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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攀岩运动干预对儿童动作发展的影响ꎬ为攀岩运动应用于儿童健康提升及教学提供理论依据及

科学方案ꎮ 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ꎬ选取北京市海滨区某公立小学 ５３ 名 ８ ~ ９ 岁儿童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实验组

(２３ 名)和对照组(３０ 名)ꎬ实验组进行 ８ 周基于动作发展的攀岩运动干预ꎬ对照组除不参与攀岩运动干预过程ꎬ其他所有

条件与实验组均相同ꎮ 采用儿童粗大动作协调能力测试(ＫＴＫ)评价粗大动作发展水平ꎮ 结果　 攀岩运动干预后ꎬ实验组

男女生粗大动作总分均高于运动干预前得分[男生组干预前(２１７.５± ３２.３) 分ꎬ干预后(２４５.１± ２４.２) 分ꎻ女生组干预前

(２１９ ６±３０.３)分ꎬ干预后(２４６ ９±２３.２)分ꎬ Ｐ 值均<０.０１]ꎬ对照组男女生较干预前虽有个别测试项目提升ꎬ但总体粗大动

作发展水平较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生组干预前(２１９.９±２６.８)分ꎬ干预后(２２４.８±３０.２)分ꎻ女生组干预前(２１６.６±
１８ １)分ꎬ干预后(２１４.８±２８.６)分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实验组和对照组儿童粗大动作发展总体水平在运动干预前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实验组后向平衡测试(ＷＢ)、单足跳跃测试(ＨＨ)、侧跳测试( ＪＳ)３ 项测试(５２.１±６.８ꎬ６１.７±８.７ꎬ
７３.７±７.６)分高于对照组(４３.１±９.９ꎬ５４.５±１５.２ꎬ６４.９±６.８) (Ｐ 值均<０.０５)ꎬ水平移动测试(ＭＳ)得分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ꎬ实验组粗大动作发展总体水平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ꎮ 结论　 基于动作发展的攀岩运动干预对 ８ ~ ９ 岁儿童

的位移、稳定等粗大动作协调能力具有显著提升作用ꎬ将为运动认知和复杂运动技能形成与提升打下良好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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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文德林(１９９３－　 )ꎬ男ꎬ贵州安龙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户外运动ꎮ
【通讯作者】 　 邓军文ꎬＥ￣ｍａｉｌ:１６４９１８２０３＠ ｑｑ.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３.０２３

　 　 基本运动技能和专项运动技能构成了运动技能 核心内容ꎮ 基本运动技能从工作肌肉划分包含粗大

动作和精细动作ꎬ强调大肌肉群工作技能对动作发展

的重要性[１] ꎮ 根据动作发展的时间序列规律可知ꎬ７ ~
１２ 岁是人体反射和早期认知发展的重要时期ꎬ若该时

期粗大动作技能缺陷ꎬ将导致儿童运动能力发展滞

后[２] ꎮ 粗大动作对儿童身体活动、体重、体适能、肌肉

９９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第 ４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３



力量 / 耐力具有积极影响ꎬ粗大动作健康发展有利于

儿童身体活动水平的提高和静坐式生活方式的

改变[３－４] ꎮ
有研究表明ꎬ多种运动干预形式有助于儿童粗大

动作发展ꎬ可在多维度上提升儿童的认知与运动技能

发展水平[５] ꎮ 攀岩运动需要认知参与ꎬ其对身体素质

的提升在多个研究中被证实[６－８] ꎻ攀岩干预提升空间

动作能力的发展可能是儿童丰富环境依赖脑可塑性

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提升的重要机制[９] ꎮ 本研究观

察攀岩运动干预对儿童粗大动作发展的影响及机制ꎬ
为此运动应用于儿童健康提升及教学提供理论依据

及科学方案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ꎬ选取北京市海淀区某

公立小学学生共 ５３ 名ꎬ其中男生 ３１ 名ꎬ女生 ２２ 名ꎮ
受试者随机分为对照组(３０ 名)和实验组(２３ 名)ꎻ受
试者年龄均在 ８ ~ ９ 岁ꎮ 排除标准为身体有严重疾病、
不宜参加运动、超重肥胖者ꎮ 测试前向受试者监护人

