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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运用交叉滞后研究设计，探讨青少年的体育锻炼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因果关

系。方法：采用体育活动等级量表、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对602名初中生青少年（47.84%

男生）进行1个学年、3个阶段（T1，T2，T3）的纵向追踪调查。结果：初中阶段青少年体育锻炼

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P＜0.001），但社会适应能力的性别差异不显著；青少年体育锻炼与

社会适应能力具有跨时间、稳定的正相关性（P＜0.01）；交叉滞后分析显示，青少年的T1体

育锻炼能够正向预测T2社会适应能力（β=0.133，P＜0.001），T2体育锻炼能够正向预测T3社

会适应能力（β=0.159，P＜0.001），而 T1 社会适应能力对 T2 体育锻炼的预测不显著（P＞

0.05），T2社会适应能力对T3体育锻炼的预测也不显著（P＞0.05）。结论：对于初中阶段青少

年，在体育锻炼方面，男生比女生更为积极、频繁、持久；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是其社会适应能

力的原因变量，即敦促和鼓励青少年积极从事体育锻炼活动可有效提升其社交、处事等社

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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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 exercise and adoles‐

cents’ social adaptability by using the cross-lagged research design. Methods: Using the 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 and the social adaptability scale to make the whole academic year, three-

stage (Test-1=T1, Test-2=T2, Test-3=T3) follow-up investigation on 602 junior high school stu‐

dents as subjects (47.84% boys). Result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adolescents, the gender differ‐

ence in physical exercise was significant (P＜0.001).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in social adaptability. There was a trans-temporal-stable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

tion between adolescents’ physical exercis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P＜0.01). The cross-lagged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dolescents’ T1 physical exercise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T2 social adapt‐

ability (β =0.133, P＜0.001), and their T2 physical exercise could positively predict T3 social

adaptability (β=0.159, P＜0.001). However, the predictions of adolescents’ T1 social adaptability

to T2 physical exercise and their T2 social adaptability to T3 physical exercise were not signifi‐

cant. Conclusions: For junior high school adolescents, in terms of physical exercise, boys are

more active, frequent and persistence than girls. The physical exercise is the cause variable of so‐

cial adaptability for adolescents, namely that urging and encouraging adolescents to actively en‐

gage in physical exercise activities could effectively enhance their social adaptation capabilities

such as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and the ability to handle affairs.

Keyword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physical exercise; social adaptability; cross-lagge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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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能力，是指人们为在社会更好生存而进行心理、生理、行为上的各种适应

性改变，与社会达到和谐状态的一种执行适应能力，是主体调整自身行为来实现适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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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交往的能力，包括社交能力、处事能力、人际关系能力

等（陈建文 等，2004；郑日昌，1999）。社会适应能力是

现代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核心要义，青少年身心健康

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孙双明 等，2019）。《国务院关于基

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1〕21号）和《国务院

关于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的通

知》（国发〔2021〕16号）等明确指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青

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促进身体、精神和

社会适应能力的完全健康发展。诚然，当代青少年普遍

存在社会交往困扰，甚至会忽视、逃避现实生活而心智过

度依赖虚拟的互联网络，产生成瘾倾向（陈欢 等，201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而且，在现代原生家庭

