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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武陵山区农村 ４ 个少数民族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及聚集模式特点ꎬ为开展针对少数民族地区青

少年的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０ 月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张家界桑植县白族乡共抽取 ８ 所农村中学的 ４ １６２ 名青少年ꎬ对其健康危险行为进行问卷调查ꎮ
采用两步聚类法分析男、女生危险行为聚集模式组的特点ꎮ 结果　 武陵山区农村 ４ 个少数民族青少年吸烟、饮酒、步行违

规、非安全游泳、打架、自杀意念、常感孤独、常失眠、抑郁、网络成瘾行为发生率分别为 １８. ９％ꎬ３１. ０％ꎬ４９. ６％ꎬ３２. ３％ꎬ
２８.６％ꎬ１８.３％ꎬ１６.３％ꎬ１２.４％ꎬ１６.３％ꎬ６.７％ꎻ土家族青少年打架(３１.４％)、苗族青少年非安全游泳(４５.１％)、侗族青少年饮酒

(３４.８％)、白族青少年步行违规(５２.９％) 发生率最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低危险组中ꎬ男生 ３２２ 名

(１６.４％)ꎬ女生 ４９６ 名(２２.５％)ꎻ较低危险组中ꎬ男生 ３７７ 名(１９.３％)ꎬ女生 ５３６ 名(２４.３％)ꎻ内隐行为高危险组中ꎬ男生 ５１８
名(２６.５％)ꎬ女生 ７５８ 名(３４.４％)ꎻ外显行为高危险组中ꎬ男生 ７４１ 名(３７.８％)ꎬ女生 ４１４ 名(１８.８％)ꎮ ２３.１％的青少年发生

≥４ 种的健康危险行为ꎬ男生高于女生(χ２ ＝ １８３.５２ꎬＰ<０.０１)ꎬ苗族青少年的比例最高(２８.２％)ꎮ 结论　 武陵山区农村 ４ 个

少数民族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较高ꎬ民族差异较明显ꎻ男生外显危险行为、女生内隐危险行为聚集明显ꎮ 应针对不

同少数民族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的特点采取分级指导ꎬ综合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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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给青少年健康、完好状态乃至成年期健康和

生活质量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的行为ꎬ通称为青少年

健康危险行为[１－３] ꎮ 贫困地区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

发生率较高ꎬ对青少年的健康损害及对社会发展的阻

碍效应可能更为严重[２－３] ꎮ 当健康危险行为处于群体

聚集状态时ꎬ可对社会的和谐、安定产生不良影响ꎬ由
此导致的伤害事件会给家庭社会都带来巨大痛苦[４] ꎮ

０４８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武陵山区是我国内陆跨省交界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

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ꎬ也是我国确定的 １４ 个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之一ꎬ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是该地区主

要世居民族[５－６] ꎮ 为了解武陵山区农村 ４ 个少数民族

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及聚集模式特点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１０ 月对居住在该地区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

简称湘西州)、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和张家界桑植县

白族乡的农村青少年进行健康危险行为问卷调查ꎬ并
采用样本聚类方法进行分析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

调查对象ꎮ 第 １ 阶段ꎬ从武陵山区的湘西州苗族、土家

族聚居区、怀化通道侗族聚居区和张家界桑植白族聚

居区各抽取 １ 个县ꎻ第 ２ 阶段ꎬ从 ４ 个县中各随机抽取

２ 所农村中学作为样本学校ꎬ共 ８ 所学校ꎻ第 ３ 阶段ꎬ
每所学校按年级分层ꎬ从初一至高三年级ꎬ以教学班

为单位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２ 个班ꎬ共 ９６ 个班ꎮ 调查对

象纳入条件:(１)属当地常住农村户口或在当地居住

满 ３ 年及以上ꎻ(２)排除患有心理疾病、智力缺陷、神
经及精神方面疾病的学生ꎮ 共调查中学生 ４ ４３８ 名ꎬ
回收有效问卷 ４ １６２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９３.７８％ꎬ其中

