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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论坛

高中生“阳光长跑”无氧阈心率强度控制干预效果
王国军，刘

亚，张秋艳

（湖南工业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目的 通过实验研究建立青少年“阳光长跑”个体适宜强度（无氧阈心率）回归方程，以改变目前全国青少年“阳
光长跑”中强度随意的现状。方法 以我国 X 市 3 所（A、B、C）中学的高中生为样本，按随机抽样原则从中抽取
研究对象，分 2 个阶段进行研究。①从 3 所中学高中各年级中抽取男、女生共 593 名，通过实验测试获得基础
数据，以文献资料法和专家法筛选出的指标为自变量、无氧阈心率为因变量，建立个体无氧阈心率回归方程。
②来自 3 所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共 204 名），分别以 3 种模式［按照无氧阈心率强度（基于所建立的个体无氧

阈心率回归方程）监控、不按强度但严格监控、不监控自主式］完成“阳光长跑”，12 周后，比较实验前后 3 所中
学高中生最大摄氧量（VO2max）、基础心率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 3 所中学高中生按不同模式完成长跑后，
其基础心率均未出现降低现象（P 均大于 0.05）；A 中学男、女生 VO2max 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现象（t=2.804，
P<0.01；t=2.831，P<0.01）；B 中学女生 VO2max 出现一定程度增长现象（t=2.337，P<0.05），男生则未出现增长
现象（t=0.574，P>0.05）；C 中学男、女生 VO2max 均未出现增长现象（P 均大于 0.05）。结论 ①所建立的高中生

个体无氧阈心率回归方程可用于指导该群体在长跑中的适宜强度调节；②通过实证研究提出针对性建议，有
助于“阳光长跑”的可持续性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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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明显提高的工作
目标，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启动
“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
（以下简称

DOI：10.16099/j.sus.2020.03.009

的促进效果，使得这一本意为促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
提升的健身之举，因缺乏科学的引导而流于形式。
以往研究认为，无氧阈对应心率（即无氧阈心率，

“阳光长跑”
），且多次发布有关开展“阳光长跑”的通

以下简称“VT 心率”
）下的强度是中长跑的适宜负荷

知，并对长跑距离提出具体要求（初中生每天至少跑

强度，即运动靶心率。然而，目前研究所针对的群体

1 500 m，高中生与大学生每天至少跑 2 000 m）。然而

主要集中在无规律运动的成人［3］、儿童［4］和大学生［5］，

“阳光长跑”中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学生们不清楚长

有关高中生适宜运动强度的研究较少，且尚未形成统

跑是需要强度的，且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宜的强度，更

一意见［6］。高中生正处于青春期向成人转变的特殊阶

不清楚适合自己的长跑强度是多少，又怎样控制该强

段，其身体形态、心肺功能与儿童、成人皆存在差异，

度；因而，目前全国很多学生只是依照自己的习惯节

且个体间差异较大。因此，对青少年中的高中生这一

奏，进行“放羊”式长跑。

群体个体靶心率进行研究具有实际应用意义。另外，

［1-2］

研究

证实，青少年体力活动的强度、量、频率

以往靶心率或适宜负荷强度相关研究基本只围绕年

与体质健康存在显著的量-效关系，其中强度具有核

龄和心率 2 个因素进行回归运算，存在诸多争议［7］。

心意义。然而，目前存在的“放羊”式长跑因强度的有

基于以上背景，为学生提供既有理论依据又有实验基

效性无法保证而严重削弱了其对学生体质健康应有

础，且兼具科学性和实用性的自身适宜负荷强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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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显得尤为必要。采用科学和可行的强度指导系统将
Table 1

有助于改变目前全国高中生“随意强度式长跑”的现
状，使学生通过“阳光长跑”而达到事半功倍的健身效

实验阶段

Basic situation of subjects in each stage

性别

果，让“阳光长跑”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目标能够
男生

真正实现并长久执行。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通过实验研究建立高中生

第 1 阶段

“阳光长跑”个体适宜强度的回归方程，再以该回归方

（n=593）

程推算的 VT 心率为控制强度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其

（n=297）
女生
（n=296）

干预效果，旨在使每个学生可以方便地获得较为科学
男生

的、适宜个体强度的推荐心率以控制运动节奏，并寄
望未来实践应用时，将其引入目前已日益大众化的运

第 2 阶段

动手环等心率监控设备中，使得以心率为监测指标的

（n=204）

强度控制模式成为“阳光长跑”实践中的现实选择，最
终达到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目的。

1

研究方法

1.1

特尔菲法
首先利用文献资料法初步筛选体能、体质测试指

标，再采用专家打分法对初筛指标进行增减。共选定
10 名专家，均具有博士学位和高级职称，且为该领域/
行业的专家。评定分值为 1～5 分，分别代表“非常不
合理”
“ 不太合理”
“ 合理”
“ 较合理”
“ 非常合理”等 5 个
等级。判定标准：凡指标评分均值小于 3 分者，视为不
太合理而删去；标准差大于 1 者，表明专家评分意见分
歧过大，视为争议指标，再将专家关于争议指标的评
分意见及是否需调整的理由反馈给各位专家，协商无
果则删去该指标。
1.2
1.2.1

