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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研究采用 “以个体为中心” 的分析方法， 依据 “中国教育追踪调

查 （ＣＥＰ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追踪数据， 深入考察了我国城市青少年周末时间分配

的模式、 影响因素及其对个体发展的影响。 研究发现： （１） 当前我国城市初中生

的周末时间分配仍以课内任务主导型为主， 其次分别为均衡型和课外补习主导型；

（２） 周末时间分配模式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也受到了家庭、 学校及其同辈群

体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３） 周末时间分配模式显著影响青少年的学业发展； 相比

课内任务主导型， 课外补习主导型和均衡型分配模式均有利于促进青少年的学业

发展， 但后两者之间却无显著差异； （４） 周末时间分配模式也会影响青少年的身

心发展； 相比于均衡型和课内任务主导型， 课外补习主导型分配模式不利于青少

年的身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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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正确处理课业负担问题不仅关乎着青少年发展， 还关乎着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

建设民族未来的重大战略布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将 “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 列为义务教育的重点发展任务之一， 并强调

过重的课业负担会严重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 为此， 近十年来， 我国从中央到各级

地方政府均颁布过不同形式的 “减负令”， 但现实状况并未因政策干预而有所好转，

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重。 多项调查结果显示， 学生在校

时间、 做作业时间、 上课外班时间不仅较前几年有了明显增长的趋势 （张旭东等，

０８１



２０１７）①， 而且与国际同阶段学生相比， 我国学生的课内外学习时间也领跑全球， 远

超国际平均水平 （孙天慈， ２０１７）。

鉴于我国青少年学业负担持续加重的现实状况， 近年来学者们非常关注学业负

担对青少年的影响， 并通过调查数据探析了学习时间、 课外辅导班等相关变量和青

少年发展的关系，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胡咏梅等， ２０１５； 黄小瑞、 占盛丽，

２０１５； 宋海生、 薛海平， ２０１７）。 但纵观这些研究， 研究者采用的仍然是 “以变量

为中心” 的传统研究范式， 鲜有研究采用国际学界倡导的 “以个体为中心” 的现代

研究范式。 前者主要分析与学业负担相关的一些变量对青少年的影响效应， 后者则

把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作为一个整体， 综合考察青少年在多种活动上的时间分配模式

对其发展的影响。 显然， “以个体为中心” 的分析比 “以变量为中心” 更能全面地

反映青少年实际的学习生活安排。

在社会分层与教育不平等的研究领域中， 越来越多学者将研究视角从学校教育

转向了影子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 却较少从时间分配的角度对此进行考察。 拉鲁

（２０１０） 在 《不平等的童年》 一书中详细论述了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如何有规律

而系统地塑造子女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际遇。 其中， 引导孩子合理规划闲暇时间是中产

阶级尤为注重的手段之一。 当中产阶层父母陪同子女在周末奔忙于各项有组织的技能

培训活动时 （课外班、 兴趣班等）， 低阶层家庭子女往往因缺乏父母管教而呈现自由

活动时间多， 更为闲散、 缓慢的生活节奏。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闲暇时间安排方式会导

致两类家庭的孩子走向不同的人生。 由此可见， 对于青少年闲暇时间利用方式的干预，

也是优势阶层实现资源的代际传递， 巩固阶层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

基于此， 本文将从时间分配的视角并采用 “以个体为中心” 的研究范式来探究

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模式的形成原因及其对青

少年学业和身心健康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仅关注青少年周末时间的分配模

式， 因为他们周内的大部分时间主要由学校统一安排， 留给个体的可支配时间较少，

如此使得周内时间分配模式难以体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差异。 周末则给个体提供给了

大量可供自由安排的时间， 这些闲暇时间的利用方式不仅能够映射出社会性因素对

个体生活方式的形塑作用， 还将对个体生活质量、 幸福感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Ｇａｒｃíａ ＆ Ｊｕａｎ， ２０１６； Ｈｅｌｌｉｗｅｌｌ ＆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Ｙｏｕｎｇ ＆ Ｌｉｍ， ２０１４）。 齐尔 （Ｚ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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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 在其青少年时间分配研究中也强调了如何利用校外时间将影响青少年的发展

性水平。 此外周末的课余生活已成为当下校外教育竞争的主要场域， 周末不再单纯

承担着休息的功能， 更被赋予了在教育和学业竞争中弯道超车、 巩固成绩、 赢得优

势的重任。 众多研究者也把影子教育或周末补习视为社会再生产的新机制 （贝磊、

廖青， ２０１２； 薛海平， ２０１５）。 因此， 研究周末时间分配模式一方面可以透视我国

城市青少年当前的教育竞争状况， 另一方面也会对青少年合理安排周末时间， 最大

化促进成长发展起到参考价值。 具体而言， 本文将采用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ＥＰ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追踪数据， 尝试回答以下研究问题： （１） 在当前中国青少年

学业竞争愈演愈烈的现实情境下， 他们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周末时间的？ 他们的周末

安排是否呈现多样化的特征？ 最普遍的模式是什么？ （２）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家庭对

青少年周末时间不同的安排？ （３） 不同安排模式下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和身心健康是

否有显著差异？ 哪种模式更有利于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可归结为三点。 首先， 探讨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青少年周

末时间分配方式对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影响的实证研究十分缺乏。 本研究从时间分

配的视角来考察青少年发展， 弥补了国内该类型研究较少的问题， 同时也为国外相

关研究增加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其次， 不同于以往研究仅关注单一变量 （学习

时间、 课外辅导班等） 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 “以个体为中心” 的方法综合考察青少

年在周末各项活动的投入时间，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识别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

段城市青少年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因此， 在研究方法上有较好的创新。 最后， 本

研究对青少年发展的考察更加全面， 不仅仅关注时间分配模式对学业发展的影响，

同时也会关注对身心发展维度的影响， 致力于系统全面地考察不同时间分配模式对

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二、 文献回顾

（一） 国外关于时间分配与青少年发展关系研究的变迁趋势

时间分配是指人们将某一段时间资源在各项生活活动上的配置 （王琪延，

２０００）。 早在 １９８２ 年， 国外学者便已提出从观察青少年如何支配大量闲暇时间的视

角可以更好地了解青少年发展水平 （Ｍｅｄｒｉｃｈ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２；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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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齐尔 （Ｚｉｌｌ， １９９５） 的研究发现， 若青少年将大部分的自行决定时间都花在

积极的、 目标明确的建设性活动 （如做家庭作业、 参加学术社团、 参加兴趣社团

等） 上， 将有利于青少年的技能发展， 培养其良好的个性， 减少危险行为的发生。

近年来， 国外学者越来越强调时间分配对于青少年福祉的决定性作用 （Ｈｕｎｔ ＆

Ｍｃｋａｙ， ２０１５）。 他们认为， 影响青少年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众多因素嵌于日常行为当

中， 具体表现为时间分配方式 （Ｏｌｄ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Ｚｕｚａｎｅｋ ＆ Ｊｉｒｉ， ２００５）。 因此，

时间分配研究不仅对于评估个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也为形成

有效的公共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了新视角 （Ｃａｓｅ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值得注意的是， 国外

