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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疆阿勒泰地区农牧区哈萨克族高中学生的闲暇活动满意度ꎬ为提高哈萨克族高中生闲暇活动

质量提供支持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ꎬ选取阿勒泰地区农牧区 ４ 所高中学校的 ４ ０６８ 名哈萨克族高中学生进行闲

暇活动满意度及相关信息调查ꎮ 结果　 哈萨克族高中学生对闲暇活动满意的有 １ ９２２ 名ꎬ占总人数的 ４７.２５％ꎻ一般的有

１ ３８８名ꎬ占总人数的 ３４.１２％ꎻ不满意的有 ７５８ 名ꎬ占总人数的 １８.６３％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农牧区哈萨克族超重高中

生的闲暇活动满意度高于正常体重学生(ＯＲ＝ １.３３９)ꎻ学习成绩优良的高于学习成绩差的学生(ＯＲ ＝ １.５３３)ꎻ闲暇活动为

体育锻炼和休闲娱乐的学生闲暇满意度较高(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５３４ꎬ１.４８９)ꎻ外向型和中间型高中生满意度高于内向型学生

(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５２９ꎬ１.２１９)ꎻ情绪较为稳定的高中生闲暇活动满意度高于情绪中间型和不稳定学生(ＯＲ 值分别为 ０.８４７ꎬ
０.５５２)ꎮ 结论　 新疆阿勒泰农牧区哈萨克族高中学生的闲暇活动满意度不高ꎬ应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

闲暇活动项目提高哈萨克族高中学生的闲暇生活满意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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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暇活动质量不能单纯的用参与频次来衡量ꎬ重
点应考虑参与者参加闲暇活动时的心理状态ꎬ也就是
闲暇活动时的满意度[１－３] ꎮ Ｂｅａｒｄ 等[４] 对闲暇活动的
满意度定义为在参与闲暇活动时体验到积极的、快乐
的情绪体验和感受ꎬ是参与者对闲暇活动整体满意和
满足的程度体现ꎮ 国内外学者研究显示ꎬ当体验到较
高的闲暇活动满意度时ꎬ个体的幸福感指数往往也较
高ꎬ同时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５－６] ꎮ 另外也有研
究显示ꎬ闲暇活动满意度与心理健康量表各因子得分
呈负相关[７] ꎮ 本研究以新疆阿勒泰农牧区的 ４ ０６８ 名
哈萨克族高中生为调查对象ꎬ了解农牧区哈萨克族高
中生闲暇活动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ꎬ旨在为提高该地
区哈萨克族高中生闲暇活动质量提供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ꎬ在阿勒泰地区所有
农牧区随机选取 ４ 所高中学校(青河县萨尔托海乡牧
业中学、青河县阿热勒托别乡中学、青河县阿热勒乡
第一中学、青河县阿热勒乡第二中学)的全体哈萨克
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高一至高三年级共发放问卷
４ １５７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４ ０６８ 份ꎬ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８６％ꎮ其中高一年级学生 １ ５６２ 名ꎬ高二年级学生
１ ３１８ 名ꎬ高三年级学生 １ １８８ 名ꎻ男生 ２ １６４ 名ꎬ女生
１ ９０４ 名ꎮ平均年龄为(１８.１４±１.２５)岁ꎮ
１.２　 方法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调查者的基本信息、闲

暇活动及满意度情况和个性特征等 ３ 个方面ꎮ 基本信
息主要包括被试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自身学习
成绩、父母文化程度等ꎮ 闲暇活动调查通过参考相关
文献后[８－９] ꎬ采用自编问卷进行ꎮ 主要了解调查者闲
暇活动的内容或项目ꎬ具体为主要闲暇活动是学习艺
术特长、参加课余辅导班、做作业、科技班学习、参加
社会实践、体育锻炼、休闲娱乐、课程辅导班、是否参
加过科技特长、艺术特长等ꎬ共由 １０ 个题目组成ꎮ 闲
暇活动满意度由被试根据自身情况自评得出结果ꎬ分
为“很满意”“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很不
满意”等 ５ 个等级(多因素分析研究分类中将“很满
意”和“比较满意” 归入“满意”ꎬ将“比较不满意” 和
“很不满意”归入“不满意”)ꎮ 问卷经过调查后最终确
定ꎬ分半信度为 ０.８５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ꎮ

