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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 ２０１４ 年与 ２０１０ 年羌族中学生体质的变化情况及影响因素ꎬ为有针对性地改善羌族学生体质健

康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收集 ２０１０ 年及 ２０１４ 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１３~ １８ 岁羌族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数据ꎬ运用 χ２ 检验

分析不同时期生活方式的差异ꎬ运用主成分综合评分法计算调查对象的综合评分ꎬ作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ꎬ分
别对羌族中学男、女生体质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ꎮ 结果　 ２０１４ 年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ꎬ每天参加课间操和每天体育锻炼时间超

过 １ ｈ 的学生比例均增高(χ２ 值分别为 １３３.１７６ꎬ８１.２００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而做作业时间<１ ｈ 的学生比例减少( χ２ ＝ ２７.０２６ꎬＰ<
０.０１)ꎬ愿意参与课外体育锻炼的学生比例减少(χ２ ＝ ４.０３６ꎬＰ＝ ０.０４５)ꎮ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发现ꎬ影响男生体质综合评分的

因素为年份、年龄、体育运动的时间、参加长跑锻炼的意愿和作业时间(Ｂ 值分别为 ０.４７ꎬ０.４１ꎬ０.１５ꎬ０.０８ꎬ－０.１２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ꎬ而影响女生体质综合评分的因素为时期、年龄、喜欢体育课、上体育课的感觉和挤占或不上体育课(Ｂ 值分别为 ０.
３８ꎬ０.０３ꎬ０.０７ꎬ０.１０ꎬ－０.０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合理、规范设置学校体育锻炼ꎬ保证学生每天足够的锻炼时间ꎬ对提高中

学生体质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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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质是在遗传性与获得性基础上所表现出来的

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心理因素、身体素质、运动能力

等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征[１] ꎮ 青少年的体质与

健康直接影响着未来国民的体质健康水平ꎬ例如儿童

青少年时期的肥胖容易造成成年期肥胖ꎬ增加高血

压、２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患病风险ꎬ导致一系列

社会和健康问题[２－３] ꎮ 了解学生的体质健康变化与主

要影响因素是成功进行健康教育、健康管理和健康促

进的基础[４] ꎬ对促进未来国民体质健康尤为重要ꎮ 从

１９８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ꎬ我国先后共开展了 ７ 次大规模的

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ꎬ监测学生体质健康的同时也调

６８６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第 ３７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５



查学生日常健康相关行为及态度ꎬ为制定促进儿童青

少年体质健康发展的计划方针提供决策支持[４－６] ꎮ 有

研究显示ꎬ羌族与汉族的儿童青少年体成分、骨骼生

长发育状况存在一定差异ꎬ有可能是遗传或不同的生

活环境造成的[７－９] ꎮ 目前关于影响儿童青少年体质健

康因素的研究鲜有针对羌族儿童青少年群体[１０－１１] ꎮ
本研究通过收集 ２０１０ 年与 ２０１４ 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阿坝州)羌族学生体质调研数据ꎬ描述不同时期学

生饮食、体育锻炼、课业压力等生活方式变化的情况ꎬ
并探索影响羌族学生体质的因素ꎮ 考虑到男、女生在

体质与健康及其影响因素各方面存在差异[１２] ꎬ本研究

分别探索男、女生体质的影响因素ꎬ为有针对性地改

善体质健康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和建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同期的阿坝州学

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ꎮ 根据“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

与健康调研实施方案” [１３] ꎬ该调研采用分层整群随机

抽样调查方法ꎬ首先确定调研点校(２０１４ 年调研点校

延用 ２０１０ 年)ꎻ再以年级分层ꎬ以教学班为单位随机

整群抽样构成调研样本ꎬ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共调查

２ ７６１名 １３ ~ １８ 岁羌族学生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阿坝州 １３ ~ １８ 岁羌族男女学生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４ 年体质调研抽样人数分布

年龄 / 岁 人数
２０１０ 年

男 女

２０１４ 年

男 女
１３ ４６１ １１３ １１９ １１２ １１７
１４ ４６０ １１４ １１８ １１４ １１４
１５ ４６９ １１６ １２５ １１３ １１５
１６ ４４６ １０９ １０５ １１６ １１６
１７ ４６５ １１９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５
１８ ４６０ １１６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７
合计 ２ ７６１ ６８７ ６９５ ６８５ ６９４

