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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多元体育活动模块对 ３~ ６ 岁幼儿身体素质的影响ꎬ为促进幼儿身体素质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依

据ꎮ 方法　 以附属幼儿园 ３~ ６ 岁幼儿 １７６ 名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对照班和实验班ꎮ 实验班幼儿采用多元体育活动模

块ꎬ共持续 ２４ 周(５ 次 / 周ꎬ３０ ｍｉｎ / 次)ꎻ对照班幼儿采用一般体育活动内容ꎮ 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的活动时间、强度和活动

频率基本一致ꎮ 结果　 从多元智能理论视角构建了由 ８ 个部分组成的幼儿多元体育活动模块ꎮ 干预前ꎬ实验班与对照班

的幼儿身体基本形态指标和素质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实验班干预后小班幼儿的身高[(１０９.２９±６.５６)
ｃｍ]高于干预前[(１０５.１１±５.５１)ｃｍ](Ｐ<０.０１)ꎮ 干预后ꎬ实验班小班、中班、大班幼儿立定跳远、走平衡木、网球掷远、坐位

体前屈、１０ ｍ 折返跑、双脚连续跳均高于对照班(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多元体育活动模块在发展幼儿身体素质方面优于

一般体育活动内容ꎬ可作为发展幼儿身体素质的项目进行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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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６ 岁的幼儿正处于体育动作发展期ꎬ是通过身

体活动感知世界、发展智力的重要时期ꎮ 著名心理学

家皮亚杰认为ꎬ儿童的智力起源于动作[１] ꎮ 身体活动

是动作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２] ꎬ也是改善幼儿体

质的重要途径ꎮ 教育学家霍华德加德纳认为ꎬ每个

个体的智力由语言智能、逻辑数理智能、空间智能、身
体运动智能、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音乐智能、自
然智能等 ８ 种智能组成[３] ꎬ并于 １９８３ 年提出多元智能

理论ꎮ 有研究提出多元智能理论下的“运动优势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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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课程可提高幼儿的运动能力[４] ꎮ 本研究从构建幼

儿多元体育活动模块入手ꎬ将其应用到发展幼儿身体

素质中ꎬ通过比较多元体育活动模块与一般体育活动

对幼儿身体素质的影响ꎬ旨在为促进幼儿身体素质发

展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临沂大学幼儿园幼儿家长和幼儿本人

同意的条件下ꎬ随机抽取幼儿园小班(３ ~ ４ 岁ꎬ即 ３６
月~４８ 月)、中班( >４ ~ ５ 岁ꎬ即 ４９ 月~ ６０ 月)、大班( >
５ ~ ６ 岁ꎬ即 ６１ 月~７２ 月)各 ２ 个班的 １８２ 名幼儿为研

究对象ꎮ 小、中、大班各随机抽取 １ 个班为实验班ꎬ１
个班为对照班(共 ３ 个实验班ꎬ３ 个对照班)ꎮ 实验前

进行实验对象的筛查ꎬ排除身体有疾病、发育异常的

受试ꎮ 在实验过程中ꎬ由于特殊原因 ６ 名受试没有完

成实验ꎬ完成实验的受试共 １７６ 人ꎬ完成率为 ９６.７％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构建多元体育活动模块 　 根据幼儿体育活动

设计理论体系[５] ꎬ结合多元智能理论对幼儿身体运动

的指导[６－７] ꎬ并在参考国外相关幼儿多元智能课程设

计模型[８] 的基础上ꎬ设计多元体育活动模块(图 １)ꎮ
模块①主要针对幼儿的灵敏素质ꎬ并注重发展运动、

人际和空间智能ꎬ包括图形变化跑×２ꎻ５ ｍ 爬行折返×
２ꎻ双人抛接球 ５ 次×２ꎻ地上篮筐投球×２ꎮ 模块②主要

针对幼儿的协调素质ꎬ并注重发展运动、音乐和人际

智能ꎬ包括武术韵律操ꎻ两人三足×２ꎻ拍球练习 ５ 次×
３ꎻ游戏“风车转呀转”ꎮ 模块③主要针对幼儿的力量

素质ꎬ并注重发展运动、自然和空间智能ꎬ包括双脚跳

圈练习×２ꎻ小组推车接力×２ꎻ双人踢球练习 ５ 次×３ꎻ草
地单杠练习×３ꎮ 模块④主要针对幼儿的速度素质ꎬ并
注重发展运动、空间和逻辑智能ꎬ包括追逐跑游戏ꎻ跑
道捡数字比赛×２ꎻ击球折返跑×２ꎻ快速单脚跳×２ꎮ 模

