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卫生

【作者简介】 　 王雨洁(１９８８－　 )ꎬ女ꎬ河南驻马店人ꎬ讲师ꎬ大学本科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１０.０２５

郑州高职院校学生体力活动与睡眠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关联

王雨洁１ꎬ李明２

１.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公共教学部ꎬ河南 ４６３０００ꎻ ２.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思政部

　 　 【摘要】 　 目的　 了解郑州高职院校学生体力活动状况及其与睡眠和心理健康的关联ꎬ为高职院校大学生身心健康发

展和干预提供支持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ꎬ在郑州市 ４ 所高职院校的大一和大二年级中抽取 ６ ２２４ 名大学生

进行体力活动、睡眠质量、心理状况的调查ꎮ 结果　 郑州高职院校大学生静态行为、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分别为(９１.２３±
５６.２５)(５６.２５±４０.２１)ｍｉｎ / ｄꎬ焦虑和睡眠得分为(３７.４１±７.７２) (７.９１±１.７７)分ꎮ 大学生体力活动合格率为 ２２.２７％ꎬ静态行

为合格率为 ５１.８３％ꎬ焦虑检出率为 ９.２２％ꎬ睡眠不良检出率为 ５２.８１％ꎮ 女生静态行为合格、焦虑和睡眠不良的比例均高于

男生(χ２ 值分别为 ７.１６ꎬ５.９３ꎬ３９.３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体力活动合格男生的焦虑和睡眠质量得分均低于不合格男生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１０.３３ꎬ－１１.２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与体力活动和静态行为均合格者相比ꎬ两者

均不合格学生发生焦虑情绪和睡眠不良的风险分别为 ２.４５ 和 １.８９ 倍ꎬ调整后分别为 ２.２４ 和 １.４９ 倍(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郑州高职院校学生体力活动不足、静态行为较长问题严重ꎬ是导致焦虑、睡眠质量问题的重要因素ꎮ 应从提高体力活动水

平和降低静态行为入手提高身心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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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带来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ꎬ包括体力活

动下降、静态行为时间增多、饮食能量过多、心理焦虑

抑郁、睡眠问题等ꎬ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

展[１] ꎮ 研究显示ꎬ 世界有 ３５％ 的儿童青少年达到

ＷＨＯ 推荐的每天进行≥６０ ｍｉｎ 的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时间[２] ꎬ我国仅有 ５.３％的青少年达到该标准[３] ꎮ 研

究还显示ꎬ我国青少年静态行为时间持续增加ꎬ平均

每天达 ２.６８ ｈ[４] ꎮ 因体力活动下降、静态行为延长带

来的肥胖、心血管疾病等持续增加ꎬ对青少年健康发

展带来严重影响ꎬ并已得到多项研究的证实[５－６] ꎮ 另

外ꎬ青少年中有 ２５.７％的学生存在睡眠问题ꎬ对身心健

康有负面影响ꎬ如睡眠问题与儿童青少年代谢综合征

存在密切关联等[７－８] ꎮ 同时ꎬ体力活动和静态行为时

间与心理健康和睡眠之间存在诸多联系[９] ꎮ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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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发展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和

意义ꎮ 本研究以高职院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调

查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９ 年 ４—６ 月在郑州市选取 ４ 所高职院

校ꎬ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从大一和大二所有

班级中各随机抽取 ２０ 个教学班级ꎬ共抽取 ４ 所学校

１６０ 个班级 ６ ５２８ 名高职学生ꎬ调查前得到学生的书面

知情同意ꎬ调查后收回有效问卷 ６ ２２４ 份ꎬ有效回收率

为 ９５.３％ꎮ 其中男生 ３ ４１２ 名ꎬ女生 ２ ８１２ 名ꎻ平均年

龄(２０.１４±１.７５)岁ꎮ 本研究得到驻马店职业技术学院

伦理学委员会的审批(批准号:２０１８０３２１)ꎮ
１.２　 方法　 (１)人口学信息及形态测试ꎮ 人口学信息

包括测试者的年龄、年级、性别、生活习惯等方面ꎻ身
体形态测试包括身高和体重的测试ꎬ依据国家学生体

质健康调研要求进行[１０] ꎮ (２) 体力活动调查ꎮ 采用

国际体力活动问卷进行调查[１１] ꎬ包括过去 １ 周中高强

度运动时间、步行时间、静态行为时间等ꎮ 依据世界

卫生组织的推荐量[１２] ꎬ 将每周末达到中等强度

１５０ ｍｉｎ或每周未达到高强度 ７５ ｍｉｎ 的学生作为体力

活动不合格者ꎬ达到该标准则为体力活动合格ꎮ 该量

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１ꎮ (３)静态行为调查ꎮ 通

过参考有关静态行为调查问卷后[１３－１５] 自行编制ꎬ问卷

由领域内专家审核修订ꎬ并经过调查前间隔 ２ 周的信、
效度调查ꎬ重测信度系数为 ０.８８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ꎮ 主要回忆测试者过去 １ 个月内的静态行为时

