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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学校卫生专业人员论文发表情况与在职培训项目中教学模块的设置ꎬ为提高培训项目的质量提

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原则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选取参加“２０１５ 沈阳市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人员培训项目”中在沈阳

市市内 ５ 个行政区域的学员为调查对象ꎮ 收集统计调查对象发表的学校卫生相关领域论文ꎬ确认文献主题及可能的文献

需求情况ꎮ 结果　 在调查的 ７３ 名学员中ꎬ共有 １３ 名学员发表过 ３３ 篇学术论文ꎬ有 １０ 人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过论文ꎮ 有

１３ 篇论文为与高校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完成ꎮ 学术论文按照研究对象可划分为研究儿童少年卫生保健情况、针对家

长的健康教育以及学校卫生管理层面 ３ 类ꎬ分别为 ２９ꎬ１ꎬ３ 篇ꎮ 结论　 从在职培训学员实际工作情况出发ꎬ筛选符合实际

需要的授课内容和授课资源ꎬ有助于在职培训项目与学校卫生工作实际需求间的精准对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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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卫生工作内容一直在不断发展ꎬ学校卫生相

关工作人员的知识背景和知识更新速度对于保障相

关工作的顺利开展至关重要[１－４] ꎮ 近年国家从提高竞

争力的角度出发ꎬ对于提高国民体质健康尤其是学生

体质健康高度重视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ꎬ我国学校卫

生事业的工作体系和监测体系在资源配备和专业人

才培养等方面都在逐步完善并走向规范化ꎬ其中一项

提高学校卫生工作质量的重要举措是依托大规模调

查项目加强对在职人员的培养和锻炼[５－７] ꎮ 目前ꎬ对
在职人员的培训任务主要由项目实施区域的高水平

医科大学或综合性大学中公共卫生学院的儿少卫生

与妇幼保健学教研室承担ꎬ培训内容重点涉及研究的

背景、目的、调查方案的标准化流程及常见问题的解

决等ꎮ 在培训项目完全符合国家要求的前提下了解

学员的需求ꎬ进而优化培训项目中的教学模块是摆在

很多培训项目负责人面前的问题ꎮ 该研究是从“２０１５
年沈阳市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人员培训项目”中来自

沈阳市市内 ５ 个行政区的学员学术背景出发ꎬ从教学

模块设置者和培训项目授课教师的角度ꎬ探讨优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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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块的具体措施和相关理念ꎬ试图为提高培训项目

的质量ꎬ 进而有效促进学校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

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从在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２０ 日参加“２０１５ 沈

阳市学生体质与健康监测人员培训项目”的学员中ꎬ
采用目的抽样原则ꎬ确定调查对象入选标准:(１)在沈

阳市市内行政 ５ 区从事学校卫生相关工作的人员ꎻ
(２)从事学校卫生相关工作的时间在 ３ ａ 以上ꎮ 共调

查 ７３ 人ꎬ年龄在 ２６ ~ ５２ 岁之间ꎬ中位数为４１ 岁ꎮ
１.２ 　 方法 　 基于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ＣＮＫＩ)ꎬ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

通过著者途径统计调查对象发表的学校卫生相关领

域论文ꎮ 以每位学员的姓名和学员所属工作单位制

定检索策略ꎬ收集学员在从事学校卫生相关工作期间

以作者身份发表的期刊论文ꎮ 下载相应论文全文后

进行编码并按如下标准进行文献分析:(１)纳入文献

中所涉及的学校卫生相关工作(研究目的、研究对象

和研究类型等信息)的基本描述ꎻ(２)纳入文献中研究

结果的解释ꎻ(３)纳入文献中研究本身局限性的分析ꎻ
(４)文章中对学校卫生相关工作的展望ꎮ 双轨评估进

一步确认调查对象实际工作所发表的文献主题及可

能的文献需求情况ꎬ调查结果以聚类分析后的主题方

式呈现ꎬ据此为相关教学内容的主题限定和时长设置

提供参考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共有 １３ 人发表过 ３３ 篇学术论文ꎬ占
全部调查学员的 １８％ꎬ其中发表论文数最高为 ５ 篇ꎮ
在 １３ 人中ꎬ有 １０ 人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过论文ꎬ发表

论文数最高为 ４ 篇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沈阳市学校卫生

工作人员一般情况和论文发表情况

组别 人数 构成比 / ％
年龄 / 岁 ２１~ ３０ ６ ８

３１~ ４０ ２９ ４０
４１~ ５０ ３６ ４９
５１~ ６０ ２ ３

工作单位类型 学校 ３８ ５２
保健所 ２２ ３０
教育局 １３ １８

发表论文情况 / 篇 作者之一 １ ３ ４
２ ４ ５
≥３ ６ ８

第一作者 １ ４ ５
２ ３ ４
≥３ ３ ４

　 　 在参加调查学员所发表的 ３３ 篇论文中ꎬ有 １３ 篇

论文为与高校或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完成的ꎮ 论

文按照研究对象可划分为研究儿童少年卫生保健情

况、针对家长的健康教育以及学校卫生管理层面 ３ 类

论文ꎬ分别为 ２９ꎬ１ꎬ３ 篇ꎮ 其中学生卫生保健相关类别

主要分为常见病及体检资料分析、心理卫生及行为相

关问题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沈阳市学校卫生工作人员发表论文主题(ｎ ＝ ３３)

