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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研究成都市初中生社交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及其对抑郁的影响ꎬ为减少初中生抑郁提供建议和策

略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９—１２ 月抽取成都市 ８ 所中学的 ３ ６２３ 名初中生为研究对象ꎬ采用自编问

卷进行调查ꎮ 利用 Ｚ 检验、χ２ 检验和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探索初中生抑郁的影响因素ꎮ 结果　 初中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

为 ４５.６０％ꎮ ５７.３４％的学生表示喜欢社交体育项目ꎬ６５.８７％的初中生在调查前一周参加了学校开展的社交体育项目ꎬ
４２.２５％的学生参与社交体育活动时间< ３０ ｍｉｎꎬ２２.２４％活动超过 ４５ ｍｉｎꎻ２０.１６％的学生表示运动后无感觉ꎬ微微出汗占

３１.８８％ꎮ 女生的社交体育项目参与度高于男生ꎬ女生运动后感受更强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Ｚ 值分别为 ６.２８ꎬ－２.６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表明ꎬ对于男生ꎬ高年级、母亲文化程度低、家庭经济状况差、非独生子女、单独锻炼与抑郁

症状检出率呈正向关联ꎬ喜欢社交体育与抑郁症状检出呈负向关联(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２６ꎬ１.９１ꎬ１.５２ꎬ２.５６ꎬ１.５８ꎬ１.７１ꎬ０.７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对于女生ꎬ高年级、父亲文化程度低、非独生子女与抑郁症状检出率呈正向关联ꎬ喜欢社交体育与抑郁症状检

出率呈负向关联(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２９ꎬ１.７４ꎬ１.３７ꎬ１.４７ꎬ０.６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喜欢社交体育有利于减少初中生抑郁症

状ꎬ建议社交体育的开展作为课外体育活动的首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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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４.０１９

　 　 体育锻炼是中学生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ꎬ它能

增强中学生的体质ꎬ改善不良情绪ꎬ降低心理症状的

感受性ꎬ从而增强对生活状态的积极认知[１] ꎮ 近年来

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都在强调体育锻炼的重要性ꎬ
２０１８ 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成都市强化学

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实施方案» 中提

出ꎬ要进一步推动成都市学校体育改革发展ꎬ推动学

生健身与健康深度结合ꎬ学生在校期间每天体育锻炼

时间不低于 １ ｈꎬ并鼓励各学校积极做好本校课程开

发ꎮ 社交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往来ꎬ是当今社会应该

具备的能力ꎮ 本研究结合体育锻炼和社交的特点ꎬ将
两者相结合ꎬ创新性地提出“社交体育” (指具有社交

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并进行定义ꎬ探索其对初中学生

１５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第 ４１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４



抑郁的影响ꎬ为加强中学生的人际交往、提高身心健

康水平提供理论指导和策略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９—１２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的方法ꎬ以班级为单位ꎬ每所学校初一至初三年级分

别抽取 １５０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每所学校参与调查的

学生人数约为 ４５０ 名ꎮ 共调查成都市 ８ 所中学的

３ ６２３名初中学生ꎬ其中男女生分别为 １ ７５５ꎬ１ ８６８ 名ꎻ
初一、初二、初三人数分别为 １ ２８３ꎬ１ １９７ꎬ１ １４３ 名ꎻ独
生子女 ２ ３０８ 名ꎬ非独生子女 １ ３１５ 名ꎮ 按照本研究提

出的“社交体育”的定义和特征要求ꎬ８ 所学校根据各

自学校的特点设计并开展不同形式的社交体育项目ꎬ
项目包括快乐气排球、快乐足球、快乐排球、八字跳

绳、班级足球联赛、团队接力赛等ꎬ每所学校由体育老

师负责ꎬ根据学校的体育课程安排按阶段开展ꎮ
１.２　 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ꎬ具体操作:首先对

调查员进行培训ꎬ熟悉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

问卷内容等ꎬ了解调查流程及调查员职责ꎬ并提出质

量要求ꎮ 现场调查按年级分批次进行ꎬ由学校老师安

排学生在上课时间、集中在教室开展调查ꎬ采用自填

式问卷填写ꎬ填写前由老师说明要求及注意事项ꎬ学
生以匿名形式独立完成并当场回收ꎬ完成问卷时间约

为 ３０ ~ ４０ ｍｉｎꎮ 本研究将“社交体育”定义为:为了完

成体育活动ꎬ参与者之间必须通过语言、手势、眼神、
动作等手段进行信息交流的体育活动项目[２] ꎮ 社交

体育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３] :(１)参与人数需≥２ 人ꎻ
(２)体育活动有较复杂的规则和评判标准ꎻ(３)参与者

