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４ 次评估的儿童尿碘为所有评估尿碘浓度中位数最

高ꎬ可能是由于此次尿样为下午采集有关(其他调查

尿样均为上午第二、三节课时间段采集)ꎮ 相关研究

也报道ꎬ不同时间段采集的尿样的尿碘浓度差异较

大[１６－１７] ꎮ 由此可见季节和采尿时间段对儿童尿碘浓

度也有较大影响ꎮ
３.４　 局限性和不足　 本次研究未能保证所有采集尿

样的时间段统一ꎬ对调查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ꎮ 由

于我国 ８ ~ １０ 岁学生尿碘的监测工作未对采尿时间段

有明确要求ꎬ大多数国内相关监测数据也未报道采尿

时间ꎬ可能会对儿童尿碘数据的比较和利用造成影

响ꎮ 因此建议在今后研究中ꎬ增加大样本不同时间段

儿童尿碘浓度的研究ꎬ从而建立合理统一的儿童尿碘

监测时间ꎬ保证儿童尿碘数据能充分利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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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和田市维吾尔族中学生饮食及运动相关知识行为ꎬ为维吾尔族中学生肥胖干预提供理论支持ꎮ
方法　 对和田市 ３ 所中学的 ９９７ 名维吾尔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调查内容为饮食及运动相关知识和行为ꎮ 结果　 维吾尔

族初中生对含糖饮料为高能量食品的知晓率为 ９６.５５％ꎬ高中生为 ７５.２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８９.１７ꎬＰ<０.０１)ꎻ初中生

对不吃早餐使人增加午餐量的知晓率为 ４７.８４％ꎬ高中生为 ５５.３５％ꎻ分别有 ８５.１６％和 ６１.９９％的维吾尔族学生每天吃蔬菜、
每天喝牛奶或奶制品ꎬ初中生与高中生报告率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６２ꎬ１.２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在每天喝

碳酸饮料和吃早餐方面ꎬ初中生与高中生报告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６.５７ꎬ１１.１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男生

每天吃蔬菜≥１ 次的比例为 ８４.０３％ꎬ女生为 ８６.２９％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０１ꎬＰ>０.０５)ꎻ男生每天 １ ｈ 锻炼天数 ７ ｄ 的

学生比例为 ４１.１２％ꎬ女生为 ２２.７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８.５１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和田市维吾尔族中学生的饮食及运

动相关知识行为存在很大的不足ꎮ 学校健康教育及体育锻炼推广工作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加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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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我国青少年的超重和肥胖率不断上升ꎬ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为接近[１] ꎮ 青少年学生的饮食和

运动行为对自身超重和肥胖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

用[２－４] ꎮ 对青少年运动及饮食行为习惯的研究将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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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青少年良好饮食和运动行为习惯的养成ꎬ对促进

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有重要作

用[５] ꎮ 为进一步了解新疆和田市维吾尔族中学生饮

食及运动相关知识行为情况ꎬ为促进维吾尔族中学生

的健康成长提供有力支持ꎬ笔者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１１ 月

对该市 ３ 所中学的 ９９７ 名维吾尔族中学生进行调查ꎬ
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和田市所有中学生随机整群选取 ３ 所

中学初一至高三年级全体 １ ０９４ 名维吾尔族学生进行

调查ꎬ收回有效问卷 ９９７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１.１３％ꎮ
其中男生 ５０１ 名ꎬ女生 ４９６ 名ꎻ初一学生 １６２ 名ꎬ初二

