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４２ 卷第 １ 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 ｏｌ ．４２ ，Ｎ ｏ ．１
Ｊａｎ ．２０１２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８５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８‐９４２Ｘ ．２０１１ ．１１ ．２８１

主题栏目 ：国际休闲学研究前沿

城市休闲制约与健康研究
——— 以韩国首尔为例
董二为１

冯革群２

叶

丹２

（１ ．南阿拉巴马大学 健康 、体育与休闲研究系 ，阿拉巴马 莫尔比 ３６６８８ ；
２ ．宁波大学 建筑工程与环境学院 ，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
［摘

要］ 从公共健康和人口健康的视角研究休闲对健康的潜在贡献日益受到重视 。 北美的休闲制

约研究已有四十年的历史 ，但关于休闲制约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仍然空白 。 初步尝试休闲制约与健康研究
并探究休闲制约如何影响个体健康的研究结果表明 ，社会与自我制约 （如学习压力 、配偶的休闲偏好不
同 、照顾孩子等）影响个体的身体状况（包括医疗 、身体病痛等 ） ；而心理制约 （如缺少活力和主动性等 ）则
影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如生活质量 、对外表的接受度等 ）和身体健康 。 这为研究东亚大城市 （首尔 、东
京 、北京 、上海和杭州等）的休闲制约对健康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见解 。
［关键词］ 城市 ；休闲制约 ；韩国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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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城市休闲制约与健康研究 ——— 以韩国首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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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北美的休闲制约研究已有四十年的历史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休闲研究者们就用休闲制约理
论研究性别 、老龄化 、青春期 、多样性和文化 。 虽然东亚的休闲研究者们也对休闲制约进行过相关研
究 ，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在描述阶段 ，很少涉及理论层面 。 近年来 ，休闲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从休闲
研究的视角研究健康的重要性 ，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作为城市重要的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 ——— 公园的
使用 、体育活动和健康 。 尤其是许多休闲研究者认为公园的使用对人们的健康有积极的影响 。 笔者
同意这样的观点 ，公园的使用与健康之间有正相关的关系 。 但当前的休闲与健康研究忽视了由城市
化导致的城市空间缩小的事实 ，尤其是在东亚国家的大城市 ，如中国的北京 、上海和杭州 ，韩国的首尔
以及日本的东京和大阪等 。 当城市居民在休闲上面对诸多制约 ，比如上述由城市空间缩小而导致的
缺乏娱乐和休闲公共空间的制约时 ，研究公园的使用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好的视角 。 因此 ，
本文将研究视角转向休闲制约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 。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背景
（一） 北美的休闲制约研究
休闲制约（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的概念来源于美国户外娱乐资源审查委员会（ＯＲＲＲＣ ）所进行
的休闲障碍研究（ｌｅｉｓｕｒ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 在 ＯＲＲＲＣ 的研究中 ，户外娱乐活动的参与度主要依据
［１ ］
参与者或爱好者的社会经济特征来判定 ，虽然时间 、健康 、活动技能和娱乐设施方面的限制都被
认定为对户外娱乐活动的参与有负面影响 ，但是“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和“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二词当时都还没有被
概念化 。 １９８７ 年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和 Ｇｏｄｂｅｙ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把休闲障碍（ｌｅｉｓｕｒｅ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概念化 ，并将
其归纳为以下三类 ：（１） 个人内部障碍 ；（２） 人际间的障碍 ；（３） 结构性障碍 。 其中 ，个人内部障碍指
影响休闲偏好的个人内在心理状态 ，如压力 、沮丧 、焦虑 。 人际间的障碍是个体之间人际交往的结果 ，
如缺乏同伴 、夫妻的休闲偏好不同 。 结构性障碍指的是影响个体休闲偏好或休闲参与的外在因素 ，它
［２ ］
是介于休闲偏好和休闲参与之间的中介制约因素 ，如时间 、金钱 、天气等 。 １９９１ 年 ，在枟休闲制约的
等级模型枠一文中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一词被“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所替代 ，三类休闲障碍也相应地被修改为三类休闲制
［３ ］
约 ——— 个人内部制约 、人际间的制约和结构性制约 。 此后 ，休闲研究者们便用休闲制约理论研究休
［４ ］
［５ ］
［６］
［７］
闲 ，包括性别研究 、老龄化研究 、青春期研究 、多样性研究 等 。 但休闲制约理论的社会心理学
视角排除了文化因素 。 从传统的休闲制约理论上可以看出 ，休闲制约理论偏向于社会心理层面 ，不涉
及文化层面 。 而正如 Ｄｏｎｇ 和 Ｃｈｉｃｋ 所认为的 ，文化作为一个制约因素 ，在休闲制约的研究中应该被
［８ １０ ］
涉及
。 而且就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而言 ，休闲制约研究也应该涉及文化因素 ，因为文化赋予人类行
为的能力 ，同时文化又对人类行为加以制约 ，使他们在自己的社会群体中行为得当 。
（二） 北美以外的休闲制约研究
虽然关于休闲制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北美 ，但仍有一些学者将休闲制约理论运用于北美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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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休闲研究中 。 例如 ，Ｓｏｏｊｉｎ Ｌｅｅ 和她的同事在日本所作的日本人关于名人粉丝制约的心理协商
［１１ ］
［１２ ］
研究
；Ｗａｌｋｅｒ 和他的同事所作的加拿大和中国大陆在校大学生休闲制约研究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ｓ 和
［１３ ］
Ｃａｒｒｏｌｌ 在希腊某一城市区块中调查参与娱乐活动的制约感知方面的人口学差异
。
在韩国 ，１９９０ 年以前 ，休闲研究者们关于休闲制约的研究很少 ，但到 １９９０ 年末这一情况有了
较大的转变 。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 ，他们确实在休闲制约方面作了一些研究 。 例如 ，１９９７ 年 ，Ｋａｎｇ
调查了韩国首都首尔 ６６０ 名成年居民在休闲制约感知上表现出的人口学差异与社会经济地位差
异 。 该研究既没有采用 Ｃｒａｗ ｆｏｒｄ 和 Ｇｏｄｂｅｙ 的分类法 ，也没有采用休闲制约等级模型 ，而是用五
个指标项目对研究对象的休闲制约因素进行调查 ，包括缺少休闲设施 、缺少休闲资源 （时间和金
钱） 、缺少休闲教育 、忙于赚钱及其他制约因素 。 该研究发现 ，性别 、年龄 、宗教 、职业 、收入水平的差
异会导致休闲制约感知的不同 。 大部分研究对象表示缺少休闲设施是最大的制约因素 ，缺少时间
和金钱为第二大制约因素 。 同时 ，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也会导致休闲制约感知的不同 ，那些要担
负孩子教育支出和家庭支出的受访者认为缺少金钱和时间是最大的休闲制约因素 。 基于这些分析
［１４ ］
结果 ，Ｋａｎｇ 最后得出为了提高首尔居民的休闲参与度 ，必须增加休闲设施的结论
。 ２００１ 年 ，
Ｐｙｏ 和 Ｋｉｍ 对 ６５７ 名年龄在 ２０ 岁到 ６９ 岁之间的城市（包括首尔）家庭妇女进行调查研究 ，分析家
庭生命周期如何影响对休闲制约的感知 。 该研究采用了 Ｃｒａｗ ｆｏｒｄ 和 Ｇｏｄｂｅｙ 的分类法 ，即将休闲
制约分为个人内部制约 、人际间的制约和结构性制约三类 。 他们发现研究对象中的新婚者认为个
人内部制约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因为他们在特定休闲活动上的技能的自我觉察 ，或对特定休闲活
动的休闲满意度的自我觉察有时会成为休闲制约因素 ；而那些为孩子准备婚礼的研究对象认为结
［１５ ］
构性制约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其余的研究对象则表示人际间制约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 ２００４
年 ，Ｓｏｎｇ 和 Ｙｅｏ 对 ５７０ 名城市（包括首尔地区）工人在休闲制约感知上表现出的人口学差异和社会
经济地位差异进行了研究 。 该研究采用了休闲制约等级模型 ，在该项研究中 ，个人内部制约因素为
缺少时间 、缺少技能 、工作压力 、不适感 ；人际间的制约包含五个因素 ，分别是家庭成员的支持 、家庭
责任 、好朋友的赞同 、缺少休闲同伴 ，以及对自身社会声誉的考虑 ；而结构性制约因素则是缺少金
钱 、缺少信息 、令人不适的交通 、朋友的经济困难 。 他们发现 ，研究对象中三四十岁的已婚男性比二
十多岁的单身女性表现出更严重的人际间的制约 ，而二十多岁的研究对象则比其他年龄段的研究
对象表现出更严重的个人内部制约和结构性制约 ，在校大学生比高中毕业生更多地感到人际间的
［１６ ］
制约
。
总之 ，基于过去有限的休闲制约研究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韩国人认为缺少休闲设施是最严重的
休闲制约 ，但从 ２１ 世纪开始当地方政府致力于增加休闲设施时 ，他们才开始意识到人际间制约是
比缺少休闲设施更为严重的制约 。
（三） 休闲与健康研究
从公共健康和人口健康的视角研究休闲对健康的潜在贡献已经日益受到重视 ，休闲被认为是
［１７ ］
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对人们的健康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 相关研究表明 ，积极的休闲活动（运动
［１８ ］
或体育活动）能够增强心血管的健康 ，从而降低患心脏病的几率
。 作为社区因素之一 ，休闲活动
近来也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认为能缩小社区居民的健康差异 ，而被作为居民身体外部的介入机
［１９ ］
制加以推荐 。 此外 ，积极的休闲活动还有助于增强自尊和提高生活质量 。 对此 ，加拿大学者
Ｍ ａｎｎｅｌｌ 基于以下五点阐述了休闲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 ：（１ ） 双手空闲 、头脑忙碌 ；（２ ） 愉快 、放
松 、开心 ；（３） 自我成长 ；（４） 自我认识 、自我肯定 ；（５）应对压力的能力 。 但 Ｍ ａｎｎｅｌｌ 同时还指出 ，非
［１７ ］
运动性的休闲即消极休闲还未被充分证实对生理健康或心理健康有正面作用
。
可见 ，休闲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研究休闲与健康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 虽然可以从诸多角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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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进行研究 ，但当前的研究尤其是在北美地区主要集中于公园的使用与健康之间关系的研
［２０ ２２ ］
究
。 据我们所知 ，从跨文化的角度探究休闲制约与健康还属于空白阶段 。 因此 ，本文旨在从
跨文化的视角研究韩国首尔的居民有哪些休闲制约 ，以及休闲制约如何影响个体健康 。 基于此 ，本
文围绕以下三个研究问题展开 ：首尔居民有哪些休闲制约 ？ 北美的休闲制约分类（个人内部制约 、
人际间的制约 、结构性制约）是否适用于非北美文化的城市环境 ，如韩国首尔 ？ 首尔居民健康和休
闲制约之间的关系如何 ？

