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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亲子分离特征对留守儿童消瘦的影响ꎬ为制定留守儿童健康促进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持ꎮ 方

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２ 月抽取江西省 ６ ６６２ 名(留守 ２ ４３８ 名ꎬ非留守 ４ ２２４ 名)７~ １８ 岁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及体格测试ꎬ对比留守与非留守儿童体重分类的差异ꎬ分析亲子分离特征对留守儿童消瘦状况的影响ꎮ 结果　
２ ２５６ 名留守儿童中消瘦检出率为 ３８.１％ꎮ 不同亲子分离类型组间ꎬ父分离组的消瘦率(４７.２％)最高ꎬ父母分离组的消瘦

率(４０.１％)最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０８ꎬＰ<０.０５)ꎮ 不同亲子分离年限(父母、父)组间均为分离年限>５ 年组的消瘦

率最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７.７５ꎬ７.９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控制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及体育锻炼时间ꎬ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与和父母分离年限<３ 年的留守儿童相比ꎬ父母分离年限>５ 年的留守儿童发生消瘦的风险更低(ＯＲ＝ ０.７８ꎬ
９５％ＣＩ＝ ０.６２~ ０.９９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与非留守儿童相比ꎬ留守儿童存在较严重的消瘦现象ꎮ 亲子分离特征中的父母分离

年限与留守儿童消瘦呈负相关ꎬ分离年限越长ꎬ消瘦的发生率越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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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城乡经济差异不断扩

大ꎬ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寻求就业机

会ꎬ部分儿童随父母进入城市ꎬ还有部分留守农村ꎮ
据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ꎬ截止 ２０１６ 年底ꎬ我国农村留

守儿童数量为 ９０２ 万人ꎬ江西作为全国劳动力输出的

重要省份ꎬ留守儿童数量达 ７０ 万以上[１] ꎮ 目前有关

留守儿童健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和生理两个方

面:在心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抑郁[２] 、焦虑[３] 、嫉
妒[４] 、孤独感[５] 、安全感缺乏[６] 等ꎻ在生理方面ꎬ着重

关注点为贫血[７] 、龋齿[８] 、近视[９] 、身体素质低下[１０] 、
生长发育不良[１１] 等ꎮ 有关留守儿童生长发育不良的

因素ꎬ研究认为主要有营养不良[１２] 、食物匮乏[１３] 、收
入低[１４]等ꎮ 本研究通过论证亲子分离特征是否对留

守儿童消瘦产生影响ꎬ为制定留守儿童健康促进相关

政策提供理论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２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方法ꎬ在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德兴、婺源、万年 ４ 个县的

城区和乡镇各随机抽取小学、初中、高中各 ２ 所ꎬ在被

抽取的学校中每个年级各抽取 １ 个班ꎬ然后在小学每

个班抽取 ２５ 人ꎬ初、高中每个班抽取 ５０ 名(人数不足

的从邻近班补)ꎬ预计共调查 ７ ２００ 名 (年龄 ７ ~ １８
岁)ꎮ 最后完成问卷 ６ ８３１ 名ꎬ应答率为 ９４.９％ꎬ有效

问卷 ６ ７４２ 名ꎬ有效率为 ９８.７％ꎮ 剔除其中未参加体

格测量人员 ８０ 名ꎬ最终获取有效数据 ６ ６６２ 名(留守

２ ４３８名ꎬ非留守 ４ ２２４ 名)ꎮ 在 ２ ４３８ 名留守儿童中ꎬ
男生 １ ２５３ 名(５１.４％)ꎬ女生 １ １８５ 名(４８.６％)ꎻ根据

“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 [１５] 和“学龄儿童青

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 [１６] ꎬ 检出消瘦学生 ９３０ 名

(３８.１％)ꎬ正常 １ ３２６ 名 ( ５４. ４％)ꎬ超重肥胖 １８２ 名

(７.５％)ꎮ 本研究剔除 １８２ 名超重肥胖者ꎬ共对 ２ ２５６
名留守儿童进行分析ꎮ 研究通过了上饶师范学院体

育学院伦理委员会审查ꎬ调查前均经过受试者本人及

其监护人的同意ꎬ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查阅国内外文献[１７－２０] 、咨询专

家意见界定“留守儿童”定义并设计调查问卷ꎮ 本研

究对留守儿童的界定为“截止调查日期止ꎬ因父母双

方或一方外出ꎬ留守原籍不能与父母共同生活超过 ６
个月的 １８ 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 [１７] ꎮ 问卷内容主要