学生 １５４ 名ꎬ初三学生 １４８ 名ꎬ高一学生 １８２ 名ꎬ高二

学生 １８３ 名ꎬ高三学生 １６８ 名ꎮ 平均年龄为(１５.２３ ±
１.６４)岁ꎮ

１.２　 方法　 参照“中国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调查问卷

及学生饮食行为调查问卷” [６]中的相关题目ꎬ制定“和

田市维吾尔族中学生饮食及运动行为调查问卷”ꎬ问
卷涉及早餐进食情况、日常运动情况、肥胖知识掌握

情况、日常饮食情况等ꎮ 调查问卷制定后进行了专家

论证及预调查ꎬ问卷翻译为维吾尔语ꎬ由经过专业培

训的维吾尔族教师指导学生现场填写ꎬ要求学生独立

填写ꎬ调查后当场收回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进行双

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ꎬ统计方法采

用 χ２ 检验等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维吾尔族中学生饮食健康相关知识知晓率　 见

表 １ꎮ

表 １　 饮食健康相关知识知晓率不同学段不同性别学生间比较

相关知识

学段

初中

(ｎ＝ ４６４)
高中

(ｎ＝ ５３３)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生

(ｎ＝ ５０１)
女生

(ｎ＝ ４９６)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

(ｎ＝ ９９７)

对高能量食物的了解 油炸食物为高能量食物 ４１３(８９.０１) ５０４(９４.５６) １０.３５ <０.０１ ４５１(９０.０１) ４６６(９３.９５) ９.５１ <０.０１ ９１７(９１.９８)
巧克力为高能量食物 ４３７(９４.１８) ４９３(９２.５０) １.１２ >０.０５ ４７８(９５.４１) ４５２(９１.１３) ２.４３ >０.０５ ９３０(９３.２８)
含糖饮料为高能量食物 ４４８(９６.５５) ４０１(７５.２３) ８９.１７ <０.０１ ３５４(７０.６６) ４９５(９９.８０) １７６.２８ <０.０１ ８４９(８５.１６)
冰淇淋为高能量食物 ２５０(５３.８８) ４１１(７７.１１) ５９.９２ <０.０１ ２７２(５４.２９) ３８９(７８.４３) ７０.２７ <０.０１ ６６１(６６.３０)
水果不是高能量食物 ４２０(９０.５２) ５０４(９４.５６) ５.９７ <０.０５ ４７０(９３.８１) ４５４(９１.５３) ０.１３ >０.０５ ９２４(９２.６８)

肥胖危险因素及危险知识 遗传因素将会导致肥胖 ２６６(５７.３３) ３９７(７４.４８) ３２.７７ <０.０１ １９８(３９.５２) ４６５(９３.７５) ３３７.６１ <０.０１ ６６３(６６.５０)
能量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 ３８２(８２.３３) ４６６(８７.４３) ５.０８ <０.０５ ４０７(８１.２４) ４４１(８８.９１) １５.７５ <０.０１ ８４８(８５.０６)
饮食速度快会导致肥胖 ２６２(５４.４７) ３５７(６６.９８) １１.６５ <０.０１ ２４４(４８.７０) ３７５(７５.６０) ８１.８７ <０.０１ ６１９(６２.０９)
经常吃油炸食品会导致肥胖 ４２１(９０.７３) ４９３(９２.５０) １.０１ >０.０５ ４３３(８６.４３) ４８１(９６.９８) ４４.１２ <０.０１ ９１４(９１.６８)
体育锻炼少会导致肥胖 ４１２(８８.７９) ４８２(９０.４３) ０.７２ >０.０５ ４１６(８３.０３) ４７８(９６.３７) ５５.６９ <０.０１ ８９４(８９.６７)
肥胖将会导致糖尿病 ３９２(８４.４８) ４７１(８８.３７) ３.２２ >０.０５ ４０１(８０.０４) ４６２(９３.１５) ４３.４６ <０.０１ ８６３(８６.５６)
肥胖将会导致高血压 ４２１(９０.７３) ５０９(９５.５０) ８.９８ <０.０１ ４６２(９２.２２) ４６８(９４.３５) ５.１１ <０.０５ ９３０(９３.２８)
肥胖将会导致高血脂 ３９６(８５.３４) ５１０(９５.６８) ３１.９７ <０.０１ ４２７(８５.２３) ４７９(９６.５７) ４６.３６ <０.０１ ９０６(９０.８７)
肥胖将会导致代谢紊乱 ３１３(６７.４６) ４４８(８４.０５) ３７.８１ <０.０１ ３６４(７２.６５) ３９７(８０.０４) １０.２５ <０.０１ ７６１(７６.３３)
体质量指数(ＢＭＩ)的计算 ８１(１７.４６) １４６(２７.３９) １３.９２ <０.０１ ９２(１８.３６) １３５(２７.２２) １２.１２ <０.０１ ２２７(２２.７７)