三 、研究方法
（一） 自由列举法
在跨文化的环境中研究人类现象或休闲常常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应该采用哪种概念和分类 ，
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 对于西方的休闲理论是否适用于东方 ，休闲研究者们也同样意见不一 。 例如 ，
如果我们想要在韩国进行休闲研究 ，通常要问一个问题 ，西方的或北美的 ，甚至是一些更小的区域
团体提出的休闲概念是否适用于韩国文化 ，或者说这样的概念及分类能否被采用 ？ 在这里 ，有效性
是所有研究者关心的问题 。 又比如 ，对在 Ａ 文化中所产生的现象的描述确实能适用于 Ｂ 文化中产
生的相应现象吗 ？ 但是 ，民族志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它通过判定人如何看待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而
得到答案 。
通常而言 ，人类学家会花费少则一年多则几年的时间研究其他国家的文化 ，目的是了解这些国
家的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世界 。 在这个过程中 ，人类学家通常用参与式观察法和非结构式访谈
收集数据 ，而这两种方法也常常被民族志学者所借鉴 。 除此之外 ，涉及的其他一些人类学研究方法
同样适用于民族志学的研究 ，如自由列举法 。 民族志学者通常对假定已经定义好的和已经被了解
的文化领域感兴趣 ，目的是明确研究对象的定义和范围 。 某一个文化领域就是一系列拥有同样规
则的术语 ，这些术语通常又可以被命名成一个新的术语或新的表达 ，或至少可以被包含在其中 。 美
国人类学家 Ｗｅｌｌｅｒ 和 Ｒｏｍｎｅｙ 对此解释到 ：“任何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对所研究对象的定义和范围
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 一个固有的假定就是假设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想的‘某些事情’感兴趣 ，为了
方便起见 ，我们称‘某些事情’为语义的或文化的领域 ，即指语义或文化领域内能够引起兴趣的部分
及其一系列相关联的术语 。 对该领域的已有研究包括颜色 、血缘关系 、疾病 、植物 、动物 、飞机操作
失误 、疼痛类型和喂食婴儿的方法特征等 。 领域的概念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几乎涵盖了包含在内的
［２３ ］９
所有事物 。”
因此 ，通过民族志学来解决跨文化的研究 ，首先要对研究对象的文化领域进行定义和范围界
定 ，而自由列举法则能够帮助达到这样的目的 。 自由列举法是近年来经常被认知人类学家所使用
的一种方法 ，它是对某个文化领域下定义的第一步 ，确定文化领域的界限 ，同时也是确保研究所涉
及的概念与研究区域的文化相关的一种有用的综合性方法 。
“自由列举法中个人列表的数据的频率和等级属性为认知数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 研究对象
［２３ ］１６
在放松和自然的状态中完成调查 。 自由列举法能够帮助研究者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术语 。”
［２４ ］
自由列举法类似于开放式的问卷调查
，研究者们往往要求研究对象罗列出所有他们能够想
到的特定领域的术语 。 例如 ，研究对象可能被要求写出所有他们能够想到的动物的名称 ，或者列出
所有他们在闲暇时间进行的活动 。 然后研究者根据自由列表中的条目 ，分析哪些条目更为显著 ，也
就是说那些被提到的次数更多以及被早早列出的条目比其他条目更为显著 。 其中 ，频率和显著性
［２５ ］
能够通过 Ａ Ｎ Ｔ ＨＲＯＰＡＣ ４ 自动生成 ，而且生成的频率数据列表和 Ｓｍｉｔｈ 显著指数可用于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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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数据分析 。 出于数据饱和度的要求 ，自由列举法的研究对象的人数通常要控制在相对较小的
范围 ，为 ２０ 人前后 。 此外 ，自由列举法的结果还能运用于其他研究方法中 ，如问卷调查 。
由于是在跨文化的环境中进行的 ，因此本研究用自由列举法收集韩国首尔休闲制约的数据 ，对
韩国的休闲制约这一文化领域进行定义和范围界定 ，而非采用在非韩国文化研究中得到的休闲制
约分类或休闲制约等级模型 。 自由列举数据收集自 １８ 名居住于首尔的居民（表 １ ） ，然后根据这些
自由列举数据设计了一份制约因素问卷 ，进行第二轮数据收集 。 这一收集问卷数据的方法在作者
［１０ ］
之前的研究中已经使用过 。
表１