实验法
实验对象

（n=97）
女生
（n=107）

1.2.2

各阶段实验对象基本情况

身高/cm

体质量/

年级

年龄/岁

高一年级

15.8±0.41

168.2±6.5 59.8±5.5

高二年级

17.3±0.52

168.4±5.3 61.5±7.2

高三年级

18.2±0.42

173.2±5.0 63.0±6.1

高一年级

16.0±0.53

159.4±5.3 50.5±3.8

高二年级

17.2±0.48

159.5±5.1 52.5±6.1

高三年级

18.2±0.51

160.1±5.2 52.5±5.3

A 中学（n=31） 17.4±0.48

167.8±4.6 60.8±7.7

B 中学（n=32） 17.1±0.62

168.1±5.2 61.2±8.3

C 中学（n=34） 17.2±0.29

167.5±6.1 60.5±6.9

A 中学（n=38） 16.9±0.61

158.7±5.5 51.8±7.3

B 中学（n=34） 16.8±0.43

159.1±5.4 52.2±7.1

C 中学（n=35） 16.5±0.72

158.6±5.1 51.4±6.9

kg

实验方案

实验分 2 个阶段进行：①室内研究阶段，运用跑步

机在室内模拟长跑体能测试，目的在于建立个体适宜
强度回归方程，于 2018 年上半年完成。②实证研究阶

段，旨在检验个体强度控制的实践应用效果，于 2018
年下半年完成。实证训练时间为 12 周，在开学后前 2
周和训练结束后 10 d 内，按照 2 台心肺功能仪每天测
试 20 名学生的任务量完成最大摄氧量（VO2max）、基
础心率等指标的测试工作，作为耐力训练效果的判定
指标。
在实证研究阶段，将来自 A、B、C 中学的研究对
象分别设为 VT 心率强度控制干预实验组（
“阳光长
跑”+VT 心率强度控制）、心率监控实验组（
“阳光长
跑”+心率监控，但无强度干预）、对照组（自行活动）。
A 中学与 B 中学的“阳光长跑”同时进行，男生安排在
周一、周五早晨和周二下午，女生安排在周二、周四早

按随机抽样原则，从我国✕市 3 所中学（分别简称

晨和周五下午；C 中学作为对照组无特殊要求，按照

A 中学、B 中学、C 中学）中抽取一定数量的高中生作为

常规完成体育课，业余体育锻炼不做任何要求，按平

实验对象。实验分 2 个阶段进行，合计 797 名受试者。

时体育锻炼习惯进行。为保证有效干预且减小和避

第 1 阶段从 3 所中学高中各年级中抽取男、女生各 100

免其他干扰因素，参与本次实验的所有学生的实验干

名，后有 7 名学生因各种原因退出，故有效样本为 593

预、日常体育课均由本研究团队负责。另外，各个学

名。第 2 阶段为实证阶段，考虑到高一年级学生长跑

校凡涉及体育锻炼相关活动政策的执行时，所有 204

稳定性相对较差、高三年级学生因忙于应对高考而时

名实验参与者须与研究团队体育教师沟通协商并确

间受限，
而高二年级学生大多已掌握长跑运动技巧，
故

认不影响实验结果后方可执行，以避免政策对实验效

研究对象均从高二年级学生中抽取，A、B、C 中学有效

果的干扰。每次跑步距离为 2 000 m，正式跑前做好

样本分别为 69 名（男生 31 名、女生 38 名）、66 名（男生

充分准备活动，结束后做好慢跑、拉伸等放松活动。A

32 名、
女生 34 名）、
69 名（男生 34 名、
女生 35 名）。

中学训练干预实验在室外进行，运动时尽快进入个体

选取实验对象时，要求实验对象先填写个人信息

VT 心率强度，受试者保持以推算出的个体 VT 心率跑

表以及知情同意书，排除体育特长生和患有各种疾病

步至少 1 500 m 及以上，采用芬兰 Polar 表全程监控心

者。实验对象基本情况见表 1。

率。B 中学除负荷强度控制不需要与 A 中学保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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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外，其余要求（如练习次数、跑步距离等）同 A 中学。
1.2.3

实验指标及测试方法

以上，
直到感觉良好、
脚步稳健、
能适应跑速的递增和递
减、
不紧张为止。

（1）身体形态指标。身高、体质量测定按照国民

（3）实证训练时，个体 VT 心率接近者归为同一小

体质测试方案进行。体成分采用韩国 Inbody 7.0 体成

组，每组 6～8 人，每所中学约 4～5 个小组，集体完成

分测定仪进行测量。测试所得数据包括身高、体质

跑步，目的在于加大 VT 心率强度的监控力度，也提升

量、体质量指数（BMI）、体脂率等。

团队跑步的乐趣，从而提高训练积极性。

（2）基础心率。要求实验对象每天清晨在静卧、

（4）对参与实验的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和政策支

空腹、清醒状态，使用脉搏法测量心率，并连续记录

持，并给予适当的物资奖励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

7 d，计算 1 周的平均值，作为基础心率。

积极性，从而保证实验的可靠性、有效性。

（3）最大摄氧量（VO2max）和通气无氧阈（VT）。

1.3

数理统计法

采用逐级递增负荷运动方式在室内跑台进行 VO2max
和 VT 测试。实验设备为 Run 7410 专业跑台（意大利
Runner 公司产）、Metalyzer 3B 气体分析仪（德国 Cor‐
tex 公司产）、Polar 表（德国 Cortex 公司产）。具体操作
程序［8-9］：测试前 2 min 内将跑台速度增至 4 km/h，坡
度为 0°，让实验对象尽可能地迈开步子走动起来。第
4 分钟时将跑速增至 7 km/h，之后以每 2 min 将跑速增
加 1 km/h 的速率递增（目的在于获得 VT 及对应的速
度），直至速度达到 12 km/h（过去的研究已证实，普通
高中生跑速超过 12 km/h 时会出现步态不稳且难以跟
上节奏，故选此速度为上限）。此时，以每隔 1 min 增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9.0 软件包进行处理。第 1
阶段，个体 VT 心率回归方程式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建
立。第 2 阶段，实验前、后 3 组样本之间的差异性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若出现显著性差异，采用 S 法进行多
重比较；实验干预效果的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
验。选取 P<0.05 为显著性水平。

