接受高等教育ꎬ面对的各项事物

和环境都是陌生的ꎬ需要逐步的适应ꎬ在这一过程中

会出现各种心理上的不适应和不良反映ꎬ从而导致不

同的心理问题ꎬ影响到学生的生活和学习[１０] ꎮ 其次ꎬ
多数学生家庭较为贫困ꎬ来自家庭的压力造成心理上

的巨大压力ꎮ 另外ꎬ学生进入大学后还面临着毕业后

的就业问题ꎬ这些因素都不同程度影响着维吾尔族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ꎬ最终导致不同程度的心理障

碍[１１－１２] ꎮ
笔者认为ꎬ目前学校管理工作者只是将体育教学

作为消除体质差异的唯一手段ꎬ而并未注意到心理健

康状况对体质的影 响 作 用ꎬ 这 显 然 是 较 为 片 面

的[１３－１５] ꎮ 今后应在加强大学生体育锻炼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高心理健康水平ꎮ 针对这一现象ꎬ今后新疆喀

什师范学院应在以下方面开展具体工作:(１)开展各

种形式的心理健康教育知识讲座ꎬ让学生掌握和了解

心理健康知识ꎬ学会自我调节ꎻ(２)在每学年开学时开

展心理健康方面的测试工作ꎬ针对心理存在问题的学

生采用不同的体育教学方法和手段ꎬ促进心理健康发

展ꎻ(３)在体育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体育锻炼习惯ꎬ
让学生养成自觉参加体育锻炼习惯ꎬ以达到促进身心

全面发展的目的ꎻ(４)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集体活动ꎬ
通过集体参与ꎬ调节学生心理健康状况ꎬ排除心理

障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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