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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

河北省中学生社会资本对健康行为的影响

张宏杰１ꎬ陈玮２ꎬ王建辉１ꎬ安宇１ꎬ李辉１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ꎬ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０００ꎻ２.江西中医药大学体育部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学生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健康行为的影响ꎬ为指导青少年健康行为干预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

用健康生活方式量表和青少年社会资本量表ꎬ对从河北省随机整群抽取的 １ ５９５ 名(男生 ８２５ 名ꎬ女生 ７７０ 名)中学生进行

调查ꎮ 结果　 中学生社会资本在性别、户籍类别、学段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中学生健康行为高分组社

会资本各维度得分为 １.８４~ ２.９８ 分ꎬ低分组为 １.６９~ ２.３４ 分ꎬ高分组拥有较好的社会资本ꎮ 青少年身体运动行为受社会资

本影响最深(６ 项)ꎬＯＲ＝ ２.１０２~ １.５５４ꎻ其次是压力处理、人际关系和营养行为各为 ３ 项ꎬＯＲ 值分别为(１.７１６~ １.５４６)(１.６８９
~ １.６４３)(２.５９０~ ０.６３５)ꎻ最后是健康责任和自我实现ꎬ各 ２ 项ꎬＯＲ 值分别为(１.９６５~ １.５６５)和(１.７６４~ １.５９７)ꎮ 结论　 中学

生健康行为受社会资本影响较大ꎬ应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指导青少年科学利用社会资本ꎮ
【关键词】 　 社会支持ꎻ健康行为ꎻ精神卫生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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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学研究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７.０２１

　 　 社会资本是个体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 社会网络中的资源[１] ꎮ 社会资本作为社会因素ꎬ与健

康的关系正逐渐成为公共卫生研究的新视角[２－３] ꎮ 有

研究表明ꎬ社会资本有利于个体特定的行动[４] ꎬ对健

康的影响作用明显[１] ꎮ 由于受生活环境的限制ꎬ青少

年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存在于学校和家庭之中ꎮ 为

２３０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第 ３８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７



指导青少年科学利用社会资本ꎬ减少健康不良行为ꎬ
笔者对中学生有限的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健康行为

的影响进行分析ꎬ为青少年健康行为干预、体质健康

改善提供可借鉴的方法和建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依据研究需要并经相关专家建议ꎬ确定以

石家庄、廊坊、唐山 ３ 市的中学生为研究对象ꎮ 根据学

校特征和所处的地理位置ꎬ调查组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０—２５ 日ꎬ共随机抽取 １２ 所学校(石家庄 ３ 所、廊坊 ６
所、唐山 ３ 所)ꎮ 各校按年级分层ꎬ抽取初中(初一、初
二)和高中(高一、高二)共 ４ 个年级ꎮ 采用随机整群

抽样方法ꎬ对 ４ 个年级共 ５６ 个班级进行单阶段入班调

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６８０ 份ꎬ剔除因漏、误、缺、重的无效

问卷 ８５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５９５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 ９４％ꎮ 其中男生 ８２５ 名 ( ５１ ７２％)ꎬ 女生 ７７０ 名

(４８ ２８％)ꎻ初中生 ８１０ 名( ５０ ７８％)ꎬ高中生 ７８５ 名

(４９ ２２％)ꎻ城市户籍学生 ８２１ 名(５１ ４７％)ꎬ农村户

籍学生 ７７４ 名(４８ ５３％)ꎮ 年龄(１６ ５８±１ ３３)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人口学特征　 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年级、户籍

类别等ꎮ
１.２.２　 健康行为　 采用健康生活方式量表[５] ꎬ对包括

营养行为、身体运动、人际关系、压力处理、健康责任

和自我实现 ６ 个维度的健康行为进行测评ꎮ 采用 Ｌｉｋ￣
ｅｒｔ 正向 １ ~ ５ 等级计分法ꎮ 量表同质性信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８２ꎮ
１.２.３　 社会资本　 采用青少年社会资本量表[６] 对被

试社会资本情况进行评价ꎮ 量表主要内容包括家庭

经济资本、社区支持资本、体育政策资本、师生交往资

本、学校场馆资本和亲朋互动资本 ６ 个方面ꎮ 量表采

用李克特 ５ 点式计分ꎬ从“非常符合”过渡到“很不符

合”ꎬ分别计 ５ ~ １ 分ꎮ 量表经探索性( ＥＦＡ)和验证性

因素分析ꎬ结构效度良好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０.９０２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将有效问卷输入计算机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在对缺失值、奇异数据进行清理