2

研究结果

2.1

第 1 阶段实验结果

2.1.1

指标的理论初选与专家问卷复选结果

加 1.5% 的 幅 度 增 加 跑 台 坡 度 ，直 至 力 竭 ，获 得

“阳光长跑”对高中生要求的距离是 2 000 m，属

VO2max 绝对值与相对值。运动中后期不时通过主观

于发展有氧耐力的素质运动。经梳理文献发现，以往

感 觉 评 分 表（RPE）询 问 实 验 对 象 的 主 观 感 觉 。

研究一致认为，VT 心率下的强度是中长跑的适宜负

VO2max 判定参考文献［10］的标准执行。

荷强度。其理论依据是，用个体 VT 强度进行耐力训

（4）VT 心率。VT 判断标准［8］：①通气量（VE）、二

练，既能使呼吸、循环系统机能达到较高水平，最大限

突然增大，VE/VCO2 不下降；③呼吸商出现突然增高

比例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VT 心率可能与个人体

氧化碳排出量（VCO2）非直线增加的拐点；②VE/ VO2

度地利用有氧供能，又能在能量代谢中使无氧代谢的

的拐点。整个 VT 判定在气体分析仪自带软件中结合

质，如呼吸、循环系统机能、身体形态、能量消耗、基础

人工观察和手动修正完成。获取数据有 VT 值、VT 占

代谢等都有关［3，13-16］。鉴于未来实际应用的便捷性、

VO2max 的百分比以及根据采样的时间序列寻找出的

易操作性，排除类似 VO2max 确定法，并对初选指标

对应 VT 心率（达到 VT 时对应的心率）。

—— 年 龄 、身 高 、体 质 量 、腰 围 、体 表 面 积 、体 脂 率 、

提出的公式计算

BMI、安静心率、基础心率、基础代谢率、卡尔森运动

得出：体表面积（m ）=0.007 1×身高（cm）+0.013 3×体

强度心率、安静时心率修正百分比法推算心率［即运

质量（kg）－0.197 1。

动时心率，计算公式为安静时心率+60%（最大心率-

［11］

（5）体表面积。依据胡咏梅等
2

（6）基础代谢率。依据文献［12］中公式计算得

安静时心率）］——进行专家评分，结果去掉了腰围、

出 ：基 础 代 谢 率（kcal/d）=66.47+13.57×体 质 量（kg）+

卡尔森运动强度心率［（1.2±0.3）分］、安静时心率修正

5.00×身高（cm）－6.76×年龄（岁）。

百分比法推算心率［（1.4±0.2）分］，因为利用这种同类

1.2.4

实验条件控制

（1）环境控制。所有前期非干预实验均在室温为

8~24℃、湿度为 50％~60％的室内进行。温、湿度均符
合 VO2max 以及 VT 的测试要求。
（2）受试者跑台适应。让受试者先适应跑台 10 min
86

推算公式预测靶心率，可能降低有效性。其余指标均
符合专家评分均值大于 3 且标准差不小于 1 的要求。
2.1.2

个体 VT 心率回归方程的确立

（1）各指标描述性统计结果。实验对象各指标描

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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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男生、女生各指标测试结果（n=593）

Test results of male and female indicators（n=593）

Table 2

高一年级（n=199）

检测指标

男生

高二年级（n=198）

女生

男生

高三年级（n=196）

女生

男生

女生

基础心率/（次·min－1）

81.4±4.6

81.9±4.9

78.5±3.2

80.6±3.8

78.0±4.4

79.9±3.9

体脂率/%

17.2±6.4

22.3±3.9

14.5±3.2

24.2±5.9

14.9±3.9

23.9±4.8

基础代谢率/（kcal·d ）

1 598.7±93.0

1 353.0±42.0

1 586.7±119.0

1 326.2±46.0

1 645.1±92.0

1 364.6±57.0

1.779±0.1

1.607±0.1

1.776±0.1

1.585±0.3

1.852±0.1

1.645±0.1

BMI/（kg·m－2）

20.8±1.9

19.9±1.3

20.5±1.6

20.0±4.1

20.5±1.5

20.2±1.4

VO2max/(mL·kg－1·min－1)

32.2±5.3

27.4±6.1

35.5±4.3

30.5±5.8

43.7±5.9

36.1±7.7

VT/（mL·kg－1·min－1）

23.2±5.3

20.0±1.3

24.3±5.7

21.7±2.9

31.1±7.1

25.2±4.9

VT 占比/%

70.7±12.0

72.9±9.0

66.3±16.0

71.6±10.0

68.2±15.0

71.2±10.0

－1

体表面积/m2

－1

VT 心率/（次·min ）

132.3±3.7

135.4±6.0

139.1±5.6

138.9±5.3

153.2±8.5

151.9±8.2

VT 跑速/（km·h－1）

8.76±1.5

7.5±0.9

9.46±1.6

8.2±0.5

9.55±1.5

9.5±0.9

注：VT 占比=VT/ VO2max。

（2）模型汇总。由表 3 可知，男、女生各个自变量

量，R2 的取值范围是［0，1］，越接近 1，说明拟合程度越

与 因 变 量（VT 心 率）之 间 的 复 相 关 系 数（R）分 别 为

好。本文中，无论男女，R2 均接近于 1，说明男、女生回

0.897、0.944，判断系数（R2）分别为 0.805、0.892。R2 即

归直线对观测值的拟合程度均较好。

可决系数（亦称确定系数），是度量拟合优度的统计
表3
Table 3
模型

R

R

男生（线性）

0.897

女生（线性）

0.944

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Cor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variables and dependent variables
调整 R 2

