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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长春市高校朝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网络成瘾大学生进行足球训练干预效果ꎬ为朝鲜族

大学生戒除网络成瘾提供理论支持ꎮ 方法　 在长春市高校中随机整群选取 ３ 所高校朝鲜族大学生共 ２ ２８６ 名作为调查对

象ꎬ采用网络成瘾量表进行调查ꎮ 同时随机选取长春大学为干预点校ꎬ以 ８４ 名朝鲜族网络成瘾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随机

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４２ 人ꎬ对干预组进行 １６ 周的足球公选课教学干预ꎬ并对干预前后结果进行比较分析ꎮ 结果　 朝鲜

族大学生具有网络成瘾倾向的人数为 １０ ２８％ꎬ网络成瘾为 ７ ８７％ꎬ重度网络成瘾为 ２ ５８％ꎮ 朝鲜族大学男生网络成瘾倾

向、网络成瘾的人数比例均高于朝鲜族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１ １８ꎬ１３ ９５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朝鲜族大学

男女生大一至大三年级随着年级的升高ꎬ网络成瘾倾向和网络成瘾的人数比例均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ꎬ大四年级则均下

降ꎮ １６ 周的足球公选课教学干预显示ꎬ干预组干预后网络成瘾量表得分为(５３ ３４±１２ ２６)分ꎬ与干预前的(７２ ８７±８ ０９)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８ ６１７ꎬＰ<０ ０１)ꎮ 对照组干预前后网络成瘾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 ２３４ꎬＰ>０ ０５)ꎮ 干预

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８ ８５７ꎬＰ<０ ０１)ꎮ 结论　 足球公选课教学干预对朝鲜族网络成瘾大学生具

有一定的干预效果ꎬ对朝鲜族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积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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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和信息技术不断更新完善ꎬ网络已成为

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１－３] 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ꎬ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６ ８８ 亿ꎬ互联网普及率达

５０ ３％ꎬ其中 ２０ ~ ２９ 岁年龄段的网民比例最高ꎬ达到

２９ ９％[４] ꎮ 近年来ꎬ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已经得到社

会的广泛关注[５－７] ꎮ 网络成瘾正在不断侵蚀着青少年

的身心健康ꎬ对其健康成长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８－９] ꎮ
高校大学生对足球项目接受程度较高ꎬ参与人群也较

多ꎬ深受学生们的喜爱[１０] ꎮ 多项研究显示ꎬ足球锻炼

可以有效提高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水平ꎬ对青少年健康

成长起到促进作用[１１－１４] ꎮ 朝鲜族大学生作为吉林乃

至全国重要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ꎬ他们的健康状况

将直接关系到地区经济的发展ꎮ 本研究以长春市部

分高校朝鲜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ꎬ了解其网络成瘾状

况ꎬ并对网络成瘾大学生进行足球公选课教学干预ꎬ
为朝鲜族大学生戒除网瘾ꎬ保障健康成长提供理论

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在长春市随机选取 ３ 所高

校(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长春财经学院)ꎬ每所高

校以班级为单位ꎬ随机选取 ２０ 个教学班级ꎬ以班级内

朝鲜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共调查 ６０ 个教学班级的

２ ３７２名朝鲜族大学生ꎬ调查后收回有效问卷 ２ ２８６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６ ３７％ꎮ 其中男生 １ ３６４ 名ꎬ女生

９２２ 名ꎻ大一学生 ６３４ 名ꎬ大二学生 ５７８ 名ꎬ大三学生

５６２ 名ꎬ 大四学生 ５１２ 名ꎮ 平均年 龄 为 ( ２０ ４１ ±
１ ３７)岁ꎮ

为了便于进行足球公选课教学干预ꎬ随机选取长

春大学为实验点校ꎬ以 ８４ 名朝鲜族网络成瘾大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４２ 名ꎮ 两组

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ꎮ 干预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３—７ 月ꎮ
１.２　 方法 　 使用由 Ｙｏｕｎｇ 等编制的网络成瘾量表ꎮ
量表由 ２０ 个项目组成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点计分ꎬ从“完全

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１ ~ ５ 分ꎮ 得分为 ２０ ~
１００ 分ꎻ其中 ８０ 分以上为重度网络成瘾ꎬ６１ ~ ８０ 分为

网络成瘾ꎬ４１ ~ ６０ 分为网络成瘾倾向ꎬ２０ ~ ４０ 分为正

常人群[１５] ꎮ 该量表在本调查中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６ꎮ
干预组干预时间为每周一、三、五公选课时间ꎬ干

