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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０７ 年中央 ７ 号文件提出“加强学校体育ꎬ增
强学生体质”以来ꎬ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作在各级政
府部门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ꎬ中小学生体质健
康水平下降的趋势也得到了遏制[１] ꎮ 随着时代的发
展ꎬ国家在不断地修订学生体质健康评价标准和制定
相应的工作体系ꎮ ２０１４ 年ꎬ教育部颁布了«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２０１４ 年修订)» [２] 和«学生体质健康监
测评价办法» [３]等一系列用以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的通
知和办法ꎮ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ꎬ学生体质健康工作也
走在全国的前列ꎮ 早在 ２００７ 年ꎬ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就
批准成立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ꎮ ２０１１ 年ꎬ上
海市政府启动了“学生健康促进工程” 计划ꎻ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又将各区建立 １ 所区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
心列入当年的市政府实事项目[４－５] ꎮ 上海围绕市、区
两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ꎬ开展了大量的学生体质
健康的培训、测试、督查、指导、评价和专题研究等工
作ꎬ切实提高了该市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ꎮ 自此ꎬ上
海初步形成了多级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ꎬ并在此
基础上ꎬ对学生体质健康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评价
手段与标准”“干预手段与方法”三大方面开展了一系
列的研究与探索ꎮ

１　 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创新点
近几年ꎬ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在各级政

府职能部门的支持下ꎬ在转变职能、技术创新、规范运
营、科学研究等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与探索ꎮ
１.１　 建立上海市“市、区、校”三级监测网络　 上海市
以“市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区学生体质健康监
测中心———中小学校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点”三级部门
组成了“市、区、校”三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的主
体ꎮ 又以市级质量控制、区级集中监测、校级现场督
察为核心ꎬ建设了完整的各级学生体质健康数据采集
及抽查复核工作体系[６] ꎮ 并以此为基础ꎬ逐步建立了

常态化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制度ꎬ定期对学生体质健
康状况进行公告[７] ꎮ
１.２　 建立了完整的学生体质健康数据档案库　 依托
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ꎬ上海市建设了“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综合上报系统(上海地区)”ꎮ 通过建立
完整的省市级体质健康数据库及应用平台ꎬ完善了各
级监测网络和教育行政部门数据应用和管理模式ꎮ
运用信息化平台可进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
据的上报与管理ꎬ进行实时数据监督与监测ꎬ以达到
高效、低负、易用等目的ꎮ 上海市«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上报率历年均名列前茅ꎬ中小学校上报率连续 ５
年达 １００.０％ꎮ 另外ꎬ在此数据库的基础上ꎬ又开发了
“上海市学生健康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ꎬ为每名学生
建立了体质健康档案(一生一档)ꎬ切实保障数据的真
实性、客观性、延续性ꎮ
１.３　 尝试建立基于电子学生证信息化的工作体系　
上海市先后在金山区、闵行区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
对全信息化测试现场进行试点ꎮ 采用电子学生证进
行数据采集ꎬ数据直接在云端备份ꎮ 并通过对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流程进行改进与革新ꎬ大大减轻了测试和
数据采集工作量ꎬ也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ꎮ
１.４　 多渠道多方位地开展学生体质健康数据运用与

反馈　 上海市已经连续 ５ 年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向社
会公告本市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
结果ꎬ建立了常态化的学生体质健康公告制度ꎮ 同
时ꎬ市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作为科研型的服务机
构ꎬ与部分区县、复旦大学儿科医院、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儿童医院中心等相关行政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
展开合作ꎮ 在学生体质健康状况[８] 、学生体力活动水
平[９] 、学生行为习惯、促进学生体质健康关键技术[１０]

等领域开展相关科学研究ꎬ并将研究成果用于进一步
指导学生科学锻炼ꎮ

２　 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发展方向
学生体质健康工作意义深远ꎬ从历史沿革和国际

参照上分为 ３ 个阶段:第 １ 阶段是军事准备ꎻ第 ２ 阶段
是技能发展ꎻ第 ３ 阶段是健康促进ꎮ 我国正处于第 ２
阶段向第 ３ 阶段过渡的关键时期ꎬ学生体质健康工作
如何深入可持续的开展ꎬ如何切实地为儿童青少年健
康促进提供支撑ꎬ如何有效地服务于“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纲要”ꎬ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ꎮ 作为长期从事
此项工作的一员ꎬ在新时期如何更好地做好学生体质
健康促进工作有以下几点思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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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坚持以第三方社会化服务为导向　 政府购买公
共服务是当前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重大制度转变ꎮ «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和«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年)»中提出要推进和扩大政府购买服务ꎬ培育和
发展专业教育服务机构ꎬ建立政府与教育公共服务提
供者之间的契约关系[１１－１２] ꎮ

