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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北京市 ５~ ６ 岁幼儿基本动作技能与身体素质之间的关联性ꎬ为幼儿体育活动科研工作的进一步

开展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ꎮ 方法　 以北京市 ３ 所幼儿园 １０７ 名 ５ ~ ６ 岁幼儿为研究对象ꎬ采用«儿童运动协调能力评估量

表(第二版)»(Ｍ－ＡＢＣ－２)对幼儿基本动作技能进行评估ꎻ以«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 (幼儿部分)为标准ꎬ对幼儿身体素

质进行评价ꎻ采用典型相关分析基本动作技能与身体素质之间的关联性ꎮ 结果　 ５ ~ ６ 岁幼儿身体素质整体发展水平可正

向预测其手部精细操作能力(Ｂ＝ ０.２４ꎬＰ<０.０５)ꎮ 典型相关分析显示ꎬ在单项身体素质测试中ꎬ网球掷远和走平衡木的成绩

与手部精细动作能力和动静态平衡能力的得分呈正相关( ｒ ＝ ０.４３ꎬＰ<０.０１)ꎬ立定跳远与双脚连续跳也与手部精细操作能

力呈正相关( ｒ＝ ０.３５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５~ ６ 岁幼儿身体素质与基本动作技能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ꎬ其协调性、稳定性的良

好发展会对动作技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ꎮ 家长和老师应注重幼儿精细动作能力的发展ꎬ以促使其全面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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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幼儿体育与健康领域一直将体质健康促进

作为科研与实践工作的首要目标ꎬ将体育活动作为提

高身体素质、促进幼儿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ꎮ 自 ２０００
年«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发布起ꎬ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要求托幼机构每年定期对 ３ ~ ６ 岁在园儿童进行体

质测试ꎬ并上报测试结果ꎬ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善的

幼儿保健常规工作体系[１] ꎮ 然而ꎬ在大多数西方国

家ꎬ幼儿健康领域的首要目标是促进幼儿基本动作技

能发展[２] ꎬ其政府相关部门在制订相应的健康促进政

策时ꎬ大多将提高幼儿基本动作技能发展作为科研实

践工作的重点方向之一[３] 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我国制订

了«“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ꎬ明确提出幼儿健康

是“健康中国”工作体系中的主要内容ꎬ引导幼儿参与

体育活动的主要目的则是促进其基本动作技能的发

展[４] ꎮ
３ ~ ６ 岁是幼儿基本动作技能发展的关键时期ꎬ国

内外动作发展研究者普遍认为ꎬ个体的基本动作技能

在该时期发展越好ꎬ就可为其未来青少年时期学习和

掌握复杂的运动技能奠定良好的基础[５－７] ꎻ同时ꎬ较好

的动作技能发展状况还会对儿童的身体健康、学习能

力、认知发展、性格形成和行为引导起到积极作用[８] ꎮ

４５５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第 ４１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４



基本动作技能不会随着人类的身体发育和年龄的增

长而自动产生ꎬ需要家长或教师等监护人精心教育、
传授、练习强化ꎬ 才能帮助个体正确地理解和掌

握[９－１０] ꎮ 本研究拟采用科学方法对北京市部分 ５ ~ ６
岁幼儿基本动作技能 (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ꎬ
ＦＭＳ)与身体素质(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ꎬ ＰＦ) 进行测验ꎬ并
对二者关系进行探究ꎬ为幼儿体育活动科研工作的进

一步开展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ꎬ从北京市 ３ 所幼儿园

选取 ５ ~ ６ 岁幼儿作为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为无运动

禁忌证、肢体缺陷或认知问题且其监护人已签订知情

同意书ꎮ 共纳入 １０７ 名有效样本ꎬ其中男童 ６１ 名ꎬ女
童 ４６ 名ꎮ 本研究方案已通过北京体育大学运动科学

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２０１９１０１Ｈ)ꎮ
１.２　 方法　 根据«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 [１１] (幼儿

