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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基于通过健康尧体育课程让所有儿童拥有健康尧良好的身体素质的体育教育
理念袁通过梳理体育教学分层干预的文献袁发现一般的分层干预仅能满足运动低效
能学生的体育需求袁未能有效地满足运动高效能学生的需求袁未实现让所有儿童通
过体育教育获得良好身体素质的教育目标遥 因此袁本文进一步扩展了体育教学中的
分层干预概念框架袁并梳理了不同层级干预的学校尧社区资源袁并认为识别不同层级
的学生应在美国五大标准的基础上袁根据学校尧社区的优先成果袁设定识别标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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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oncept which aims to help all children obtain fine physical quality through health and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tiered interven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it is found that general tiered intervention can only meet the sports
demands of lower-performing students instead of higher performing students, thus failing to enable
all children to acquire good physical fitness through phys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further
expands the tiered intervention model 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orts out the school and community
resources related to interventions of different tiers. It is also believed that students at different tiers
should b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high-priority outcomes of schools and commun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five Nation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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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承诺袁 通过有效的健康和体育课程

让所有儿童拥有健康尧良好的身体素质 遥 这强化了
[1]

教育工作者需要一个系统的过程袁 使学生能够作出
明智的决策袁然后跟踪这些决策的结果袁以确保学生

一个理念袁即体育教育者有责任确保所有儿童渊不管

按照预期的方式开展体育活动渊如果不能达到目标袁

是技能高或技能低袁经验丰富或经验缺乏袁有动力或

则要尝试其他方式冤遥 换言之袁这个过程就是体育教

无动力的冤都应具有必要的知 识尧技能和素养袁过上
积极尧健康的生活遥 那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钥 教育

育中的野干预反应 渊RTI冤冶遥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简要

概述野干预反应冶在普通教育和体育教学环境中的传

工作者如何既满足表现良好学生的需求袁 又满足表

统使用袁并扩展野干预反应冶的概念框架袁使其既可以

现较差学生的需求呢钥答案是通过制定一项战略袁以

满足表现较差学生的需求袁又可以满足那些在技能尧

确定学生的个人需求袁 并将这些需求与资源联系起

知识和身体素养方面表现较好并渴望参与体育活动

来袁使学生能够沿着个人道路进行终生的体育活动遥

的学生的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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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袁 适应体育教育人员是否能够继续对这个重要
干预反应是一种多层级的教育服务方法袁 其有

助于识别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袁并为他们定制服务 [2] 遥
这种方法多年来一直被用于教育领域袁 主要包括早

期读写 [3] 尧数学 [4] 以及积极的行为 支持 [5] 方面遥 根据
国家干预反应中心的规定袁 干预反应的基本组成部
分包括院渊1冤多级的预防系统袁包括三级及三级以上

的干 预 曰渊2冤普 遍 筛 查 袁以 识 别 学 习 效 果 差 的 学 生 曰
渊3冤监测进度袁以评估学生的成长曰渊4冤数据库决策袁
以告知如何识别不同层级的学生 [6] 遥

在干预反应中袁 第一层级干预是所有学生都将

接受黄金标准课程袁 该课程是基于整个学年最佳教
学实践设计出来的遥 该层干预反应的基本假设是大
多数学生将在没有额外支持 的情况下响应干预袁但
教师并不是期望所有学生都作出回应遥 教师预计少
数学生需要支持和服务袁 才能达到年级整体水平的
期望袁并随时准备向他们提供帮助遥
第二层级干预是针对性的小组干预袁 其干预强
度高于第一层级袁 主要依靠研究策略来满足学生的
特定需求遥第二层级干预既可以在传统教室中进行袁
也可以与专家单独进行袁通常维持 10~15 周 [2] 遥 第二
层级干预的基本特征是频繁地监测进度袁 使用同一
个标准进行简单的评估袁 以确定学生的反应和干预
措施的总体有效性遥根据第二层级评估的结果袁学生
可以回到第一层级干预遥 如果看不到学生发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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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袁接下来教育工作者应考虑进行第三层级干预遥
第三层级干预是个性化和集中性的支持袁 它要
求教育工作者或专家检查学生表现的所有可用数
据袁使用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袁在利用学生优势的同
时消除其学习的障碍遥在第三层级的干预中袁教育工
作者继续进行频繁的进度监测袁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袁
确定学生是否已经取得足够进步以进行第二层级干
预袁或者是需要对某一缺失能力进行潜在的测试遥