的宠溺教育情境下，青少年往往缺乏独立处事能力，在与

同侪相处时极易产生自我孤立、偏激情绪（丁倩 等，

2018；李文道 等，2003；杨颖 等，2011）。社会适应能力

不足，会使人产生疏离感、社交敏感性障碍，破坏正常现

实生活，引发网络成瘾症、手机依赖症以及其他问题行

为，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姜永志 等，2017；

Hong et al.，2014）。初中阶段青少年处于独立思维、自我

意识发展萌芽期，也是一个逐渐步入独立、适应社会的敏

感期，提升此阶段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既关乎于青少

年未来健康福祉，也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后

备人才的必要前提。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一直是体育领域关注的焦点话

题。多年来，学者普遍认同体育锻炼是青少年发展积极

心理特质与促进身心和谐发展的有效干预手段之一。实

证研究表明，体育锻炼有助于青少年发展社会人际、提升

接纳感、促进同侪关系（李娜 等，2018；李森 等，2008；

项明强，2013）。一般来说，积极从事体育锻炼的青少年

更善于与他人交流情感、分享乐趣（颜军 等，2019），并建

立亲和友善的人际关系网络，发展人际关系（陈章源 等，

2015；林加彬 等，2019；张强 等，2013）。杨剑等（2013）

提出，体育锻炼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有着较为明显的预测

作用，是青少年发展社会适应性的有效手段。反观之，抵

触、排斥、放弃参加体育锻炼的青少年，则更易出现自我

孤立、社会退缩（张强 等，2013），产生偏激、焦虑、羞怯感

和孤独感（张连成 等，2015），甚至可能逐渐形成社会交

往障碍，忽视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产生人际关系困扰而沉

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李娜 等，2018），阻滞社交能力的

发 展（张 彦 ，2014；Lepp et al.，2014）。 Kautiainen 等

（2005）和 Owen 等（2010）研究表明，消极的行为往往会导

致消极的自我呈现，引发孤独易感性和社会排他性，阻滞

社会适应性发展。据此推测，体育锻炼是青少年社会适

应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前因。

然而，学者在探讨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心理机制时却

得出迥异观点，即信任危机、社交退缩、社交能力弱、非适

应性认知等是导致问题行为的先决条件（李艺敏 等，

2015；Davis，2001），即社会适应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社

交能力、处事能力等）能够决定个体社会行为的选择与表

达。有证据表明，人际关系能力不足的青少年更易产生

自卑感和低自我效能感，在从事社会实践（如合作学习、

体育锻炼）时往往表现出逃避、拖延、倦怠等消极状态

（李艺敏 等，2015；马蓓蓓 等，2019；杨剑 等，2013）；社

交能力不足的青少年较易产生趋避性、退缩性倾向，往往

会表现出非活跃、静态的身体活动状态，而过度依赖他人

（如父母）；处事能力不足的青少年往往缺乏自信和成就

信念，在应对挑战任务时，往往通过主动逃避或拖延来维

持自尊、避免低评价，形成消极自我呈现和非活跃的锻炼

行为模式（程晖 ，2019；王振 等 ，2015）。姜永志等

（2017）和王振等（2015）研究显示，社会适应能力是一种

基本心理需求（关系需求）的实现能力，映射了个体社交、

沟通、处事等能力，社会关系需求得不到满足则会使人的

活动执行受到抑制。据此推测，社会适应能力会影响青

少年体育锻炼的具体实践。

对于初中阶段青少年，是体育锻炼促进社会适应能

力的发展，还是社会适应能力影响着体育锻炼实践？学

术界对于该问题的论断至今莫衷一是。此外，正值心理、

生理发展期的青少年对自然性别的敏感度逐渐增强，可

能在许多行为惯习和社会技能上呈现性别差异（汪全先

等，2017）。青少年体育锻炼、社会适应能力是否也存在

性别差异？该问题尚需实证解读。众所周知，交叉滞后

研究益于突破既有理论桎梏，揭示变量因果关联，因此，

本研究构建观念、建立交叉滞后模型并假设二者存在因

果关系（图 1），从探查青少年体育锻炼、社会适应能力的

性别差异入手，通过 1 个学年、3 个阶段纵向追踪调查，考

察二者关联。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依据分层整群抽样原则，以 J 省部分青少年为例，在

省会城市、一般城市、地级市、乡镇各选取 1 座城镇，各城

镇选取 1 所初中学校，各学校各年级随机抽取 1 个班级为

抽样单位（共 16 个班级），进行为期 1 学年、3 个阶段的纵

向追踪调研。第 1 次调查（T1）于 2019 年 3 月中旬（第 2 教

图1 假设模型

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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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周）施测，共采集 647 份问卷，以应答条目缺失 25%、规