和检查基础上ꎬ 采用(ｘ±ｓ)进行正态分布计量资料描

述ꎬ对不同性别、户籍类别和年级青少年社会资本 ６ 个

维度差异进行 ｔ 检验ꎻ分别以健康行为 ６ 个维度为潜

因变量ꎬ以社会资本为潜自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人口学特征中学生社会资本比较　 表 １ 显

示ꎬ男生拥有的社会资本普遍较高ꎬ但只在师生交往

资本上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ꎻ城市中学生拥有相

对较高的社会资本ꎬ在家庭经济资本、师生交往资本、
学校场馆资本方面得分均较高ꎬ且城乡间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ꎻ高年级学生比低年级学生拥有相对较高的

社会资本ꎬ除师生交往资本外ꎬ其他 ５ 个方面的社会资

本得分学段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社会资本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家庭经济资本 社区支持资本 体育政策资本 师生交往资本 学校场馆资本 亲朋互动资本
性别 男 ８２５ ２.４３±０.６８ １.８４±０.５９ ２.３４±０.５４ ２.４６±０.６４ ２.２８±０.４５ ２.４１±０.６４

女 ７７０ ２.３８±０.６７ １.６７±０.５４ ２.２８±０.５５ ２.１８±０.６５ ２.２４±０.４７ ２.３６±０.５４
ｔ 值 １.２４７ １.３０９ １.１５４ ２.１３８ １.０８３ １.３１１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户籍 农村 ８２１ ２.２１±０.６０ １.６９±０.５７ ２.２４±０.５４ ２.０４±０.６５ ２.２２±０.４４ ２.２８±０.６４
城市 ７７４ ２.４９±０.５１ １.８７±０.６１ ２.４４±０.５４ ２.２１±０.６３ ２.４６±０.４５ ２.３４±０.６４

ｔ 值 ２.１８７ １.２５９ １.０６３ １.９６２ ２.１５９ １.１７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学段 初中 ８１０ ２.２６±０.６８ １.７１±０.５７ ２.３１±０.５７ ２.２４±０.６１ ２.４３±０.４４ ２.３０±０.５８
高中 ７８５ ２.８４±０.６７ １.９５±０.５８ ２.５４±０.５６ ２.２７±０.６６ ２.６５±０.４５ ２.５８±０.６２

ｔ 值 １.９４６ １.８９２ １.９２７ １.４４１ １.８８６ １.９８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不同健康行为中学生社会资本比较　 依据青少

年健康行为 ６ 个维度得分ꎬ计算其健康行为总体得分ꎬ
并将总分按照大于等于平均分为高分组ꎬ小于平均分

为低分组进行划分ꎮ 对健康行为 ２ 个组别中学生的社

会资本情况进行比较ꎬ除社区支持资本外ꎬ其他 ５ 个社

会资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健康行为高得分中学生

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健康行为中学生社会资本得分比较(ｘ±ｓ)

健康行为得分 人数 家庭经济资本 社区支持资本 体育政策资本 师生交往资本 学校场馆资本 亲朋互动资本
高 ９５８ ２.９３±０.６８ １.８４±０.５９ ２.６８±０.５４ ２.５８±０.６４ ２.９８±０.４５ ２.６０±０.６４
低 ６３７ ２.２８±０.６７ １.６９±０.５４ ２.２８±０.５５ ２.２３±０.６５ ２.３４±０.４７ ２.２６±０.５４
ｔ 值 ２.１０５ ０.５６７ １.９２１ ２.１０６ ２.２０５ １.９８７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３６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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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的评价与检验　 ６ 个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模型整体的似然比 χ２ 统计量对应的相伴概率均小

