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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运动性游戏课程对 ３~ ５ 岁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ꎬ为学龄前儿童的运动教育及干预提供参

考依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方便抽样法抽取常州某幼儿园大、中、小班各 ２ 个班级ꎬ共 １７６ 名 ３~ ５ 岁学龄前儿童ꎬ以班级为单

位随机分为观察组(８５ 名)和对照组(９１ 名)ꎮ 对照组采取常规教学模式不予特殊干预ꎬ观察组开展运动性游戏课程ꎬ干预

时间为 １ 年ꎮ 测定和比较两组儿童的身体形态、身体素质测试指标ꎮ 结果　 干预后ꎬ在身体形态指标方面ꎬ观察组身高增

加值为(６ ５７±０ ４１)ｃｍꎬ高于对照组的(５ ７７±０ ３６) ｃｍ( ｔ ＝ １３ ７８ꎬＰ<０ ０１)ꎻ观察组体重增长值(２ ５３±０ ３５) ｋｇ 与对照组

(２ ６１±０ ４３)ｋｇ 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１ ３５ꎬＰ>０ ０５)ꎮ 干预后ꎬ在身体素质测试指标方面ꎬ观察组儿童的立定跳远、
双脚连续跳、坐位体前屈、网球投掷、单足平衡、１０ ｍ 折返跑测试结果分别为(９５ ９３± ４ ０２) ｃｍꎬ(６ ７２± ０ ３５) ｓꎬ(１１ ６５±
１ ３３)ｃｍꎬ(６ ２１±１ ５０)ｍꎬ(４５ ２６±８ ７４)ｓꎬ(６ ９１±０ １３) ｓꎬ优于对照组的(８２ ７１±３ ５９) ｃｍꎬ(７ ５２±０ ４１) ｓꎬ(１０ ０６±１ ３２)
ｃｍꎬ(５ ３４±１ ２１)ｍꎬ(３６ １４±６ ７２)ｓꎬ(７ ３６±０ １７)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３ ０４ꎬ１３ ８８ꎬ７ ９６ꎬ４ ２５ꎬ７ ７９ꎬ１９ ６３ꎬ
Ｐ 值均<０ ０５)ꎮ 结论　 运动性游戏课程对 ３ ~ ５ 岁学龄前儿童的体重无明显影响ꎬ但可促进身高发育并有助于改善身体

素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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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龄前期是儿童精神与身体发展的重要时期ꎬ该
阶段的教育工作至关重要ꎬ而体育运动在学前教育中

占据重要作用ꎬ对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１] 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城市儿童户外活动蓝皮书»调查

报告显示[２] ꎬ我国儿童普遍存在户外运动缺乏现象ꎬ
有 ２７.７％的儿童日常户外运动时间不足 １ ｈꎬ尤其是寒

暑假这一比例攀升至 ６１.４％ꎮ 目前学前教育中的体育

教育仍存在诸多问题ꎬ主要表现为体育运动缺乏针对

性、系统性和科学性ꎬ运动负荷不合理、形式单一ꎬ难
以达到理想的运动效果ꎬ且缺乏对儿童身体形态及身

体素质的客观、科学评估ꎮ 运动是体育锻炼的重要形

式ꎬ而游戏是儿童的天性ꎬ本研究将运动与游戏相结

３３５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第 ４０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０



合ꎬ筛选某幼儿园学龄前儿童 １７６ 名进行干预ꎬ探索其

对学龄前儿童身体形态、身体素质测试指标的影响ꎬ
旨在为学龄前儿童的运动教育及干预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方便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２
月选择常州市某幼儿园大、中、小班各 ２ 个班级共 １８０
名 ３ ~ ５ 岁学龄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１)
年龄 ３ ~ ５ 岁ꎻ(２)身心发育正常ꎬ平素身体健康ꎬ具备

基本运动能力ꎻ(３)自愿参与且积极配合ꎬ能够独立完

成相关动作ꎻ(４)既往未参加系统性体育类培训ꎮ 排

除标准:(１)患有先天性或后天性智力障碍、精神疾病

及沟通交流障碍等影响研究者ꎻ(２)合并肢体残疾、运
动神经功能障碍等影响正常活动者ꎻ(３)合并心脑血

管疾病者ꎮ 最终入组 １７６ 名ꎬ符合入选标准的儿童以

班级为单位ꎬ按大、中、小班匹配原则随机分为观察组

(８５ 名)和对照组(９１ 名)ꎮ 观察组中男童 ４６ 名(５４.
１２％)ꎬ女童 ３９ 名(４５.８８％)ꎻ平均年龄(３. ９８ ± ０. ５２)
岁ꎮ 对照组中男童 ５１ 名(５６. ０４％)ꎬ女童 ４０ 名(４３.
９６％)ꎻ平均年龄(４.０１±０.５３)岁ꎮ 两组年龄、性别构成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本次调查获

