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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ꎬ与持续的体质下降及日益严重的肥胖、近视等健康问题密切相关ꎬ已成为全球性

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促进受到体育科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共同关注ꎮ 然而ꎬ基于健康结果为导向的身

体活动促进模式未能收到良好效果ꎮ 本文基于身体素养概念、身体素养构成要素、直接与间接的证据阐述身体素养与儿童

青少年身体活动促进的关系ꎬ并指出未来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ꎬ如开发中国不同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儿童青少年群体身体素

养测评工具ꎻ开展身体素养与身体活动参与及健康关系的纵向研究ꎻ身体素养干预对身体活动行为及健康结局的直接影

响ꎮ 身体素养提升成为促进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参与及体质健康的重要途径ꎬ降低因身体活动不足带来的公共卫生负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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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素养指重视并承担终生参与身体活动的责

任所需要的动机、信心、身体能力、知识与理解[１] ꎮ 身

体素养强调在情感、身体和认知等相互关联的多种维

度上ꎬ从个体水平激发身体活动动机ꎬ培养运动能力ꎬ
开发生命潜能ꎬ以促成终生参与并维持身体活动的行

为ꎬ执行主动健康理念ꎬ提高生命质量[２] ꎮ
证据表明身体活动能够促进儿童青少年身心健

康、生长发育ꎬ改善认知功能和学业成绩[３－６] ꎮ 但目前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参与情况不容乐观ꎬ身体活动不

足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２０１８ 年 ＷＨＯ
指出ꎬ目前全球 ３ / ４ 的儿童青少年未达到全球身体活

动指南基本要求[７] ꎮ 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
静态生活方式已成为普遍状态[８] ꎮ 身体活动不足会

增加儿童青少年认知能力下降及肥胖、胰岛素抵抗、
心血管疾病等诸多健康风险[９] ꎬ同时带来巨大的经济

负担[１０] ꎮ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命历程的关键时期ꎬ是发

展健康行为的重要阶段ꎬ其健康状况和行为生活方式

对成年期健康结局产生深远影响[１１－１３] ꎬ因此ꎬ儿童青

少年时期的身体活动行为养成与可持续性尤为重要ꎮ
而“基于健康结果为导向的促进模式”不足以改变多

处于健康状态的儿童青少年的行为ꎬ强制性身体活动

也难以持续ꎮ 因此身体活动的干预和促进工作ꎬ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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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注儿童青少年参与身体活动时的体验[１４] ꎮ
身体素养将着眼点由关注身体活动促进健康的

实际效果ꎬ转向人们在身体活动时的体验ꎬ并关注身

体活动的远期健康效应ꎮ 已有研究显示ꎬ提升身体素

养可作为身体活动和健康促进的基础[１５] ꎮ 本文基于

身体素养概念、身体素养构成要素、直接与间接的证

据阐述身体素养与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促进的关系ꎬ
提出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发展策略及未来需要开展

的研究ꎬ发挥身体素养对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的促进

作用ꎮ

１　 身体素养的提出与构成要素

１.１　 身体素养的提出　 身体素养最早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美国教育杂志上[１６] ꎬ由于工业现代化的快节

奏生活ꎬ开始出现人们身体活动水平的下降ꎬ于是有

人提出身体素养与文化素养同等重要[１７] ꎬ但在当时的

社会条件下ꎬ身体素养并未像文化素养一样受到重

视ꎮ 随着机械化、电子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ꎬ人类身

体活动进一步减少ꎬ造成人类体质的下降[１７] ꎮ
２００７ 年英国学者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１８] 首次公开提出了