早餐相关知识 不吃早餐使人反应速度下降 ３１２(６７.２４) ３６０(６７.５４) 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８８(５７.４９) ３８４(７７.４２) ４９.７６ <０.０１ ６７２(６７.４０)
不吃早餐使人记忆力减退 ２８９(６２.２８) ３３３(６２.４８) 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７４(５４.６９) ３４８(７０.１６) ２８.７８ <０.０１ ６２２(６２.３９)
不吃早餐使人增加午餐量 ２２２(４７.８４) ２９５(５５.３５) ５.５９ <０.０５ ２２８(４５.５１) ２８９(５８.２７) １８.５１ <０.０１ ５１７(５１.８６)
不吃早餐使人耐力下降 ３５９(７７.３７) ４２３(７９.３６) ０.５８ >０.０５ ４３１(８６.０３) ３５１(７０.７７) ２７.４４ <０.０１ ７８２(７８.４４)
不吃早餐使人注意力不集中 ３６９(７９.５３) ４１３(７７.４９) ０.６１ >０.０５ ３７９(７５.６５) ４０３(８１.２５) ６.９９ <０.０１ ７８２(７８.４４)
不吃早餐不能减肥 ３８０(８１.９０) ４１５(７７.８６) ２.５０ >０.０５ ３８１(７６.０５) ４１４(８３.４７) １１.６５ <０.０１ ７９５(７９.７４)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９９７ 名维吾尔族中学生中ꎬ对高能量食物的了解

方面 知 晓 率 最 高 的 为 “ 巧 克 力 为 高 能 量 食 物 ”
(９３.２８％)ꎬ其次为“水果不是高能量食物”(９２.６８％)ꎻ
对早餐知识的知晓率在 ５１.８６％ ~ ７９.７４％之间ꎻ维吾尔

族中学生对“肥胖危险因素及危险知识”的了解方面ꎬ
知晓率最高的为“肥胖将会导致高血压” (９３.２８％)ꎬ
最低的为“体质量指数的计算”(２２.７７％)ꎮ

分学段分析ꎬ对高能量食物的了解中ꎬ维吾尔族

初中生对含糖饮料为高能量食物的知晓率最高ꎬ为
９６.５５％ꎬ高中生为 ７５.２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９.１７ꎬＰ<０.０１)ꎮ 维吾尔族初中生饮食健康知识知晓

率与高中生比较ꎬ在油炸食物为高能量食物、含糖饮

料为高能量食物、冰淇淋为高能量食物方面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ꎬ在水果不是高能量食物

方面知晓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肥胖危

险因素方面ꎬ维吾尔族初中生与高中生知晓率除在经

常吃油炸食物会导致肥胖、体育锻炼少会导致肥胖、
肥胖将会导致糖尿病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外ꎬ
其他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在早

餐相关知识方面ꎬ初中生对不吃早餐使人增加午餐量

的知晓率为 ４７.８４％ꎬ高中生为 ５５.３５％ꎮ 初中生与高

中生知晓率仅在“不吃早餐使人增加午餐量”方面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分性别分析ꎬ对高能量食物的了解中ꎬ维吾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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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对含糖饮料为高能量食物的知晓率最高ꎬ 为

９９.８０％ꎬ男生为 ７０. ６６％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７６.２８ꎬＰ<０.０１)ꎮ 肥胖危险因素方面ꎬ维吾尔族女生

