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9, 8(7), 1137-1141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19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7157

The Value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Sports
Animation in Children’s Sports
Fan Yang
School of Leisure Sports, Shanghai Sports University, Shanghai
th

nd

th

Received: Jun. 19 , 2019; accepted: Jul. 2 , 2019; published: Jul. 9 , 2019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imation and children’s sports. It is found that
sports animation is close to children's life and can improve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
in sports; encourage parents to participate in children’s sports activities, and promote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carry forward excellent will and character, and promote children’s
cognition of sports spirit;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peers and children’s social integrat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animation in China. The combination with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not enough; intelligent terminal playback
brings new problems. Then it is put forward that our country in sports animation sh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erivative industries to attract children’s attention; integrate the traditional
art into the sports culture; enrich the children sports form content; upgrade intelligent terminal
supervision mode to purify children’s net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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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体育动画和少儿体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体育动画贴近少儿生活，提升少儿对体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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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体育兴趣；推动家长共同参与少儿体育活动，共促少儿身心健康；弘扬优秀意志品格，促进少儿认知
体育精神；促使同伴共同参与，促进少儿社会融入。我国的体育动画发展还有不足处：节目创新度低；
与我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结合不够；智能终端播放带来新问题。提出我国体育动画应该：推动发展衍生
产业，吸引少儿关注；将传统艺术形式融入体育文化，丰富少儿体育形式内容；升级智能终端监管方式，
净化少儿网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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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动画片是大部分少儿童年的影子，可以说，动画伴随着每个少年儿童的成长，每
个时代的孩子心中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动画。随着网络以及各种智能设备的普及，少儿们接触动画的方式
发生了变化，更多孩子开始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接触着各种动画片和衍生的游戏，在游戏中思索、
在观看动画中得到成长。
少儿是人类发展的关键时期，是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在我国普遍把 7 到 17 岁的少年儿童称为少儿。
在这一时期，其生理心理都快速发育，是形成良好身体素质的基础阶段。在少儿时期通过体育动漫对少
年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有助于其提升体育意识与体育兴趣，是“终身体育”意识培养的良好时机。

2. 体育动画的特点
体育动画是基于动画片内容为区分标准的前提下，从动画这个总类之中分离出来的，主要是指以体
育活动为题材，描绘与体育运动相关的事件、运动中的趣事及超常体育想象的动画作品[1]。体育动画经
过多年发展愈加成熟，自身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2.1. 与时俱进，题材广泛
日本作为全球动画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其体育动画发展至今已经有不少享誉全球的代表作，从关于
足球的《足球小将》、篮球的《灌篮高手》、网球的《网球王子》以及到围棋《棋魂》应有尽有。我国
动漫产业起步较晚，不过也有了一些本土风格的作品，例如关于足球题材的《宋代足球小将》、以及在
北京奥运会之际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关题材的《福娃奥运漫游记》等。可见，体育动画的题材
相当丰富，并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人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的衍生动画，这也是体育动
画受众广泛的原因。

2.2. 制作精美，情节生动
随着动画制作技术的日趋成熟，体育动画的制作也变得越加精致。对比 1993 年播出的《灌篮高手》
和 2001 年播出的《网球王子》，体育动画在画质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提升。随着 3D 动画制作技术的应用，
越来越多的三维动画诞生，动画中人物细节和场景描绘更加细腻。在故事情节设置上，也越来越跌宕起
伏，引人入胜。精美的制作和情节设计，无不让人着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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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内涵丰富，教育意义深刻
现代体育动画融入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在国产动画《围棋少年》中，通
过描绘江流儿的围棋成长之路，展现了一个勇敢的少年形象。同时，故事中两位中日围棋手从对抗、不
了解到通过围棋这一运动缔结深厚友谊的历程也展现了体育运动跨越国家界限的非凡魅力，表现了选手
们的爱国情怀。动画《乒乓旋风》，则教育孩子树立热爱集体、团结互助的高尚品格。