标准估计的误差

0.805

0.786

4.193

预测变量：常量，基础心率，年龄，身高，体表面积

0.892

0.886

3.323

预测变量：常量，基础心率，年龄，身高，体脂率，体表面积

2

（3）回归方程的方差分析。对回归方程的方差分

备注

0.817x3－0.463x4+9.385x（其中
x1 为年龄，x2 为身高，x3
5

析结果（表 4）显示，男、女生 P 值均小于 0.01，说明男、

为基础心率，x4 为体脂率，x5 为体表面积）。

女生回归方程具有显著性，即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线

表5

性回归关系成立。
表4
Table 4

Table 5
回归方程方差分析结果

Analysis of variance of regression equation
平方和

df

回归

8 140.646

4

男生线性模型 残差

4 283.859

293

总计 12 424.505

297

模 型

回归

7 845.012

5

女生线性模型 残差

3 886.596

291

总计 11 731.608

296

均方

F

性别 模型

14.621

对女生直接排除体质量、BMI、安静心率和基础代谢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量

常量

111.537

32.837

年龄

6.076

1.008

6.026 P<0.01 0.410 2.436

男生 身高

-0.282

0.212

-3.334 P<0.05 0.292 3.425

9.944

10.802

常量

125.062

15.381

年龄

7.132

0.425

16.796 P<0.01 0.848 1.179

身高

-0.268

0.079

-3.381 P<0.05 0.701 1.427

-0.463

0.107

基础心率
体表面积

13.356

生直接排除体质量、体脂率和基础代谢率等自变量，

未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标准误

1 569.002 117.475 P<0.01

（4）回归系数。计算回归方程时，SPSS 系统对男

Regression coefficient

B

显著性

2 035.162 139.197 P<0.01

回归系数

女生

基础心率
体脂率
体表面积

-0.569

0.167

-0.817

0.130

9.385

2.187

容差

VIF

3.397 P<0.01

-3.413 P<0.01 0.437 2.287
2.670 P<0.05 0.310 3.223
8.131 P<0.01

-6.280 P<0.01 0.413 2.421
-4.335 P<0.05 0.415 2.422
4.291 P<0.05 0.656 1.525

率等自变量。由表 5 可知，无论男女，回归模型中的各

（5）多元回归模型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检验。容

个自变量包括常量都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根据非

差和方差膨胀率（VIF）是反映共线性的关键指标之

标准化系数表以及 t 检验结果（表 5），男生拟合结果为

一，如果某变量容差小于 0.1，表明存在共线性问题。

Y 男 =111.537+6.076x1－0.282x2－0.569x3+9.944x4（其 中

VIF 越大表明共线性问题越严重。由表 5 可知，无论

x1 为年龄，x2 为身高，x3 为基础心率，x4 为体表面积），女

男女，容差均大于 0.1，而 VIF 也在可接受范围（VIF<

生 拟 合 结 果 为 Y 女 =125.062+7.132x1－0.268x2－

10 为可接受范围，VIF＞10 则通常认为不可接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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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明此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另外，若出现多个维度的特征值等于 0，或者某个

Table 7

3 组男、女生实验前后的相关指标检测结果

Relevant indicators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3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条件指数大于 30，
也提示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由表 6

基础心率/（次·min-1）

VO2max/（ml·kg-1·min-1）

可知，
无论男女，
回归方程中特征值与条件索引结果均

组别

符合要求，
这表明男、
女生模型都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实验前

实验后

实验前

实验后

A 中学男生

79.2±3.4

79.3±3.1

34.7±4.9

38.8±6.5**▲▲

B 中学男生

78.5±3.2

78.1±3.4

35.1±4.3

35.8±5.4ΔΔ
35.2±6.7

表6
Table 6

共线性诊断明细

Collinear diagnostic schedule
方差比例

模型

维数 特征值 条件索引

常量

年龄

身高

基础

体表

心率

面积

C 中学男生

78.9±3.2

78.6±3.3

34.9±4.8

A 中学女生

80.7±4.4

79.2±5.2

31.3±4.6

34.7±5.8**▲▲

B 中学女生

81.3±5.1

80.6±4.8

31.2±4.4

33.9±5.1*Δ

C 中学女生

81.1±4.7

80.8±4.9

29.5±5.8

30.1±5.4▽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实验后 vs. 实验前，采用配对样本 t

1

4.987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0.038

14.443

0.00

0.00

0.04

0.21

0.01

3

0.016

18.544

0.01

0.01

0.17

0.01

0.24

4

0.014

23.834

0.39

0.39

0.76

0.69

0.22

5

0.008

25.260

0.60

0.60

0.03

0.09

0.53

1

5.953

1.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降低现象（P 均大于 0.05），而实验后的 VO2max，C 中

2

0.032

7.566

0.00

0.01

0.00

0.00

0.44

学男、女生均未出现增长现象（P 均大于 0.05），A 中学

女生

3

0.011

13.628

0.01

0.00

0.00

0.03

0.04

模型

4

0.003

17.421

0.00

0.56

0.01

0.11

0.11

男、女生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男生：t=2.804，P<0.01；

5

0.001

23.082

0.00

0.21

0.76

0.17

0.07

6

0.000

28.713

0.99

0.23

0.23

0.69

0.34

男生
模型

综 上 所 述 ，回 归 方 程（Y 男 =111.537+6.076x1－
0.282x2－0.569x3+9.944x4， Y 女

=125.062+7.132x1－

0.268x2－0.817x3－0.463x4+9.385x5）均成立，且不存在
共线性问题。
2.2

检 验 ；▲▲ 表 示 P<0.01，A 中 学 vs. C 中 学 ；Δ 表 示 P<0.05，ΔΔ 表 示 P<
0.01，B 中学 vs. A 中学；▽表示 P<0.05，C 中学 vs.B 中学。

来自 3 所中学男、女生的基础心率在实验后均未出现

女生：t=2.831，P<0.01），B 中学女生出现一定程度的
增长（t=2.337，P<0.05），男生则未出现增长（t=0.574，P
>0.05）。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实验前无论是基础心率还是
VO2max，3 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男生基础心
率：F=2.72，P>0.05；男生 VO2max：F=2.41，P>0.05；女
生基础心率：F=2.18，P>0.05；女生 VO2max：F=1.96，P

第 2 阶段实验结果

>0.05）。实验后，3 组间基础心率经方差分析，差异均

2.2.1 “阳光长跑”
适宜负荷强度干预组的个体 VT心率

无统计学意义（男生：F=2.58，P>0.05；女生：F=2.47，P

男生个体 VT 心率推算值计算公式：Y 男=111.537+

>0.05），但男、女生 VO2max 在 3 组间均有显著性差异

6.076x1－0.282x2－0.569x3+9.944x4（x1 为 年 龄 ，x2 为 身

（男生：F=7.14，P<0.05；女生：F=9.58，P<0.05）。再经

高，
x3 为基础心率，
x4 为体表面积）。以实证研究中的某

S 法均数多重比较发现：男生中，A 中学与 B 中学（P<

实验对象为例进行回代，
该男生年龄、身高、基础心率、

0.01）、C 中学（P<0.01）均具有显著性差异，B 中学与 C

体表面积分别为 18 岁、
168 cm、
65 次/min、
1.841 64 m ，

中学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女生中，A

利用该公式可以推算其个体 VT 心率值为 155 次/min。

中学与 B 中学（P<0.05）、C 中学（P<0.01）均有显著性

2

女生个体 VT 心率推算值计算公式：Y 女=125.062+
7.132x1－0.268x2－0.817x3－0.463x4+9.385x5 （x1 为 年
龄，x2 为身高，x3 为基础心率，x4 为体脂率，x5 为体表面
积）。以实证研究中的某实验对象为例进行回代，该

