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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赣江新区小学体质健康教育工作并提出改进建议ꎬ为教育管理者提供体质健康教育决策参考ꎮ
方法　 借鉴顾客满意度指数和国家文件要求自编问卷和家长满意度量表ꎬ对赣江新区 ５ 所小学 ７８９ 名学生体质健康教育

的体质监测、体育课时等 １６ 个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ꎮ 结果　 体质健康教育家长被测满意度整体向好ꎬ介于

“４”和“３”间ꎮ “体育师资水平”分值最高为 ４.１３ꎬ“多媒体教学”得分最低为 ３.００ꎮ “体育师资场地”均值最高为 ４.０８ꎬ高于

“总体满意度”(３.６７)ꎻ“学校体育活动”均值最低为 ３.５８ꎬ低于“总体满意度”ꎮ ５ 个维度样本独立性较好ꎬ且不存在多重共

线性ꎮ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ꎬ学生体质健康与家长满意度正性相关(Ｂ ＝ ０.１５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家长对 ５ 所小学体质健

康教育管理满意度总体向好ꎬ但不满于体育师资场地、教学课时等不足ꎮ 建议家长端正“五育观”提升健康教育ꎬ学校教育

均衡发展强弱项补短板ꎬ强化家校社共育机制ꎬ以提高赣江新区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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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ꎮ 近年来ꎬ我国 ６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肥胖

率大幅上升ꎬ中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仍然居高不下

且持续呈现低龄化倾向[２] ꎮ 儿童青少年的体质健康

严峻问题引起国家高度重视ꎬ«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

纲要»提出ꎬ“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ꎬ把健康

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３] ꎬ并
着手大力推进教学改革ꎬ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ꎬ
须发挥好学校的主导作用及家庭、 社会的协同作

用” [４] ꎮ
满意度作为一种 “ 要求已被满足的程度的感

受” [５] ꎮ 家长的教育满意度是从顾客满意度演变而

来[６] ꎬ作为一个主观的、总体性的复杂概念ꎬ不仅反映

１１５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０



公众对区域或学校教育质量高低的感受ꎬ还可以从教

育的受众视角来评价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效[７] ꎮ
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ꎬ家长教育满意度受学生学

业成绩[８－９] 、处境不利的影响[１０] ꎮ 而国内研究主要关

注教育满意度的现状调查和影响因素分析[７ꎬ１１－１５] ꎬ其
中现状调查侧重于宏观层面的政策执行[１６] 、教育公

平[１７] ꎻ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多为家庭经济社会地位

(ＳＥＳ)与家长意度的关系研究[１５] ꎮ 该课题组从家长

满意度视角ꎬ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０—１１ 月期间选取赣江新区

５ 所小学ꎬ运用改善后的顾客满意度指数调查分析小

学体质健康教育满意度差异及其关系ꎬ提出对策与建

议ꎬ为教育管理者提供体质健康教育决策参考和数据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整体抽样原则ꎬ调查南昌市交大附

小、新建区大塘乡观咀学校、九江市共青城耀邦红军

小学、永修县虬津镇中心小学和濂溪区五里明德小学

等 ５ 所小学ꎬ网络问卷和访谈 ５ 所小学四到六年级的

家长和部分管理人员ꎮ 网络问卷均由小学班主任 / 任
课老师发送给学生家长ꎬ并告知可在学生的帮助下 １
个月内完成ꎮ 问卷内容包括家长基本信息和体质健

康教育满意度ꎬ共有 ２７ 题ꎬ并告知所有家长调查仅用

于学术研究并保密ꎬ均以知情同意ꎮ
本次调查通过问卷星发放网络问卷 ９０８ 份ꎬ收回

问卷 ８２１ 份ꎬ回收率为 ９０.４％ꎮ 剔除未填答及无效问

卷后ꎬ得到有效问卷 ７８９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６.１％ꎮ 其中共

青城 ３３２ 名ꎬ永修县 ２０３ 名ꎬ新建区 １２０ 名ꎬ九江市 ８２
名ꎬ南昌市 ５２ 名ꎻ男性 ３２１ 名ꎬ女性 ４６８ 名ꎻ城镇 ５１０
名ꎬ乡村 ２７９ 名ꎮ
１.２　 方法　 美国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 ＡＣＳＩ)是众多