则性填答、学号后 8 位编码缺失等无效问卷筛查原则，共

保留 633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 97.84%；第 2 次调查

（T2）于 2019 年 6 月下旬施测，因 3 名被试病假、辍学等非

主观原因未完成问卷填答，共采集 644 份问卷，以 T1相同

筛查原则，保留 628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 97.52%；

第 3 次调查（T3）于 2019 年 12 月下旬施测，因 7 名被试生

病、离校等客观原因未完成问卷填答，共采集 640分问卷，

以 T1 相同筛查原则，保留 625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

97.66%。以全部完成 3 次测查且问卷编码（学号后 8 位）

能对应一致的 602 份数据为最终有效样本，年龄 13.330±

1.119 岁；男 288 人，女 314 人；六年级（预备班）100 人，七

年级（初中一年级）179人，八年级（初中二年级）178人，九

年级（初中三年级）145 人。经 G-power 软件检测（预计的

显著性 P＜0.05；预计的检验力 1-β=0.8），最终数据量满

足样本量标准。

1.2 测量工具

1.2.1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Physical Activity Rating Scale）

采用梁德清（1994）《体育活动等级量表》，从参与体

育锻炼的强度、频率和持续时间考察被试体育活动量，评

定标准为：频率和强度从 1～5 等级计分，持续时间从

0～4 等级计分。遵循其测算公式量化体育锻炼活动量，

即活动量=强度×频率×持续时间，并以体育锻炼的活动量

作为被试体育锻炼的量化评定指标。3 次测查的量表

Cronbach’s α为 0.714（T1）、0.767（T2）和 0.771（T3）；对诸变

量进行间隔 21 天重测的稳定性系数在 0.408～0.510（P＜

0.01，Spearman 秩相关性分析）；K-S 非参数检验 3 次测查

数据皆显著（P=0.000，df=602）。

1.2.2 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Social Adaptability Scale）

采用郑日昌（1999）《社会适应能力诊断量表》。共

20题，旨在从正反两个方面评估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例

如，我喜欢参加社交活动，因为这是交友的好机会；在陌

生人面前，我常无话可说，以致感到尴尬。各指标采用

Likert 3 点法，以“是”“无法肯定”“不是”应答，其中，单号

题以“是（-2）”“无法肯定（0）”“不是（2）”计分，双号题以

“是（2）”“无法肯定（0）”“不是（-2）”计分，并以所有题项

得分之和为被试社会适应能力的量化评定指标。3 次测

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933（T1）、0.901（T2）和 0.864

（T3）；间隔 21天重测稳定性系数 0.684（P＜0.01，Spearman

秩相关性分析）；K-S非参数检验 3次测查数据皆显著（P=

0.000，df=602）。

1.3 施测过程

研究施测过程及研究方法经道德伦理审查后，对各

抽样班级的班主任进行程序、监控等方面的专门性培训。

3 次测查皆采用纸笔法、集体统一填答的形式采集数据，

程序保持完全一致。施测前由班主任口头宣读被知情同

意书并解释指导语，同时，告知调查用途及保密性，允许

被试在填答中自愿、随时放弃或终止测试，另外，让被试

知晓数据保存形式、方法、途径、保密性承诺等。每次问

卷填答时间皆为 10 min，保证班主任始终在场并准备即

时答疑，问卷填写完毕当场回收。3 次测查除获得性别、

年级、年龄等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外，在保证匿名性前提

下，获取被试学号后 8 位（如 20170101），以便将 3 次测查

数据一一对应。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将有效样本导入 SPSS 26.0 分析软件。运用可靠性分

