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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南京市城市中小学生体育锻炼参与现状ꎬ为促进中小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政策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江苏省南京市鼓楼、玄武、秦淮、浦口、雨花台、江宁 ６ 个城区 １４ 所中小学校 ４ １６１ 名学生进

行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的问卷调查ꎮ 结果 　 南京市中小学生学校体育锻炼中每周上体育课课时数≥３ 学时的学生占

５５.５７％ꎬ每天参加学校组织大课间活动的学生占 ８１.０９％ꎬ每周课外体育活动≥３ 次的学生占 ２３.１９％ꎬ每天参与体育锻炼时

间达到 １ ｈ 的学生占 １３.９６％ꎬ不同性别、学段学生学校体育锻炼项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５２.７６ꎬ２９.９０ꎬ１６.１４ꎬ
３９.３４ꎻ６２４.６１ꎬ５３.０４ꎬ１５１.２５ꎬ１８９.４５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家庭体育锻炼中有 ３４.３４％的家长支持并陪同学生进行体育锻炼ꎬ
４６.０７％的家长支持学生体育锻炼但不陪同ꎬ１４.８３％的家长态度不明确ꎬ４.７６％的家长不支持学生体育锻炼ꎬ１４.３２％的家庭

制定体育锻炼计划ꎮ 不同性别、学段学生家庭体育锻炼项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４２.７２ꎻ２２９.４４ꎬ２６.４３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个人体育锻炼现况上有 ４９.８２％的学生掌握了 ３ 项及以上的运动技能ꎬ１７.４５％的学生参与体育培训班ꎬ仅有 ７.１４％
的学生周末锻炼ꎻ不同性别、学段学生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现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２.３２ꎬ５.６０ꎬ２４.０６ꎻ１６７.５１ꎬ
２３７.９０ꎬ２２３.１５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结论　 南京市城市中小学生经常参与体育锻炼行为的报告率较低ꎬ需家校联动共同促进

学生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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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锻炼对青少年学生健康发展起重要作
用[１－２] ꎮ 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养成不仅可以促进个
人体质健康ꎬ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ꎬ还可以促进全

民健康素质的提升ꎬ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ꎮ 近期
研究显示青少年糖尿病等综合慢性疾病发生率呈逐
年上升趋势[３] ꎬ健康状况堪忧ꎮ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
纲要»提出ꎬ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青少年熟练掌握 １ 项体育
运动技能ꎬ校内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 １ ｈꎬ学校体育场
地器材配置达标率达到 １００％等[４] 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ꎬ国家体育总局等 ７ 部门发布«青少年体育活动促
进计划»ꎬ以“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ꎬ促进青少年身
心健康、体魄强健”为根本宗旨ꎬ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

２１８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２



青少年体育的氛围ꎬ引领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新实
践[５] ꎮ 为了解江苏省南京市城市中小学生体育锻炼
现状ꎬ笔者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对南京市 ６ 个城区的 １４ 所
中小学校学生进行调查ꎬ旨在为干预与促进青少年体
质健康服务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选取南京市鼓楼
区、玄武区、秦淮区、浦口区、雨花台区、江宁区等 ６ 个
城区 １４ 所中小学校ꎬ考虑小学低年级学生的理解力ꎬ
最终选取小学五、六年级和初高中一、二、三年级的学
生４ ３００名ꎬ共发放问卷 ４ ３００ 份ꎬ回收问卷 ４ ２１７ 份ꎬ
回收率为 ９８. ０７％ꎬ 有效问卷 ４ １６１ 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６.７７％ꎮ 其中男生 ２ １２１ 名ꎬ女生 ２ ０４０ 名ꎻ小学生
１ ３６７名ꎬ初中生 １ ４５６ 名ꎬ高中生 １ ３３８ 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ꎬ根据研究目的与内容ꎬ
参考相关文献[６－７] ꎬ自行设计«南京市中小学生体育锻
炼现状调查问卷»ꎬ问卷经专家鉴定、预调查和信效度
检验后定稿ꎬ问卷效度经专家评测均分为 ９０.５ꎬ有较