关于时间分配的研究范式存在着从 “以变量为中心” 向 “以个体为中心” 转变的趋

势 （Ｗｏｌｆ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具体而言， 以往研究多采用 “以变量为中心” 的范式， 关

注个体在数量较少的、 相互独立的离散活动上的时间投入情况， 如课外补习、 体育

活动或看电视、 上网等 （Ｆｅｒｒ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Ｈｕｎｔ ＆ Ｍｃｋａｙ， ２０１５）， 其后续分析主

要揭示某一项活动时间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效应。 然而， 时间安排是一个复杂的现

象， 每个青少年的实际生活反映了多种活动的不同组合， 仅分析某种活动时间 （比

如写作业、 辅导班） 的影响无法考察青少年在多项活动上的实际时间组合方式对其

发展的影响效应， 也难以考虑到时间分配的权衡及代替效应。

为此， 近年来针对青少年的 “以个体为中心” 的时间分配研究不断涌现。 这类

研究同时考虑青少年日常参与的多项活动， 根据青少年在各项活动上投入时间的组

合模式进行群体划分， 将呈现相似时间分配模式的青少年归于一类群体， 进而可以

对比采取不同类型时间分配模式的青少年在发展结果上的差异 （Ｈｕｎｔ ＆ Ｍｃｋａｙ，

２０１５）。 例如， 法拉利等人 （Ｆｅｒｒａ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回顾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间 １９ 篇采用

“以个人为中心” 的分析方法评估青少年时间分配模式与健康关系的研究， 用 １４ 个

国家中 ９—１８ 岁的青少年归结出 ２９ 种时间分配模式。 研究发现来自低收入家庭的青

少年更可能采用以电视或视频活动主导的时间分配模式， 而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更

可能采取以有组织的学业活动为主导的时间分配模式， 此外后者显示出更高的亲社

会行为。

与 “以变量为中心” 的研究范式相比， “以个体为中心” 的研究范式的优势在

于将个体视为高度功能化和组织化的整体， 而不是由多种变量机械式的构成

（Ｂｅｒｇｍａｎ， ２００１）。 同时， 以个体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可以有效捕捉到青少年活动选

择间的关联性， 并从典型的青少年生活方式中描绘出活动参与的复杂性， 还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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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检验时间分配模式与健康、 幸福感及生活质量的关系 （ Ｈｕｎｔ ＆ Ｍｃｋａｙ，

２０１５）。

（二） 国内关于时间分配与青少年发展的相关研究

梳理国内时间分配研究， 我们发现较少有学者从时间分配的视角关注青少年发

展问题。 李海英等人 （２０１４） 将青少年课外时间分配内容划分为了学业时间、 久坐

少动类休闲时间、 身体运动类休闲时间、 兴趣爱好类活动时间及通勤时间， 他们发

现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完成家长或自己补充的学习及看电视是占用青少年课外

时间最多的三项活动， 而久坐少动类休闲活动 （如看电视、 上网等）、 学习时间

（特别是完成老师布置作业时间） 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程度。 王绯烨、 刘方

（２０１８） 讨论了初二学生的课外时间分配与学业负担关系， 发现课外学习时间与学

业负担感正相关， 业余时间与学业负担感负相关。 他们通过调查还发现大部分学生

的课外学习时间和业余时间的比例严重失调， 呈现写作业时间过长、 睡眠时间不足

与体育锻炼时间过少等状况， 认为这是加重我国初中生学业负担、 危害身心健康的

主要原因。

相比国外相关研究， 国内研究仍然采用 “以变量为中心” 的分析方法， 分别探

讨不同活动参与或者在某一活动上投入的时间对青少年的影响， 在内容上多侧重于

对青少年学习时间与学业发展关系的考察， 特别关注在中国教育情境下影子教育或

课外补习时间对学业成绩的影响。 所得主要结论有以下三种。 第一， 多数经验研究

的结论表明学习时间与学业成绩呈正向相关关系。 学生在与学业有关的活动上投入

的时间和精力越多， 学业表现越好。 国际经合组织的 ＰＩＳＡ２０１５ 报告把学生的课外学

习时间定义为完成家庭作业、 参加课外辅导、 私人家教的时间， 报告显示中国四省

市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与学业成绩之间呈现较强的正相关， 因为与学习有关的课外

活动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所学知识， 更好地为考试做准备， 进而获取高学业成

绩①。 课外补习和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也证明了二者的正相关。 例如， 相关研究表

明数学补习可以显著提升数学成绩 （胡咏梅等， ２０１５； 宋海生、 薛海平， ２０１７），

薛海平的研究甚至发现参加学术类课外补习有利于提高各单科成绩 （薛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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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第二， 少数经验研究发现学习时间与学业成绩呈现负向相关， 其原因可能

是学习能力较强的孩子无须花费过多时间完成家庭作业， 也无须在课外补习上投入

过多时间 （郝亚迪， ２０１６； 沈学珺， ２０１４）。 第三， 学习时间与青少年学业成绩并

不是线性关系而是曲线相关。 近年来， 越来越多学者认为学习时间尤其是课外补习

时间对于学业成绩的提升具有门槛效应 （宋海生、 薛海平， ２０１７； 沈学珺， ２０１４），

即在适度时间范围内不断追加学习时间可以使学业成绩得到最大化提升， 一旦超过

该时间范围后再继续追加学习时间， 学习时间的提升效应将逐渐减缓， 甚至引发在

学业发展和身心发展上的负效应。

除了探索与学业成绩的关系， 少量研究还考察了学习时间与身心发展的关系。

比如， 宋乃庆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小学生作业时间与近视的发病率正向相关 （宋乃

庆、 杨欣， ２０１４）。 学习时间过长还会增加学生的学业负担， 引发焦虑、 紧张、 厌

学等负面情绪 （宋海生、 薛海平， ２０１７）。 一项针对台湾地区青少年的研究发现，

课外补习可能会给学生生活带来过重负担， 限制他们的闲暇时间， 减少睡眠时间，

进而不利于青少年的身体和心理健康 （Ｋｕａｎ， ２０１９）。

（三） 影响时间分配的因素研究

在和时间分配相关的经验研究中， 国内外学者更多关注时间分配的结果效应，

较少关注为什么青少年选择持续参与并在该项活动上投入更多时间， 或者说到底是

哪些因素导致了不同的时间分配模式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为此， 本文在找到

中国青少年主要的时间分配模式之后， 将进一步探索影响时间分配模式的因素。 发

展生态学模型为探索青少年时间分配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

（Ｓｚａｐｏｃｚｎｉｋ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９）。 该模型强调， 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生活， 因此

青少年如何度过自己的时间会受到生活中的大小环境及其相互作用的综合影响。 这

些环境的影响范围从身边的父母、 同辈群体等直接影响力到学校、 社区等更远端的

影响力 （Ｍｅｄｒｉｃｈ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２）。 例如， 法律和学校法规规定了学生在学校度过的时

间。 家庭和社区资源的特征决定了青少年可以进行的活动类型。 同时， 青少年不仅

会受到个人与他人互动的直接影响， 而且还会受到他人彼此互动的影响， 甚至与青

少年没有直接关系的系统和环境也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身心健康。 如果父母

与子女的学校和老师有很强的联系， 则青少年也会受益 （Ｚｉｌｌ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 由此

