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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 ３２ 年(１９４３ 年)ꎬ民国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

会制订并发行了一本由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签名

签章的«学生体格标准»表册[１] ꎬ全册共 ３０ 页ꎬ详细记

载当时我国中小学 ５ ~ １９ 岁男女学生身长、髋阔、体重

平均数及各年龄身长、髋阔、体重对照表ꎮ 该表册现

存于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２] 、吉林大学及吉林

省图书馆[３] ꎮ 本文采用该表册中记录的 １９４３ 年 ５ ~ １９
岁学生身高、体重平均值数据与 ２０１４ 年国民体质监测

中相同年龄的儿童少年身高、体重平均值数据进行比

较分析ꎬ以了解 １９４３—２０１４ 年历经 ７１ 年后我国儿童

少年身高、体重生长的变化ꎬ为我国儿童青少年形态

发育追踪研究及社会变迁分析提供参考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资料取自 １９４３ 年发行的«学生体格

标准»中 ５ ~ １９ 岁儿童少年身高、体重平均数(其中男

生为 ５ ~ １９ 岁 １５ 个年龄段ꎬ女生为 ５ ~ １７ 岁 １３ 个年龄

段)及“２０１４ 年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４]中全国 ５ ~ １９ 岁

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平均数ꎮ 其中 ２０１４ 年国民体质

监测采用分层随机整群的抽样原则ꎬ从全国 ３１ 个省

(区、市)学校和幼儿园抽取 ５ ~ １９ 岁儿童青少年进行

测试ꎬ 包括 ５ ~ ６ 岁儿童 ５０ ０００ 名ꎬ ７ ~ １９ 岁学生

３０８ ７２５ 名ꎮ
１.２　 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７ 计算并生成对比图形ꎮ
不同年代同龄同性别儿童少年身高(体重)平均数差

值＝ ２０１４ 年平均数－１９４３ 年平均数ꎮ 同年代同龄儿童

少年身高(体重)平均数性别差值 ＝ 男生平均数－女生

平均数ꎮ 同年代同龄每岁身高(或体重) 增长值 ＝ 相

邻两个年龄组的数值差值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年代儿童少年身高比较　 男生 ５ ~ １９ 岁和

女生 ５ ~ １７ 岁各个年龄段身高平均数 ２０１４ 年明显高

于 １９４３ 年ꎮ 男生差值为 ４.６ ~ ２０.４ ｃｍꎬ女生差值为 ３.４
~ １４.７ ｃｍꎮ 最大差值的年龄ꎬ男生是 １３ 岁ꎬ女生是 １１
岁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不同年代儿童少年体重比较　 男生 ５ ~ １９ 岁、女
生 ５ ~ １７ 岁各个年龄段体重平均数 ２０１４ 年明显高于

１９４３ 年ꎬ男生差值为 ２.４ ~ １４.８ ｋｇꎬ女生差值为 １.２ ~
１１.６ ｋｇꎮ 最大差值的年龄ꎬ男生是 １３ 岁ꎬ女生为 １１
岁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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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年龄儿童青少年 １９４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身高均值 / ｃｍ

年龄 / 岁
１９４３ 年

男生 女生

２０１４ 年

男生 女生
５ １０２.２ １０５.９ １１４.０ １１２.７
６ １０５.７ １１０.６ １１９.７ １１８.１
７ １１１.９ １１６.３ １２６.６ １２５.１
８ １１５.５ １２０.０ １３２.０ １３０.５
９ １１９.９ １２４.８ １３７.２ １３６.３
１０ １２５.６ １３０.０ １４２.１ １４２.６
１１ １２９.６ １３４.６ １４８.１ １４９.３
１２ １３５.０ １４１.４ １５４.５ １５３.７
１３ １４１.０ １４７.６ １６１.４ １５７.０
１４ １４６.７ １５１.３ １６６.５ １５８.７
１５ １５５.４ １５４.０ １６９.８ １５９.４
１６ １６０.０ １５５.４ １７１.４ １５９.８
１７ １６４.０ １５６.４ １７２.１ １５９.８
１８ １６７.０ － １７２.０ １５９.４
１９ １６７.８ － １７２.４ １６０.２

