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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天津市 ９~ １８ 岁中小学生在校体育锻炼现状及体育活动态度ꎬ为制定学生体育锻炼对策提供线

索ꎮ 方法　 应用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问卷ꎬ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选取天津市 ９ ~ １８ 岁中小学生 ６ ４０１
名进行问卷调查ꎬ内容包括一般信息、在校体育锻炼情况、体育锻炼意愿等ꎮ 结果　 每周体育课小学为 ３ 节ꎬ初中为 ２ 节ꎬ
高中为 ２ 节ꎮ ２２.９％的城市高中生认为体育课经常被挤占或不上ꎮ ９０.８％的小学生、８１.５％的初中生和 ５８.９％的高中生每

天做 １~ ２ 次的课间操ꎮ ７６.０％的学生愿意上体育课ꎬ８１.７％的学生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体育活动ꎬ４８.３％的学生愿意

参加长跑锻炼ꎮ ６６.８％的学生认为是没有锻炼习惯导致不参加体育锻炼ꎬ６５.５％的学生是因为怕苦、怕累而不参加长跑锻

炼ꎮ 学生喜欢的运动为乒乓球、羽毛球(６３.５％)及篮球、足球、排球(４６.３％)等ꎮ 与正常体重组学生相比ꎬ超重肥胖学生更

不愿意选择跑、跳类项目ꎮ ９４.８％的学生家长支持学生课余时间参加体育锻炼ꎮ 结论　 天津中小学生在校体育锻炼现状

不容乐观ꎬ多数学生有意愿参加各类体育锻炼ꎮ 学校是促进学生体育锻炼习惯养成的重要场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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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方式的转变ꎬ学生体力活动的时间越来

越少ꎬ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１－３] ꎮ 体育锻炼已成为健

康的关键ꎬ学校在促进学生健康并为终身建立健康生

活方式方面起重要作用ꎮ 在中央发布 ７ 号文件ꎬ亿万

学生阳光运动 １ ｈ 后ꎬ从学校范围加大了学生体力活

动的干预力度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的“第七轮中美

人文交流高层磋商”ꎬ进行了“中美学校体育战略对

话” [４] ꎬ对学校体育活动进行交流ꎬ充分体现了国家对
于学校体育活动的高度重视ꎮ 本研究通过对 ２０１４ 年
天津市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中小学生问卷进行分析ꎬ
对天津中小学生在校体育锻炼现状及其意愿进行评

估ꎬ为教育部门和学校制订体育锻炼对策和采取干预
措施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按照“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工作手册” [５] 的要求ꎬ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
取教学班全体学生构成天津籍汉族 ９ ~ １８ 岁中小学生
的调查样本(小学四年级及以上学生)ꎮ 按社会经济

０００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第 ３８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７



状况分“好”“中”“差”３ 片ꎬ按城、乡、男、女分成 ４ 类ꎬ
每岁为 １ 组ꎮ 每片地区每类每年龄组样本含量不少于

５０ 人ꎬ共有 ３ 个区(县)５ 所中学和 ４ 所小学的学生参

加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６ ４１５ 份ꎬ回收率为 １００％ꎬ有效

问卷 ６ ４０１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９％ꎮ
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法ꎬ问卷来源于 ２０１４ 年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的全国统一学生调查问卷ꎬ
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在校体育活动时间、体育锻炼后