的新方向保持无知的状态 [8] 遥 2010 年袁Stephens 等将
干预反应框架扩展到一般体育教育的环境袁 并提供

了在体育馆中如何应用每一层级干预的示例袁 包括
展示了如何在干预反应框架内监控健身目标的进展
情况袁还强调了一般体育教育者与 适 应 体 育 教 育 者

之间合作的重要性 [9] 遥 2012 年袁Dauenhauer 记录了干
预反应在普通体育教学环境中的实际应用袁 设计了

一个三层模型袁该模型正在一所小学中实施袁以促进
学生身体运动和健康遥 模型包 括 第 一层 级 150 min
的优质体育教育袁第二层级野活跃团队冶特殊小组袁以
及第三层级家长的课后计划遥 Dauenhauer 提出了一
个 RTI 评估 / 干预日程表的样本袁引入野健康风险指

数冶的概念袁作为识别需要额外干预的学生的手段 [10]遥
2013 年袁公共 健 康 概 念 与 干 预 反 应 融 合 袁学 校 内 外
延伸三层体育活动整合的策略袁Fedewa 等认为学生
在身体和学业上挣扎袁 额外的身体活动机会可以让
他们受益 [11]遥

2013 年袁干预反应再次成为 Palaestra 期刊中野适

应体育教育十大问题冶之一 [12] 遥 文章中袁适应体育教

育专家们的一项调查显示了一直存在的问题袁 即谁
应该承担在体育教育中实施干预反应的责任袁 以及
如何才能促进一般体育教育者和适应体育教育者之
间的合作遥 最后袁Dauenhauer 等论证了三层级的干预
模式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和健康水平的影响袁 在一个
学年中袁 干预反应的实施使学生身体活动和心血管
耐力逐渐增加袁儿童肥胖率总体下降 [13]遥

虽然干预反应在体育教育中的运用仍处于起步

阶段袁但它已经被概念化袁并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苦
苦挣扎的学习者身上遥 无论是为了满足有身体活动
限制的学生的需求袁 还是为了增加肥胖学生的身体
活动和健康素养袁 该模型都强调了对表现低于预期
的学生进行干预遥然而袁对表现优异的学生提出类似

叶残疾人教育促进法案曳中要求袁使用干预反应

的问题同样是重要的遥 是否有可能扩展干预反应的

异模式 [7] 遥 从本质上讲袁干预反应是一种教育策略袁

其他人相同的第一层级干预教学袁 却没有充分发挥

作为识别特定学习障碍的手段袁 取代智商要成就差
旨在让学生体验失败之前袁主动满足学生的需求 [2]遥

概念框架袁 以满足那些有运动倾向并且正在接受与
其潜力的学生的需求袁 帮助教师既考虑表现最差的
学生的需求袁又考虑所有学生的需求渊包括表现较好
的学生冤呢钥

尽管干预反应在教育中得到了广泛 的实 施 袁但

在体育教育领域中的应用较少遥 在体育教育期刊中
首 次 提 到 干 预 反 应 的 是 Sherrill 在 Palaestra 中 发 表
的一篇文章遥 该文在适应体育渊APA冤的背景下袁介绍
了干预反应 [8] 遥 Sherrill 给出了该模型的概述袁并提出

与干预反应相关的传统模型是金 字塔 模型 袁底

部为第一层级袁 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向上延伸至顶

点 [9-10] 遥 金字塔两侧各有一条线袁表示向三级前进时

干预强度和进度监控频率的增加遥 一般与每一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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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比例如下院第一层级的学生有 80%袁第二层级

国家标准和年级水平学习成果曳描述了 5 个标准袁这

的学生有 15%袁第三层级的学生有 5%

些标准涉及学生终身运动和健身所需的知识尧 技能

[14]