表 ２　 不同年龄儿童青少年 １９４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体重均值 / ｋｇ

年龄 / 岁
１９４３ 年

男生 女生

２０１４ 年

男生 女生
５ １８.２ １８.４ ２０.６ １９.６
６ １８.９ １９.０ ２３.０ ２１.６
７ ２０.７ １９.８ ２６.６ ２４.７
８ ２２.４ ２１.４ ２９.９ ２７.６
９ ２４.１ ２３.９ ３３.６ ３１.３
１０ ２６.２ ２６.２ ３７.２ ３５.５
１１ ２９.６ ２９.０ ４１.９ ４０.６
１２ ３３.２ ３３.２ ４６.６ ４４.５
１３ ３７.２ ３６.７ ５２.０ ４８.０
１４ ４１.９ ４０.９ ５６.２ ５０.４
１５ ４６.４ ４４.９ ５９.５ ５１.６
１６ ４９.８ ４７.４ ６１.５ ５２.７
１７ ５２.４ ４８.７ ６３.３ ５３.０
１８ ５４.７ － ６３.５ ５２.６
１９ ５６.９ － ６３.５ ５２.４

２.３　 性别差异在不同年代的趋势　 从 １９４３ 年的数据

看ꎬ５ ~ １４ 岁男生的身高均低于同龄女生ꎬ差值为－６.６
~ －３.７ ｃｍꎬ男生 １５ 岁时身高超过女生ꎬ１７ 岁时差值达

到 ７.６ ｃｍꎮ 男生、女生的体重在 ５ ~ １３ 岁时相差不明

显ꎬ男生 １４ 岁后体重高于女生ꎬ１７ 岁时差值达到 ３.７
ｋｇꎮ 而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表明ꎬ男、女生在 ５ ~ １２ 岁时身

高差别很小ꎬ其中 １０ꎬ１１ 岁男生身高低于女生 ０.５ ｃｍ
和 １.２ ｃｍꎬ１３ 岁开始ꎬ男生身高明显高于女生ꎬ１９ 岁时

身高差值达到 １２.２ ｃｍꎻ男生各年龄段体重均高于女

生ꎬ５ ~ １２ 岁时相差较小(１.０ ~ ２.３ ｋｇ)ꎬ１３ 岁开始男生

体重明显高于女生ꎬ１９ 岁时差值达到 １１.１ ｋｇꎮ 性别差

异在 ２ 个年代的趋势可归纳为:１９４３ 年男生在 ５ ~ １４
岁年龄段的体格发育水平不及女生ꎬ１４ 岁后超过女

生ꎻ２０１４ 年的男生在 １０ ~ １１ 岁体格发育水平与女生相

当ꎬ在其他各年龄段都高于女生ꎮ 见表 １ ~ ２ꎮ
２.４　 不同年代生长突增年龄比较　 观察儿童各年龄

段身高或体重增长值ꎬ可以了解体格发育快速生长的

年龄特征ꎬ并确定生长突增年龄ꎮ 依据每岁身高、体
重增长值的计算ꎬ１９４３ 年身高生长突增年龄女生为 １２
~ １３ 岁、男生为 １５ 岁ꎬ体重生长突增年龄女生为 １２ ~
１５ 岁、男生为 １４ ~ １５ 岁ꎻ２０１４ 年身高、体重生长突增

年龄均为女生 １１ 岁、男生 １３ 岁ꎮ 见图 １ ~ ２ꎮ

图 １　 男女生 ２０１４ 年与 １９４３ 年身高增长值曲线

图 ２　 男女生 ２０１４ 年与 １９４３ 年体重增长值曲线

３　 讨论

生长发育指标是评价儿童健康水平和营养状况

的重要依据[５] ꎮ 个体儿童身高发育水平和速度变化

无实际意义ꎬ但群体儿童的身高增、减往往可以说明

生活环境中的重要变化[６] ꎮ 相隔 ７１ 年ꎬ社会的方方

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生活方式的改变、卫生及

营养状况的充分改善ꎬ使我国的人口素质大大提高ꎬ
反映在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指标上的增长就是最切

实的证明ꎮ 本文利用非常珍贵的 １９４３ 年的体格标准

与 ２０１４ 年国民体质监测的数据比较ꎬ可以观察到在一

个相对较长时期中我国人体形态的演变ꎬ也是对历史

数据的发掘、利用和二次保存ꎮ
体格检查的论调ꎬ早在清末就已出现ꎬ到了民国

时期体格检查和生长发育研究开始逐渐开展起

来[７－８] ꎮ １９２９ 年 １１ 月ꎬ南京政府教育部公布«学校学

生健康检查规则» [９－１０] ꎬ号召对全国学生每年进行体

格检查ꎮ «学校学生健康检查规则»对学校施行学生

健康检查的方法、步骤等内容ꎬ以法令的形式作了具

体规定ꎮ 当时教育部门几乎每年都要对各地学校的

学生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及普查工作ꎬ学生健康检查测

试成了一项经常性的工作[１１] ꎮ １９３１ 年民国教育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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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教育部中小学卫生教育设计委员会章程»中ꎬ该
委员会的第一、第二项任务便是“编订幼稚园、小学、
中学学生体格发育标准”和“订定体格检查之实施方

