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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德昂族聚居区德昂族与汉族小学生的身体体格指标、身体功能、运动素质差异ꎬ为儿童青少年体

质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选择德宏州芒市 ５ 所完全小学 ２ ４９３ 名德昂族和汉族小学生的身

高、体重、肺活量、５０ ｍ 跑、坐位体前屈及 １ ｍｉｎ 跳绳测试数据为研究资料ꎬ采用 ｔ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ꎮ 结果　 在体格指标

方面ꎬ汉族男生 ８ꎬ９ꎬ１１ 岁组和女生 ７ꎬ８ 岁组的身高ꎬ男生 ９ 岁组体重均高于德昂族同性别、同年龄组学生(Ｐ 值均<０.０５)ꎻ
在身体功能指标方面ꎬ汉族女生 １１ꎬ１２ 岁组和男生 ９ꎬ１０ꎬ１２ 岁组肺活量均高于德昂族同性别、同年龄组学生( Ｐ 值均<
０.０５)ꎻ在运动素质指标方面ꎬ汉族男生 ８ꎬ９ꎬ１０ 及 １２ 岁组和女生 ８ 岁组 ５０ ｍ 跑成绩均高于德昂族同性别、同年龄组学生ꎬ
男生 １１ 岁组和女生 ９ 岁组坐位体前屈成绩低于德昂族同性别、同年龄组学生ꎬ男生 ９ꎬ１０ꎬ１１ꎬ１２ 岁组和女生 ９ꎬ１０ 岁组

１ ｍｉｎ跳绳成绩低于德昂族同性别、同年龄组学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德宏州德昂族与汉族小学生体质健康发展不均

衡ꎬ体格指标、功能指标和运动素质指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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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领域

研究逐渐成为公共卫生、医学、体育学等学科的研究

重点之一ꎮ 有研究认为ꎬ中国儿童青少年体质与健康

相关指标持续下降ꎬ虽然耐力、力量、速度等素质指标

持续下降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ꎬ但是柔韧素质指

标趋于停滞ꎬ灵敏素质指标仍在低谷徘徊[１] ꎮ 德昂族

是云南境内人口较少的世居民族ꎬ主要聚居于德宏傣

族景颇族自治州芒市德昂族乡ꎬ长期与汉、傣、景颇等

民族杂居[２] ꎬ现有人口 ２０ ５５６ 人[３] ꎮ 本课题组前期研

究成果表明ꎬ德昂族儿童死亡率为 １６.３１％ꎬ其中男童

为 ９.９３％ꎬ女童为 ６.３８％[４] ꎮ 本研究通过德宏州芒市

小学生体质健康调研ꎬ对德昂族与汉族小学生体质状

况进行比较分析ꎬ为德昂族健康、扶贫、教育、卫生等

４４５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０



政府工作提供参考[５] 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９ 年对云南省德宏州芒市的 ５ 所完

全小学(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九年制学校、芒市民族

小学、芒市第一小学、芒市第三小学和芒市第四小学)
开展体质与健康调研工作ꎬ对 ７ ~ １２ 岁的 ２ ４９３ 名学生

进行整群抽样ꎬ其中德昂族 ５５５ 名(男生 ２９１ 名ꎬ女生

２６４ 名)ꎬ汉族 １ ９３８ 名(男生 ９９１ 名ꎬ女生 ９４７ 名)ꎮ
１.２　 方法 　 根据«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工作手

册» [６]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２０１４ 年修行)» [７] 和

«儿童青少年发育水平的综合评价» [８] 文件的测试要

求与规定ꎬ采用规定测试器材和测试方法ꎬ测试人员

经过统一培训ꎮ 将 ７ ~ １２ 岁调查对象划分为 ６ 个年龄

段ꎬ进行身高、体重、肺活量、５０ ｍ 跑等项目测量ꎮ
本研究的体格指标选取身高、体重、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ꎻ功能指标选取肺活量和肺活量体重指数ꎬ肺活

量体重指数＝ 肺活量(ｍＬ) / 体重( ｋｇ)ꎬ<４３ ｍＬ / ｋｇ 即

判为不及格[９] ꎻ运动素质指标选取 ５０ ｍ 跑、坐位体前

屈和 １ ｍｉｎ 跳绳项目[１０] ꎮ 本研究经中南民族大学体

育学院学术委员会伦理相关问题审查并批准ꎮ
１.３　 统计分析　 使用 Ｅｘｃｅｌ 对测试数据进行双录入ꎬ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与统计分析ꎬ计
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统计学检