男生 １ ９５８ 名ꎬ女生 ２ ２０４ 名ꎻ初中生 ２ ４６４ 名ꎬ高中生

１ ６９８ 名ꎻ土家族学生 １ ０２８ 名ꎬ苗族学生 ９５８ 名ꎬ侗族

学生 １ ０４４ 名ꎬ白族学生 １ １３２ 名ꎮ 年龄 １１ ~ ２０ 岁ꎬ平
均(１５.１１±１.６５)岁ꎮ 调查前ꎬ所有调查对象均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ꎬ调查通过吉首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

审批(２０１６００１２)ꎮ
１.２　 方法 　 (１)问卷调查:参照“中国青少年健康相

关行为调查问卷(初中、高中)” [２] 修订而成ꎮ 问卷效

度检验采用专家判断法ꎬ经 ３ 次修改后ꎬ最终有 ９３.６％
的专家认为问卷效度达到较高和高水平ꎮ 问卷信度

检验采用再查法ꎬ２ 次调查结果(前后间隔 １５ ｄ) 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系数为 ０.８９(Ｐ<０.０１)ꎮ 所有调查员在调查前

进行统一培训ꎬ在班主任的配合下ꎬ调查员现场进行

监督ꎮ 调查问卷以班级为单位统一发放ꎬ问卷不记

名ꎬ由学生独立填写ꎬ填写完成后当场回收ꎮ (２)健康

危险行为判定方法:吸烟、饮酒、非安全游泳、步行违

规、打架、自杀意念、常感孤独、常失眠、抑郁、网络成

瘾的判定标准依据«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 / 危险行为

调查综合报告 ２００５» [２]中的有关规定进行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建立数据库

并录入数据ꎬ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不同性别、学段、民族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差异检验

方法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以吸烟、饮酒、非安全游泳、步行违规、打架、自杀

意念、常感孤独、常失眠、抑郁、网络成瘾等 １０ 种主要

健康危险行为作为聚类指标ꎬ将男、女生分别进行样

本聚类分析ꎬ具体步骤为:首先采用层次聚类法ꎬ以 １０
种主要健康危险行为作为聚类指标ꎬ先将各聚类单位

各自作为 １ 类ꎬ按照所定义的距离计算各数据点之间

的距离ꎬ再将距离最近的两个类别进行合并ꎬ直到所

有的数据都被合并为 １ 个类别为止ꎬ最终确定男、女生

最佳聚类数均为 ４ 类ꎮ 然后采用两步聚类法进行分

析ꎬ得到男、女生 ４ 类危险行为聚集模式组的特点ꎮ 模

式 １ 组的特点为多项危险行为发生率为 ０ꎬ命名为低

危险组ꎻ模式 ２ 组的特点为多项危险行为低发ꎬ命名为

较低危险组ꎻ模式 ３ 组的特点为内隐性行为及网络成

瘾行为发生率均居最高水平ꎬ命名为内隐行为高危险

组ꎻ模式 ４ 组的特点为外显问题行为发生率均居最高

水平ꎬ命名为外显行为高危险组ꎮ

２　 结果

２.１　 健康危险行为发生情况　 ４ １６２ 名农村少数民族

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居前 ３ 位的分别为步行违

规(４９.６％)、非安全游泳(３２.３％)、饮酒(３１.０％)ꎻ男
生吸烟、饮酒、步行违规、非安全游泳、打架、网络成瘾

的发生率均高于女生ꎬ女生自杀意念、常感孤独的发

生率均高于男生ꎻ初中生吸烟、饮酒、非安全游泳、打
架的发生率均高于高中生ꎬ高中生步行违规、自杀意

念、常感孤独、抑郁的发生率均高于初中生ꎻ土家族青

少年打架发生率最高ꎬ苗族青少年吸烟、非安全游泳、
常感孤独、常失眠、抑郁发生率均最高ꎬ侗族青少年饮

酒发生率最高ꎬ白族青少年步行违规、自杀意念、网络

成瘾发生率均最高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男生行为聚集模式组的行为特点　 经聚类分析ꎬ
男生模式 １ 无吸烟、非安全游泳、打架、常感孤独、常失