部分)ꎬ身体素质测试内容包括 １０ ｍ 折返跑、立定跳

远、网球掷远、双脚连续跳、坐位体前屈和走平衡木ꎬ
评价幼儿的力量素质、身体柔韧性和灵敏性等ꎮ 各项

指标测试及得分均按照操作手册要求ꎬ６ 项身体素质

得分相加得到各被试的身体素质总分(范围为 １ ~ ３０
分)ꎮ 采用«儿童运动协调能力评估量表(第二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２ꎬ Ｍ－ＡＢＣ
－２)(３ ~ ６ 岁)评估幼儿基本动作技能发展[１１] ꎮ 该量

表包含手部精细操作、手眼协调能力、动静态平衡 ３ 个

维度ꎬ手部精细操作部分包括放置硬币、串珠和描画 ３
项测试ꎻ手眼协调能力部分包括投掷豆袋和抓握豆袋

２ 项测试ꎻ动静态平衡部分包括踮脚走步、单腿平衡和

地毯蹦跳 ３ 项测试ꎬ总计 ８ 个测试项目ꎬ整个测试过程

需 ２０ ~ ３０ ｍｉｎꎮ 根据 Ｍ－ＡＢＣ－２ 使用手册中的标准分

转化表ꎬ将各测试项目的原始分转化为标准分ꎬ根据

标准分计算出每个维度所有测试项目的总分(范围 １
~ １９ 分)ꎬ各维度所有测试单个项目的得分可综合反

映幼儿在该维度的动作技能发展水平ꎮ 以往研究表

明该量表各项效度指标均达到了运动心理测量学的

要求[１２] ꎮ 测试人员统一对幼儿进行身高( ｃｍ)、体重

(ｋｇ) 测量ꎬ 并计算体质量指数 ( ＢＭＩ)ꎬ ＢＭＩ ＝ 体重

(ｋｇ) / [身高( ｍ)] ２ꎮ 测试团队由科研人员、保健医

生、幼儿园老师和运动科学相关专业研究生等 １２ 名测

试人员组成ꎬ所有测试人员在研究开始之前均接受相

关的理论和实操培训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对各项测试得分进行描述

性分析ꎬ非正态分布数据转换后呈正态分布ꎮ 采用协

方差分析ꎬ在控制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的情况下ꎬ比较不

同性别幼儿身体素质与基本动作技能之间的差异ꎮ
采用简单线性回归对幼儿身体素质与基本动作技能

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分析ꎻ采用典型相关进一步分析

研究对象不同维度身体素质与基本动作技能之间的

关联性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幼儿身体素质与基本动作技能现状 　 在控制

ＢＭＩ 的情况下ꎬ协方差分析显示ꎬ在 ６ 项身体素质测试

中ꎬ男、女童身体素质总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１)ꎻ女童网球掷远成绩与坐位体前屈成绩均优于男

童(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在幼儿基本动作技能测试中ꎬ女
童的手部精细操作能力强于男童(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幼儿身体素质与基本动作技能得分比较(ｘ±ｓ)

性别 人数 身体素质
１０ ｍ

往返跑
立定跳远 网球掷远

双脚

连续跳

坐位体

前屈
走平衡木

基本

动作技能

手部

精细操作

手眼

协调能力

动静态

平衡
男 ６１ ２４.０７±２.４０ ３.７０±０.７２ ４.３９±０.７４ ３.２１±０.９０ ４.５７±０.６９ ３.５７±１.２０ ４.６１±０.６１ １３.５４±２.３７ １２.２８±２.１５ １１.８２±２.９２ １３.１１±２.３２
女 ４６ ２５.７２±２.２３ ４.００±０.６７ ４.６５±０.６４ ３.５７±０.９３ ４.７２±０.７２ ４.２０±１.０２ ４.６５±０.６７ １３.４６±２.４４ １３.５０±２.３５ １０.８７±２.３４ １３.５２±２.３４
合计 １０７ ２４.７８±２.４６ ３.８３±０.７１ ４.５０±０.７１ ３.３６±０.９３ ４.６４±０.７１ ３.８４±１.１７ ４.６３±０.６５ １３.５０±２.３９ １２.８０±２.３０ １１.４１±２.７２ １３.２９±２.３２
Ｆ 值 １１.６４ ３.７３ ２.８８ ４.３０ １.６１ ７.２２ ０.０３ ０.０３ ６.３７ ２.２４ ０.４３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４ ０.２１ ０.０１ ０.８７ ０.８７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５１