法” [１２] ꎮ 在 １９３１ 年民国教育统计里有该年度专科以

上学校学生体格检查 ２０ ９７７ 人之状况的记载ꎬ包括各

校学生身长、体重、胸围等的平均数[１３] ꎮ 在民国教育

部教育视导组对学校的视察内容里包含了学生体格ꎬ
并要求填写报表ꎮ 而 １９４０ 年于重庆举行的全国国民

体育会议上ꎬ学校体育组的 １１ 项议决案中包括了“拟

请举行小学儿童体格测量案” “拟请完成女生体格测

量及运动技能标准案”和“拟请加测初高中学生 ６ ０００
人ꎬ以完成合乎统计原理的运动技能标准案” [１４] ꎮ

«学生体格标准» 发行于 １９４３ 年ꎬ正值抗日战争

战略相持阶段的末期ꎮ 在事关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

关头ꎬ需要唤醒民族精神ꎬ动员一切力量一致对外ꎬ于
是具有“政教合一”“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合一”特征ꎬ
能够提升民族精神ꎬ促进抗战胜利的国民教育被推上

历史舞台[１５] ꎮ 民国政府在抗战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教

育国策ꎬ使得当时不但在教育行政体制、教育行政制

度、教育立法、教育经费上ꎬ而且在教育教学法、课程

教材以及学制上ꎬ都比战前更为发展和加强ꎮ 据记载

１９４３ 年我国小学校为 ２７.３４ 万所、中等学校为 ３ ４５５
所(含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ꎬ小学生 １ ８６０ 万ꎬ中
等学校学生 １１０ 万[１４] ꎮ 当时实施的国民教育政策要

求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总数 ８０％以上ꎬ但时值抗日

战争时期ꎬ抗战后方 １９ 省市所统计的入学儿童数占儿

童总数为 ７４％[１５] ꎮ 可见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ꎬ当时

的初级教育体系依然是基本完备的ꎮ
从上世纪 ３０ 年代起ꎬ学生的体格检查与测量逐渐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ꎬ各种相关的标准也随之逐渐形

成ꎬ并有“合乎统计原理”的含义ꎮ 然而ꎬ由于年代久

远且资料有限ꎬ暂时无法考证«学生体格标准»制订时

的抽样测试情况以及建标方法ꎬ但以当时的教育体

系、教育政策、学校数量、学生数量上看ꎬ以及以民国

教育部制定标准的层面看ꎬ组织大范围学生体格测

量ꎬ并制订合乎统计原理的标准是完全有条件和能力

的ꎮ 因此ꎬ作者推断该标准应是基于较大样本量的抽

样测试ꎬ采用了统计学方法制订ꎬ所列数据具有一定

的可信性和可靠性ꎮ
从 １９７９ 年“我国青少年儿童身体形态、功能与素

质的研究” 课题开始ꎬ我国分别在 １９７９ꎬ１９８５ꎬ１９９１ꎬ
１９９５ꎬ２０００ 年ꎬ进行了 ５ 次大规模学生体质与健康调

研[１６－２０] ꎬ１９９８ 年进行了全国幼儿的体质调研[２１] ꎮ 在

获得大量体质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建立和颁布

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２２] 和«国民体质测定标

准手册(幼儿部分)» [２３] ꎮ ２００２ 年教育部建立了经常

性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ꎬ到目前已经形成了 ５ 年

一大测(与国家国民体质监测同步的全国大中小学生

抽样测试)、每年一全测(大中小学校各个学校全员覆

盖的自行检测及抽查测试)的工作常态ꎮ 其中 ２０００ꎬ
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４ 年的抽样测试以“国家国民体质监测