眠行为ꎬ饮酒、抑郁、网络成瘾发生率在 ４ 组模式中均

最低ꎬ步行违规、自杀意念发生率均低于平均水平ꎻ模
式 ２ 常失眠发生率为 ０ꎬ其余危险行为发生率均低于

平均水平ꎻ模式 ３ 自杀意念、常感孤独、常失眠、抑郁、
网络成瘾发生率均最高ꎬ吸烟、饮酒、步行违规、打架

发生率均高于平均水平ꎬ非安全游泳发生率低于平均

水平ꎻ模式 ４ 吸烟、饮酒、步行违规、非安全游泳、打架

发生率均居最高水平ꎬ网络成瘾发生率居较高水平ꎬ
自杀意念、常感孤独、常失眠、抑郁发生率均居较低水

平ꎮ 见表 ２ꎮ

１４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第 ４１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６



表 １　 武陵山区农村不同组别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吸烟 饮酒 步行违规 非安全游泳 打架 自杀意念 常感孤独 常失眠 抑郁 网络成瘾
性别 男 １ ９５８ ６６１(３３.８) ８４９(４３.４) １ ００９(５１.５) ９０４(４６.２) ７８４(４０.０) ２８３(１４.５) ２６９(１３.７) ２２７(１１.６) ３３４(１７.１) １８６(９.５)

女 ２ ２０４ １２６(５.７) ４４１(２０.０) １ ０５５(４７.９) ４４２(２０.１) ４０６(１８.４) ４８０(２１.８) ４０９(１８.６) ２８７(１３.０) ３４６(１５.７) ９４(４.３)
χ２ 值 ５３１.７４ ２６４.３５ ５.５７ ３２３.１７ ２３７.３８ ３７.１６ １７.６６ １.９５ １.４０ ４５.２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２４ <０.０１

学段 初中 ２ ４６４ ５５７(２２.６) ８４５(３４.３) １ ０６９(４３.４) ９８４(４０.０) ９４７(３８.４) ４１３(１６.８) ３４７(１４.１) ２９０(１１.８) ３７６(１５.３) １７６(７.１)
高中 １ ６９８ ２３０(１３.６) ４４５(２６.２) ９９５(５８.６) ３５７(２１.１) ２４３(１４.３) ３５０(２０.６) ３３１(１９.５) ２２４(１３.２) ３０４(１８.０) １０４(６.１)

χ２ 值 ５３.８２ ３０.７４ ９３.０７ １６４.２５ ２８６.５０ ９.９６ ２１.５８ １.８８ ５.１４ １.６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２０

民族 土家族 １ ０２８ ２２３(２１.７) ３３３(３２.４) ５１０(４９.６) ４１６(４０.５) ３２３(３１.４) １７９(１７.４) １５８(１５.４) １２６(１２.３) １８０(１７.５) ４２(４.１)
苗族 ９５８ ２６８(２８.０) ２８５(２９.８) ４３４(４５.３) ４３２(４５.１) ２８９(３０.２) １７０(１７.８) １８１(１８.９) １４４(１５.０) １８７(１９.５) ８３(８.７)
侗族 １ ０４４ １５９(１５.２) ３６３(３４.８) ５２１(４９.９) ２５９(２４.８) ２５８(２４.７) １７１(１６.４) １４０(１３.４) １０８(１０.３) １３０(１２.５) ５４(５.２)
白族 １ １３２ １３７(１２.１) ３０９(２７.３) ５９９(５２.９) ２３９(２１.１) ３２０(２８.３) ２４３(２１.５) １９９(１７.６) １３６(１２.０) １８３(１６.２) １０１(８.９)