得儿童家长知情同意且签署知情同意书ꎬ儿童所在幼

儿园负责人及老师支持配合ꎬ研究获得江苏第二师范

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方案设计　 对照组采取常规教学模式ꎬ不进行

其他系统体育运动培训ꎮ 观察组实施运动性游戏课

程ꎬ干预时间为 １ 年ꎮ 运动性游戏课程参照«儿童保

健学»等[３]书籍或文献ꎬ结合幼儿园实际情况制定课

程方案ꎬ并邀请相关专家审评和修订ꎮ 课程目标为维

持儿童健康(形态、技能与素质)ꎬ并发展自信、勇敢、
合作精神ꎮ 课程时间根据年龄安排ꎬ小班幼儿每次课

时间为 ４０ ｍｉｎꎬ１ 次 / 周ꎻ大、中班幼儿为 ５０ ｍｉｎ / 次ꎬ２
次 / 周ꎬ寒暑假期间ꎬ幼儿由家长陪同参加课程ꎬ课程

开展地点为幼儿园内运动区ꎮ 入组后统一进行前测ꎬ
１ 年后再次复测ꎮ 课程内容由健身操、自由活动与集

体活动 ３ 个部分组成ꎬ其中健身操与自由活动内容统

一ꎬ集体活动由教师带领全班统一开展ꎬ结束时向儿

童及家长介绍日常生活中安全、规范和规律的户外体

育运动对健康发展的重要性ꎮ 见表 １ꎮ
１.２.２　 质量控制　 实验前进行为期 １ 周的预实验ꎬ观
察儿童对运动节奏、强度及内容的接受度ꎬ检查方案

设计的合理性与可行性ꎻ制定教学计划ꎬ确保训练内

容顺利执行ꎮ 全程由 ２ 名具有丰富幼儿体育教学经验

的教师及 ２ 名幼儿体能训练专业老师负责运动课程ꎬ２
名幼儿园教师负责监督和维持秩序ꎮ

表 １　 运动性游戏课程内容与安排

活动形式 目标 活动内容
活动时间(小、
大中班) / ｍｉｎ

健身操 热身 音乐背景下机械操、单人或
双人舞

１０

自由活动 活动娱乐性 皮球、呼啦圈、沙包、橡皮筋、
毽子

２０

集体活动

　 １ 月 肢体平衡与柔韧性 柔韧练习、正向 / 倒退走直线 １０ꎬ２０
　 ２ 月 运动速度与灵敏度 钻小门、１０ ｍ 短距离四肢爬

行、１０ ｍ 短距离跑步
１０ꎬ２０

　 ３ 月 肢体力量与耐力 仰卧举腿、单 / 双脚跳绳梯、
追球跑游戏

１０ꎬ２０

　 ４ 月 综合性素质 垫上翻滚、走平衡木、下蹲 １０ꎬ２０
　 ５~ ８ 月 综合性素质 重复课程 １~ ４ 次 １０ꎬ２０
　 ９~ １２ 月 简单运动项目 立定跳远、双脚连续跳、投掷

练习、起跑练习、短距离跑、
走平衡木等

１０ꎬ２０

课程结束 小型运动会 短距离跑、投掷、立定跳远、
平衡等小组赛

—

１.３　 观察指标 　 按照«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 (幼

儿部分) [４]进行测评ꎮ (１) 身体形态指标:测定身高

(ｃｍ)和体重( ｋｇ)ꎻ(２)身体素质指标:测定立定跳远

(ｃｍ)、双脚连续跳( ｓ)、坐位体前屈( ｃｍ)、网球投掷

(ｍ)、单足平衡(ｓ)、１０ ｍ 折返跑( ｓ)ꎮ 由经过专业体

质测试培训的研究人员进行统一测量ꎬ两组均在同一

天完成测试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ꎬ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采用

ｔ 检验进行比较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幼儿干预前后身体形态指标比较　 干预前ꎬ
两组幼儿的身高、体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

别为 ０ ０７ꎬ０ １９ꎬＰ 值均>０ ０５)ꎻ干预后两组的身高、
体重均升高ꎬ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１ ０６ꎬ０ ０２ꎬ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但观察组的身高增长值

为(６ ５７±０ ４１) ｃｍꎬ高于对照组(５ ７７±０ ３６) ｃｍ( ｔ ＝
１３ ７８ꎬＰ<０ ０１)ꎬ体重增长值(２ ５３±０ ３５) ｋｇ 与对照

组(２ ６１±０ ４３)ｋ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１ ３５ꎬＰ
＝ ０ １８)ꎮ 见表 ２ꎮ
２.２　 两组幼儿干预前后身体素质指标比较 　 干预

前ꎬ两组身体素质指标前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１５ꎬ１.０３ꎬ０.４７ꎬ０.５９ꎬ０.６２ꎬ０.１２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ꎻ干预后ꎬ两组的立定跳远、坐位体前屈、网球

投掷、单足平衡及 １０ ｍ 折返跑升高ꎬ双脚连续跳耗时

明显减少(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观察组各项指标改善优

于对照组ꎬ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３.０４ꎬ１３.８８ꎬ７.９６ꎬ４.２５ꎬ７.７９ꎬ１９.６３ꎬ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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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两组学龄前儿童干预前后身体形态及素质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例数 统计值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立定