个性特征采用 １９７５ 年艾森克制定的人格问卷
(ＥＰＱ)进行调查[１０] ꎬ共有 ８８ 个题目ꎬ分为 ４ 个分量
表ꎬ分别为内外向、神经质、精神质、自身隐蔽ꎮ 问卷
经过调查后最终确定ꎬ分半信度为 ０.８６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
数为 ０.８９ꎬ信度较好ꎮ 内外向及情绪评定依据问卷因
子得分得出ꎬ<４３.３ 分为内向、情绪稳定者ꎻ４３.３ ~ ５６.７
分为中间型ꎻ> ５６.７ 分为外向、情绪不稳定者ꎮ 依据
２００４ 年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公布的“中国学龄儿童青
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值分类标准”进行筛查评
定[１１] ꎮ 本研究由经过培训的哈萨克族教师指导学生
填写问卷ꎬ调查前讲明调查的目的和要求ꎬ问卷以班
级为单位进行发放ꎬ当场发放当场收回ꎮ 问卷翻译为
哈萨克语进行调查ꎬ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软件进行双录
入ꎬ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 χ２ 检验和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等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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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闲暇活动满意度　 ４ ０６８ 名阿勒泰农牧区哈萨克
族高中生中对闲暇活动满意度持满意态度的有 １ ９２２
名ꎬ占总人数的 ４７.２５％ꎻ持一般态度的有 １ ３８８ 名ꎬ占
总人数的 ３４.１２％ꎻ持不满意态度的有 ７５８ 名ꎬ占总人
数的 １８.６３％ꎮ

在具体项目方面ꎬ主要闲暇活动是体育锻炼的学
生持满意态度的占 ５８.４３％ꎬ一般态度的占 ３０.０３％ꎬ仅
有 １１.５５％的学生持不满意态度ꎻ在闲暇活动是休闲娱
乐的学生中持满意态度的占 ５２.６３％ꎬ一般态度的占
３４.４７％ꎬ有 １２.９０％的学生持不满意态度ꎻ业余时间参
加辅导班的学生中持满意态度的学生比例为 ４７.００％ꎬ
不满意学生占 １７.２６％ꎻ主要闲暇活动是参加社会实践
的学生中持满意态度的占 ５６. ３４％ꎬ一般态度的占
３６.２０％ꎬ有 １７.４６％的学生持不满意态度ꎻ主要闲暇活
动是艺术特长学习的学生中持满意态度的占 ５４.５５％ꎬ
一般态度的占 ３１.０９％ꎬ有 １４.３６％的学生持不满意态
度ꎻ主要闲暇活动是科技班学习的学生中持满意态度
的占 ４４.２６％ꎬ一般态度的占 ２６.２３％ꎬ有 ２９.５１％的学
生持不满意态度ꎻ主要闲暇活动是参加辅导班的学生
中持满意态度的占 ４４.８１％ꎬ一般态度的占 ３７.０３％ꎬ有
１８.１６％的学生持不满意态度ꎻ主要闲暇活动是做作业
的学生中持满意态度的占 ４４. ７９％ꎬ一般态度的占
３７.０７％ꎬ有 １８.１５％的学生持不满意态度ꎮ
２.２　 闲暇活动满意度单因素分析　 以哈萨克族高中
生闲暇活动满意度为因变量ꎬ以性别、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视力、学习成绩等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ꎬ
结果显示ꎬ哈萨克族男生与女生闲暇活动满意度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２.４６ꎬＰ<０.０１)ꎻ是否近视的
学生闲暇活动满意度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０.７８ꎬＰ>０.０５)ꎻＢＭＩ 正常、超重和肥胖三组间比较ꎬ闲