研究对象的社会人口统计信息

研究对象

年龄

性别

职业

婚姻状况

１

１６

男

高中生

未婚

２

１６

女

高中生

未婚

３

２９

男

研究生

未婚

４

２５

女

公司雇员

未婚

５

２５

女

公司雇员

未婚

６

２９

男

公司雇员

未婚

７

３８

女

家庭主妇

已婚

８

３９

男

个体经营者

已婚

９

３６

男

个体经营者

已婚

１０

３７

女

家庭主妇

已婚

１１

４１

男

研究人员

已婚

１２

４３

女

研究人员

未婚

１３

４０

男

公司雇员

已婚

１４

４３

女

个体经营者

已婚

１５

５４

女

个体经营者

已婚

１６

５４

女

家庭主妇

已婚

１７

５９

男

个体经营者

已婚

１８

５８

男

政府官员

已婚

表 ２ 显示了研究对象罗列的 １２ 个制约因素 。 其中 ，有 １０ 个研究对象提到缺少金钱和时间 ，而
家庭责任 、健康状况 、配偶的休闲偏好不同 、学习压力和缺少休闲信息只有一个研究对象提到 。
表２
频率

研究对象列举的休闲制约因素（自由列举）
休闲制约因素

１０

缺少金钱

１０

缺少时间

３

照顾孩子（子女 、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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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

休闲制约因素

３

疲劳

３

缺少积极性

３

缺少同伴

３

缺少活力

１

家庭责任

１

健康状况

１

配偶的休闲偏好不同

１

学习压力

１

缺少休闲信息

（二） 问卷数据收集
问卷要求研究对象依据李克特（Ｌｉｋｅｒｔ ）量表的 １ — ５ 分评分标准对每项制约因素的重要程度
进行评价 。 例如 ，如果“缺少金钱”在某一研究地点被列入制约因素问卷中的话 ，那么该地点的研究
对象就被要求对“缺少金钱”这一制约因素以 １ — ５ 分进行评分（１ 是最不重要 ，５ 是最重要） 。
个体健康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研制的生存质量测定表进行测量 ，即 Ｗ ＨＱＯＱ Ｌ 。 Ｗ ＨＱＯＱＬ 是
一套国际性的跨文化的生存质量评估工具 ，在许多国家被广泛使用 ，用于评估个体在其文化体系和
价值体系内的个体感知 ，以及他们对健康的关注 。 Ｗ ＨＯＱＯＬ 也是采用李克特量表的 １ — ５ 分评分
法进行测量 。 其中 ，本研究采用的是 Ｗ ＨＯＱＯＬ 的简化版 ，即 Ｗ 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 （世界卫生组织生
［２６ ］
存质量测定简表） ，该表由 ２６ 项指标组成 ，包括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关系和环境等 。 此外 ，
本研究还对体重 、身高和血压三个变量进行了测量 。 美国疾病控制与防御中心表示 ，用个体的体重
［２７ ］
和身高能够计算身体质量指数（ＢＭ Ｉ）
，该指数是判断肥胖与否的重要指示器 ，而过度肥胖则会
导致健康问题 。 血压数据包括心脏收缩压和心脏舒张压 ，也是判断身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 ，如果
血压上升或长时间停留在较高值 ，会对身体的诸多部位造成损伤 ，如心脏 、血管 、肾等 。 而健康的生
［２８ ］
活方式则能够帮助人们延迟或防止高血压（ＨＢＰ） 。
问卷在韩国首尔汉江市民公园发放并收集 。 调查问卷共采集了 １８２ 个研究对象 ，他们都居住
在首尔 。 表 ３ 所示的是研究样本的社会人口统计信息 ：
表３
类别
性别

年龄

收入

研究样本的社会人口统计信息
数量

比例（％ ）

男

８４

４７ ．２

女

９４

５２ ．８

≤ ４０

９５

５２ ．５

＞ ４０

８６

４７ ．５

≤ ＄ ３６ ０００

８６

４９ ．４

＞ ＄ ３６ ０００

８８

５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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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教育程度

家庭成员

婚姻状况

数量

比例（％ ）

两年大学教育及其以下

８０

４６ ．２

大学及其以上

９３

５３ ．８

≤ ３

８５

４６ ．７

＞３

９７

５３ ．３

未婚

７３

４０ ．３

已婚

１０８

５９ ．７

（三）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统计学工具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对所得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 为了减少休闲制约因素的数量

（一共有 １２ 个休闲制约因素和 １９ 个健康变量）和提炼数据中的潜在因素 ，以及为将来的数据分析
创造出一系列新的变量 ，本研究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用方差旋转和大于等于 １ 的特征值作因子
筛选） 。为了判定休闲制约因子如何与健康变量相关联 ，本研究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来测定各个变
量之间的相关性 。
（四） 研究地点的选择
研究对象主要在首尔市汉江市民公园选取 。 汉江市民公园是首尔最受欢迎的娱乐场地之一 ，
仅 ２００６ 年一年 ，汉江市民公园的游客量就超过 ５ １００ 万人次 ，这个数据意味着每个首尔市民在该
年内平均去汉江市民公园五次 。 汉江市民公园由 １２ 个靠近汉江的小公园组成 ，我们在其中一个叫
汝矣岛公园的小公园内收集数据 。 选取汝矣岛公园是因为我们本着样本容易获取的原则 ，而它是
１２ 个小公园中游客量最大的 。
我们将调查点设在汝矣岛公园的入口处 ，要求五名研究助理尽可能依据游客的年龄 、性别 、家
庭团队方式或非家庭团队方式游玩等 ，选择不同类型的游客作为研究对象 。 研究助理向游客们解
释研究目的 ，询问他们是否有兴趣参加 ，那些同意参与的游客被邀请进调查点并填写调查问卷 ，在
填写的过程中 ，针对他们不理解的问题 ，进行相应的解释 。 问卷填写结束后 ，我们发给每位研究对
象一瓶水和一支圆珠笔表示感谢 。