满意度研究的基础模型ꎬ包括顾客期望、总体质量感

知、价值感知、 顾客满意度、 顾客投诉和顾客忠诚

度[１６] ꎮ 由于本研究对象是小学和家长ꎬ处于基础教育

的义务教育阶段ꎬ免费且就近入学ꎬ家长没太多选择

权ꎻ同时为探寻小学体质健康教育的差异性因素并提

出改进建议ꎬ故本研究不测量价值感知、顾客投诉和

顾客忠诚度ꎬ只测量评价顾客期望、顾客满意度和总

体质量感知ꎮ
采取自编问卷ꎬ在«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等相

关国家文件[１７－２０]基础上ꎬ设计出具有小学体质健康教

育顾客满意度指数的问卷ꎮ 经过专家多轮论证ꎬ在前

期的问卷设计基础上删除了“家庭体育氛围”“督促小

孩锻炼”“家庭体育项目” “社区体育组织者”等 ４ 项ꎬ
形成 ５ 个维度 １６ 项指标的电子问卷ꎬ具体包括体育师

资场地满意度、体育课堂教学满意度、体育实践活动

满意度、学生体质健康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等 ５ 个维

度ꎬ１５ 项指标主要有体育教师数量、体育教师水平、体
育场地设施ꎬ课堂教学、体育课时、多媒体教学、课程

教材、教学安全保障ꎬ校内体育活动、运动技能掌握、
社会实践活动ꎬ学生体型、身高、视力、体质监测结果ꎮ
同时增设“总体满意度”ꎬ总体把握情况并检验与其他

分项满意度之间的吻合程度[２１] ꎮ 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分

法ꎬ将各项满意程度设置为“非常不满意” “不满意”
“一般”“满意” “非常满意”ꎬ赋于 １ ~ ５ 分ꎮ 自编问卷

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信度系数为 ０. ６５ꎬ内部一致性系数一

般ꎻＫＭＯ 球形检测系数为 ０.７０ꎬ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数据录入ꎬ
监测原始数据后导入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描述性分析、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量表指标得分情况　 从 １６ 个指标来看 ꎬ５ 所学

校家长对学校体质健康教育满意度偏向高ꎬ都在 ３ 分

以上ꎬ其中“体育师资水平”指标得分最高ꎬ为 ４ １３ꎬ介
于“比较满意”和“满意”间ꎬ更靠近“满意”ꎻ“多媒体

教学”指标得分最低ꎬ只有 ３ ００ꎬ评价“一般”ꎬ满意度

最低ꎮ 以“总体满意度”分值为界限ꎬ１５ 个指标满意度

存在差异ꎮ 分值在“总体满意度”以上有 ９ 项指标ꎬ其
中“师资数量”“体育活动” “体育场地”得分均高于 ４
分ꎬ分别为 ４ １０ꎬ４ ０９ꎬ４ ０２ꎻ“课堂教学” “教学安全”
“体育教材”“体质监测” “视力”等 ５ 个指标分值分别