块⑤主要针对幼儿的平衡素质ꎬ并注重发展运动、人
际和空间智能ꎬ包括双手叉腰单脚站立×２ꎻ走独木桥×
２ꎻ双人燕式平衡×２ꎻ １０ ｍ 侧滑步跑×２ꎮ 模块⑥主要

针对幼儿的柔韧素质ꎬ并注重发展运动、自然和空间

智能ꎬ包括伸展韵律操练习ꎻ小青虫爬行×２ꎻ踢腿(每

侧)５×２ꎻ前跨跳练习×２ꎮ 模块⑦主要针对幼儿的综合

素质ꎬ并注重发展运动、人际和语言智能ꎬ包括边唱边

跳儿歌游戏ꎻ１０ ｍ 折返跑×２ꎻ双人传球 ５×２ꎻ走独木桥

×２ꎮ 模块⑧主要针对幼儿的综合素质ꎬ并注重发展运

动、内省和空间智能ꎬ包括绕杆跑×２ꎻ小组上下传接球

游戏×２ꎻ掷沙包×５ꎻ人人口述总结学习内容ꎮ

图 １　 幼儿多元体育活动模块

１.２.２　 锻炼实施过程 　 实验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２ 日开

始ꎬ到 １０ 月份结束ꎬ期间不包含假期ꎮ 实验班幼儿采

用多元体育活动模块开展每天户外活动ꎬ每个模块 ３
周ꎬ８ 个模块共持续 ２４ 周(５ ｄ / 周ꎬ３０ ｍｉｎ / ｄ)ꎮ 对照班

幼儿采用一般体育活动内容ꎬ包括绕圈慢跑、集体游

戏、玩滑梯、自由活动几个部分ꎬ依照原有的活动方式

不变ꎮ

１.２.３　 评价的指标测试　 根据«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

册(幼儿部分)» [９] ꎬ测试指标包括身体基本形态指标:
身高(ｃｍ)和体重( ｋｇ) 采用身高体重计进行测试ꎻ身
体素质指标:立定跳远(爆发力)、走平衡木(平衡)、网
球掷远(力量)、坐位体前屈(柔韧)、１０ ｍ 折返跑(速

度、灵敏)和双脚连续跳(协调)ꎮ 所有指标均测试 ２
次ꎬ取最好成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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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活动强度的控制 　 本研究依据幼儿体育活动

时的平均心率 １２０ 次 / ｍｉｎ 以下为较低强度、１２０ 次 /
ｍｉｎ≤中等强度<１４０ 次 / ｍｉｎ、１４０ 次 / ｍｉｎ≤较高强度

≤１６０ 次 / ｍｉｎ、≥１６０ 次 / ｍｉｎ 为大强度ꎬ分为 ４ 个等

级ꎬ采用 Ｐｏｌａｒ 心率表采集幼儿体育活动中的心率ꎻ另
外ꎬ通过«幼儿体育活动强度评价量表» [１０] 观察幼儿

在体育活动中的面部表现、出汗及呼吸情况ꎬ尽量使

对照组和实验组幼儿的体育活动强度、持续时间和频

率保持一致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整理和统计

处理ꎬ采用 ｘ±ｓ 进行描述ꎬ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

验ꎬ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对照班与实验班幼儿身高和体重比较　 干预前ꎬ
实验班与对照班不同年龄组幼儿的身高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实验班 ３ ~ ４ 岁幼儿

身高明显高于对照班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９９ꎬＰ
<０.０５)ꎮ 干预前后ꎬ实验班各年龄组幼儿的体重与对

照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受试者身高体重干预前后比较(ｘ±ｓ)