3. 体育动画对少儿体育的价值
动画片的功能与游戏相仿，都具有象征性的自我教育意义，动画在充当少儿们娱乐方式的同时，也
扮演了另一个重要角色——思想和行为意识的特殊启蒙老师[2]。体育动画作为贴近少儿生活的体育媒介，
从多个维度对少儿体育产生影响。

3.1. 贴近少儿生活，提升少儿对体育认识和体育兴趣
大约有 44.3%的孩子在一岁前就已开始看电视，并且绝大多数最喜欢看的是动画片，动画片是伴随
少年儿童成长的伙伴，体育动画以其直观的艺术手段替代了传统的说教手段，其描绘的故事都与少儿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符合少儿形象、具体、直观的学习特点[3]使少儿在潜移默化中对体育运动有了一个初
始的认知。少儿天然的模仿习性会让他们模仿动画中的体育项目，使他们产生亲身参与体育活动的意愿
增加。同时通过体育动画引导少儿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

3.2. 推动家长参与少儿体育，共促少儿身心健康
家庭环境是少儿体育生长的土壤，没有父母的陪伴和引导，少儿体育是残缺的，家长是少儿体育的
启蒙者、合作者、监督者[4]。在少儿相关的体育动画中大量涉及与家庭体育相关的内容，动画中经常展
现家庭户外游戏的场景。在少儿模仿动画中体育内容的时候，家长借此机会可以加入其中，共同完成身
体锻炼。体育动画为家庭体育项目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丰富了家庭体育的形式和内涵，呼唤父母对
于少儿身心健康的关注，带来父母和孩子共同的情感体验，共同促进少儿身体的健康成长。

3.3. 弘扬优秀意志品质，促进少儿认知体育精神
体育动画中刻画的人物普遍具有不惧艰难、面对逆境不放弃、乐观向上的态度，少儿在模仿动画人
物时，在不知不觉中也会被其精神影响，在其心灵里建立起最初的体育价值观。同时，少儿可以观察媒
体中角色行为，从媒体的使用过程中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了解外部世界[5]。
动画中受到奖励的行为比受到惩罚的行为更容易被少儿习得[6]。在日本体育动画《棋魂》中就有一
段刻画主人公与违反公平竞争精神作斗争的情节，通过描绘对弈中主人公对比赛作弊行为的厌恶和斗争，
一方面向观众表明了比赛中应该遵守的道德底线，同时也将主人公正直、勇敢、善良的品格自然地表达
出来。正义的行为得到鼓励，错误的行为得到批评，少儿通过观察动画中正反形象对比和行为塑造，分
清简单的善与恶、好与坏、美与丑，有助于在其心中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也将代表着坚
毅、勇敢、拼搏的体育精神灌注少儿的心灵中。

3.4. 促使同伴共同参与，促进少儿社会融入
少儿处于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少儿开始获得自己的人格、学会参与社会或者群体的方
法[7]。体育动画提供了其与玩伴的共同语言，是进入“同辈群体”的媒介，在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中，少
儿开始逐渐学习如何融入集体生活中，强化了群体的团结和价值。同时研究表明，当媒体传递出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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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时，这种行为更能够被少儿习得，促使其积极进行社会互动、降低攻击行为、消除刻板印象以及进
行利他行为，且故事与少儿生活越接近，越容易被其习得。由此，贴近少儿生活的体育动画通过体育元
素桥接少儿与集体生活，促进同辈群体共同参与体育活动中，培养其亲社会行为，促进少儿社会融入。