之间对规则、行为、结果判断等必须及时沟通交流ꎻ
(４)有合作或 / 和有竞争ꎻ(５)在规则约束下规范和修

正运动行为ꎮ
１.３　 评估工具 　 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ＣＥＳ－Ｄ) [４] 评

估初中生抑郁状况ꎮ 量表包括躯体症状、抑郁情绪ꎬ

积极情绪和人际关系困难 ４ 个维度ꎬ共 ２０ 个条目ꎬ采
用 ４ 级评分ꎬ从“没有或偶尔”到“多数时间”ꎬ分别记

０ ~ ３ 分ꎬ满分 ６０ 分ꎬ应答者需要根据最近 １ 周的感受

填写ꎬ总分≥１６ 分时可判定有抑郁症状ꎬ１６ ~ １９ 分为

可能存在抑郁症状ꎬ≥２０ 分为存在抑郁症状ꎮ 本次研

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９ꎮ 自编一般情

况和社交体育运动状况调查条目(最喜欢的体育锻炼

方式、课间操和社交体育项目的喜欢程度、社交体育

项目的参与情况等)ꎮ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对数据进行整理、
分析ꎬｘ±ｓ 描述连续性变量ꎬ频数、构成比和率描述分

类变量ꎬ采用 Ｚ 检验和 χ２ 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学生社交

体育喜好程度及参与度的差异ꎬχ２ 检验分析社会人口

学特征、社交体育活动等与抑郁症状的关系ꎬ进一步

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以抑郁症状检出作为

因变量ꎬ性别、年级、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校
园生活、独生子女、锻炼方式、社交体育喜欢程度作为

自变量ꎬ采用向后 Ｗａｌｄ 法ꎬ自变量的纳入标准为０.１０ꎬ
剔除标准为 ０.１５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初中生社交体育开展情况　 ２６.２１％的初中生喜

欢独自锻炼ꎬ７３.７９％喜欢和他人一起锻炼ꎻ５７.３４％的

学生表示喜欢社交体育项目ꎬ１０.８７％不喜欢ꎻ喜欢课

间操的学生占 ４８.３３％ꎬ１８.３９％不喜欢ꎻ６５.８７％的初中

生在调查前 １ 周参加了社交体育项目ꎬ参与活动时间

<３０ ｍｉｎ 所占比例较大(４２.２５％)ꎬ２２.２４％活动超过 ４５
ｍｉｎꎻ２０.１６％的学生表示运动后无感觉ꎬ微微出汗所占

比例最大(３１.８８％)ꎬ只有 ４.８８％的学生在运动后会出

大汗ꎮ 经检验ꎬ男女生喜欢课间操的程度有差别ꎬ男
生比女生更喜欢课间操ꎻ男女生社交体育项目参与度

不同ꎬ女生的参与度高于男生ꎬ参与社交体育项目后

的感觉程度有差别ꎬ女生运动后感受更强ꎬ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初中生对不同体育形式的喜好情况及参与度分布比较

性别 人数
最喜欢的体育锻炼方式

单独锻炼 与他人一起

课间操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社交体育项目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男 １ ７５５ ４６０(２７.３) １ ２２８(７２.７) ８９０(５２.０) ５２５(３０.７) ２９５(１７.３) １ ０１１(５９.４) ４９１(２８.９) １９９(１１.７)
女 １ ８６８ ４５７(２５.２) １ ３５３(７４.８) ８１８(４４.８) ６５１(３５.７) ３５５(１９.５) １ ００４(５５.４) ６２６(３４.５) １８３(１０.１)
Ｚ / χ２ 值 １.８１ －３.９３ －１.７１
Ｐ 值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０９