详细解释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对照组和实验组男、女生间身高、体重、体质量指

数(ＢＭ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组间比

较时ꎬ男生和女生身高、体重、ＢＭＩ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２　 攀岩运动干预方案　 根据儿童身心发展规律ꎬ充
分利用攀岩运动的特点ꎬ设计适合儿童活动强度的运

动方案作为实验干预方案ꎮ 干预过程主要分为 ２ 个阶

段:第 １ 阶段学习攀岩的基本动作和技巧ꎬ第 ２ 阶段进

行攀岩速度、难度、攀石的练习训练ꎮ 每个阶段的干

预内容分为 ３ 个部分:第 １ 部分为热身(徒手操、岩壁

横移ꎬ２０ ｍｉｎ)ꎻ第 ２ 部分为训练学习(第 １ 阶段学习

抓、握、扣、搂等基本手法ꎬ脚尖正踩、脚尖内侧踩点、
脚尖外侧踩点 ３ 种基本脚法及三点平衡原理ꎻ第 ２ 阶

段进行攀 岩 速 度、 难 度、 攀 石 运 动ꎬ 训 练 时 间 为

５０ ｍｉｎ)ꎻ第 ３ 部分为整理放松 ( 柔韧及肌肉放松ꎬ
２０ ｍｉｎ)ꎮ

运动强度控制:采用 Ｍｙ￣ｚｏｎｅ 心率带(奥力来)ꎬ
运动训练全程实时监控受试者心率ꎬ控制运动强度ꎬ
热身部分强度不超过最大心率的 ６０％ꎬ第 ２ 部分的强

度控制在最大心率的 ７０％ ~ ８０％ꎬ整体运动干预强度

属于有氧运动的中等强度ꎮ
攀岩运动干预方案为 ３ 次 / 周ꎬ１.５ ｈ / 次ꎬ共 ８ 周ꎬ

活动课程时间安排在 ２０１８ 年 ５—７ 月每周一、三、五的

１６:００—１８:００ꎮ 实验组进行攀岩运动干预ꎬ对照组和

实验组日常体育活动保持一致ꎬ对照组不做攀岩运动

活动训练ꎮ
１.３ 　 儿童身体协调测试(ＫＴＫꎬ ｋｒｐｅｒｋ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ｓｔ

ｆｕｒ ｋｉｎｄｅｒ) 　 ＫＴＫ 是评价儿童粗大动作运动协调性的

一种测评工具ꎬ由德国于 １９７４ 年首次出版ꎬ并于 ２００７
年进行修订[１０－１１] ꎮ 本研究采用的是 ２００７ 年修订版

本ꎬＫＴＫ 侧重于正常发育中 ５ ~ １５ 岁儿童或有运动障

碍问题儿童的全身协调ꎬ对不同年龄段儿童测试任务

都相同ꎬ因此可以用于长期的跟踪测试ꎮ 测试内容分

为 ４ 个项目:(１) 后向平衡测试(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ｓꎬ
ＷＢ):该测试关注动态平衡ꎬ考察儿童向后走时保持

平衡的水平ꎮ 在 ３ 个不同宽度(宽度分别为 ３ꎬ４. ５ꎬ
６ ｃｍꎻ长 ３ ｍꎻ高度为 ５ ｃｍ)的平衡木上向后移动ꎮ 每

个平衡木进行 ３ 次有效测试ꎬ有效测试指一只脚从平

衡木落下踩地ꎬ或在平衡木上的总步数达到 ８ 步ꎬ该测

试最多包括 ７２ 步(２４ 步× ３ 根)ꎻ(２) 水平移动测试

(ｍｏｖｉｎｇ ｓｉｄｅｗａｙｓꎬ ＭＳ):该项测验任务评价身体的协

调和敏捷性ꎮ 先用胶带(黄色或者红色)ꎬ粘出一个

６０ ｃｍ×５０ ｃｍ 的长方形ꎬ将测试的木板(长×宽×高为

６０ ｃｍ×４ ｃｍ×２ ｃｍ)放置于长方形的中央ꎮ 要求受试

者在 １５ ｓ 内快速从木板一边跳至另一边ꎬ重复进行ꎬ
记录跳过木板的总次数ꎻ测试共 ２ 次ꎬ结果取 ２ 次测试

之和ꎮ (３)侧跳测试(ｊｕｍｐｉｎｇ ｓｉｄｅｗａｙｓꎬ ＪＳ):两个木板

(长×宽×高为 ２５ ｃｍ×２５ ｃｍ×５.７ ｃｍ)相距 ５ ｃｍꎬ放置

在地板上ꎬ让受试者双脚站在一块木板上ꎬ然后侧身

以最快的速度从第一块跨到第二块平台上ꎬ同时搬动

第一块木板至第二块侧方ꎬ再重复这一过程ꎬ共 ２０ ｓꎬ
测试结果取 ２ 次测试之和(每移动一块平板得 １ 分ꎬ
身体移动一次得 ２ 分ꎬ将移动的平板数和身体移动的