高效度ꎻ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３ꎮ 问卷的内容包括学
生基本情况、校内情况和家庭及个人体育锻炼情况
等ꎮ 问卷发放时间为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０ 月ꎬ调查员经培训
后到现场组织学生按班级集中填写ꎬ并及时回收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录入运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ꎬ数据分析
采用 ＳＡＳ ＪＭＰ １４ 软件ꎮ 对不同性别、年级中小学生体
育锻炼参与现状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学段中小学生校内体育锻炼参与行为

比较　 有 ５５. ５７％ 的学生每周上体育课 ≥ ３ 学时ꎬ
８１.０９％参与大课间体育活动ꎬ２３.１９％每周课外活动次
数≥３ 次ꎬ仅有 １３.９６％的学生每天参与校内体育锻炼
时间≥１ ｈꎮ 进一步统计分析表明ꎬ在学生每周参与体
育课外活动次数上ꎬ学段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ꎬ每周参与的体育课时、每天参与大课间体育活
动、每天体育锻炼时间上性别和学段间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小学生学校体育锻炼现状不同性别学段间比较

体育锻炼情况

性别

男生

(ｎ ＝ ２ １２１)
女生

(ｎ ＝ ２ ０４０)
χ２ 值 Ｐ 值

学段

小学

(ｎ ＝ １ ３６７)
初中

(ｎ ＝ １ ４５６)
高中

(ｎ ＝ １ ３３８)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

(ｎ ＝ ４ １６１)

每周上体育课 ４ ３５３(１６.６４) １９４(９.５１) ５２.７６ <０.０１ ３４０(２４.８７) １５７(１０.７８) ５０(３.７４) ６２４.６１ <０.０１ ５４７(１３.１５)
　 次数 ３ ８９７(４２.２９) ８６８(４２.５５) ６７４(４９.３１) ５９２(４０.６６) ４９９(３７.２９) １ ７６５(４２.４２)

２ ７４７(３５.２２) ８２６(４０.４９) ３３９(２４.７９) ５１３(３５.２３) ７２１(５３.８８) １ ５７３(３７.８０)
１ １１７(５.５２) １４５(７.１１) １４(１.０２) １９１(１３.１２) ５７(４.２６) ２６２(６.２９)
０ ７(０.３３) ７(０.３４) ０ ３(０.２１) １１(０.８２) １４(０.３４)

每天是否参加 是 １ ６５１(７７.８４) １ ７２３(８４.４６) ２９.９０ <０.０１ １ ０２１(７４.６９) １ ２１９(８３.７２) １ １３４(８４.７５) ５３.０４ <０.０１ ３ ３７４(８１.０９)
　 大课间活动 否 ４７０(２２.１６) ３１７(１５.５４) ３４６(２５.３１) ２３７(１６.２８) ２０４(１５.２５) ７８７(１８.９１)
每周课外体育 ≥３ ４９９(２３.５３) ４６６(２２.８４) ６.１４ ０.１１ ２１９(１６.０２) ４２６(２９.５６) ３２０(２３.９２) １５１.２５ <０.０１ ９６５(２３.１９)
　 活动次数 ２ ５４６(２５.７４) ５６５(２７.６９) ４０９(２９.９２) ３０６(２１.０２) ３９６(２９.５９) １ １１１(２６.７１)

１ ５８５(２７.５８) ５９３(２９.０７) ４０９(２９.９２) ４８３(３３.１７) ２８６(２１.３７) １ １７８(２８.３１)
０ ４９１(２３.１５) ４１６(２０.３９) ３３０(２４.１４) ２４１(１６.５５) ３３６(２５.１１) ９０７(２１.７９)

每天体育锻炼 ≥６０ ３５８(１６.８８) ２２３(１０.９３) ３９.３４ <０.０１ ２８７(２０.９９) １６１(１１.０６) １３３(９.９４) １８９.４５ <０.０１ ５８１(１３.９６)
　 时间 / ｍｉｎ ３０~ <６０ ９２２(４３.４７) ８６２(４２.２５) ６２２(４５.５０) ７０７(４８.５６) ４５５(３４.０１) １ ７８４(４２.８７)