身体素养的概念ꎬ将其界定为:为了适应每个人的潜

力ꎬ个体在维持终生参与身体活动所需要的动机、信
心、身体能力、知识与理解能力ꎮ 且每个人都有为获

取生活质量而进行运动的潜在能力ꎬ受过良好身体教

育的人应该能够镇定、经济和自信地面对不断变化的

外在环境并做出反应ꎬ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积

极的自尊和自信ꎬ同时具备基本的健康知识[１８] ꎮ 身体

素养受到体育教育、竞技运动组织部门和公共卫生研

究领域的广泛关注ꎬ利用这一理念以培养人的全面发

展、增加身体活动水平或提高运动成绩ꎮ 体育教育领

域主要从体育教育追求个人全面发展的角度ꎬ认为具

有良好身体素养的人能够有能力、有信心适应各种环

境[１９] ꎻ竞技运动组织部门主要从促进动作技能发展的

角度ꎬ认为具有身体素养的人应该具有在多种环境下

进行运动的基本动作技能ꎻ公共卫生领域主要从实际

应用角度ꎬ认为具有身体素养的人应有理解与应用为

什么做、做什么和怎么做的能力ꎬ身体素养被定义为

一组能力或一套工具ꎬ用于获得更积极的身体活动ꎬ
享受更健康的生活[１] ꎮ ２０１５ 年ꎬ国际身体素养协会将

身体素养统一定义为重视并承担终生参与身体活动

的责任所需要的动机、信心、身体能力、知识与理解ꎬ
它是一个整体概念ꎬ包括情感、身体、认知等多种维

度[１] ꎮ
１.２　 身体素养的构成要素　 依据国际身体素养协会

关于身体素养的概念界定ꎬ并结合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的加拿大身体素养测评工具[２０] ꎬ将身体素养划分为 ４
个相互关联的要素ꎬ即身体能力、身体行为、情感体

验、认知能力ꎮ
１.２.１　 身体能力　 是身体素养发展的基石ꎬ指所有人

与生俱来的一种特殊能力ꎬ这种能力能够保证个体有

信心、有能力在多种环境下参与各种身体活动[１８] ꎮ 主

要包括体质水平和各种运动能力ꎬ如基本运动能力

(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平衡)ꎬ基本动作技能

(走、跑、跳、投、接、击打、踢、攀爬)ꎬ组合动作能力(核

心稳定、协调、精准)ꎬ复杂动作能力等(手眼协调、韵
律运动、变速) [１８ꎬ２０] ꎮ
１.２.２　 情感体验　 是身体素养的内在效应器ꎬ没有情

感体验ꎬ人们难以体会到个体在身体活动过程中的主

体存在感ꎬ难以激起参与身体活动的内在动力以及维

持行为的信心[２１] ꎮ 情感体验是个体在发展身体素养

过程中的主体性表现ꎬ主要包括参与身体活动的动机

和信心[２０] ꎮ
１.２.３　 身体行为 　 是保持和发展身体素养的根本所

在ꎬ没有身体行为ꎬ无从承担终生参与身体活动的责

任ꎬ它是情感体验、身体能力、认知能力的综合表现形

式[２１] ꎮ 主要包括身体活动行为、久坐行为ꎮ 个体自愿

且持续性地参加各种环境下的多种身体活动ꎬ减少久

坐行为ꎮ 个体在参与多种身体活动的过程中ꎬ需要直

面身体和心理上的挑战[２１] ꎬ从而促进情感体验ꎬ同时

对个体身体能力和认知水平有更为客观的认识ꎬ利于

身体素养发展ꎮ
１.２.４　 认知能力 　 指个体具有识别和清楚影响个体

运动表现的基本因素ꎬ以及理解保持身体健康的基本

原则的能力ꎬ是身体素养的基础[１９] ꎮ 认知能力主要包

括对积极健康生活方式知识(如日常饮食、睡眠、生活

方式、维持健康的基本原则等)ꎬ身体活动知识(如身

体活动过程中的生理反应、活动安全、活动原则等)的

理解以及身体活动的价值判断ꎮ
综上所述ꎬ发展个体身体素养ꎬ情感体验、身体能

力、身体行为、认知能力 ４ 个要素缺一不可ꎮ 通过发展

身体素养ꎬ人们在享受并积极参与各种身体活动的过

程中ꎬ增强了保持积极健康生活方式的信心ꎬ体验到

身体活动带来的各种益处ꎬ提高个体潜在的身体能

力ꎬ认识到身体活动在促进积极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

作用ꎬ从而提高健康水平ꎮ

２　 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与身体活动促进

２.１　 身体能力与身体活动促进

２.１.１　 体质与身体活动促进　 体质(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ꎬ
ＰＦ)是身体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ꎮ ＰＦ 是一个综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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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ꎬ包括多种指标ꎬ如心肺耐力、肌肉耐力、肌肉力

量、身体成分、柔韧等ꎬ其中心肺耐力( ｃａｒｄｉｏ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ｉｔｎｅｓｓꎬ ＣＲＦ)是儿童青少年 ＰＦ 的核心要素[２２－２３] ꎮ

