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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体育学习兴趣、人际交往能力和学校适应的关

系。方法：采用《体育锻炼等级量表》《初中生体育学习兴趣水平量表》《中学生人际交往能

力问卷》《初中生学校适应问卷》对初中生1 083人（男549人，女534人）进行团体心理测量，

应用链式中介作用检验和Bootstrap分析。结果：1）课外体育锻炼与学校适应之间存在正相

关（r=0.07），但对学校适应的预测作用不显著（P=0.18）；2）课外体育锻炼可以正向预测人际

交往能力和预测体育学习兴趣，人际交往能力可以正向预测体育学习兴趣和学校适应，体

育学习兴趣可以正向预测学校适应；3）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学习兴趣在课外体育锻炼和学

校适应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具体由3条路径产生的间接效应组成：课外体育

锻炼→人际交往能力→学校适应（95% CI：0.368，1.347），课外体育锻炼→体育学习兴趣→
学校适应（95% CI：0.022，0.262），课外体育锻炼→人际交往能力→体育学习兴趣→学校适

应（95% CI：0.604，1.444）；4）链式中介效应在女生群体中显著，在男生群体中不显著。结

论：1）课外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能力、体育学习兴趣水平；2）青少

年课外体育锻炼不能直接影响学校适应，但课外体育锻炼能通过人际交往能力或体育学习

兴趣单独间接影响青少年学校适应，也可以通过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学习兴趣链式中介间

接影响青少年学校适应，且课外体育锻炼效应具有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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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体教融合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physical education learning interest,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school adaptation of teenagers.

Methods: Group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the Scale of Physical Ex‐

ercise Level, the Scale of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Questionnaire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Ques‐

tionnaire of School Adapt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o survey 1 083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549 boys; 534 girls), the chain intermediary function test and bootstrap analy‐

sis were used. Results: 1)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

cise and school adaptation (r=0.07), but the prediction effect on school adaptation was not sig‐

nificant (P=0.18); 2)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can positively predict interpersonal abili‐

ty and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terpersonal ability can positively predict interest in physi‐

cal education and school adaptation;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school

adaptation; 3)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play a sig‐

nificant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and school adaptation.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consists of three indirect effects: from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to in‐

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then to school adaptation (95% CI: 0.368,1.347); from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to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n to school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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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I: 0.022, 0.262); from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to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then to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n to school adaptation (95% CI: 0.604,

1.444). 4)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was significant in the female group but not significant in

the male group. Conclusions: 1)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can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

ly predict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of adoles‐

cents; 2) the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an not directly af‐

fect the school adaptation, but it can indirectly affect the school adaptation of adolescents

through the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r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it can also indirectly affect the school adaptation ability of adolescents through the chain inter‐

mediar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re i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Keywords: extracurricular exercis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school adaptation

ability; interest in physical education; chain mediation; adolescents; gender difference; integra‐

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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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是儿童转变为成人角色的过渡时期，是

身心发育的突变阶段，该阶段学生的自主意识逐渐强烈，

情绪不稳定并且表现出对异性的过多关注。同时男女生

在青春期阶段也表现出了兴趣取向、成就动机、社会交往

以及意志品质的差异。如果教育引导不当，可能会出现

各种心理行为问题。青少年内外化问题的形成既有生物

学因素，也有社会环境因素。如果能在早期对个体进行

有针对性的训练，可以起到良好的预防作用（刘文 等，

2015）。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2020 年

4月 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指

出，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要树立健康第一

的教育理念，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帮助学生

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该意见明确了体教融合的战略重点，即在“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引领下，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是关键，促进青少年

健康是核心，强化青少年体育锻炼是保证。课外体育锻炼

作为学校体育的主要形式之一，既是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

重要手段，也是培育学生体育与健康核心素养的重要途

径。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运动能力、健康行为、体

育品德”可以有效对接《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

康发展的意见》提出的“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

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的行为养成是发展学生体育与健康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