为 ３ ９９ꎬ３ ８４ꎬ３ ８４ꎬ３ ８０ 和 ３ ７３ꎮ 与期望值相比ꎬ家
长们对学生“身高”“体型”感知值不高ꎬ满意度分值分

别为 ３ ４５ꎬ３ ７３ꎬ均低于总体满意度分值(３ ６７)ꎮ 另

外ꎬ“体育课时” “实践活动” “运动技能”得分都处于

低位ꎬ仅高于“多媒体教学”分值ꎬ分别为 ３ ５１ꎬ３ ３９ꎬ
３ ２５ꎮ
２.２　 各维度满意度得分情况　 １６ 个指标中ꎬ“体育教

师数量” “体育教师水平” “体育场地设施” ３ 个指标

(４ １０ꎬ４ １３ꎬ４ ０２)测量“体育师资场地”维度均值为

４ ０８ꎬ高于“总体满意度”分值(３ ６７)ꎮ 其他 ３ 个维度

均值均低于“总体满意度”ꎬ“校内体育活动” “动技能

掌握”“社会实践活动”３ 个指标(４ ０９ꎬ３ ２５ꎬ３ ３９)测

量出“学校体育活动” 维度均值为 ３ ５８ꎬ“形态” “身

高” “视力” “体质监测结果” ４ 个指标 ( ３ ５０ꎬ３ ４５ꎬ
３ ７３ꎬ３ ８０)测量“学生体质健康” 维度均值为 ３ ６２ꎬ
“课堂教学” “体育课时” “多媒体教学” “课程教材”
“教学安全保障”等 ５ 个指标(３ ９９ꎬ３ ５１ꎬ３ ００ꎬ３ ８４ꎬ
３ ８４)测量“体育教学”维度均值为 ３ ６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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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对 ５ 个维度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表明ꎬ自变量“体育教学、学生体质健康、体育师

资场地和学校体育活动”可以解释因变量“总体满意

度”变化的 ３９.６％ꎬ拟合状态一般(ＤＷ ＝ ２.１３)ꎬ意味着

５ 个维度样本独立性较好ꎮ
由表 １ 可见ꎬ“学生体质健康”与“总体满意度”呈

正相关ꎬ５ 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ꎮ

表 １　 家长满意度维度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ｎ ＝ ７８９)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常量 １.６９ ０.２６ ６.５５ <０.０１
学生体质健康 ０.１５ ０.０１ １１.８１ <０.０１
体育师资场地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３９ ０.７０
体育教学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７９ ０.４３
学校体育活动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７１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赣江新区 ５ 所小学在落实国家

文件精神得到家长们的一致认可ꎬ如学校体育师资数

量基本满足“小学 ６ ~ ７ 个班配 １ 名ꎬ２００ 名学生以上

的农村中小学至少配备 １ 名专职体育教师[１７] 、体育活

动基本完成“每学年学校举办校运会一次、必要的阳

光体育(在阳光底下体育运动)以及趣味活动” [２０] 、体
育场地基本达标“小学 １８ 个班以下必须配备 ２ 块篮

球场和 １ 块田径场” [１７] 、体育课时基本“小学三至六

年级体育课每周 ３ 课时” [１８] 和“志愿者活动等实践活

动[１９]常规化、学生基本 “ 熟练掌握 １ ~ ２ 项运动技

能” [１９] ꎬ均达到家长理想的期望值ꎬ１６ 项指标均 > ３
分ꎬ“偏远地区学校学生的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

最低ꎻ小规模农村学校学生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

最高” [１０] 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家长对体质健康教育的理解度

不高ꎬ“五育”认识观不端正ꎮ 访谈中得知ꎬ受传统习

惯影响ꎬ大多家长认为体育课程是副科ꎬ体质健康教

育应让步于文化课ꎬ“重视升学率ꎬ忽视学生的体质锻

炼ꎬ甚至兼任体育课的教师有时会将体育课占为文化

课” [２２] ꎮ 潜意识里把体育同其他文化成绩对立起来ꎬ
体育影响文化学习成绩优秀生升学 [２３] ꎮ 家长的“五

育观”不端正ꎬ本质上缘起“中小学优质资源不均衡ꎬ
优质教育资源稀缺[２４] 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我国中小学家校合作存在流于

形式、相关制度不完善、责任和权利不明确、家长参与

程度低等现象[２５] ꎬ符合访谈家长和管理人员的结果ꎬ
家校互动性不强ꎬ家长参与学校管理事务程度低ꎬ如
不知晓体质健康教育政策信息、收费规范状况等ꎬ导
致该研究中家长满意度量表删除一些指标ꎬ模型的残