四 、研究结果
表 ４ 显示的是研究对象依重要性对 １２ 项休闲制约因素进行评分的分值平均值和标准差 ：
表４
序号

休闲制约因素的平均值和标准差

制约因素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缺少金钱

３ ．３２

１ ．１５

２

缺少时间

３ ．２５

１ ．１７

３

疲劳

３ ．１３

１ ．１３

４

缺少活力

２ ．７２

１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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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制约因素

平均值

标准差

５

缺少积极性

２ ．６９

１ ．１３

６

家庭责任

２ ．５２

１ ．１４

７

缺少休闲信息

２ ．３７

１ ．０８

８

缺少同伴

２ ．２９

１ ．１４

９

照顾孩子（子女 、孙子女）

２ ．２５

１ ．３９

１０

配偶的休闲偏好不同

２ ．１１

１ ．１３

１１

健康状况

２ ．０９

１ ．１２

１２

学习压力

２ ．０２

１ ．１２

在最重要的五个制约因素中 ，首尔居民将“缺少金钱”列为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然后依次是“缺
少时间” 、“疲劳” 、“缺少活力”和“缺少积极性” 。 最不重要的五个制约因素依次是“学习压力” 、“健
康状况” 、“配偶的休闲偏好不同” 、“照顾孩子” 、“缺少同伴” 。 从表 ２ 可知 ，问卷中共有 １２ 项休闲制
约因素之多 ，为了减少休闲制约因素的数量和提炼数据中的潜在因素 ，以及为将来的数据分析创造
出一系列新的变量 ，笔者进行了主成分因子分析 ，得出占总方差 ５２ ．０５％ 的三个主要因子 ，如表 ５
所示 ：
表５

休闲制约因素的重要性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方差百分比 （％ ）

因子名称

部分休闲制约因素

１

２８ ．８９

社会与自我制约

学习压力 、配偶的休闲偏好不同 、照顾孩子等

２

１２ ．５９

心理制约

缺少活力 、缺少积极性 、疲劳

３

１０ ．５６

结构性制约

缺少时间 、缺少金钱

主成分因子分析之后 ，得到了一组新的变量 ，包括社会与自我制约 、心理制约和结构性制约 。
由于问卷中有多达 １９ 项健康变量 ，因此我们同样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来减少数据 。 如表 ６ 所
示 ，主成分因子分析后得到占总方差 ５６ ．６２％ 的三个主要因子 ，分别是“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生活
满意度”和“身体状况” 。
表６

健康变量的重要性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方差百分比（％ ）

因子名称

部分健康变量

１

３４ ．４２

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评价你的生活质量 、接受你的外形 、享受生活等

２

１２ ．５９

生活满意度

满意你的健康状况 、满意你的睡眠质量 、满意你的工作等

３

９ ．６１

身体状况

医疗 、身体疼痛

为了确定三个休闲制约因子与三个健康变量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对休闲
制约因子和健康变量作相关分析 ，相关结果如表 ７ 所示 。
表 ７ 显示部分因子之间的相关性显著 。 社会与自我制约和身体状况呈正相关 ，但相关性不是
很强（ｒ ＝ ０ ．２３） ，两者的正相关关系可以解释为那些有更多社会与自我制约的人觉得身体状况也更
糟糕 ，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医疗 ，并且感到更多的身体病痛 。 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身体状况两者都
与心理制约表现出相关性 ，ｒ 分别为 － ０ ．１８ 和 ０ ．２３ 。 其中 ，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与心理制约的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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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 ，表明那些受心理制约因素所制约的人缺乏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 虽然结构性制约和有意义
的生活方式 、生活满意度以及身体状况都不显著相关 ，但结构性制约与生活满意度 、身体状况接近
相关 ，ｐ 值分别为 ０ ．０８ 和 ０ ．０６ ，十分接近 ０ ．０５ 。
表７
制约因子
社会与自我制约

心理制约

结构性制约

休闲制约因子与健康变量因子的相关性（Ｎ＝ １８２）

相关性

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生活满意度

身体状况

ｒ

－ ０ ．０２

－ ０ ．１１

０ ．２３

ｐ

０ ．７５

０ ．１５

０ ．００

ｒ

－ ０ ．１８

－ ０ ．０５

０ ．２３

ｐ

０ ．０２

０ ．５２

０ ．００

ｒ

０ ．０８

－ ０ ．１３

－ ０ ．１４

ｐ

０ ．２８

０ ．０８

０ ．０６

注 ： ｒ 表示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 ，ｐ 表示显著性水平 。

五 、结

论

虽然只是对休闲制约与健康研究的一次初步探索 ，但本研究为休闲研究者和工作者们在跨文
化的城市环境中研究休闲制约与健康提供了初始数据 ，原因如下 ：
首先 ，正如文章开头所述 ，以往的休闲和健康的研究主要关注体育活动 、公园的使用和健康之
间的关系

［２０ ２２ ］

，而休闲制约从未被作为能够影响个体健康的因子而加以研究 。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休闲制约和健康之间确实存在关联 ，社会与自我制约 （如学习压力 、配偶的休闲偏好不同 、照顾孩
子）影响个体健康状况（医疗和身体病痛） ，而心理制约（如缺少活力 、缺少积极性）则影响首尔居民
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如生活质量 、对外表的接受度）和身体健康 。
其次 ，虽然大部分休闲研究者们都采用休闲制约理论研究休闲制约 ，但他们将研究对象的回答
归类到现成的分类之中（三类休闲制约 ：个人内部制约 、人际间的制约和结构性制约） 。 我们认为 ，
基于研究对象的回答来对休闲制约因素进行分类

［２ ］

，对休闲研究者和休闲服务来说都是更为合适

的方法 。 因此 ，对韩国政府官员和休闲服务工作者而言 ，本研究所得出的休闲制约比不考虑跨文化
环境的抽象的三分法更可行 、更有用 。 比如 ，如果得出心理制约是影响健康的主要因子 ，那么首尔
市政府和休闲服务部门就要寻找能够减少这类制约的方法 。 同样 ，如果社会与自我制约对身体状
况造成负面的影响 ，那么首尔市政府和休闲服务部门也要寻找能够减少这类制约的方法 。
再次 ，在确定首尔居民的休闲制约因素上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尤其是它的
自由列举法 ，作为被认知人类学家普遍使用的特定方法 ，在本研究中可以被认为是确定文化领域
（如休闲活动 、休闲制约）的第一步 。 虽然 Ｇａｒｒｙ Ｃｈｉｃｋ 作为文化人类学家 ，从 １９８１ 年就开始研究