组别 年龄 / 岁 人数
身高 / ｃｍ

干预前 干预后 ｔ 值 Ｐ 值

体重 / ｋｇ
干预前 干预后 ｔ 值 Ｐ 值

对照班 ３ ~ ４ ３０ １０３.５７±８.２５ １０６.１１±５.４４ －４.７２ ０.００ １７.１８±４.１７ １８.１８±４.４６ －６.９７ ０.００
>４ ~ ５ ２８ １１０.７５±６.２８ １１４.３６±５.９５ －２.６２ ０.０１ １９.４６±４.００ ２０.１８±３.３９ －９.８２ ０.００
>５ ~ ６ ３０ １１９.３９±６.４９ １２２.８６±５.３４ －１１.３８ ０.００ ２２.２９±５.００ ２３.０７±４.１９ －５.４４ ０.００

实验班 ３ ~ ４ ２８ １０５.１１±５.５１ １０９.２９±６.５６＃ －４.５５ ０.００ １７.２５±３.２０ １８.２５±４.２７ －６.６６ ０.００
>４ ~ ５ ２９ １１２.２１±６.１７ １１６.３９±５.２２ －３.５３ ０.００ ２０.５７±３.８０ ２１.６１±４.６７ －９.３３ ０.００
>５ ~ ６ ３１ １１８.４６±７.４１ １２２.５７±５.４４ －７.４２ ０.００ ２２.５０±４.１２ ２３.４６±３.６５ －５.７９ ０.００

　 注:与对照班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干预前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身体素质比较　 干

预前ꎬ３ ~ ４ꎬ>４ ~ ５ꎬ>５ ~ ６ 岁组实验班幼儿的立定跳远、
走平衡木、网球掷远、坐位体前屈、１０ ｍ 折返跑和双脚

连续跳的成绩与对照班相比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 ~ ４ꎮ
２.３　 干预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幼儿身体素质比较　 干

预后ꎬ实验班 ３ ~ ４ 岁组幼儿的立定跳远、走平衡木、坐
位体前屈、１０ ｍ 折返跑、双脚连续跳均高于对照班ꎬ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２. ０４ꎬ － １３. １０ꎬ０. ７２ꎬ
２.１６ꎬ－２.７９ꎬ－３.４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实验班>４ ~ ５ 岁组

幼儿走平衡木、网球掷远、坐位体前屈、１０ ｍ 折返跑、
双脚连续跳均成绩均高于对照班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８３ꎬ－８.６９ꎬ２.３２ꎬ２.１９ꎬ－２.３２ꎬ－２.４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实验班>５ ~ ６ 岁组幼儿的立定跳远、走平

衡木、网球掷远、坐位体前屈、１０ ｍ 折返跑、双脚连续

跳成绩均高于对照班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

为２.１０ꎬ － ５. ２７ꎬ ２. ４５ꎬ ２. ０７ꎬ － ２. ６４ꎬ － ２. ２９ꎬ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２ ~ ４ꎮ
２.４　 对照班幼儿干预前后身体素质比较　 对照班幼

儿干预后ꎬ３ ~ ４ 岁组立定跳远、走平衡木、网球掷远、
双脚连续跳成绩均高于干预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ꎻ>４ ~ ５ 岁组幼儿立定跳远、走平衡木、
１０ ｍ 折返跑、双脚连续跳成绩均高于干预前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５ ~ ６ 岁组幼儿立定跳

远、走平衡木、双脚连续跳成绩均高于干预前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 ~ ４ꎮ
２.５　 实验班幼儿干预前后身体素质比较　 实验班幼

儿干预后ꎬ３ ~ ４ 岁、>４ ~ ５ 岁、>５ ~ ６ 岁组幼儿立定跳

远、走平衡木、网球掷远、坐位体前屈、１０ ｍ 折返跑、双
脚连续跳成绩均高于干预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 ~ ４ꎮ