２.２　 幼儿身体素质与基本动作技能的简单线性回归

分析　 以身体素质总分为自变量ꎬ手部精细操作能

力、手眼协调能力、动静态平衡能力得分及基本动作

技能总分为因变量构建 ４ 个线性回归模型ꎮ 结果显

示ꎬ身体素质总分为幼儿手部精细操作能力的正向预

测变量(Ｂ ＝ ０.２４ꎬＦ ＝ ６.４６ꎬＰ ＝ ０.０１)ꎬ即幼儿身体素质

能力越高ꎬ其手部精细操作能力会越好ꎮ
２.３　 幼儿身体素质与基本动作技能的典型相关分析

将基本动作技能的 ３ 个维度指标[手部精细操作能力

(Ｘ１)、手眼协调能力(Ｘ２ )和动静态平衡能力(Ｘ３ )]与

６ 种身体素质测量指标[１０ ｍ 折返跑(Ｙ１ )、立定跳远

(Ｙ２)、网球掷远(Ｙ３ )、双脚连续跳(Ｙ４ )、坐位体前屈

(Ｙ５)、走平衡木(Ｙ６)]进行典型相关分析ꎬ得到 ３ 对典

型相关变量ꎮ 第 １ 对典型相关变量为 Ｖ１ 和 Ｗ１ꎬ第 ２
对为 Ｖ２ 和 Ｗ２ꎬ第 ３ 对为 Ｖ３ 和 Ｗ３ꎮ Ｖ１、Ｖ２ 和 Ｖ３ 是基

本动作技能发展 ３ 个维度的线性组合ꎬＷ１、Ｗ２ 和 Ｗ３

为身体素质各指标的线性组合ꎮ Ｖ１、Ｗ１、Ｖ２、Ｗ２、Ｖ３、Ｗ３

各自的线性组合表达式分别为:
　 　 Ｖ１ ＝ －０.４８２Ｘ１ －０.３５８Ｘ２ －０.６５８Ｘ３

Ｖ２ ＝ －０.８７０Ｘ１ ＋０.３５３Ｘ２ ＋０.４２７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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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３ ＝ －０.１９１Ｘ１ －０.８７８Ｘ２ ＋０.６３０Ｘ３