娱乐和休闲 ，在 ８０ 年代中期发表的诸多相关文章中都引入了人类学的视角

［２９ ３２ ］

，但并没有引起其

他休闲研究者的重视和效仿 。 因此 ，未来的休闲学研究应该引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提高研究的
有效性和可靠性 。
最后 ，本研究结果为研究东亚大城市（首尔 、东京 、北京 、上海和杭州等）的休闲制约对健康的影
响提供了新的见解 ，尤其是人类学视角对我国的休闲研究有借鉴意义 。 与不考虑跨文化环境的抽
象的三分法相比 ，本研究基于研究对象的回答而得出的制约因素分类（社会与自我制约 、心理制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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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制约）在我国的大城市也是可行的 。 因为对于政府和休闲服务部门来讲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
基于研究对象的回答所得出的分类要比照搬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得出的现成的分类更切实际 。
当然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 。 第一 ，汝矣岛小公园是汉江市民公园 １２ 个小公园中空间最大的小
公园 ，因此人们可以在此举办活动 ，如社交聚会 ，人流量很大 。 第二 ，汝矣岛公园比其他小公园拥有
更为便捷的交通系统（地铁） ，所以它的可达性很强 ，出地铁站走 ３ — ５ 分钟就可以到达 。 第三 ，汝矣
岛小公园离住宅区和商务区很近 ，因此无论是周末还是平时 ，人们都会去那里走走 。 因此 ，本研究
的样本或许会因为其研究地点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招致非议 。
为什么我们不通过邮寄问卷的方式来获取数据从而避免这种不足呢 ？ 因为韩国的城市文化使
邮寄问卷的方式不可行 。 韩国城市居民倾向于认为邮寄的问卷资料是一种市场营销手段 ，从而会
很慎重地考虑是否要参与填写 ，因为之后他们有可能会被铺天盖地的广告传单搞得筋疲力尽 。 因
此 ，韩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发现邮寄问卷的回收率很低 ，于是倾向于优先选择现场问卷 ，然后是电
话问卷 、网上问卷 ，最后才是邮寄问卷的方式 。 此外 ，韩国人尊重大学研究 ，所以当我们现场面对面
询问公园内的游览者们是否愿意参与填写问卷时 ，那些潜在的研究对象相信本研究不是市场营销
问卷 ，都表示愿意参与 。 因此 ，由于韩国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我们最终决定采用现场问卷的方式
以提高回收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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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Ｂ ．Ｋａｎｇ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 ｉｔｈ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ｓ ｉｎ Ｓｅｏｕｌ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 ｆ Ｋ ｏｒｅ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 ｙ ｏ ｆ Ｌ 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４（１９９７） ，ｐｐ ．７５ ８６ ．

［１５］ Ｙ ．Ｐｙｏ ＆ Ｙ ．Ｋｉｍ ，″ Ｔ 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 ｅｅ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ａｎ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 ｆ Ｋ ｏｒｅ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 ｇｙ ｏ ｆ Ｓ ｐ ｏｒｔ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２（２００１） ，ｐｐ ．４５７ ４６７ ．

［１６］ Ｗ ．Ｓｏｎｇ ＆ Ｉ ．Ｙｅｏ ，″Ｔ 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 ｒｂａ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 ，″ Ｔ ｈｅ Ｋ ｏｒ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 ｆ Ｐｈ ｙ 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４３ ，Ｎｏ ．４（２００４） ，ｐｐ ．６８５ ６９７ ．

［１７］ Ｒ ．Ｍ ａｎｎｅｌｌ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Ｗ ｏｒｌｄ Ｌ ｅｉｓｕｒ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４９（２００７） ，ｐｐ ．１１４ １２８ ．

［１８］ Ｉ ．Ｌｅｅ ＆ Ｒ ．Ｐａｆｆｅｎｂａｒｇｅｒ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Ｍ ｏｄｅ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 ｉｔｈ

Ｌｏｎｇｅｖｉｔｙ ： Ｔ 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Ａｌｕｍｎｉ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 ｆ Ｅ ｐ 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 Ｖｏｌ ．１５１ ，Ｎｏ ．３
（２０００） ，ｐｐ ．２９３ ２９９ ．

［１９］ Ｓ ．Ｅｌａｖｓｋｙ ，Ｅ ．Ｍ ｃＡｕｌｅｙ ＆ Ｒ ．Ｗ ．Ｍ ｏｔｌ ，ｅｔ 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Ｅｓｔｅｅｍ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 Ａ ｎｎａｌｓ ｏ ｆ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２ （２００５ ） ，

ｐｐ ．１３８ １４５ ．

［２０］ Ｅ ．Ｏｒｓｅｇａ‐Ｓｍｉｔｈ ， Ａ ． Ｍ ｏｗ ｅｎ ＆

Ｌ ． Ｐａｙｎｅ ， ｅｔ ａｌ ，″ Ｔ 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ｋ Ｕ ｓｅ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 ｆ Ｌ 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２ （２００４ ） ，ｐｐ ．

２３２ ２５６ ．

［２１］ Ｋ ．Ｓｈｏｒｅｓ ＆ Ｓ ．Ｗｅｓ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 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ａｒｋ Ｖｉｓ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ｕ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Ｐａｒｋ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 ｆ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２６ ，Ｎｏ ．３（２００６） ，ｐｐ ．７５ ９２ ．

［２２］ Ｍ ．Ｆｌｏｙｄ ，Ｊ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 ＆ Ｊ ．Ｍ ａｄｄｄｏｃｋ ，ｅｔ ａｌ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Ｐａｒｋｓ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ａｍｐ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ｃａｇｏ ，″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３０ ，Ｎｏ ．４ （２００８ ） ，

ｐｐ ．３６０ ３７５ ．

［２３］ Ｓ ．Ｃ ．Ｗｅｌｌｅｒ ＆ Ａ ．Ｋ ．Ｒｏｍｎｅｙ ，Ｓ ｙ 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Ｄ 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ｅｒｉｅｓ １０） ，Ｎｅｗ ｂｕｒｙ
Ｐａｒｋ ，ＣＡ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９８ ．

［２４］ Ｍ ．Ｑｕｉｎｌａ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Ｆｒｅｅｌ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ｔｈｏｂｏｔａｎｙ ，″ Ｆｉｅｌ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
Ｖｏｌ ．１７ ，Ｎｏ ．３（２００５） ，ｐｐ ．２１９ ２３４ ．

［２５］ Ｓ ．Ｂｏｒｇａｔｔｉ ，Ａ Ｎ Ｔ Ｈ ＲＯ ＰＡ Ｃ ４ ．０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Ｇｕｉｄｅ ，Ｎａｔｉｃｋ ，Ｍ Ａ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Ｔ 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１９９６ ．
［２６］ Ａｎｏｎｙｍｉｔｙ ，″Ｗ Ｈ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ＢＲＥＦ （Ｗ 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 ） ，″ ２０１１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ｂｕｓ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ｏｏｌｓ ／ｗ 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 ／ｅｎ／ ，２０１１ １２ ０８ ．