次数相加得到总分)ꎮ (４) 单足跳跃测试(ｈｏｐｐ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ｅｉｇｈｔꎬ ＨＨ):该测试考察儿童在泡沫垫上单足跳跃的

能力及落地后身体平衡状况ꎬ涉及腿部力量、敏感性

和平衡感ꎮ 每一次成功跳跃之后ꎬ使累加一个垫子

(长×宽×高为 ６０ ｃｍ×２０ ｃｍ×５ ｃｍ)ꎬ增加任务的难度ꎮ
起跑长度为 １.５ ｍꎬ单腿跳过泡沫垫子ꎬ每次增加高度

的跳跃中ꎬ共有 ３ 次尝试机会ꎬ如第 １ 次跳跃成功记 ３
分ꎬ第 ２ 次跳跃成功记 ２ 分ꎬ第 ３ 次跳跃成功记 １ 分ꎬ
出现 ３ 次不过的情况测试停止ꎮ 每一个高度左右腿均

应通过(即每侧腿都有 ３ 次跳跃机会)ꎬ单侧腿的测试

到达 ３９ 分或者累加 １２ 块垫子时截止ꎬ双腿总分最高

至 ７８ 分ꎮ 本实验采用 ４ 项测试相加得儿童粗大动作

总分[１２－１３] ꎮ
在进行测试评估之前ꎬ组织 １５ ｍｉｎ 的标准化热

身ꎬ包括一组跑步、跳跃和伸展练习ꎮ 在每次分测验

之前ꎬ受试者都会收到关于测试程序的口头解释ꎬ参
与者赤脚进行所有测试ꎮ
１.４　 统计与分析　 将测试所得到的原始数据进行统

计、整理ꎬ建立数据库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统计结果

的分析ꎻ对各动作评价得分采用均值±标准差表示ꎬ组
内实验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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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实验组运动干预前后粗大动作发展水平比较　
实验组男生攀岩运动干预后ꎬ ＷＢꎬＭＳꎬＨＨꎬＪＳ 等 ４ 项

测试得分较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１)ꎻ女生 ＷＢꎬＭＳꎬＨＨꎬＪＳ 等 ４ 项测试得分较干预

前也有所提升(Ｐ 值均<０.０５)ꎻ攀岩运动对男女生粗

大动作总分均具有提升(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实验组儿童攀岩运动干预前后粗大动作发展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性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后向平衡测试 水平移动测试 单足跳跃测试 侧跳测试 合计
男　 干预前 １６ ４３.３±８.８ ５４.５±９.２ ５４.４±１３.２ ６５.３±９.６ ２１７.５±３２.３

干预后 １６ ４９.９±５.６ ５８.６±９.９ ６２.１±９.８ ７４.４±７.４ ２４５.１±２４.２
ｔ 值 －４.９６ －２.９４ －３.５６ －５.３２ －７.５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女　 干预前 ７ ４９.５±１１.７ ５３.６±５.６ ５２.４±７.３ ６０.９±１２.７ ２１９.６±３０.３
干预后 ７ ５７.１±７.２ ６０.３±６.７ ６０.７±５.６ ７１.９±８.３ ２４６.９±２３.２

ｔ 值 －４.１８ －７.１１ －１０.６５ －３.２７ －４.４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２.２　 对照组运动干预前后粗大动作发展水平比较　
干预后对照组男生 ＷＢꎬＭＳꎬＪＳ 测试得分较干预前增

加 (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 ＨＨ 测试得分在干预前后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女生 ＨＨꎬＪＳ 测试