ＣＲＦ 被认为是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风险、全因

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因子[２４] ꎮ 以 Ｂｌａｉｒ 等[２５] 有氧中

心纵向研究为代表ꎬ心肺耐力低下者死亡风险较高ꎬ
儿童青少年低水平的心肺耐力与成年后的全因死亡

率有相关性[２６] ꎮ 横断面调查及前瞻性研究为在生命

早期高水平的心肺耐力对成年后期心血管功能存在

潜在的健康益处提供大量证据[２４ꎬ２７－２８] ꎮ
ＣＲＦ 与身体活动高度相关ꎬ规律的身体活动是提

高 ＣＲＦ 水平最有力的方法ꎮ 一项对 ７ ２８７ 名 ３ ~ １２ 岁

健康儿童身体活动促进心肺耐力的随机对照试验研

究的元分析结果表明ꎬ基于学校身体活动的有氧游戏

和活动干预与 ＣＲＦ 的提高相关[２９] ꎬ身体活动对心肺

耐力的提高有中度到高度效果[３０] ꎮ
２.１.２　 动作技能与身体活动促进 　 动作技能是身体

能力的重要指标ꎬ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动作技能形成、
发展和变化的重要时期[３１] ꎮ ２００８ 年ꎬＳｔｏｄｄｅｎ 等[３２] 建

立了影响儿童身体活动轨迹变化的发展机制模型ꎬ提
出身体活动与其他健康相关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ꎬ将
动作技能作为影响个体身体活动潜在因素之一ꎮ ２０１５
年ꎬ又进一步提出动作能力与身体活动及健康相关变

量(体重状态、健康相关体质等)的相互促进模式ꎬ强
调动作能力是作用于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轨迹

的核心要素[３３] ꎮ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ꎬ儿童青少年基本动作技能与

身体活动存在正相关ꎬ且更侧重基本动作技能对身体

活动的促进ꎬ关联性随年龄增加而增长[３４] ꎮ 基本动作

技能较低的儿童青少年常缺乏身体活动ꎬ生命早期动

作技能熟练程度与成年时的身体活动存在较强的正

相关[３４－３７] ꎮ
因此ꎬ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充分阐明了身体能力对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的促进作用ꎮ 体质和动作技能

是身体能力的重要指标ꎬ同时也是身体活动促进效果

评价的重要指标ꎮ 儿童青少年身体能力越高ꎬ身体素

养水平越高ꎬ身体活动也会越积极ꎮ
２.２　 情感体验与身体活动促进　 情感体验主要指参

与身体活动的动机与信心ꎬ让身体活动成为日常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从中获得乐趣和自信[２] ꎮ 动机有助

于理解身体行为的变化ꎬ能够预测青少年身体活动ꎬ
是参与身体活动的内部机制ꎬ也是身体活动行为的决

定因素[３８] ꎮ 一个对 ４６ 项研究 (包括横断面、队列、
ＲＣＴ 和准实验研究设计)关于儿童青少年自主动机与

身体活动水平之间的关系及动机干预效果的综述结

果显示ꎬ自主动机与身体活动有中度相关关系ꎬ以自

主动机为目标的干预措施可有效促进儿童青少年身

体活动[３９] ꎮ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ꎬ儿童青少年的自我效

能与身体活动呈正相关[４０] ꎬ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可以

提升儿童青少年对运动能力的自信心ꎬ增强克服困难

的勇气ꎬ培养参与身体活动的兴趣ꎬ自我效能成为中

高强度身体活动的重要预测因子[４１] ꎮ
所以ꎬ参与身体活动的情感体验将影响儿童青少

年身体活动水平及行为的维持ꎬ动机强、信心足ꎬ其身

体活动行为越容易维持ꎮ 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的发

展通过提高参与身体活动的动机与信心进而促进身

体活动水平和行为ꎮ
２.３　 身体行为与身体活动促进　 规律的身体活动、较
少的久坐行为对培养终生参与身体活动行为习惯、促
进健康具有积极作用ꎮ 证据表明儿童青少年积极参