表 ２　 实验班与对照班 ３~ ４ 岁幼儿干预前后身体素质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立定跳远 / ｃｍ 走平衡木 / ｓ 网球掷远 / ｍ 坐位体前屈 / ｃｍ １０ ｍ 折返跑 / ｓ 双脚连续跳 / ｓ
实验班 干预前 ２８ ６０.１８±１０.４５ １７.５６±１.１６ ３.５９±１.４３ ９.１８±３.８７ ９.２１±０.７２ １１.３１±０.８９

干预后 ２８ ７１.１４±１１.２３∗ １３.５１±０.７６∗∗ ４.９６±１.８０ １１.５４±３.５１∗ ８.０９±０.８８∗∗ ９.４９±１.２７∗∗

ｔ 值 －３.４８ １５.３７ －３.７４ －３.４０ ４.７３ ５.４６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对照班 干预前 ３０ ５９.１４±９.２８ １７.９９±０.８９ ３.４０±１.６６ ８.８６±３.０３ ８.９８±０.８２ １１.５４±０.９７
干预后 ３０ ６５.９６±１２.７０ １６.６６±１.０２ ４.６１±１.９２ ９.５７±３.３０ ８.７３±０.８５ １０.７０±１.３５

ｔ 值 －２.０６ ４.８７ －２.４２ －０.８４ １.０９ ２.７４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４１ ０.２９ ０.０１

　 注:干预后组间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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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实验班与对照班>４ ~ ５ 岁幼儿干预前后身体素质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立定跳远 / ｃｍ 走平衡木 / ｓ 网球掷远 / ｍ 坐位体前屈 / ｃｍ １０ ｍ 折返跑 / ｓ 双脚连续跳 / ｓ
实验班 干预前 ２９ ８２.１１±１１.２０ １１.０４±０.７６ ４.１５±１.３８ １０.４６±３.８２ ７.７０±０.７８ ８.２０±１.７７

干预后 ２９ ９０.１１±１４.０７ ８.４７±０.７０∗∗ ５.８２±２.１９∗ １２.９６±４.０６∗ ６.６２±０.９５∗ ６.３８±１.０２∗

ｔ 值 －２.７２ １３.３５ －３.２３ －２.７７ ４.２９ ４.１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对照班 干预前 ２８ ８０.３２±１１.２８ １１.２２±０.７８ ３.７６±１.６０ １０.３９±４.１９ ８.１３±０.８８ ７.８１±１.０５
干预后 ２８ ８６.５７±１１.８２ １０.３６±０.９１ ４.４７±２.１８ １０.８２±３.２２ ７.１８±０.８５ ６.９５±０.７２

ｔ 值 －２.２１ ４.０４ －１.７６ －０.４８ ３.８２ ３.２９
Ｐ 值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６３ ０.００ ０.００

　 注:干预后组间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４　 实验班与对照班>５ ~ ６ 岁幼儿干预前后身体素质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立定跳远 / ｃｍ 走平衡木 / ｓ 网球掷远 / ｍ 坐位体前屈 / ｃｍ １０ ｍ 折返跑 / ｓ 双脚连续跳 / ｓ
实验班 干预前 ３１ ９６.０７±１０.０４ ８.４４±０.８６ ６.１４±１.４１ １１.３６±３.２７ ７.３５±１.１６ ６.６３±１.０９

干预后 ３１ １０７.２５±１３.１２∗ ６.７６±０.９３∗∗ ７.９８±１.５４∗ １３.３６±２.６０∗ ６.５７±１.０６∗ ５.３２±０.９０∗

ｔ 值 －３.７０ ５.８６ －４.９０ －３.００ ３.２３ ４.１１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对照班 干预前 ３０ ９３.２１±１４.２６ ８.８５±０.８２ ５.８１±１.９９ １０.７１±４.９７ ７.５８±１.３３ ６.７０±１.１２
干预后 ３０ １００.２９±１１.６８ ８.１５±１.０５ ６.５７±２.６４ １１.３６±４.３９ ７.２６±０.９１ ５.９１±１.０３

ｔ 值 －２.４７ ３.３４ －１.１６ －０.６１ １.０９ ２.８２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２６ ０.５５ ０.２９ ０.０１

　 注:干预后组间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幼儿健康要求的方面之一ꎬ发展幼儿的平衡、协
调、灵敏、力量和耐力等方面的目标[１１] ꎮ 本研究构建