遥 金字塔从

视觉上描绘了第一层级如何成为其他层级干预的基
础袁 以及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如何逐渐以密集干预
的方式为越来越少的学生提供服务遥

和素养袁 文件还详细说明了每个年级学生在高质量

体育课程中可以达到的具体成果 [15] 遥 其次袁叶体育的
基本组成部分曳描述了政策和环境尧课程尧适当的教

图 1 显示了一个扩展的体育教学分层干预的概

学尧学生评估领域优质体育教育的关键特征袁该建议

念框架遥 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的金字塔结构专注于

还包含体育运动要求渊每周进行 150~225 min冤尧标准

表现较差的学生袁它们被保留在图形的左侧遥但是转

的课程尧充足的体育活动时间尧一致的学生水平评估

向金字塔的另一边袁 可以在右侧添加表现较好学生
的额外等级袁从而创建一系列干预措施遥这些层级使
用颜色编码袁旨在促进教师对数据的组织和解释遥学
生可以用内部评估电子表格中的颜色 渊从红色到紫
色冤 突出显示袁 具体颜色将取决于他们获得哪种干

预遥 第一层级位于图形的中心袁编码为绿色袁是最大
的部分袁表明它有望满足大多数学生的需求遥第一层

和课程水平评估 [16] 遥 该文件还强调了实施综合性学

校体力活动项目渊CSPAP冤以支持体育教育目标的重

要性 [16] 遥 最后袁叶美国 K-12 适当的教学实践指南曳进
一步区分了体育教学中的适当和不恰当的实践袁并
为教育者提供了如何提供高质量体育教育的详细实
例 [17] 遥 这 3 个文件一起为高质量的体育教育提供了

清晰的定义袁这是第一层级预期提供的教学内容遥如

级学生的百分比从 80%降至 60%袁以适应针对不同

果无法保证第一层级的教学质量袁 则应该在进行更

水平学生的新干预类别遥 表现较差学生的第二层级

高级别干预之前袁努力改进黄金标准的课程和教学遥

和第三层级分别用黄色和红色进行编码袁 位于图形

第二层级渊黄色冤旨在为在体育教育中表现低于

的左侧曰而对于表现较好的学生袁新增的第二层级和

年级水平的学生提供补充教学袁 应使用整个学年进

第三层级分别用蓝色和紫色进行编码袁 位于图形的

行的普遍筛查来识别第二层级的学生袁 并且更频繁

右侧遥 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学生的比例与原始模型

地使用进度监控来跟踪学 生对此级别干预的响应遥

维持一致渊即每侧分别为 15%和 5%冤遥 但是袁值得注

第二层级干预可以在体育课堂尧 小组课程或校外课

意的是这些比例只是估计值袁 实际数值将取决于识

程中进行遥例如袁教师可以按照学生的表现水平对其

别学生的标准遥 干预强度在模型两侧的二级和三级

进行分组袁 然后基于评估数据的结果向各组提供针

都在增加袁 而进度监测的频率随着干预仅在模型的

对性的指导遥如果一门体育课有多位体育教师袁那其

左侧增加遥 下文将详细描述扩展框架的各方面遥

中一位教师可以带领大多数人的小组袁 而另一位教
师可以对少数人的小组进行针对性的干预遥 有些学
校袁 例如 Dauenhauer 描述的学校在学生在校期 间袁
安排了干预时间袁 体育教育者可以在正常的体育课
时间之外与小组学生进行互动袁 这些小组的学生可
以在一个关注其个人需求的环境中得到急需的补充
教学 [10] 遥

在某些情况下袁 处于第二层级的学生可以得到

校外的资源袁例如专门的体育活动俱乐部尧开放式健
身房尧户外活动或社区休闲联盟渊表 1冤袁学生应根据
个人需求和兴趣有目的地选择这些资源遥 考虑到第
二层级的学生的表现低于年级水平袁 故最好将他们
图 1 扩展的体育教学分层干预的概念框架