也是增进学生健康的基本要求。课外体育锻炼不仅可以

让学生课余时间丰富多彩，满足身体运动需求，培养和激

发运动兴趣，掌握运动技能，享受运动乐趣，养成良好的

运动习惯，还能增进学生间的交流，提高自然环境和社会

环境的适应能力，同时培养合作意识、团队精神和责任

感，强化规则和公平正义意识，在此过程中健全人格、锤

炼意志，形成勇于进取、超越自我的精神，促进学生的健

康行为，增强学生的身心健康，进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颜军 等，2020）。所以，有效组织学校课外体育锻炼是促

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培养学生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的

主要途径之一，深入探讨课外体育锻炼与提高青少年人际

交往能力、体育学习兴趣和促进学校适应养成之间的关系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校适应最早可追溯到 Cowen 等（1973）提出的学校

适应AML（Aggressive-outgoing，Moody-internalized，Learn‐

ing disability）模型。Birch（1998）从过程角度提出，学校适

应不仅指学生在学校的表现，还指他们对学校的感觉或

态度，以及他们参与学校活动的程度。梁宗保等（2007）

从结果角度提出，学校适应是学生个体和学校环境、学校

活动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学校适应是青少年社会适应

中最常见的困难，存在的问题包括自我表达和学校生活

适应的焦虑，与同龄人之间人际关系所带来的社会压力，

自我展示与表现时的恐惧等（Kliziene et al.，2018）。就社

会生态心理学角度而言，学校适应是学生在学校中体现

的心理-行为-环境之间的均衡和谐程度，主要表现在学

校环境中的常规适应、学习适应、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

自我适应等。身体活动和锻炼可以增强青少年的心理社

会适应能力（De Moor et al.，2006），尤其是能通过提高自

尊和自我认同间接改善青春期女生的适应能力（Fitzger‐

ald et al.，2012）。此外，参与中等到大强度的锻炼比低强

度的锻炼更有利于降低与学校适应相关的抑郁症状

（Conradsson et al.，2010）。综上，体育锻炼可以提高学生

的学校适应，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本研究关于中介机制的关注点之一是人际交往能力

的中介效应。人际交往能力在心理学领域中的探讨起源

于对社会能力的研究，它是人与人在交往中，个体能够主

动沟通，表现出积极、有效的交往行为，从而处于和谐关

系的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学校适应

（牛端 等，2017；Bukowski，1996）。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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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儿童吸引更多的朋友，使他们保持友谊，发展社交网

