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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作为思想进步、文化程度高、思想觉悟高

的社会群体ꎬ他们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教育工作者

的重视ꎮ 女大学生感情较细腻、情绪变化快ꎬ心理健

康问题相对较多ꎮ 笔者就体育活动下女大学生的情

绪调节作用进行了问卷调查ꎬ以探讨体育活动对女大

学生情绪状态的影响ꎬ 为实际教学工作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抽取

武汉市 ５ 所高等院校(包括重点与非重点院校) 共

２ ０００名在校女大学生ꎬ回收有效问卷为 １ ８９６ 份ꎬ有
效率为 ９４ ８％ꎻ包括本科生 １ ０６８ 名ꎬ专科生 ８２８ 名ꎮ
年龄为 １８ ~ ２３ 岁ꎮ
１.２　 方法　 问卷选择在集体会议中发放ꎬ由生活辅导

老师负责解释相关选项的填写ꎬ填写完当场回收ꎮ
１.２.１　 自编女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情况调查表 　 内

容包括女大学生的基本资料(年龄、身高、体重)、体育

活动项目、体育活动时间与次数ꎮ
１.２.２　 抑郁量表 　 １３ 条版贝克抑郁量表( Ｂｅｃｋ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适合年龄范围为 １１ ~ ５５ 岁ꎮ 包括

抑郁、悲观、失败感、不满、自罪感、自我失望感、消极

倾向、社交退缩、犹豫不决、体象歪曲、工作困难、疲

劳、食欲下降 １３ 项内容[１] ꎮ 总分范围 ０ ~ ３９ 分ꎬ每个

项目按症状严重程度排序分为 ４ 级ꎬ从无到极重ꎬ分别

计 ０ ~ ３ 分ꎮ 其中≤３ 分为无抑郁或极轻微ꎻ３ ~ ８ 分为

轻度抑郁ꎻ９ ~ １３ 分为中度抑郁ꎻ≥１４ 分为重度抑郁ꎮ
１.２.３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 　 选择由 Ｓｐｉｅｉｂｅｒｇｅｒ 等

编制的状态特质—焦虑量表(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ｉｔ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ｖｅｎ￣
ｔｏｒｙꎬ ＳＴＡＩ) [１] ꎬ量表包含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 ２ 个方

面ꎮ 共由 ４０ 个问题组成ꎬ状态焦虑分量表(Ｓｔａｔｅ Ａｎｘ￣
ｉｅ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ꎬ ＳＡＩ)为 １ ~ ２０ 题ꎬ一半描述负面情绪ꎬ
一半描述正面情绪ꎻ特质焦虑分量表( 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ꎬ ＴＡＩ)为 ２１ ~ ４０ 题ꎬ１１ 项为负面情绪ꎬ９ 项为

正面情绪ꎮ 计分方法:每项均采用 １ ~ ４ 级评分ꎬ１ 为

完全没有ꎬ２ 为有些ꎬ３ 为中等程度ꎬ４ 为非常明显ꎻ凡
正性情绪项目均反序计分ꎬ得分为每个条目的累加

分ꎬ范围为 ２０ ~ ８０ 分ꎮ
１.２.４　 体育活动定义 　 将除了学校安排的体育课以

外ꎬ每周参加体育活动 ３ 次以上ꎬ每次时间在 ０ ５ ｈ 以

上ꎬ坚持 １ 个月以上的女大学生定义为经常参加体育

活动者(经常活动组)ꎬ反之则被定义为不经常参加体

育活动者(非经常活动组)ꎮ 本次调查女大学生经常

参加体育活动组人数为 ９８８ 名ꎬ不经常参加体育活动

组人数为 ９０８ 名ꎬ２ 组学生在年龄、身高、体重、文化层

次等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整理回收的有效调查表ꎬ将所需要

的数据输入 Ｅｘｃｅｌ 表格进行统计学处理ꎬ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标准差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Ｐ<０ 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经常与不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女大学生抑郁得

分比较　 女大学生不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组抑郁量表

１３ 项得分均高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组ꎬ除失败感、体
象歪曲、社交退缩外ꎬ其余 １０ 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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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值均<０ 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经常与不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女大学生 ＳＴＡＩ 得

分比较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女大学生 ＳＡＩ 得分和 ＴＡＩ
得分分别为(４１ ５８± ７ ８６) (４２ ７７ ± ６ ８８) 分ꎬ不经常