得分较干预前提升 (Ｐ 值均<０.０５)ꎬ但 ＭＳꎬＷＢ 测试

得分较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男、女生

干预后 ＫＴＫ 测试总分较干预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 ꎮ

表 ２　 对照组儿童攀岩运动干预前后粗大动作发展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性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后向平衡测试 水平移动测试 单足跳跃测试 侧跳测试 合计
男　 干预前 １５ ４７.１±８.９ ５１.７±７.８ ５９.０±１１.４ ６２.１±１１.９ ２１９.９±２６.８

干预后 １５ ３９.２±１１.２ ５７.９±９.７ ６０.４±７.９ ６７.４±８.５ ２２４.８±３０.２
ｔ 值 ３.９６ －３.９０ －０.５３ －２.７３ －１.２８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６１ ０.０２ ０.２２

女　 干预前 １５ ４６.６±７.７ ５３.１±８.２ ５８.３±９.７ ５８.６±５.３ ２１６.６±１８.１
干预后 １５ ４５.７±６.９ ５７.３±７.４ ４９.０±１８.８ ６２.９±４.３ ２１４.８±２８.６

ｔ 值 ０.５４ －１.６３ ２.６１ －２.８９ －０.４６
Ｐ 值 ０.６０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６５

２.３　 实验组和对照组运动干预前粗大动作发展水平

比较　 实验组和对照组男生在攀岩运动干预前ꎬＷＢꎬ
ＭＳꎬＨＨꎬＪＳ 测试得分及 ＫＴＫ 测试总分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０.８１ꎬ１.０４ꎬ－１.１７ꎬ０.９１ꎬ－０.１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女生各测试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７１ꎬ０.１３ꎬ－１.４１ꎬ０.６０ꎬ０.２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实验组和对照组干预前的 ＷＢꎬ ＭＳꎬ ＨＨꎬ ＪＳ 得分和

ＫＴＫ 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实验组和对照组运动干预后粗大动作发展水平

比较　 攀岩运动干预后ꎬ实验组男生 ＷＢꎬＪＳ 测试得分

和 ＫＴＫ 测试总分高于对照组男生( ｔ 值分别为 ２.８１ꎬ
２ ６５ꎬ２.１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 ２ 组男生间的 ＭＳ 和 ＨＨ
测试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３５ꎬ０.６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实验组女生 ＷＢꎬＨＨꎬＪＳ 等 ３ 项测试分和

ＫＴＫ 测试分均高于对照组女生 ( ｔ 值分别为 ３. ６０ꎬ
１ ６０ꎬ３.４１ꎬ２.５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女生 ＭＳ 测试得分

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９２ꎬＰ> ０.０５)ꎮ 干预

后ꎬ实验组 ＷＢꎬＨＨꎬＪＳ 测试分和 ＫＴＫ 测试总分高于

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５)ꎬＭＳ 测试得分的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儿童攀岩运动干预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粗大动作发展测试结果比较(ｘ±ｓ)

干预前后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后向平衡测试 水平移动测试 单足跳跃测试 侧跳测试 合计
干预前 实验组 ２３ ４５.２±９.９ ５４.２±８.２ ５３.８±１１.６ ６３.９±１０.６ ２１８.１±３１.０

对照组 ３０ ４６.３±８.６ ５２.２±７.８ ５８.９±１０.３ ６０.２±８.９ ２１７.７±２２.２
ｔ 值 －０.４２ ０.９０ －１.７０ １.３９ ０.０６
Ｐ 值 ０.６７ ０.３７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９５

干预后 实验组 ２３ ５２.１±６.８ ５９.１±８.９ ６１.７±８.７ ７３.７±７.６ ２４５.７±２３.４
对照组 ３０ ４３.１±９.９ ５７.３±８.４ ５４.５±１５.２ ６４.９±６.８ ２１９.８±２８.８

ｔ 值 ３.７１ ０.７５ ２.０４ ４.４０ ３.５０
Ｐ 值 ０.００ ０.４６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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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儿童青少年是基本运动技能发展形成的关键期ꎬ
该时期粗大动作的发展决定后期专项运动技能的泛