１.２　 方法　 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工作包括身体形态

(身高、体重、胸围等)、生理功能(肺活量等)、运动素

质(立定跳远、５０ ｍ 跑、仰卧起坐等)和健康状况(血

红蛋白、视力等)４ 个方面的调查和测量ꎮ 另外ꎬ对学

生饮食、体育锻炼、运动意愿等多方面的健康相关因

素也予调查ꎮ
１.３　 统计分析　 运用 χ２ 检验分析不同时期饮食、体
育锻炼、课业压力等健康相关因素的差异ꎻ运用主成

分综合评分法计算出每位调查对象在同性别人群中

的综合评分ꎬ将其作为因变量ꎬ以问卷调查收集的体

质健康相关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分析ꎮ 所

有统计分析均在 ＳＡＳ ９.３ 软件中实现ꎮ
１.３.１　 主成分综合评分法

１.３.１.１　 综合评价指标的确定　 由于体质调研监测项

目内容丰富ꎬ每个指标所反映的内容均不相同ꎬ如果

要对学生的体质进行客观的评价ꎬ往往不能只运用某

一个指标ꎬ 需要对多 个 指 标 进 行 测 量 和 综 合 评

价[４ꎬ１４－１７] ꎬ故本研究选用主成分综合评分法ꎬ以消除量

纲和指标信息重叠的影响ꎮ 通过文献资料法[４ꎬ１６] ꎬ本
研究选择较能反映学生生长发育状况的指标:形态指

标包括身高(ｃｍ)、体重( ｋｇ)、胸围( ｃｍ)ꎬ并根据身高

和体重计算出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ＢＭＩ)ꎻ身
体生理功能指标包括肺活量(ｍＬ)ꎻ运动素质指标包括

５０ ｍ 跑(ｓ)、立定跳远(ｃｍ)、力量素质、耐力素质ꎮ 力

量素质男生为引体向上(个 / ｍｉｎ)ꎬ女生为仰卧起坐

(个 / ｍｉｎ)ꎻ耐力素质男生为 １ ０００ ｍ 跑( ｓ)ꎬ女生为

８００ ｍ 米跑(ｓ)ꎮ 其中 ５０ ｍ 跑与耐力素质为极小型指

标ꎬ体重与 ＢＭＩ 为居中型指标ꎬ其余均为极大型指标ꎮ
１.３.１.２　 综合评价前数据处理　 在综合指标评价时ꎬ
首先对指标同趋化[１８] ꎬ然后对于 ＢＭＩ 的同趋化转化

其所参考的稳定区间标准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２０１４ 年修订)» [１９] ꎬ对于体重则选用同年龄同性别组

的均数(ｘ)作为参考值ꎬ故非极大型指标可通过上式

转换为极大型指标ꎬ达到同趋化的目的ꎮ 后需对指标

进行标准化ꎬ以消除不同量纲对综合评价带来的影

响[４] ꎮ
１.３.１.３　 计算主成分得分　 首先ꎬ根据标准化处理后

的矩阵ꎬ计算样本相关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ꎬ用

(λ ｉꎬｅｉ)( ｉ ＝ １ꎬ２ꎬꎬｍ)表示特征根－特征向量对ꎬ其
中 ｉ 为第 ｉ 个主成分ꎬｍ 为原始指标个数ꎮ 然后根据

特征向量计算出主成分 Ｃ ｉ ＝ ｅｉ 'Ｚꎬ( ｉ ＝ １ꎬ２ꎬꎬｍ)ꎮ
Ｚ 的第 ｉ 个主成分在解释总方差中所占的比例(方差

贡献率)为 λ ｉ / ｍꎮ 最后计算综合评价得分 Ｆ ｉ ＝ １
ｍ


ｋ

ｉ ＝ １

λ ｉＣ ｉꎬ其中 ｋ 为选择的主成分个数ꎮ 主成分个数的确

定通常根据其包含的信息量(累计方差贡献率) 不低

于 ８５ ％[２０－２１]的原则ꎮ
１.３.２　 多重线性回归　 本研究分别以 １３ ~ １８ 岁羌族

男、女生主成分综合评价分数为因变量ꎬ体质健康相

关因素为自变量ꎬ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重线性回

归ꎬ从而探究体质的影响因素ꎬ变量纳入标准为 ０.０５ꎬ
排除标准为 ０.１０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时期羌族学生生活方式比较 　 见表 ２ꎮ 学