<３０ ８４１(３９.６５) ９５５(４６.８１) ４５８(３３.５１) ５８８(４０.３８) ７５０(５６.０５) １ ７９６(４３.１７)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不同性别、学段中小学生家庭体育锻炼参与行为

比较　 有 ３４.３４％的家长支持并陪同学生进行体育锻
炼ꎬ４６. ０７％ 的家长支持学生体育锻炼但不陪同ꎬ
１４.８３％的家长态度不明确ꎬ４.７６％的家长不支持学生

体育锻炼ꎬ１４.３２％的家庭制定体育锻炼计划ꎮ 进一步
研究表明ꎬ家庭体育锻炼父母态度上存在性别与学段
差异ꎬ家庭锻炼计划存在学段差异( Ｐ 值均< ０. 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小学生家庭体育锻炼现状不同性别不同学段间比较

体育锻炼

情况

性别

男生

(ｎ ＝ ２ １２１)
女生

(ｎ ＝ ２ ０４０)
χ２ 值 Ｐ 值

学段

小学

(ｎ ＝ １ ３６７)
初中

(ｎ ＝ １ ４５６)
高中

(ｎ ＝ １ ３３８)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

(ｎ ＝ ４ １６１)

父母态度 支持陪同 ７２７(３４.２８) ７０２(３４.４１) ４２.７２ <０.０１ ５９１(４３.２３) ４５１(３０.９７) ３８７(２８.９２) ２２９.４４ <０.０１ １ ４２９(３４.３４)
支持不陪同 ９７１(４５.７８) ９４６(４６.３７) ４６７(３４.１６) ７０３(４８.２８) ７４７(５５.８３) １ ９１７(４６.０７)
态度不明确 ２８１(１３.２５) ３３６(１６.４７) １７８(１３.０２) ２６７(１８.３４) １７２(１２.８６) ６１７(１４.８３)
不支持 １４２(６.６９) ５６(２.７５) １３１(９.５８) ３５(２.４１) ３２(２.３９) １９８(４.７６)

家庭锻炼 有 ３２０(１５.０９) ２７６(１３.５３) ２.０６ ０.１５ ２４７(１８.０７) １９９(１３.６７) １５０(１１.２１) ２６.４３ <０.０１ ５９６(１４.３２)
　 计划 无 １ ８０１(８４.９１) １ ７６４(８６.４７) １ １２０(８１.９３) １ ２５７(８６.３３) １ １８８(８８.７９) ３ ５６５(８５.６８)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不同性别、学段中小学生个人体育锻炼参与行为 比较　 有 ４９.８２％的学生掌握了 ３ 项及以上的运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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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ꎬ１７.４５％参与体育培训班ꎬ仅有 ７.１４％的学生周末
锻炼ꎮ 进一步分析表明ꎬ学生掌握运动项目技能、参

加体育培训班、周末锻炼分布情况性别和学段间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中小学生个人体育锻炼现状不同性别学段间比较

体育锻炼情况

性别

男生

(ｎ ＝ ２ １２１)
女生

(ｎ ＝ ２ ０４０)
χ２ 值 Ｐ 值

学段

小学

(ｎ ＝ １ ３６７)
初中

(ｎ ＝ １ ４５６)
高中

(ｎ ＝ １ ３３８)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

(ｎ ＝ ４ １６１)

掌握运动技能 / 项 ０ ２６９(１２.６８) ２４３(１１.９１) １２.３２ ０.０１ １４５(１０.６１) ２１５(１４.７７) １５２(１１.３６) １６７.５１ <０.０１ ５１２(１２.３１)
１ ４７２(２２.２５) ４２８(２０.９８) ２５９(１８.９５) ３１３(２１.４９) ３２８(２４.５１) ９００(２１.６３)
２ ３０３(１４.２９) ３７３(１８.２８) １７６(１２.８７) １６２(１１.１３) ３３８(２５.２６) ６７６(１６.２４)
≥３ １ ０７７(５０.７８) ９９６(４８.８３) ７８７(５７.５７) ７６６(５２.６１) ５２０(３８.８７) ２ ０７３(４９.８２)