络，从而提高人际交往能力。长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能

够增强学生自我表达能力、自我实现能力和人际关系技

巧，提高学校生活满意度（Koo et al.，2015）。祝大鹏等

（2004）在研究体育锻炼时间、频率和强度对大学生社交

技能的影响时发现，不同体育锻炼时间、频率和强度在一

定范围内与大学生社交技能呈正相关。综上，参与体育

锻炼可以改善和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并促进学校

适应。

本研究所关注的另一中介变量是体育学习兴趣。根

据 Hidi（2006）的理论，兴趣被定义为一种独特的动机变

量，是人们在与感兴趣对象之间的一种注意力的集中和

情感增加的状态。高情境兴趣不太可能因个人兴趣、身

体技能水平、性别或年级改变（Chen et al.，2017）。但学

生在体育课上的兴趣水平和投入程度可能因学科和文化

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Maldonado et al.，2019）。体育学习

兴趣包含在运动兴趣之中，是力求积极地认识、探究、参

与体育学习活动的心理倾向。它作为推动和维系学生参

与体育活动的最活跃、最现实的动力因素，是养成终身体

育锻炼习惯的基础。课外体育锻炼产生的任务吸引力、

社会归属感和感知能力会触发学生积极的体育学习兴

趣。Perlman（2010）认为，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后，对体育

活动的兴趣会增加。原因是参与体育活动可以作为个人

信息的先导，参与对未来体育行为和环境的判断和期望，

进而加深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体育学习兴趣虽然

是主观心理意向，但学生可以将注意指向和积极的情感

体验直接与具体的体育活动联系。有研究发现，个体的

体育学习兴趣与学生的自我认同、自我认知和人际交往

能力有密切联系（Geriņa，2011）。综上，体育学习兴趣可

以影响学生的适应能力。

研究发现，人际交往能力、体育学习兴趣和学校适应

均存在性别差异（Kiuru et al.，2009；Pantanowitz，2011）。

Kiuru 等（2007）研究表明，初中女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学

校适应优于初中男生。因此，本研究拟探讨课外体育锻

炼与学校适应的关系及其性别差异。

体育锻炼能改善人际交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体

育学习兴趣有密切联系，人际交往能力可显著正向预测

学校适应。本研究基于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的发

展，探讨课外体育锻炼对青少年学校适应过程中发挥的

重要功能，以及课外体育锻炼通过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

学习兴趣对青少年学校适应的内在机制。根据以上分析

本研究提出 2 个假设。H1：课外体育锻炼能够预测青少

年的学校适应。H2：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学习兴趣在体

育锻炼改善青少年学校适应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江苏省南部、中部、北部 3 个地域的城市和农村

各 1所初级中学进行调查。采用分层抽样，从城市与农村

学校每个年级随机选取 2 个班级，共调查了 36 个班级。

在调查前发放《调查知情同意书》并征得调查对象知情且

同意填答。共 1 139 人同意填写并完成调查问卷，其中有

效样本 1 083人（平均年龄 14.02±0.976岁；男生 549人，女

生 534 人；初一年级 374 人，初二年级 359 人，初三年级

350人）。

1.2 研究工具

采用心理测量的纸笔测验，现场采用统一指导语指

导被试者按自身真实情况填写量表并现场回收。每位学

生同时完成《体育锻炼等级量表》《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

问卷》《初中生体育学习兴趣水平量表》《初中生学校适应

问卷》4份问卷。发出问卷 1 139套，依据无效量表剔除标

准，4 份问卷均符合测量要求的问卷视为有效问卷，最终

获取有效问卷 1 083套，有效率为 95.08%。

《体育锻炼等级量表》由日本桥本公雄编制、梁德清

等人修订，该量表重测信度为 0.82，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5（梁德清，1994）。《中学生人际交往能力问卷》由交往

动力、交往认知和交往技能 3 个分问卷共 62 题组成（王英

春 等，2006），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755，

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χ2/df=2.935，CFI=0.900，TLI=

0.890，RMSEA=0.042，SRMR=0.051。《初中生体育学习兴

趣水平量表》由体育学习消极兴趣、体育学习积极兴趣、

运动参与程度、自主与探究学习、对体育的关注、对体育

的认识 6个部分共 42题组成（汪晓赞，2005），本研究中该

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787，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指数：

χ2/df=7.254，CFI=0.935，TLI=0.915，RMSEA=0.076，SRMR=

0.057。《初中生学校适应问卷》由常规适应、课业适应、同

伴关系、师生关系、学校态度 5个部分共 27题组成（崔娜，

2008），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804，验证性

因素分析拟合指数：χ2/df=4.051，CFI=0.926，TLI=0.909，

RMSEA=0.053，SRMR=0.045。

1.3 统计方法

采用社会统计分析软件 SPSS 22.0 和 Mplus 8.3 进行

统计分析。包括对初中生体育锻炼量、人际交往能力、体

育学习兴趣和学校适应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Pearson 相

关分析；使用 Mplus 进行链式中介作用检验、Bootstrap 分

析及性别差异检验。设定 P＜0.05 为统计结果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数据全部通过学生的自我报告获取，因此需

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研究通过匿名测量，部分题目

采用反向题从程序上控制共同方法偏差。使用 SPSS

22.0，将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纳入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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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数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

验（周浩 等，2004），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

出的特征根＞1 的因子有 23 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24.52%（＜40%），由此推断，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