可见， 家庭环境、 学校环境及其中的同辈群体环境都构成了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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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要深入理解时间分配模式的影响因素， 则不能忽视这些环境相关变量的作用。

虽然鲜有研究直接对时间分配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但文献中对和时间分配相

关的变量的分析结论为本文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基础。

１ 家庭因素

尽管随着社会整体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孩子在时间上的

利用方式对他们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 也尝试通过各种方法影响孩子的时间分配模

式并提升其综合竞争能力 （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已有研究发现， 青少年的闲暇时间

分配上仍然存在着家庭地位、 家庭结构、 家庭规模等多方面的差异。

首先， 较高水平的家庭教育、 收入、 职业地位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均可给孩子提

供丰富的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 而这些资源不仅与孩子们的成长发展紧密相关， 与

青少年时间安排也息息相关。 相关实证研究发现， 来自优势地位家庭的子女较劣势

地位家庭子女更多参与有组织的技能与性格培训活动。 这一方面源于收入较高的家

庭有充足的财力支付孩子额外的兴趣班、 辅导班等费用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２）； 另一方面源于高教育水平家庭将更有意识地鼓励孩子参与各项技能培训活

动， 并帮助他们识别可利用的学校和社区资源 （Ｚｉｌｌ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 同时， 高职业

地位家庭也会给孩子起到角色模范的作用， 还会通过提供给家庭丰富的经济资源和

社会资源， 让孩子有更多机会参与到高质量的课余活动中 （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因

此， 在不同类型的课余活动上， 不同家庭条件的孩子显示出不同的时间投入倾向。

例如， 家庭收入与子女更多的阅读时间、 更少的看电视时间显著相关 （Ｂｉａｎｃｈｉ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７）。 家庭教育程度更高、 更富裕的孩子在阅读、 写家庭作业、 参与课

外补习上投入的时间也更多 （Ｄａｎｇ ＆ Ｒｏｇｅｒｓ， ２００８）。 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孩子

可能会采取有利于个体发展的时间分配模式， 在做作业、 阅读、 上课外班、 参与

校内课余活动和校外兴趣社团等建设性活动方面表现出较高的参与率与时间投入

（ＭｃＮｅａｌ， １９９５； Ｚｉｌｌ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 相应的， 最需要在具有建设性的业余活动上投

入时间的弱势家庭子女却投入过少。 这显示出在课余活动的参与程度与投入时间

上的阶层不平等现象， 而这些不平等现象往往更有利于优势阶层家庭维持其优势

地位 （Ｚｉｌｌ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５）。

其次， 家庭结构也会影响孩子的时间分配方式。 通过梳理文献， 我们发现存

在两种影响机制。 其一， 父母的积极休闲时间与子女的积极休闲时间正向相关，

单身家长往往较少表现出积极的休闲追求， 他们将大部分闲暇时间投入于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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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被动活动中， 而花在高质量活动上的时间较少， 这使得孩子也会呈现与大人

相似的时间配置方式 （Ｓａｙ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６）。 更多经验研究也证明， 相比与双亲同

住的孩子， 单亲家庭的孩子更少参与有组织的课外活动 （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更多时间投入被动的或低质量的闲暇活动。 例如， ５—１８ 岁单亲家庭儿童用于教

育活动的时间更少， 看电视的时间更多 （Ｒａｌｅｙ， ２００６）。 其二， 单身父母由于缺

少同伴一起分担经济和照料儿童的重任， 管教孩子的时间和精力远远不如双亲家

庭父母， 导致孩子长时间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进而影响到孩子的日常时间分配

和成长发展 （Ｍｃｌａｎａｈａｎ ＆ Ｓａｎｄｅｆｕｒ， １９９４）。 这意味着由于家庭结构而造成的父

母对子女监管程度的不同也是影响孩子时间分配模式关系的重要因素。 父母对子

女的监管程度越高， 越能影响到孩子的生活作息与行为模式， 帮助孩子有效规避

不利于成长的因素。

最后， 家庭规模也被认为是可能影响青少年时间分配的因素之一。 资源稀释理

论认为家庭中的子女数量越多， 父母照顾孩子的时间和精力越分散， 平均分配到每

个子女身上的时间资源就相应减少。 这意味着， 养育更多孩子的父母可能在如何分

配养育时间和精力上面临更大困难， 在监管子女的日常行为上出现缺位状态， 从而

影响子女的时间分配方式 （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但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却并未如理

论所预期。 有研究发现， 家庭中有 １８ 岁以下儿童较多的父母反而可能投入更多时间

于子女教养上， 他们会增加对子女的看护时间， 严格限定子女与父母共进晚餐的时

间与睡眠时间， 这使得青少年在各类家庭活动中投入的时间更多， 例如做家务、 照

顾兄弟姐妹的时间更长 （Ｃｈｅａｌ， ２００３）。 也有研究发现家庭规模并不存在与子女学

习时间、 阅读时间上的显著相关性 （Ｂｉａｎｃｈｉ ＆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９７）。 但小家庭子女相较

于大家庭子女在学业成就和职业获得上的优势使得大量学者均预期小家庭子女在生

产性活动上投入的时间更多 （Ｗｉｇｈ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２ 学校因素

学校是影响学生时间分配的主体之一。 学校一方面通过作业的形式占用了学生

部分的校外时间 （马健生、 吴佳妮， ２０１４）； 另一方面， 学校也会通过校园氛围和

同伴亚文化影响学生的行为模式 （张阳阳、 谢桂华， ２０１７）。 研究发现， 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在公立学校的常规课程时间基本一致， 区域内的校际差别也在不断缩小，

但是课外时间分配差异仍然很大 （沈学珺， ２０１４）。 由于我国教育资源长期以来存

在城乡分配不均的现象， 优质教育资源大多集中于城市尤其是城市中心位置 （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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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晓等， ２０１７）。 因此， 城市中心区位的学校不仅代表着更高的学校质量、 教师与

生源水平， 同时也预示着该校学生处于更为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 面临着更为巨

大的学业压力。 为了赢得竞争优势， 城市中心区域的学校学生不仅对课外补习有

着较高的需求， 补习市场发展更为成熟的区位优势也为该需求的满足提供了便利。

王绯烨等人的研究发现， 学校受区域政策的影响较大， 使得学生课外时间的分配

存在区域差异， 具体表现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初中生写家庭作业、 参与课外补习