χ２ 值 ９９.９６ １５.８３ １２.０９ １９４.５２ １２.９５ １０.８９ １３.１３ １０.３７ １９.６９ ２９.８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合计 ４ １６２ ７８７(１８.９) １ ２９０(３１.０) ２ ０６４(４９.６) １ ３４６(３２.３) １ １９０(２８.６) ７６３(１８.３) ６７８(１６.３) ５１４(１２.４) ６８０(１６.３) ２８０(６.７)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表 ２　 武陵山区农村不同聚集模式男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

聚集模式 人数 吸烟 饮酒 步行违规 非安全游泳 打架 自杀意念 常感孤独 常失眠 抑郁 网络成瘾
１ ３２２ ０ ７３(２２.７) １５６(４８.４) ０ ０ ２０(６.２) ０ ０ ２(０.６) ７(２.２)
２ ３７７ １０２(２７.１) １２４(３２.９) １２９(３４.２) １５０(３９.８) １１５(３０.５) １６(４.２) ５(１.３) ０ ４９(１３.０) １１(２.９)
３ ５１８ １８７(３６.１) ２２６(４３.６) ２８６(５５.２) ２３０(４４.４) ２２４(４３.２) １８３(３５.３) ２４７(４７.７) ２１７(４１.９) ２５４(４９.０) １０１(１９.５)
４ ７４１ ３７２(５０.２) ４２６(５７.５) ４３８(５９.１) ５２４(７０.７) ４４５(６０.１) ６４(８.６) １７(２.３) １０(１.３) ２９(３.９) ６７(９.０)
合计 １ ９５８ ６６１(３３.８) ８４９(４３.４) １ ００９(５１.５) ９０４(４６.２) ７８４(４０.０) ２８３(１４.５) ２６９(１３.７) ２２７(１１.６) ３３４(１７.１) １８６(９.５)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２.３　 女生行为聚集模式组的行为特点　 经聚类分析ꎬ
女生模式 １ 步行违规发生率低于平均水平ꎬ其余危险

行为发生率为 ０ꎻ模式 ２ 非安全游泳发生率高于平均

水平ꎬ步行违规发生率最低ꎬ饮酒行为发生率为 ０ꎬ其
余危险行为发生率均居较低水平ꎻ模式 ３ 自杀意念、常
感孤独、常失眠、抑郁、网络成瘾发生率均最高ꎬ步行

违规、打架发生率居较高水平ꎬ吸烟、非安全游泳发生

率均低于平均水平ꎬ饮酒发生率居较低水平ꎻ模式 ４ 吸

烟、饮酒、步行违规、非安全游泳、打架发生率均居最

高水平ꎬ自杀意念、常失眠、抑郁、网络成瘾发生率均

高于平均水平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不同少数民族男女生健康危险行为种类数分布

１５.０４％的青少年未发生任何健康危险行为ꎬ男生为

８.９９％ꎬ女生为 ２０. ４２％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０５.９８ꎬＰ < ０. ０１)ꎻ侗族青少年比例最高 ( １６. ６７％)ꎮ
２３.１４％的青少年发生≥４ 种的健康危险行为ꎬ男生为

３２.５３％ꎬ女生为 １４. ７９％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８３.５２ꎬＰ < ０. ０１)ꎻ苗族青少年比例最高 ( ２８. １８％)ꎮ
见表 ４ꎮ

表 ３　 武陵山区农村不同聚集模式女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

聚集模式 人数 吸烟 饮酒 步行违规 非安全游泳 打架 自杀意念 常感孤独 常失眠 抑郁 网络成瘾
１ ４９６ ０ ０ ２２６(４５.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５３６ ６(１.１) ０ １９３(３６.０) １３０(２４.３) ９(１.７) １７(３.２) １７(３.２) ４６(８.６) ２０(３.７) ３(０.６)
３ ７５８ ２０(２.６) ３５(４.６) ３８７(５１.１) １５１(１９.９) ２４０(３１.７) ３５０(４６.２) ３１５(４１.６) １８０(２３.７) ２５４(３３.５) ６８(９.０)
４ ４１４ １００(２４.２) ４０６(９８.１) ２４９(６０.１) １６１(３８.９) １５７(３７.９) １１３(２７.３) ７７(１８.６) ６１(１４.７) ７２(１７.４) ２３(５.６)
合计 ２ ２０４ １２６(５.７) ４４１(２０.０) １ ０５５(４７.９) ４４２(２０.１) ４０６(１８.４) ４８０(２１.８) ３３９(１８.６) ２８７(１３.０) ３４６(１５.７) ９４(４.３)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表 ４　 武陵山区农村不同性别各民族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种类数分布