加身体活动能够带来多种益处ꎬ过多的久坐行为会导

致身心健康问题ꎮ 儿童青少年总的身体活动水平同

身体、心理、社会和认知健康具有相关性ꎬ有规律的身

体活动可以降低儿童青少年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的

风险[４２] ꎬ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对儿童青少年疾病预防和

健康促进至关重要[４３] ꎮ 久坐行为会导致不适宜的身

体成分、健康状况、自尊心、亲社会行为下降[４２ꎬ４４] ꎮ
２.４　 认知能力与身体活动促进　 认知能力是对参与

身体活动所需要的知识及理解能力ꎬ是成功参与身体

活动的基础ꎬ能够指导人们安全有效地参与身体活

动[４５] ꎮ
知识和理解能力是改变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行

为的重要先决条件[４６－４７] ꎮ 美国一项调查研究显示ꎬ高
知识组的青少年放学后身体活动水平较高ꎬ久坐行为

比低知识组要低[４８] ꎮ
除以上间接证据外ꎬ少量直接证据也表明身体素

养与身体活动促进存在关系ꎮ Ｂｅｌａｎｇｅｒ 等[４９] 检验 ８ ~
１２ 岁加拿大儿童是否达到身体活动指南和久坐行为

指南与身体素养之间的关系ꎬ结果显示两者之间有重

要关联性ꎮ
综上ꎬ从身体素养各组成部分与身体活动促进的

直接和间接证据中可以看出ꎬ身体素养对儿童青少年

身体活动促进具有重要意义ꎮ 需要更多的促进策略

和实证研究以支撑身体素养作为儿童青少年身体活

动的促进手段ꎮ

３　 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促进策略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主张

身体素养应成为学校体育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１６] ꎮ
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将身体素养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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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体育课程和身体活动促进项目中ꎬ以促进中小学生

身体活动与健康水平ꎮ 加拿大在 ２０１３ 年实行评估中

小学师生身体素养水平的 “ 生活通行证” 计划[５０] ꎻ
２０１３ 年英国青年运动基金会开始推行“小学身体素养

框架” [５０] ꎻ美国和澳大利亚将身体素养纳入体育教育

中ꎬ让所有儿童青少年在中学时期具备身体素养[５１] 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中国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战略目标

中明确提出身体素养的概念ꎬ提出“到 ２０３５ 年ꎬ我国

青少年身体素养显著提升”的目标[５２] ꎮ
我国要实现身体素养对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的

促进作用ꎬ达到青少年身体素养显著提升的战略目

标ꎬ需要不同组织和部门的共同协作ꎮ 首先ꎬ需要开

发符合我国国情的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测评工具ꎬ学
校卫生、儿童青少年体育研究者与学校可以联合开发

测评工具ꎬ用于测量个体和群体的身体素养水平ꎬ实
现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发展的纵向跟踪ꎬ有助于了解

我国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水平ꎬ为身体素养发展战略

的实施和传播提供依据ꎮ 第二ꎬ需要多部门合作研发

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培养目标ꎬ出台身体素养标准框

架ꎬ为实施身体素养发展战略提供参考ꎮ 第三ꎬ需要

将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的培养目标融入学校教育中ꎬ
将身体素养作为体育教育的培养目标之一ꎬ为身体素

养发展提供载体ꎮ 最后ꎬ需要科研人员开展基于家

庭、学校、社区一体化的综合干预模式ꎬ引导家长或监

护人将身体素养理念融合到儿童青少年的日常生活

中ꎻ配合学校开发根据自身情况创建身体素养校本课

程和活动ꎬ提供身体素养培养的保障措施ꎻ帮助社区

制定各种形式的身体素养促进活动ꎬ让更多的人了解

身体素养的基本理念ꎬ参与身体素养促进行动ꎮ

４　 结语

身体素养是维持终生参与身体活动所需要的身

体能力、情感体验、身体行为和认知能力综合互动的

结果ꎮ 从身体素养概念、身体素养构成要素到直接和

间接证据显示身体素养通过促进身体活动ꎬ达到维持

身体活动行为的目的ꎬ表明了身体素养是解决我国儿

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不足的一种有效途径ꎮ 但目前需

要更多的直接证据证实其在身体活动促进中的实际

效益ꎮ 未来需开发我国不同年龄和身体状况的儿童

青少年群体测评工具ꎬ掌握儿童青少年身体素养现

状ꎻ开展身体素养与身体活动参与及健康关系的纵向

研究ꎻ开展身体素养干预对身体活动行为及健康结局

的直接影响等方面的研究ꎮ 身体素养将成为促进儿

童青少年身体活动行为的手段ꎬ养成积极健康生活方

式的助推器ꎬ改善生活质量的核心要素ꎬ降低因身体

活动不足带来的公共卫生负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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