生的饮食方面ꎬ虽然每天摄入鸡蛋的学生比例有明显

增加ꎬ可 ２０１４ 年仍未超过 １０％ꎻ２ 个时期每天摄入牛

奶和吃早餐的学生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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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体育锻炼设置方面ꎬ课间操设立有较好改善ꎬ２０１４
年有 ９７.７％的学生每天都参加过课间操ꎬ较 ２０１０ 年有

明显提升ꎬ 且学生坚持每次参加课间操的比例从

８４.２％提升到 ９７.２％ꎻ体育课程设置上没有明显变化ꎬ
但 ２ 个时期均有约 ２５％的学生每周体育课时数未达

到 ２ 节ꎬ且均有约 ５０％的学生反映存在挤占或不上体

育课的现象ꎮ 学生体育锻炼(包括课间操、体育课、课
外体育活动)的时间有较明显提高ꎬ平均每天锻炼超

过 １ ｈ 的学生比例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４％上升到 ２１.４％ꎻ而
做作业的时间也有所增加ꎬ这可能使得学生睡眠时间

有所减少ꎮ 在学生与家长对体育锻炼的态度方面有

不同的变化:对学生而言ꎬ参与体育锻炼的意愿与喜

爱程度上ꎬ２０１４ 年较 ２０１０ 年有所下降ꎻ而家长对学生

参加体育锻炼的支持程度有所增加ꎬ２０１４ 年有 ９１.５％
的学生家长支持参加体育锻炼活动ꎮ
２.２　 主成分综合评分　 对男、女生分别进行主成分分

析ꎬ如表 ３ 所示ꎬ选择累计贡献率大于 ８５％的主成分ꎬ
男生选择前 ５ 个主成分ꎬ女生选择前 ６ 个主成分ꎮ

见表 ４ꎮ 根据特征向量计算出研究对象的综合得

分ꎬ男、女生的评分公式分别如下:
Ｆｉ男 ＝ (４.１４×Ｃ１ ＋１.７２×Ｃ２ ＋０.７９×Ｃ３ ＋０.５８×Ｃ４ ＋０.４７×Ｃ５ ) / ９
Ｆｉ女 ＝ (２.４３×Ｃ１ ＋ １.９８×Ｃ２ ＋ １.２０×Ｃ３ ＋ ０.８２×Ｃ４ ＋ ０.６６×Ｃ５＋

０.６０×Ｃ６ ) / ９

表 ２　 阿坝州 １３ ~ １８ 岁羌族学生

生活方式报告率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４ 年比较

生活方式
２０１０ 年

(ｎ ＝ １ ３７９)

２０１４ 年

(ｎ ＝ １ ３７９)
χ２ 值 Ｐ 值

每天睡眠时间 ８ ｈ 以上 ４６２(３３.４) ３２３(２３.４) ３４.４０５ <０.０１
每天吃早餐 ９６７(７０.０) １ ０１１(７３.３) ３.４６１ ０.０６３
每天喝牛奶 １４５(１０.５) １４４(１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９５０
每天吃鸡蛋 １１(０.８) １３２(９.６) １０７.９８３ <０.０１
每周体育课>２ 节 １ ０６７(７７.２) １ ０６１(７６.９) ０.０７４ ０.７８６
喜欢体育课 ９４６(６８.５) ８３０(６０.２) ２１.２７９ <０.０１
存在挤占或不上体育课 ６８８(４９.８) ７０６(５１.２) ０.４７０ ０.４９３
上体育课感到劳累 １ １１２(８０.５) １ １８６(８６.０) １４.２８７ <０.０１
参加过课间操 １ ００６(７２.８) １ ３４７(９７.７) ３３６.５３２ <０.０１
参加每次的课间操 １ １６７(８４.４) １ ３４１(９７.２) １３３.１７６ <０.０１
每天锻炼时间>１ ｈ １３０(９.４) ３０２(２１.９) ８１.２００ <０.０１
愿意参加课外体育活动 １ ０５０(７６.０) １ ００４(７２.８) ４.０３６ ０.０４５
家长支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 １ ２０８(８７.４) １ ２６２(９１.５) １１.３０６ <０.０１
愿意参加长跑锻炼 ６２５(４５.４) ５１１(３７.１) １９.４５２ <０.０１
感到课业压力沉重 ６００(４３.４) ５８８(４２.６) ０.２１３ ０.６４５
每天做作业时间<１ ｈ ６９８(５０.５) ５６２(４０.８) ２７.０２６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３　 阿坝州 １３ ~ １８ 岁羌族男女学生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４ 年相关矩阵特征值