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德昂族和汉族小学生体格指标 　 从表 １ ~ ２ 可

见ꎬ男生 ８ꎬ９ꎬ１１ 岁组和女生 ７ꎬ８ 岁组身高汉族高于德

昂族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男生 ９ 岁

组体重汉族高于德昂族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５)ꎻＢＭＩ 指标各年龄、性别组的民族间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１　 不同年龄组德昂族与汉族小学男生形态和运动素质指标比较(ｘ±ｓ)

年龄 / 岁 民族 人数 统计值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肺活量 / ｍＬ

肺活量体重指数

/ (ｍＬｋｇ－１)
５０ ｍ 跑 / ｓ

坐位体前屈

/ ｃｍ
１ ｍｉｎ 跳绳

/ 个
７ 德昂族 ５０ １１７.２±５.４ ２２.４±４.１ １６.１±２.３ ９４０.３±２６８.１ ４３.０±７.２ １１.１±０.７ １１.３±２.７ ６５.７±２８.１

汉族 １６０ １１８.１±５.５ ２２.４±４.８ １６.０±２.５ １ ００４.２±２９２.４ ４４.９±１１.１ １１.３±１.１ １１.９±３.３ ４６.４±２４.０
ｔ 值 －０.８４ －０.２５ ０.３１ －１.０６ －０.６３ －０.８２ －０.４２ ０.５２
Ｐ 值 ０.４０ ０.８０ ０.７６ ０.２９ ０.４１ ０.４２ ０.６８ ０.５４

８ 德昂族 ５７ １２０.５±６.１ ２３.８±４.９ １６.４±２.５ １ ０８２.１±２７６.９ ４５.５±８.４ １０.４±１.０ ８.３±３.０ ６７.９±２２.８
汉族 １７５ １２４.４±５.８ ２５.１±５.１ １６.３±２.８ １ ２０４.４±３０２.５ ４８.０±１１.６ １１.３±１.１ ６.７±２.６ ６６.０±１８.６

ｔ 值 －２.５５ －１.０１ ０.０３ －１.７９ －１.２４ －２.９５ １.５０ ０.２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３１ ０.９７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２２

９ 德昂族 ５０ １２７.７±５.６ ２６.５±５.２ １６.４±２.９ １ ２６７.８±２８９.８ ４７.９±９.０ ９.２±１.２ ８.０±３.２ １０１.２±１７.９
汉族 １５２ １３０.８±５.４ ３０.９±５.０ １８.１±３.１ １ ４６８.０±３２６.４ ４７.６±１１.５ ９.９±１.３ ７.５±２.９ ５８.４±１６.６

ｔ 值 －２.２８ －２.３４ －１.８９ －２.６４ ２.４１ －３.０３ ０.４１ ５.０７
Ｐ 值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６８ ０.００

１０ 德昂族 ５０ １３１.３±７.２ ２８.９±６.４ １６.６±３.１ １ ３０４.７±３０１.３ ４８.７±８.８ ９.１±０.９ ８.５±２.９ １０２.３±１４.７
汉族 １６９ １３５.２±７.４ ３０.８±６.１ １７.０±３.２ １ ４８３.４±３４９.９ ４８.１±１１.６ ９.９±１.１ ９.１±２.５ ８２.８±１５.０

ｔ 值 －１.８２ －１.６８ －１.５０ －２.７７ １.８３ －２.５９ －０.７０ ４.４３
Ｐ 值 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８１ ０.０１ ０.４８ ０.０１

１１ 德昂族 ４４ １３２.１±６.８ ３１.８±６.８ １７.１±３.４ １ ６２２.５±３３５.９ ５４.４±９.１ ９.１±０.９ １０.４±３.１ ９８.７±１４.４
汉族 １６５ １３８.９±７.０ ３５.２±６.７ １８.２±３.５ １ ７５４.２±３６８.２ ４９.９±１１.７ ９.５±１.０ ６.９±１.７ ７８.２±１３.１

ｔ 值 －３.６５ －１.９３ －０.８４ －１.４３ １.５６ －１.６１ ３.５４ ２.４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４０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２

１２ 德昂族 ４０ １４０.９±７.３ ３６.７±７.１ １８.６±３.２ １ ７１５.８±３６０.１ ４６.８±９.３ ９.１±０.６ １０.３±３.０ １１９.７±２５.３
汉族 １７０ １４４.１±７.８ ３７.２±６.７ １７.９±３.４ １ ９５６.４±３８８.１ ５２.６±１１.５ ９.８±０.４ ６.５±１.２ ８２.１±２２.４

ｔ 值 －１.５３ －０.２５ ０.７８ －２.４９ －１.３６ －２.３７ ３.１１ ５.０７
Ｐ 值 ０.１３ ０.８０ ０.４４ ０.１４ ０.７０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０

表 ２　 不同年龄组德昂族与汉族小学女生形态和运动素质指标比较(ｘ±ｓ)