性别 民族 人数 ０ １ 种 ２ 种 ３ 种 ≥４ 种
男 土家族 ５１６ ３２(６.２) １００(１９.４) １０５(２０.４) １１３(２１.９) １６６(３２.２)

苗族 ３８６ ３４(８.８) ４５(１１.７) ７１(１８.４) ７４(１９.２) １６２(４２.０)
侗族 ５４４ ５６(１０.３) ９９(１８.２) １３１(２４.１) １１４(２１.０) １４４(２６.５)
白族 ５１２ ５４(１０.６) １００(１９.５) １１２(２１.９) ８１(１５.８) １６５(３２.２)
合计 １ ９５８ １７６(９.０) ３４４(１７.６) ４１９(２１.４) ３８２(１９.５) ６３７(３２.５)

女 土家族 ５１２ １０５(２０.５) １３３(２６.０) １００(１９.５) ８６(１６.８) ８８(１７.２)
苗族 ５７２ ９４(１６.４) １５２(２６.６) １３２(２３.１) ８６(１５.０) １０８(１８.９)
侗族 ５００ １１８(２３.６) １８３(３６.６) ９５(１９.０) ５９(１１.８) ４５(９.０)
白族 ６２０ １３３(２１.５) ２０２(３２.６) １１９(１９.２) ８１(１３.１) ８５(１３.７)
合计 ２ ２０４ ４５０(２０.４) ６７０(３０.４) ４４６(２０.２) ３１２(１４.２) ３２６(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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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武陵山区农村 ４ 个少数民族青少年

步行 违 规 行 为 发 生 率 ( ４９. ６％) 高 于 广 东 省[７]

(２２.８％)、江苏省[８] ( ３３. ７％) 和本溪市[９] ( ２７. ８％)ꎮ
可能与武陵山区农村经济欠发达ꎬ道路基础设施较为

落后ꎬ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又较

为缺乏[１０]有关ꎮ 另外ꎬ农村地区青少年普遍不遵守道

路交通规则、交通安全意识不强、交通安全知识欠

缺[１１]等因素也有一定影响ꎮ 少数民族青少年饮酒发

生率(３１.０％)高于其他地区[１２－１５] ꎬ与居住地区地理环

境独特、民族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因素有关ꎬ生活

在武陵山区的土家族、苗族、侗族和白族都是喜爱饮

酒的民族ꎬ家庭酿酒十分普通ꎬ各种饮酒习俗成为民

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１６－１８] ꎮ 少数民族青少年

非安全游泳行为发生率(３２.３％)较高ꎬ与武陵山区农

村水域面积广ꎬ河流、池塘分布较多ꎬ居民多住河边或

坝旁[１２] ꎬ而在河流边、池塘旁甚少设置安全防护设施

和安全警示牌ꎬ加上青少年自身安全知识缺乏、安全

意识淡薄等因素有关ꎮ 另外ꎬ监护人安全教育不够、
监管不到位等因素[１９] 也增加了青少年随意下河游泳

的风险ꎮ
武陵山区农村少数民族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

学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 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一