等与学习有关的课外活动时间高于西部地区的初中生， 而关于睡眠、 体育锻炼和

兴趣班的业余时间， 东部地区学生的分配时间最多， 其次为西部地区 （王绯烨、

刘方， ２０１８）。 鉴于此， 本研究认为， 学校区位对青少年的时间分配模式也会有重

要影响。

学校中的同辈群体环境也可能影响个体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分配模式。 参照群体

理论认为， 个体行为会受到由参照群体所形成的竞争压力的驱动。 以往研究较多关

注学生的参照群体对其行为模式的影响， 认为学生所在的班级氛围对个体行为有着

强烈的塑造作用。 例如， 青少年选择参与课外补习通常是因为他们的同辈群体也这

么做 （Ｂｒａｙ， ２００９）。 然而， 中国的教育竞争不仅是学生之间的竞争， 也是家长之间

的竞争 （周东洋、 吴愈晓， ２０１８）。 陈斌丽等人发现来自家长同辈群体的压力也显

著影响着青少年的补习选择 （陈彬莉、 白晓曦， ２０１５）。 国外相关研究也发现， 如

果家长与其他学生家长的联系频繁， 熟识度更高， 他们的孩子更可能会积极参与学

校所组织的活动， 表现出满足学校和社会价值规范的行为模式 （Ｃａｒｂｏｎａｒｏ， １９９８；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综上所述， 青少年的周末时间分配行为很可能与其参照群体趋

于一致。

（四） 文献述评

根据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 首先， 国外关于青少年时间分配的研究范式已经

从 “以变量为中心” 逐渐转向 “以个体为中心”， 即从这种单一活动的时间评估转

向了综合评估个体在多种活动类型上的整体时间分配模式 （Ｂａｒｔｋｏ ＆ Ｅｃｃｌｅｓ， ２００３；

Ｆｅｌｄｍａｎ ＆ Ｍａｔｊａｓｋｏ， ２００７； Ｚａｒｒｅｔｔ 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 而这个新的范式在我国的相关研

究中还没被采用， 因此， 基于新的范式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当代中国青少年的时间分

配模式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 已有研究在分析时间分配时更多聚焦于学习时间或者

参与某种活动 （如课外补习） 对青少年学业发展的影响， 较少考察时间分配对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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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身心发展的影响。 为了全面了解时间安排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我们不能局限于

对学业方面的分析， 也要重视对身心健康的考察。 最后， 国内外学者更多关注了时

间分配的后果效应， 但对时间分配的影响因素的探索还非常有限。 鉴于此， 本研究

将采用这种配置的、 “以个人为中心” 的分析视角来研究青少年的周末时间分配，

运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识别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城市青少年的周末时间分配模

式， 并通过考察家庭和学校因素对初中生周末时间安排的影响， 以及进一步探索不

同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与青少年学业和身心健康的关系， 来判断我国初中生的周末

时间分配模式是否存在来自学校和家庭背景上的双重不平等， 进而从时间分配的角

度来透视我国教育不平等问题。

三、 数据、 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

本研究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实施的 “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ＥＰ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追踪数据。 该调查数据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比例

（ＰＰＳ） 的抽样方法， 对第一期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学年） 样本中共计 １０２７９ 名七年级学

生 （调查时为八年级学生） 进行了追踪调查， 成功追访学生 ９４４９ 人， 并新增调查

了学生 ４７１ 人。 ＣＥＰＳ 调查不仅涵盖了学生基本情况、 家庭状况、 学校状况、 学业表

现、 身心健康等多方面内容， 并且还调查了本研究核心关注的周末课外活动时间安

排情况。 因此， 该数据十分适用于解答本文的研究问题。

考虑到城乡青少年生活方式及所处教育环境的差异， 本研究选择当前户口状态

为非农户口的学生为研究对象， 共计 ４４２２ 人， 删除重要数据变量中缺失、 明显错误

的个案之后， 最终进入分析的有效样本量为 ３９１０ 人。 相比农村青少年， 城市青少年

面临的教育竞争更为激烈， 所承载的学业任务更加繁重， 他们在周末可能投入更多

时间于课程作业、 课外补习班等学习活动， 同时物质资源丰富的城市生活也给他们

带来了更多参与兴趣班、 互联网等娱乐活动的机会。 因此， 关注城市青少年群体有

利于发现青少年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异质性， 也将凸显在学业负担持续加重背景下

学生所采取的不同周末时间分配模式对其全面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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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变量说明

１ 核心变量： 周末时间分配变量

ＣＥＰＳ 学生问卷中询问了初中生在周末的每日课外活动时间安排， 具体包括六

个题项： 写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 写家长、 补习班布置的作业、 上校外辅导班、

上兴趣班、 看电视与上网玩游戏。 每一个维度设置了 １—６ 个程度的得分， 其中 １

代表 “没有”， ２ 代表 “不到 ２ 小时”， ３ 代表 “约 ２—４ 小时”， ４ 代表 “约 ４—６

小时”， ５ 代表 “约 ６—８ 小时”， ６ 代表 “约 ８ 小时以上”。 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在该

项活动上投入的时间越长。 本研究以这六个题项上的得分作为外显变量， 从而得

到 ６ 个连续型变量， 进而通过建立潜在剖面模型得出城市青少年周末时间的分配

模式。

２ 结果变量： 青少年发展变量

结合已有文献， 选取青少年的认知能力作为衡量其教育发展的重要指标， 身体

健康和心理健康作为衡量其身心发展的重要指标。 ＣＥＰＳ 设计了一套测量学生认知能

力 （包括语言、 图形、 计算与逻辑三个维度） 的测验， 并根据项目反应理论 ＩＲＴ 模

型估计出每个学生的认知能力水平， 其均值为 ０， 标准差为 １， 取值在 － ３—３。 学生

认知能力的得分越高说明教育发展水平越高。 身体健康由学生自评整体健康情况得

出， 评分包含 ５ 个等级， １ 代表 “健康状况很不好”， ５ 代表 “健康状况很好”。 关

于心理健康情况， ＣＥＰＳ 学生问卷询问了个体在过去 ７ 天里对沮丧、 紧张等 １０ 种消

极情绪的体验程度， 选项为李克特 ５ 级量表， 其中 １ 代表 “从未有过”， ５ 代表 “总

是经历”。 本研究将这 １０ 个题项进行反向处理后再加总， 构成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

平， 取值范围为 １０—５０， 得分越高说明心理越健康。

３ 影响时间分配和青少年发展的相关变量

如前所述， 本文在描述青少年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同时， 还将进一步分析哪些

因素影响了不同的分配模式。 此外， 为了得到周末时间分配模式对青少年发展的净

影响， 我们还需控制其他可能影响青少年学业和身心发展的变量。 这些相关变量可

以归结为三个层次的变量： 家庭、 学校和个体。

家庭变量包括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家庭结构、 家庭规模、 父母监督和父母教育

期望。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父辈受教育年限、 父辈职业水平与自评家庭经济水平

这三个变量构建而成。 其中， 父辈受教育年限、 父辈职业水平取父母双方最高教育

年限和最高职业水平。 父辈职业水平具体被操作化为六个等级： １ 为 “退休无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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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２ 为 “农民阶层”， ３ 为 “体力工人”， ４ 为 “自雇者”， ５ 为 “职员阶层”， ６