与非竞争性资源联系起来袁 直到他们对自己的技能
充满信心袁这样他们就不会因过分强调竞争而气馁遥
但是袁 有些表现较差的学生可能会在竞争激烈的环

第一层级渊绿色冤包括所有的学生袁无论其能力

境中茁壮成长袁所以这些选择也应该被考虑袁因此也

或表现水平如何袁都将获得黄金标准的课程和教学遥

可以考虑竞争性资源遥 体育教育者的工作是了解社

什么是体育课程与教学中的野黄金标准冶钥 美国健康

区中的机会袁 并直接将学生和 / 或家庭与这些资源

与体育教育者学会通过多个指导文件明确定义了高
质量体育教育的特征遥 首先袁叶美国 K-12 体育教育的

联系起来 [18]遥 在大多情况下袁简单信件和跟踪电话就
足够了遥 第二层级的基本目的是在学生遇到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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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之前主动解决他们的表现问题遥 如果普遍筛查

果进展监测和针对性的干预没有取得进展袁 那他们

和进度监测表明处于第二层级的学生已经取得了足

就要返回至第一层级遥

够的成效袁那他们可以继续参与其中的活动袁但是如

第三层级渊红色冤袁如果普遍筛查和进度监 测 数

表 1 体育教学中分层干预的资源
第三层级渊红色冤

第二层级渊黄色冤
补充教学

第一层级渊绿色冤

第二层级渊蓝色冤

黄金标准课程与教学

第三层级渊紫色冤
强化教学

在校期间进行一对一 [10]辅 体育课程中有针对性的小 叶美国 K-12 和年级水平学 体育课程中有针对性的小 社区竞技体育[29]渊例如旅游

导渊例如休息尧 午餐尧 过渡 组教学 [19]尧小组干预 [13]尧校 习成果曳[15]尧叶体育的基本组 组教学 [26] 尧学 生 体 育 活动 团队尧 高尔夫锦标赛冤尧耐
期冤袁强 化 社 区 计 划 [19]袁 专 外的体育活动娱乐计划 [21] 成部分曳 [16]尧叶美国 K-12 适 要要
要领导机会[27]渊例如Play- 力赛事[30]渊例如 5K尧铁人三

家 咨 询 [ 20 ] 渊例如适应体育 渊例如 PA 俱乐部尧 开放式 当 的 教 学 实 践 指 南 曳 [ 17 ] 尧 works Junior Coaches袁学生 项赛尧马拉松 比赛 冤尧 精英
教育者尧 职业 治 疗 师 尧护 健身房尧户外活 动 冤尧 社区 SPARK 课程[23]渊儿童运动尧 健康团队领导冤尧校外竞争 体育发展计划[31]渊例如青少
士尧医师冤

娱乐运动项目[22]

游 戏 和 体 育 活 动 课 程 冤尧 体育活动计划[28]渊例如校内 年奥运会等冤
CATCH 课程 [24] 渊儿童与青 运动尧校际运动尧俱乐部 尧
少 年 心 血 管 健 康 发 展 计 舞蹈表演团体冤
划冤尧叶健康生活曳[25]

据表明第二层级的学生没有对干预作出反应袁 没有

通过基准评估 渊表现没有改善或者是表现更差冤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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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棘皮症冤袁可能需要咨询医生遥在这种情况下袁体
育教师应该直接与学校护士尧孩子父母一起合作袁以