的多元体育活动模块蕴含着多种促进幼儿素质发展

的内容ꎮ 本研究经过 ２４ 周的干预发现ꎬ多元体育活动

模块干预后实验班幼儿的身高增加比一般体育活动

干预下的对照班明显ꎮ 蒲洪玲等[１２] 研究也发现ꎬ４ 个

月的体智能课和趣味田径课干预后ꎬ>４ ~ ５ 岁幼儿的

身高增加明显ꎮ 可能与儿童在体育锻炼时血液中生

长素的含量增加ꎬ促进了生长发育有关[１３] ꎮ
本研究采用的多元体育活动模块包括增强幼儿

灵敏、协调、力量、速度、平衡、柔韧等多个方面的 ８ 个

模块ꎮ 多元体育活动模块是根据幼儿体育活动设计

理论体系[５] ꎬ结合多元智能理论对幼儿身体运动进行

指导[６－７] ꎬ效果明显ꎮ 干预后ꎬ３ ~ ４ 岁、>４ ~ ５ 岁和>５ ~
６ 岁组幼儿的立定跳远、走平衡木、网球掷远、坐位体

前屈、１０ ｍ 折返跑和双脚连续跳成绩都提高ꎬ说明幼

儿的灵敏、协调、力量、速度、平衡、柔韧等身体素质增

强了ꎮ 有研究发现ꎬ体智能课能改善>４ ~ ５ 岁幼儿的

立定跳远、网球掷远和走平衡木的成绩ꎬ趣味田径课

能改善>４ ~ ５ 岁幼儿的立定跳远、走平衡木、坐位体前

屈、１０ ｍ 折返跑和双脚连续跳的成绩[１２] ꎮ 也有研究

发现ꎬ粗大动作练习能提高 ５ 岁幼儿立定跳远、走平衡

木、网球掷远、１０ ｍ 折返跑和双脚连续跳的测试成

绩[１４] ꎮ 幼儿健身操能明显提高网球掷远、１０ ｍ 折返

跑、立定跳远、单足平衡、手脚并走“８”字、坐位体前屈

等指标成绩[１５] ꎬ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说明针对性体育

活动内容能增强幼儿的灵敏、协调、力量、速度、平衡、
柔韧等身体素质ꎬ本研究采用的多元体育活动模块ꎬ

也是从多元智能理论出发ꎬ针对性地改善幼儿的身体

素质ꎮ 对照组幼儿主要采用幼儿园原有的体育活动

内容ꎬ相对比较单一ꎬ内容主要是慢跑圈(１５０ ｍ)、做
集体小游戏和自由玩耍(玩滑梯、骑车等)ꎮ 本研究发

现ꎬ对照班幼儿的部分身体素质也得到改善ꎬ但 ３ ~ ４
岁组幼儿的坐位体前屈、１０ ｍ 折返跑ꎬ>４ ~ ５ 岁组幼儿

坐位体前屈和网球掷远ꎬ>５ ~ ６ 岁组幼儿的坐位体前

屈、１０ ｍ 折返跑和网球掷远等成绩的改善不大ꎬ说明

一般的幼儿体育活动能提高幼儿的身体素质ꎬ但是不

能全面提高ꎮ
体育活动模块干预后幼儿身体素质变化优于一

般体育活动的干预效果ꎮ 说明多元智能视角下的体

育活动模块在提高 ３ ~ ６ 岁幼儿立定跳远、走平衡木、
网球掷远、坐位体前屈、１０ ｍ 折返跑和双脚连续跳等

素质方面效果更好ꎮ 体育活动模块在增强幼儿力量、
平衡、柔韧、速度、灵敏和协调等身体素质发展上体现

出目标明确、内容多样、方式丰富、针对性强等特点ꎬ
既可促进幼儿身体素质发展ꎬ又能强化幼儿长期运动

理念的形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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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心理的成熟远远滞后ꎮ 从发展的角度看ꎬ这种身心