年龄 / 岁 民族 人数 统计值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肺活量 / ｍＬ

肺活量体重指数

/ (ｍＬｋｇ－１)
５０ ｍ 跑 / ｓ

坐位体前屈

/ ｃｍ
１ ｍｉｎ 跳绳

/ 个
７ 德昂族 ４４ １１５.３±５.３ １９.９±４.４ １５.０±２.０ ９２８.４±２５１.５ ４６.６±７.４ １１.４±０.８ １１.０±４.１ ７５.８±３１.１

汉族 １６５ １１８.４±５.１ ２１.８±４.１ １５.５±２.１ ９５５.７±２７２.９ ４３.９±９.８ １１.８±０.９ １２.８±４.０ ５８.２±２７.６
ｔ 值 －２.４６ －１.８１ －０.９５ －０.４１ ０.９２ －１.６４ －２.５７ ０.６４
Ｐ 值 ０.０２ ０.０７ ０.３５ ０.６８ ０.２３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３１

８ 德昂族 ４９ １２０.７±５.９ ２３.２±４.７ １５.８±２.３ １ ０７１.１±２６１.５ ４６.２±６.８ １０.６±１.１ ８.６±３.８ ８２.３±２６.０
汉族 １７３ １２３.７±６.０ ２４.０±４.２ １５.７±２.４ １ １４０.３±２９３.１ ４７.６±１０.４ １１.４±１.２ ８.１±３.６ ７６.３±２１.４

ｔ 值 －２.０４ －０.７６ ０.１２ －１.２４ －０.７８ －２.７３ ０.４６ ０.６７
Ｐ 值 ０.０４ ０.４５ ０.９０ ０.０８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２２

９ 德昂族 ５４ １２６.９±６.４ ２６.５±５.４ １６.５±２.５ １ ２２３.０±２７１.９ ４６.１±６.３ ９.８±１.３ ９.８±３.７ １０２.６±２４.０
汉族 １４８ １２９.１±６.２ ２６.６±４.９ １５.９±２.４ １ ２９０.９±３１８.２ ４９.４±１０.５ １０.１±１.１ ７.２±２.３ ７０.９±２３.３

ｔ 值 －０.８６ ０.２９ ０.７０ －１.２０ －０.９５ －１.４６ ２.５２ ４.４５
Ｐ 值 ０.３９ ０.７８ ０.４９ ０.２４ ０.４３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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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年龄 / 岁 民族 人数 统计值 身高 / ｃｍ 体重 / ｋｇ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肺活量 / ｍＬ

肺活量体重指数

/ (ｍＬｋｇ－１)
５０ ｍ 跑 / ｓ

坐位体前屈

/ ｃｍ
１ ｍｉｎ 跳绳

/ 个
１０ 德昂族 ４０ １３４.２±６.８ ３１.６±５.９ １７.５±２.７ １ ３７０.６±２９１.１ ４３.４±７.１ ９.５±１.４ １０.７±４.１ １１２.４±９.７

汉族 １５３ １３４.６±７.１ ３２.８±５.４ １８.０±２.６ １ ６２６.２±３２９.５ ４９.６±１０.４ ９.９±１.２ ７.６±２.９ ８５.０±９.１
ｔ 值 －０.０５ －０.４２ －０.５５ －１.５５ －１.１２ －１.４１ １.３３ ３.６８
Ｐ 值 ０.９６ ０.６８ ０.５８ ０.１３ ０.４８ ０.１６ ０.１９ ０.００

１１ 德昂族 ４２ １３７.９±７.１ ３２.４±６.８ １７.２±２.５ １ ３２９.７±３１８.３ ４１.０±７.４ ９.７±１.１ ９.８±３.６ １００.６±１６.２
汉族 １４３ １３９.０±７.４ ３４.１±６.４ １７.６±２.５ １ ６０６.０±３４２.５ ４７.２±１０.５ ９.７±０.９ ９.３±３.１ ９１.４±１７.６

ｔ 值 －０.７７ －０.６３ －０.３８ －２.６６ －１.４４ ０.０６ ０.３５ １.１５
Ｐ 值 ０.４４ ０.５３ ０.７０ ０.０１ ０.３２ ０.２５ ０.７３ ０.２５

１２ 德昂族 ３５ １４４.１±６.３ ３７.２±６.７ １８.１±２.４ １ ４８５.４±２４２.７ ３９.９±８.３ ９.５±０.９ ８.０±２.１ １０４.９±１４.７
汉族 １６５ １４６.９±６.８ ３８.２±６.６ １７.８±２.５ １ ７１６.８±３７７.４ ４４.９±１０.４ ９.８±０.８ ７.２±２.７ ９２.１±１８.９