知晓 率 最 高 的 为 经 常 吃 油 炸 食 物 会 导 致 肥 胖

(９６.９８％)ꎬ男生为 ８６. ４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４４.１２ꎬＰ<０.０１)ꎮ男、女生肥胖危险因素及危险知识各

方面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在

早餐相关知识方面ꎬ女生对不吃早餐使人增加午餐量

的知晓率为５８.２７％ꎬ男生为 ４５.５１％ꎻ在不吃早餐使人

反应速度下降方面ꎬ男生知晓率为 ５７.４９％ꎬ女生为 ７７.
４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９.７６ꎬＰ<０.０１)ꎮ 男、女
生早餐相关知识方面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维吾尔族中学生饮食行为报告率　 维吾尔族中

学生饮食行为中报告率最高的为每天“吃蔬菜≥１ 次”
(８５.１６％)ꎬ其次为每天“吃早餐”(７２.５２％)ꎬ最低的为

“吃油炸食品≥１ 次”(５.９２％)ꎮ
初中与高中学生每天吃蔬菜、每天喝牛奶或奶制

品、吃甜点的报告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其他饮食

行为报告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维吾尔族男生吃蔬菜≥１ 次 / ｄ 的比例为 ８４.０３％ꎬ

女生为 ８６. ２９％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 ０１ꎬＰ >
０.０５)ꎮ维吾尔族男生喝牛奶或奶制品≥１ 次 / ｄ、喝碳

酸饮料≥１ 次 / ｄ、吃零食的报告率分别为 ６７. ６６％ꎬ
１４.５７％ꎬ１９.５６％ꎬ与女生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每天饮食行为报告率不同学段不同性别学生间比较

饮食行为

学段

初中

(ｎ＝ ４６４)
高中

(ｎ＝ ５３３)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生

(ｎ＝ ５０１)
女生

(ｎ＝ ４９６)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ｎ＝ ９９７)

吃蔬菜≥１ 次 ３８８(８３.６２) ４６１(８６.４９) １.６２ >０.０５ ４２１(８４.０３) ４２５(８５.６９) １.０１ >０.０５ ８４９(８５.１６)
喝牛奶或奶制品≥１ 次 ２９６(６３.７９) ３２２(６０.４１) １.２０ >０.０５ ３３９(６７.６６) ２８８(５８.０６) １３.７８ <０.０１ ６１８(６１.９９)
吃水果≥１ 次 ２５８(５５.６０) ３３７(６３.２３) ５.９９ <０.０５ ２８５(５６.８９) ３１０(６２.５０) ３.２６ >０.０５ ５９５(５９.６８)
吃甜点≥１ 次 １２０(２５.８６) １４３(２６.８３) ０.１２ >０.０５ １１８(２３.５５) １３８(２７.８２) ４.１４ <０.０５ ２６３(２６.３８)
喝碳酸饮料≥１ 次 ６８(１４.６６) ３６(６.７５) １６.５７ <０.０１ ７３(１４.５７) ３５(７.０６) １８.４７ <０.０１ １０４(１０.４３)
吃油炸食品≥１ 次 ３７(７.９７) ２２(４.１３) ６.５９ <０.０５ ３０(５.９９) ３２(６.４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５９(５.９２)
吃早餐 ３１３(６７.４６) ４１０(７６.９２) １１.１５ <０.０１ ３６２(７２.２６) ３５４(７１.３７) ０.０３ >０.０５ ７２３(７２.５２)
吃零食 １００(２１.５５) １５１(２８.３３) ６.０５ <０.０５ ９８(１９.５６) １５１(３０.４４) １６.８５ <０.０１ ２５１(２５.１８)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维吾尔族中学生运动行为报告率　 过去 ７ ｄ 内ꎬ
维吾尔族中学生每天锻炼 １ ｈ 的天数≥５ ｄ 的人数比