为 “管理层”。 自评家庭经济水平为父辈对当前家庭经济状况的整体评价， 具体表

现为从 “非常困难” 到 “很富裕” 的五等级的定序变量。 本研究将这三个变量的缺

失值用基线数据和其他监护人的信息进行填补， 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生成一个取

值范围为 ０—１００ 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变量①。

家庭规模由 “是否为独生子女” 题项来反映， 回答 “是” 的赋值为 １， 回答

“否” 的赋值为 ０。 家庭结构根据学生是否和父母共同居住的情况来测量， 将

“与父母同住” 的情况赋值为 １， 其余情况赋值为 ０。 父母监督通过 ＣＥＰＳ 家长问

卷中家长对孩子在作业与考试、 学校表现、 上网时间等六个维度上进行管教的严

格程度来测量， 每个题项对应 ３ 个选项， 其中 １ 表示 “不管”， ２ 表示 “管但不

严”， ３ 表示 “管得很严”。 将这六个题项的分值进行加总构建出父母监督程度变

量， 取值范围为 ６—１８， 得分越高说明父母对孩子的监督越严格。 父母教育期望

变量通过家长回答 “希望孩子读到什么程度” 这个问题测得， 是一个包含 “现

在就不要念了” 到 “博士” 的九分类类别变量， 将各类别所对应的教育年限进

行赋值， 得到取值范围为 ７—２２ 的连续变量， 取值越大说明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

望越高。

学校因素变量包括： 学校区位 （中心城区 ＝ １， 非中心城区 ＝ ０）、 班级内平均

课外补习参与率和家长对孩子朋友的了解情况。 其中， 家长对孩子朋友的了解情况

由 “家长认识孩子朋友的情况” 与 “家长认识孩子朋友父母的情况” 两个题项得分

加总得出。 这两个题项的回答均为 “０ ＝ 不认识” “１ ＝ 认识一部分” “２ ＝ 全都认

识”， 将这两个题项加总后得到取值范围为 ０—４ 的连续变量， 数值越大说明家长对

孩子朋友的情况了解越多或者越熟悉。

个体变量在考虑性别 （男生 ＝ １， 女生 ＝ ０） 的同时， 还考虑了坚毅品格。 坚毅

品格是学生回忆七年级时 “面对身体不舒服” “遇到不喜欢的课程” “做需要大量时

间才能完成的功课” 以及 “兴趣爱好” 这四种情况时选择坚持下去的总体意念程

度。 每一种情况对应 ４ 个选项， 其中 １ 代表 “完全不同意”， ４ 代表 “完全同意”。

坚毅品格变量由这四种情况的得分加总生成， 取值范围为 ４—１６， 得分越高说明学

生越具备坚毅品格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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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变量的描述统计 （Ｎ ＝３８５７）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核心变量： 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写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 ３ １７ １ ０２ １ ００ ６ ００

写家长、 补习班布置的作业 １ ７４ ０ ８５ １ ６

上校外辅导班 ２ ０５ １ ３１ １ ６

上兴趣班 １ ５０ ０ ９１ １ ６

看电视 ２ ６３ １ １４ １ ６

上网、 玩游戏 ２ ６２ １ ２５ １ ６

结果变量： 青少年发展

认知能力 ０ ４７ ０ ７９ － ２ ８３ ２ ０６

心理健康 ３８ ６ ８ ４１ １０ ５０

身体健康 ３ ９３ ０ ９２ １ ５

其他相关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５４ ８４ １６ ３１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家长监管 １３ ９７ ２ ３７ ６ １８

家长教育期望 １７ ２１ ２ ９９ ７ ２２

家庭规模 （独生子女 ＝ １） ０ ６５ ０ ４８ ０ １

家庭结构 （与父母同住 ＝ １） ０ ８３ ０ ３７ ０ １

班级平均补习参与率 ０ ５０ ０ ２５ ０ ０ ９２

家长与学生同辈群体互动 １ ７９ ０ ７４ ０ ４

学校区位 （中心城区 ＝ １） ０ ７１ ０ ４５ ０ １

性别 （男 ＝ １） ０ ４９ ０ ５０ ０ １

坚毅品格 １２ ９３ ２ ８４ ４ １６

（三） 研究步骤和方法

数据分析按照以下三个步骤展开。 首先， 本研究采取潜在剖面分析 （ Ｌａｔｅｎｔ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ＰＡ） 来识别青少年周末时间分配的模式。 该方法为心理学、 管

理学、 社会学等学科常用的类型划分方法， 可以有效地将青少年周末在 ６ 项活动

上投入的时间外显变量重组为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潜在类别变量。 潜在剖面分析

提供了多个拟合信息等统计学指标， 以帮助我们对分类结果的精确性作出合理的

判断， 进而得出所有个体属于某一周末时间分配方式的可能性估计。 常用的评估

指标包括赤池 （Ａｋａｉｋｅ） 信息准则 （ＡＩＣ） 和贝叶斯信息准则 （ＢＩＣ）、 罗梦戴尔

鲁本校似然比 （ＬＭＲＴ）、 信息熵 （Ｅｎｔｒｏｐｙ） 等。 一般来说， 更低的 ＡＩＣ、 ＢＩＣ，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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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 Ｅｎｔｒｏｐｙ， 以及 ＬＭＲＴ 达到显著性意味着模型的拟合程度更好 （Ｎｙｌｕｎ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其次， 由于周末时间分配模式属于多分类变量， 因而在探索影响青少年周末时

间分配模式的因素时将采取多层次多项逻辑回归模型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进行分析。 具体而言， 本研究选用两层的随机截距模型， 第一

层为学生层次模型， 因变量为第一步分析中得到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自变量包含

相关的个体和家庭变量； 第二层为学校层次模型， 学生层次模型的截距随学校的不

同而发生变化， 并考虑学校区位对截距的影响， 但学生层次自变量的斜率是固定的，

不随学校变化而变化。

最后， 由于反映青少年学业发展的三个指标 （学业成绩、 身体健康、 心理健

康） 均为连续变量， 本研究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来

分析周末时间分配模式与青少年发展的关系， 仍然选用两层的随机截距模型， 并加

入相关的控制变量。

四、 数据分析

（一） 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潜在剖面分析

表 ２ 报告了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 包含了不同潜类别数量下模型的拟合结果。

在选择最优模型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指标。 从模型的拟合优度考量， 随着类别

数目的增加， 模型的 ＡＩＣ、 ＢＩＣ 以及 ＡＩＢＣ 指数逐渐下降， 这说明类别数目提升有

助于模型拟合优化。 但 ５ － 和 ６ － 类别的最小组人数过于少， 不利于后续分析。 从

模型的分类精准率 （Ｅｎｔｒｏｐｙ 指标） 来看， ２ － 、 ３ － 和 ４ － 类别的模型精准率均高

于 ０ ９４。 在对 ２ － 、 ３ － 和 ４ － 类别进行横向对比时， 综合判断 ３ － 类别模型为最佳

模型， 理由如下： 其一， 与 ２ － 类别相比， ３ － 类别的模型拟合程度更高； 其二，

与 ４ － 类别相比， ３ － 类别的模型参数少， 模型简洁度更高； 其三， 从现实解释度

上看， ２ － 类别的划分较为粗糙， 不利于揭示更为细致的群体差异， ４ － 类别的划

分过于精细， 虽然也划分出了 ５ ７８％ 的个体， 但其他分类间的区分并不太明显。

因此， 综合评估各方面因素， 本研究最终选取包含 ３ 个潜在类别的周末时间分配

模式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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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潜在剖面分析模型拟合情况比较 （Ｎ ＝４４１５）