Ｗ１ ＝ － ０. ２５８Ｙ１ ＋ ０. ２８７Ｙ２ － ０. ５２４Ｙ３ － ０. ００６Ｙ４ ＋ ０. ０２４Ｙ５ －
０.６３７Ｙ６

Ｗ２ ＝ － ０. １７７Ｙ１ － ０. ４０３Ｙ２ ＋ ０. ０８３Ｙ３ － ０. ７８９Ｙ４ ＋ ０. ２６７Ｙ５ －
０.３８７Ｙ６

Ｗ３ ＝ ０.８４７Ｙ１ －０.７１５Ｙ２ －０.３０６Ｙ３ ＋０.１８３Ｙ４ ＋０.０１９Ｙ５ －０.１６５Ｙ６

　 　 第 １ 对典型相关系数 ｒ ＝ ０.４３ꎬＰ<０.０１ꎻ第 ２ 对典

型相关系数 ｒ ＝ ０.３５ꎬＰ<０.０１ꎻ第 ３ 对典型相关系数 ｒ ＝
０.２４ꎬＰ>０.０５ꎮ 因此选用 Ｖ１、Ｗ１ 和 Ｖ２、Ｗ２ 两对典型相

关变量对此次研究结果进行分析ꎮ 根据标准化典型

加权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可知ꎬＶ１ 中起主要作用的变量

为 Ｘ１、Ｘ３ꎬＷ１ 中起主要作用的是 Ｙ３ 和 Ｙ６ꎬ因此 Ｘ１、Ｘ３

与 Ｙ３、Ｙ６ 之间呈正向关联ꎻＶ２ 中起主要作用的变量是

Ｘ１ꎬＷ２ 中起主要作用的是 Ｙ２ 和 Ｙ４ꎬ因此在第 ２ 对典型

相关变量中 Ｘ１ 与 Ｙ２、Ｙ４ 之间呈正相关ꎮ 即在幼儿身

体素质的单项测试中ꎬ幼儿网球掷远和走平衡木的成

绩与手部精细动作能力和动静态平衡能力的得分呈

正相关ꎬ立定跳远和双脚连续跳的成绩与手部精细操

作能力呈正相关ꎮ
冗余分析可知ꎬ基于基本动作技能的第 １ 对典型

相关变量 Ｖ１ 可以解释相应的 Ｘ 变量组 ４０.２％的变异ꎬ
第 ２ 对典型相关变量 Ｖ２ 可以解释相应 Ｘ 变量组

３１.７％的变异ꎻ基于身体素质的第 １ 对典型相关变量

Ｗ１ 可以解释相应的 Ｙ 变量组 ２２.０％的变异ꎬ第 ２ 对典

型相关变量 Ｗ２ 可以解释相应 Ｙ 变量组 １９. ７％ 的

变异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男、女幼儿在网球掷远、坐位体

前屈及手部精细操作能力上存在一定的差异ꎻ５ ~ ６ 岁

幼儿身体素质整体发展水平可正向预测其手部精细

操作能力ꎻ幼儿网球掷远和走平衡木的成绩与手部精

细动作能力和动静态平衡能力的得分间呈正相关ꎻ立
定跳远与双脚连续跳的成绩与手部精细操作能力的

得分呈正相关ꎮ
随着幼儿年龄的增长ꎬ在身体素质及基本动作技

能测试中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ꎮ 本研究显示ꎬ在 ５
~ ６ 岁幼儿身体素质测试中ꎬ女童身体素质总得分及

网球掷远和坐位体前屈成绩均优于男童ꎮ 网球掷远

主要反映幼儿的上肢以及腰腹肌的肌肉力量和身体

的整体协调性ꎬ与其他学者[１３－１４] 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

的差异性ꎻ坐位体前屈测试可反映幼儿的身体柔韧

性ꎬ本研究中ꎬ女童的柔韧性强于男童ꎬ与林慧明等[１５]