预时间为 １６ 周ꎬ每次上课时间为 ５０ ｍｉｎꎬ包括 １０ ｍｉｎ
准备活动ꎬ３５ ｍｉｎ 足球教学训练ꎬ５ ｍｉｎ 整理活动ꎮ 锻

炼项目为足球教学训练ꎬ内容包括带球、头球、绕杆、
踢准、颠球、射门、比赛等项目ꎮ 教学强度控制在 ７０％
最大心率ꎬ 并采用 ＰＯＬＡＲ Ｓ６１０ 型心率表进行监

测[１６] ꎮ 干预期间对朝鲜族大学生的饮食、住宿、作息

时间等进行控制ꎮ 对照组则保持正常的生活和学习ꎮ
经过 １６ 周的干预后ꎬ分别对干预组和对照组进行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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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ꎬ并与干预前后测试结果进行比较ꎮ 问卷由经过

培训的教师指导学生匿名填写ꎬ当场发放当场收回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干预前后测试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进行录入与分析ꎬ统计方法采用 ｔ 检验、χ２ 检

验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各年级不同性别大学生网络成瘾状况　 总体来

看ꎬ朝鲜族大学生具有网络成瘾倾向的人数比例为

１０ ２８％ꎬ网络成瘾者为 ７ ８７％ꎬ重度网络成瘾者为

２ ５８％ꎮ 朝鲜族大学男生的网络成瘾倾向、网络成瘾

的人数比例均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 ０１)ꎮ 朝鲜族大学男女生大一至大三年级随着

年级的升高ꎬ网络成瘾倾向和网络成瘾的人数比例均

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ꎬ大四年级则均出现下降ꎮ 大一

至大四年级朝鲜族男、女生网络成瘾倾向人数比例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大学生干预前后网络成瘾得分比较　 干预前朝

鲜族干预组大学生网络成瘾得分为(７２ ８７±８ ０９)分ꎬ
对照组为(７２ ０９ ± ７ ７１) 分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 ４５２ꎬＰ > ０ ０５)ꎮ 干预组干预后网络成瘾得分为

(５３ ３４±１２ ２６)分ꎬ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８ ６１７ꎬＰ<０ ０１)ꎮ 对照组干预后网络成瘾得分为

(７２ ４６±６ ７４)分ꎬ与干预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 ２３４ꎬＰ>０ ０５)ꎮ 干预后干预组与对照组得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８ ８５７ꎬＰ<０ ０１)ꎮ

表 １　 各年级不同性别朝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比较

年级 性别 人数 统计值 网络成瘾倾向 网络成瘾 重度网络成瘾
大一 男 ４２６ ３５(８.２２) ２６(６.１０) １３(３.０５)

女 ２０８ ７(３.３７) ６(２.８８) ４(１.９２)
χ２ 值 ５.３２ ３.０２ ０.６８
Ｐ 值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２ ０.３７１

大二 男 ３１４ ４７(１５.００) ３４(１０.８３) ２(０.６４)
女 ２６４ ２０(７.５８) １６(６.０６) ５(１.８９)

χ２ 值 ７.６５ ４.１３ １.８９
Ｐ 值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９ ０.１７４

大三 男 ３４３ ５６(１６.３０) ４５(１３.１０) １４(４.０８)
女 ２１９ １９(８.６８) １５(６.８５) ６(２.７４)

χ２ 值 ６.７７ ５.５１ ０.７１
Ｐ 值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６ ０.３６４

大四 男 ２８１ ３５(１２.５０) ２６(９.２５) １１(３.９１)
女 ２３１ １６(６.９３) １２(５.１９) ４(１.７３)

χ２ 值 ４.３２ ３.０４ ２.１２
Ｐ 值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７ ０.１５４

合计 男 １ ３６４ １７３(１２.７０) １３１(９.６０) ４０(２.９３)
女 ９２２ ６２(６.７２) ４９(５.３１) １９(２.０６)

χ２ 值 ２１.１８ １３.９５ １.６６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３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朝鲜族大学生有 １０ ２８％存在网

