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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ꎬ为维吾

尔族流动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支持ꎮ 方法　 在乌鲁木齐市 ４ 所流动学生较为集中的中小学随机抽取 ６２４ 名维吾尔

族中小学生ꎬ采用时间管理倾向量表、心理健康测验量表、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进行调查ꎮ 结果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

生个人取向得分与非流动儿童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９３３ꎬＰ<０.０１)ꎬ在时间价值感、设置目标、时间监控观等因子

上流动与非流动儿童得分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３.４２７ꎬ－３.２６１ꎬ－３.１８６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时间管理倾向与

适应能力类型的交互作用存在统计学意义(Ｆ＝ ２.７６ꎬＰ<０.０１)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流动中小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心理健康

呈负相关( ｒ＝ －０.５１３ꎬＰ<０.０１)ꎻ时间价值感与社会适应能力呈正相关( ｒ＝ －０.１９２ꎬＰ<０.０１)ꎬ社会适应能力与时间监控观和

时间效能感间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３６ꎬ０.４４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心理健康水平与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２９８ꎬ－０.３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时间效能感(Ｂ ＝ －０.２９５ꎬｔ ＝
－２.８６５ꎬＰ<０.０１)、社会适应能力(Ｂ＝ －０.３９５ꎬｔ ＝ －７.８８７ꎬＰ<０.０１)对心理健康水平均起到较好的预测作用(Ｆ ＝ ５７.４３２ꎬＰ<
０.０１ꎬＲ＝ ０.５３２ꎬＲ２ ＝ ０.２８３)ꎮ 结论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非流动学生相比较低ꎮ 时间管理倾向的提

高有助于社会适应能力提高ꎬ对心理健康有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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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ꎬ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

城市[１－２] ꎬ势必导致当前我国大量流动儿童人口的出

现[３－４] ꎮ ２０１５ 年流动儿童状况调查显示[５] ꎬ当前我国

每 １００ 个儿童中就有 １３ 个流动儿童ꎮ 同样ꎬ对于边疆

地区的新疆来说ꎬ维吾尔族流动儿童也占有相当比

例ꎮ 研究显示ꎬ时间管理倾向是个体在管理使用时间

上的心理表现ꎬ具有多维性ꎬ也是一种人格倾向[６] ꎮ
还有研究显示ꎬ时间管理倾向与心理健康状况间存在

一定的联系ꎬ同时社会适应能力也是反映心理健康水

平的一个重要指标[７] ꎮ 本研究旨在了解维吾尔族流

动中小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

状况之间的关系ꎬ为该群体身心健康发展提供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乌鲁木齐市选取 ２ 所流动学生较多的

中学和小学ꎬ每个学校随机选取 ５ 个教学班级ꎬ以班级

内全体维吾尔族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共选取 ２０ 个教

学班级的 ６５２ 名维吾尔族中小学生ꎮ 调查后收回有效

问卷 ６２４ 份ꎬ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５.７１％ꎮ 平均年龄为

(１４.３１±１.５３)岁ꎮ 其中流动儿童 ３０２ 名(男生 １６４ 名ꎬ
女生 １３８ 名)ꎬ非流动儿童 ３２２ 名(男生 １５８ 名ꎬ女生

１６４ 名)ꎮ 本研究中流动儿童是指年龄在 １５ 岁以下ꎬ
随父母移居城市上学的农村儿童ꎬ流动时间在 １ ~ １２
个月ꎮ 非流动儿童指具有乌鲁木齐市当地户籍ꎬ并且

在户籍地居住 １ 年以上的儿童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ＴＭＱ) 　 由黄希庭

等[８]编制ꎬ共由 ４４ 个条目 ３ 个分量表(时间价值感、
时间效能感、时间监控观)组成ꎬ每个条目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法ꎬ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１ ~ ５ 分ꎮ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０.６２ ~ ０.８３ꎬ重测信度为０.７２
~ ０.８６ꎮ
１.２.２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ＳＡＳ) 　 由郑日昌[９]

研究编制ꎬ该量表共由 ２０ 个条目组成ꎬ每个条目有 ３
个选项ꎬ分别为是、无法肯定、不是ꎬ根据测试中回答

情况予以赋分ꎬ根据条目进行正向或反向计分ꎬ最终

得分 ３５ ~ ４０ 分为社会适应能力较强ꎬ２９ ~ ３４ 分为良

好ꎬ１７ ~ ２８ 分为一般ꎬ６ ~ １６ 分为较差ꎬ５ 分及以下为很

差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２ꎮ 重测信度系

数为 ０.９１ꎮ
１.２.３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测验量表(ＰＳＭＨ) 　 由彭华