参加体育活动女大学生分别为(５２ ３４±８ ５４)(５０ ４２±
７ ７８)分ꎬ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８ ５７ꎬ２ ７２ꎬＰ 值均<０ ０５)ꎮ
２.３　 女大学生每周体育活动时间、次数与焦虑及抑郁

的相关分析　 女大学生每周体育活动的时间、次数与

其焦虑量表得分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０ ２９ꎬ－０ ３８ꎬ
Ｐ 值均<０ ０１)ꎬ与抑郁得分也均呈负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 ３１ꎬ－０ ２８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表 １　 武汉市经常与不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女大学生抑郁得分比较(ｘ±ｓ)

经常参加

体育活动
人数 抑郁 悲观 失败感 不满 自罪感 自我失望 消极倾向 社交退缩 犹豫不决 体象歪曲 工作困难 疲劳 食欲下降

是 ９８８ ０.２８±０.３７ ０.３２±０.４３ ０.３４±０.３９ ０.３１±０.３７ ０.２９±０.３２ ０.２８±０.３７ ０.３１±０.３９ ０.３４±０.３９ ０.２８±０.２１ ０.２９±０.３１ ０.１８±０.２１ ０.２２±０.２３ ０.１６±０.３９
否 ９０８ ０.４６±０.５４ ０.４９±０.５１ ０.３６±０.４５ ０.５１±０.４８ ０.４５±０.４７ ０.４６±０.５４ ０.６１±０.５８ ０.３６±０.３８ ０.５３±０.４９ ０.３０±０.３２ ０.５１±０.５４ ０.４８±０.６４ ０.４９±０.４５
ｔ 值 ８.２５ ７.８７ １.０３６ １０.２１ ８.７２ ８.５２ １３.３１ １.１８ １４.６４ ０.６９ １７.８０ １１.９６ １７.１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３　 讨论

心理学认为ꎬ情绪是伴随着认知和意识过程产生

的对外界事物态度的体验ꎬ是对外界事物与主体需求

之间关系的反映ꎬ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

种心理活动[１] ꎮ 女大学生在生理方面正处于青年期ꎬ
也是人生之中经历比较丰富的时期ꎬ许多人生大事包

括学习、交友、恋爱等基本在这一阶段完成ꎮ 但学业

的竞争、人际关系的处理等都可以导致女大学生负面

情绪的产生ꎮ 女大学生因为年龄和生活经历有限ꎬ心
理尚不够成熟ꎬ大多表现内向、敏感和含蓄ꎮ 意志上

表现出面对问题喜欢逃避ꎬ畏难情绪较严重ꎮ 一旦出

现相关的情绪时ꎬ如何化解这些负面情绪便成为女大

学生走向成熟需要思考的问题[２] ꎮ 本研究显示ꎬ经常

参加体育活动的女生负面情绪的各种表象值均要明

显低于不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女生ꎬ可见经常参加体

育活动对于女生的重要性ꎮ
本研究发现ꎬ不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女生抑郁 １３

项分值均高于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女生ꎮ 说明经常

参加体育活动者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ꎬ使情绪

处于良好状态[３－４] ꎮ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可增加自己的

交际能力ꎬ与更多爱好相同的伙伴进行交流ꎬ从而降

低了生活中产生的抑郁情绪[５－６] ꎮ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

女大学生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分值与不经常参加体

育活动女大学生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经常参加

体育活动者焦虑感减少ꎬ在生活中能够积极面对所遇

到的困难ꎬ在困难面前不会轻易出现负面情绪ꎮ 而不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女生则经常产生焦虑感ꎬ面对问

题易出现负面情绪ꎮ 经常参加体育活动者可以将注

意力转移到所进行的体育活动上ꎬ从而分散焦虑情

绪ꎬ减轻内心的冲突ꎬ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７] ꎮ
教育工作者应该了解目前高校大学生体育锻炼

概况ꎬ及更深层次女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ꎬ全面

了解女大学生的性格爱好、运动特点以及身体素质ꎮ

如身体素质差者可以建议其开始运动幅度小、时间短

的体育活动ꎮ 其次可以采取激励的方式[８－１０] ꎬ了解每

个女生体育活动所需要达到的目的ꎬ如一些女生爱美

希望达到减肥的效果ꎬ可以指导其合理的运动ꎬ以达

到设定的目标ꎻ一些女生可能自小体弱ꎬ希望通过参

加体育活动来达到强身的目的ꎬ可以定个短期容易达

到的目标ꎬ然后在有效果之后再为其设定长期目标ꎻ
有些女生希望可以通过参加体育活动扩大自己的社

交圈ꎬ可以介绍她们参加一些社团ꎬ以达到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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