于 ０.０１ꎬ各模型均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在模型拟合优度

评价结果中ꎬ ６ 个模型分别解释了因变量 ４５. ２％ꎬ
１８ ９％ꎬ２３ ４％ꎬ３１ ４％ꎬ５９ １％和 ６７ ６％的变动ꎬ均具

有较高的拟合优度ꎮ
２.４　 中学生社会资本对健康行为的影响　 将健康行

为 ６ 个维度得分分别划分为高低分组(高分组 ＝ ２ꎬ低

分组＝ １)的 ２ 分类变量ꎬ并分别作为因变量ꎮ 社会资

本 ６ 个因素为自变量ꎬ进行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从

影响的广度上看ꎬ师生交往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和亲

朋互动资本分别对 ４ 个维度健康行为的影响最大ꎬ其
次是体育政策资本和学校场馆资本ꎬ最后是社区支持

资本ꎻ从影响的深度上看ꎬ社会资本对身体运动行为

影响最深ꎬ其次是压力处理、人际关系和营养行为ꎬ最
后是健康责任和自我实现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中学生健康行为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ＯＲ 值ꎬｎ ＝ １ ５９５)

自变量 营养行为 压力处理 人际关系 自我实现 健康责任 身体运动
师生交往资本 ０.６３５∗ １.５４６∗ １.６４３∗ １.７６４∗∗ １.３５４ ２.１０２∗∗

学校场馆资本 １.４２７ １.３４５ １.２６１ １.４２０ １.０３１ １.５５４∗∗

体育政策资本 １.３７３ １.６８７∗ １.６７９∗ １.４１７ １.１７１ １.９３０∗∗

家庭经济资本 ２.５９０∗∗ １.３８７ １.３５７ １.５９７∗ １.９６５∗∗ １.７９４∗∗

亲朋互动资本 ０.７４７∗ １.７１６∗ １.６８９∗ １.３８５ １.５６５∗ １.８５４∗∗

社区支持资本 １.１２９ １.１６８ １.０３１ １.６３２ １.３４０ １.５５８∗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数据显示ꎬ师生交往资本、学校场馆资本、
体育政策资本、家庭经济资本、亲朋互动资本和社区

支持资本对中学生身体运动行为均有正向影响ꎬ其中

影响程度较深或较大的依次是师生交往资本、体育政

策资本和亲朋互动资本ꎬ表明青少年拥有越多的社会

资本ꎬ身体运动行为越好ꎮ 家庭、学校的社会支持度

越高ꎬ孩子每周参与身体运动的次数越多ꎬ时间越

长[７] ꎮ 由于中学生生活圈基本在家庭与学校之间ꎬ家
庭成员以及学校师生的行为态度毫无疑问会影响他

们的身体运动行为ꎮ 家庭紧密的网络联系使中学生

得到更多来自父母、亲朋好友的督促和提醒ꎬ有利于

身体运动行为的形成ꎮ 在学校ꎬ体育政策资本激发中

学生身体运动的热情ꎬ师生交往资本拉近了师生、生
生之间的关系ꎬ学校场馆资本为参与身体运动提供了

外部条件ꎻ拥有更多更良好的师生资本ꎬ频繁受到教

师和同学的影响ꎬ有利于身体运动行为的完成ꎮ
压力处理和人际关系 ２ 项健康行为主要受师生交

往资本、体育政策资本和亲朋互动资本影响较大ꎬ且
均呈正相关ꎮ 说明拥有较多社会资本不仅能与周围

社会成员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ꎬ同时也能提升压力处

理的能力ꎬ保持较多的减压行为ꎮ 董宏伟[８] 的研究发

现ꎬ体育锻炼过程中师生互动频繁ꎬ有助于青少年保

持良好的心理状态ꎬ促进其具备较强的抗压能力ꎮ 当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遇到困难、烦恼时ꎬ希望得到家

人的支持、同学的理解、教师的帮助以及其他社会成

员信任等ꎬ而其拥有的师生交往资本和亲朋互动资

本ꎬ有利于青少年在这种交往和互动之中建立解决困

难的信心ꎬ树立正视烦恼的勇气ꎬ同时在交往和互动

之中紧密了与社会成员间的关系ꎮ 体育政策资本更

能有效激发青少年积极地投入到互动与交往之中ꎮ

中学生营养行为主要受家庭经济资本影响较大ꎮ
良好的家庭经济环境能够为家庭成员健康行为提供

更强的经济支持[９] ꎬ同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孩子饮

食习惯、膳食行为更大程度上受家庭成员的影响ꎮ 亲

朋互动资本和师生交往资本对中学生营养行为产生

负向影响ꎮ 可能与中学生较差的自制能力而受到其

它同伴的不良饮食行为的影响有关ꎬ如好甜食、零食、
膨化食品等ꎮ 张叶香等[１０]研究发现ꎬ女生不健康减肥

以及吃快餐、吃甜点行为比例显著高于男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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