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应以权威专业性
组织ꎬ独立于政府以外的第三方身份来参与此项工
作ꎮ 厘清政府与相关服务机构的关系ꎬ切实转变政府
职能ꎬ节约行政资源ꎬ更好地整合全社会相关资源ꎮ
职能部门按需购买第三方的咨询及科研服务ꎬ制订一
系列评价标准ꎬ进行公平客观的评估ꎬ得出科学的结
果与报告ꎮ 监测中心作为第三方为政府机关和社会
企业提供专业、规范、优质的综合性服务ꎬ更好地服务
于学生健康促进事业ꎮ
２.２　 坚持以个人健康为导向　 学生体质健康促进工
作应当牢固树立为“个体健康”服务的宗旨ꎮ 坚持以
个人健康档案、个人健康评价、个性化健康指导作为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评价、干预的工作导向ꎮ

通过建立完整的个人健康档案ꎬ以独立、唯一的
档案编号ꎬ对学生体质健康、日常体检、医疗保险等各
种健康相关因素进行汇集、存储、交换ꎬ形成统一和完
整的学生电子健康档案ꎬ实现信息多渠道动态收集和
共享ꎬ满足学生自身需要和健康管理的信息资源ꎮ 先
以身体成分、肌肉力量、肌肉耐力、柔韧性、心肺耐力
为体质健康指标体系的核心内容[１３] ꎻ再以“健康效标
参考标准”为体质健康的评价方法ꎻ最后以不同的健
康状况和健身需求ꎬ为学生定制个性化的科学健身指
导方案ꎮ
２.３　 坚持在大数据平台上的数据评价及运用　 “大数
据的样本不再是抽样ꎬ而是数据的总体” [１４] ꎬ这对含有
１６０ 万名大中小学生上亿条健康数据的上海数据库来
说ꎬ如何用好这些数据是巨大的机遇和挑战ꎮ

在大数据平台上ꎬ如何整合不同来源的数据ꎬ处
理各种结构性与非结构性数据ꎬ分析横向纵向乃至非
关联数据都是重大问题ꎮ 因此ꎬ搭建第三方平台ꎬ吸
纳社会资源ꎬ引进最先进的互联网和信息化技术都是
缺一不可的ꎮ 只有坚持理念和技术的不断创新ꎬ才能
对学生进行立体化、全方位、科学的健康分析、评价、
反馈、干预、科研、运用ꎬ这应是学生体质健康工作未
来的方向ꎮ
２.４　 坚持全信息化数据采集与处理运用的导向　 信
息化水平是衡量一个行业现代化水平和综合实力的
重要标志ꎮ 学生体质健康信息化与国民健康水平密
切相关ꎬ主要包含健康危险因素的信息化ꎻ检测与监
督的信息化ꎻ管理和决策的信息化ꎻ健康服务的信息
化等ꎮ 未来ꎬ在学生体质健康数据采集过程中ꎬ使用
电子式测试器材、手持机、电子学生证、无线传输是必
然的发展趋势ꎮ

上海“市、区、校”三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ꎬ需
借助信息化发展的巨大潜力ꎬ为学生开展“随时、多
次、择优”的体质健康测试服务ꎬ逐步建立学生体质健
康常态化测试制度ꎮ 运用上海市学生健康数据公共
服务平台对所采集的数据进行全方位地处理及运用ꎬ
教育行政部门可通过平台随时掌握全市中小学生的
健康状况ꎻ相关分析研究可以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健
康预警和提出健康指导意见ꎮ

３　 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展望
未来ꎬ通过信息化平台可以根据学生健康档案显

示的健康状况及不同健身需求ꎬ定制个性化科学健身
指导方案ꎬ并建立科学健身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ꎻ为
家长、教师、学生互动提供平台ꎬ将健康教育与运动干
预的方法相结合ꎬ通过专家分析解答青少年健康问
题ꎬ提高学生对自身健康的关注ꎮ

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ꎬ而学生的体
质健康是关系到未来几十年国民健康长寿、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的重要工作ꎮ 在社会迅速转型的大变革
时期ꎬ如何创新、坚持以学生为本做好体质健康促进
工作ꎬ让健康教育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是未来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的一项事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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