共同方法偏差。

2.2 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人际交往能力、体育学习兴趣与

学校适应的相关性

课外体育锻炼与学校适应、体育学习兴趣和人际交

往能力呈显著正相关（表 1）。

2.3 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学习兴趣的中介作用

为了有效控制测量误差，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

行多重中介效应的检验。在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人

际交往能力和体育学习兴趣，得到路径模型（图 1）。结果

显示，课外体育锻炼到学校适应的路径未能达到显著性

水平（P＞0.05），假设 1 未得到验证。其余所有的路径系

数均达到了显著水平（P＜0.05），且模型拟合良好：χ2/df=

4.27，CFI=0.971，TLI=0.956，RMSEA=0.055，SRMR=0.047。

从该模型能看出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学习兴趣在青少年

体育锻炼与学校适应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包

含 3 条路径：人际交往能力的单独中介作用，体育学习兴

趣的单独中介作用，人际交往能力→体育学习兴趣的链

式中介作用。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Bootstrap检验，重

复取样 2 000次，进行中介检验及置信区间的估计，若置信

区间不包含 0，表明间接效应显著。结果表明，人际交往能

力（95% CI：0.368，1.347）、体育学习兴趣（95% CI：0.022，

0.262）在课外体育锻炼和学校适应起完全中介作用，人际

交往能力→体育学习兴趣（95% CI：0.604，1.444）起链式

中介作用，假设 2得到验证。

2.4 中介模型的性别差异检验

综合以往研究结果来看，青少年不同性别在课外体

育锻炼、人际交往能力、体育学习兴趣和学习适应中存在

明显差异。基于此，本研究检验了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

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是否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性。首先，

分别检验青少年男女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发现，男生

模型各项拟合指标为：χ2/df=2.75，CFI=0.970，TLI=0.955，

RMSEA=0.056，SRMR=0.054；女生模型各项拟合指标为：

χ2/df=2.51，CFI=0.972，TLI=0.958，RMSEA=0.053，SRMR=

0.043。总体而言，各项拟合指标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可以

进行跨组比较。随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中多组比较的

方法设定等值模型，结果显示，模型各项指标拟合良好，

且各模型两两间拟合指数差异 ΔTLI 与 ΔCFI 均＜0.01

（ΔTLI与 ΔCFI由两模型 TLI与CFI差值所得，如人际交往

能力 M1 与 M2 间的 ΔTLI=0.91-0.91），说明各等值模型成

立（表 2），表示该中介模型在青少年不同性别中具有相同

的意义和潜在结构，即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学习兴趣的

中介效应具有跨性别的一致性。

为进一步考察中介效应的性别差异，采用以上同样

的分析方法，分别在青少年不同性别中检验人际交往能

力和体育学习兴趣在课外体育锻炼和学校适应之间的中

介作用。比较结果可知，在青少年男生中人际交往能力

（95% CI：0.502，1.370）起完全中介作用，体育学习兴趣

（95% CI：-0.052，0.139）没有中介作用，人际交往能力→
体育学习兴趣（95% CI：-0.097，0.194）未能起链式中介作

表1 各研究变量的平均数、标准差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1 The Mean，Standard Devi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mong the Variables n=1 083

性别

课外体育锻炼

学校适应

人际交往能力

体育学习兴趣

M

24.35

120.92

253.91

164.34

SD

19.44

14.58

35.92

30.16

性别

-

-0.17**

0.05

-0.04

-0.16**

课外体育锻炼

-

0.07*

0.15**

0.21**

学校适应

-

0.57**

0.47**

人际交往能力

-

0.62**

体育学习兴趣

-

注：*，P＜0.05；**，P＜0.01，下同。

图1 课外体育锻炼对学校适应影响的中介模型

Figure 1. Mediating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on School Adaptation

注：***，P＜0.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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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于女生而言，人际交往能力（95% CI：0.127，1.127）

和体育学习兴趣（95% CI：0.097，0.573）在课外体育锻炼

和学校适应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人际交往能力→体育学

习兴趣（95% CI：0.030，0.380）起链式中介作用（图 2）。

3 讨论

3.1 课外体育锻炼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与学校适应

之间虽然存在正相关（r=0.07），但在纳入中介变量后课外

体育锻炼对学校适应的预测作用不显著（P=0.18）。在青

春期，适当维持和调整学校生活非常重要。世界卫生组

织建议，青少年每天要进行超过 60 min 的体育锻炼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2020）。经常参加运动的学生