军[１０]修订而成ꎬ该量表共由 １００ 个条目 ８ 个方面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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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ꎮ 每个条目根据“是”“否”分别计 １ 分和 ０ 分ꎬ每个

条目得分之和为原始分数ꎬ根据常模转化为标准分ꎮ
≥６５ 分为非常不健康ꎬ５０ ~ ６４ 分为比较不健康ꎬ３５ ~
４９ 分为一般健康ꎬ２１ ~ ３４ 分为比较健康ꎬ≤２０ 分为非

常健康ꎮ 调查中测试数据不可信的ꎬ需进行再次测

试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９ꎬ重测信度为

０.６６ ~ ０.８３ꎮ
测试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由课题组经过培训的维吾尔

族教师指导学生填写ꎬ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ꎬ问卷

填写不受周围同学及老师的影响ꎬ采用匿名填写的方

式进行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问卷统计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ｅ ３.１ 软件

进行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与分

析ꎬ统计方法包括 ｔ 检验、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维吾尔族流动与非流动中小学生时间管理倾向

得分比较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个人取向得分

低于非流动儿童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 ３.９３３ꎬＰ<
０.０１)ꎻ另外在时间价值感、设置目标、时间监控观、社
会取向、计划、时间分配、时间管理效能、时间效能感

方面流动与非流动维吾尔族中小学生得分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在优先级、反馈性、时间

管理行为效能方面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维吾尔族流动与非流动中小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各因子得分比较(ｘ±ｓ)

是否流

动儿童
人数 个人取向 社会取向

时间

价值感
设置目标 计划 优先级 反馈性 时间分配 时间监控观

时间管理

行为效能

时间管

理效能

时间

效能感
是 ３０２ １８.２８±３.２６ １９.２２±４.０１ ３７.４９±６.３４ １５.６５±４.０４ １５.２５±４.５８ １７.２４±３.４９ １５.９７±５.１９ １３.８４±３.０７ ７７.９１±１４.８５ １７.０８±３.６４ １８.３５±３.５６ ３５.４２±６.２８
否 ３２２ １９.３１±３.２８ １９.８９±３.７１ ３９.１９±６.０３ １６.９６±５.８８ １５.１３±４.０５ １７.６１±３.１９ １６.３４±４.２５ １４.３７±２.９１ ８１.５７±１３.７８ １７.４４±３.６６ １９.２１±６.３５ ３６.６３±５.９８
ｔ 值 －３.９３３ －２.１６３ －３.４２７ －３.２６１ ２.１２５ －０.３４６ －０.９７１ －２.２１１ －３.１８６ －１.２３１ －２.１０３ －２.４６１
Ｐ 值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６ ０.７２３ ０.１４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７

２.２　 维吾尔族流动与非流动中小学生社会适应能力

诊断量表得分比较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社会

适应能力得分(６.１９±１.３１)与非流动中小学生(６.１７±
１.３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１４ꎬＰ>０.０５)ꎮ 另外ꎬ男
生社会适应能力得分为(６.１３±１.３４)分ꎬ女生为(６.２４±
１.３２)分ꎻ独生子女为(６.２１ ± １.４５) 分ꎬ非独生子女为

(６.２６ ± １. ４１) 分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０３ꎬ１.２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维吾尔族流动与非流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测试

量表得分比较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

水平得分( ６８. ５６ ± ３. ２６) 与非流动中小学生( ６７. ５３ ±
３.４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２３ꎬＰ>０.０５)ꎮ 不同性

别和是否独生子女儿童心理健康量表总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组别维吾尔族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学习焦虑 身体症状 交往障碍 孤独 自责 过敏 恐惧 冲动 总分
性别 男 ３１１ ６.８０±０.８４ ８.０１±１.０１ ７.８１±０.４４ ６.４１±１.５３ ６.８１±１.７８ ７.８１±０.４５ ７.６１±２.６２ ９.０１±２.０１ ７１.６１±３.８６