性别 人数

过去 １ 周是否参

与社交体育项目

否 是

参与社交体育项目时长 / ｍｉｎ

<３０ ３０~ ４５ >４５

参与运动后感受

无感觉 全身微微发热 微微出汗 中等出汗 出大汗
男 １ ７５５ ６１３(３６.２) １ ０８０(６３.８) ７１８(４２.６) ５７８(３４.３) ３８９(２３.１) ３８３(２２.８) ４６０(２７.４) ４８１(２８.７) ２５７(１５.３) ９７(５.８)
女 １ ８６８ ５８３(３４.１) １ ２２８(６５.９) ７５４(４１.９) ６５９(３６.６) ３８６(２１.５) ３１９(１７.７) ４８７(２７.０) ６２９(３４.９) ２９６(１６.４) ７３(４.０)
Ｚ / χ２ 值 ６.２８ －０.２２ －２.６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８３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ꎻ部分数据信息有缺失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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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初中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　 成都市初中生抑

郁评分为 ( １６. １２ ± １０. ４９) 分ꎬ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

４５.６０％ꎬ其中 ８.７０％为可能有抑郁症状ꎬ３６.９０％为肯

定有抑郁症状ꎮ 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ꎬ不同性别、年
级、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是
否独生子女、社交体育喜欢程度、最喜欢的锻炼方式ꎬ
初中生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７. ２４ꎬ ８１. ００ꎬ ６７. ０４ꎬ ６０. ５０ꎬ ４８. ２４ꎬ ４８. ４９ꎬ
９２.２９ꎬ１６.４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

表明ꎬ男生高年级、母亲文化程度低、家庭经济状况

差、非独生子女、单独锻炼与抑郁症状检出率呈正向

关联ꎬ喜欢社交体育与抑郁症状检出呈负向关联ꎻ而
女生高年级、父亲文化程度低、非独生子女与抑郁症

状检出率呈正向关联ꎬ喜欢社交体育与抑郁症状检出

率呈负向关联ꎮ 见表 ２ꎬ３ꎮ

表 ２　 初中男生抑郁症状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７５５)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年级 ０.２４ ０.０７ １１.１７ <０.０１ １.２６(１.１０~ １.４５)
社交体育喜欢程度 －０.２６ ０.０５ ２３.３３ <０.０１ ０.７７(０.７０~ ０.８６)
母亲文化程度
　 本科(大专及以上) １.００
　 初中及以下 ０.６５ ０.１５ １９.８５ <０.０１ １.９１(１.４４~ ２.５５)
　 高中 / 中专 ０.４２ ０.１５ ８.２８ <０.０１ １.５２(１.１４~ ２.０３)
家庭经济状况
　 好 １.００
　 中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２６ ０.６１ ０.９４(０.７４~ １.１９)
　 差 ０.９４ ０.２５ １４.１４ <０.０１ ２.５６(１.５７~ ４.１８)
独生子女
　 是 １.００
　 否 ０.４６ ０.１２ １４.６１ <０.０１ １.５８(１.２５~ ２.００)
锻炼方式
　 与他人一起锻炼 １.００
　 单独锻炼 ０.５４ ０.１３ １７.３３ <０.０１ １.７１(１.３３~ ２.２１)

　 注:年级和社交体育喜欢程度为等级变量ꎮ

表 ３　 初中女生抑郁症状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１ ８６８)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年级 ０.２６ ０.０７ １４.８６ <０.０１ １.２９(１.１３~ １.４７)
社交体育喜欢程度 －０.４２ ０.０６ ５４.６６ <０.０１ ０.６６(０.５９~ ０.７４)
父亲文化程度
　 本科(大专及以上) １.００
　 初中及以下 ０.５６ ０.１３ １９.０６ <０.０１ １.７４(１.３６~ ２.２４)
　 高中 / 中专 ０.３２ ０.１４ ５.０１ ０.０３ １.３７(１.０４~ １.８１)
独生子女
　 是 １.００
　 否 ０.３８ ０.１１ １１.４７ <０.０１ １.４７(１.１８~ １.８３)