更了解自己的身体，自尊、成就感等心理因素水平较高，

产生的积极心理因素对学校适应有积极的影响（Kim et

al.，2020）。同时，参加课外体育锻炼作为学生的积极行

为，在体育锻炼中需要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公平公正、诚

实竞争，勇于拼搏、胜不骄败不馁，这一过程能够培养初

中生的规则意识、合作意识和奋发进取精神，并能迁移到

学习、生活中。但由于目前对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的时

间、频率、强度没有统一的研究共识，加之本研究的样本

量可能不足，导致课外体育锻炼与学校适应在中介模型

中未呈现预测作用。

3.2 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学习兴趣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以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学习兴趣为中介变

量，构建了课外体育锻炼影响青少年学校适应的中介模

型。中介效果显著表明，中介变量对解释课外体育锻炼

影响青少年学校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在本研究中，人际交往能力与学校适应存在非常显

著的正相关（r=0.57）。Ladd等（1997）的“学校适应理论模

型”认为，人际交往是学校适应的前提，而不是学校适应

的结果，行为对塑造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Trenholm 等（1992）的“内在人际能力理论”认

为，人际交往能力是一种内在的能力。当面对不同时间、

空间、情境、个人以及这几种能力相互作用后，表现出合

适有效的沟通行为。人际交往能力在实践中形成，也在

活动中体现，每位学生都具有但存在强弱之分，更主要的

是体现在相应情境之中的行为适当，人际交往能力的改

善离不开内在能力的提高。早期人际交往能力和积极的

人际关系可以帮助孩子努力适应学校环境的新要求（Gar‐

ner et al.，2020）。体育锻炼中的人际交往能力是多种能

力的综合展示，在校期间进行体育锻炼的益处已得到证

明（Gibson et al.，2017）。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内容、方

式、规则等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展

开，多要求团队配合，学生围绕着团队设定的目标扮演着

图2 课外体育锻炼对青少年男生、女生学校适应影响的中介模型

Figure 2. Mediating Model of the Influence of Extracurricular Physical Exercise on School Adaptation of Adolescent Boys and Girls

表2 中介模型两组等值性拟合指数

Table 2 Two Groups of Equivalent Fitting Indices of the Mediation Model

模型

体育学习兴趣

人际交往能力

学校适应

M1形态等值

M2负荷等值

M3尺度等值

M1形态等值

M2负荷等值

M3尺度等值

M1形态等值

M2负荷等值

M3尺度等值

χ2/df

2.08

2.08

2.09

1.63

1.63

1.67

1.67

1.72

1.76

CFI

0.92

0.91

0.91

0.92

0.91

0.91

0.94

0.93

0.93

TLI

0.91

0.91

0.91

0.91

0.91

0.90

0.93

0.92

0.92

SRMR

0.07

0.08

0.08

0.06

0.06

0.06

0.05

0.07

0.07

RMSEA

0.05

0.05

0.05

0.03

0.03

0.04

0.04

0.04

0.04

90% CI

0.043，0.047

0.042，0.047

0.042，0.047

0.033，0.036

0.033，0.036

0.034，0.037

0.031，0.039

0.033，0.040

0.034，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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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角色并会发生转换，同伴之间保存持着高频率的交