跳远 / ｃｍ
双脚

连续跳 / ｓ
坐位体

前屈 / ｃｍ
网球投掷 / ｍ 单足平衡 / ｓ １０ ｍ 折返跑 / ｓ

观察组 干预前 ８５ １０５.９４±１.０２ １７.２１±１.４５ ７８.３８±２.１７ ７.８２±０.４４ ９.３２±１.０５ ４.８２±１.０３ ３３.３１±６.０２ ７.６０±０.２１
干预后 ８５ １１２.５１±２.２７ １９.７４±１.８２ ９５.９３±４.０２ ６.７２±０.３５ １１.６５±１.３３ ６.２１±１.５０ ４５.２６±８.７４ ６.９１±０.１３

ｔ 值 ６.０１ ５.０６ １０.６３ １.０２ ７.８１ １２.３１ １６.０５ ５.９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对照组 干预前 ９１ １０６.１２±１.１４ １７.４２±１.３３ ７９.０１±２.２１ ７.７６±０.４１ ９.４９±１.１２ ４.８７±１.１４ ３３.７２±６.４６ ７.５６±０.２０
干预后 ９１ １１１.８９±２.０６ ２０.０３±１.８５ ８２.７１±３.５９ ７.５２±０.４１ １０.０６±１.３２ ５.３４±１.２１ ３６.１４±６.７２ ７.３６±０.１７

ｔ 值 ９.６３ ４.７９ ８.７４ １.０５ ５.３３ ８.０２ １０.８５ ０.９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１５

３　 讨论

幼儿园是学龄前儿童除家庭外进行身体活动的

主要场所ꎬ长期以来我国幼儿园体育活动内容体系不

完善ꎬ缺乏对幼儿平衡能力、力量与持久力、协调与灵

敏能力等的培养和发展[５] ꎮ 本研究对学龄前儿童实

施运动与游戏有机结合的体育活动课程ꎬ将基础体能

训练与技能训练结合融入游戏中ꎬ试图让儿童从传统

“培养模式”中解脱出来ꎬ寓教于乐ꎬ更符合儿童时期

的兴趣特点ꎬ使其能够全身心投入运动中ꎬ培养其运

动兴趣ꎬ养成良好的运动及生活行为习惯ꎮ 本研究结

果显示ꎬ虽然两组儿童干预后身高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ꎬ但观察组的身高增长值高于对照组ꎬ提示运动性

游戏课程可能更有利于儿童的身高增长ꎮ 可能是由

于适宜、规律运动有利于刺激长骨两端骺软骨ꎬ加速

软骨细胞的增殖分化ꎬ还有利于改善骨质的血液供应

以及全身新陈代谢ꎬ促进骨质生成[６] ꎮ 赵伟等[７] 对 ４
~ ５ 岁幼儿开展体育游戏背景下音乐速度训练ꎬ幼儿

的体力活动水平得到明显提高ꎮ 刘瑾彦[８] 研究认为ꎬ
体育游戏活动有利于促进幼儿观察力和记忆力的发

展ꎬ对儿童早期成长具有积极作用ꎮ 本研究中ꎬ两组

儿童在体重变化方面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但观察组

的增长值低于对照组ꎬ与刘毅等[９] 报道相符ꎮ 提示运

动性游戏课程的开展可能有利于维持儿童的正常体

型ꎬ减少超重或肥胖的发生ꎬ但短期内可能效果不

显著ꎮ
身体素质是评价个体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ꎬ在一

定程度上受遗传、环境、营养状况及运动锻炼等的影

响ꎬ学龄前是儿童建立良好身体素质的关键时期[９] ꎮ
国内研究显示ꎬ我国儿童的体格及身体素质虽总体符

合儿童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ꎬ但明显不及欧美等国

家ꎬ主要表现为灵敏度、力量、速度及柔韧性等体能指

标下降ꎬ可能与国内儿童体质健康管理及干预不足有

关[１０－１１] ꎮ ２０１２ 年我国教育部发布的«３ ~ ６ 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 [１２]中亦提出应将学龄前儿童的健康和

体育教育放在首位ꎬ并建议儿童每天户外时间≥２ ｈꎬ
体育活动时间≥１ ｈꎮ 本研究发现ꎬ两组儿童经运动性

游戏课程干预后ꎬ身体素质指标均有明显改善ꎬ且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ꎮ 孙影等[１３]研究发现ꎬ健身操能够改

善学龄前儿童的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ꎻ许瑶等[１４] 研究

显示ꎬ追逐游戏有利于改善 ４ ~ ５ 岁幼儿的速度素质ꎬ
与本研究结果基本相符ꎮ 由此推测ꎬ运动性游戏课程

能够有效发展儿童的跳跃、柔韧、投掷、平衡及速度素

质ꎬ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具有积极意义ꎮ
总之ꎬ本研究较为系统、规范地设计了学龄前儿

童运动性游戏课程ꎬ结果发现运动性游戏课程对学龄

前儿童的身体形态短期内影响不显著ꎬ但可改善儿童

的身体素质ꎬ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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