感受、喜欢的体育项目等ꎮ 学生独立填写ꎬ问卷的发

放及回收由班主任负责ꎬ回收时检查问卷是否有错

填、漏填等情况ꎬ并及时纠正ꎮ 严格按照要求选择和

使用检测器材ꎬ按统一操作方法实施测查ꎬ数据采用

双录入方式录入ꎮ 调查员由点校领导、校医及被调查

班级班主任组成ꎬ测试人员经统一培训ꎬ考核合格后

上岗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录入调查问卷ꎮ 应

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统计软件进行 χ２ 检验、秩和检验等ꎬ检验

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小学生在校体育锻炼情况

２.１.１　 学校体育锻炼课程安排及实施情况 　 学校每

周体育课节数小学为 ３ 节ꎬ初中为 ２ 节ꎬ高中为 ２ 节ꎮ
９０.８％的小学生、８１.５％的初中生和 ５８.９％的高中生每

天做 １ ~ ２ 次课间操ꎮ ６ ４０１ 名学生中ꎬ８４.０％的学生每

次都认真做课间操ꎬ但仍有 ９.５％的学生“每次都去ꎬ
但随便应付”ꎮ ６０.１％的学生认为体育课不存在被占

用的情况ꎬ３２.９％认为体育课偶尔被占用ꎬ７.０％(４５０ /
６ ４０１)的学生认为体育课存在经常被“挤占” 或“不

上”的现象ꎬ其中城市高中达 ２２.９％(２２６ / ９８５)ꎮ
２.１.２　 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时间 　 在校体育锻炼

时间包括课间操、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时间ꎮ 城市

高中生在校体育锻炼时间<３０ ｍｉｎ 者占 ５５ ９％ꎬ高于

乡村高中生的 ４２ ２％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３７ ６９６ꎬＰ ＝ ０ ０００)ꎮ 城市小学生在校体育锻炼时间

不足 ３０ ｍｉｎ 所占比例为 ７ ５％ꎬ低于乡村小学生的

１５ 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０ ９５９ꎬＰ ＝ ０ ０００)ꎮ
城、乡初中生在校体育锻炼时间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ꎮ 天津中小学生体育锻炼时间≥１ ｈ 者占 ２６ ０％
(１ ６６１ / ６ ３８６)ꎬ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的报告率分别

为３６ ５％ꎬ２７ ４％和 １１ ７％ꎮ 城乡学生体育锻炼时间

≥１ ｈ 的年级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６ ５１３ꎬＰ ＝
０ ０００)ꎮ 城市高中生最低ꎬ占 ９ ４％(９３ / ９８６)ꎻ城市小

学生最高ꎬ占 ４５ ６％(５８７ / １ ２８７)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城乡不同学段学生平均每天在校体育锻炼时间分布

城乡 学段 人数 <０.５ ｈ ０.５~ <１ ｈ １ ~ <２ ｈ ≥２ ｈ
城市 小学高年级 １ ２８７ ９６(７.５) ６０４(４６.９) ５１４(３９.９) ７３(５.７)

初中 ９５９ １７９(１８.７) ５４７(５７.０) ２０１(２１.０) ３２(３.３)
高中 ９８６ ５５１(５５.９) ３４２(３４.７) ８１(８.２) １２(１.２)

乡村 小学高年级 １ ２０４ １８８(１５.６) ６９４(５７.６) ２６１(２１.７) ６１(５.１)
初中 ９３７ １４６(１５.６) ５０５(５３.９) ２５５(２７.２) ３１(３.３)
高中 １ ０１３ ４２７(４２.２) ４４６(４４.０) １２５(１２.３) １５(１.５)

合计 ６ ３８６ １ ５８７(２４.９) ３ １３８(４９.１) １ ４３７(２２.５) ２２４(３.５)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１.３　 学生体育课运动负荷自我感受分布　 见表 ２ꎮ

表 ２　 天津市不同学段中小学生体育课感受分布

学段 分组 人数
不出汗

很轻松

出汗

有点累

出汗

比较累

大汗淋漓

很累
小学高 城男 ６４９ ８６(１３.３) ３９５(６０.９) １３３(２０.５) ３５(５.４)
　 年级 城女 ６４１ １１４(１７.８) ４０８(６３.７) １０８(１６.８) １１(１.７)

乡男 ５８６ １０１(１７.２) ３６４(６２.１) ９３(１５.９) ２８(４.８)
乡女 ６２６ １００(１６.０) ４３６(６９.６) ８１(１２.９) ９(１.４)

初中 城男 ４９３ ５４(１１.０) ２６９(５４.６) １２９(２６.２) ４１(８.３)
城女 ４６７ ３３(７.１) ２８０(６０.０) １４０(３０.０) １４(３.０)
乡男 ４７２ ３１(６.６) ２９７(６２.９) １１８(２５.０) ２６(５.５)
乡女 ４６７ ３５(７.５) ３２８(７０.２) ９６(２０.６) ８(１.７)