模型 ＡＩＣ ＢＩＣ ＡＢＩＣ Ｅｎｔｒｏｐｙ 参数个数
数目最小组

人数占比 （％ ）
ＬＭＲＴ （ｐ）

１ － 类别 ７８９２７ ７４ ７９００４ ４６ ７８９６６ ３２ １２

２ － 类别 ７６２９１ ４０ ７６４１２ ８６ ７６３５２ ４９ ０ ９７７ １９ １５ ２９ ０ ０００∗∗∗

３ － 类别 ７４５８７ ３２ ７４７５３ ５３ ７４６７０ ９１ ０ ９６６ ２６ ５ ７８ ０ ０００∗∗∗

４ － 类别 ７３１２８ ０４ ７３３３９ ００ ７３２３４ １４ ０ ９９３ ３３ ５ ７８ ０ ０００∗∗∗

５ － 类别 ６９１９１ ７８ ６９４４７ ４９ ６９３２０ ３９ ０ ９３３ ４０ １ ３６ ０ ０００∗∗∗

６ － 类别 ６８４６６ ５３ ６８７６６ ９９ ６８６１７ ６５ ０ ９０７ ４７ １ ３６ ０ ６４９０

　 　 注： 样本量 ４４１５ 为原始样本 （４４２２ 人） 中周末时间分配模式指标的有效样本数。 为了最大化利用有效样

本， 在潜在剖面模型构建中使用了原始样本。

图 １ 展示了 ３ － 类别模型在 ６ 个题目上的得分均值， 得分均值越高说明周末

时间分配模式属于该类别的青少年在某维度上投入的时间越多。 从潜类别 １ 的

曲线可以发现， 该类别的青少年在和学习相关的前三个题项上所分配的平均时

间都是最高的， 其中， 周末投入于课外补习的时间最长且明显高于其他两类，

因此我们把潜类别 １ 命名为 “课外补习主导型” ， 占整个群体的 ５ ７８％ 。 潜类

别 ２ 的青少年周末投入于 ６ 个项目上的时间均处于中间水平， 而且这类学生的

学习时间与休闲时间基本持均衡状态， 因此可以把潜类别 ２ 命名为 “均衡型” ，

该类占总体的 ２７ ８１％ 。 潜类别 ３ 的青少年在前四项活动上投入的时间在三个

群体中是最低的， 虽然看电视、 上网或玩游戏的时间和其他两个群体差异不大，

但还是要略高于另两个群体。 此外， 潜类别 ３ 的青少年在写学校老师布置的作

业上投入的时间是最多的， 其次为看电视、 上网或玩游戏， 可见， 这类学生周

末时间分配模式主要以完成课内任务为主， 其余时间则多用于玩乐， 因此潜类

别 ３ 对应的是 “课内任务主导型” 的群体。 值得注意的是该类群体占比最高，

占总体的 ６６ ４１％ 。

总之， 潜在剖面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城市青少年的周末时间分配主要存在上述

三种模式。 虽然三种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其共性是初中生群体 （ＣＥＰＳ 的调查

对象） 周末的主要学习任务是完成课内作业， 主要娱乐活动是看电视、 上网或玩游

戏。 这一点与李海英等人 （２０１４） 的研究发现一致。 三种模式最主要的差异反映在

上辅导班的时间上， 少数学生上辅导班的时间要远远超过投入其他学业任务的时间

（ “课外补习主导型”）， 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花在辅导班的时间和花在老师布置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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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周末时间安排模式的 ３ 个类别在 ６ 个题目上的得分均值

末作业的时间基本相当 （ “均衡型”）， 但大约三分之二的初中生并不太上辅导班，

主要是完成学校布置的学习任务。 因此， 可以看出在初中阶段， 孩子们的学业负担

主要还是来自学校， 大部分初中生在周末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来完成老师们布置的各

项任务， 而在参与兴趣班上显示出低水平的时间投入。 此外， 我们也可以推测在初

中阶段只有少数学生能够承受校内和校外双重的学业负担， 因而上辅导班的占比不

超过三分之一。

（二） 城市青少年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影响因素探究

表 ３ 呈现了三种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总体分布以及与家庭层面、 学校层面上各

因素的关系。 为了直观呈现不同群体的差异， 本文把连续型变量根据均值 （ｍｅａｎ）

和标准差 （ＳＤ） 转换成类别变量， 对应三个群体： 低 （ ＜ ｍｅａｎ － ＳＤ）， 中 （ｍｅａｎ －

ＳＤ， ｍｅａｎ ＋ ＳＤ） 和高 （ ＞ ｍｅａｎ ＋ ＳＤ）。 可以看出， 青少年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分布

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 在家庭层面， 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子女在 “课内任务主导

型” 上的占比高达 ８６ ４１％ ， 远高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子女的 ４７ ９４％ ； 而在 “课

外补习主导型” 上的比例仅为 １ ３８％ ， 远低于高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子女的 １１ ８５％ 。

家长监管与父母教育期望程度不同的子女也反映出相似的趋势， 即相比高家长监管、

高父母教育期望的子女， 低家长监督、 低父母教育期望的子女选择 “课内任务主导

型” 的占比较高， “课外补习主导型” 占比较低。 另外， 时间分配模式的分布亦因

家庭结构与家庭规模而异。 相比不与父母同住、 非独生子女群体， 与父母同住、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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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女在 “课外补习主导型” 时间分配模式上的占比更高， 而在 “课内任务主导

型” 上的占比较低。

　 　 表 ３ 三种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分布情况描述 单位： ％

变量
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课内任务主导型 均衡型 课外补习主导型
样本量 （个）

总体 ６６ ４１ ２７ ８１ ５ ７８ ４４１４

家

庭

层

面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低 ８６ ４１ １２ ２１ １ ３８ ８６８

中 ６５ ２１ ２９ ３０ ５ ４８ ２７５４

高 ４７ ９４ ４０ ２１ １１ ８５ ７５１

家长监管

低 ７５ ８７ ２０ １９ ３ ９４ ４３１

中 ６６ ０５ ２８ １５ ５ ８１ ３１１６

高 ６２ ４１ ３０ ７２ ６ ８７ ７１３

家长教育期望

低 ８５ ６９ １２ １６ ２ １５ ５５９

中 ６４ １１ ３０ ００ ５ ８９ ３１４０

高 ５８ ５７ ３２ ０７ ９ ３６ ５０２

家庭结构

不与父母同住 ７３ ３５ ２２ ３８ ４ ２７ ７７３

与父母同住 ６４ ９２ ２８ ９８ ６ １０ ３６４０

家庭规模

非独生子女 ７８ ０３ １８ ３７ ３ ６０ １５５７

独生子女 ６０ ０５ ３２ ９８ ６ ９７ ２８５６

学

校

层

面

家长与学生同辈群体互动

低 ６６ １９ ２６ ３６ ４ ４５ １１２３

中 ６５ ８１ ２８ ６３ ５ ５６ ２５１８

高 ５６ ７６ ３２ １６ １１ ０８ ３７０

班级平均补习参与率

低 ９０ ９８ ８ ４１ ０ ６１ ９８７

中 ６７ ７１ ２６ ９４ ５ ３６ ２５５８

高 ３４ ７１ ５２ ４１ １２ ８７ ８７０

学校区位

非中心城区 ８２ ３４ １６ １５ １ ５１ １２５７

中心城区 ５９ ０５ ３３ ２９ ７ ６６ ３０６７

　 　