间ꎬ包括静坐学习时间、看电视、玩手机、使用电脑等

视屏时间等ꎮ 静态行为时间的划分依据美国儿科学

会[１６]的划分标准: > ２ ｈ / ｄ 为静态行为超标ꎬ即不合

格ꎻ≤２ ｈ / ｄ 为屏幕时间达标ꎬ即合格ꎮ (４)心理健康

状况调查ꎮ 本研究主要对学生的焦虑情况进行调查ꎬ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１７] ꎬ量表共 ２０ 个条目ꎬ每个条目分

为“没有”到“绝大部分”计 １ ~ ４ 分ꎬ总得分≥５０ 分的

学生认定为存在焦虑学生[１８] 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０.７９ꎮ (５)睡眠质量调查ꎮ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

量量表[１９] ꎬ由 １９ 个自评条目 ７ 个维度组成ꎬ采用“很

好”到“很差”计 ０ ~ ３ 分ꎬ得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ꎮ 本

研究中ꎬ将量表得分≥１４ 分界定为睡眠不良ꎮ 该量表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ꎮ
由教师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采用统一的指导

语ꎬ问卷采用匿名编号填写的方式进行ꎬ当场收回问

卷ꎬ并检查空填条目或错填条目ꎬ以及时给予修正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

进行数据的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和分析ꎮ 不同性别大学生体力活动、静态行为、焦
虑、睡眠不良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合格与不合格大学

生体力活动、静态行为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体力活动、
静态行为与焦虑、睡眠的关系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
体力活动与静态行为交互作为对焦虑情绪和睡眠质

量产生的影响ꎬ分别进行变量不控制和控制后的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高职院校大学生体力活动焦虑睡眠状况　 郑州

高职院校大学生静态行为时间、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

间分别为(９１.２３±５６.２５)(５６.２５±４０.２１) ｍｉｎ / ｄꎬ焦虑和

睡眠得分为(３７.４１±７.７２) (７.９１±１.７７)分ꎮ 男生静态

行为时间和中高强度体力活动时间高于女生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女生的焦虑和睡眠得

分均高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郑州高职院校不同性别学生

体力活动与焦虑睡眠指标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静态行为时间

/ (ｍｉｎｄ－１)

中高强度体力活动

时间 / (ｍｉｎｄ－１)
焦虑得分 睡眠得分

男　 ３ ４１２ ９７.２０±５８.４６ ６２.１６±４６.８０ ３７.１２±７.６１ ７.８２±１.７３
女　 ２ ８１２ ８６.１６±５４.１５ ５０.７３±３７.１６ ３７.６１±７.８３ ８.１７±１.８１
合计 ６ ２２４ ９１.２３±５６.２５ ５６.２５±４０.２１ ３７.４１±７.７２ ７.９１±１.７７
ｔ 值 ７.６７ １０.５１ －２.４９ －７.７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高职院校大学生体力活动静态行为合格及焦虑

睡眠不良检出状况 　 郑州高职院校大学生体力活动

合格率为 ２２.２７％ꎬ静态行为合格率为 ５１.８３％ꎬ焦虑检

出率为 ９.２２％ꎬ睡眠不良检出率为 ５２.８１％ꎮ 男生体力

活动合格率高于女生ꎬ女生静态行为合格率、焦虑和

睡眠不良检出率均高于男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郑州高职院校不同性别学生

体力活动静态行为合格及焦虑睡眠不良检出率比较

性别 人数 体力活动合格 静态行为合格 焦虑 睡眠不良
男　 ３ ４１２ ８９４(２６.２０) １ ７１６(５０.２９) ２８７(８.４１) １ ６７９(４９.２１)
女　 ２ ８１２ ４９２(１７.５０) １ ５１０(５３.７０) ２８７(１０.２１) １ ６０８(５７.１８)
合计 ６ ２２４ １ ３８６(２２.２７) ３ ２２６(５１.８３) ５７４(９.２２) ３ ２８７(５２.８１)
χ２ 值 ６７.４９ ７.１６ ５.９３ ３９.３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合格率或检出率 / ％ꎮ

