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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广东省 2000年、1995年、1991年、1985年 4 次全国学生体质调查研究资料，对广东省城乡学生体能

素质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15年来全省学生体能素质总体水平有下降的趋势。影响学生体能素质下降的原因有：

一些地区和学校未能摆正体育的位置；学校体育的法规未能建立和健全；独生子女的学生普遍存在意志薄弱；缺乏

刻苦锻炼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学生的体育兴趣和习惯未能建立。建议加强学校体育立法建设；改革课外体育活动和

竞赛制度；改革学生体能测试办法，把参加测试学生的表现与学生的操行评价结合在一起。另一种是建立学生体

质、体能测试站，让学生自主地进行测试，然后每年从测试的所有学生中按要求抽样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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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is conducted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changes in plysical ability and quality of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on the basis of the test results of ability and quality of the students from 1985 to 2000，and reveals the causes
of the decreased merits of their physical ability and quality. The writer states the success in physical education in schools as well
as the shortcoming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methods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ability and methods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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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广东省 2000年、1995年、1991年、1985年 4次全

国学生体质调查研究资料统计结果，以速度（50 m 跑）、弹跳

（立定跳远）、力量（斜身引体、引体向上、仰卧起坐）、耐力（50
m× 8往返跑、1 000 m跑、800 m 跑）、柔韧性（立位体前屈）等

体能指标作为主要研究指标，对我省城乡学生体能素质指

标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旨在为有关部门和学校了解 15 年

来学校体育工作的成效与存在的不足，为各级主管部门和

学校体育工作提供参考。

1 结果比较

（1）速度素质（50 m跑）

2000年广东省城乡男、女生各年龄组（7 ～ 22 岁）的 50 m
跑平均成绩比 1995年下降 0.22 s、比 1991 年下降 0.16 s、比

1985年下降 0.14 s，而大多数的年龄组也比 1991、1985年的成

绩下降。

2000年广东省乡村女生各年龄组的 50 m平均成绩均比

1995、1991、1985年的成绩下降，只有乡村男生的大多数年龄

组 50 m成绩比 1985 年提高。乡村和城市学生的下降幅度

相差不大。

（2）弹跳力（立定跳远）

2000年广东省城乡男、女生的大多数年龄组的立定跳

远成绩与 1995年相比，平均下降了 3.05 cm，只有个别年龄

组（如城男 9、22岁，城女 8、9、10岁，乡男 10、22岁，乡女 21、22
岁）的立定跳远成绩比 1995 年略有提高。但与 1991 年相比

提高 0.66 cm，与 1985年相比提高 6.34 cm。

2000年广东省城乡男、女生 7～ 12岁的立定跳远成绩比

1995、1985年下降，而 13～ 22岁的乡男、女生比 1985年提高。

（3）力量素质

1）斜身引体：2000 年广东省城市男生斜身引体平均成

绩与 1995和 1985年相比有所提高，其中只有 9 岁组比 1995
年低。2000年成绩与 1991 年相比下降 0.6 次，但比 1985 年

提高 2.24次，而乡村男生斜身引体成绩与 1995 年相比明显

下降，平均下降了 4.47次，但比 1985年高。

2）引体向上：2000 年广东省城乡男生引体向上的平均

成绩都低于 1995、1991、1985年，只有个别年龄组提高（如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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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城男 17岁、1995年乡男 13岁、1991年乡男 13岁、1985 年乡

男 14、17岁）。与 1995年相比平均下降了 2.45 次，与 1991 年

相比下降 2.48次，与 1985年相比下降 1.35次。

3）仰卧起坐：2000年广东省城、乡女生大多数年龄组的

仰卧起坐成绩低于 1995年，平均下降 1.22次，只有少数年龄

组有提高（如城女 16、17、18岁；乡女 7、8、12、22 岁），但与 1991
年、1985年相比，大多数年龄组的成绩有提高。与 1991 年相

比提高 0.86次，与 1985年相比提高 6.21次。

（4）柔韧性素质

2000年广东省学生立位体前屈成绩比 1995 年平均下降

了 1.62 cm，与 1991年相比下降 2.43 cm，与 1985 年相比下降

1.75 cm。2000年城男、女生各年龄组的立位体前屈成绩低

于 1995年，而城、乡男女生大多数年龄组的立位体前屈成绩

也低于 1995年，乡女生各年龄组的立位体前屈成绩也低于

1991、1985年。

（5）耐力素质

与 1995年比较，2000 年广东省反映耐力素质的中长跑

项目平均下降了 12.9 s，与 1991 年相比下降 16.98 s，与 1985
年相比下降 20.6 s。2000年城、乡男女生各年龄组的 50 m×
8往返跑、800 m跑（女）、1 000 m 跑（男）成绩都比 1995、1991、
1985年下降，只有乡女生 9岁组的成绩略有提高。