化和身体素质水平ꎬ影响运动认知和体育技能的掌握

与提升ꎮ 研发适宜于儿童青少年身心特点的合理运

动干预方案与课程ꎬ是促进儿童青少年基本运动技能

发展的重要途径ꎮ 本研究以 ８ ~ ９ 岁儿童为研究对象ꎬ
以攀岩运动为干预手段ꎬ采用 ＫＴＫ 整体动态评价运动

干预对儿童粗大动作发展的影响ꎬ结果表明ꎬ攀岩运

动对儿童的后向平衡、跳跃、水平和垂直方向位移等

粗大动作发展具有显著提升作用ꎮ
大肌肉群动作发展的测评工具虽有一定的差距ꎬ

但主要反映儿童位移性动作、物体控制动作和稳定性

动作[１４] ꎮ 位移技能是大肌肉群启动的身体在水平空

间的移动ꎬ动作形式如走、跑、跳跃、滑步等ꎻ物体控制

技能是指肢体操作小型器具的技能ꎬ如投掷、抓握、踢
球、打击等ꎻ稳定性技能是身体在原地进行向水平或

垂直方向移动的技能ꎬ如旋转、转身、弯腰、重量转移、
平衡、滚动等[２ꎬ １５] ꎮ 儿童粗大动作发展具有序列性ꎬ
目前的教学模式多注重任务的执行而忽略儿童动作

发展横向和纵向的序列性ꎬ开展基于动作发展的教学

研究成为解决当前课程改革和健康促进的重要突破

口ꎮ 近年来ꎬ随着攀岩运动进入中小学课堂ꎬ因新颖

的活动形式和多变的运动方式而在儿童青少年中广

泛开展[１６] ꎮ 目前ꎬ亟需开发符合不同年龄段儿童青少

年心理认知特点的动作发展教学方案ꎬ且对内容合理

性与有效性评价需要相应的测评工具介入ꎮ
现有粗大动作测评工具可分为过程性评价和结

果性评价 ２ 类ꎮ ＫＴＫ 作为典型的结果性测评工具ꎬ更
注重粗大动作的速度、距离、时间和数量等的变化ꎻ评
估身体总体控制和协调ꎬ主要关注动态平衡协调技

能ꎮ 有研究显示ꎬ体质健康问题与运动协调的相关性

较高ꎬ超重及肥胖儿童的运动协调能力较差[１７] ꎮ
本研究采用的攀岩运动干预方案涵盖了力量、耐

力、柔韧和灵敏等要素ꎬ根据儿童动作发展的年龄和

身心特点ꎬ以发展粗大动作为出发点设计了攀岩教学

与训练内容ꎬ发现运动干预对于位移性技能、稳定性

技能均有显著提升ꎬ但对于物体控制技能的提升无统

计学意义ꎬ可能是由于力量素质发展的敏感期为 １２ ~
１７ 岁ꎬ而 ８ ~ ９ 岁儿童双手的屈伸肌等小肌肉群和上

肢力量较弱[２] ꎮ 身体各系统发育的不平衡性和统一

性决定了各种身体素质发展的敏感期不同ꎻ７ ~ ９ 岁为

力量和协调能力发展的第 １ 个可训练阶段ꎬ此阶段训

练不会导致肌纤维变粗ꎬ但可使梭状肌加长ꎬ使肌肉

内协调和肌群间协调性得到改善[２] ꎮ 儿童主要通过

整合前庭、视觉和本体感觉系统的信息调节身体姿

势ꎬ维持平衡ꎻ平衡能力与粗大动作水平呈正相关[１８] ꎮ
攀岩运动时需要肌肉收缩的绝对力量完成重心转移ꎬ
而岩壁的移动需要启动本体感受器对空间位置变换

的精确判断ꎬ对大脑空间工作记忆和由此介导的平衡

能力具有显著提升作用ꎬ从而促进儿童动作协调能

力ꎬ也是运动促进大脑结构与功能可塑性的重要机制

之一[１９] ꎮ
综上所述ꎬ攀岩运动干预对 ８ ~ ９ 岁儿童粗大动作

协调能力具有显著提升作用ꎬ将为运动认知和复杂运

动技能形成与提升打下良好基础ꎮ 根据 ＫＴＫ 测评结

果ꎬ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青少年动作发展特点设计个

性化攀岩课程内容ꎬ观察攀岩体育教学干预对儿童综

合身体素质和运动技能的影响ꎬ是未来研究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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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体质状况堪忧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女童、中班和大班、江苏省其他