在学校层面上， 家长与学生同辈群体互动程度低的群体， 为子女选择 “课内任

务主导型” 分配方式的比例 （６６ １９％ ） 要高于互动程度高的群体 （５６ ７６％ ）；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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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他们选择 “课外补习主导型” 的时间分配模式的比例 （４ ４５％ ） 要远远低于高

互动群体 （１１ ０８％ ）。 这显示出家长与同辈群体的互动程度越高， 其子女选择 “课

外补习主导型” 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占比越高。 班级平均补习参与率越高的群体也

显示出在 “课外补习主导型” 的占比变高， 在 “课内任务主导型” 上的占比变低的

趋势。 另外， 相比非中心城区学校， 位于中心城区学校的学生在 “课外补习主导

型” 上的占比更高， 而在 “课内任务主导型” 上的占比较低。

为了进一步验证表 ３ 所显示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群体性差异， 表 ４ 采用两层

多项逻辑回归模型对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究。 其中， 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以 “课内任务主导型” 为参照类别， 模型 （３） 以 “均衡型” 为

参照类别。 结果显示， 相比 “课内任务主导型” 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家庭社会经济

地位和父母教育期望越高的学生越倾向于选择 “均衡型” 和 “课外补习主导型”。

独生子女更多采取 “均衡型” 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非独生子女则主要采取 “课内

任务主导型”。 这可能是由于独生子女具有独享家庭资源的优势， 从而比非独生子女

更有优势获取课外补习机会。 家长监督可以促进孩子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由课内任务

主导型转向均衡型， 却无法推动孩子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转向课外补习主导型。 这意

味着父母的监管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督促孩子投入更多时间用于学习， 但对于那些周末

选择投入大量时间用于课外补习的孩子而言， 并不是父母监管起到主要推动作用。

学校因素对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影响较为突出。 模型 （２） 和模型 （３） 发现，

学校越是处于城市中心位置， 不论是与课内任务主导型还是均衡型相比， 学生均更

趋于采取课外补习主导型周末时间分配方式。 另外， 三个模型均显示出， 家长与学

生同辈群体的互动越频繁， 班级的平均课外补习率越高， 学生越趋于周末补习时间

更长。 同辈群体因素的显著性说明同班同学的行为会直接对个体抉择产生影响， 家

长的非正式网络也会通过影响家长进而作用于个体的选择。 可见， 家长和个体对于

周末时间的分配决策并非完全出于理性， 也受到了群体压力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模型 （３） 中， 对于采取均衡型还是课外补习主导型的周末时

间分配模式， 个人特质、 家庭因素的作用受到限制， 只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起到了

微弱的影响作用， 学校及同辈群体环境因素则发挥了主导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城市

中心位置往往意味着较高的学校质量、 良好的生源水平， 也预示着更大的学业竞争

压力。 因此， 在这种高竞争氛围中， 学生不得不利用周末时间进行高强度的课外补

习， 以此获得与同级学生的竞争优势。 同辈群体因素的显著性恰恰佐证了这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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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强大动力， 表征着由比较而产生的社会心理因素会是促使青少年更加勤奋的

重要原因之一。

　 　 表 ４ 中国城市青少年周末时间分配类型的两层多项逻辑回归模型 （Ｎ ＝３９１０）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均衡型

ＶＳ
课内任务主导型

课外补习主导型

ＶＳ
课内任务主导型

课外补习主导型

ＶＳ
均衡型

家庭因素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家长监督
０ ０６∗∗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０３）
－ ０ ０１　
（０ ０３）

家长教育期望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９∗∗

（０ ０３）
０ ０７∗

（０ ０３）

家庭规模 （独生子女 ＝ １） ０ ２０∗

（０ １０）
０ ２４

（０ １９）
０ ０４

（０ ２０）

家庭结构 （与父母同住 ＝ １）
０ １２

（０ １１）
０ １９

（０ ２２）
０ ０８

（０ ２３）

学校因素

学校区位 （中心城区 ＝ １）
０ ０３

（０ １２）
０ ８４∗∗

（０ ３０）
０ ８０∗∗

（０ ３１）

班级平均补习参与率
３ ６２∗∗∗

（０ ２３）
４ ２１∗∗∗

（０ ４５）
０ ７１

（０ ４７）

家长与学生同辈群体互动
０ １２∗

（０ ０５）
０ ３４∗∗∗

（０ １０）
０ ２０∗

（０ ０９）

个体因素

性别 （男生 ＝ １）
－ ０ １２　
（０ ０８）

－ ０ ０７　
（０ １５）

０ ０５
（０ １５）

坚毅品格
－ ０ ０１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１
（０ ０３）

常数项
－ ４ ８８∗∗∗

（０ ３８）
－ ９ ９７∗∗∗

（０ ８０）
－ ５ １７∗∗∗

（０ ８１）

随机截距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２６７７ ４６８ － ２６７７ ４６８ － ２６７６ ７９４

　 　 注： （１） ＋ ｐ ＜ ０ １０，∗ｐ ＜ ０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２）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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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周末时间分配模式与青少年发展的关系探究

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 其周末时间的分配模式不仅是个体和家长理性选择的

结果， 也受到了由学校及同辈群体所形成的压力环境的影响。 那么， 在理性选择和

非理性的交互影响下， 不同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对青少年学业发展和身心发展会起

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表 ５ 为回答此问题的多层次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

在学业发展维度， 模型 （４） 的结果表明： 在控制相关变量的条件下， 采取

“课内任务主导型” 的学生认知能力低于 “均衡型”， 但采取 “课外补习主导型”

的学生认知能力与 “均衡型” 不存在显著差异。 这说明在学习领域的 “一分耕耘”

会迎来 “一分收获”， 但是学习时间对于认知能力的提升具有边际效应。 周末适当

投入时间用于课外补习确实能够显著提升认知水平， 但是并非投入的时间越多越好。

超过了合理的学习时长后， 继续追加学习时间不仅对学生认知水平的提升效果甚微，

还会引发学生的学业压力进而滋生厌学情绪。

通过时间分配分析心理健康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研究视角。 本研究将青少

年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作为身心发展的两项重要指标。 模型 （５） 和模型 （６） 的

结果显示， 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因素的情况下， 采取 “课外补习主导型” 周末时间

分配方式的学生在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水平两个维度均低于 “均衡型”。 这说明周末

投入过多时间参与课外补习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

综上所述， 在控制家庭因素、 学校因素、 个体因素后， 不同的周末时间分配方

式确实对青少年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其中， 均衡型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是有利