析、相关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等对

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等。运用 K-S 非参数检验考察数据

的正态分布情况，若不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Mann-Whitney

U 检验考察变量的人口统计学性别差异；数据在标准化

处理后，运用控制性别、年龄、年级的偏相关性分析考察

变量内在联系；采用 AMOS 26.0 软件构建交叉滞后模型，

利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交叉滞后分析，并通过模型拟合指

标检验交叉滞后模型的适配性。

1.5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程序控制法和Harman单因素法考察施测可能存

在的共同方法偏差。1）程序控制：选用的测量工具皆来

自国内外一流期刊文献，且被国内学者反复证实较高信

效度；问卷引导语中着重强调施测用途，并告知调查自愿

性、匿名性、保密性等；数据采集方式为填写完毕当场回

收。2）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分别对 3 次调查数据中所

有题项（除人口统计学变量外）进行单因素未旋转探索性

因子分析，T1、T2、T3分别提取了 2个特征根大于 1的因子，

第 1 因子变异率为 30.168%、29.987% 和 31.752%（＜40%），

证实 3次施测的共同方法偏差可接受。

2 结果

2.1 青少年体育锻炼与社会适应能力的性别差异分析

对青少年体育锻炼和社会适应能力进行性别的

Mann-Whitney U检验（表 1），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性别差异

显著（P＜0.001），但社会适应能力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P＞0.05），其中，男生 3 次测查的体育锻炼得分（T1=

38.325±24.433， T2=39.640±26.361， T3=39.980±28.158）

皆优于女生（T1=28.120±22.089，T2=29.250±22.868，T3=

29.840±23.017）。

2.2 青少年体育锻炼与社会适应能力的交叉滞后分析

对青少年体育锻炼和社会适应能力进行控制人口统

计学变量（性别、年龄、年级）的偏相关分析（表 2）。1）T1

体育锻炼、T2体育锻炼、T3体育锻炼三者两两间显著正相

关（P＜0.001，df=597），而且，T1 社会适应能力、T2 社会

适应能力、T3 社会适应能力三者两两间显著正相关

（P＜0.001）；2）第 1 次施测，T1体育锻炼与 T1社会适应能

力显著正相关（r=0.397，P＜0.001）；第 2次施测，T2体育锻

炼与 T2社会适应能力显著正相关（r=0.419，P＜0.00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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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次施测，T3 体育锻炼与 T3 社会适应能力显著正相关