4. 制约体育动画在少儿体育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因素
4.1. 模仿现象严重，节目创新度低
中国体育动画作品尚处在发展初期，以《围棋少年》、《福娃奥运漫游记》等为代表的体育类动画
作品在受到称赞的同时，也被质疑抄袭。《围棋少年》就被多次指出在场景和台词方面抄袭日本的《棋
魂》。同时，国内少儿动画的制作品质良莠不齐，在剧本定位、内容创造、角色造型仍然不足[8]很少出
现类似《灌篮高手》、《四驱兄弟》等现象级的作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越来越小的年纪接触到游戏、
电影等娱乐方式，没有创意的体育动画终将会失去他在少儿群体中的阵地。

4.2. 与我国优秀传统体育文化结合不够
我国动画在发展之初有过辉煌的成就，创作过《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优秀作品，但在
近几年却一直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与体育相关的动画发展也较为缓慢。现有的体育动画的画面制作、
情节设计、人物刻画与其他国家动画水平差距较大，也再难出现类似《大闹天宫》等极具中国艺术特色
的动画。同时，动画内容也与我国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结合不够，以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为主题的动画较
少，难以将优秀传统体育文化向少儿传播。

4.3. 智能终端播放带来的新问题
如今，在手机、平板电脑上观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已经是大势所趋，越来越多的少儿开始在越来越低
的年龄接触和使用电子产品，电子媒体日益成为少儿成长的重要环境变量。对当代少儿来说，互联网和
电子媒体使世界以信息方式被展现，给少儿重新设定了活动背景和行动框架[9]。同时，各种研究也表明，
这一转变也带来了诸如肥胖、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等多种少儿健康问题。
智能手机产品是目前造成我国一部分孩子视力低下的因素。少儿若长时间观看动画反而会影响自己
的视力以及身体形态的正常发育。依据替代假说，少儿花费在电子产品上的时间将会占用其他对少儿发
展有重大意义的活动的时间，例如阅读、亲子沟通，同时也会挤压用来亲身参与运动的时间。

5. 促进体育动画在少儿体育中价值发挥的途径
5.1. 推动发展衍生产业，吸引少儿关注
动画产业，是以“创意”为核心存在的，其发展需依托扶持产业政策和对创作的有效保护，打造以
市场为导向的成熟产业链。例如日本动漫产业能够发展为巨大的产业规模的主要原因是其在资本运营的
各个环节都贯彻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10]。制作更多优秀的体育题材的动画片、影片、游戏文具、玩具
以吸引少年儿童的关注，让少儿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带有体育元素的产品。

5.2. 传统艺术形式融入体育文化，丰富少儿体育形式内容
我国民间拥有各种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剪纸、皮影、木偶戏、水墨画、泥人、陶艺等等，
本身就提供了许多可以深入挖掘的动画形式，结合新的动画制作技术，可以创造出更多吸引人的作品。
同时，我国优秀传统体育运动也提供了许多灵感来源，许多传统体育项目都表现出东方体育精神，具有
独特的魅力。《功夫熊猫》作为以武术为题材的体育动画，将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武术，与最新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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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动画制作技术相融合，并且充分利用了水墨画、皮影等各种艺术元素，展现了“点到为止”、“以武
会友”等多种中华武术独特精神魅力。在西方体育文化强势的今天，我国传统艺术表现形式和体育文化
的融合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有助于将我国优秀体育精神渗透到少儿体育教育中，吸引少儿对体育的关
注，丰富少儿体育形式与内容。

5.3. 升级智能终端监管方式，净化少儿网络环境
如今，在手机、平板电脑上观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已经是大势所趋。少儿的童年需要得到保护，智能
设备上过多的成人世界的信息推送会模糊孩子与成人世界的界限，影响少儿心灵正常发育。同时少儿在
节目观看时存在常曲线效应，每周观看 10 小时对少儿正面效果最佳，不看以及过度观看对少儿发展都有
负面影响[11]。
因此，为了控制观看时间和观看节目的质量以及保护少儿身心健康，软件开发者在技术层面上必须
给予支持。播放软件需要推出屏幕过近提醒、定时关机、过滤不良信息等功能以保护少年儿童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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