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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比较 促进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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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改善迫在眉睫ꎮ 鉴于中日两国在人种、文化、地理位置、历史等方面的相似之

处ꎬ加之日本是世界上儿童青少年体质监测工作开展较好、数据资料较全的国家ꎬ比较中日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之间的差

异ꎬ并从政策、生活习惯、经济状况等方面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ꎬ对于改善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ꎬ以及制定相关政策和措

施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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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不但直接影响个体身
体健康ꎬ而且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健康程度息息相
关ꎬ属于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社会问
题[１] ꎮ 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
发展ꎬ在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中明确提及 ２０３０ 年我国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秀率要
达到 ２５％以上的目标ꎬ显示已经决心把增强学生体质
作为实现“健康中国”的明确标志与主要途径[２] ꎮ 但
不可否认的是ꎬ与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经济收
入的提高及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不相适应的是儿童
青少年体质健康诸多指标在近几十年中却呈现出快
速下滑的趋势[３] ꎮ 这样的下滑趋势不仅体现在纵向
比较中ꎬ在横向比较ꎬ特别是与同处亚洲的日本儿童
青少年相比更凸显问题的严重性ꎮ 据华东师范大学
“青少年健康评价与运动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的“中日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比较研究结
果公报”显示ꎬ我国儿童青少年在体格指标[身高、体
重、体质量指数(ＢＭＩ)]比较中均高于日本ꎬ但在体能
指标中几乎全方面落后于日本儿童青少年[４] ꎮ 作为

我国的近邻ꎬ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体质监测制度ꎬ
并形成比较完整、科学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ꎬ成为

世界上儿童青少年体质监测工作开展较好、数据资料

较全的国家之一ꎮ 与此同时ꎬ中日两国具有相同的文

化渊源和共同的东亚裔种族遗传背景ꎬ地理气候、生
活习惯、人种特征等方面也有诸多相似之处ꎮ 因此ꎬ
深入探讨中日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之间的差异ꎬ
不仅对于全面和客观了解、改善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

健康水平具有较强的参照意义和指导价值ꎬ同时也可

为相关部门制定关于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测评、改善

方面的政策与措施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参考ꎮ

１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改善的迫切形式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是政府全面了解青少年

体质健康状况的重要手段[５] ꎮ 改革开放以前ꎬ我国尚

未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学生体质健康测试ꎬ只是在个别

城市和地区开展ꎬ测试项目与形式并不固定ꎮ 为进一

步了解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ꎬ国家教委、国家体委、
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科委五部委于 １９７９ 年对我国

１６ 个省市的 ２０ 多万名学生进行了抽测ꎬ并于 １９８５ 年

扩展到 ２８ 个省市的 ５０ 多万学生ꎬ此后我国开始每隔

５ 年对全国大、中、小学生进行 １ 次体质健康测试ꎮ 从

１９８５ 年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７ 次测试结果显示ꎬ我国学生的

身体形态水平一直呈现上升趋势ꎬ心肺功能水平一直

下滑至 ２０１０ 年才“止跌回升”ꎬ包括速度、耐力、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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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柔韧性在内的多数体能指标同样在 ２０１０ 年出现
“止跌”趋势ꎬ开始呈现“平稳发展、小幅上升”的趋势ꎬ
但是力量指标自 ２０００ 年呈现下滑趋势以来ꎬ至今仍然
未能扭转下降趋势[６] ꎮ 此外ꎬ我国儿童青少年群体中
还存在肥胖率持续攀升的问题ꎬ数据显示ꎬ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我国学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持续增长ꎬ２０１４ 年我国
７ ~ １８ 岁学生的超重及肥胖检出率达到 １９.４％ꎬ其中
男、女生分别为 ２４.２％和 １４.６％ꎬ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肥胖检
出率年均增长值达到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最高时段[７] ꎮ 我
国 ７ ~ １８ 岁男生的超重肥胖流行率已经与发达国家相
近ꎬ女生超重肥胖流行率低于发达国家水平ꎬ略高于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８] ꎮ 如果以 １９８５ 年的肥胖率为
参照ꎬ我国不同群体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率均呈增长
趋势ꎮ

基于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所面临的严峻形
势ꎬ近十几年中ꎬ国家颁布的诸多政策文件均把儿童
青少年体质健康增强作为重要目标ꎬ主要包括«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
意见» [９]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体育工作的若干意
见» [１０] «关于加强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的意见» [１１]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１２] (以下
简称 « 纲 要 ») « 中 长 期 青 年 发 展 规 划 (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５)» [１３](以下简称«规划»)等ꎮ «纲要»明确提出ꎬ
２０３０ 年我国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秀率要达到 ２５％以
上ꎮ 相比以往政策文件中提出的“基本要求”ꎬ这是我
国首次以量化的目标规定学生体质健康达标优秀率ꎮ
«规划»认为ꎬ目前我国青年体质健康水平亟待提高ꎬ
到 ２０２５ 年青年体质达标率不低于 ９０％ꎮ 就目前我国
学生体质健康现状而言ꎬ距离上述要求尚有较大差
距ꎮ 因此ꎬ无论是对于儿童青少年个体、家庭、社会甚
至于国家竞争力的体现ꎬ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现
状的改善已经迫在眉睫ꎮ