公报”和“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的形式公开发

布监测结果ꎮ
近 ３０ 年来随着学生体质测试的广泛开展ꎬ青少年

儿童体质研究也方兴未艾ꎬ其中生长突增期与体格发

育动态变化研究最受关注ꎮ 曾凡辉等[２４] １９９２ 年撰文

认为我国女性儿童少年身高增长最快在 １０ ~ １３ 岁之

间ꎬ１５ 岁以后基本趋向稳定ꎬ男性儿童少年身高增长

最快在 １２ ~ １５ 岁之间ꎬ１７ 岁以后基本趋向稳定ꎮ 中国

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组[２５] 对 １９７９—２０００ 年青少年体格

发育增长的情况研究表明ꎬ我国青少年体格发育大幅

度提高ꎬ有明显的生长长期趋势表现ꎬ最显著的变化

出现在生长突增期ꎬ女 １２ 岁、男 １３ 岁时是生长突增高

峰ꎮ 季成叶[２６－２８] 的系列研究认为:１９７９—２０００ 年间ꎬ
我国青少儿体格发育水平全面高大化ꎬ长期趋势的最

突出表现是青春期发育提前ꎻ城市学生全面进入体格

发育的“完全性生长长期趋势”ꎬ乡村学生身高发育水

平全面增长ꎻ体格发育水平增长最快的阶段ꎬ城市男

生和乡村男生是 １３ 岁ꎬ城市女生是 １１ 岁ꎬ乡村女生是

１２ 岁ꎻ身高的增长趋势ꎬ使当代青少年与其父辈、祖父

辈相比ꎬ显得又高又大ꎮ 李辉等[２９] 在 ２００９ 年制定了

中国 ０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身高、体重生长标准化曲线

图ꎬ并认为女生身高生长高峰在 １０ ~ １１ 岁ꎬ男生则在

１２ ~ １３ 岁ꎮ 从该研究的儿童体重 Ｐ５０拟合值可看出女

生 １１.５ ~ １２.５ 岁、男生 １２.５ ~ １４.５ 岁是体重生长高峰ꎮ
许良[３０]基于 １９８５ꎬ１９９５ 和 ２００５ 年全国学生体质调研

数据的统计分析ꎬ认为身高、体重最大增长值年龄女

生为 １１ ~ １３ 岁、男生为 １３ ~ １４ 岁ꎮ ２０１０ 年全国学生

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显示ꎬ形态发育水平继续提高ꎬ
与 ２００５ 年相比我国城乡学生的身高、体重和胸围等生

长发育水平继续呈现增长趋势[３１] ꎮ 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４ 年我国城乡学生身体形态发育水平ꎬ即身高、体
重和胸围等发育水平继续提高[３２] ꎮ

以上自 １９７９ 年以来各个时期对儿童少年体格生

长发育的研究ꎬ帮助我们对我国儿童少年体格生长的

动态变化有了准确地把握ꎮ 虽然基于样本和方法的

不同ꎬ结果可能有一些差异ꎬ但反映的趋势是一致的ꎬ
即身高体重的生长突增年龄在逐渐提前ꎬ体格发育水

平越渐高大化ꎮ 本文对间隔 ７１ 年的儿童少年身高、体
重平均数比较ꎬ２０１４ 年男女生各年龄段均明显高于

１９４３ 年ꎬ并且 ２０１４ 年男女生身高、体重生长突增年龄

比 １９４３ 年提前 １ 岁以上ꎮ 因此笔者认为ꎬ我国 ５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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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儿童少年 ２０１４ 年与 １９４３ 年相比ꎬ体格已发生明显

变化ꎬ身高更高、体重更大ꎬ体格发育生长突增年龄提

前 １ ~ ２ 岁ꎮ
义务教育的普及使现在的每个适龄儿童都能上

学ꎬ所以 ２０１４ 年的监测是全国范围内的适龄儿童少

年ꎬ反映的是 ５ ~ １９ 岁这个群体的整体数据ꎮ 而 ７１ 年

前学校数量和适龄学生比例相对较低ꎬ因此ꎬ«学生体

格标准»反映的是能上学的适龄儿童少年ꎬ用这个标

准代表当时的所有 ５ ~ １９ 岁人群ꎬ有可能存在高估的

偏颇ꎮ 此外ꎬ对于 ７１ 年前的调查测量方法还未能完全

考证ꎬ因此ꎬ与现代儿童少年体质调研的数据资料进

行比较得出的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异ꎬ结果也只

是对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变化趋势的研究提供一

定的思路ꎬ在利用和分析时必须慎重并进一步考证ꎬ
这也是本研究的缺憾ꎮ 但无论如何ꎬ７１ 年前能保存下

来的数据是弥足珍贵的ꎬ对于研究分析我国人体形态

的变化和趋势以及社会变迁有重要参考价值ꎮ 身体

史研究学者黄金麟[３３]提出ꎬ我们的身体究竟经历了怎

样的历史变化ꎬ才有现今的样子? 这种身体的发展状

态隐含了什么样的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 它能否被

当成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身体模式来看待? 这些问

题值得我们深思ꎮ 体格生长发育变化不仅反映在身

体的生物学属性上ꎬ而且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环境、
营养、卫生、行为等的变化ꎮ 因此ꎬ利用各个历史阶段

的资料研究体格生长发育变化的时候ꎬ在注重身体生

物学属性考察的基础上ꎬ还需要从身体的社会属性角

度去思考和分析ꎬ 为社会发展提供更多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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