的研究结果类似ꎬ可能与性别遗传因素有关ꎬ符合人

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ꎮ
在基本动作技能测试中ꎬ女童表现出手部精细动

作能力较强ꎮ 正常情况下ꎬ幼儿在游戏中会表现出与

自己性别相适应的风格ꎬ如女童喜欢运动量较小、安
静的运动ꎬ而男童则喜欢跑、跳、投等运动量较大的运

动ꎮ 同时ꎬ在选择平时的游戏类型时ꎬ女童更倾向于

在室内进行一些手工类性质的游戏或一些具有情节

性的角色扮演类游戏ꎬ而男童则更喜欢在室外进行活

动[１６] ꎮ 李静等[１７] 在其研究中也提出ꎬ受社会性别角

色的影响ꎬ父母对幼儿游戏类型的选择也会存在一定

的差异性ꎬ多会鼓励女童进行一些强度较低、安全系

数较高的游戏ꎬ男童则是参加一些剧烈且具有竞争性

的活动ꎬ进而加剧了男女童在不同类型运动技能中经

验积累的差异性ꎮ
３ ~ ６ 岁是幼儿生长发育的黄金时期ꎬ身体素质和

动作技能作为 ２ 个不同的发展领域ꎬ既互相联系ꎬ又彼

此独立[１８] ꎮ 目前ꎬ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只关注幼儿

基本动作技能与其整体体质健康之间的关系ꎮ 本研

究分别将幼儿动作技能的 ３ 个维度得分与其身体素质

得分进行线性回归分析ꎬ结果发现幼儿身体素质与手

部精细动作能力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ꎮ 手部精细动

作能力主要反映幼儿小肌肉群的发展水平ꎬ从当前流

行的幼儿体育教育风格来看ꎬ家长或老师通常将较多

精力放在了促进幼儿大肌肉群动作技能发展上ꎬ但实

际上ꎬ幼儿精细动作的发展也不容忽视ꎬ家长和老师

应投入相应资源ꎬ抓住其精细动作发展的关键时期ꎬ
使幼儿群体能够熟练掌握更多的精细动作ꎬ以促进个

体身体健康的整体发展ꎮ
本次研究结果中ꎬ幼儿网球掷远和走平衡木的成

绩与手部精细动作能力和动静态平衡能力的得分呈

正相关ꎬ立定跳远和双脚连续跳的成绩也与手部精细

操作能力呈正相关ꎮ 当幼儿网球掷远成绩较好时ꎬ其
腰腹肌肌肉力量通常较强ꎬ表明其具有较强的核心稳

定性ꎬ且较好的网球掷远成绩还可反映出较强的控制

物体运动的能力ꎮ 有研究表明ꎬ核心力量训练是提高

学生动态平衡能力的主要手段[１９] ꎮ 走平衡木主要用

于反映幼儿的平衡能力ꎬ３ ~ ６ 岁是幼儿平衡能力的快

速发展期ꎬ平衡系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成熟[２０] ꎬ同
时在幼儿完成行走动作过程中ꎬ除需具有较好的平衡

能力外ꎬ还需其视觉进行协调配合ꎬ集中注意于姿势

控制ꎬ以提高稳定性ꎬ进而快速稳定地通过平衡木[２１] ꎮ
吴升扣等[２２]在其研究中也指出幼儿的静态平衡能力

与动作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ꎮ 立定跳远、双脚连续跳

除反映幼儿下肢肌肉力量外ꎬ还可反映全身的协调

性ꎬ因此全身协调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会促

进幼儿手部小肌肉群精细动作的发展ꎮ
总体而言ꎬ５ ~ ６ 岁幼儿身体素质与基本动作技能

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ꎬ其协调性、稳定性的良好发展

会对其动作技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ꎮ 家长

和老师要充分认识这一时期的重要性ꎬ遵循幼儿不同

年龄阶段发育的特征和规律ꎬ在促进其体质健康的基

础上ꎬ增加其参与体育活动的兴趣ꎬ以促进其基本动

作技能的发展ꎬ为之后参与复杂运动项目奠定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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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ꎻ学校也应增加基本动作技能相关的评价体系ꎬ
保证幼儿全面发展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胡水清ꎬ王欢ꎬ李一辰.北京市 ３~ ６ 岁儿童国民体质测试成绩与粗

大动作技能发展的关系[Ｊ] .中国体育科技ꎬ２０１８ꎬ５４(５):３２－３７.
[２] 　 莫月红. 基于动作发展视角的幼儿体质健康促进研究[Ａ] / / 中国

体育科学学会. ２０１５ 第十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

(三)ꎬ２０１５:２.
[３] 　 马瑞ꎬ宋珩.基本运动技能发展对儿童身体活动与健康的影响

[Ｊ] .体育科学ꎬ２０１７ꎬ３７(４):５４－６１ꎬ９７.
[４] 　 周喆啸. ３ ~ ６ 岁幼儿身体功能性动作体系的构建与实证研究

[Ｄ].太原:河北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７.
[５] 　 Ｄ’ＨＯＮＤＴ Ｅꎬ ＤＥＦＯＲＣＨＥ Ｂꎬ ＧＥＮＴＩＥＲ Ｉꎬ ｅｔ ａｌ.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ｎｏｒｍａｌ￣ｗｅｉｇｈｔ ｐｅｅｒｓ[Ｊ] . Ｉｎｔ Ｊ Ｏｂｅｓꎬ２０１３ꎬ３７(１):６１－６７.

[６] 　 ＬＬＯＹＤ Ｍꎬ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Ｔ Ｊꎬ ＢＲＥＭＥＲ Ｅ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ｔｏ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ａ ２０￣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Ｊ] . Ａ￣
ｄａｐｔ Ｐｈｙｓ Ａｃｔ Ｑｕａｒｔꎬ２０１４ꎬ３１(１):６７－７８.