２.３　 高职院校静态行为体力活动是否合格大学生焦

虑睡眠得分状况 　 体力活动合格的男生焦虑和睡眠

质量得分均低于不合格男生(Ｐ 值均<０.０１)ꎻ女生体

力活动合格的焦虑得分低于不合格者(Ｐ<０.０１)ꎮ 静

态行为不合格的男生和女生焦虑、睡眠得分均高于合

格者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高职院校大学生体力活动静态行为与焦虑睡眠

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静态行为和体力活动为自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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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ꎬ以是否焦虑、是否睡眠不良作为因变量(赋值均为

是＝ １ꎬ否＝ ０)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并进一步分别将

焦虑和睡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ꎬ结
果显示ꎬ与静态行为合格者相比ꎬ不合格静态行为男

生发生焦虑情绪和睡眠质量的风险分别为 １. ６２ 和

１.４４倍ꎬ调整后依然为 １.４３ 和 １.２９ 倍(Ｐ 值均<０.０５)ꎻ
与体力活动合格者相比ꎬ体力活动不合格男生发生焦

虑情绪和睡眠质量的风险分别为 １.４９ 和 １.３７ 倍ꎬ调
整后为 １.４６ 和 １.３３ 倍(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与静态行为合

格女生相比ꎬ静态行为不合格女生发生焦虑情绪的风

险为 １. ７５ 倍ꎬ 调整后为 １. ６２ 倍 (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３　 郑州高职院校体力活动与静态行为

是否合格男女大学生焦虑睡眠得分比较(ｘ±ｓ)

体力活动

与静态行为
统计值

男生

人数 焦虑 睡眠

女生

人数 焦虑 睡眠
体力活动
　 合格　 ８９４ ３５.１２±７.３１ ７.２１±１.８１ ４９２ ３６.２４±８.２３ ８.１２±１.８９
　 不合格 ２ ５１８ ３８.２４±７.９１ ７.９９±１.７７ ２ ３２０ ４０.１２±８.１２ ８.２１±１.９１

ｔ 值 －１０.３３ －１１.２５ －９.６０ －０.９５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４

静态行为
　 合格　 １ ７１６ ３６.２５±７.５２ ７.２４±１.７６ １ ５１０ ３６.１３±７.８３ ８.０１±１.８７
　 不合格 １ ６９６ ４０.１１±７.８３ ７.９２±１.８２ １ ３０２ ４１.２４±８.８３ ８.２２±１.９９

ｔ 值 －１４.６９ －１１.０９ －１６.２６ －２.８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

表 ４　 郑州高职院校不同性别大学生体力活动静态行为与焦虑睡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性别　 　 　 变量　 　 　 　 　 　 　
焦虑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ａ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ｂ

睡眠不良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ａ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ｂ

男　 　 　 　 静态行为时间不合格 　 １.６２(１.２３ ~ ２.０８) ∗∗ 　 １.４３(１.０５ ~ １.９１) ∗ 　 １.４４(１.２１ ~ １.６４) ∗∗ 　 １.２９(１.０４~ １.５４) ∗

(ｎ ＝ ３ ４１２) 体力活动不合格　 　 　 １.４９(１.０８ ~ ２.０３) ∗ 　 １.４６(１.０３ ~ ２.０７) ∗ 　 １.３７(１.１４ ~ １.６１) ∗∗ 　 １.３３(１.１３~ １.５７) ∗

女　 　 　 　 静态行为时间不合格 　 １.７５(１.３１ ~ ２.３５) ∗∗ 　 １.６２(１.１９ ~ ２.２３) ∗ 　 １.１９(０.９９ ~ １.４３) 　 １.１３(０.９３~ １.３８)
(ｎ ＝ ２ ８１２) 体力活动不合格　 　 　 １.１６(０.７９ ~ １.６９) 　 １.０２(０.６７ ~ １.５２) 　 １.１７(０.９３ ~ １.４９) 　 １.１３(０.８８~ １.４５)

　 注:自变量均以合格为参照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ａ 纳入年龄、ＢＭＩ、饮酒、吸烟、睡眠质量等变量ꎬｂ 纳入年龄、ＢＭＩ、饮酒、焦虑情绪等变量ꎮ