［２７］ Ａｎｏｎｙｍｉｔｙ ，″Ａｂｏｕｔ ＢＭ Ｉ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ｓ ，″ ２０１１

０９

１２

０８ ，ｈｔｔｐ ： ／／ｗ ｗ ｗ ．ｗ ｈｏ ．ｉｎｔ ／

１３ ，ｈｔｔｐ ： ／／ｗ ｗ ｗ ．ｃｄｃ ．ｇｏｖ ／ｎｃｃｄｐｈｐ／ｄｎｐａ／ｈｅａｌｔｈｙｗ ｅｉｇｈｔ ／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ｂｍｉ／ａｄｕｌｔ＿ＢＭ Ｉ／ａｂｏｕｔ＿ａｄｕｌｔ＿ＢＭ Ｉ ．ｈｔｍ ，２０１１ １２ ０８ ．

［２８］ Ａｎｏｎｙｍｉｔｙ ，″Ｗｈａｔ ｉｓ Ｈｉｇｈ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２０１１ ０４ ０１ ，ｈｔｔｐ ：／／ｗ ｗ ｗ ．ｎｈｌｂｉ ．ｎｉｈ ．ｇｏｖ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ｃｉ／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Ｈｂｐ／ＨＢＰ＿ＷｈｏＩｓＡ ｔＲｉｓｋ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１ １２ ０８ ．

［２９］ Ｇ ．Ｃｈｉｃｋ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Ａ ｎｎａｌｓ ｏ 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１１（１９８４） ，ｐｐ ．６２３ ６２６ ．

［３０］ Ｇ ．Ｃｈｉｃｋ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 ｉｎ Ｓ ．Ｐａｒｋｅｒ （ｅｄ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 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 ｆ Ｌ ｅｉｓｕｒｅ Ｓ 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８５ ，ｐｐ ．１１８ １１９ ．

［３１］ Ｇ ．Ｃｈｉｃｋ ，″Ｔ ｈｅ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 Ｌ ｅｉｓｕｒｅ Ｉｎ ｆ 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 ｙ ，Ｖｏｌ ．１２（１９８５ ） ，
ｐｐ ．８ ９ ．

［３２］ Ｇ ．Ｃｈｉｃｋ ，″ Ｌｅｉｓｕｒｅ ， Ｌａｂｏｒ ，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 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 ．１８（１９８６） ，ｐｐ ．１５４ １６８ ．

第 ４２ 卷第 １ 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 ｏｌ ．４２ ，Ｎ ｏ ．１
Ｊａｎ ．２０１２

ＤＯＩ ：１０ ．３７８５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８‐９４２Ｘ ．２０１１ ．１１ ．２８１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Ｕ ｒｂａｎ Ｋｏｒｅａ ：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ｅｏｕｌ
Ｄｏｎｇ Ｅｒｗ ｅｉ１

Ｆｅｎｇ Ｇｅｑｕｎ２

Ｙｅ Ｄａｎ２

（１ ．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 ｆ Ｈ ｅａｌｔｈ ， Ｐｈ ｙ 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 ｅｉｓｕｒｅ Ｓ 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ｔ ｙ ｏ ｆ Ｓｏｕｔｈ
Ａ ｌａｂａｍａ ，Ｍｏｂｉｌｅ ３６６８８ ，ＵＳ Ａ ；２ ．Ｆａｃｕｌｔ ｙ ｏ ｆ Ａ 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Ｃｉｖ ｉｌ Ｅｎ ｇ 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 ｇｅ ，
Ｎ ｉｎ ｇｂｏ 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ｔ ｙ ， Ｎ ｉｎ ｇｂｏ ３１５２１１ ，Ｃｈｉｎａ）

Ⅰ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ｆｏｒ ｆｏｕｒ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 ，ｍａｎ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ｇｉ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ｌｓｏ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ｂｙ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 ｍｏ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ｒｏｍ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ｒｋ ｕｓｅ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ｍａｎ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ｋ ｕ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ｐｅｏｐｌｅ摧ｓ ｈｅａｌｔｈ ． Ｗｈｉｌｅ ｗ ｅ ａｇｒｅｅ ｗ 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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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ｅｇｌｅｃ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ｄｕｅ ｔｏ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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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 ｅｓｔｅｅｍ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Ｍａｎｎｅｌｌ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 ｂｅ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ｖｅ ｔｈｅｍｅｓ ：（１）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ｄｌｅ
ｈ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 ｂｕｓｙ ，（２） ｐｌｅａｓｕｒｅ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 ，（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ｇｒｏｗ ｔｈ ，（４）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５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ｓｓ ． Ｈｏｗｅｖｅｒ ， ｎｏｎ‐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ｌｅｉｓｕｒｅ ）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ｗｅｌｌ‐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ｏｒ
［１７ ］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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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２ 卷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 Ｗｈｉｌ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ｗ ａｙｓ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２０ ２２ ］
ｂｅｅｎ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ｒｋ ｕｓ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ｏｗ ｅｖｅｒ ，ｔｏ ｏｕｒ ｂｅｓｔ ｋｎｏｗ ｌｅｄｇ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ｐ 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 ｅｅ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
Ｔ 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ｈｏｗ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摧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 ｈａｔ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ｒｅ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Ｓｅｏｕｌ ， Ｋｏｒｅａ ． Ｔ 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 ｓ ：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ａｃｅｄ ｂｙ Ｓｅｏｕ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 Ａ ｒｅ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 ｃｒｏ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ｒｂａｎ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Ｓｅｏｕｌ ， Ｋｏｒｅａ ） ？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 ｅｅ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ｏｕ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

Ⅲ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 ．Ｆｒｅ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ｒ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ｏｆｔｅｎ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ｗ ｈｏｓ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ｕｓｅ ．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ｍａｙ ａｒｇｕｅ ｗ 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ｓｔ ．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ｉｆ ｗ ｅ ｗ ａ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ｗ ｅ ｏｆｔｅｎ 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ｒ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
ｅｖｅｎ ｓ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摧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ｂｅ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ｂｅ ｕｓｅｄ ？ Ｔ 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ａｌ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 Ａ ｒ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ｒｅａｌ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 ｗ 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ｗ ｈｅｎ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 ？ Ｈｏｗ ｅｖｅｒ ，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ａｎ
ａｎｓｗ 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ｈｏｗ ｏｔｈｅｒｓ ｓｅｅ ｔｈｅｉｒ ｏｗ ｎ ｗ ｏｒｌｄｓ ．
Ｔ 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ｓｐｅｎｄ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ａ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ｏｆｔｅｎ ｍａｎ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ｏｗ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ｓｅｅ ｔｈｅｉｒ ｗ ｏｒｌｄｓ ．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ｕ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ｓ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ｂｕｔ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 ｗ ｅｌｌ ．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ｏｆ ｔｅ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ｐｒｅｓｕｍａｂｌｙ ｗ ｅｌｌ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ｗ ｈａｔ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ｓ ａ ｓｅ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ｏｆｔｅｎ ａｒｅ ｎａｍｅｄ ｏｒ ， ａｔ ｌｅａｓｔ ，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ｂｙ ａｎ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ｅｒｍ ｏｒ ｐｈｒａｓｅ ．Ｗ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ｍｎｅ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ｉｎ ａｎ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ｃｌｅａ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ｗ ｈａｔ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ｄ ． …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ｗ 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ｗ ｅ ｃ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 Ｔ 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ｏ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 ｓｅ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ｔｅｍ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ｏｌｏｒ ｔｅｒｍｓ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ｔｅｒｍ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 ｐｌａｎｔ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ｉｍ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ａｉｒｐｌａｎｅ ｐｉｌｏｔｉｎｇ
ｅｒｒｏｒｓ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ａｎｔ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 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ｄｏｍａｉｎ
［２３ ］９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ｎｙ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ｏｆ ｔｅｎ 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ｆｒｅ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ｉｓ ｏｎ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ｉｎ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ｓ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Ｄｏｎｇ Ｅｒｗ ｅｉ Ｆｅｎｇ Ｇｅｑｕｎ Ｙｅ Ｄａ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Ｕ ｒｂａｎ Ｋｏｒｅａ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ｅｏ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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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ｅ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ｍｎｅｙ ：