（r=0.437，P＜0.001）。以上结果表明，青少年体育锻炼与

社会适应能力满足跨学年的稳定相关性和同步相关性，

适合进行交叉滞后分析。

利用 AMOS 25.0 软件构建交叉滞后模型，采用极大

似然法考察所构模型的拟合情况（图 2）：χ2=8.868，χ2/df（4）=

2.217（P=0.000）；拟合优度指标：GFI=0.996，NFI=0.997，

IFI=0.997，NNFI=0.969，CFI=0.997（皆大于 0.90）；近似误

差均方根 RMSEA=0.058（＜0.08），90% CI：0.353，0.622，

标准化残差均方根 SRMR=0.0142（＜0.05）。说明所构建

的体育锻炼与社会适应能力的交叉滞后关系模型具有可

接受的适配性。

利用交叉滞后模型的路径系数考察体育锻炼、社会

适应能力的异步相关性（图 2）。1）T1体育锻炼对 T2社会

适应能力的影响显著（β=0.133，P＜0.001），而且，T2 体育

锻炼对 T3 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也显著（β =0.159，P＜

0.001）；2）T1社会适应能力对T2体育锻炼的影响未达显著

性水平（β=0.055，P=0.121），而且，T2社会适应能力对 T3体

育锻炼的影响也不显著（β=0.078，P=0.077）。遵循 Eisma

等（2019）研究，若 AT1→AT2 相关性大于 BT1→BT2 相关性，

同时，满足 AT1→BT2的关联性远大于 BT1与 AT2的关联性，

则认定A与B存在因果关联，其中，且A是B的原因变量。

结合模型的路径系数说明，青少年从事的体育锻炼可以

预测后期的社会适应能力，即体育锻炼是社会适应能力

的原因变量。

3 讨论

3.1 青少年体育锻炼、社会适应能力的性别差异

3 次测查数据的 Mann-Whitney U 检验发现，初中阶段

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性别具有跨时间、稳定的性别差异

（P＜0.001），其中，男性青少年的 3 次测查得分皆优于女

性青少年，该结果与汪全先等（2017）和朱从庆等（2016）

观点一致。儿童认知发展理论认为，个体在孩童时期便

能够通过观察成年人（如长辈）言行建立性别图式，形成

性别认知和性别概念，并在社会化成长中呈现与性别相

符的行为范式（Kohlberg et al.，1967）。进入青少年时期，

个体在参与体育锻炼时往往会选择与绝大多数同性别人

群相一致的运动项目、锻炼内容，并形成类似的锻炼行为

特征，如女生喜爱小强度、少对抗、低难度的运动项目，男

生喜欢能够展示自我、争胜斗勇的运动项目（董宝林，

2017）。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角度讲，一贯的社会性别观念

会潜移默化地赋予男、女青少年迥异的性别角色期待

（Basow，1992），使男、女青少年在许多生活方式和行为

表1 性别Mann-Whitney U检验

Table 1 Mann-Whitney U Test of Gender

变量

Mann-Whitney U

Wilcoxon W

Z

渐进显著性（双尾）

T1体育锻炼

33 305.500

82 760.500

-5.597

0.000

T2体育锻炼

34 362.500

83 817.500

-5.101

0.000

T3体育锻炼

35 174.500

83 926.500

-4.887

0.000

T1社会适应

41 898.500

90 353.500

-1.465

0.103

T2社会适应

42 155.500

91 610.500

-1.438

0.150

T2社会适应

44 061.500

92 837.500

-1.271

0.173

注：“社会适应”表示社会适应能力；下同。

表2 偏相关性分析

Table 2 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

控制变量

年龄&性别&年级

变量

T1体育锻炼

T2体育锻炼

T3体育锻炼

T1社会适应

T2社会适应

T3社会适应

T1体育锻炼

1.000

T2体育锻炼

0.540***

1.000

T3体育锻炼

0.561***

0.527***

1.000

T1社会适应

0.397***

0.320***

0.311***

1.000

T2社会适应

0.285***

0.419***

0.313***

0.518***

1.000

T3社会适应

0.271***

0.306***

0.437***

0.494***

0.527***

1.000

注：***表示P＜0.001。

图2 体育锻炼与社会适应能力的交叉滞后效应模型

Figure 2. The Cross-Lagged Effect Model of Physical Exercise

and Social Adaptability

注：虚线为不显著路径（P＞0.05）；***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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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习上朝着社会性别期许的方向非一致性的发展（董宝

林 等，2016），因此，女生在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活跃度、

活动量等方面通常无法与男生相提并论（张欢 等 ，

2017），正如价值期望理论阐释的，个体从事某行为的动

机源于客观期待和该行为所赋予的价值（Basow，1992；

Bem et al.，1975）。综上，受个体性别认知和社会性别角

色期待的综合影响，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具有跨时间、稳定

的性别差异。

Mann-Whitney U 检验还发现，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

力具有跨时间、稳定的性别一致性特征（P＞0.05）。社会

适应能力主要体现在主体与客体交互下的环境适应能力

和人际适应能力（Kim，2016）。根据社会支持理论相关

观点，个体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情境的支持

元素，而青少年的社会支持源主要由家庭、学校和同侪等

构成（董宝林，2017；张文娟 等，2012；Darlow et al.，

2011）。众所周知，现代原生家庭和父母普遍对子女具有

无性别偏见的关爱、支持与教辅，加之学校对青少年认

知、能力和行为等无性别差异的教育、支持与帮助，使得

男、女青少年能够表现出一致性的社会环境支持，并映射

出相似的社会适应能力。另外，尽管青少年在同侪互动、

情感维系的方式上或存性别差异，如男生倾向于在行为

互动中促进友谊、提升人际关系，女生倾向于通过情感交

流获得同伴接纳、评估人际关系（董宝林 等，2016），但初

中阶段的男、女青少年皆对人际关系具有相似的、高度的

依恋、敏感性（汪全先 等，2017），使其人际关系的适应能

力呈现一致性特征。综上所述，或因家庭无性别偏见的

关爱、学校无性别差异的教育，以及青少年对人际关系的

无性别差异依恋，初中阶段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

性别一致性特征，该结果与前人部分观点一致（琚晓燕

等，2011；张文娟 等，2012）。

3.2 青少年体育锻炼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因果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体育锻炼的行为特征反映了个体