２　 中日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比较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ꎬ有着深远的文化和

历史渊源ꎬ两国儿童青少年之间的体质健康比较历来
广受社会关注ꎮ 在 ２０１４ 年的全国“两会”期间ꎬ有人
大代表引用了相关数据证明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水
平的下降趋势:我国 ７ ~ １７ 岁的男孩平均身高比日本
同龄男孩矮 ２.５４ ｃｍꎻ我国青少年体能连续 ２５ 年下降ꎬ
力量、速度、爆发力、耐力等指标的测试结果全面下
滑[１４] ꎮ 此话题在当时迅速引起了“两会”代表的广泛
关注ꎬ并借助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发热烈讨论和争
议ꎮ 但根据«２０１０ 年中国国民体质健康报告» [１５] 与
«２０１０ 年日本国民体力及运动能力调查报告» [１６] 显
示ꎬ７ ~ １８ 岁中日男性儿童青少年的平均身高分别为
１７３.２０ ｃｍꎬ１５２.３０ ｃｍꎬ我国高于日本ꎻ我国中小学生肺
活量、耐力素质在连续 ２０ 年下滑后ꎬ２０１０ 年出现上升
拐点ꎬ爆发力、速度素质连续 １０ 年下滑后出现上升拐
点ꎬ只有力量素质呈持续下降趋势ꎬ但在 ２０１０ 年下降

速度开始减缓ꎮ «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
告» [１７]显示ꎬ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ꎬ在 ７ ~ １８ 岁学生中ꎬ我国
儿童青少年身体形态发育水平稳步提高ꎻ肺活量继
２０１０ 年出现上升拐点之后继续呈现上升趋势ꎻ多数年
龄段学生的速度、柔韧、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指标呈
现出稳中向好趋势ꎮ

截至目前ꎬ中日两国相关部门合作进行过 ２ 次采
用相同测试方法和要求进行的体质健康测试ꎮ １９８６
年ꎬ中日进行了首次大规模的儿童青少年体质调查ꎬ
结果显示ꎬ我国儿童青少年身高较高ꎬ日本儿童青少
年体重较重ꎬ 而在体能的诸多指标上双方互有优
劣[１８] 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ꎬ中日双方分别以上海和东京
居民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国民体质健康调查ꎬ结果显
示ꎬ上海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高于东京ꎻ体能指
标中的速度、绝对力量、柔韧性、平衡能力测试成绩高
于同年龄的东京儿童青少年ꎬ但耐力素质和相对力量
水平低于东京[１９] ꎮ

除去以上 ２ 次合作测试ꎬ大多中日儿童青少年体
质健康比较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两国官方发布的«中国
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和«日本国民体力及运动
能力调查报告» [２０－２２] ꎮ 依据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发布数
据ꎬ无论身体形态ꎬ还是运动能力ꎬ我国与日本儿童青
少年之间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ꎮ 但是依据 ２０１０ 年
发布的数据ꎬ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身体形态发育水平已
经超过日本ꎬ体能水平与日本的差距也有所缩小ꎮ 不
过ꎬ由于在两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测试中ꎬ相同的
体质健康评价项目只有身高、体重、５０ ｍ 跑和立定跳
远ꎬ只能客观反映出中日儿童青少年在身体形态、速
度和下肢力量方面的差异ꎬ不能全面和系统地反映两
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存在的差别ꎮ 另外ꎬ还有一些
研究采用相同的测试方法和要求ꎬ但只涉及两国部分
年龄段学生ꎬ且样本人数偏少ꎬ也不能客观反映中日
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异同[２３] ꎮ 自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 年中
日联合进行国民体质健康调查后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采用相同测试方法和要求进行的涵盖全年龄段中日
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比较研究ꎮ

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６ 年分别在中国与日本的 ４ 个地
区ꎬ对总共 ９ ５００ 余名中日 ７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ꎬ采用
同样的测试方法和仪器进行体质健康指标测试ꎬ同时
进行生活习惯、健康意识、锻炼状况等调查ꎬ了解两国
儿童青少年在生长发育、体能方面的差异ꎬ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分析和探讨造成这些差异的政策、生活习
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程度ꎮ 除此之外ꎬ课题
组还依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数据对日本儿童青
少年生长长期趋势进行了研究ꎬ旨在从历史发展的角
度分析日本儿童青少年体格呈现的发展趋势ꎬ并结合
日本社会近百年的社会变化探讨影响长期趋势的各
种因素ꎮ 本次组稿在对中日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比
较进行述评的基础上ꎬ同时撰写了包括«中国日本儿
童青少年身高体重发育状况比较» [２４] «中国日本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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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质量指数与体能指数的关系» [２５] «中国日本
儿童青少年体质量指数与心肺耐力的关系» [２６] «日本
儿童青少年 １９００—２０１６ 年生长长期趋势» [２５] «日本
儿童青少年 １９００—２０１５ 年体格变化的聚类分析» [２８]