差异，B 中学与 C 中学也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3
3.1

讨论
实验分组对实验效果的影响和控制

女生年龄、身高、基础心率、体脂率、体表面积分别为

虽然我国早在 2007 年就提出“阳光长跑”计划，但

17 岁、154 cm、80 次/min、15%、1.644 7 m ，利用该公

并未全面落实，或者政策提出初期认真执行但后期

2

式可以推算其个体 VT 心率值为 148 次/min。
2.2.2

训练效果比较

“松动”。正如笔者了解到，本文中的 3 所中学之前基
本上都未实质性地开展“阳光长跑”。由表 7 可知，实

经过 12 周训练，VT 心率强度控制干预实验组（A

验前 VO2max 在 3 组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说明实验

中学）、心率监控实验组（B 中学）、对照组（C 中学）实

对象实验前耐力水平相当、起点相同，且因所有受试

验前后相关指标检测结果见表 7。

者均在同一时期（保证时效性）接受测试，这种组间指

由表 7 可知，经配对样本 t 检验，与实验前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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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模式和管理方式固有差异的影响。换言之，如果学

宽的区间。因此，上述方法通用性突出、个体针对性

校教育模式和管理方式对学生耐力甚至体质指标有

不强，未凸显运动处方的个性化原则。

影响，那么随机抽取的同质（性别、年龄匹配）对象在
同一时期本身应该存在差异。

在本文的靶心率回归推算公式中，对回归方程各
类参数的检验已表明回归方程成立的合理性（表 3～

在实验执行中为保证干预有效且减小和避免其
他干扰因素，参与本次实验的所有学生的干预实验、
日常体育课均由本研究团队负责，本研究团队统一安
排体育教师（实际操作中，均由本研究团队的研究生
以实习的形式完成对实验对象的干预实验，正式干预
前，统一培训、统一管理），干预组严格按照干预要求
执行，普通体育课实行统一备课，严格执行相同强度、

6）。指标选择与过往广泛使用的靶心率法不同之处
在于：①充分考虑性别因素，特别是青少年生长发育

阶段，男女青春期存在显著差异，理应有不同的运动
强度；②回归公式中不直接使用“220−年龄”作为最大
心率进行推算，可避免低估年龄偏大的老人、高估年

龄偏小的少儿；③考虑了体质差异因素，基础心率可

充分反映人体体质状态、综合反映体内各种生理变

进度。另外，凡涉及执行各个学校体育锻炼相关活动

化，正常范围内心率越低，说明人体心血管机能越好，

政策时，所有 204 名实验参与者须与研究团队体育教

且本回归方程中，采用的基础心率比安静心率更为稳

师沟通协商并确认不影响实验结果后方可执行，以避
免该政策对实验效果的干扰。
3.2
3.2.1

定、准确；④除考虑与之前各类回归模型共有的年龄、
心率指标外，回归方程还纳入了身高、体表面积作为

高 中 生“ 阳 光 长 跑 ”个 体 VT 心 率 回 归 方 程 的

自变量，对女性还单独纳入了体脂率，这些指标使个

科学性、有效性

体化特征更加明显，更符合运动处方的个体化原则；
⑤本回归方程推算的是要求个体耐力跑时应达到的

科学性
适宜的运动强度是保证运动科学性、安全性及有

VT 心率强度，计算结果为每个个体的阈值，而不是一

效 性 的 重 要 因 素 ，通 常 用 VO2max 百 分 比 、梅 脱

个较为宽泛的区间，在实际应用时，区间保持在所计

（METS）或者最大心率百分比表示。研究［17-18］表明，

算的个体 VT 心率值±标准差（特指各个年级的 VT 心

在亚极限负荷运动强度下，心率与耗氧量呈线性相

率标准差），且尽量保持在个体 VT 心率值水平。
综上所述，本文的回归方程是在总结过去研究的

关，即运动时可以利用心率来监控运动强度。因此，
目前普遍认同和推崇的最佳运动强度控制方法为靶

不足基础上，充分考虑传统方法通用性突出、个体针

心率法，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推算法有最大心率百分

对性不强的缺憾而建立的，从某种程度而言，更加强

比法、心率储备法以及简易公式计算法。然而，早在

调 运 动 处 方 中 的 个 性 化 原 则 ，更 符 合 科 学 锻 炼 的

1992 年就有研究［19］指出，上述 3 种推算方法存在缺

理念。

陷：①基本都只围绕年龄和心率这 2 个因素进行回归

3.2.2

心率不仅与年龄、性别有关，身体形态、基础心率等因

实际应用效果，进行了为期 12 周的实验干预（A 中学

素同样是值得考虑的指标。②年龄是靶心率推算的

和 B 中学），发现：A 中学无论男女，反映人体耐力水

最重要因素，但实际应用时无法避免低估年龄偏大的

平的 VO2max 均有显著提升，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

老人、高估年龄偏小的少儿。③过往研究［20］所得到的

0.01）；强调“阳光长跑”但未采用个体 VT 心率强度控

靶心率集中在一个跨度较大的区间。如：刘洪珍等［21］

制的 B 中学，男生 VO2max 无显著提升（P>0.05），但女

指 出 ，VO2max 的 50%~85% 或 最 大 心 率（HRmax）的

生 VO2max 有一定提升，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60%~90% 可作为运动健身的适宜强度；万文君

认

对照组（C 中学）无论男女均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

为，最大心率（MHR）百分比在 60%~85% 的都属于有

学意义（P>0.05）。上述结果表明：利用所建立的回归

氧健身区。这些研究均提示，在上述相对较宽的区间

公式推算的个体 VT 心率值作为训练强度控制负荷有

运算，忽略了性别、体质差异，而有研究［7］发现，运动靶

［22］

内运动就足以引起有效刺激，但并不能确定最佳负
荷，这是一种通用的靶心率控制方法。然而，运动训

有效性
为进一步确定个体适宜“阳光长跑”负荷强度的

效，能很好地提高学生耐力素质。据此，还可推论：①
适度的运动，即使不依据个体 VT 心率进行锻炼，只要

明确指出，个体 VT 强度是发展有氧耐

坚持，也能起到提升体质的作用，但要取得较好的效

力训练的最佳强度。因个体间的 VT 强度不同，理应

果，应科学锻炼。②B 中学女生 VO2max 有提升且差

有一个适应个人的 VT 心率，而不是一个范围相对较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男生没有统计学差异