市户籍的学龄前儿童体质水平优秀率较高ꎬ与学龄前

儿童体质水平优秀呈正性相关ꎮ 女童体质水平优于

男性ꎬ与康晓玉[３] 、杨阳[９] 、马宇飞等[１０] 研究结果较

为一致ꎬ可能与男女儿童不同的生理特点相关ꎬ女童

的发育早于男童ꎬ表现出更好的反应速度、平衡能力

和注意力ꎬ但仍不可忽视教育方式、抚养方式、意识和

环境等深层次原因[１１] ꎮ 中班和大班的学龄前儿童体

质水平优秀率较高ꎬ与儿童的生长发育规律有很大关

联ꎬ低年级的儿童年龄较小ꎬ融入集体生活时间较短ꎬ
各项户外活动配合力度较低ꎬ因此优秀率较低ꎻ而随

着年级的升高ꎬ年龄增大的同时更能适应集体生活ꎬ
能够灵活、协调的掌握基本动作[１２] ꎬ因而优秀率更高ꎮ
江苏省其他市学龄前儿童优秀率较高ꎬ原因可能在于

江苏省经济条件较为发达ꎬ可以为孩子提供较好的膳

食营养ꎬ为健壮的体魄提供了基础ꎬ但是昆山作为外

来人口较多的城市ꎬ大多是祖辈或者母亲照顾幼儿ꎬ
对孩子过多的保护使其丧失更多的锻炼机会ꎬ因此体

质水平相对较差ꎮ 分析表明ꎬ早产的学龄前儿童体质

水平优秀率较低ꎮ 早产儿因提前娩出可能会切断胎

儿在宫内最后阶段的运动发育ꎬ从而影响 ６ 月龄儿童

粗大动作的发育[１３－１４] ꎻ加之早产儿心肺发育不太健

全ꎬ神经系统在胎儿期的生长发育被干扰[１５] ꎬ可能会

影响其后续的注意力、反应能力、平衡能力等ꎬ因此早

产儿童的体质水平优秀率较低ꎮ
综上所述ꎬ昆山市学龄前儿童体质水平相对较

差ꎬ教育、卫生、体育及幼儿家庭应通力合作ꎬ为孩子

提供更多的针对性、合理的体质训练方法[１６] ꎬ尤其重

视低年级、男童、早产儿的运动干预ꎬ共同为孩子的体

质健康保驾护航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戴耀华石.儿童保健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ꎬ２０１４:９８.

[２] 　 陈捷.山西省学龄前儿童体质变化特点的研究[ Ｄ].太原:中北大

学ꎬ２０１４.

[３] 　 康晓玉ꎬ李鹏ꎬ张妍ꎬ等.２００９－ ２０１４ 年左家庄社区学龄前儿童体

质状况调查[Ｊ] .中国妇幼保健ꎬ２０１７ꎬ３２(１０):２１８０－２１８３.

[４] 　 陈志玮ꎬ刘楚芹ꎬ黄莹ꎬ等.肇庆市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城区学龄前儿童

视力状况调查与分析[Ｊ] .中国医学创新ꎬ２０１３ꎬ１０(２３):８７－９０.

[５] 　 麦伟虎ꎬ郭梦颖ꎬ林选球.海口市学龄前儿童视力及屈光状况分析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７ꎬ３８(９):１３８２－１３８４.

[６] 　 韩霞.昆山市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学龄前儿童肥胖流行病学分析[ Ｊ] .中

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２２(５):５２２－５２４.

[７] 　 张兰.仪征市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学龄前儿童健康状况[Ｊ] .中国学校卫

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９):１３９４－１３９６.

[８] 　 国家体育总局.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幼儿部分[ Ｚ].２００３:１－

１９.

[９] 　 杨阳ꎬ宋祖玲ꎬ刘璐ꎬ等.成都市双流区 ３ ~ ６ 岁学龄前儿童体质状

况调查分析[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８ꎬ２６(６):６７３－６７５.

[１０] 马宇飞ꎬ张莹.上海市 ３ ~ ６ 岁学龄前幼儿体质研究[ Ｊ] .中国妇幼

保健ꎬ２０１４ꎬ２９(２６):４２８３－４２８６.

[１１] ＥＶＥＬＩＮＥ Ｖ ＣꎬＶＡＬＥＲＹ ＬꎬＪＥＳＳＩＣＡ Ｇꎬｅｔ ａｌ.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ｒ’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ｏ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ｔｅａｃｈｅｒ’ ｓ 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ꎬ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Ｊ] .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 Ｒｅｓ Ｑꎬ２０１２ꎬ２７(２):２２１－２３０.

