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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比较傈僳族与汉族学生的 ５ 项身体素质指标ꎬ为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发展提供依据ꎮ 方法 　 分别于

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４ 年对云南省学生进行体质健康调查ꎬ将傈僳族和汉族 １２ꎬ１５ꎬ１８ 岁 ３ 个关键年龄组数据进行动态比较ꎮ 结

果　 ２０１４ 年ꎬ傈僳族与汉族学生身体素质差异最大的有速度:男生 １５ 岁组汉族[( ７.６７ ± ０.６０) ｓ] 好于傈僳族[( ８.０７ ±
０.５５)ｓ]ꎻ灵巧度:女生 １８ 岁组傈僳族[(１７４.０３± １４.９０) ｃｍ] 好于汉族[(１６１.１７± １８.０４) ｃｍ]ꎻ力量:男生 １５ 岁组傈僳族

[(７.５６±５.３３)次 / ｍｉｎ]好于汉族[(３.８５± ４.４８)次 / ｍｉｎ]ꎻ耐力:男生 １２ 岁傈僳族[( １０２.５０± ９.２３) ｓ] 好于汉族[( １１６.１８±
２０.９３)ｓ]ꎻ柔韧度:男生 １２ 岁组傈僳族[(１１.１３±４.３５)ｃｍ]好于汉族[(２.９１±６.２６) ｃｍ] (Ｐ 值均<０.０５)ꎮ 呈明显上升趋势的

有速度、灵巧度、力量ꎬ且均为傈僳族 １５ 岁男生(Ｐ 值均<０.０１)ꎬ耐力、柔韧度分别是傈僳族和汉族 １８ 岁女生( Ｐ 值均<
０.０１)ꎻ呈明显下降趋势的有速度、灵巧度、力量ꎬ且均为汉族 １８ 岁女生(Ｐ 值均<０.０１)ꎬ耐力为汉族 １８ 岁男生(Ｆ ＝ ４１.３８ꎬＰ
<０.０１)ꎬ柔韧度为汉族 １２ 岁男生(Ｆ＝ ２１.６７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傈僳族学生柔韧度和耐力素质好于汉族ꎬ速度、力量、灵巧度

素质与汉族缩小差距或优于汉族ꎮ 汉族学生的力量素质及 １８ 岁学生的身体素质呈严重下降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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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学生体质调研结果总体趋势为形态

功能、健康状况方面呈上升趋势ꎬ但身体素质呈下降

趋势[１－３] ꎮ 居于我国云南、西藏与缅甸克钦交界地区

的傈僳族ꎬ约占当地人口的 ５１％ꎮ 目前对傈僳族青少

年的研究侧重于营养状况[４] ꎮ 本研究横向和纵向比

较了傈僳族与汉族学生的 ５ 项身体素质指标ꎬ为今后

开展学校体育卫生工作、促进学生身体素质发展提供

科学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分别于 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１４ 年对云南省

学生进行体质健康调查ꎮ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

抽样方法ꎮ 傈僳族学生调查地点为云南省怒江州泸

水县、福贡县ꎬ汉族学生调查地点为云南省农村地区ꎮ
根据云南省青少年身体素质发育的敏感期[５] 选取 １２ꎬ
１５ 和 １８ 岁 ３ 个关键年龄组ꎬ其中汉族学生 ５ ５５５ 名ꎬ
傈僳族学生 １ ９７５ 名ꎻ汉族学生每个性别年龄组调查

０６３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第 ３９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９



３００ ~ ３２５ 名ꎬ傈僳族学生每个性别年龄组调查 １１０ 名ꎮ
调查前均获得学校和学生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速度、灵巧度、柔韧度、力量和耐力 ５ 项学

生体质指标的检测和调查方法按«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

质健康调研工作手册» [６] 中的规定进行ꎮ 其中速度测

量 ５０ ｍ 跑(ｓ)ꎻ灵巧度测量立定跳远(ｃｍ)ꎻ力量:女生

测量仰卧起坐(次 / ｍｉｎ)ꎬ男生 １２ 岁组测量斜身引体

(次)、１５ 和 １８ 岁组引体向上(次 / ｍｉｎ)ꎻ耐力:１２ 岁组

５０ ｍ×８ 跑(ｓ)ꎬ１５ 和 １８ 岁组女生 ８００ ｍ 跑( ｓ)、男生

１ ０００ ｍ跑(ｓ)ꎻ柔韧度测量坐位体前屈(ｃｍ)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进行数据录入ꎬ采
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数据处理ꎬ统计方法包括描述统计、
独立样本 ｔ 检验、方差分析线性趋势检验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速度　 横向比较中有 １３ 个年龄组汉族学生速度