的失衡产生的影响有成人感与幼稚性的矛盾、性的烦

恼和学习问题等[１１] ꎮ 本研究采用三线放松法结合团

队干预的模式对护生干预 １２ 周后ꎬ对照组轻度焦虑检

出率为 ３５.７８％、中度焦虑检出率为 ８.２６％ꎬ轻度抑郁

检出率为 ３３.０３％、中度抑郁检出率为 １１.０１％ꎬ干预组

焦虑抑郁的轻中度比例分别是 １６.５２％和 ２０.００％ꎬ取
得了预期效果ꎮ 龚世灵等[１２]指出ꎬ团体干预的形式提

供了交流的机会ꎬ增加安全感ꎬ有助于减轻不适感受ꎬ
协助调节负性情绪ꎮ

三线放松法原理主要是通过有意识地依次将身

体各部位放松ꎬ使周身之气能循经络路线运行畅通ꎬ
从而导引气血ꎬ起到安神、养心、疏肝解郁调理情绪的

作用ꎬ操作方法简单、没有副作用、训练者容易接受ꎬ
依从性好[１３] ꎮ 放松训练是一种自我调节技术ꎬ当身体

呈现出紧张状态时ꎬ会增加心理的压力ꎬ而当身体放

松时ꎬ会有助于压力的缓解[１４] ꎮ
本研究显示中专护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ꎬ

应及时进行干预ꎬ三线放松疗法对情绪状态具有明显

的干预效果ꎮ 干预 ４ 周、１２ 周时ꎬ干预组的焦虑、抑郁

得分均低于对照组ꎬ干预组和对照组在干预后 ４ 周的

焦虑、抑郁得分与干预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干预组在 １２ 周时焦虑、抑郁得分低于干预前ꎬ说明干

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ꎬ而且干预时间越长效果越明

显ꎮ 徐东娥等[１５]研究也表明ꎬ干预后不同时间段缓解

压力的疗效有改善趋势ꎬ提示随着干预时间的延长效

果有累积效应ꎮ 学校可以纳入长期心理健康辅导课

的常规性活动ꎮ
本研究不足之处包括评定方法较简单ꎻ没有与抗

焦虑药物治疗效果的对照ꎬ观察例数偏少ꎬ未设计合

理的盲法ꎬ观察时间较短ꎬ长期疗效尚不能确定等ꎮ
为进一步完善三线放松疗法干预后的评估ꎬ如评估方

法使用一些客观生理性指标ꎬ使研究更具有科学性ꎬ
针对这些不足之处ꎬ进行长期的随访研究ꎬ设计更合

理的实验将是本研究的后续重要工作ꎮ

综上所述ꎬ本次试验性研究表明三线放松疗法可

显著缓解中专护生的心理压力ꎬ该方法取材和操作方

法简便ꎬ容易学习ꎬ无任何副作用ꎬ学生乐于接受ꎬ在
改善学生焦虑和抑郁情绪中值得推广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的通知[ 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４－ ０７－ ０５].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０７ / ｍｏｅ＿９５０ / ２００４０７ / ｔ２００４０７０５＿７９１５３.
ｈｔｍｌ.

[２]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Ｍ ＨꎬＢＬＡＮＺ Ｂ.Ａｎｘｉｅｔ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Ｊ] .Ａｃｔａ Ｐａｅｄｏ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ꎬ１９８９ꎬ５２(１):３６－４３.

[３] 　 彭纯子ꎬ邓盘月ꎬ马惠霞ꎬ等.大中学生社交焦虑特征初探[ Ｊ] .中
国健康心理学杂志ꎬ２００４(４):２４１－２４３.