女 ２９２ ６.７６±０.５１ ８.０２±１.４１ ６.７５±２.０６ ４.７６±０.９７ ６.０１±２.１６ ７.７５±０.５１ ８.５１±１.２９ ８.２５±１.２７ ６８.５１±３.７２
ｔ 值 ０.１２ －０.０１ １.１３ １.８８ ０.６１ ０.１６ －０.６３ ０.６５ １.３１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是否独生 是 ２３１ ６.７５±０.５１ ８.０１±１.４２ ６.７５±２.０７ ４.７６±０.９７ ６.０１±２.１７ ７.７６±０.５１ ８.５１±１.２９ ８.２５±１.２７ ６８.５１±３.７１
　 子女 否 ３７２ ７.３３±２.０８ ６.３４±２.０８ ８.６７±１.５４ ４.６７±２.０９ ４.３４±２.０９ ７.０１±１.０２ ６.６７±３.２２ ９.６８±１.５４ ６６.６８±１.５４

ｔ 值 －０.５６ １.２７ －１.３４ ０.０７ １.０２ １.３２ １.０６ －１.３１ １.０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社会适应

能力、心理健康水平间的相关分析　 将时间管理倾向

各个维度得分、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时

间监控观、时间价值感、时间效能感 ３ 个因子) ×(社会

适应能力 ５ 个等级) ×(心理健康水平 ５ 个等级)的重

复测试方差分析ꎬ社会适应能力、心理健康水平为被

试间变量ꎬ时间管理倾向为被试内变量ꎮ 结果显示ꎬ
时间管理倾向与适应能力类型的交互作用存在统计

学意义(Ｆ ＝ ２.７６ꎬＰ<０.０１)ꎻ时间管理倾向的主效应也

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３６９.２３ꎬＰ<０.０１)ꎻ社会适应能力类

型的被试间效应也有统计学意义(Ｆ ＝ ３.７２ꎬＰ<０.０１)ꎬ
其他效应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显示ꎬ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

社会适应能力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 ｒ ＝ － ０.５１３ꎬＰ<
０.０１)ꎻ时间价值感与维吾尔族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能

力呈正相关( ｒ＝ －０.１９２ꎬＰ<０.０１)ꎬ维吾尔族流动中小

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与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间

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４３６ꎬ０.４４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
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与时间监控

观、时间效能感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２９８ꎬ－０.３５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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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值均<０.０１)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

的时间效能感(Ｂ ＝ －０.２９５ꎬｔ ＝ －２.８６５ꎬＰ<０.０１)、社会

适应能力(Ｂ＝ －０.３９５ꎬｔ＝ －７.８８７ꎬＰ<０.０１)对维吾尔族

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均起到较好的预测作

用(Ｆ＝ ５７.４３２ꎬＰ<０.０１ꎬＲ＝ ０.５３２ꎬＲ２ ＝ ０.２８３)ꎮ

３　 讨论

时间管理倾向不仅可以反映调查者对时间的态

度ꎬ还可以有效反映对时间的利用效率ꎬ可以多方面、
多层次的了解调查者对时间及自身心理情况的反

映[６] ꎮ 本研究显示ꎬ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在时间监

控、时间价值感以及时间效能感方面的得分均低于非

流动儿童ꎮ 同时个人取向、时间管理效能和设置目标

等方面得分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与熊猛等[１１] 的

研究结果一致ꎮ 相关研究显示ꎬ流动儿童的时间价值

感、个人取向比非流动儿童较差[１２－１５] ꎮ 在平时的学习

和生活中ꎬ非流动儿童一般会在家长或老师的指导下

主动或者被动地设定某些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ꎬ在这

一过程中往往获得一定的时间价值感ꎮ 而流动儿童

没有教师和家长的积极领导ꎬ一般目标设定的人格特

征不是特别显著ꎮ 在与父母一起流动的过程中ꎬ流动

儿童因家长平时较忙ꎬ因此需要自己处理更多学习和

生活中的问题ꎬ从而对自己的生活和学习更有计划性

和安排ꎬ但导致这种计划性的深入原因有待进一步调

查和研究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维吾尔族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

性方面与非流动儿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王莹[１６] 的

研究结果不同ꎬ与唐贵忠等[１７]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在本

研究中ꎬ因民族的不同ꎬ家长和老师的教育观念、教育

子女的方法均存在一定差异ꎬ也影响着中小学生的社

会适应能力ꎬ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本研究

中因以上影响因素同时存在ꎬ导致维吾尔族流动中小

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与非流动学生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ꎮ
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量表各因子得分均高