例最高 ( ５２. １６％)ꎻ其次为每天坚持锻炼 １ ｈ 比例

(３２.００％)ꎬ比例最低的为每天坚持 ０.５ ｈ 中等强度锻

炼(１３.７４％)ꎮ
维吾尔族初中生每天坚持 １ ｈ 锻炼的学生比例为

４１.３８％ꎬ高中生为 ２３.８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５.１２ꎬＰ<０.０１)ꎻ每天 ０.５ ｈ 中等强度锻炼天数≥５ ｄ

的初中(３６.８５％)与高中(１６.８９％)学生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５１.１８ꎬＰ<０.０１)ꎻ每天 １ ｈ 锻炼天数≥５ ｄꎬ
每天坚持 ０.５ ｈ 中等强度锻炼的初中与高中学生比例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男生每天坚持 １ ｈ 锻炼的比例为 ４１.１２％ꎬ女生为

２２.７８％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８.５１ꎬＰ< ０.０１)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过去 ７ ｄ 内运动行为报告率不同学段不同性别学生间比较

运动行为

学段

初中

(ｎ＝ ４６４)
高中

(ｎ＝ ５３３)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生

(ｎ＝ ５０１)
女生

(ｎ＝ ４９６)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ｎ＝ ９９７)

每天坚持 １ ｈ 锻炼 １９２(４１.３８) １２７(２３.８３) ３５.１２ <０.０１ ２０６(４１.１２) １１３(２２.７８) ３８.５１ <０.０１ ３１９(３２.００)
每天坚持 １ ｈ 锻炼天数≥５ ｄ ３２０(６８.９７) ２００(３７.５２) ９８.２７ <０.０１ ３０８(６１.４８) ２１２(４２.７４) ３５.０６ <０.０１ ５２０(５２.１６)
每天坚持 ０.５ ｈ 中等强度锻炼 ８１(１７.４６) ５６(１０.５１) １０.１１ <０.０１ ９６(１９.１６) ４１(８.２７) ２４.９６ <０.０１ １３７(１３.７４)
坚持 ０.５ ｈ 中等强度锻炼 １７１(３６.８５) ９０(１６.８９) ５１.１８ <０.０１ １７３(３４.５３) ８８(１７.７４) ３６.３５ <０.０１ ２６１(２６.１８)
　 天数≥５ ｄ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随着西部大开发及对口援疆工作的推进ꎬ新疆经

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ꎬ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教育

投入的增加ꎬ教育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７] ꎮ 特别是新

疆近年来开展的营养午餐、蛋奶工程等ꎬ使边远地区

少数民族学生的营养状况得到了有力提升ꎮ 本次调

查结果显示ꎬ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中学生对部分健康知

识知晓率较高ꎮ 可能与维吾尔族中学生长期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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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环境及宗教信仰等存在密切关系ꎬ和田市维吾尔