［10］

练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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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究其原因，可能与当前普遍存在的女生在

释，具体如下。

学习、遵守制度层面更服从安排、能自觉完成任务有

心率的价值及功能已在上文论述以及文献中描

关，从执行体育教师的反馈信息看，也确实存在男生

［22］

述过

偷懒而女生执行力更强的情况。这提示：国家多部委

指标之一，与反映人体体质强弱的身体形态、身体机

提出的“阳光长跑”活动如能坚决执行和响应，应具有

能和身体素质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评价身体

积极作用；若能做到有效控制运动负荷，则“阳光长

机能、身体素质方面，体表面积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

跑”活动的积极作用将更加凸显。

较高的可信度［23］。以往针对哺乳动物的研究［24］发现，

。人体体表面积是反映人体生理状态的重要

12 周训练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男、女生无论是

体表面积越大，则基础心率越大，生理学解释为体表

自身前后还是相互比较，基础心率均无显著性差异（P

面积越大的生物，其基础代谢越高，需要更大的血氧

>0.05）。生理学界一致认为，正常范围内心率越低说

量来维持机体的运转，因此基础心率越大。这对人体

明人体心脏功能越好。从研究结果看，此次 12 周的训

同样具有参考意义。另外，体表面积计算公式是基于

练并未引起心率出现显著性变化，其可能的原因在

身高和体重回归而得到的，因此，体表面积作为 VT 心

于，心率是一个较为稳定的指标，短期内适宜的生理

率回归方程的自变量符合逻辑。

负荷强度不足以引起其发生显著变化。这提示，可能
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周期才可能取得较为理想的预
期效果。

3.3.2

不同点
男、女生个体 VT 心率回归方程公式除了自变量

前的系数不同外，最大的区别在于女生中包含了体脂

运动训练理论指出，个体 VT 强度是发展有氧耐

率，这些不同无疑体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

力训练的最佳强度，用个体 VT 强度进行耐力训练，既

体脂率影响运动靶心率已被证实，同时也回答了

能使呼吸、循环系统机能达到较高水平，最大限度地

为何众多学者对肥胖人群进行运动处方干预时不采

利用有氧供能，同时又能在能量代谢中使无氧代谢的

用广泛使用的基于年龄和心率推算的靶心率法，而需

，因每个个体 VT 强度不同，理

要针对肥胖群体运动靶心率做专门的研究［4，25］。谭思

应有一个适应个人的 VT 心率，而不是一个范围相对

洁等［4］采用“乳酸阈-心率法”对肥胖儿童减肥运动处

较宽的区间。从上述论证结果与实际效果看，以回归

方的研制及效果观察发现，9~10 岁肥胖儿童控制运动

方程推算出的个体 VT 心率在实际应用中有效。

锻炼强度的靶心率上限为 165 次/min，肥胖儿童的运

3.3

动靶心率高于正常体质量儿童。由此可推测，体脂率

［10］

比例减少到最低限度

3.3.1

高中生个体 VT 心率回归方程异同分析
共同点
男、女生个体 VT 心率回归方程公式中主要有 2

个共同点：①各自变量前系数的正负符号一致；②方

程中的自变量都包含年龄、身高、基础心率、体表面积
等 4 个指标。
男、女生个体 VT 心率回归方程公式都包含了年
龄、身高、基础心率、体表面积等 4 个自变量，表明这些
变量对个体 VT 心率都会产生影响，不分性别；各自变
量的系数正负符号一致，说明对个体 VT 心率影响的
方向一致。用反证的逻辑逆向思考，若同一个自变量
前的系数正负号不同，则表明其对个体 VT 心率影响
完全是正反效应，这将导致逻辑上的矛盾，特别像基
础心率这类确定只起正向影响的指标，若出现男女回
归方程系数符号相反的情况，完全可以推测该回归方
程不合理。显然，本方程相同自变量前系数正负号完
全相同，再次印证本方程的合理性。

影响 VT 心率。已有研究［26］证实，处于青春期的高中
生，其体脂率存在明显性别差异，男生明显低于女生，
且男生个体差异较小而女生个体差异较大。江崇明
等［27］指出，受性激素影响，青春期男生以去脂体质量
的递增为主，女生则表现为身体脂肪堆积的增加，如
15 岁女生的去脂体质量仅为同龄男生的 81%，到 20
岁时下降至 68%。这表明，青春期的女生体脂率个体
差异特别明显，而男生并不显著，也许正因为存在这
种差异，所以在制定体质健康标准时，男性体脂率正
常区间设定为 10%~15%，而女性则设定为 15%~30%。
无论是判定标准区间的宽度还是容许度，女性都高于
男性，这一不同性别间存在的生理结构差异导致体脂
率在高中女生回归模型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3.4 “阳光长跑”实证研究经验总结及建议
3.4.1

实施“小团体”分组模式可缓解枯燥并提高训
练效果

回归方程的参数检验已经说明回归方程的合理

众所周知，中长跑运动不仅有利于增强人的心肺

性，这些指标存在于回归方程中也具有同样的合理解

功能，还可锻炼人的意志品质，但跑步中的枯燥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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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长期坚持的障碍。在本次实证研究中，A 中学学