于青少年发展的最佳模式。 采取该模式的学生在完成课内任务的基础上投入适量时

间于补习班， 不仅能够有效发挥课外补习对学业发展的助力作用， 也恰当地平衡了

学习时间与休闲时间， 使青少年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均处于良好水平。

　 　 表 ５ 周末时间分配类型对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 （Ｎ ＝３９１０）

变量
认知能力 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以均衡型为参照）

课内任务主导型
－ ０ １１∗∗∗

（０ ０３）
０ ２４

（０ ３２）
０ ０２

（０ ０３）

课外补习主导型
－ ０ ０５　
（０ ０５）

－ １ ６８∗∗

（０ ６０）
－ ０ １４∗

（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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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认知能力 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控制变量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父母监督
－ ０ ０１∗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３　
（０ ０６）

０ ０３∗∗∗

（０ ０１）

父母教育期望
０ 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１４∗∗

（０ ０５）
－ ０ ０１　
（０ ０１）

家庭规模 （独生子女 ＝ １）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５９

（０ ３１）
０ ０２

（０ ０３）

家庭结构 （与父母同住 ＝ 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３）

１ ２６∗∗∗

（０ ３６）
０ ２０∗∗∗

（０ ０４）

学校区位 （中心城区 ＝ １） ０ ２９∗∗∗

（０ ０７）
－ ０ １２　
（０ ４１）

０ ０３∗∗∗

（０ ０４）

性别 （男生 ＝ １）
－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４８
（０ ２７）

０ １３∗∗∗

（０ ０３）

坚毅品格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３）
０ ３６∗∗∗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１）

截距项
－ １ １１∗∗∗

（０ １１）
２９ ２０∗∗∗

（１ ２４）
２ ５６∗∗∗

（０ １３）

学校数量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 ３９７７ ２６２ － １３８０６ ０５６ － ５１１０ ３１０

　 　 注： （１） ＋ ｐ ＜ ０ １０，∗ｐ ＜ ０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２） 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 ＣＥＰ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追踪数据， 首先考察了当前中国城市青少年如

何组织周末时间， 其次细致探讨了家庭、 学校因素对青少年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影

响效应， 最后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对青少年学业发展与身心

发展的影响。 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基于对 ６ 项课外活动上所投入的周末时间进行潜在剖面分析， 本文识别

出三种周末时间分配模式———课内任务主导型、 均衡型及课外补习主导型。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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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三分之二的城市青少年 （更准确地应该说是初中生） 采取课内任务主导型的周

末时间分配模式， 即周末以完成课内作业为主， 其余时间主要用于看电视、 玩游戏、

上网等休闲活动， 而对于课外补习班、 兴趣班投入的时间较少。 这意味着在初中阶

段， 学校教育对学生的周末时间分配行为起着主导作用， 各科老师除了平时每天都

要布置作业之外， 周末也会给学生布置大量的学习任务。 所以， 从图 １ 可以看出，

无论是哪种方式主导的学生， 他们都要投入同样多的时间来完成学校老师布置的作

业， 在此基础上才能自主安排其余时间。 其次， 可以看到： 到了初中阶段， 孩子们

的周末生活并不丰富， 群体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辅导班上投入时间这个单一指标

上， 在其他指标比如兴趣班等体现不出群体之间的差异。 超过四分之一的初中生采

取均衡型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这些学生通常周末用于完成课内任务、 课外补习以及

休闲活动的时间比较均衡， 少数初中生采取课外补习主导型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他

们不仅在周末投入大量时间用于课外补习， 完成课内任务的时间也多于其他学生。

总体上来看， 我国城市青少年选择投入于兴趣班上的时间和精力较少， 大部分学生

的周末时间主要用于完成校内作业、 看电视、 上网或玩游戏等活动， 这与李海英等

人的研究结论一致 （李海英等， ２０１４）。 而青少年在周末是否上课外补习班以及课

外补习时间上有着最为明显的差异。

第二， 本文发现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看似是个体选择的结果， 其实也受到了包括

家庭、 学校及同辈群体的环境因素的影响。 个人特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课内任务主

导型还是均衡型的选择过程中。 相比课内任务主导型， 高认知水平的个体更趋于均

衡型的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即在周末投入更多时间用于学习， 尤其是参与课外补习

的时长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 家庭背景的影响作用主要发挥于课内任务主导型还是

均衡型、 课内任务主导型还是课外补习主导型的选择过程中。 家庭社会经济水平越

高、 父母监管越严格以及父母教育期望越高， 青少年将不仅投入在课内任务的时间

增多了， 参与课外补习的时间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及同辈群

体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最为广泛。 学校位于中心城区、 班级平均补习参与率越高、

家长与学生同辈互动越强， 青少年将会投入更多周末时间和精力用于写作业、 课外

补习等学习活动。 这些因素甚至会驱使青少年在课外补习上投入远超于同龄人的时

间， 选择课外补习主导型周末时间分配模式。

上述发现说明， 个人特质和家庭因素基于理性抉择会驱使个体投入更多的周末

时间用于学习活动尤其是课外补习， 但在高教育竞争氛围中， 个人特质和家庭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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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孩子周末时间分配模式的影响已式微。 投入远超于多数群体的课外补习时间已不

完全出于家长和孩子们的理性抉择， 而是学校和同辈群体环境中高教育竞争压力对

个人的驱使。

第三， 科学合理的周末时间安排对青少年学业发展和身心发展至关重要。 本研

究发现， 从青少年全面发展的视角来看， 并非在学习上投入的时间越长越能给青少

年发展带来更大的效益。 课外补习确实有助于学业发展， 但课外补习对成绩的影响

很可能存在 “门槛效应”， 即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 课外补习对成绩的提升作用将

逐渐达到最大水平， 而一旦超过了有效补习时间， 课外补习的提升效应可能会锐减，

甚至起到负效应， 不仅有损学业发展， 还会由于引发学业压力与焦虑情绪而损害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 鉴于此， 本研究指出 “均衡型” 是有利于青少年综合发展的最佳

时间分配模式。 这也应证了马建生等人的研究结论， 即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问题的症

结并非在于学业任务过重， 而在于时间分配不均衡、 不合理 （马健生、 吴佳妮，

２０１４）。 因此， 本研究建议家长要协同国家和学校对于学生的减负诉求， 合力合理

规划好子女的周末生活， 在关心子女的学业成绩的同时也要重视其主观感受和体验，

帮助子女均衡分配好学习与休闲时间， 从而实现学业和身心的全面发展。

总之， 本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采用新的 “以个体为中心” 方法， 从时间

分配的视角分析了中国青少年的周末时间安排模式，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均有

一定的创新， 其分析结果对中国家庭如何安排孩子的周末时间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价

值。 当然， 本文亦存在一些不足以及待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首先， 囿于数据限

制， 本研究对于城市青少年周末课外活动类型的考察还不够充分， 仅使用了问卷中

所包含的有限的几个课外活动。 未来研究可以纳入更为丰富的周末活动类型， 如阅

读、 体育锻炼、 社交活动等， 从而更加全面地反映当下城市青少年的周末生活现状。

此外， 该研究的青少年群体针对的是初中生群体， 结论并不能推广到小学生群体。

相比初中生群体所面临的中考压力， 小学生的生活可能要丰富多彩很多， 周末安排

模式会更加多样， 那么哪种方式会更利于小学生的全面发展呢？ 未来可以通过对小

学生数据的分析来回答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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