素质好于傈僳族(Ｐ 值均<０.０５)ꎬ分别为 ２００５ 年 ６ 个

组ꎬ２０１０ 年 １２ 岁男 / 女生、１５ 岁男 / 女生、１８ 岁男生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岁女生、１５ 岁男生ꎮ 其余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ꎮ 见表 １ ~ ３ꎮ
纵向比较中呈上升趋势的有汉族 １５ 岁男生ꎬ傈僳

族 １２ 岁男生、１２ 岁女生、１５ 岁男 / 女生ꎬ呈下降趋势的

有汉族 １５ 岁女生、１８ 岁女生ꎮ 趋势检验显示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表 １　 ２００５ 年各年龄组傈僳族与汉族学生运动素质指标比较(ｘ±ｓ)

年龄

/ 岁
民族 统计值

５０ ｍ 跑 / ｓ
男生 女生

立定跳远 / ｃｍ
男生 女生

引体向上或仰卧起坐 / (次ｍｉｎ－１)
男生 女生

耐力 / ｓ
男生 女生

柔韧度 / ｃｍ
男生 女生

１２ 汉族 ８.９９±０.７２ ９.５５±０.７３ １７１.３５±１９.２９ １５５.７８±１４.９０ ３４.８０±２０.７２ ３０.１９±８.５８ １１５.６３±１３.５５ １２１.８２±１７.３０ ５.１６±５.９８ ７.４４±５.４４
傈僳族 ９.６０±１.０８ １０.０９±０.６３ １６４.６４±１７.１７ １５３.２８±１６.１５ １９.１７±８.３４ ２３.２２±７.８６ １０４.４６±７.１２ １１０.９３±６.６１ ９.９５±４.２１ １１.５３±４.３４

ｔ 值 ６.５９ ６.９０ ３.２２ １.４８ １１.１５ ７.４９ １０.９８ ６.４１ ９.１５ ７.１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５ 汉族 ７.７９±０.６４ ９.１２±０.９７ ２１５.５０±１８.９７ １６８.３９±１９.５５ ４.９７±４.７５ ３６.１６±８.７０ ２５０.３７±３０.７８ ２２９.３５±２５.０４ ８.６９±７.２８ １１.１１±１３.３７
傈僳族 ８.８５±０.６６ ９.８０±０.６５ １９４.００±１９.８８ １６５.２１±１５.１２ ３.６１±３.２９ ２６.６６±８.６６ ２５５.４３±２１.１２ ２３１.３７±１９.０３ １２.６１±６.４９ １３.９５±６.１４

ｔ 值 １４.８８ ６.７５ １０.１３ １.７３ ３.３０ ９.７８ １.９２ ０.８７ ５.００ ２.１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１８ 汉族 ７.４６±０.４８ ９.０７±０.６５ ２３１.４８±１６.５４ １７６.６２±１５.０５ ８.６０±６.０７ ３９.６８±６.８９ ２４１.２７±３０.７５ ２３１.６４±２２.０５ １１.３４±６.９７ １１.３４±６.０５
傈僳族 ７.７１±０.５８ ９.４１±１.０７ ２２９.８０±１７.７０ １７６.１８±１２.６２ ５.７５±３.５７ ２９.８８±８.９７ ２２８.１６±１９.９４ ２４０.７０±２３.３８ １７.９８±５.８０ １６.４０±５.９３

ｔ 值 ４.０３ ３.８２ ０.９０ ０.２７ ５.９４ １０.４０ ５.１２ ３.６３ ８.９６ ７.５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表 ２　 ２０１０ 年各年龄组傈僳族与汉族学生运动素质指标比较(ｘ±ｓ)

年龄

/ 岁
民族 统计值

５０ ｍ 跑 / ｓ
男生 女生

立定跳远 / ｃｍ
男生 女生

引体向上 / 仰卧起坐 / (次ｍｉｎ－１)
男生 女生

耐力 / ｓ
男生 女生

柔韧度 / ｃｍ
男生 女生

１２ 汉族 ９.０２±０.９６ ９.６１±０.７８ １７６.４５±２２.８９ １６０.０６±１９.５７ ２６.９８±１８.８８ ２５.３４±８.８９ １１２.７８±１３.２０ １１７.８２±１０.８１ ４.７０±５.２６ ９.６３±６.０８
傈僳族 ９.６９±０.６２ １０.４１±０.７４ １６０.８３±１６.８０ １４８.５６±１４.３２ １５.４７±９.７５ １７.４５±９.７０ １０８.７７±８.９３ １１４.８８±７.８７ ９.８５±４.９７ １２.０２±４.７０