２.５　 高职院校大学生体力活动静态行为共同与焦虑

睡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体力活动与

静态行为交互作为对焦虑情绪和睡眠质量产生的影

响ꎬ分别进行变量不控制和控制后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ꎬ结果显示ꎬ与体力活动和静态行为均合格者相比ꎬ
两者不合格男生发生焦虑情绪和睡眠不良的风险分

别为 ２.４５ 和 １.８９ 倍ꎬ调整后分别为 ２.２４ 和１.４９倍(Ｐ
值均<０.０１)ꎻ高职院校女生则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５ꎮ

表 ５　 郑州高职院校大学生体力活动静态行为共同与焦虑睡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性别 自变量
焦虑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ａ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ｂ

睡眠不良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ａ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ｂ

男 静态行为时间合格×体力活动不合格 　 　 １.６１(０.９８~ ２.６２) 　 　 １.７１(０.９９~ ２.９６) 　 　 １.３４(１.０７~ １.６８) ∗ 　 　 １.１９(０.９１~ １.５６)
(ｎ＝ ３ ４１２) 静态行为时间不合格×体力活动合格 　 　 １.７９(１.０２~ ３.１４) ∗ 　 　 １.７０(０.９１~ ３.１９) 　 　 １.３９(１.０７~ １.８５) ∗ 　 　 １.２５(０.８９~ １.７３)

静态行为时间不合格×体力活动不合格 　 　 ２.４５(１.５３~ ３.９４) ∗∗ 　 　 ２.２４(１.３２~ ３.７９) ∗∗ 　 　 １.８９(１.５１~ ２.３５) ∗∗ 　 　 １.４９(１.１４~ １.９５) ∗

女 静态行为时间合格×体力活动不合格 　 　 ０.８４(０.５１~ １.４３) 　 　 ０.７５(０.４３~ １.３１) 　 　 １.１２(０.８２~ １.５５) 　 　 １.１４(０.７９~ １.６６)
(ｎ＝ ２ ８１２) 静态行为时间不合格×体力活动合格 　 　 １.０９(０.５３~ ２.２１) 　 　 １.２６(０.５２~ ２.１８) 　 　 １.１３(０.７４~ １.７４) 　 　 ０.９７(０.５８~ １.６１)

静态行为时间不合格×体力活动不合格 　 　 １.６１(０.９６~ ２.６８) 　 　 １.３９(０.８１~ ２.３８) 　 　 １.３４(０.９７~ １.８５) 　 　 ０.９９(０.６９~ １.４９)

　 注:自变量以静态行为时间合格×体力活动合格为参照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ａ 纳入年龄、ＢＭＩ、饮酒、吸烟、睡眠质量等变量ꎬｂ 纳入年龄、ＢＭＩ、饮
酒、焦虑情绪等变量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郑州高职院校大学生体力活动

合格率为 ２２.２７％ꎬ与王惠[２０] 的调查结果(３１.５％) 相

比较高ꎬ可能与高职院校大学生的就业和学业压力相

对较低有关ꎬ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参与体育锻炼ꎮ 另外

还可能与职业院校从事的专业活动存在一定关系ꎬ如
本研究中机械、机电等专业在大二年级就有一定的实

践和校内实习活动ꎮ 但依然有近 ８０％的学生存在体

力活动不足问题ꎬ应给予重视ꎮ 本研究显示ꎬ静态行

为合格的比例为 ５１.８３％ꎬ与冉敏等[２１] 对大学生静态

行为调查结果(７４.１％)相比较低ꎮ 杜超[２２] 研究显示ꎬ
高职学生静态行为时间低于非高职学生ꎬ可能与专业

不同加之学业压力较低有关ꎬ同时与高职学生中男生

比例相对较高也存在密切联系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高职大学生焦虑检出率为 ９.２２％ꎬ

低于韩立娟等[２３]对大学生的调查结果(１９.２７％)ꎮ 可

能因为高职院校大学往往学习成绩相对较差ꎬ性格更

为开朗ꎬ加之就业压力和学业压力较小ꎬ造成焦虑学

生比例较低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郑州高职大学生睡眠不

良检出率为 ５２.８１％ꎬ高于周忠玲等[２４] 对大学生的调

查结果(１８.１５％)ꎬ同时与国内外有关研究[２５－２７] 结果

一致ꎮ 可能因为不同研究采用的调查工具不同ꎬ同时

调查的群体、专业、地域等均存在一定差异ꎮ 童萍

等[２８]研究显示ꎬ专业不同的大学生之间睡眠质量存在

一定差异ꎮ 本研究显示ꎬ女生焦虑情绪和睡眠问题学

生的比例高于男生ꎬ与樊富珉等[２９]的调查结果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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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ꎬ体力活动合格男生的焦虑和睡眠质