参加体育培训班 是 ３９９(１８.８１) ３２７(１６.０３) ５.６０ ０.０２ ４１９(３０.６５) １７９(１２.２９) １２８(９.５７) ２３７.９０ <０.０１ ７２６(１７.４５)
否 １ ７２２(８１.１９) １ ７１３(８３.９７) ９４８(６９.３５) １ ２７７(８７.７１) １ ２１０(９０.４３) ３ ４３５(８２.５５)

周末锻炼 经常 １８４(８.６７) １１３(５.５４) ２４.０６ <０.０１ １７４(１２.７３) ７１(４.８８) ５２(３.８９) ２２３.１５ <０.０１ ２９７(７.１４)
偶尔 ９５８(４５.１７) ８６３(４２.３０) ７１６(５２.３８) ６２５(４２.９３) ４８０(３５.８７) １ ８２１(４３.７６)
从未 ９７９(４６.１６) １ ０６４(５２.１６) ４７７(３４.８９) ７６０(５２.１９) ８０６(６０.２４) ２ ０４３(４９.０９)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体育锻炼是提高学生身体素质与健康水平的重

要手段[８] ꎮ 学生体育锻炼的形式分校内体育锻炼和
校外体育锻炼ꎬ校内体育锻炼内容主要包括体育课、
课外体育活动、大课间和体育比赛等ꎮ 校内体育锻炼
可培养学生锻炼方法、运动技能和运动能力ꎬ从而促
进健康发展ꎮ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学
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 (以下简
称«意见»)ꎬ明确提出各地中小学校要按照国家课程
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足、开好体育课程ꎬ强化课外锻炼ꎬ
切实保证学生每天 １ ｈ 校园体育活动落到实处[９] ꎮ 本
研究发现南京市城市小学生每周上≥３ 学时体育课占
５５.５７％ꎬ参与大课间体育活动的占 ８１.０９％ꎬ每周校内
课外活动次数≥３ 次的占 ２３.１９％ꎬ每天参与校内体育
锻炼时间≥１ ｈ 的占 １３.９６％ꎮ 学生参与大课间体育活
动现状良好ꎬ表明南京市城市的各中小学校对学生课
外体育锻炼已经加以关注与支持ꎬ但是学生的校内体
育锻炼时间严重不足ꎬ与其当前的应试教育、体育教
师缺乏、体育场地器材不足、校园运动安全干扰有
关[１０] ꎮ 南京市城市中小学生体育课课时开课情况有
待提高ꎬ尤其是高中学段ꎬ南京市城市高中学生体育
课每周 ≥ ３ 学时报告率 ( ４１. ０３％) 虽高于江苏省
(２５.４０％)ꎬ但离教育部新一轮体育教学改革“高中体
育课每周上满 ３ 节” [１１] 要求相差甚远ꎬ高中阶段体育
课时保证亟待解决ꎮ 南京市城市中小学生经常参与
体育锻炼的报告率较低ꎬ与余志英等[１２－１３] 的研究结果
一致ꎮ 进一步研究表明ꎬ南京市城市男生参与体育锻
炼≥１ ｈ 的报告率比女生高ꎬ可能与男生喜欢运动有
关ꎮ 随着年级的升高ꎬ学生参与体育锻炼≥１ ｈ 报告
率减少ꎬ可见女生与高中学生是南京市体育锻炼干预
的重点人群ꎮ

家庭体育锻炼行为源于家庭体育氛围和文化环
境的引导[１４] ꎮ 学生运动技能、体育习惯的养成是一个
持续漫长的过程ꎮ 学校体育锻炼中学生运动习得的
体育技能与锻炼方法若没能连续坚持ꎬ往往会因半途