暇活动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１. ４７ꎬ Ｐ <
０.０５)ꎻ不同父亲文化程度高中生闲暇活动满意度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０３ꎬＰ>０.０５)ꎻ不同母亲文化程度
高中生闲暇活动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４.６３ꎬＰ<０.０１)ꎻ学习成绩较差、中等、良好和不清楚
的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２.６４ꎬＰ<０.０１)ꎻ
课业负担轻松、一般、较重的各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３５８.７３ꎬＰ<０.０１)ꎻ精神质方面ꎬ非精神质、
中间型、精神质 ３ 组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３.１７ꎬＰ<０.０１)ꎻ内外向各组间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７３.４２ꎬＰ<０.０１)ꎻ不同情绪方面各组相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３６.９０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闲暇活动满意度的多因素分析　 以闲暇活动满
意度为因变量ꎬ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
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多分类变量设置哑变量ꎬ
并对各因素进行赋值ꎬ具体为性别:男生 ＝ １ꎬ女生 ＝ ２ꎻ
ＢＭＩ:正常＝ １ꎬ超重 ＝ ２ꎬ肥胖 ＝ ３ꎻ母亲文化程度:低 ＝
１ꎬ一般＝ ２ꎬ高＝ ３ꎻ学习成绩:较差＝ １ꎬ中等＝ ２ꎬ良好 ＝
３ꎬ不清楚＝ ４ꎻ课业负担:轻松＝ １ꎬ一般＝ ２ꎬ较重＝ ３ꎻ主
要闲暇活动:是 ＝ １ꎬ否 ＝ ０ꎻ精神质:非精神质 ＝ １ꎬ中间
型＝ ２ꎬ精神质＝ ３ꎻ内外向:内向型＝ １ꎬ中间型＝ ２ꎬ外向
型＝ ３ꎻ情绪:稳定＝ １ꎬ中间型 ＝ ２ꎬ不稳定 ＝ ３ꎮ 结果显
示ꎬ农牧区哈萨克族超重高中生的闲暇活动满意度高
于正常体重学生ꎻ学习成绩良好的高中生满意度高于
学习成绩差的学生ꎮ 从闲暇活动内容方面看ꎬ闲暇活
动为体育锻炼和休闲娱乐的哈萨克族高中生满意度
较高ꎻ闲暇活动为做作业的学生满意度较低ꎮ 性格方
面ꎬ外向型和中间型高中生的满意度高于内向型学
生ꎻ情绪较为稳定的高中生闲暇活动满意度高于情绪
中间型和不稳定的学生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高中生闲暇活动满意度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４ ０６８)

影响因素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ＢＭＩ 超重 ０.２９３ ０.１１２ ７.０９４ <０.０１ １.３３９(１.０８１ ~ １.６６１)

肥胖 ０.１６６ ０.１４６ １.２９５ ０.２５６ １.１８１(０.８８８ ~ １.５６９)
学习成绩 中等 ０.２２１ ０.１５１ ２.１６８ ０.１４２ １.２４７(０.９３１ ~ １.６７１)

良好 ０.４２７ ０.１５４ ７.７９１ <０.０１ １.５３３(１.１３６ ~ ２.０６７)
不清楚 －０.０７３ ０.２１３ ０.１１８ ０.７３３ ０.９３２(０.６１５ ~ １.４１１)

课业负担 一般 －０.５１８ ０.１５６ １１.１３８ ０.０１ ０.５９７(０.４４１ ~ ０.８０９)
重 １.３９１ ０.１５３ ８３.５５９ <０.０１ ０.２４８(０.１８６ ~ ０.３３７)

主要闲暇活动 做作业 －０.２４８ ０.０８８ ８.０４８ <０.０１ ０.７８１(０.６５８ ~ ０.９２９)
体育锻炼 ０.４２９ ０.０８６ ２４.９６７ <０.０１ １.５３４(１.２９７ ~ １.８１２)
休闲娱乐 ０.３９６ ０.０８３ ２４.２５９ <０.０１ １.４８９(１.２７１ ~ １.７４２)

内外向 中间型 ０.１９９ ０.０８９ ４.９８９ ０.０２７ １.２１９(１.０２５ ~ １.４５１)
外向型 ０.４２６ ０.１０１ １７.９９５ <０.０１ １.５２９(１.２５８ ~ １.８６２)

情绪 中间型 －０.１６８ ０.０８８ ３.６４９ ０.０５７ ０.８４７(０.７１４ ~ １.００６)
不稳定 －０.５９６ ０.０９９ ３６.６０３ <０.０１ ０.５５２(０.４５５ ~ ０.６６８)

３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ꎬ新疆阿勒泰农牧区哈萨克族高中

生闲暇活动满意度总体水平不高ꎬ仅为 ４７.２５％ꎬ与郭
家宁等[１２]对上海市高中生的调查结果(４７.８０％)相比
略低ꎮ 导致农牧区哈萨克族高中生闲暇活动满意度
较低的原因首先与当前高考的压力大ꎬ使得高中生大

部分时间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中ꎬ没有时间参与相应
的闲暇活动有关ꎻ其次ꎬ家长的高期望值使得学生心
理上承受着巨大的负担ꎬ没有心情去参加闲暇活动ꎻ
再次ꎬ阿勒泰农牧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ꎬ基础设施建
设不足ꎬ能够开展的闲暇活动项目有限ꎻ最后ꎬ长期生
活在牧区ꎬ哈萨克族高中生的思想观念还未达到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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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闲暇活动的程度ꎮ 以上综合因素导致高中学生
闲暇活动满意度较低ꎮ

