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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疆哈萨克族大学生健康素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提高该群体健康素养水平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问卷”对分层整群随机抽取的新疆 ５ 所高校 １ ９４２ 名哈萨克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并对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哈萨克族大学生具备基本健康素养人数比例ꎬ在不同性别、年级、专业和健康信息关注方面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６.２０４ꎬ５９.５３４ꎬ１６９.５３６ꎬ２６.７５９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ꎻ哈萨克族大学生对艾滋病传播的知晓率最高

(９２.２１％)ꎬ其次为对健康的理解知晓率(８８.４７％)ꎻ哈萨克族大学女生、医学专业学生和经常关注或偶尔关注健康信息的

学生具备健康素养人数比例较男生、非医学专业学生和从未关注健康信息的学生高ꎬ大一年级学生高于大二学生(ＯＲ 值

为１.７９６ꎬ４.６１８ꎬ４.１３２ꎬ６.０８４ꎬ０.３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新疆哈萨克族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有待提高ꎮ 应采取相应措施

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引导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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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素养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地区或群体健

康素质的重要指标ꎬ健康素养水平与人们的健康状

况、医疗经费的支出等存在相关性[１－３] ꎮ 正处于教育

阶段的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将直接关系到学生未来

的健康成长ꎬ也关系到我国高素质人群的健康素养水

平[４－５] ꎮ 哈萨克族大学生作为我国重要的少数民族大

学生群体ꎬ他们的健康素养水平将影响到该民族健康

素质的提高ꎮ 为进一步了解新疆哈萨克族大学生健

康素养水平及其相关因素ꎬ笔者对１ ９４２名新疆哈萨克

族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旨在为提高该群体健康素养

和健康水平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新疆乌鲁木齐市 ５ 所高校采用分层整

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在每所学校大一至大四年级少数

民族班级中分别抽取 ５ 个教学班ꎬ每所学校共抽取 ２０
个教学班级ꎬ班级内的全部哈萨克族大学生作为本研

究调查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１ ９８３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９４２份ꎬ回收率为 ９７.９３％ꎮ 其中男生 １ ０１４ 名ꎬ女生

９２８ 名ꎻ大一年级学生 ５２１ 名ꎬ大二年级学生 ５４８ 名ꎬ
大三年级学生 ４８９ 名ꎬ大四年级学生 ３８４ 名ꎮ 调查对

象平均年龄(２０.１２±２.２１)岁ꎮ
１.２　 方法　 采用原卫生部编制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调查问卷”进行调查[６] ꎮ 问卷共 ６０ 个题目ꎬ其中基本

知识与理念 ２５ 个题目ꎬ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３０ 个题

目ꎬ基本技能 ５ 个题目ꎮ 该问卷知识题单选题答对评

定为回答正确ꎬ多选题所有选项答对 ６０％评定为回答

正确ꎮ 具备健康素养的判断标准:以正确回答 ８０％及

以上健康素养题目内容的调查对象视为具备基本健

康素养ꎮ 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健
康技能 ３ 个方面以正确回答 ８０％及以上相应维度的

题目视为具备该维度健康素养ꎮ 调查由经过培训的

调研组成员指导填写ꎬ调查者均为高校哈萨克族教

师ꎬ调查前用本民族语言向学生讲明调查的目的和意

义等ꎮ 问卷要求调查学生独立填写ꎬ当场发放、填写

并收回ꎬ采用匿名调查的方式进行ꎮ 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４—５ 月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进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进行 χ２ 检验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特征哈萨克族大学生健康素养比较　 哈萨

克族大学生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人数比例在性别、年
级、专业和健康信息关注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３６. ２０４ꎬ５９. ５３４ꎬ１６９.５３６ꎬ２６. ７５９ꎬＰ 值均 <
０.０５)ꎮ不同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不同学习成绩、不
同健康状况哈萨克族大学生健康素养具备率差异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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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１.９６４ꎬ０.２６８ꎬ５.０３９ꎬ６.８６９ꎬ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新疆不同组别哈萨克族大学生基本健康素养具备率比较

组别 人数 具备基本健康素养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０１４ ６２(６.１１) ３６.２０４ ０.０００

女 ９２８ １１７(１２.６１)
生源 城市 ５３５ ５７(１０.６５) １.９６４ ０.３８１

城镇 ７２９ ６４(８.７８)
乡村 ６７８ ５８(８.５６)

年级 大一 ５２１ ３３(６.３３) ５９.５３４ ０.０００
大二 ５４８ １４(２.５６)
大三 ４８９ ６３(１２.８８)
大四 ３８４ ６９(１７.９７)