可以将学生安排到第三层级遥 第三层级是最密集和

确定学生身体发展的最佳途径遥 第三层级的干预依

个性化的干预袁 体育教育者会密切关注学生表现的

赖于团队合作袁 从而确保有风险的儿童能接受到最

特殊情况袁并根据学生的个人需求量身定制干预遥这

个性化和密集的干预措施袁使他们重回正轨遥体育教

一级别的干预措施可以采取一对一辅导袁 强化社区

育者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是建立一个团队并确保每

规划或转诊给专科医生的方式遥 第三层级干预通常

个成员都充分了解情况遥

需要与学生父母进行更深入的沟通袁 因为这一层干

第二层级渊蓝色冤袁右侧的第二层级干预旨 在 将

预更为密集袁且在校外也可能需要学生参与其中遥一

表现较好的学生与学习经验和资源联系起来袁 从而

对一的辅导可以由一些合格的学校工作人员 渊例如

为其提供适当的自我挑战遥 与表现较差的学生的第

体育教师尧适应体育教师尧学校护士尧学校心理学家尧

二层级渊黄色冤类似袁这些干预可 以发生在体育课堂

社会工作者冤袁安排在校期间比较轻松的时间内进行

之内或者之外遥 体育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表现水平

渊例如休息时间尧午餐时间和过渡期冤遥 从本质上讲袁

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分组袁 为表现较好的学生提供

一对一辅导的目的是识别学生生活中一直存在的障

更高水平的学习体验袁 或者提供更多以儿童为导向

碍袁从而帮助学生解决问题袁并培养其必要的技能以

的学习体验袁以便学生可以选择按自己的进度进行遥

克服障碍 遥
[9]

人们围绕社区设计了第三层级的计划袁 很多社

区都能为那些正在将健康生活作为优先事项的家庭

喜欢激烈竞争的学生和喜欢娱乐运动的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爱好选择竞技类或娱乐活动遥
教师还可以将学生与社区资源联系起来袁 以便

提供了计划遥 例如袁MEND 计划渊心灵尧运动 尧营养尧

学生得以扩展他们的特定技能遥例如袁表现出特殊投

的生活冶 遥 该计划与基督教青年会合作袁安排的营

系袁 或者具有优秀舞蹈和节奏技能的孩子可以在舞

行动冤旨在激励孩子及其家人过上野更健 康尧更幸福
[32]

球 / 接球技能的学生可以与当地的小联盟球队联

养专家和运动专业人士的双周会议袁 可以为儿童和

蹈团练习遥 在校外第二层级渊蓝色冤干预的适当资源

家长提供有效的健康生活策略袁 该项计划获得了社

可以包括校内运动尧校际运动尧俱乐部或舞蹈表演团

会支持遥

体袁这是用于识别学生的个人技能和兴趣袁以便他们

最后袁第三层级的干预可能涉及到咨询专家遥 如

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并充分挑战袁 从而提高他们的运

果学生身体有残疾或运动障碍袁 可咨询适应体育教

动技能袁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活动参与度遥与第

师或职业治疗师袁制定个性化计划袁从而改善学生的

二层级的干预渊黄色冤一样袁体育教育者的工作 是了

学习效果遥 在儿童的安全 / 健康情况让人担忧的极

解可能使这些学生受益的社区资源袁 并采取适当措

端情况下渊例如 急性 损伤 / 疾 病尧慢性 高 血压 尧黑 色

施将学生和家庭与这些资源联系起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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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层级渊紫色冤袁右侧的最后一层是为表现最好尧

败袁而是仔细观察学生对干预措施的反应袁如果干预

最具运动能力的学生设计的袁 这些学生可能在多种运

不奏效袁就需要迅速地调整策略遥仔细观察学生如何

动或体育活动中都有天赋袁 或者在某个特定领域非常

应对干预措施袁并在学生非运动期内迅速调整策略遥

优秀遥 为了让这些学生时刻接受和参与挑战袁体育教育

进展监测数据包括普遍筛查的评估袁 或更贴近学生

者应该与家长和负责人渊例如教练尧项目负责人冤密切

的独特需求的评估遥 进展监测评估的关键是评估应

合作袁以确定人才培养计划和激发运动潜能遥 Aspen 研

尽可能简短袁以免浪费宝贵的教学时间袁并为教育工

究所的最新研究报告表明袁 运动领域的过早专业化可

作者提供与优先结果相关的可操作信息遥

能导致疲劳袁损伤率增加袁降低学生成年期体育参与程

应使用普遍筛查和进度监测数据来确定学生

度 遥 因此袁建议儿童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遥

在各层级之间的位置和各层级之间的过渡遥 年初的

第三层级渊紫色冤的学生应该与社区中的体育活

筛选可以看出学生的表现袁并允许体育教育者 优先

动机会联系起来袁这些机会可以扩展学生的视野袁增

考虑需要高层级干预的学生遥 当学生参加第二层级

[33]