高中 城男 ４９８ ６４(１２.９) ３１９(６４.１) ８８(１７.７) ２７(５.４)
城女 ４８８ １３５(２７.７) ２９９(６１.３) ５１(１０.５) ３(０.６)
乡男 ５１８ ９１(１７.６) ３２３(６２.４) ８８(１７.０) １６(３.１)
乡女 ４９６ １４１(２８.４) ３０３(６１.１) ４９(９.９) ３(０.６)

合计 ６ ４０１ ９８５(１５.４) ４ ０２１(６２.８) １ １７４(１８.３) ２２１(３.５)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在 ２ ５０２ 名小学生中ꎬ认为体育课“不出汗很轻
松”“出汗有点累” “出汗比较累” “大汗淋漓很累”的
比例分别为 １６.０％ꎬ６４.１％ꎬ１６.６％和 ３.３％ꎻ初中生分

别为 ８. １％ꎬ６１. ８％ꎬ２５. ４１％ 和 ４. ７％ꎻ高中生分别为
２１.６％ꎬ６２.２％ꎬ１３.８％和 ２.４５％ꎮ 小学、初中、高中学生
体育课运动负荷自我感受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１０.４９８ꎬＰ ＝ ０.０００)ꎬ高中生“不出汗很轻松”的比例
最高(２１.６％)ꎮ
２.２　 中小学生体育锻炼态度

２.２.１ 　 学生体育锻炼意愿 　 ６ ４０１ 名中小学生中ꎬ
７６.０％“喜欢”或“非常喜欢”上体育课ꎬ８１.７％“愿意”
或“非常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体育活动ꎬ４８.３％
“愿意”或“非常愿意” 参加长跑锻炼ꎮ 体重正常、超
重、肥胖组学生在是否喜欢体育课 ( Ｚ ＝ ５. ３１８ꎬ Ｐ ＝
０.０７０)、是否愿意参加课外体育活动( Ｚ ＝ ２. ２３９ꎬＰ ＝
０.３２６)的平均等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三组在是否
愿意参加长跑锻炼的平均秩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
＝ ６９.３３７ꎬＰ ＝ ０.０００)ꎬ肥胖组平均秩次更高ꎬ即肥胖学
生更不愿意参加长跑锻炼ꎮ
２.２.２　 学生体育锻炼喜欢的项目　 在“你喜欢的体育
项目”中ꎬ６３.５％的学生选择乒乓球、羽毛球ꎬ４６.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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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篮球、足球和排球ꎬ３９.１％选择游泳ꎬ３１.７％选择游戏
类ꎬ２８.６％选择轮滑ꎮ 城市学生选择游泳项目的比例
(４５.９％)高于乡村学生(２７.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３２.６２７ꎬＰ ＝ ０.０００)ꎻ城市学生选择体操的比例为
１６.５％ꎬ高于农村学生的 １０.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２.４８５ꎬＰ ＝ ０.０００)ꎻ乡村学生选择跳跃和投掷项目的
比例分别为 １０.６％和 ２１.２％ꎬ均高于城市学生的 ７.２％
和 １６.７％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３.６７１ꎬ
２０.６９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超重肥胖学生选择长跑、短跑
及跳跃项目的比例分别为 １７.１％ꎬ８.０％和 ６.２％ꎬ低于
正常体重组的 ２８.１％ꎬ１６.６％和 １０.１％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３４７.１１７ꎬ８９.６４０ꎬ２５.５８１ꎬＰ 值均<
０. ０１ )ꎻ 超重肥胖学生选择投掷类项目的比例为
３０.７％ꎬ高于正常体重组学生的 １３.２％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２６９.９７６ꎬＰ ＝ ０.０００)ꎮ
２.３　 家长对学生体育锻炼的态度 　 ４４ １％的父母非
常支持学生课余时间参加体育活动ꎬ５０ ７％的家长支
持ꎬ４ ５％的家长不支持ꎬ０ ７％的家长非常不支持ꎮ 乡
村中小学生父母非常支持、支持、不支持、非常不支持
的比例为 ３０ ５％ꎬ６１ ６％ꎬ７ ０％和 ０ ８ꎬ城市比例分别
为４４ １％ꎬ５０ ７％ꎬ４ ５％ꎬ０ ７％ꎬ城乡构成分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３０ ５４６ꎬＰ ＝ ０ ０００)ꎮ 乡村父母“不
支持”的比例高于城市父母ꎬ城市父母“非常支持”的
比例高于乡村家长ꎮ
２.４　 学生不参加和不喜欢体育锻炼的原因　 在“不参
加体育活动的原因”中ꎬ６６.８％的学生选择没有养成体
育锻炼的习惯ꎬ６５.５％选择怕累、怕吃苦ꎬ４４.１％选择课
业负担重ꎬ没有时间ꎻ仍然有 ３４.２％的学生选择“认为
没必要”ꎮ 在“不喜欢参加长跑的原因”选项中ꎬ８６.７％
的学生认为太累、怕吃苦ꎻ７７.７％的学生不喜欢ꎬ枯燥
无味ꎻ５０.２％认为身体不好、不能参加ꎻ４１.０％认为没有
时间ꎮ 正常、超重、肥胖学生在不喜欢参加长跑的首
选原因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０. ０００ꎬ Ｐ ＝
０.６１６)ꎮ ６７.０％的学生首选原因是“太累ꎬ怕吃苦”ꎬ
１４.１％认为原因是“不喜欢ꎬ枯燥无味”ꎮ