… ｉｔ ［ｆｒｅ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 ］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ｉｓ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ｃａｎ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ｄｏ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ｉｎ ａｎ ｅａｓｙ ａｎｄ
［２３ ］１６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 ａｙ ．Ｆｒｅ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ｈｅｌｐ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ｔｅｍｓ ．

Ｆｒｅ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ｏｐｅｎ‐ｅｎｄｅｄ ｓｕｒｖｅ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ａｓ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ｔｏ ｌｉｓｔ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ｅｍｓ ｉｎ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ｄｏｍ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ｎａｍｅ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ｔｈｉｎｋ ｏｆ ｏｒ ｌｉｓ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ｏ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ｆｒｅｅ ｔｉｍｅ ． Ａｆ ｔｅｒ ａ ｆｒｅ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ｉｔｅｍｓ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ｃａ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ｗ ｈｉｃｈ ｉ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
ｎａｍｅｄ ｅａｒｌｙ ｂ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ｌｅｓ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
Ａ Ｎ Ｔ ＨＲＯＰＡＣ ４ ｃ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ｍｉｔｈ摧ｓ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２５ ］ ． Ｕ ｓｕａｌｌｙ ， ｏｎｌｙ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２０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ｄａｔａ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 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ｆｒｅ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ｔｈ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ｕｒｖｅｙｓ ．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ｅ ｕｓｅｄ ｆｒｅ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 ｄａｔａ ｏ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ｏｕｌ ，Ｋｏｒｅａ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ｉｎ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ｒｅｓｉｄｅｄ ｉｎ Ｓｅｏｕｌ ．Ｗｅ ｔｈｅｎ ｕｓ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ｄａｔａ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ｆｏｒ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 ］
ｉｎ Ｓｅｏｕｌ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ｕｓｅｄ ｂｙ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２４ ］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ｏｃｉｏ‐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Ａｇｅ

１

１６

２

１６

３

２９

４

２５

５

２５

６

２９

７

３８

８

３９

９

３６

１０

３７

１１

４１

１２

４３

１３

４０

１４

４３

１５

５４

１６

５４

１７

５９

１８

５８

Ｇｅｎｄｅｒ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

Ｍ ａｒ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ｉｎｇｌｅ

Ｍ ａｌｅ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 ａｌ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Ｍ ａｌ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ｈｏｕｓｅｗ ｉｆｅ

Ｍ ａｌｅ

Ｓｅｌｆ‐ｏｗ 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Ｈｏｕｓｅｗ ｉｆｅ

Ｍ ａｌｅ

Ｓｅｌｆ‐ｏｗ 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 ａ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Ｍ ａｌ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ｅｌｆ‐ｏｗ 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Ｍ ａｌｅ
Ｍ ａｌ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Ｍ ａｒｒｉｅｄ
Ｍ ａｒｒｉｅｄ
Ｍ ａｒｒｉｅｄ
Ｍ ａｒｒｉｅｄ
Ｍ ａｒｒｉ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ｅｌｆ‐ｏｗ 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 ａｒｒｉｅｄ

Ｈｏｕｓｅｗ ｉｆｅ

Ｓｅｌｆ‐ｏｗ 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ｒ

Ｍ ａｒｒｉｅｄ
Ｍ ａｒｒｉｅｄ
Ｍ ａｒｒｉｅｄ
Ｍ ａｒｒｉｅｄ
Ｍ ａｒｒｉ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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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ａｂｌｅ ２ ｓｈｏｗ ｓ １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Ｂｏｔｈ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ｗ ｅ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ｂｙ
１０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ｗ ｈｅｒｅａ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ｓｐｏｕｓｅ摧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ｐ 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 ｅｒ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ｂｙ ｏ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Ｔａｂｌｅ 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
１０
１０
３
３
３
３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Ｆｒｅｅ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ｉｍ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ｙ ｏｕ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ｇ ｒ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Ｔｉｒｅｄｎｅｓｓ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Ｌａｃｋ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Ｍ ｙ ｓｐｏｕｓｅ摧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ｒｅａｓｏ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Ｌａｃｋ ｏｆ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２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 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ａｓｋ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ｔｏ ｒａｔｅ ｅａｃｈ ｉｔｅｍ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ｆｉｎａｌ ｌｉｓｔ ｉｎ ｔｅｒｍ 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ａ １‐５ Ｌｉｋｅｒｔ‐ｔｙｐｅ ｓｃａｌｅ ．Ｓｏ ，ｆｏｒ ｅｘａｍ ｐｌｅ ，ｉｆ ″ｌａｃｋ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ｓ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ｏｒ ａ

ｐ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ｉｔｅ ，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ａｔ ｓｉｔｅ ｗ 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ｃｋ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ｆｒｏｍ １ （ｅｘ ｔｒｅｍｅｌｙ ｕｎ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 ｔｏ ５ （ ｅｘ ｔｒｅｍｅｌｙ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摧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ｗ ａ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Ｑ 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 ｏｒｌｄ Ｈ ｅａｌｔｈ Ｏ 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 Ｈ Ｏ ） ｗ ｈｅｒｅ ｗ ｅｉｇｈｔ ，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ｗ ｅｒ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 Ｔ ｈｅ Ｗ Ｈ 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ｃａｌｌｅｄ Ｔ ｈｅ Ｗ ｏｒｌｄ Ｈ ｅａｌｔｈ Ｏ 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Ｑ 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Ｗ Ｈ Ｏ Ｑ Ｏ Ｌ ） ．Ｔ ｈｅ Ｗ Ｈ Ｏ Ｑ Ｏ 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摧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 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ｓ ，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 Ｔ ｈｅ Ｗ Ｈ Ｏ Ｑ Ｏ 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 ｉｄｅｌｙ ｔ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 Ｈ Ｏ Ｑ Ｏ Ｌ