　 注:年级和社交体育喜欢程度为等级变量ꎮ

３　 讨论

本研究发现ꎬ对于初中男生和女生ꎬ喜欢社交体

育均与抑郁症状检出率呈负向关联ꎬ喜欢社交体育的

程度越高ꎬ抑郁症状检出风险越低ꎮ 有研究表明ꎬ人
的大脑和肌肉之间的信息传导是双向的ꎬ兴奋可以由

大脑传递给肌肉ꎬ肌肉收缩也可传递冲动到大脑ꎬ使
大脑的兴奋程度增高ꎬ表现出人的情绪高涨[５] ꎮ 体育

锻炼可以提供一个心理宣泄和转移不良情绪的机会ꎬ

同时也能使人体内脑啡肽含量增加ꎬ产生特殊的欣快

感ꎮ 体育活动能够增加社会交往ꎬ有助于形成和改善

人际关系ꎬ能给学生带来积极的自我概念ꎬ有利于增

强其自信心ꎬ提高自我价值和自尊ꎮ 因此体育锻炼被

称为不良情绪的“绿色疗法”ꎬ在治疗抑郁、焦虑等不

良情绪中起到重要作用[６] ꎮ Ｒｏｔｈｏｎ 等[７] 对 ２８ 所学校

２ ７８９ 名七至九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ꎬ体力活动和抑

郁症状呈负相关ꎬ每周增加 １ ｈ 的体育锻炼时间ꎬ抑郁

症状发生的风险将减少 ８％ꎮ 本研究中提出的社交体

育与传统体育活动概念相比ꎬ更强调了其社会交往功

能ꎬ通过体育活动为参与者提供了沟通交流的平台ꎬ
在达成锻炼身体目的的同时ꎬ增强了与同伴之间的相

互交流ꎬ协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ꎬ对心理健康起到

促进作用ꎮ 詹勤红[８] 研究表明ꎬ相比于个人运动项

目ꎬ集体运动项目对中学生同伴人际关系和自私性水

平有显著改善作用ꎻ另外一项干预实验研究发现ꎬ１２
周的趣味篮球对初中生焦虑和抑郁情绪有积极改善

作用[９] ꎻ王丽琴[１０] 的研究表明ꎬ功能性的体育游戏因

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娱乐性ꎬ更适合初中学生的身心

需求ꎬ可更好地提高锻炼动机和行为ꎮ 本研究结果表

明ꎬ对于学校开展的不同形式的社交体育项目ꎬ学生

的参与度均较高ꎬ过去 １ 周参与社交体育项目的比例

超过 ６５％ꎬ近 ６０％的初中生参与项目活动时间超过０.５
ｈꎬ运动后有 ３１.８８％的学生全身会微微发热或出汗ꎬ超
过 ５０％的学生喜欢社交体育项目ꎬ相比于男生ꎬ女生

的参与度更高ꎬ运动后感受更强ꎮ 说明社交体育相比

于课间操更具有娱乐性和灵活性ꎬ同时又不同于体育

课的教学内容ꎬ活动内容多且丰富ꎬ组织形式灵活ꎬ练
习强度适中ꎬ受到初中生的喜爱ꎬ且参与度高ꎮ ２０１６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的意见»中指出ꎬ学校体育要“以兴趣为引

导ꎬ注重因材施教和快乐参与”ꎬ并且鼓励“因地因校

制宜”“大胆探索创新”ꎮ 因此建议加强学校体育课程

建设ꎬ广泛开展社交体育项目ꎮ
本研究发现男生抑郁症状受到母亲文化程度的

影响ꎬ而女生抑郁症状检出受到父亲文化程度的影

响ꎬ既往研究有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学生抑郁症状检出

率高于父母文化程度高的结论[１１] ꎮ 分析原因可能是

由于文化程度较低的父母不容易发现子女的异常情

绪ꎬ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更可能创造良好的家庭环

境ꎬ同时更可能具有较好的教养方式ꎮ 父母受教育程

度越高ꎬ越能与子女进行有效沟通交流ꎬ处理子女问

题时ꎬ越能采取有效的说服教育方式去替代严厉的打

骂与批评ꎮ 何芳等[１２]研究发现ꎬ流动男生生活质量主

要受母亲文化程度影响ꎬ而流动女生生活质量主要受

父亲文化程度影响ꎮ 结合精神分析的观点ꎬ弗洛伊德
(下转第 ５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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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ꎻ学校也应增加基本动作技能相关的评价体系ꎬ
保证幼儿全面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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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人潜意识中存在恋母情结(男性) 或者恋父情结

(女性) [１３] 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随着年级的

增长男女生抑郁症状检出风险均增加ꎬ与有关研究结

果一致[１４] ꎮ 非独生子女的抑郁症状检出风险高于独

生子女ꎬ与金霞芳等[１５]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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