往沟通，这就需要学生有正确的自我认知，强化角色责

任，处理好同伴关系。在此反复过程中，随着锻炼时间和

频率的增加，潜移默化地改善了学生有效和适宜的交往

行为，有助于增进师生、同伴间的交流，既满足了学生人

际沟通的心理发展需要，又加深了同伴、师生情感，建立

了社会支持系统，从而改善对学校的认知、情感和态度。

此外，户外的自然锻炼活动空间为青少年提供了发展执

行功能的机会，能够提高推理、工作记忆和自我控制能

力，并形成社交技能（Diamond，2012）。在校期间课外体

育活动可以影响青少年早期发育中的身体、社交和情感

健康，为其一生的成功和幸福奠定基础（Lee et al.，2020）。

课外体育锻炼产生的任务吸引力、社会归属感和感

知能力会触发学生积极的体育学习兴趣。兴趣来源于人

和环境的互动，学生可以通过积极的体育锻炼改变对体

育学习的认知。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学生需要了解自

己的特点和兴趣爱好，培养良好的学习兴趣，建立恰当的

人际交往表现亲社会行为，提高社会适应（俞国良，

2020）。Chen 等（2004）研究发现，对于中学生而言，体育

学习兴趣可以激发他们在体育活动中的积极情绪，在参

与体育活动时更容易被同伴所接受产生良好的同伴关

系，而良好的同伴关系可以促进学生的学校适应。

3.3 课外体育锻炼正向预测青少年学校适应的链式中介

由链式中介的路径图（图 1）可见，课外体育锻炼对青

少年的学校适应是完全中介，路径系数均为正值，表明路

径产生的作用都是正向的，即课外体育锻炼虽然不能直

接作用于学校适应，但可以通过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学

习兴趣对学校适应产生间接作用。Thompson等（2003）发

现，早期父母、老师和同伴的支持，可以积极的影响学生

参与生活中体育活动的参与度。Domville 等（2019）通过

质性研究发现，人际交往能力因素会影响到学生参与学

校体育活动的积极兴趣。基于社会生态模型的研究发

现，老年人自主运动和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受到个人特

质、人际关系和社区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与人沟通交流是

提高老年人参与体育活动的意愿和兴趣的重要因素

（Meagher et al.，2020）。对体育锻炼感兴趣并参与体育

锻炼的青少年学生更有可能了解锻炼的益处。在集体化

的课外体育锻炼中，学校采用小组教学形式，相较于单独

参加体育活动，学生在小组教学中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和

互动（Mahmud et al.，2020）。有组织的培养学生参与课

外体育锻炼非常重要，课外体育锻炼能促进学生良好的

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Otundo et al.，2019）。有研究证

明，个体在参与体育活动时体验到 2 种形式的兴趣：个体

兴趣和情境兴趣（Scott et al.，2020）。在这些维度中，活

动产生的兴奋感与体育享受之间的相关性最高，活动产

生的兴奋感会使得学生感知人际互动、产生锻炼兴趣

（Roure et al.，2018）。青少年学生在进行课外体育锻炼时

投入积极性高，参与活动主动性强，能够从中享受到愉快

体验，获得成就感，而成就感是学生参与课外体育锻炼的

持续动力。学生所参与的体育活动经历和情境的兴趣会

使学生在锻炼过程中产生积极的人际交往满足感特征

（Wallhead et al.，2014）。Leisterer 等（2019）研究显示，体

育学习兴趣可以正向预测个人行为、情感投入和社会环

境的适应。同时，初中生在参加学校课外体育活动中扩

大了交往的范围，增加了师生、同学交往的机会，满足其

心理发展需要，在锻炼中有助于形成规则意识、合作意识

等体育品德，从而有利于改善学校适应。因此，课外体育

锻炼能够提供青少年学生进行人际交往的条件，而其人

际交往能力是体育学习兴趣的驱动要素。由此表明，本

研究中的人际交往能力→体育学习兴趣的链式中介是可

行的，在课外体育锻炼对学校适应的影响作用过程中可

以起到全部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4%。由

此构建的中介效应模型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课外体育锻

炼影响青少年学校适应的作用机制，对于促进初中生的

学校适应工作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3.4 中介作用的性别差异

初中女生和男生的课外体育锻炼都不能直接预测学

校适应。但初中女生的课外体育锻炼通过人际交往能力

和体育学习兴趣能够正向预测学校适应，且链式效应成

立。而初中男生的课外体育锻炼只能通过人际交往能力

正向预测学校适应。由于本研究对象是刚进入初中的学

生，角色的转变造成了其社交网络的改变，与更亲密熟悉

的小学环境相比，在更为宽泛的新校园、新环境中他们难

以较快地结交到新朋友，获得新同学的支持。从小学到

中学对许多学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阶段，对学