致[９ꎬ１９－２０] ꎮ 初中生年少无知、争强好斗ꎬ对各种新鲜事

物都充满好奇ꎬ所以吸烟、饮酒、非安全游泳、打架等

危险行为发生率高于高中生ꎻ而高中生由于学习负担

重、竞争压力大ꎬ所以易出现常感孤独、抑郁等不良情

绪ꎬ也易产生自杀意念ꎮ 同时ꎬ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

还存在民族差异ꎬ表现为土家族青少年打架行为较为

突出ꎻ苗族青少年发生健康危险行为的种类数最多ꎬ
其中吸烟、非安全游泳、常感孤独、常失眠、抑郁等行

为相伴高发ꎻ侗族青少年饮酒行为表现明显ꎻ白族青

少年自杀意念、网络成瘾行为高发ꎮ 原因可能与各民

族的生活方式、性格特点、心理特征、风俗习惯等因素

有关[２１－２２] ꎮ
武陵山区农村少数民族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聚

集模式存在性别差异ꎮ 男生内隐行为高危险组以抑

郁为标志性行为ꎬ与常感孤独行为聚集ꎻ外显行为高

危险组构成比最高(３７.８％)ꎬ其中非安全游泳行为高

度聚集ꎬ并伴随着步行违规和打架行为的高发ꎮ 女生

内隐行为高危险组构成比最高(３４.４％)ꎬ其中自杀意

念行为聚集明显ꎬ常感孤独和抑郁行为伴随高发ꎻ外
显行为高危险组以饮酒为标志性行为ꎬ与步行违规行

为聚集ꎮ 一方面表明危险行为的聚集与性格差异密

切相关ꎬ男生天生好动、喜欢冒险、好奇心强ꎻ而女生

生性文静、心思细腻、多愁善感[１０ꎬ２３－２５] ꎮ 另一方面提

示该地区少数民族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的干预应注

意男、女生区别对待ꎬ重点监控高危险组中的标志性

行为ꎮ 此外ꎬ研究还发现ꎬ危险行为聚集呈现内隐行

为高危险组伴随着网络成瘾行为的明显聚集现象ꎬ与
“不良情绪与网络成瘾密切相关” [２６] 的结论类似ꎮ 原

因可能是青少年为了逃避不良情绪或是为了获得某

种需要ꎬ使得成瘾症状产生ꎬ而成瘾又加重了不良情

绪[２７－２８] ꎬ更为严重的可能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ꎮ
综上所述ꎬ武陵山区农村 ４ 个少数民族青少年健

康危险行为发生率多数较高、民族差异较为明显ꎬ危
险行为聚集存在性别差异ꎮ 为此ꎬ干预措施应按民

族、性别分类制定方案并分级指导ꎬ明确内隐行为高

危组和外显行为高危组的干预目标和干预重点ꎬ结合

民族文化因素ꎬ从个人、家庭和学校 ３ 个方面确定干预

内容:学生个人应充分了解各类健康危险行为的危害

性ꎬ乐观面对生活ꎬ远离不良情绪ꎬ提高自我安全意

识ꎬ增强自身抵御外界不良因素影响的能力[２９] ꎻ加强

面向家长ꎬ特别是面向祖辈家长或监护人的健康教

育ꎬ使其充分认识到行为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影响以及

培养孩子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性[３０] ꎬ成为孩子良好行

为习惯养成的监督者和指导者ꎻ学校应积极开展健康

知识讲座和生活技能培训ꎬ特别加强心理健康、交通

安全、游泳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宣教活动ꎬ将青少

年健康促进融入生命全程[３１] ꎬ制定关爱农村少数民族

青少年健康成长与预防和控制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相

并重的综合干预措施ꎬ促进武陵山区农村少数民族青

少年身心健康发展ꎮ
由于本文是横断面研究ꎬ少数民族青少年健康危

险行为民族差异的具体原因还需要纵向追踪调查或

随机实验研究来解决ꎮ 另外ꎬ因所获取的调研数据资

料有限ꎬ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聚集模式

的民族差异性分析有待深入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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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上来说ꎬ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提供的午餐满意

度尚可ꎬ但还需要政府加大对学校供餐的投入ꎬ积极

学习先进的供餐经验ꎻ聘请专家定期对食堂工作人员

进行科学的培训ꎬ增多提供食物的种类ꎬ改善饭菜口

味、均衡膳食ꎬ满足学生所需的营养ꎬ尤其是对高年级

学生的营养知识培训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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