专业 非医学 １ ６４０ ８５(５.１８) １６９.５３６ ０.０００
医学 ３０２ ９４(３１.１３)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４５８ ４４(９.６１) ０.２６８ ０.６０７
否 １ ４８４ １３２(９.１０)

学习成绩 非常好(班级排名前 １０％) １５２ ４４(２８.９５) ５.０３９ ０.１６８
好(班级排名 １１％ ~ ２０％) ６０８ ３２(５.２６)
一般(班级排名 ２１％ ~ ５０％) １ ０８０ ５２(４.８１)
较差(班级排名 ５１％以后) １０２ ５１(５０.００)

健康状况 非常好(超过 １ ａ 未生病) ３２８ ２３(７.０１) ６.８６９ ０.０８５
好(１ ａ 内未生病) ９９７ ９２(９.２３)
一般(生病≤２ 次 / ａ) ５６９ ５１(８.９６)
差(生病>２ 次 / ａ) ４８ １３(２７.０８)

健康信息关注 经常 ５２１ ６９(１３.２４) ２６.７５９ ０.０００
偶尔 １ ２６４ １０４(８.２３)
从未 １５７ ６(３.８２)

　 注:()内数字为具备率 / ％ꎮ

２.２　 哈萨克族大学生不同方面健康素养情况　 １ ９４２
名大学生中有 ２０.８０％(４０４ 名)基本具备基本知识与

理念健康素养ꎮ 总体来看ꎬ哈萨克族大学生对艾滋病

传播的知晓率最高(９２.２１％ꎬ１ ７９１ 名)ꎬ其次为对健康

的理解(８８.４７％ꎬ１ ７１８ 名)ꎻ对四害传播的疾病问题知

晓率最低(１６.８４％ꎬ３２７ 名)ꎬ另外对被动吸烟的危害

知晓率也较低(３２.４４％ꎬ６３０ 名)ꎮ
哈萨克族大学生具备正确的健康生活方式与行

为健康素养的人数比例为 ５. ２０％ ( １０１ 名)ꎮ 其中

８５.７９％(１ ６６６ 名)的大学生不吃过期的食品ꎬ８９.６５％
(１ ７４１ 名)对交通安全知识了解ꎮ 哈萨克族大学生对

成年男性每天的饮酒量知晓率较低ꎬ仅为 ９.８４％(１９１
名)ꎻ对每天食盐的摄取量知晓率也较低ꎬ为 ２５.８５％
(５０２ 名)ꎻ对孕妇的产前检查知晓率最低ꎬ仅为 ８.６５％
(１６８ 名)ꎮ

哈萨克族大学生有 ６８.９５％(１ ３３９ / １ ９４２)具备健

康基本技能素养ꎮ 其中调查者中能够正确读出体温

计值的占 ９２.１７％(１ ７９０ 名)ꎬ火灾发生时能够选择正

确逃离方式的占 ９４.８９％ (１ ８０４ 名)ꎮ 对人工胸外心

脏按压频率的回答正确率最低ꎬ仅为 ５.８７％(１１４ 名)ꎬ
其次为“被宠物咬伤后怎样处理”的正确率为 １０.８７％
(２１１ 名)ꎮ
２.３　 哈萨克族大学生综合性健康素养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具备综合性健康素养为因变量(具

备＝ １ꎬ不具备 ＝ ２)ꎬ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

因素:性别(男生＝ １ꎬ女生 ＝ ２)、年级(大一 ＝ １ꎬ大二 ＝
２ꎬ大三＝ ３ꎬ大四＝ ４)、专业(医学专业＝ １ꎬ非医学专业

＝ ２)、关注健康信息情况(偶尔关注＝ １ꎬ经常关注＝ ２)
作为自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表明ꎬ哈萨克

族大学女生、医学专业学生和经常关注或偶尔关注健

康信息的哈萨克族 学 生 健 康 素 养 具 备 率 较 高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新疆哈萨克族大学生健康素养具备情况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１ ９４２)

自变量与常数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女 ０.５８６ ０.１６７ １２.５８３ ０.０００ １.７９６(１.２９８ ~ ２.４７８)
年级 大二 －１.０３９ ０.３６３ ８.２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３５７(０.１７５ ~ ０.７２２)

大三 －０.０７９ ０.２７８ ０.０７９ ０.７８４ ０.９２７(０.５３７ ~ １.６０１)
大四 ０.０７１ ０.２５４ ０.０７８ ０.７８６ １.０７３(０.６５７ ~ １.７５２)