[７] 　 辛飞ꎬ蔡玉军ꎬ鲍冉ꎬ等.国外幼儿基本动作技能干预研究系统评

述[Ｊ] .体育科学ꎬ２０１９ꎬ３９(２):８３－９７.
[８] 　 支运朋. ３ ~ ６ 岁儿童基本动作技能发展与静态平衡能力的相关

性研究[Ｄ].济南:山东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７.
[９] 　 ＣＬＡＲＫ Ｊ 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Ｊ] . Ｑｕｅｓｔꎬ２００５ꎬ５７(１):３７－４５.
[ １０] ＬＵＢＡＮＳ Ｄ Ｒꎬ ＭＯＲＧＡＮ Ｐ Ｊꎬ ＣＬＩＦＦ Ｄ Ｐꎬ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 .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２０１０ꎬ４０
(１２):１０１９－１０３５.

[１１]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Ｓ Ｅꎬ ＳＵＧＤＥＮ Ｄ Ａꎬ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Ａ 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ｂａｔｔｅｒ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 ｓ ｍａｎｕａｌ [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２００７ .

[１２] 花静ꎬ吴擢春ꎬ孟炜ꎬ等.儿童发育协调障碍评估工具在我国应用

效度的初步分析[Ｊ] .中国儿童保健杂志ꎬ２０１０ꎬ１８(７):５５６－５５９.
[１３] 徐伟ꎬ杨雪锋ꎬ岳圆梦ꎬ等.郑州市区 ３ ~ ６ 岁幼儿体质健康现状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８ꎬ３９(２):２９５－２９７.
[１４] 李璇ꎬ徐雅婷ꎬ朱可欣ꎬ等.嘉兴市 ３ ~ ６ 岁在园幼儿体质状况与体

育活动的相关性研究[Ｊ] .体育科技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１):１０６－１０７ꎬ１１０.
[１５] 林慧明ꎬ汪晓阳.山西省 ３ ~ ６ 岁幼儿身体素质发展规律对幼儿武

术学的启示[Ｊ] .搏击(武术科学)ꎬ２０１０ꎬ７(１２):７５－７６ꎬ８２.
[１６] ＳＭＩＴＨ Ａ ＢꎬＩＮＤＥＲ Ｐ 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ｍｅ￣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ｇｅｎｄｅｒ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ｐｅ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Ｊ] . Ｅｄｕｃ Ｐｓｙ￣
ｃｈｏｌꎬ１９９３ꎬ１３(１):２９－４２.

[１７] 李静ꎬ刁玉翠ꎬ孙梦梦ꎬ等.３ ~ ５ 岁幼儿基本动作技能与体能的关

系研究[Ｊ] .中国体育科技ꎬ２０１９ꎬ５５(６):５２－５８.
[１８] 王欢ꎬ胡水清ꎬ李一辰ꎬ等.学前儿童动作技能与身体素质水平的

典型相关分析[Ｊ] .中国体育科技ꎬ２０１９ꎬ５５(６):４６－５１.
[１９] 王茜. 核心力量训练对平衡能力和核心稳定性影响的实验研究

[Ｄ].苏州:苏州大学ꎬ２０１６.
[ ２０] ＤＥＭＵＲＡ Ｔꎬ ＫＩＴＡＢＡＹＡＳＨＩ Ｍ. Ｂｏｄｙ ｓｗａ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ｃ ｕｐｒｉｇｈｔ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 .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０６ꎬ１
(４):１５８－１６１.

[ ２１] ＷＥＳＴＥＮＤＯＲＰ Ｍꎬ ＨＡＲＴＭＡＮ 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ｓｓｍｏ￣
ｔｏｒ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
ｔｉｅｓ[Ｊ] . Ｒｅｓ Ｄｅｖ Ｄｉｓａｂｉｌꎬ２０１１ꎬ３２(６):２７７３－２７７９.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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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２１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１－２０


(上接第 ５５３ 页)
提出人潜意识中存在恋母情结(男性) 或者恋父情结

(女性) [１３] 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ꎬ随着年级的

增长男女生抑郁症状检出风险均增加ꎬ与有关研究结

果一致[１４] ꎮ 非独生子女的抑郁症状检出风险高于独

生子女ꎬ与金霞芳等[１５]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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