ｔ 值 ８.２９ ９.４２ ７.６０ ６.４９ ８.０３ ７.７６ ３.５０ ３.０１ ８.９０ ４.１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５ 汉族 ７.８８±０.７１ ９.４２±０.８７ ２１６.９５±２３.３６ １６７.２７±２０.５９ ４.１１±４.２４ ２９.２０±１０.１８ ２５３.８６±２６.７８ ２３８.４１±３１.８３ １２.０６±６.１８ １４.８９±５.３８
傈僳族 ８.４６±０.５４ ９.９８±０.９３ ２０２.０８±１８.５９ １６３.７４±１４.５４ ５.１５±２.６３ ２５.７６±９.００ ２５３.５３±２０.４７ ２３９.５７±１８.８６ １５.０７±５.３５ １８.３５±５.６８

ｔ 值 ８.７９ ５.５９ ６.６７ １.９３ ２.９５ ３.３０ ０.１３ ０.４５ ４.５２ ５.６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８ 汉族 ７.４５±０.５６ ９.３９±０.９０ ２３８.０９±１９.２９ １７５.１３±１８.０８ ７.４１±５.４９ ３５.１３±８.７８ ２４８.７６±３２.５８ ２５０.８７±３５.７９ １３.０６±６.３２ １４.５６±６.１２
傈僳族 ７.８６±０.５７ ９.５６±０.８２ ２２６.３８±２０.９０ １７４.５３±１５.２５ ７.２４±３.１９ ２８.０６±８.８６ ２３４.９６±２８.５４ ２３５.３６±２２.４１ １８.９９±６.００ １６.８４±６.４３

ｔ 值 ６.６７ １.８２ ５.３２ ０.３４ ０.３９ ７.２０ ４.１７ ５.２２ ８.５２ ３.３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表 ３　 ２０１４ 年各年龄组傈僳族与汉族学生运动素质指标比较(ｘ±ｓ)

年龄

/ 岁
民族 统计值

５０ ｍ 跑 / ｓ
男生 女生

立定跳远 / ｃｍ
男生 女生

引体向上 / 仰卧起坐 / (次ｍｉｎ－１)
男生 女生

耐力 / ｓ
男生 女生

柔韧度 / ｃｍ
男生 女生

１２ 汉族 ９.０４±０.８６ ９.６０±０.９８ １６５.２４±２１.２５ １５０.２９±１８.６２ ２６.００±１５.８９ ２８.６４±９.９１ １１６.１８±２０.９３ １１９.６７±１２.７８ ２.９１±６.２６ ８.９９±６.１８
傈僳族 ８.９９±０.７２ ９.８６１±０.７０ １６７.０６±１５.９４ １５２.００±１５.２３ ２３.０２±１２.３６ ３０.６７±８.１９ １０２.５０±９.２３ １１４.５３±１２.４７ １１.１２±４.３５ １３.９５±５.６３

ｔ 值 ０.６４ ２.４９ ０.９２ ０.９４ １.９８ ２.０７ ９.１２ ３.６２ １４.８６ ７.３３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１５ 汉族 ７.６７±０.６０ ９.３８±０.７０ ２１３.５４±２０.５３ １６２.２９±１７.８４ ３.８５±４.４８ ３３.０６±１０.６４ ２５３.０６±３１.５２ ２３２.２８±２１.８０ １２.５７±６.１１ １６.２７±４.６４
傈僳族 ８.０７±０.５５ ９.４３±０.５７ ２０７.２５±２０.３７ １６１.９９±１５.６４ ７.５６±５.３３ ３１.０１±７.８８ ２５０.９２±２２.３７ ２２５.４７±１７.５５ １５.５２±４.９１ １７.００±５.１９

ｔ 值 ６.０７ ０.７５ ２.７５ ０.１５ ７.０５ ２.１０ ０.７６ ２.９４ ５.０２ １.３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１８ 汉族 ７.５２±０.６６ ９.６０±０.７９ ２２５.８２±２２.３１ １６１.１７±１８.０４ ４.８８±４.３９ ２９.７９±９.４０ ２５７.３２±２９.６７ ２４４.９２±２８.２４ １２.２６±６.１２ １５.２３±５.０３
傈僳族 ７.５９±０.４７ ９.５７±０.８３ ２３０.９１±１６.６５ １７４.０３±１４.９０ ８.１７±４.９６ ３０.８７±７.９１ ２３６.４３±２３.４９ ２３２.３３±２１.０１ １８.２７±５.３０ １９.２８±４.５７