３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天津市小学、初中、高中学生每

天锻炼≥１ ｈ 的报告率分别为３６.５％ꎬ２７.４％和 １１.７％ꎬ
高于 ２０１０ 年 全 国[６] 小 学 生 ( ３２. ７％)、 初 中 生
(２０.７％)ꎬ 低 于 ２０１０ 年 全 国 高 中 生 的 报 告 率
(１２.５％)ꎮ 提示天津市高中学生的体育锻炼有待加
强ꎮ 由于“应试教育”的深刻影响以及学生自我锻炼
意识的不足[７] ꎬ仍然存在体育课、课间操出工不出力ꎬ
高年级学生ꎬ尤其是城市高中生不上体育课或体育课
被挤占的情况较多ꎬ说明仍有部分学校没有完全按照
规定要求上好体育课ꎬ特别是高三学生更加突出ꎮ 提
示需加强学校体育的监督[８] ꎬ保证高中生在校体育锻
炼时间ꎮ

调查显示ꎬ７６.０％的学生喜欢上体育课ꎬ８１.７％愿
意参加课外体育活动ꎬ４８.３％愿意参加长跑锻炼ꎮ 说
明大多数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的意愿是积极正向的ꎮ
提示学校组织开展好学生体育锻炼有良好基础ꎬ会受
到多数学生欢迎ꎮ

６６.８％的学生认为不参加体育活动原因为“没有
养成体育锻炼习惯”ꎬ高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０.４％[９] ꎮ 学生
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ꎬ学校
体育教育是自我锻炼习惯培养的关键[１０－１１] ꎬ学校体育
是学生体质改善的中心环节[１２] ꎬ因此强化学校体育改
革迫在眉睫ꎮ 对学生不喜欢参加长跑锻炼首要原因
进行分析发现ꎬ６７.０％认为“太累ꎬ怕吃苦”ꎬ高于 ２０１０
年全国的 ５７.５％[９] ꎮ 提示过度强调“快乐体育”可能
会忽视体育本身所需的另一面———吃苦耐劳ꎮ 提示
在未来的体育健康教育中还要坚持让学生在体育锻
炼中通过不断克服生理、心理上的困难、极限ꎬ提高学
生心理承受能力ꎬ并通过不断超越自我ꎬ促进学生的
身心健康[１３] ꎮ ５.２％的城市家长和 ７.８％的乡村家长
“不支持”或“非常不支持”学生的体育活动ꎬ显著低于
２０１０ 年全国的 ５４.５％[８] ꎬ说明天津市中小学学生家长
锻炼意识的较高ꎮ 但 ２０１４ 年天津学生调查结果显示ꎬ
周末首选学习的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学生的比例
分别为 ７０.２％ꎬ８４.５％ꎬ８６.０％[１４] ꎬ反映出虽然家长的
锻炼意识有所提高ꎬ但真正转化为实际行动、积极督
促学生参加课余体育锻炼还需要时间ꎮ 提示家庭作
为学生健康行为习惯养成的重要环境ꎬ家长健康教育
的作用不容忽视ꎮ