专业 医学专业 １.５３４ ０.１９３ ６３.４４２ ０.０００ ４.６１８(３.１７２ ~ ６.７３４)
健康信息关注 偶尔 １.４１８ ０.５９９ ５.６２４ ０.０１９ ４.１３２(１.２７８ ~ １３.３４６)

经常 １.８０６ ０.６０５ ８.９２６ ０.００４ ６.０８４(１.８６２ ~ １９.８８７)
常数 －４.４５６ ０.６１８ ５２.２９３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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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ꎬ新疆哈萨克族大学生具备基

本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 ９.２２％ (１７９ / １ ９４２)ꎬ２０１３
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平均水平为 ９.４８％[７] ꎬ低于全国

水平 ０.２６ 百分点ꎬ与北京市大学生(２４.７５％)相比也

明显较低[８] ꎬ与新疆师范类维吾尔族大学生健康素养

４１.２４％的结果相比较差距较大[９] ꎮ 因此新疆哈萨克

族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ꎮ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ꎬ 哈萨克族大学生中有

２０.７８％具备基本知识与理论健康素养ꎬ有 ５.２０％具备

正确的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素养ꎬ有 ６８.９４％具备

健康基本技能素养ꎬ均低于李晓宁等[１０]对广州大学生

的调查结果ꎬ同时也低于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结

果[７] ꎮ 与本地区新疆师范类高校维吾尔族大学生结

果相比较在基本知识与理论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方面均较低ꎬ基本技能高于新疆师范类高校维吾尔族

大学生ꎮ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新疆地区属于

我国西部偏远地区ꎬ长期以来受到交通、地域因素的

影响ꎬ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全国水平ꎬ与内地的广州等

地相比较经济水平差距更大ꎬ经济发展水平不同ꎬ人
们受到的文化教育、知识接受途径等都受到影响ꎻ同
时与哈萨克族居民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１１] ꎬ长期生活

在广阔的草原上ꎬ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等都非常简陋

和艰苦ꎬ哈萨克族大学生高中以前均生活在这样的环

境中ꎬ虽然大学求学来到了城市ꎬ但对生活习惯、生活

卫生等方面水平均不高有关ꎮ 哈萨克族大学生对四

害传播的疾病问题知晓率、被动吸烟的危害知晓率、
成年男性每天的饮酒量、每天食盐的摄取量、孕妇的

产前检查、被宠物咬伤后怎样处理、人工胸外心脏按

压频率等方面的回答正确率均较低ꎬ可能与偏远地区

学校教学质量、师资水平与其他发达地区存在差异有

关ꎬ另外还与长期的游牧生活、传统观念等存在一定

关系ꎮ
年级、性别、专业、健康信息关注情况等是健康素

养的影响因素ꎮ 哈萨克族大学生大二年级健康素养

较其他年级低ꎬ可能与学校健康素养教育薄弱等方面

存在一定联系ꎮ 另外哈萨克族女大学生健康素养具

备率高于男生ꎬ与沈莉等[１２]对南京某高校大学生的调

查结果一致ꎬ说明哈萨克族大学女生更加关注健康知

识的积累ꎮ 医学专业哈萨克族大学生的健康素养具

备率高于非医学专业ꎬ笔者认为主要与医学专业学生

大学阶段接受的健康知识教育有关ꎬ同时还与医学专

业学生时刻关注相关的健康信息等有关ꎮ 因此ꎬ积极

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对提高哈萨克族大学生的健康素

养也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ꎬ同时学校还应发挥健康素

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ꎮ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ꎬ新疆哈萨克族大学生的健康

素养水平与全国及国内其他省份相比较存在较大差

距ꎬ同时与新疆本地维吾尔族大学生相比较也存在较

大差距ꎮ 结合新疆实际情况ꎬ笔者认为今后应在以下

方面开展工作:首先ꎬ学校等教育部门应开展相关的

健康知识宣传教育ꎬ利用周末主题班会ꎬ健康教育宣

传周、宣传月ꎬ知识讲座等形式宣传健康知识ꎬ切实发

挥健康素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９ꎬ１３－１４] ꎮ 其次ꎬ利用学

生接受的新媒体ꎬ如微信公众平台、ＱＱ 群、微博等开

展网上健康素养宣传教育ꎮ 第三ꎬ社会应加大宣传教

育ꎬ营造人人关注健康知识的氛围[１５－１６] ꎮ 第四ꎬ哈萨

克族大学生自身应发挥主观能动性ꎬ积极主动学习科

学的健康知识ꎬ去除传统的不良生活习惯和观念ꎬ养
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ꎬ提高自身健康素养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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