主成分
男生

特征值 / λｉ 差值 比例 累积贡献率

女生

特征值 / λｉ 差值 比例 累积贡献率
１ ４.１４ ２.４２ ０.４６ ０.４６ ２.４３ ０.４５ ０.２７ ０.２７
２ １.７２ ０.９３ ０.１９ ０.６５ １.９８ ０.７８ ０.２２ ０.４９
３ ０.７９ ０.２１ ０.０９ ０.７４ １.２０ ０.３８ ０.１３ ０.６２
４ ０.５８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８０ ０.８２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７１
５ ０.４７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８５ ０.６６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７９
６ ０.４３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９０ ０.６０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８５
７ ０.３６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９４ ０.５９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９２
８ ０.３０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９７ ０.４６ ０.１９ ０.０５ ０.９７
９ ０.２３ ０.０３ １.００ ０.２７ ０.０３ １.００

表 ４　 阿坝州 １３ ~ １８ 岁羌族男女学生 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４ 年特征向量

变量
男生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女生

Ｃ１ Ｃ２ Ｃ３ Ｃ４ Ｃ５ Ｃ６

身高 ０.４０ －０.０６ ０.４６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３０ －０.２４ ０.５３ －０.２４ －０.０４ －０.６７
体重 －０.１１ ０.６１ ０.３１ ０.２０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４２ ０.５３ 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４６
ＢＭＩ －０.０３ ０.６６ ０.２０ －０.０９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５７ ０.３２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１６
胸围 ０.３９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０７ －０.５７ ０.２８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２７
肺活量 ０.３８ －０.０４ ０.２３ ０.１６ ０.８０ ０.３６ －０.２９ ０.１７ ０.２４ ０.６３ ０.３０
５０ ｍ 跑 ０.４０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３５ 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２４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１８
立定跳远 ０.４２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３３ ０.４８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５７ ０.１３
力量素质 ０.２９ ０.２３ －０.６７ ０.５３ ０.０８ ０.３６ ０.０６ －０.２５ ０.７４ ０.０１ －０.３３
耐力素质 ０.３４ ０.１６ －０.２５ －０.７６ ０.１９ ０.３６ ０.１５ －０.３４ －０.５５ ０.４３ －０.０２

２.３　 １３ ~ １８ 岁羌族男女生体质影响因素　 为控制混

杂因素ꎬ本研究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ꎬ探索影响羌

族 １３ ~ １８ 岁男、女生体质的因素(变量赋值———年份:
０ ＝ ２０１０ 年ꎬ１ ＝ ２０１４ 年ꎻ年龄:实际年龄值ꎻ每天睡眠

时间:０ ＝ <６ ｈꎬ１ ＝ ６ ~ ８ ｈꎬ２ ＝ >８ ｈꎻ是否每天吃早餐:０
＝否ꎬ１ ＝ 是ꎻ是否每天喝牛奶:０ ＝ 否ꎬ１ ＝ 是ꎻ是否每天

吃鸡蛋:０ ＝ 否ꎬ１ ＝ 是ꎻ每周体育课是否大于 ２ 节:０ ＝

否ꎬ１ ＝是ꎻ是否喜欢体育课:０ ＝ 否ꎬ１ ＝ 是ꎻ是否存在挤

占或不上体育课:０ ＝否ꎬ１ ＝ 是ꎻ上体育课是否感到累:
０ ＝否ꎬ１ ＝是ꎻ是否有参加课间操:０ ＝否ꎬ１ ＝是ꎻ是否每

次都参加课间操:０ ＝ 否ꎬ１ ＝ 是ꎻ是否愿意参加课外体

育活动:０ ＝ 否ꎬ１ ＝ 是ꎻ每天锻炼的时间是否>１ ｈ:０ ＝
否ꎬ１ ＝是ꎻ家长是否支持参加课外体育活动:０ ＝否ꎬ１ ＝
是ꎻ是否愿意参加长跑锻炼:０ ＝ 否ꎬ１ ＝ 是ꎻ每天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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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的时间:０ ＝ <１ ｈꎻ１ ＝ １ ~ ２ ｈꎻ２ ＝ >２ ｈꎻ课业压力是