包括:(１)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学段、户籍所在地、体
育锻炼时间( ｈ / ｄ)ꎻ(２) 亲子分离特征:分离类型(父

母、父、母)ꎻ分离年限( <３ 年、３ ~ ５ 年、>５ 年) [２１] ꎻ分离

时期[学龄前期( <７ 岁)、学龄期( ≥７ 岁)]ꎮ 问卷亲

子分离特征部分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ꎮ
１.２.２　 体格测量　 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

(２０１４ 年修订)» [２２]规定的学生体质调研细则ꎬ由统一

培训的调查员使用同型号身高体重测量仪(上海恒刚

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对受试者的身高、体重进行测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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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要求受试者身穿薄衣ꎬ赤足站立ꎬ双足跟并拢ꎬ
双腿伸直ꎬ躯干自然挺直ꎬ上肢自然下垂ꎬ头部正直ꎬ
两眼平视前方(耳屏上缘与眼眶下缘的最低点齐平)ꎬ
身高、体重分别精确到 ０.１ ｃｍ 和 ０.１ ｋｇꎮ 根据身高、体
重计算体质量指数 ( ＢＭＩ)ꎬ ＢＭＩ ＝ 体重 ( ｋｇ) / [ 身高

(ｍ)] ２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由体育专业大学生组成ꎬ统
一经过 １ 周的培训ꎬ熟悉调查程序、体格测量方法及问

卷内容ꎮ 调查以班级为单位开展ꎬ每班由 ３ 名调查员

负责ꎮ 问卷填写用时约 １２ ｍｉｎꎬ由 １ 名调查员负责读

题讲解ꎬ另外 ２ 名巡视指导、随时解答学生提问ꎬ协助

学生完成问卷ꎬ问卷填写完经调查员检查核对后整班

收回ꎮ 体格测量在问卷填写后随即进行ꎬ由 ２ 名测量

员和 １ 名记录员开展ꎬ当 ２ 名测试员在身高、体重读数

统一时ꎬ记录员方可记录ꎮ 体格测量结束后ꎬ按 ３％比

例进行随机抽样复测ꎬ测试误差均在允许范围内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ꎬ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ꎬ留守儿童不同亲

子分离特征组间的消瘦率对比采用 χ２ 检验ꎬ单因素分

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对留守儿童消瘦的影响采用

二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性别、学段及体重构成比较　
留守、非留守儿童在性别、学段的构成比上较均衡ꎬ但
在消瘦检出率上ꎬ留守儿童(３８.１％ꎬ９３０ / ２ ４３８) 高于

非留守儿童(２１.５％ꎬ９０８ / ４ ２２４)ꎻ在超重肥胖检出率

上ꎬ留守儿童 ( ７. ５％ꎬ １８２ / ２ ４３８) 低于非留守儿童

(９.６％ꎬ４０６ / ４ ２２４)ꎮ
２.２　 不同亲子分离特征留守儿童消瘦检出率比较　
在不同亲子分离类型组间ꎬ父分离组的消瘦检出率最

高(４７.２％ꎬ１６６ / ３５２)ꎬ父母分离组的消瘦检出率最低

(４０.１％ꎬ７２９ / １ ８１８)ꎬ母分离组的消瘦检出率为 ４０.７％
(３５ / ８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０８ꎬＰ<０.０５)ꎮ 不

同亲子分离年限组间均为分离年限>５ 年组的消瘦检

出率最低ꎬ其中父母、父分离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母分离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不同亲子分离时期组间的留守

儿童消瘦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亲子分离特征对留守儿童消瘦状况的二分类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在控制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及体

育锻炼时间因素后ꎬ以体重分类(正常＝ ０ꎬ消瘦＝ １)为

因变量ꎬ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亲子

分离类型ꎬ亲子分离年限)为自变量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在亲子分离年限中ꎬ父母分离年限与

留守儿童消瘦呈负相关ꎬ父母分离年限>５ 年的留守儿

童发生消瘦的风险是父母分离年限<３ 年留守儿童的

０.７８ 倍(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１　 不同亲子分离类型和年限留守儿童消瘦检出率比较

分离类型 分离年限 / 年 人数 消瘦 χ２ 值 Ｐ 值
父母分离 <３ ５８５ ２６８(４５.８) ２７.７５ <０.０１

３~ ５ ２５２ １２２(４８.４)
>５ ９８１ ３３９(３４.６)