生的身心健康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初中阶段

是学生身体、社会和情感迅速发展的时期，可能增加孤独

感、压力、抑郁、焦虑（Mahmud et al.，2020）。而由于女生

较男生而言更乐于交往，且更具有同情心、亲切感、关心

他人等亲和取向的心理特点，容易与朋友们互动，获得亲

密的友谊，进而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促进其学校适

应。而男生在情感上的坚忍、注重身体的强壮、对女性气

质的回避以及对地位和成就的追求等特点，可能对学校

适应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Rogers et al.，2017）。中小学

学生对体育学习的态度和兴趣存在性别差异。性别差异

似乎反映了学生对不同活动的性别刻板印象。男生倾向

于对男性体育活动（如足球、橄榄球等）有更高的期望信

念和价值观，而女生更有能力胜任，也更重视女性体育活

动（如舞蹈、体操等）（Plaza et al.，2017）。Lyu等（2011）指

出，与男生相比，女生在单性别班级中报告了更多的积极

和适应性认知，也更容易受到班级类型的影响。Kim 等

（2020）研究发现，男生更易于适应学校生活的规则和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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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元素，而女生更易于适应班级和同龄人的社会关系。

对女学生运动员的观察结果证实了她们有更高的学习成

就追求。更准确地说，在一个较低的技术学习任务和生

理需求的体育活动中，女生对活动的开展更感兴趣（Len‐

tillon et al.，2019）。在传统的体育教学中，体型较差、运

动能力及身体素质较差、不擅长运动表现的男生被边缘

化、遭受奚落和暴力的风险更高（Tischler et al.，2011）。

因此，青少年男生可能会更加畏惧参与课外体育锻炼并

会造成对体育学习兴趣的缺失。而女生由于其群体同质

性，且更擅长交往，进行课外体育锻炼是为了享受锻炼的

过程乐趣，获得外表吸引力和稳定的同伴关系（Hogue et

al.，2017）。所以，课外体育锻炼能够促进青少年女生的

人际交往能力，养成体育学习兴趣，增进其良好的学校适

应发展。

4 本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为横断研究，仅在相关研究策略基础上探讨

预测性结果，为探索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实证研

究支撑，今后还需要采用纵向跟踪实验干预研究变量之

间的因果关系。此外，本研究只考虑了人际交往能力和

体育学习兴趣在初中生课外体育锻炼与学校适应间的中

介效应，但现实中可能还存在诸如自我认识、心理弹性、

应对方式等其他中介变量，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后续

研究应凸显出新时代体教融合“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以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为立足点，按照“帮助学生在

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的

要求，从强化青少年体育锻炼出发，改进研究范式和研究

方法，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和样本量，采用实验、观察、调

查、测量、跟踪等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相互验证，借助先进

的科学技术手段，深入探究体育锻炼目标、运动项目、运

动强度、运动频率、运动持续时间以及运动规则等综合效

应和相关变量的影响，提高研究的生态学效度，帮助青少

年获得更多的支持路径，提高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

进而提升学校适应水平。

5 结论

课外体育锻炼能够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人际交往

能力、体育学习兴趣水平，提示课外体育锻炼对青少年人

际交往能力的提高、体育学习兴趣的培养与激发具有促

进作用。

虽然课外体育锻炼不能直接提高青少年的学校适

应，但可以通过人际交往能力或体育学习兴趣单独间接

影响青少年学校适应，也能够通过人际交往能力与体育

学习兴趣链式中介间接影响学校适应。

青少年课外体育锻炼效应具有性别差异，男生人际

交往能力起完全中介作用，体育学习兴趣没有中介作用，

人际交往能力与体育学习兴趣未能起链式中介作用；女

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体育学习兴趣在课外体育锻炼和学

校适应间起完全中介作用，人际交往能力与体育学习兴

趣起链式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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