2 分析讨论

从 2000年学生体能素质指标的测试结果与 1995、1991、
1985年的体能测试结果比较分析可以看出，2000年学生 5 项

体能素质指标总体水平均呈下降趋势，而且一些项目下降

的幅度较大，如速度素质平均下降了 0.22 s；弹跳素质平均

下降了 3.05次；耐力素质平均下降了 12.9 s。也就是说：在

15年中，广东省学生体能素质不仅没有提高，而且有下降的

趋势。造成下降的原因有许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

展，现代化水平的日益提高，广东省的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水

平有很大的提高，学生活动的时间、范围与以前比较，均有减

少和缩小的趋势。2000年广东省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研结

果表明：学生的身高、体重增长，身体发育的匀称度改善，而

学生的体能素质又得不到提高，也就是说，学生身体形态提

高了，而体能素质没有提高，主观上造成了体能素质的下降。

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公共交通和家庭交通工具的逐步普

及，使学生直接活动时间减少，“用则进，不用则退”，客观上

也造成学生体能素质的下降。影响学生体能素质下降的原

因有社会的、家庭的，也有教育系统、学校本身的。

（1）一些地方和学校未能真正贯彻落实“学校教育要树

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未能摆正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位

置。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学生存

在着“三多四少一大”的现象：即作业多、用眼多、静态时候

多，睡眠时间少、体育锻炼少、集体活动少、学生可支配的时

间少，社会和学习的心理压力大。因此，教育行政部门和学

校应切实加强学校体育工作，制定出减轻学生负担的办法，

学校要努力为学生设计走出课堂参加各种各样的身体活动

内容，让学生真正受益。

（2）学校体育立法及制度不健全，也是造成学生体能素

质指标下降的一个原因。《学校体育工作条例》规定每个学

生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时间，但目前仍然未见有具体的实

施方案或有力的措施。坚持了近 10 年的初中体育考试，这

几年也有松懈的迹象，有的地方考试成绩不纳入升学考试

总分，有的地区甚至取消或变相不考。从 2000 年测试结果

看，50 m跑下降的幅度较大，其中初一、初二、初三和高一分

别下降了 0.26、0.32、0.23和 0.38 s。50 m跑是广东省历年体

育考试必考科目，不少学校出现过从初一开始就练习 50 m
跑的应试体育考试现象。从测试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所

有指标中 1995年的成绩是历年来最好的，这与广东省在这

几年中体育考试开展的好有一定的关系。近几年有不少地

区放松了体育考试，学校的应试体育现象得到改变。但不

少学校反映，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没有以前高。因

此，2000年学生 50 m测试成绩下降，可能与体育考试力度减

弱有关。

（3）社会的生活水平提高，独生子女现象，使大多数学生

普遍存在意志薄弱，缺乏刻苦锻炼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不喜

欢参加激烈的活动。特别是农村的学生也开始出现体能下

降的趋势。以前体质健康测试，许多学生都能积极参与并

用力去跑，可现在有的学生没有尽力去完成任务，有的学生

怕苦、怕累，应付测试。这些也是造成学生体能素质指标下

降的一个原因之一。

（4）传统的体育教材体系以竞技体育为编排原则，教材

存在”多、繁、深、旧”的现象，不少学生厌烦体育课。这是造

成学生参加体育锻炼积极性不高，直接影响体能素质指标

下降的原因之一。过去我们常常认为，传统的体育教学造

成学生喜欢体育，而不喜欢体育课。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

在 92%喜欢体育的同学中，不少学生只是停留在“喜欢”甚

至“迷”上，真正喜欢并积极参加锻炼的学生只占 46%。因

此，贯彻新的课程标准，改革体育教学方法，最重要的是培养

学生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养成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为终

身体育锻炼打下基础。

3 结论与建议

与 1995年相比，2000 年广东省学生 5 项体能素质指标

均为下降。和 1995、1991、1985 年的体能测试结果比较呈下

降趋势，也就是说，15年来我省学生体能素质总体水平有下

降的可能。其总体发展趋势为：从 1985 年开始，大多数指标

（除耐力素质外）逐步上升，到 1995年达到最高峰，到 2000 年

开始下降，耐力素质从 1991年开始一直呈下降趋势。

影响学生体能素质下降的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教育内

部的原因。一些地区和学校未能摆正体育的位置；学校体

育的法规未能建立和健全；独生子女的学生普遍存在意志

薄弱；缺乏刻苦锻炼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学生的体育兴趣和

习惯未能建立。这些都是影响学生体能素质指标下降的原

因。建议：

（1）加强学校体育立法建设。切实保证《学校体育工作

条例》和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得到贯彻和落实，对一些地区

和学校擅自更改和降低要求，如课时计划、体育考试方法等，

要采用强有力的措施，以保证政令畅通，依法行政、依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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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依法治校。

（2）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

保证学生每天有一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学校要从健康第

一和素质教育的思想出发，改革课外体育活动和竞赛制度，

并与校外、社区体育活动相结合，通过快乐体育（低年级）和

体育俱乐部的形式，让学生有充分体验体育乐趣和展示自

己水平的机会。

（3）积极贯彻和实验体育课程标准。改革体育课堂教

学，引导和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参与体育活动，培养学生

体育兴趣和锻炼热情，改革教学方法，让学生在展示自己的

水平中养成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逐步树立终身

体育的思想。

（4）改革学生体能测试办法。一是除了加大宣传力度

外，制定一定的措施，把参加测试学生的表现与学生的操行、

评价结合在一起。另一种是建立学生体质、体能测试站，让

学生自主地进行测试，然后每年从测试的所有学生中按要

求抽样进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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