父分离 <３ １２０ ６９(５７.５) ７.９７ ０.０２
３~ ５ ５２ ２３(４４.２)
>５ １８０ ７４(４１.１)

母分离 <３ １０ ４(４０.０) ４.０４ ０.１３
３~ ５ １８ １１(６１.１)
>５ ５８ ２０(３４.５)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２　 不同亲子分离类型和时期留守儿童消瘦检出率比较

分离类型 分离时期 人数 消瘦 χ２ 值 Ｐ 值
父母分离 学龄前期 １ １３６ ４７０(４１.４) ２.０５ ０.１５

学龄期 ６８２ ２５９(３８.０)
父分离 学龄前期 １９４ ９８(５０.５) １.９５ ０.１６

学龄期 １５８ ６８(４３.０)
母分离 学龄前期 ４２ １８(４２.９) ０.１６ ０.６９

学龄期 ４４ １７(３８.６)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３　 亲子分离特征对留守儿童

消瘦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２ ２５６)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亲子分离类型 父母分离 １.００

父分离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３７ １.０９(０.８４~ １.４１) ０.５４
母分离 －０.１５ ０.２６ ０.３４ ０.８６(０.５２~ １.４３) ０.５６

亲子分离年限 父母分离
　 / 年 　 <３ １.００

　 ３~ ５ ０.１８ ０.１７ １.１６ １.２０(０.８６~ １.６７) ０.２８
　 >５ －０.２５ ０.１２ ４.１８ ０.７８(０.６２~ ０.９９) ０.０４
父分离
　 <３ １.００
　 ３~ ５ －０.０９ ０.４０ ０.０６ ０.９１(０.３７~ １.１２) ０.８１
　 >５ －０.４９ ０.２９ ２.７８ ０.６１(０.３５~ １.０９) ０.１０

３　 讨论

本研究分析显示ꎬ留守儿童的消瘦检出率高于非

留守儿童ꎬ与 Ｆｅｌｌｍｅｔｈ 等[２３] 和单白雪[２４] 的报道一致ꎬ
许多研究认为留守儿童消瘦与家庭收入关联密

切[２５－２６] 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父母分离年限与留守儿童消

瘦呈负相关ꎬ即分离年限越长ꎬ消瘦的发生率越低ꎮ
Ｌｓｌａｍ 等[２７] 曾报道ꎬ父母迁移对孟加拉国留守儿童消

瘦有显著保护作用ꎬ但未提及迁移年限ꎮ
自改革开放以来ꎬ我国开启了快速的工业化进

程ꎬ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ꎬ不少夫妻选择同时外

出务工以给家庭带来最大的经济收入[２８] ꎮ 国家统计

局统计的历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ꎬ我国农民工

工资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趋势[２９] ꎬ工资收入增加使农

民工家庭可支配收入明显提升[３０] ꎬ购买力明显增强ꎬ
留守儿童的营养[３１] 、医保[３２]等需求得到基本满足ꎬ大
大降低了消瘦 / 营养不良风险ꎮ

此外ꎬ民政部 ２０１６ 年统计数据显示ꎬ８９.３％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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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儿童由(外) 祖父母监护抚养[３３] ꎬ祖辈作为留守儿

童的主要监护人ꎬ在孙辈的教养问题上往往存在溺爱

现象[３４] ꎬ突出表现为过度喂养等问题ꎬ受传统观念的

影响ꎬ通常认为多吃、长胖是孩子健康的表现ꎬ一般不

会对儿童饮食行为做过多限制ꎬ往往任由孩子偏好选

择食品[３５] ꎬ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降低留守儿童的消瘦检

出率ꎮ
综上所述ꎬ父母分离年限与留守儿童消瘦呈负相

关ꎬ分离年限越长ꎬ消瘦的发生率越低ꎮ 本研究也存

在一些局限性:(１)调查问卷中的某些项目主要通过

回顾填写ꎬ可能会因被试者的记忆模糊ꎬ导致亲子分

离年限和时期与事实产生一定的偏差ꎮ (２)本研究为

横断面研究ꎬ不能准确地把握其他影响因素对留守儿

童消瘦状况的干扰ꎬ还需进一步进行前瞻性队列研

究ꎬ以明确亲子分离特征对留守儿童消瘦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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