[１２] 芮溧ꎬ张玉芬.昆明市市区 ７６７ 名学龄前儿童体质状况调查与分

析[Ｃ] / / ２０１３ 全国儿童保健高层论坛暨中国儿童保健杂志全国

儿童心理行为学术研讨会ꎬ２０１３.

[１３] ＭＩＬＬＥＲ Ｄ ＡꎬＲＡＢＥＬＬＯ Ｙ ＡꎬＰＡＵＬ Ｒ Ｈ.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ｔｅｐａｒｔｕｍ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 [ Ｊ] . Ａｍ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１９９６ꎬ１７４(３):８１２－８１７.

[１４] ＤＡＶＩＤＯＦＦ Ｍ ＪꎬＤＩＡＳ ＴꎬＤＡＭＵＳ Ｋꎬｅｔ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Ｕ. Ｓ. ｓ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ｂｉｒｔｈ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ｌａｔｅ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ｂｉｒｔｈꎬ１９９２ ｔｏ ２００２[Ｊ] .Ｓｅｍｉｎ 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ꎬ２００６ꎬ３０(１):８－１５.

[１５] 姚荣英ꎬ庄颖ꎬ李红影ꎬ等.早产儿青春期智力水平的病例对照分

析[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０７ꎬ２８(５):４４０－４４１.

[１６] ＣＨＩＬＬＯＮ ＰꎬＯＲＴＥＧＡ Ｆ ＢꎬＦＥＲＲＡＮＤＯ Ｊ Ａꎬｅｔ 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ｐａｉｎ[Ｊ] .Ｊ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ｐｏｒｔꎬ２０１１ꎬ１４(５):４１７－４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１９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０１


(上接第 ４０２ 页)
[１３] 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 Ｆꎬ ＫＩＰＨＡＲＤ Ｅ Ｊ. Ｋöｒｐｅｒｋ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ｓｔ ｆüｒ Ｋｉｎｄｅｒ:

ＫＴＫ[Ｍ]. Ｗｅｉｎｈｅｉｍ: Ｄｉｅ Ｖｅｒｌａｇｓｇｒｕｐｐｅ Ｂｅｌｔｚꎬ２００７:１－５.

[１４] ＪＡＶＲＥＫ Ｊ.Ｍｏｔ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 Ｃｅｓｋｏｓｌｏｖｅｎｓｋá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ｅꎬ１９８８ꎬ

４３(６):３６８－３６９.

[１５] ＰＩＥＫ Ｊ Ｐꎬ ＤＡＷＳＯＮ Ｌꎬ ＳＭＩＴＨ Ｌ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ｆｉｎ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ｓｓ ｍｏｔ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ｌａｔｅｒ ｍｏｔｏｒ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Ｈｕｍ Ｍｏｖｅ Ｓｃｉꎬ２００８ꎬ２７(５):６６８－６８１.

[１６] 冯道光. 攀岩运动研究[Ｊ] . 体育文化导刊ꎬ ２０１５(１):５１－５４.

[１７] Ｄ’ＨＯＮＤＴ Ｅꎬ ＤＥＦＯＲＣＨＥ Ｂꎬ ＶＡＥＹＥＮＳ Ｒꎬ ｅｔ ａｌ. Ｇｒｏｓｓ ｍｏｔｏｒ ｃｏ￣

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ｅｉｇｈ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ａｇｅ ｉｎ ５￣ｔｏ １２￣ｙｅａｒ￣ｏｌｄ ｂｏｙ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ｌｓ: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 .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Ｏｂｅｓꎬ２０１１ꎬ６(２Ｐａｒｔ２):

ｅ５５６－ｅ５６４.

[１８] 吴升扣ꎬ 姜桂萍ꎬ 张首文ꎬ等. ３ ~ ６ 岁幼儿静态平衡能力特征及

粗大动作发展水平研究[ Ｊ] . 中国运动医学杂志ꎬ２０１４ꎬ３３(７):

６５１－６５７.

[１９] ＳＰＡＲＲＥ Ｇ Ｓꎬ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ꎬ ＮＥＪＳＴ Ｌ Ｍꎬ ｅｔ 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ｅｘ￣

ｅｒｃｉｓ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１１(８):ｅ０１６１９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１３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５０４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第 ４０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