族中学生长期生活在这一固定的区域ꎬ对较为常识的

营养知识了解较多ꎬ但对更深层次的营养知识了解较

少ꎻ另外ꎬ维吾尔族信奉伊斯兰教ꎬ伊斯兰教教义认为

人们应适度饮食为保持身体健康并充满活力ꎬ不能柔

弱无力ꎬ也不能过度肥胖ꎮ 对饮食速度快会导致肥胖

的知晓率ꎬ仅为 ６３.０９％ꎮ 相关研究显示ꎬ食物进入人

体肠胃后经过初步消化到血糖量提升需要 １５ ｍｉｎ 的

时间ꎬ如果饮食速度过快将会导致下丘脑饱食中枢来

不及发出信号ꎬ使进食量增加ꎬ最终导致肥胖的发

生[８] ꎮ 维吾尔族中学生对类似知识的不了解导致出

现错误的饮食行为ꎬ对健康带来不利影响ꎮ
本研究调查显示ꎬ维吾尔族中学生对体质量指数

的计算方法了解的仅占 ２２.７７％ꎬ低于与段佳丽等[９]对

北京市某中学生的调查结果(２３.１０％)ꎮ 表明维吾尔

族中学生的健康教育较为缺乏ꎬ同时对健康指标的测

试方法、技能等方面还较为欠缺ꎬ应采取相应措施进

行提升ꎮ 另外ꎬ和田地区与北京相比ꎬ在对学生的健

康教育、体质测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ꎬ同时对体育

硬件设施的投入等也存在较大差距ꎬ因此多方面因素

导致和田地区学生健康营养知识的缺乏ꎮ
本研究显示ꎬ 每天吃蔬菜的维吾尔族男生为

８４.０３％ꎬ 女 生 为 ８５. ６９％ꎻ 每 天 吃 水 果 的 男 生 为

５６.８９％ꎬ女生为 ６２.５０％ꎮ 表明依然存在较高比例的

学生不能做到每天吃蔬菜或水果ꎮ 另外ꎬ每天吃甜点

的男、女生比例为 ２３.５５％和 ２７.８２％ꎮ 维吾尔族中学

生的饮食习惯与平衡膳食的要求相差较远ꎮ 与维吾

尔族家庭生活习惯有关ꎮ 传统的饮食方式导致维吾

尔族学生吃蔬菜的人数比例较低ꎮ 本研究中依然存

在较高比例的学生不能做到每天吃水果ꎬ原因可能是

因为本项目的调查时间集中在 １０—１１ 月进行ꎬ但是有

着明显的季节性ꎬ因此人们在夏季多伴食瓜果ꎬ冬季

瓜果相对较少ꎬ加之气候寒冷ꎬ吃水果的学生比例

较低ꎮ
本次调查还显示ꎬ不吃早餐的维吾尔族中学生高

达 ２８.１８％ꎮ 有研究显示ꎬ学生不吃早餐使上午的学习

出现精力不够集中等现象ꎬ同时导致学生课间进食零

食、午餐的进食量增加等现象ꎬ也会导致肥胖的出

现[１０－１２] ꎮ 近年来ꎬ教育部在全国推开了每天锻炼 １ ｈ
的阳光计划ꎬ当前中小学生每天的课余体育活动、体
育课时间基本能够达到每天 １ ｈ 的锻炼标准ꎮ 本研究

调查显示ꎬ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中学生 １ 周内每天坚持

１ ｈ 锻炼天数≥５ ｄ 的学生比例仅为 ５２.１６％ꎬ低于段佳

丽等[９]对北京市某中学生的调查结果(５５.６１％)ꎮ 另

外ꎬ每天 ０.５ ｈ 锻炼并且能达到中等强度锻炼的学生

比例仅为 １３.７４％ꎮ 由此看来ꎬ维吾尔族中学生无论是

在学校的锻炼还是在校外的锻炼ꎬ强度和人数比例均

不高ꎬ因此针对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中学生校内外的体

育锻炼推广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和落实ꎮ 体育设施

的齐全是保障学生有效参与体育锻炼的基础ꎬ需要教

育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ꎬ共同做好和田地区中

学生的体育锻炼工作ꎮ 和文娟等[１３]的研究显示ꎬ高年

级学生因认知能力的提高ꎬ在对营养知识和饮食行为

等方面的知晓率均高于低年级学生ꎮ 本研究显示ꎬ维
吾尔族高中生每天吃水果的人数比例高于初中生ꎬ另
外初中生每天吃油炸食品和碳酸饮料的比例较高中

生高ꎬ但维吾尔族高中生每天锻炼 １ ｈ 的比例较初中

生低ꎮ 提示今后在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时针对初中

生更多的应从膳食营养教育入手ꎬ而高中生则应重点

放到加强体育锻炼方面ꎮ

志谢　 感谢和田地区教育局基教科的各位老师对本次调查工

作的支持和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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