师及班干部等管理，强调跑但没有进一步强调如何

生以 6～8 人为 1 个小组，实行“小团体”分组模式，由 1

跑。在此次实证研究中，B 中学就属于此类，从干预

人出任组长，每组由 1 名科研团队人员监测整体质量，

结果来看，有一定效果，但因缺乏对跑步过程中运动

集体前行，且心率由 Polar 表监控，若有 1 人没有跟上

负荷的有效监控，与预期效果仍存在一定差距。③严

规定的心率节奏，则整组视为该次“阳光长跑”无效，

格管理模式。
“ 质”与“量”兼顾，最为典型的是长跑传

需要重跑。这种强调集体主义的机制不仅通过陪伴

承长达 90 年（从 1928 年开始保持至今）的清华大学模

方式提高了跑步者的兴趣，还增强了个体的集体主义

式，其已建立非常完整的长跑监控、考评制度，此次实

精神。

证研究对 A 中学的实验干预就是借鉴清华大学的案

B 中学与 A 中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只强调学生完

例而实施的。

成每周 3 次、每次规定距离的跑步，要求学生动起来，

针对 A 中学最终确定如下管理机制。①教育机

但未对运动负荷实施严格把控。对 B 中学的现场观

制。要求教师、学生均进行“阳光长跑”活动学习，对

察发现：部分学生按照自己习惯的节奏跑完规定距

其重要性、学校的决心、各种规定制度特别是与师生

离；部分学生走走跑跑，也完成了规定距离；还有部分

利益关联的奖惩制度进行学习以统一思想认识。②

学生几乎就是“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严重缺乏主

监管机制。对“阳光长跑”活动有效性、师生考勤等实

动性。从整体来看，女生自觉性高于男生，从考勤表

施制度监管，分工明确，方案详实，极大地保证“阳光

及完成情况登记表分析，女生大多数都保质、保量地

长跑”的正常秩序和锻炼效果的最大化。③考核、评

完成了规定距离，且过程较为努力，这也正是此次 B

价和奖励机制。考核评价公正公平、奖罚分明是调动

中学女生实验后 VO2max 仍有一定增加（P<0.05）的主

师生积极性的重要保证。清华大学长跑模式也是由

要原因。B 中学整体干预效果没有 A 中学好，导致差

逼迫到半逼迫再到后来形成的高度自觉模式。任何

别的原因可能就是 A 中学管理监控更严格，采用个体

一项活动的开展要形成系统化并保存下来大都经历

最适宜的运动负荷（即 VT 心率）强度监控跑步过程，

过类似过程，此次在 A 中学开展的实证研究亦如此。

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有氧耐力；加之采用小组集体模

如按 2017 年版《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规定，

式训练，保证了“阳光长跑”的完成质量。因此，可以

该校“阳光长跑”考核未通过者不准予以毕业，考核成

认为，实施“小团体”分组模式是提高训练效果的有效

绩作为普通高中学生毕业的主要依据和高校招生录

形式，按照 VT 心率负荷强度保证对机体有效刺激是

取的重要参考，从实施效果看，这条规定在很大程度

效果显著的关键。为保证个体 VT 心率在监控运动时

上增加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另外，考评组

的准确性，此次采用 Polar 表监测，建议在今后实际推

对每一个跑步小组（6～8 人）、个人进行先进评比，并

广时，学生可以购买运动手环等日益大众化的心率监

张榜公示，提升优秀学生的成就感和自豪感。项目实

控设备进行监测。

施过程中的优秀教师，其个人荣誉纳入年终绩效考评

3.4.2

制定可行的管理运行机制
［28］

结果。④稳固的协调机制。
“阳光长跑”活动的有效开

表明，当前“阳光长跑”管理总

展并长期坚持，需要各个部门协同合作，特别是校医

体表现为以下 3 种形式。①号召式。即学校没有潜

院、保卫部门、教师层面等均要防范突发安全事故，领

心、实实在在地做好这项工作，往往只是下发一个通

导层则要重视并从人、财、物上积极支持，最终才能保

知或者开几次会，安排几名体育教师负责完成该项任

证活动的持续、有效实施。

以往的调查研究

务；活动开始时，领导们再参加一个起跑仪式，从思想
上动员学生自觉跑步。这种形式往往没有具体、详实

3.4.3

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阳光长跑”活动仅是一种行为表现，要成为一项

的制度支撑，多数流于形式，开始有点新意，但后来缺

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积极推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是最

乏积极性、主动性成为普遍现象，导致锻炼效果大打

有效的途径之一。打造与“阳光长跑”相关的系列赛

折扣。在此次实证研究中，C 中学领导以场地不够

事，丰富体育行为文化、体育制度文化是校园体育文

好、校医院设施简陋、中长跑安全难以保证为由，让学

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生自觉锻炼，导致学生 VO2max、基础心率都无改善现

清华大学的长跑活动已成为其享誉国内外的一

象（P>0.05）。②集体行动模式。往往利用大课间、早

张体育名片，其长跑起步早（1928 年开始，清华大学体

晚时间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跑操”，由班主任或体育教

育课就要求每堂课都要跑约 1 600 m）、历史长，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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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跑制度不断完善，规定要求 16∶00 以后，保证

7.132x1－0.268x2－0.817x3－0.463x4+9.385x（x
5
1 为年龄，

每周 2 次的男生 3 000 m 跑、女生 2 000 m 跑，且有严

x2 为身高，
x3 为基础心率，
x4 为体脂率，
x5 为体表面积）。
（2）
“阳光长跑”
可持续性开展建议：
实施“小团体”

格的考核制度。90 年间，即便在西南联大的艰苦时
，知名学

分组模式以缓解枯燥并提高训练效果；制定可行的管

者林家翘、钱伟长等都是受益者，他们不仅锻炼了身

理运行机制，
包括教育机制，
监管机制，
考核、评价和奖

体，还锻炼了意志品质并培养了终身锻炼的习惯。这

励机制，
协调机制；
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些都是长期的制度文化建设、行为文化建设推动校园

4.2

期，体育课也要求学生跑 1 500 m。据报道

［29］

体育文化建设的结果。
借鉴清华大学的案例，此次实证研究中，实验干
预组（A 中学）在之前已有的“阳光长跑”基础之上，
进一步完善了现有制度，在校园体育文化建设推动
中又前进了一步。A 中学之前积极响应教育部号
召，开展“阳光长跑”活动，长期坚持用大课间、早晚
时间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跑操”。随着后来该市强调
每所学校要有特点，实现“一校一品”，A 中学选择了