否沉重:０ ＝否ꎬ１ ＝是)ꎮ 见表 ５ꎮ
回归结果显示ꎬ２ 个模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Ｆ男 ＝ ３０１.５５ꎬＦ女 ＝ ５４.１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在控制其他

因素影响的情况下ꎬ 发现男生体质综合评分随着年份

的推后而增加(Ｂ ＝ ０.４７ꎬＰ<０.０１)ꎬ即 ２０１４ 年男生体质

综合评分较 ２０１０ 年高ꎻ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Ｂ ＝
０.４１ꎬＰ<０.０１)ꎬ同时也随着体育运动时间和参加长跑

锻炼意愿(Ｂ 值分别为 ０.１５ꎬ０.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增加

而增加ꎻ男生体质的危险因素为完成作业的时间(Ｂ ＝
－０.１２ꎬＰ<０.０１)ꎮ 对于女生而言ꎬ时期与年龄(Ｂ 值分

别为 ０.３８ꎬ０.０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对体质评分的影响与男

生相似ꎬ对女生体质的保护因素还有喜欢体育课和上

体育课的感觉(Ｂ 值分别为 ０.０７ꎬ０.１０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ꎬ
危险因素为存在挤占或不上体育课( Ｂ ＝ － ０. ０６ꎬＰ ＝
０.０３)ꎮ比较不同性别下各因素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ꎬ
发现对男生体质评分贡献最大的因素是年龄ꎬ其次是

时期ꎬ而女生相反ꎮ

表 ５　 阿坝州 １３ ~ １８ 岁羌族

不同性别学生体质影响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性别 常数与自变量
偏回归

系数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标准偏

回归系数
男　 常数项 －０.５８ ０.１７ １ ５０４.０９ <０.０１ ０

年份 ０.４７ ０.０４ １６６.８９ <０.０１ ０.２４
年龄 ０.４１ ０.０１ １５１４.９３ <０.０１ ０.７１
锻炼时间 ０.１５ ０.０５ １０.０７ <０.０１ ０.０６
长跑意愿 ０.０８ ０.０４ ５.２４ ０.０２ ０.０４
作业时间 －０.１２ ０.０４ １０.８４ <０.０１ －０.０６

女　 常数项 －０.６０ ０.１４ －４.３０ <０.０１ ０
年份 ０.３８ ０.０３ １３.１６ <０.０１ ０.３４
年龄 ０.０３ ０.０１ ２.９４ <０.０１ ０.０７
喜爱体育课 ０.０７ ０.０３ ２.５１ ０.０１ ０.０７
挤占体育课 －０.０６ ０.０３ －２.１８ ０.０３ －０.０６
体育课感觉 ０.１０ ０.０４ ２.５３ ０.０１ ０.０７

３　 讨论

从 １９８５ 年我国开展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工作以

来ꎬ发现学生身体形态指标持续升高ꎬ但运动素质呈

下降趋势ꎬ直至 ２０１０ 年其下降趋势才开始得到遏

制[２２－２５] ꎮ 为了提高学生的运动素质ꎬ国家与地方政府

颁布了多项促进学生体育运动的政策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

少年体质的意见»指出ꎬ要确保学生每天锻炼 １ ｈꎮ 中

小学要认真执行国家课程标准ꎬ保质保量上好体育

课ꎬ其中初中每周 ３ 课时ꎬ高中每周 ２ 课时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四川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

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通知»ꎬ要求各级政府及相

关部门ꎬ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ꎬ应切实把各项

措施落到实处ꎬ推进学校体育工作深入发展ꎬ为此文

件中指出ꎬ每天上午全校统一安排不少于 ３０ ｍｉｎ 的大

课间体育活动ꎬ没有体育课的当天ꎬ学校必须在下午

课后组织学生进行 １ ｈ 集体体育锻炼ꎮ
随着相应政策的落实ꎬ本研究显示ꎬ阿坝州 ２０１４

年较 ２０１０ 年ꎬ学生参加课间操的情况得到了明显改

善ꎬ无论是从课间操设立情况或学生的出勤率上都得

到了明显地提升ꎻ并且每天体育锻炼大于 １ ｈ 的学生

比例有较大提升ꎬ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４％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１.９％ꎬ但仍具有很大的促进空间ꎮ 本研究以高中每