[４] 　 程永娟ꎬ胡丹ꎬ王锦钦ꎬ等.中职卫校学生抑郁、焦虑心理状况的调

查分析[Ｊ] .卫生职业教育ꎬ２００５ꎬ２４(７):６３９－６４１.
[５] 　 王振华ꎬ李永康ꎬ“三线放松法”及其可行性研究[ Ｊ] .武汉体育学

院学报ꎬ２００３.１１ꎬ３７(６):１５３－１５４.
[６] 　 周晓荣ꎬ张尚军ꎬ李小妹.放松训练的应用研究及对护理工作的启

示[Ｊ] .中华护理杂志ꎬ２００４ꎬ３９(２):１２８－１２８.
[７] 　 汪向东ꎬ王希林ꎬ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Ｍ].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ꎬ１９９９.
[８] 　 周永安.焦虑自评量表在我国高校大学生中应用的评价研究[ Ｄ].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ꎬ２０１２.
[９] 　 刘贤臣ꎬ唐茂芹ꎬ陈琨ꎬ等.ＳＤＳ 和 ＣＥＳ－Ｄ 对大学生抑郁症状评定

结果的比较[Ｊ]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ꎬ１９９５(１):１９－２０.
[１０] 张敏.大学生抑郁倾向与认知评价的相关研究[ Ｊ] .现代教育论

丛ꎬ１９９８(４):４８－５０.
[１１] 给娜ꎬ葛娟.卫校学生心理健康现状的比较分析[ Ｊ] .卫生职业教

育ꎬ２００６ꎬ２４(１１):１１２－１１３.
[１２] 龚世灵ꎬ岑洪舟ꎬ罗艳.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焦虑障碍患者疗效的

影响[Ｊ] .白求恩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６ꎬ１４(４):４１６－４１９.
[１３] 徐佳敏ꎬ周赞华ꎬ周英ꎬ等.三线放松结合矛盾意向法在护理技能

强化训练考试中的应用[Ｊ] .护理研究ꎬ２０１２ꎬ２６(４):３６３－３６５.
[１４] 徐虹ꎬ马晶晶ꎬ三线放松法结合呼吸松弛训练对脑血管介入患者

术前焦虑的影响[Ｊ] .现代实用医学ꎬ２０１３ꎬ２５(１):６６－６７.
[１５] 徐东娥ꎬ许丽菲ꎬ俞银华ꎬ等.三线放松法干预护理人员不寐的效

果研究[Ｊ] .护理与康复ꎬ２０１４ꎬ１３(７):６３９－６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８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２７


(上接第 １０３９ 页)
[６] 　 ＬＩＮＤＡ ＣꎬＢＲＵＣＥ ＣꎬＢＥＥ Ｄ.多元智能教与学的策略[ Ｍ].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ꎬ２００１.
[７] 　 加德纳.多元智能新视野[ Ｍ].沈致隆ꎬ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ꎬ２００８.
[８] 　 ＰＩＥＫ Ｊ ＰꎬＭＣＬＡＲＥＮ ＲꎬＫＡＮＧＥ ｅｔ ａｌ.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ｆｕ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ｏｔ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ｄ ４－６ ｙｅａｒｓ? [ Ｊ]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ｖｅ Ｓｃｉꎬ２０１２ꎬ２９(２):７７７－７８６.

[９] 　 国家体育总局.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幼儿部分) [ Ｍ].北京:人
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３:８.

[１０] 黄意蓉.幼儿体育活动强度评价量表的设计与应用[ Ｄ].北京:北
京体育大学ꎬ２０１３.

[１１] ＴＯＯＶＥＹ ＲꎬＢＥＲＮＩＥꎬＨＡＲＶＥＹ Ａ Ｒꎬｅｔ ａｌ.Ｔａｓｋ￣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ｒｏｓｓ ｍｏｔｏ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ｍｂｕｌａ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ａｇ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ｐａｌｓｙ: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ＢＭＪ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 Ｏｐｅｎꎬ２０１７ꎬ１１(１):ｅ００００７８.

[１２] 蒲洪玲ꎬ杨丹.“体智能”和“趣味田径”课程对幼儿身体素质影响

的实验研究[Ｊ]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７ꎬ３６(１):１２４－１２８.
[１３] 叶广俊.现代儿童少年卫生学[ 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２４５－２４９.
[１４] 刘涛.粗大动作练习对学龄前儿童身体素质发展的实验研究[ Ｄ].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ꎬ２０１７.
[１５] 孙影ꎬ胡永妹ꎬ杨晓童.幼儿健身操对学前儿童身体素质和心理健

康的影响[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５ꎬ３６(７):１０１９－１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１１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０４

２４０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第 ４０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