不足与展望
（1）随着青少年肥胖和超重现象愈加严重，有关

青少年减肥的研究受到广泛关注。有氧运动作为最
简单、最有效的运动减肥方式已得到公认。本文在立
足于为高中生寻求个体 VT 心率的基础上，选取的实
验对象为随机抽样的高中生，符合正态分布特征，其
体脂率总体处于正常范围内。以往研究如谭思杰等［4］
已经论证肥胖和超重应有适应自己的个体靶心率，因
此，本文推导出的高中生个体 VT 心率回归方程是否

已有基础的“阳光长跑”。为进一步扩大品牌效应，

适用于肥胖高中生还有待斟酌，需进一步研究，目前

借此次实证研究的机会，不仅实验干预时强调“阳光

不推荐使用。

长跑”的严谨性、科学性，还建立了教育机制，监管机

（2）本文属横向研究，没有进行纵向追踪，当受试

制，考核、评价和奖励机制，协调机制，完善了管理制

者运动能力提高或进入下一年级时，是否仍然沿用适

度，从体育制度文化建设层面进一步丰富了校园体

龄回归公式推算的个体 VT 心率控制强度，还是另外

育文化。

制定训练方案，仍值得探究，这也是今后“阳光长跑”

在行为文化层面，积极举办与“阳光长跑”相关的

运动强度控制和调整体系的研究内容。这项工作的

体育赛事，让学生能将平时的锻炼成果有所展示，是

完成将会为更好地推广“阳光长跑”运动提供更多科

提高学生参与“阳光长跑”积极性的一个举措。在 11

学依据。

月实验期间，利用该市湘江风光带独有的健身绿道资

（3）由于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限制，本次训练

源（素有“一江两岸十景”之称），开展了“湘江风光带

效果比较时，只进行 VT 心率强度训练组与普通对照

冬季沿江跑、培育阳光健康少年行”活动。此次赛事

组之间的对比，其优势虽已说明，但未能与其他传统

A 中学全校师生共同参与，其中学生 1 100 多名、教职

靶心率方法进行实验对比，在今后的研究中可做进一

工 130 多名，全程 11 km。此次 A 中学实验干预组的

步论证。

31 名男生、38 名女生全部报名参加，且分别有 81%、
86% 的学生在男、女队伍中进入了前 50 名，取得的成
绩和获得的成就感极大地激起了学生们的参与热情。

作者贡献声明：

此次活动的成功让 A 中学决定，计划今后每年举办一

王国军：收集、整理文献，设计实验，整理、分析数据，

次类似活动。体育活动是校园体育文化的载体，为丰

设计论文框架，撰写、修改论文；

富行为文化，今后还需要举办更多田径相关赛事。

刘

4

张秋艳：核实数据，校对文字。

4.1

结论与展望

亚：收集、整理文献，执行实验；

结论
（1）高中生开展“阳光长跑”活动时推荐使用个体

VT 心率作为负荷强度监控指标，其中男生个体 VT 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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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Effect of Anoxic Threshold Heart Rate Intensity Control in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Sunshine Long Distance Running"
WANG Guojun，LIU Ya，ZHANG Qiuyan
Abstract：Objective In order to chang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random intensity in long distance running in high
school students，th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individual suitable intensity（individual anoxic threshold heart rate）
was established. Methods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individual anoxic threshold heart rate was established by
taking the indexes selected by literature method and expert method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anoxic
threshold heart rate as dependent variables.The students in three senior high schools in X city were selected to
monitor their heart rate intensity in terms of the 3 modes of the anoxic threshold，non-intensity but strictly，and
random non-monitor，respectively，in the "Sunshine Long Distance Running". After 12 weeks，the changes of
VO2max and basic heart rate indexes in the students of the three senior high school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as no decrease in the basic heart rate of the three middle school
students（P >0.05）. The VO2max of both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school A increased to varying degrees（t =
2.804，P < 0.01，t < 0.01，t=2.831，P < 0.01），while the VO2max of girls in school B incr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t ≤ 2.337，P < 0.05），but no increase in male students（t = 0.574，P > 0.05）. There was no increase of
VO2max both i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school C. Conclusions ①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he rate of
anoxic threshold established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an be used to guide the load intensity of long distance
running. ②The empirical study helps the sustainability of "Sunshine Long Distance Running".

Key words：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unshine Long Distance Running"；anoxic threshold；target heart
rate；anoxic threshold heart rate；aerobic endurance
Authors address：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412007，Huna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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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
自治
、乌托邦和身体的愉悦
乌托邦和身体的愉悦：
：休闲跑热
“
休闲跑热”
”的多维解读
近年来，休闲跑（recreational running）这种发生在城市公共空间，以锻炼、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大众健身活动，
不仅成为引起全球关注的文化与社会现象，也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从史学、社会学、经济
学、文化学的视角对“休闲跑热”现象进行多维分析，但鲜有从自治地理（autonomous geographies）的视角对其进
行解读。2018 年，英国学者 Andrew Barnfield 基于自治地理分析视角，对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的 36 名休闲跑俱
乐部成员和组织者（男性 20 人、女性 16 人）进行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研究认为，跑步俱乐部可被理解为一个
自治的社会团体，它重视和强化跑步的乌托邦性和趣味性，从而使跑步在不同人群中更受欢迎。其中，作为自治
社会群体的俱乐部及其与他人共存（being-with-others）的理念凸显了人们多元化的生存方式。跑步俱乐部通
过身体行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式，从而实践一种微妙的、可行的乌托邦愿望，即在跑步俱乐部群体内建立
一种更具共同感、更民主的生活方式。休闲跑在精神和心理层面展现的趣味性是使城市生活充满活力的重要因
素。虽然休闲跑和俱乐部均能使参与者在情绪、理想（指乌托邦）和身体方面充满活力，进而激发其自我表达和
参与的动机，但由于这 3 个层面相互重叠，因此在现实中很难确定其瞬时属性（ephemeral nature）。该研究提出
的“自治”概念从中观层面解读了作为“拒绝个人主义、支持互助、渴望集体精神”的跑者将俱乐部建构为“一种集
体象征”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分析跑者和俱乐部之间关系的新颖视角，对于解析当下中国城市“健身跑热”这一文
化和社会现象具有借鉴意义。
（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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