在内的 ５ 篇稿件ꎬ全面和系统地探讨中日儿童青少年
体质健康之间的差异ꎬ并详细阐述日本儿童青少年百
年来的生长长期趋势ꎬ最终目的在于为促进我国儿童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ꎮ

３　 中日比较促进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改善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大背景下ꎬ儿童青少年的体

质健康状况是体现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ꎮ
评价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不能只是关注纵向发
展变化ꎬ还应该着眼于与世界其他国家儿童青少年体
质健康之间进行比较ꎮ 只有通过这样的纵向与横向
比较ꎬ才能够更加深入了解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
的变化趋势ꎬ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真实状况ꎬ也能够
更好地借鉴、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ꎬ从而具有针
对性地改善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ꎮ

日本以其与我国特有的渊源ꎬ如两国在地理位
置、人种、文化、饮食等因素方面较为相似ꎬ成为我国
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较为客观的借鉴模板ꎮ 其
中ꎬ日本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
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ꎬ值得深入探讨原因ꎮ 如日本儿
童青少年在“二战”期间的身高相比战前呈现负增长
趋势ꎬ而在二战后的生长发育状况呈现出迅速增长的
趋势ꎮ 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２０ 世纪 ６０—
８０ 年代ꎬ日本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呈现出更为明显加
速发展的趋势ꎮ 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日本儿童青少
年在生长发育状况改善的同时ꎬ超重肥胖率的攀升及
体能水平的下降却又成为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公共卫
生问题[２９] 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ꎬ日本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保持平稳的发展趋势ꎬ体能状况
得到极大改善ꎮ 纵观日本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之前的发展趋势ꎬ与我国儿童
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自改革开放以后发展的形势具
有相似之处ꎬ即经济状况的改善促使儿童青少年营养
状况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ꎬ同样面对如何控制儿童青
少年超重肥胖率快速上升的趋势以及进一步改善体
能水平的问题ꎮ

日本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改善的几个关键
时期ꎬ日本政府所制定的政策以及实施的措施起到非
常关键的作用ꎮ 如在“二战”后ꎬ日本政府全面恢复了
“二战”期间中断的“全国学校午餐计划”ꎬ 满足日本
儿童青少年成长所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ꎬ使日本儿童
青少年体格能够健康地快速生长ꎮ 除此之外ꎬ日本政
府在 １９４７—１９６４ 年陆续颁布«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制»
«学校保健法» «小学低、中年级运动能力测验实施要
案»等法制法规ꎬ为儿童青少年体质监测工作的顺利

开展起到法律保障作用的同时ꎬ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
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改善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当
日本儿童青少年面临超重、肥胖率上升ꎬ体能水平下
降的困境时ꎬ日本政府加强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的
监控ꎬ颁布了各种«促进国民健康的指针» «增进健康
的运动指针»«增进健康的休息指针» «年龄对象别身
体活动指针» 等[３０] ꎮ 此外ꎬ日本政府于 ２０００ 年推出
«体育振兴基本计划»ꎬ大力发展体育锻炼场所ꎬ并借
助社区、学校便利条件ꎬ提倡儿童青少年参与到体育
锻炼中ꎮ «体育振兴基本计划»的出台带来了一系列
新举措ꎮ 首先ꎬ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综合性区域
体育俱乐部和泛区域体育中心ꎬ为儿童青少年体力活
动提供场所ꎬ极大改善了日本儿童青少年的体力活动
的场地问题ꎻ其次ꎬ«体育振兴基本计划»还在要求在
运动场所内配备专业的指导人员ꎬ儿童青少年的体力
活动次数和强度相比以前大幅增加ꎮ 在这些政策、措
施的推动下ꎬ日本儿童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得到明
显改善ꎮ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ꎬ采
取了许多措施改善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ꎬ如“阳光体
育”在学校的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制度的全面实
行、各种“营养计划”的实施等ꎮ 在以上措施推动下ꎬ
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逐步改善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ꎬ但需要加大改善的步伐也是摆在面前的难
题ꎮ 在相关措施的针对性与科学性方面ꎬ我国还有改
进之处ꎮ 这也正是探究中日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之
间的差异以及致因的意义所在ꎮ

综合以上的分析和探讨ꎬ应该承认我国儿童青少
年体质健康与日本相比ꎬ在诸多指标层面具有差距ꎮ
日本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方面的发展模式和思路值
得思考和借鉴ꎮ 应根据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的
实际情况ꎬ借鉴日本在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方面的发
展模式和思路中的精华之处ꎬ建立适合我国儿童青少
年体质健康改善的系统发展模式ꎬ促进我国儿童青少
年体质健康的改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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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聚类分析的特点来看ꎬ儿童青少年体格变化与

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ꎮ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ꎬ我国

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增长ꎬ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ꎬ为
儿童青少年体格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ꎮ
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等多个层面应共同努力ꎬ充分

发挥社会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ꎬ为儿童青少年体格的

发展保驾护航ꎮ 但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同时出现的还

有超重和肥胖率的快速上升ꎮ 因此ꎬ在关注儿童青少

年体格发展的同时ꎬ还要注意保持营养均衡ꎬ增加体

力活动ꎬ降低超重和肥胖率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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