于非流动中小学生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与张艳

等[１８]的研究结果不一致ꎮ 除民族成分不同外ꎬ其他原

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和分析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除时间价值感与维吾尔族流动中

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间不存在相关性外ꎬ时间管理

倾向各个维度与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方面

均存在相关性ꎮ 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较强时ꎬ时间价值感、效能感和监控观方面也会在矛

盾解决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提高ꎻ而当学生的社会适

应能力较弱时ꎬ面对冲突或矛盾ꎬ自身的时间价值感、
效能感和监控观方面势必造成较大影响[１９－２０] ꎮ 所以ꎬ
本研究中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在效能

感和监控观方面均存在正性关系ꎮ
本研究中ꎬ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社会适应能

力对心理健康水平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ꎬ同时社会适

应能力得分与心理健康测验量表各因子得分均存在

负性关系ꎬ与陈红[２１]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维吾尔族流动

中小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对心理健康水平也具

有较好的预测作用ꎬ与 Ｌａｎｇ[２２]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表

明时间管理倾向的人格特征也是预测心理健康水平

的一项重要指标ꎮ
为进一步促进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

康发展ꎬ应在以下方面做好工作:首先ꎬ家长应重点关

注子女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学习情况ꎬ以便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２３－２６] ꎮ 其次ꎬ维吾尔族流动中小学生在学校往

往是弱势群体ꎬ学校的教师或者班主任应给予重点关

注ꎬ通过文体活动、课余文化活动等增进同学间的沟

通和交流ꎬ避免出现自卑、抑郁、孤独、焦虑等负性心

理情绪ꎬ对健康成长带来一定障碍ꎮ 再次ꎬ社会群体

应对流动中小学生予以更多的关爱ꎬ如一些文体、科
普场所应免费为流动儿童开放等[２７－３０] ꎮ 学校还应设

立心理咨询和监测机构ꎬ定期对维吾尔族中小学生进

行心理健康监测ꎬ重点对流动儿童等特殊群体进行监

测ꎬ以便及时发现问题ꎬ及时干预引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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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族大学生不良健康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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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疆高校维吾尔族大学生不良健康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ꎬ为维吾尔族大学生养成健康的行为

习惯提供理论支持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新疆 ５ 所高校中随机各抽取 ２ 个年级ꎬ以年级内全体维吾尔族大学生

共 ８ ９４６ 名作为调查对象ꎻ采用自编健康行为调查问卷进行调查ꎬ并对结果进行分析ꎮ 结果　 新疆高校维吾尔族大学生不

良健康行为报告率最高的为缺乏锻炼(８７.０９％)ꎬ其次为不按时休息(６７.８５％)ꎬ最低的是吸烟(１５.７４％)ꎮ 在饮酒、不吃早

饭、不按时休息、上网时间> ２ ｈ / ｄ 方面男生的不良健康行为报告率均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 ２２７.６８ꎬ２０６.４５ꎬ７５.２９ꎬ１３.０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女生在节食减肥和缺乏锻炼方面的报告率高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５.２０ꎬ２７１.２１ꎬ Ｐ 值均<０.０１)ꎮ 相关分析显示ꎬ维吾尔族大学生吸烟与饮酒、不吃早饭、节食减肥呈正相关ꎬ与缺

乏锻炼呈负相关ꎻ饮酒与不吃早饭、缺乏锻炼、休息不规律、上网时间>２ ｈ / ｄ 呈正相关ꎻ不吃早饭与节食减肥、休息不规律、
上网时间>２ ｈ / ｄ 呈正相关ꎻ节食减肥与缺乏锻炼、休息不规律呈负相关ꎬ与上网时间>２ ｈ / ｄ 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维吾尔族大学男生、独生子女、月生活费支出高、父亲和母亲学历低是不良健康行为发生的危

险因素(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维吾尔族大学生不良健康行为普遍较高ꎬ并存在聚集性特征ꎬ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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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ꎬ他们的健康

状况将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１] ꎮ 研究显示ꎬ当前

我国大学生中存在较多生活不良问题ꎬ如抽烟、酗酒、
网瘾、熬夜、缺乏体育锻炼等[２] ꎬ会影响大学生群体的

身心健康ꎬ对生活和学习带来负面影响[３] ꎮ 有研究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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