差不服从正态分布ꎬ拟合度不高ꎮ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和访谈法ꎬ剖析其中原因ꎬ

并提出如下建议ꎬ以期学校改善体质健康教育:(１)五

育并举ꎬ提升体质健康教育认识度ꎮ «关于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ꎬ坚持

五育并举ꎬ全面发展素质教育[４] ꎮ 要加强宣传ꎬ提升

家庭对“五育”并举、交融发展的思想认识ꎬ增强家庭

体育工作力度ꎬ与学校一道引导体质健康教育特色发

展ꎬ促进学生健康成长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ꎮ (２)均

衡发展ꎬ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ꎮ 引导学校、社会和

学生树立争取教育观ꎬ全面发展素质教育ꎬ运用教育

补偿机制ꎬ强弱项补短板ꎬ加强体质健康教育ꎬ遏制青

少年体质不断下滑的趋势ꎮ (３)家校合作ꎬ构建“家校

社”一体化体质健康教育机制ꎮ 建议学校应加强与家

庭、社区联动机制ꎬ多主体共同办好学校、家庭、社区

体育ꎬ以提高小学生体质健康教育水平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杨桦.深化“阳光体育运动”ꎬ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 Ｊ] .北京体育

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３４(１):１－４.

[２] 　 国家卫计委. ２０１５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５ － ０６ － ３０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ｏ.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ｆｂｈ / ｘｗｂｆｂｈ / ｗｑｆｂｈ /

２０１５ / ３３０３８ / ｚｙ３３０４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１４３９４２１ / １４３９４２１.ｈｔｍ.

[３] 　 中共中央国务院.“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６－１０
－２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２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２４１７４.

ｈｔｍ.

[４]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的意见[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２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ｊｙｂ ＿

ｘｘｇｋ / ｍｏｅ＿１７７７ / ｍｏｅ＿１７７８ / ２０１９０７ / ｔ２０１９０７０８＿３８９４１６.ｈｔｍｌ.

[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ꎬ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顾客

满意测评模型和方法指南( ２００９) [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０１].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ｄ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 ｎｅｗｓ / ＵｐｌｏａｄＦｉｌｅｓ / ＧＢＴ１９０３８.ｐｄｆ.

[６] 　 李伟涛ꎬ郅庭瑾.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家长满意度分析与建议

[Ｊ] .全球教育展望ꎬ２０１４ꎬ４３(７):４３－５０.

[７] 　 卢珂ꎬ王玥.北京市学生家长对教育工作的满意度分析:基于连续

七年教育满意度入户调查数据[Ｊ] .教育科学研究ꎬ２０１７(８):３５－

４０.

[８]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ＧꎬＯＬＭＯ Ｓ.Ｓｃｈｏｏ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ｃｈｉｌ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Ｊ] . Ｅｃｏｎｏｍ Ｅｄｕｃ Ｒｅｖꎬ ２０１１ ( ３０): ３１２ － ３３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ｅｃｏｎｅｄｕｒｅｖ.２０１１.１１.００１.

[９] 　 ＳＩＭＥＳ ＣꎬＭＡＴＯＳ Ｍ ＧꎬＴＯＭé Ｇꎬｅｔ 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 ａｓ ｍｏｄｅｒａ￣

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Ｊ] .Ｐｒｏｃｅｄ Ｓｏｃ

Ｂｅｈａｖ Ｓｃｉꎬ２０１０ (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ｓｂｓｐｒｏ.２０１０.１２.３０３.

[１０] ＫＩＮＧ Ｊꎬ ＢＯＮＤ Ｔ. Ｒｕｒ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Ｊ] .Ｄｉｓｔ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００(７):３１１－３１５.

(下转第 １５１７ 页)

３１５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０



生悲伤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ꎬ只能推论两者之间相关

关系ꎬ未来的研究也可采取纵向研究设计的范式来检

验中学生体育锻炼时间与悲伤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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