ｔ 值 １.２１ ０.２４ ２.５０ ６.６８ ６.５０ １.０８ ６.６８ ４.８８ ９.１５ ７.４０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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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傈僳族与汉族学生 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年运动素质指标方差分析(Ｆ 值)

民族　 组别 ５０ ｍ 跑 立定跳远
引体向上 /
仰卧起坐

５０×８ / ８００
/ １ ０００ ｍ 跑

坐位体前屈

汉族　 １２ 岁男生 ０.６０ ＾９.９５∗∗ ＾３７.１５∗∗ ０.０４ ＾２１.６７∗∗

１２ 岁女生 ０.７４ ＾１１.４３∗∗ ＾７.５５∗∗ ４.６４∗ １２.６６∗∗

１５ 岁男生 ４.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１２∗∗ １.４９ ５８.７２∗∗

１５ 岁女生 ＾１５.６５∗∗ ＾１４.１８∗∗ ＾１９.７０∗∗ ２.６７ ５４.０８∗∗

１８ 岁男生 １.４１ ＾９.２３∗∗ ＾７１.５７∗∗ ＾４１.３８∗∗ ４.０７
１８ 岁女生 ＾６７.８１∗∗ ＾１１４.８７∗∗ ＾２０５.３６∗∗ ＾３５.５９∗∗ ７１.９２∗∗

傈僳族 １２ 岁男生 ２６.３７∗∗ ０.８１ ５.９０∗ １.８２ ３.３３
１２ 岁女生 ４.５１∗ ０.５８ ３３.１５∗∗ ＾８.８１∗∗ １２.５５∗∗

１５ 岁男生 ９７.６８∗∗ ２５.２５∗∗ ５４.３３∗∗ ２.４１ １５.２８∗∗

１５ 岁女生 １１.５７∗∗ ２.４４ １２.６８∗∗ ＾４.１２∗ １７.６９∗∗

１８ 岁男生 ２.０９ ０.１３ ２０.５１∗∗ ＾６.６４∗ ０.２１
１８ 岁女生 １.９６ １.２９ ０.５０ ７.９０∗∗ １３.３５∗∗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ꎻ ＾代表呈下降趋势ꎬ其他有统计学意义的组

呈上升趋势ꎮ

２.２　 灵巧度　 横向比较:２ 个年龄组傈僳族学生灵巧

度素质好于汉族ꎬ７ 个年龄组汉族学生灵巧度素质好

于傈僳族(Ｐ 值均<０.０５)ꎮ 其余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ꎮ 见表 １ ~ ３ꎮ
纵向比较中傈僳族 １５ 岁男生呈上升趋势ꎻ汉族

１２ 岁男 / 女生、１５ 岁女生、１８ 岁男 / 女生均呈下降趋势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２.３　 力量　 横向比较:４ 个年龄组傈僳族学生力量素

质好于汉族ꎬ１２ 个年龄组汉族学生力量素质好于傈僳

族(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其余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 ~ ３ꎮ

纵向比较:傈僳族 １２ 岁男 / 女生、１５ 岁男 / 女生、
１８ 岁男生均呈上升趋势ꎻ汉族 ６ 个组均呈下降趋势(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４　 耐力　 横向比较:１２ 个年龄组傈僳族学生耐力

素质好于汉族ꎬ１ 个年龄组汉族学生耐力好于傈僳族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 ~ ３ꎮ
纵向比较:汉族 １２ 岁女生、傈僳族 １８ 岁女生均呈

上升趋势ꎻ汉族 １８ 岁男 / 女生和傈僳族 １２ 岁女生、１５
岁女生、１８ 岁男生均呈下降趋势(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

表 ４ꎮ
２.５　 柔韧度 　 横向比较:１７ 个年龄组傈僳族学生柔

韧度素质好于汉族(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 ~ ３ꎮ
纵向比较:汉族 １２ 岁女生、１５ 岁男 / 女生、１８ 岁女