对体育活动的社会心理表象，其中，锻炼频率能反映个体

的行为习惯和规律等，持续时间能映射出个体不断追求

自我完善、目标实现的积极心理特质，锻炼强度能折射出

个体参与体育锻炼的自主动机和投入状态等（陈章源

等，2015；董宝林 等，2013）。基于此，研究以锻炼频率、

持续时间、锻炼强度等指标量化青少年体育锻炼特征，并

通过控制年龄、性别、年级的偏相关性分析，在证实青少

年体育锻炼与社会适应能力存在跨时间、同步相关性的

基础上，运用 3个阶段的测查数据构建了交叉滞后关系模

型，并证实了体育锻炼是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一个原

因变量，即青少年的体育锻炼能够显著预测后期的社会

适应能力，该结果与孙双明等（2019）观点基本一致。

社会适应理论和综合适应发展理论认为，人类社会

适应能力的发展是建基于生活实践的不断学习与探索

（Bristol，1915）。从这一层面理解，作为一类积极的社会

互动活动，体育锻炼可以为青少年营造一个人际互动、社

会交往的机会与平台，使个体在锻炼实践中能够与同侪

交流情感、分享快乐、共享喜悦，建立更为广泛的人际关

系网络（陈章源 等，2015），提升社会适应能力；作为一类

挑战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体育锻炼往往伴随着难度攻克、

任务挑战、自我完善、目标实现等，使个体在锻炼实践中

不断经历学习、应对、自我呈现，通过同化和顺应实现自

身与环境的平衡，提升处事能力和适应性（Piaget，1964）。

正如社会适应信息加工理论阐释的，社会适应是在特定

社会情境（体育锻炼）中，个体既有的记忆与经验线索通

过实践而获得、接受新线索的过程（Crick et al.，1994）。

已有实证研究认为，提高和发展儿童、青少年的社会适应

能力对其未来社会化成长、人格完善、学业适应等至关重

要，若社会适应能力不佳，则可能引发交往困扰、社会退

缩、社交障碍以及网络成瘾、攻击性行为等一系列问题行

为（Ladd et al.，1997）；经常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强健体魄、

塑造人格，还可以使青少年在体育锻炼的参与实践中激

发自身的团队合作意识、发展人际沟通能力、丰富处理和

解决问题的技能和技巧，从而全面提升社交、处事、人际

关系等社会适应能力，减少外化问题行为（Bornstein et

al.，2010）。基于此，结合数据分析结果，本研究认为，敦

促和鼓励青少年积极从事有益身心的体育锻炼活动可有

效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

4 研究不足与展望

研究通过跨整个学年、3 个阶段的纵向追踪调查，探

查青少年体育锻炼与社会适应能力的因果关联，并建构

了交叉滞后关系模型，所得结果有助于揭示体育锻炼在

发展青少年社会功能上的定位和功效，具有一定现实意

义。诚然，青少年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

不同学段青少年的社会适应能力可能存在差异，未来应

开展多年追踪调查，并将高中阶段的青少年纳入研究群

体，为全面揭示体育锻炼在促进青少年成长的作用提供

依据。

5 结论

对于初中阶段青少年，在体育锻炼方面，男生比女生

更为积极、频繁、持久，青少年的体育锻炼是社会适应能

力的原因变量，即敦促和鼓励青少年积极从事体育锻炼

活动可有效提升其社交、处事等社会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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