学生喜欢的体育项目中ꎬ６３.５％选择乒乓球、羽毛
球ꎬ４６.３％选择篮球、足球和排球ꎮ 不同地区学生选择
的运动项目不同ꎬ提示进行学校体育教学时可以依据
学生特点ꎬ设计符合学生意愿的训练内容ꎮ 另外青春
期的学生随着独立意识的增强ꎬ喜欢花更多时间与同
伴在一起ꎬ也会更多地向同伴寻求支持和认同[１５] ꎬ更
倾向于选择群体性项目ꎬ如篮球、足球、排球等ꎮ 因此
需要为他们提供锻炼的机会和场所ꎮ 可以通过在学
校组织校际比赛、俱乐部[１６]等形式提高学生锻炼的兴
趣与积极性ꎬ开放学校的运动场馆ꎬ为学生提供安全
的运动场所ꎮ 同时学校体育要与社区体育相融合[１７] ꎬ
为学生在社区营造锻炼的氛围ꎮ

调查也显示ꎬ男生尤其城市男生超重、肥胖组中
体育课感受选择“比较累”或“很累”的比例显著高于
正常组ꎻ超重肥胖学生喜欢的体育项目中ꎬ投掷类所
占比例高于正常组ꎬ超重肥胖学生更愿意做“少动”的
项目ꎬ不愿参加跑、跳锻炼ꎬ提示对超重肥胖学生不仅
要加强体格方面的锻炼ꎬ更要加强心理辅导ꎮ 因此需
要通过学校思想品德课对学生进行吃苦耐劳教育ꎬ学
校体育课改革不仅需要提高学生运动兴趣ꎬ更要传授
他们“健康向上”的体育精神ꎬ帮助克服体育锻炼中的
“极点”ꎮ (下转第 １０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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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锻炼及看电视、上网、玩电子游戏时间ꎮ 自评学习

成绩好是不良饮食行为发生的保护因素ꎬ与易可华

等[１８]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有研究显示ꎬ中学生饮食行为

的发生可能存在向书本、媒体获取知识的影响[１９] ꎮ 说

明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更注重环境中营养知识的获取ꎬ
饮食习惯更利于自身的成长ꎮ 经常进行体育锻炼是

不良饮食行为发生的保护因素ꎬ而看电视、上网、玩电

子游戏时间过长是危险因素ꎬ与吕若然等[６] 研究结果

一致ꎮ 说明不良饮食行为的发生与体育锻炼存在一

定的相关性ꎮ 长期静坐式活动ꎬ会使学生在不知不觉

中增加零食、饮料等高能量食品的摄入ꎮ 也有研究表

明ꎬ缺乏体育锻炼导致不良饮食行为与学生的身体健

康程度和心理健康程度有关[６] ꎮ
综上所述ꎬ学校一方面ꎬ必须加强对中学生饮食

健康教育的重视ꎬ注重膳食营养宣传ꎬ不断提高中学

生的认知水平ꎬ改善其不良饮食习惯及生活方式ꎬ使
学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ꎻ另一方面ꎬ应通过生

活技能教育ꎬ提高中学生的心理社会适应能力ꎬ达到

预防不良饮食行为发生的目的ꎮ 另外ꎬ还应在社会层

面加强膳食营养宣传ꎬ提高全社会对饮食健康的重

视ꎬ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ꎬ以促进中学生养成健康

的饮食习惯ꎬ利于其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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