生ꎬ傈僳族 １２ 岁女生、１５ 岁男 / 女生、１８ 岁女生均呈上

升趋势ꎻ汉族 １２ 岁男生呈下降趋势(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４ꎮ

３　 讨论

本研究横向比较显示ꎬ在 ２００５ꎬ２０１０ 和 ２０１４ 年 ３
次学生体质调研中ꎬ傈僳族学生的柔韧度和耐力素质

好于汉族ꎬ速度、力量、灵巧度素质在 ２０１０ 年前均较汉

族学生差ꎬ而至 ２０１４ 年与汉族学生差距减小、无差异

或好于汉族学生ꎬ与«２０１０ 年云南省学生体质健康调

查研究»及另外一项研究[７] 结果一致ꎬ可能与傈僳族

与汉族遗传基因的差异有较大关系[８－９] ꎬ另一个原因

可能是傈僳族喜欢舞蹈ꎬ传统舞蹈有狩猎舞、生产舞、
婚礼舞等几十种ꎬ动作多以腿和脚的活动为主[１０] ꎬ而
其传统节日刀杆节ꎬ更是要做蜻蜓倒立等柔韧性要求

高的动作ꎮ 另外ꎬ傈僳族的耐力普遍好于汉族ꎬ可能

与不同民族的体育项目偏好有关ꎮ 傈僳族除了舞蹈ꎬ
还喜爱射弩[１１] ꎬ可能是傈僳族学生耐力素质发展较好

的因素之一ꎮ 其次ꎬ傈僳族地区因为多处山区ꎬ加上

体育教育资源的限制ꎬ越野跑成为一项重要的体育课

内容[１２] ꎬ也可能是傈僳族学生耐力素质较汉族学生好

的原因之一ꎮ 但在线性趋势检验中ꎬ傈僳族学生多个

年龄组耐力素质有下降趋势ꎬ应引起关注ꎮ
在速度素质与力量素质方面ꎬ傈僳族学生在 ２００５

年与 ２０１０ 年的调查中较汉族学生差ꎬ而至 ２０１４ 年已

有 ３ 个年龄组好于汉族ꎬ速度方面仍有 ２ 个年龄组差

于汉族ꎮ 在灵巧度素质方面ꎬ２０１０ 年以前傈僳族学生

多个年龄组低于汉族ꎬ而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８ 岁男、女生已经

好于汉族ꎬ１５ 岁男生略低于汉族ꎮ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ꎬ线性趋势检验发现ꎬ傈僳族多

个年龄组在速度、力量和柔韧度素质方面均呈上升趋

势ꎬ而汉族学生多个年龄组在除柔韧度外的 ４ 项身体

素质方面呈下降趋势ꎬ其中力量素质下降最多ꎮ 汉族

１５ 岁女生、１８ 岁男 / 女生组均有 ３ 项以上身体素质下

降ꎬ与黄鑫等[１３]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１８ 岁汉族学生的

身体素质下降严重可能与该年龄段面临高考、课业压

力重、运动不足有关ꎮ 提示学校应注意该阶段学生的

体育锻炼ꎮ 纵向比较还显示ꎬ傈僳族和汉族学生柔韧

度素质均呈上升趋势ꎮ 除了傈僳族喜爱传统舞蹈这

一因素外ꎬ在汉族地区ꎬ可能与近年来体育课项目逐

步加重一些与柔韧度有关的运动比例有关ꎬ如武术、
军体拳和体操ꎮ 武术运动是我国独有的古老运动、传
统体育ꎮ 武术中的套路练习要求动作连贯ꎬ往返多

变、起伏转折、快速敏捷、节奏鲜明ꎬ有利于发展人体

的柔韧度、灵敏、协调和耐力等素质[１４] ꎮ 而体操、韵律

操中的伸展性练习较多ꎬ 可以增加坐位体前屈成

绩[１５] ꎮ 其他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傈僳族 １２ 岁女生和 １５ 岁男生在速

度方面仍低于汉族学生ꎬ而其他 ４ 项素质因为汉族学

生普遍下降ꎬ傈僳族学生在多个年龄组已经与汉族学

生缩小差距、甚至相同或高于汉族学生ꎮ
(下转第 １３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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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１３６２ 页)
　 　 饶丹丹等[１２] ２０１３ 年在傈僳族聚集地的研究发

现ꎬ该地区小学体育师资匮乏ꎬ体育课程随意性较大ꎬ
许多学校没有正规的体育场地ꎬ体育课程内容单一ꎬ
许多国家体育课程标准的教学内容因为条件限制无

法开展ꎬ而傈僳族传统体育项目对速度的要求相对于

柔韧度和耐力低ꎬ可能是导致速度素质较低的原因ꎮ
综上所述ꎬ傈僳族学生身体素质有所提高ꎬ但速

度素质仍然不及汉族学生ꎬ当地体育教育部门应对此

问题制定出相应的教学计划ꎬ保证傈僳族地区体育师

资、在该地区严格贯彻落实«九年义务教育中小学体

育教学大纲»ꎬ全面提高傈僳族学生身体素质ꎮ 同时ꎬ
汉族学生的力量素质及 １８ 岁学生身体素质下降趋势

严重ꎬ应该引起教育部门重视ꎬ汉族学生应该尽量避

免静态的生活方式ꎬ多参加体育锻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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