而废而丧失锻炼效果ꎬ家庭体育锻炼正是学校体育的
延伸ꎮ 家长在体育锻炼中与孩子交流沟通ꎬ达到共情
的目的ꎬ从而帮助、督促和感化孩子参与体育锻炼的
热情ꎬ对学生的个体体育锻炼行为有着导向作用ꎮ 本
研究结果显示ꎬ家长支持学生体育锻炼的报告率为
８０.４１％ꎬ但支持并陪同学生一起运动人数较少ꎬ仅有
约 ３４.３４％的家长进行体育锻炼ꎮ 能够制定家庭锻炼
计划的家庭仅有 １４.３２％ꎮ 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年级
的升高ꎬ家庭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呈下降趋势ꎬ可能与
南京市城市初中生的中考择校、高中生课业负担较重
有关ꎮ

青少年学生参与体育锻炼不仅能提高自身身心
健康ꎬ还能影响他们的社会化ꎬ提高认知能力[１５] ꎬ个体
体育锻炼行为对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有着
重要意义ꎮ 本研究显示ꎬ南京市城市中小学生周末经
常锻炼的比例只有 ７.１４％ꎬ参与体育培训班的学生有
１７.４５％ꎬ仍有部分同学未能熟练掌握 １ 项运动技能ꎬ
南京市中小学生的个体体育锻炼参与行为现状不容
乐观ꎮ 个体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不断反
复进行实践的体育运动过程ꎬ具有情境性和可习得性
的特点ꎬ是个体对体育行为的积极认知[１６] ꎮ 促进南京
市城市中小学生体育锻炼习惯的养成需学校、家庭从
锻炼价值积极认知、锻炼行为主动性、锻炼情感体验
与锻炼环境适应性 ４ 个方面对其进行教育与培养[１７] ꎬ
以保障其健康成长ꎮ

综上所述ꎬ南京市城市中小学生的体育锻炼参与
行为现状不容乐观ꎬ养成经常锻炼习惯的学生较少ꎮ
鉴于此ꎬ建议推动健康促进学校建设ꎬ将青少年的健
康融入学校政策中[１８] ꎬ积极开展校园阳光体育活动ꎬ
调动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兴趣ꎻ家长多鼓励学生或以
身作则ꎻ家庭与学校形成良性互动ꎬ借用现代化的公
共信息平台布置家庭体育作业ꎬ制定完善的作业评价
指标与评价机制ꎬ家校联动共同促进中小学生参与体
育锻炼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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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阶段ꎬ不仅要摄取足够的营养素保障生理代谢正常

进行ꎬ还得补充额外的营养素满足生长发育需要ꎬ节
食容易导致营养素摄入量不足、膳食结构不合理ꎬ不
利于青少年的健康ꎬ甚至会引发闭经、肺结核等疾

病[７－１０] ꎮ Ｆｉｅｌｄ 等[１１] 队列研究表明ꎬ节食反而还会增

加体重ꎮ 青少年因药物减肥导致的心脑血管疾病国

外已有报道[１２－１３] ꎬ国内专家不建议青少年采用节食和

药物方式控制体重[１４] ꎮ
本研究提示ꎬ江苏省中学生中存在错误的体重控

制观念和行为ꎬ体重控制行为在城乡和片区间差异不

大ꎬ需要针对不同学段、性别和营养状况的学生进行

针对性干预ꎬ预防不当的体重控制行为影响中学生

健康ꎮ
为促进中学生健康ꎬ建议制订健康体重干预方案

前考虑以下 ６ 点:(１)树立正确的形体观ꎬ不“以瘦为

美”ꎻ(２)认识超重肥胖对身体健康长远的影响ꎻ(３)教
育学生理解节食和药物减肥的危害ꎻ(４)反对营养不

良学生采取体重控制行为ꎻ(５)不鼓励健康体重学生

采取减轻体重行为ꎻ(６)引导超重肥胖学生通过改善

饮食结构和运动方式将体重控制到合理范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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