量得分均低于不合格男生ꎬ女生也存在同样的趋势ꎮ
王思娅[３０]研究证实ꎬ适当的体力活动能有效降低青少

年的抑郁、焦虑水平ꎬ因为体力活动高者ꎬ尤其以中高

强度高者身体神经机制和激素 β－内啡肽的分泌发生

变化ꎬ促进激素的释放ꎬ有效降低焦虑抑郁情绪的发

生ꎮ 另外ꎬ体力活动高者睡眠质量较好ꎬ良好的睡眠

也是保障身体内分泌正常的基础ꎬ有利于情绪的调节

和稳定[３１] ꎮ 静态行为合格的高职大学生焦虑抑郁和

睡眠质量均高于静态行为不合格学生ꎬ与多项研究结

论一致[３２－３３] ꎮ Ｍａｒａｓ 等[３４]研究显示ꎬ视屏时间过长将

会带来抑郁、焦虑的发生ꎮ Ａｇｕｉｌａｒ 等[３５] 研究也显示ꎬ
静态行为过长会带来身体肥胖、慢性疾病发生率风险

增大ꎬ影响睡眠、内分泌系统ꎬ对身心带来诸多不利

影响ꎮ
本研究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ꎬ体力活动和静态行

为不合格者的焦虑情绪和睡眠质量问题均高于合格

者ꎬ交互分析后进一步证实了该问题ꎬ尤其是男生表

现的更为显著ꎮ 马卉君[３６]研究显示ꎬ静态行为时间过

长也会降低青少年的体力活动水平ꎬ尤其是中高强度

体力活动时间的降低更为显著ꎮ 因此两者之间可能

存在恶性循环的作用ꎬ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ꎮ
本研究存在一定不足:(１)为横断面研究ꎬ不能说

明具体因素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ꎮ (２)调查仅在郑州

市的高职院校开展ꎬ样本量和调查范围均有限ꎬ代表

性存在一定限制ꎮ 今后应进行更具代表性样本的相

关因素队列研究ꎬ以了解因果关系ꎮ
综上所述ꎬ高职院校大学生体力活动不足和静态

行为时间过长的问题较为突出ꎬ并且与焦虑情绪和睡

眠质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ꎮ 今后应注重对高职院校

大学生的健康教育ꎬ提高参与体育锻炼的认识和积极

性ꎬ降低静态行为时间ꎬ促进身心健康发展ꎮ 学校应

通过多种形式的讲座或竞赛活动提高健康知识和体

育锻炼活动ꎬ让学生体验到锻炼带来的积极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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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个体产生焦虑等情绪问题[１３－１４] ꎮ 本研究发现ꎬ寄宿

中学生中欺凌－受欺凌者发生焦虑症状的风险最高ꎮ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寄宿中学生独自面对学习及成长

中的各种问题ꎬ还要长期脱离家庭生活ꎻ另一方面欺

凌－受欺凌者是一类非常特殊的群体ꎬ个体不仅会去

欺凌他人同时又受到他人的欺凌ꎬ遭受着欺凌和受欺

凌的双重影响ꎬ社会心理功能更差ꎬ常常遭到更多的

同伴拒绝ꎬ难以融入到集体中[１５] ꎮ 同时ꎬ表现出社会

适应差及较多的反社会行为ꎬ容易遭受不良情绪的困

扰(如焦虑、抑郁)ꎬ甚至产生严重的精神症状[１６] ꎮ
综上所述ꎬ寄宿与非寄宿中学生校园欺凌不同角

色与焦虑症状间存在关联ꎬ寄宿中学生产生焦虑症状

的风险更高ꎬ欺凌－受欺凌者更甚ꎮ 因此ꎬ在校园欺凌

防治工作中ꎬ学校等有关部门要着重关注寄宿中学生

中欺凌－受欺凌群体ꎬ改善寄宿中学生的学习生活环

境ꎬ加强心理健康教育ꎬ给予足够的人文关怀ꎬ促进寄

宿中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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