ｉ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１‐５ Ｌｉｋｅｒｔ‐ｔｙｐｅ ｓｃａｌｅ ．Ｗ Ｈ Ｏ Ｑ Ｏ Ｌ‐ＢＲＥＦ ｉｓ ａ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ｃｏｍ ｐｒｉｓｅｄ ２６ ｉｔｅｍ 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 ｐ 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 ６ ］

．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 ．Ｓ

ｎｏ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ｏｄｙ Ｍ 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ＢＭ Ｉ）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ｅｒｓｏｎ摧ｓ ｗ 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ｈｅｉｇｈｔ ，ｗ 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ｂｏｄｙ ｆａｔｎｅｓｓ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 ＢＭ Ｉ ｉｓ ａｎ ｉｎ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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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

西迁浙大的师资队伍分析
朱之平

金灿灿

蓝

蕾

张淑锵

（浙江大学 档案馆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是高等学校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大计 。 师资队伍的职称结构 、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 、学缘
结构等是否合理 ，反映了师资队伍的总体面貌和整体实力 ，是衡量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 。 本文着重介绍西迁浙大的师
资队伍结构情况 ，为完善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提供案例与参考 。
在竺可桢校长的主持下 ，西迁时期的浙江大学 ，名师云集 ，精英汇聚 。 据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统计 ，国立浙江大学 １９４６ 年度教
员共计 ３３２ 名 ，具有硕博学历的有 ６３ 名 ，具备国外留学背景 、曾就读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员多达 １０１ 名 。 如校长竺可桢为
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 ，束星北同时是英国爱丁堡大学硕士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 。 除 去 １３６ 名毕业于本 校 ，其他教员大
多来自于国立清华大学 、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复旦大学等多所国内著名高等学府 。 同时 ，师资队伍中 本校毕业生 与非本校
毕业生之间的比例约为 ２ ∶ ３ ，基本形成了合理的师资学缘结构 （枟国立浙江大学卅五年度教员名册枠 ，浙江 大学档案馆 ，档
案编号 ：１９００‐ＺＬ１２‐０１４４ ） 。 高学历结构 、来源广泛的师资队伍结 构 ，体现了西迁 浙 大教师的科 研能力和整 体素质 ，也推动
了学校平稳 、快速发展 ，西迁时期在浙大任教并在日后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及院士的有王淦昌 、卢鹤绂 、贝时璋 、谈家桢 、
罗宗洛等 ２７ 位 ，创造了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
西迁浙大根据本校的办学规模 、类型 、经费等情况 ，培养了一批重点学科带头人和教学科研骨干 ，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综
合发展 ，同时适度扩大正 、副教授的比例 ，形成了符合其发展需要的职称结构 。 １９３７ 年西迁之初 ，国立浙江大学共有专任教
员 １３１ 人 ，其中教授 ５６ 人 、副教授 ４ 人 、讲师 ２８ 人 、助教 ４３ 人 ，教师职称结构比例是 ４３ ∶ ３ ∶ ２１ ∶ ３３ 。 高级职称 ６０ 人 ，占教
师总数的 ４６ ％ 。 此后 ，高级职称在教师总数中的比例稳步上升 。 截至 １９４６ 年西迁中最后一次统计教员 ，１９４５ 年度国立浙
江大学共有教员 ２６９ 人 ，其中教授 ８９ 人 、副教授 ４５ 人 、讲师 ３２ 人 、助教 １０３ 人 ，教师职称结构比例是３３ ∶ １７ ∶ １２ ∶ ３８ 。 高
级职称 １３４ 人 ，占教师总数的 ５０ ％ （枟浙江大学历年教职工人数统计表枠 ，浙江大学档案馆 ，档案编号 ：ＺＤ‐１９５３‐ＸＺ‐８） 。

西迁浙大的老 、中 、青各年龄段教员人数达到均衡 ，年龄结构合理 。 据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统计 ，１９４６ 年度 ３３２ 名教员中 ，５０ 岁

及以上的 ３１ 名 ，其中包括校长竺可桢 ，德高望重的教授如王琎 、钱宝琮 、郑晓沧 、陈建功等 。 而 ４０ － ４９ 岁的 ９１ 名和３０ － ３９
岁的 １１９ 名教员占据了整个师资队伍中大部分的教授 、副教授名额 ，包含了 西迁浙大的 不少教学 、科 研骨干 ，如吴耕民 、董
聿茂 、王焕镳 、夏承焘 、张其昀 、蔡邦华 、苏步青 、王淦昌 、束星北 、王季午 、谭其骧等 。 ３０ 岁以下 （不包括 ３０ 岁 ）的 ９１ 名教员 ，
则大多为品学兼优 、充满活力的年轻助教 ，他们作为骨干教师的补充 ，构成了数量充足的师资储备资源 。 可见 ，西迁浙大的
师资队伍以处于最佳年龄期 （一般认为 ３０ － ５０ 岁之间 ）的中青年教师为主体 ，是一支经验丰富又充满活力 、创新力 ，具有较
大发展潜能的教学队伍 。
从性别结构看 ，西迁浙大师资队伍中的女性虽少 ，但个个精英 。 据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统计 ，女性只占到 １９４５ 年度教员总数的
十分之一 ：其中教授 ８９ 人 ，女性仅占 １ 人 ；副 教 授 ４５ 人 ，女 性 占 ３ 人 ；讲 师 ３２ 人 ，女 性 占 ８ 人 ；助 教 １０３ 人 ，女 性 占 １４ 人
（枟民国三十五年四月国立浙江大学黔校廿四学年教员统计表枠 ，浙江大学档案馆 ，档案编号 ：Ｌ０５３‐００１‐００１６ ） 。 ２６ 名女教员

中唯一的女教授李今英曾总结多年讲授英语经验 ，撰写枟英语教学法枠 。 １９４２ 年 ，李今英受国民政府国防部委托 ，担任军官
外语补习班英语系主任 ，因工作成绩突出 ，授上校军衔 ，获“光华甲种奖章” 。 数学系副教授徐瑞云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
数学博士 。 西迁期间 ，她加盟由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陈建功主持的数学讨论班 ，在战火硝烟的大后方将这种教学相长 、遴选
英彦的科研形式进一步发扬光大 。 在她的培养下 ，当时受教的学生曹锡华 、叶 彦谦 、金福临 、赵民义 、孙 以丰 、杨宗道等 ，后
来都成了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 。
师资队伍结构合理与否关系高校生存与发展 。 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 ，西迁浙大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 、卓有成绩的师
资队伍 ，保证了浙江大学在战火纷飞的恶劣环境下攀登科学高峰的步伐 。 在全体教员的努力 下 ，浙江大学 规模不断壮大 ，
大师云集 ，人才辈出 ，办学成绩硕果累累 ，崛起为一座著名的高等学府 ，并被誉为“东方剑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