研究对象 一级聚类 二级聚类 论文数量
儿童(ｎ ＝ ２９) 常见病及体检资料分析 肥胖 ７(２１)

视力不良 ４(１２)
体检资料分析 ５(１５)
常见病、传染病或 ３(９)
　 创伤现场救护
龋齿患病情况 ２(６)
儿童智力低下 １(３)

心理卫生及行为 流动儿童 ４(１２)
　 相关问题 　 行为问题

ＡＩＤＳ 健康教育 ２(６)
健康危险行为 １(３)

家长(ｎ ＝ １) 健康教育需求 １(３)
管理(ｎ ＝ ３) 宏观保健管理率、校医 ３(９)

　 配备和儿童保健事业
　 回顾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培训模块优化内容　 通过明确学员在学校卫生

相关主题领域文献产出的分布格局ꎬ培训项目团队提

出在教学情境构建、教学内容、教学资源配置和培训

师资遴选等 ４ 个方面进行培训模块的优化ꎮ 教学情境

构建:仿真模拟面对不同研究主题的情境ꎬ从总体研

究设计和流行病学调查设计角度加强培训ꎬ普遍性培

训和指向性培训相结合ꎻ教学内容:以儿童体质监测

数据的整理为教学重点ꎬ重复记录的检查和清除ꎬ重
复编码的检查和清除ꎬ正态或偏态分布的连续变量异

常值查找和清除ꎬ有效观测数的统计ꎻ教学资源配置:
论文撰写课程和文献检索课程在电子阅览室授课ꎬ依
托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进行针对性培训ꎻ培训师资

遴选:培训项目师资具备主持或参加过全国性儿童保

健相关调查的经历ꎬ或者从事过流动儿童专题研究ꎬ
聘请国内知名高校从事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的著名

专家授课ꎬ邀请社会医学领域的专家授课ꎮ

３　 讨论

学校卫生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收集有大量的有

关学生健康、学校卫生管理和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资

料ꎬ同时专门化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资料也是一个高

质量的数据资源ꎮ 充分利用已有的数据资源ꎬ对其进

行整理和加工并撰写出优秀的论文ꎬ用以准确和及时

反映儿童生长发育的特点、趋势及影响因素等ꎬ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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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完善学校卫生工作框架提供精准的信息支撑ꎬ也有

利于学校卫生工作者的个人职业发展ꎮ
基于以上认识和学校卫生人员的论文发表情况ꎬ

以专门培训项目为契机ꎬ以偏向应用、面向实际为主

旨ꎬ本培训项目在保留原有大纲的框架和体系的基础

上ꎬ对培训内容的深广度进行调整ꎬ将教学模块优化

的理念贯彻到整个培训过程中ꎬ在诸多方面带来很多

启示ꎮ
本研究显示ꎬ学校卫生相关工作人员作为学生健

康相关数据的直接收集者和管理者ꎬ对于数据的利用

程度并不高ꎬ但在教学反馈环节中学员多数提到在目

前的实际工作要求、绩效评价和职称晋升大背景下对

于学术文献的全文获取和发表论文的需求程度均较

高ꎮ 教学实践中对教学情境模块的优化减轻了学员

对发表论文的畏难情绪ꎬ真正做到对于学员普遍性培

训和指向性培训的科学结合ꎮ 学校卫生工作的主要

任务之一是基于儿童健康监测下探索分析儿童青少

年身心发育规律和特点[８－９] ꎮ 儿童体质监测数据是儿

童健康促进领域的重要基础性资源ꎬ必将为政府决策

或指南提供高质量的证据ꎮ 培训项目中以儿童体质

监测数据的整理为重点的教学内容优化将为学员后

续日常工作的数据收集和整理奠定基础ꎮ
随着移动终端和自媒体的普及ꎬ学校卫生工作人

员和普通公众一样暴露于各种碎片化知识ꎬ此时了解

学术论文相关的专业数据库、熟悉检索流程以及具备

一定的学术鉴别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培训项目中

成功为学员传递的各类型文献资源有效地提高了学

员进行知识更新与信息交流的速度ꎮ 从学员发表论

文的主题出发发现ꎬ流动儿童行为问题和健康危险行

为相关的研究已经占相当比重ꎬ提示这些问题是学员

在实际工作中值得研究或者重点关注的问题[１０－１２] ꎮ
流动儿童籍贯地的风俗文化习惯等与培训项目所在

地区有明显差别ꎮ 培训项目师资中既有主持过全国

性儿童保健相关调查经历的专家ꎬ也有从事过流动儿

童专题研究的学者和社会医学领域的专家ꎬ更有北京

大学、安徽医科大学和天津医科大学等知名高校从事

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的著名专家为学员提供宏观层

面和微观层面的各种学生主要健康相关问题及应对

策略[１３－１５] ꎬ项目成功搭建了学员和授课师资之间的桥

梁ꎬ为后续可能的合作提供了互相了解的机会ꎮ
综上所述ꎬ学校卫生专业人才在职培训项目是学

校卫生专业人员的知识加油站ꎬ同时也是高校儿童少

年卫生专业教师直接了解学校卫生领域焦点问题的

最佳窗口ꎮ 在职培训项目的教学模块只有从学员实

际工作情况出发ꎬ不断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ꎬ才
能实现在职培训与实际需求间的精准对接ꎮ 同时培

训项目结束后也将从教学相长的目的出发ꎬ认真研究

授课教师和学员的反馈ꎬ不断提升教学质量以满足社

会对学校卫生专业人才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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