强他们参与运动的内在享受袁 同时还提供适当水平
的竞争遥 第三层级渊紫色冤的干预可能包括竞技团队

渊黄色冤和第三层级渊红色冤的干预时袁可以使用进度

监测数据来确定年中筛选的反馈速度遥 在年中筛选

运动尧儿童耐力赛事渊例如 5K尧马拉松冤尧个人运动渊武

中仍处于底部 15%袁但在第二层级取得巨大进步的

术冤袁或更正式的体育发展计划渊如青少年奥运会冤遥 教

学生可以回到第一层级曰 相反在年初表现强 劲袁在

练员和辅助教练员也可以在这一层面为学生提供早

年中表现大幅下降的学生可能会进入 第二层级渊黄

期的职业探索机会袁 关键是要以学生的兴趣为基础袁

色冤遥 学校应考虑他们的优先成果袁以及更高层次干

并确保这些经历有助于培养他们终身体育的意识渊见
表 1袁了解每一层级可使用的有效资源冤遥

预的资源可用性袁 为学生的层级安排决策提供信
息遥 同样重要的是袁要注意颜色和层级标签 仅供教

师使用袁在公开识别第一层级以外的学生群体时袁应
使用诸如野活跃团队冶[9]这样的名称袁以避免任何潜在
目前在体育教育中袁 还没有普遍认可的用于识

的歧视遥

别那些需要干预的学生的方法遥然而袁在标准化的教
育年代袁 将美国健康和体育教育工作者协会的国家
标准渊2014冤作为指南是合乎逻辑的遥 有一种策略是

干预反应提供了一个框架袁 可用于根据学生的

制定一项涵盖五项国家标准的综合评估计划袁 并收

个人需求袁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遥本文介绍的框

集与每个年级优先成果相关的证据遥 这些数据可以

架扩展了传统的干预反应模型袁 可以同时满足低绩

通过加权袁成为野体育素养综合评分冶袁用于确定学生

效和高绩效学生的需求袁 并提出了每个层级适当的

在各个层级的位置遥 为了帮助学校 / 社区完成这一

干预措施的资源袁但这些干预措施可能因环境而异袁

步骤袁文献中有许多基于标准的评估资源渊例如体育

并取决于特定学校尧社区可用的资源遥 同时袁本文还

教育中的评估驱动教学

提出了学生层级安排的决策方法袁 但这些方法也可

的绩效评估

[ 35]

[34]

袁中学和高 中体育 教 育 中

冤遥 此外袁许多学校使 用 Fitnessgram

[36]

来跟踪学生在健康领域 5 个方面的表现遥 这些数通
过加权袁并与其他评估标准相结合袁可以识别需要额
外干预的学生遥

能因学校尧社区而异袁并取决于哪些结果是学校优先
的选择遥
在干预反应的概念框架内袁体育教育者的主要职
责是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育袁 收集有意义的评估数

本文建议学校先从体育教育标准入手袁 然后考

据袁根据数据作出适当的层级安排决策袁让利益相关

虑学校尧社区的特征袁为识别学生优先考虑其他的数

者了解情况袁并与学校和社区资源建立联系袁为金字

据遥另外本文还建议袁如果教师在学校可以经常观察

塔两侧的学生提供额外的支持遥 美国健康与体育教育

到学生渊每周超过两次冤袁并且班级规模合理的状 态

者学会承诺袁要让所有的孩子走上健康和良好身体素

下袁教师应该每年收集 3 次数据渊开学 9 月尧期中 12

质的道路遥 如果要成功实现这一承诺袁教育工作者要

月尧期末 5 月冤袁从而及时对学生进行干预遥

确保所有学生毕业时都具备身体活动的知识尧技能和

除了普遍筛查数据外袁 还应更频繁地收集第二

层级 渊黄 色 冤和 第 三 层 级 渊红 色 冤学 生 的 进 度 监 测 数

素养袁从而使其作出健康的选择袁那么就必须开发有
效的系统来跟踪学生的学习和干预袁尽早让学生获得

据袁以便更密切地观察学生对干预的反应遥需要值得

经验和成功袁本文认为通过干预反应对体育教育进行

注意的是袁 干预反应的前提是教师不会等着学生失

分层干预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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