周体育课不少于 ２ 节课为标准ꎬ发现 ２ 个时期均有约

２５％的学生反映体育课课时数设置未达标ꎬ且约有

５０％的学生反映存在挤占和不上体育课的现象ꎮ 从参

加体育锻炼的态度和意愿上看ꎬ无论是对体育课的喜

爱程度上ꎬ还是参加课外体育锻炼或长跑锻炼的意愿

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ꎬ应做出相应调整ꎬ提高学生

对运动的喜爱程度ꎮ
与陈润[２６]开展的四川省中学生体质健康的研究

结果比较ꎬ本研究中羌族中学生每天吃早餐的人数比

例和做作业时间小于 １ ｈ 的人数比例明显较高ꎬ但每

天运动超过 １ ｈ 的人数比例较低ꎬ反映出阿坝州羌族

中学生与四川省其他地区学生的生活方式存在一定

差异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提示ꎬ１３ ~ １８ 岁羌族中学男、
女生体质的影响因素不同ꎬ但事实上这些因素都与校

内体育活动的设置与开展程度有着紧密的联系ꎬ与其

他集中于汉族学生的研究结果[１２ꎬ２６－２７] 相似ꎬ证明学校

是学生日常活动的主要场所ꎬ其课程的设置对中学生

体质和健康有较大的影响[２３ꎬ２８－２９] ꎮ
除了时期与年龄对男女生体质健康有较大影响

外ꎬ影响男生体质健康的因素还有实际做作业的时

间、体育活动的时间和参加长跑的意愿ꎮ 有研究显

示ꎬ适量的家庭作业不但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

掌握ꎬ而且有助于独立个性与时间管理能力的培养ꎻ
但太长的作业时间也可能造成学生的身心疲劳ꎬ减少

团体活动的机会[３０] ꎮ 所以学校应提高课堂教学的效

率ꎬ合理布置家庭作业ꎬ减少应试教育对学生造成的

严重影响ꎬ同时也能间接增加学生参加体育运动的时

间ꎬ对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有着积极的影响ꎮ 此外ꎬ长
跑锻炼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心肺功能ꎬ还有助于学生

意志品质的塑造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培养ꎮ 然而长跑

项目单调乏味ꎬ教学方法也较为单一ꎬ学生参与意愿

不高[３１] ꎮ 学校应丰富长跑的教学方式ꎬ教学过程中根

据学生的心理特点ꎬ加强课堂趣味性设计ꎻ还应丰富

长跑项目的开展方式ꎬ如定期开展趣味性较高的越野

长跑比赛等ꎬ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体验快乐的情绪和

体育竞赛的乐趣ꎬ提高长跑意愿ꎬ树立正确的体育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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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ꎬ培养运动习惯与提高运动能力ꎮ
对于羌族女生ꎬ体质的影响因素包括是否喜欢上

体育课、上体育课的感觉和挤占 / 不上体育课的现象ꎮ
提示学校应加强体育课开展的监督ꎬ杜绝挤占或不上

体育课的现象ꎬ提高体育课的质量ꎬ尽可能使每一位

学生积极认真地参与到体育课的教学中ꎮ 对于提高

羌族女中学生运动意愿ꎬ学校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ꎬ开设趣味性强、参与率高的校本课程(项目)ꎬ如跳

绳、高脚、板鞋等民族民间体育项目[２３] ꎬ或选择学生喜

爱的体育项目ꎬ将被动锻炼转变为主动锻炼ꎬ不仅有

利于提高学生锻炼的兴趣和积极性ꎬ也可以促进学生

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ꎮ
比较不同性别下影响因素对学生体质评分的贡

献ꎬ对男生体质产生的作用最大的为年龄ꎻ女生为时

期ꎬ其中女生体质的增强更多的依赖于时期效应ꎮ 而

政策或环境的变化都会产生这样的时期效应ꎬ本研究

受限于个体水平的数据ꎬ未能获得政策或者环境水平

的数据ꎬ故未能对政策和环境变化进行深入研究ꎮ 建

议今后可以进一步研究政策、环境等因素与个体的交

互作用[３２] ꎬ为宏观层面的公共健康资源分配提供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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