络成瘾倾向ꎬ７ ８７％存在网络成瘾ꎬ２ ５８％为重度网络

成瘾ꎬ低于周郁秋等[１７] 对大庆市大学生的调查结果

(１０ ８０％)ꎬ但高于陈舒怡等[１８] 对武汉某高校大学生

的研究结果(６ ８１％)ꎮ 朝鲜族大学男生网络成瘾率

为 ９ ６０％ꎬ与武汉某高校大学生 １１ ０５％的网络成瘾

率相比较低[１８] ꎬ但朝鲜族女生网络成瘾率(５ ３１％)高

于武汉某高校女生(４ １５％) [１８] ꎮ 可能是因为本研究

调查的为长春市高校的朝鲜族大学生ꎬ处于东北地区

的大学生受到地区寒冷环境的影响ꎬ室外活动较少ꎬ
在室内的时间较长ꎬ容易导致网络成瘾的出现ꎮ 另

外ꎬ本研究结果低于大庆大学生ꎬ原因可能是因为在

同处于东北地区的长春市各项基础设施条件较好ꎬ各
类娱乐休闲场所较多ꎬ学生课余时间或者周末外出有

更多的娱乐项目选择ꎮ 还可能与本研究中调查对象

为朝鲜族大学生ꎬ不同民族之间导致的社会观念、价
值观等存在差异有关ꎬ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

和研究ꎮ
在年级方面ꎬ朝鲜族大学生除了大四年级外ꎬ随

着年级的不断增高ꎬ网络成瘾者人数比例也在不断升

高ꎬ在大三年级达到最高值ꎮ 可能是因为朝鲜族大学

生由高中进入到大学后ꎬ离开了家庭的严格管理ꎬ同
时由高中紧张的学习状态放松下来ꎬ到了大学后的压

力减小ꎬ导致出现随着年级增长网络成瘾人数增高的

趋势ꎮ 到了大四阶段ꎬ朝鲜族大学生面临着就业和学

习的压力ꎬ导致上网时间降低ꎬ网络成瘾者比例下降ꎮ
该研究结果与多项研究一致[１９－２０] ꎮ

有关研究显示ꎬ导致大学生出现网络成瘾的原因

是因为大学生在上网、打游戏时大脑多次受到反应刺

激ꎬ释放出多巴胺等有关的物质ꎬ使得大学生体验到

一定的愉悦感[２１] ꎮ Ｋｏｅｐｐ 等[２２]的研究还显示ꎬ导致青

少年出现网络成瘾的重要原因是因为长时间上网导

致神经系统出现了紊乱现象ꎬ从而导致不能自拔ꎬ越
来越严重ꎮ 经过 １６ 周的足球公选课教学干预后ꎬ朝鲜

族大学生的网络成瘾得分明显降低ꎬ表明高校中的足

球公选课教学对降低朝鲜族大学生网络成瘾的风险

起到较好的干预效果ꎮ 究其原因可能存在以下方面:
首先ꎬ网络成瘾者在参与足球公选课教学时ꎬ可以进

行同学间的相互沟通和交流ꎬ尤其是在足球比赛过程

中ꎬ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ꎬ需要队员之间的相互沟通

和交流ꎬ共同努力以取得比赛的胜利ꎬ在训练过程中

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课程训

练中ꎬ产生心理上的满足和愉悦感[２３－２４] ꎮ 其次ꎬ通过

足球公选课教学可以让干预者得到情感上的满足ꎮ
因为足球比赛过程中ꎬ干预者的亲身体验及同伴的鼓

励和支持都会使得朝鲜族大学生在心理上得到满足

和欣慰ꎬ并且在遇到困难时会及时调整自己的心理状

态ꎬ积极地投入到课堂教学和训练中ꎮ Ｇｏｒｍｌｅｙ 等[２５]

的研究显示ꎬ一定强度的锻炼可以有力激发人体大

脑ꎬ通过多次刺激激发身体生理系统出现较好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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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ꎮ 同时ꎬ一定强度的足球教学训练可以使身体的血

流量增加ꎬ携氧量增大ꎬ对神经系统产生积极的影

响[２６] ꎮ 第三ꎬ足球教学有利于锻炼者将注意力由网络

转移到运动场ꎮ Ｗｉｓｌｏｆｆ 等[２７]的研究显示ꎬ较高强度的

体育锻炼会比较低强度的体育锻炼出现较好的训练

效果ꎬ这也是本研究中将干预组朝鲜族大学生的锻炼

强度控制在 ７０％最大心率的重要原因ꎮ 这一研究结

论也得到了国内其他学者的充分验证[２８－２９] ꎮ 当然ꎬ在
本研究过程中ꎬ对干预组网络成瘾学生进行集中的住

宿、饮食和管理可能也是导致网络成瘾者得分下降的

重要原因ꎮ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ꎬ足球公选课教学干预对朝鲜

族网络成瘾大学生起到一定的干预效果ꎬ在今后的高

校体育教学中应积极予以采用ꎮ 同时ꎬ体育教师应不

断提高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ꎬ让更多的朝鲜

族大学生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ꎬ为身心健康发展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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