ｔ 值 －１.２４ －０.４６ ０.３１ －２.８８ －１.８７ －１.１６ ０.７０ １.７１
Ｐ 值 ０.２２ ０.６５ ０.７６ 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２５ ０.０９ ０.４８

２.２　 德昂族和汉族小学生身体功能指标 　 女生 １１ꎬ
１２ 岁组和男生 ９ꎬ１０ꎬ１２ 岁组肺活量汉族高于德昂族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德昂族女生 １１
和 １２ 岁组肺活量 / 体重指数不及格ꎬ汉族学生各年龄

组均处于合格水平ꎮ 见表 １ ~ ２ꎮ
２.３　 德昂族和汉族小学生运动素质指标　 男生 ８ꎬ９ꎬ
１０ꎬ１２ 岁组和女生 ８ 岁组 ５０ ｍ 跑成绩汉族高于德昂

族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男生 １１ 岁组

和女生 ９ 岁组坐位体前屈成绩汉族低于德昂族ꎬ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男生 ９ꎬ１０ꎬ１１ 及 １２
岁组和女生 ９ꎬ１０ 岁组 １ ｍｉｎ 跳绳成绩汉族低于德昂

族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 ~ ２ꎮ

３　 讨论

近年来国家相继颁布«“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

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系列文件ꎬ加快人口较少

民族的卫生、健康等事业发展ꎬ已成为现阶段我国民

族重点工作之一[１１] ꎮ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儿童青少年

身体形态[１２] 、身体素质[１３] 和身体发育[１４] 存在不同程

度的差异ꎬ其中卫生条件滞后、营养状况差、育儿理念

落后、生活地理环境恶劣、健康理念缺失等是主要影

响因素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德宏州德昂族和汉族小学生体

格、身体功能和运动素质指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在体格指标方面ꎬ身高和体重部分年龄存在差异ꎬ但
ＢＭＩ 德昂族与汉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由于德昂族和

汉族生活在同一区域ꎬ在身体体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性ꎬ可能与 ２ 个民族的遗传基因、日常作息、营养状况、
饮食习惯等方面影响有关ꎮ 有研究认为ꎬ不同种族儿

童青少年身高与体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ꎬ在不同年

龄段都会有所体现ꎬ其中遗传基因是主要影响因素之

一[１５] ꎮ 在身体功能指标方面ꎬ部分性别、年龄组汉族

高于德昂族ꎬ其中德昂族还有少量组别女生肺活量 /
体重指数不合格ꎮ 德昂族主要聚居在德宏州芒市三

台山乡山区ꎬ并且与汉族、傣族等民族交错杂居ꎬ主要

与身高、体重、胸围等内在因素有着密切关系ꎬ也与生

活环境、气候、气压[１６] 、社会经济发展等外在因素有

关ꎬ并且 １０ 岁后是儿童青少年肺活量发育敏感期[１７] ꎮ
在运动素质指标方面ꎬ德昂族与汉族小学生在速度、
柔韧和协调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ꎮ 有研究认

为ꎬ不同民族儿童青少年身体素质的协调、灵敏、柔韧

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１８] ꎬ可能与先天遗传、体力活动、
营养状况、生活方式、育儿理念、家庭教育等因素有

关[１９] ꎮ
综上所述ꎬ德宏州 ７ ~ １２ 岁德昂族和汉族小学生

身体体格、功能和运动素质指标各年龄段存在不同程

度的差异ꎮ 要想改善德昂族聚居区儿童青少年体质

与健康状况ꎬ应提倡健康促进教育ꎬ加大健康生活方

式、饮食习惯、育儿方式、体育锻炼等知识宣传ꎬ倡导

当地政府卫生部门、教育部门、村社部门、家庭单元等

联合行动ꎬ助力“健康行为”理念的形成ꎮ 本研究的不

足:各个民族学生生长发育和运动能力之间差异的原

因十分复杂ꎬ而本研究仅选取了部分年龄段德昂族和

汉族小学生ꎬ指标选取也不够全面、系统ꎬ其中 １２ 岁以

后和其他素质指标将是课题组未来关注的焦点之一ꎮ

志谢　 本调查得到了德宏州教体局、芒市教体局以及被调查学

校领导、老师、同学及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ꎬ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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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初中学习困难学生存在复杂多样的心理健

康问题ꎬ而这些问题又会反过来影响学生的学习进

步ꎬ阻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ꎮ 因此ꎬ应当将学习困

难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心理服务作为一项重要教

育决策予以统筹考虑ꎮ 除了进行学业技能指导等方

面的帮扶外ꎬ还应特别重视为学习困难学生提供个性

化综合性心理健康服务ꎬ使其以积极健康的心态投入

学习ꎬ改善学习成绩ꎬ提高整体素质ꎬ促进«“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５]和全人教育方针的真正落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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