高中生闲暇活动满意度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闲
暇活动以做作业的高中生满意度较低ꎬ学习成绩越好
的学生闲暇活动满意度也越高ꎮ 在我国当前的升学
体制下ꎬ哈萨克族家长将学习成绩看作为高中生发展
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目标ꎬ学习成绩将直接影响到哈萨
克族高中生的社会关系和周围环境ꎬ同时对高中生的
心理带来一定影响ꎬ因此ꎬ高中生对周围各项事务或
活动的满意度与其自身的学习成绩存在直接关系ꎮ
哈萨克族高中生高考的压力比其他地区学生大ꎬ原因
是因为生活在农牧区的高中生家庭一般ꎬ子女较多ꎬ
因家庭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的落后ꎬ常常让家中的男
孩或成绩好的孩子上学ꎬ女孩或成绩差的在家帮助家
长进行牧业劳动ꎬ这样也会无形中赋予学生更多的压
力和希望ꎬ导致学生思想压力较重ꎬ将大部分时间投
入到紧张的学习中ꎬ从而使闲暇时间较少ꎮ 另外ꎬ哈
萨克族高中生闲暇活动的项目选择也在发生变化ꎬ有
时闲暇项目的选择并非自身愿意参加的项目ꎬ而是在
家长的强制要求下进行的ꎮ 胡芳等[１３]的研究显示ꎬ中
学生的学习成绩越好ꎬ其自身的积极情感、总体幸福
感和生活满意度均较高ꎬ消极情感相对较低ꎻ反之ꎬ成
绩较差ꎬ消极情感也较高ꎮ 学习成绩较好的哈萨克族
高中生感觉在学业上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ꎬ能够较
好地处理学习和闲暇活动时间ꎬ合理安排自身的闲暇
活动时间和项目ꎬ因此对闲暇活动的满意度相对较
高ꎮ 调查还显示ꎬ闲暇活动项目主要为体育锻炼和休
闲娱乐的学生闲暇生活满意度较高ꎬ这一结果也能真
实反映出当前哈萨克族高中生渴望参加体育锻炼和
休闲娱乐的愿望ꎮ 同时ꎬ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对青少年
的注意力和认知能力有很大提高ꎬ对保持适中的体型
有很大促进作用ꎬ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发展均有益
处[１４－１６] ꎮ 王书梅[１７] 的研究也显示ꎬ青少年的学习成
绩与自身健康状况存在密切关系ꎬ良好的健康状况对
学习有促进作用ꎮ 因此ꎬ对于高中阶段的哈萨克族学
生来说ꎬ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对身体和心理的健康发
展、成绩的提高将带来较多的帮助ꎮ 调查结果还显
示ꎬ外向型学生的闲暇生活满意度高于中间型和内向
型ꎬ同时情绪稳定的高中学生闲暇活动满意度高于中
间型和不稳定型学生ꎮ 袁庆等[１８]的研究显示ꎬ外向型
和情绪稳定的学生在对自身的心理调节能力方面较
内向型和不稳定情绪学生更强ꎮ 可能是因为外向型
学生往往较为活泼ꎬ遇到问题时习惯求助于他人ꎬ同
时与他人的沟通能力也较强ꎬ遇到问题时能及时解
决ꎬ减轻自身的心理负担ꎬ对闲暇活动的满意度也较
高ꎮ 情绪不稳定、内向型的学生往往遇到问题时不愿
与他人沟通ꎬ常常以消极的负性情绪对待事情[１９－２１] ꎬ
因此对闲暇活动的满意度也较低ꎮ 调查还显示ꎬ哈萨
克族超重高中学生的闲暇生活满意度高于正常体型
学生ꎬ原因可能是因为超重学生的闲暇活动项目主要

集中于静态的娱乐项目上ꎬ同时饮食方面得到极大的
满足ꎬ因此对闲暇活动的满意度相对较高ꎬ针对这一
问题是否有其他因素影响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和
研究ꎮ

针对以上调查结果ꎬ结合阿勒泰农牧区的实际情
况ꎬ今后应在以下方面开展工作:学校应积极组织班
级开展哈萨克族学生较为喜欢的闲暇活动项目ꎬ如骑
马、排球、足球比赛等ꎬ让学生舒缓紧张的学习压力ꎻ
社会、学校和家长应关注学生的闲暇生活ꎬ以更好地
帮助哈萨克族高中学生形成健康的闲暇生活习惯和
态度ꎻ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闲暇活动项目也将能够有
效提高哈萨克族高中生闲暇活动的参与度和满意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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