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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南京市儿童青少年家长健康素养状况ꎬ为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素养提供支持和建议ꎮ 方法 　
２０１７ 年 ４—５ 月ꎬ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在南京市选取 ６ 所小学的 ３ ４１２ 名小学生家长进行中国公民健康素养问卷调查ꎮ 结

果　 南京市儿童青少年家长健康素养的具备率为 ２１.６９％ꎮ 家长健康知识储备回答率最高的是“关于对戒烟的正确认识”ꎬ
为 ９８.２４％ꎮ 日常行为习惯回答率最高的是“驾车的正确方法”ꎬ为 ９８.６２％ꎮ 健康技能回答率最高的是“火灾发生时逃生的

技能”ꎬ为 ９９.７９％ꎮ 父母亲随着学历层次的不断上升ꎬ其健康素养具备率也呈现升高的趋势ꎬ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１.４６ꎬ１１４.５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父亲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群体的健康素养比例最高(９５.４３％)ꎬ母亲也为专业技术

人员群体的健康素养比例最高(９７.５３％)ꎬ父母不同职业类型健康素养具备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２８.９５ꎬ
２１８.７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应加强低文化水平儿童青少年家长群体健康素养水平教育ꎬ为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提供

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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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素养指人们对有关健康知识的获取、理解、
处理和加工ꎬ并且利用信息作出对自身健康发展有利
的决策能力[１] ꎮ 健康素养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
人们的健康水平[２－３] ꎮ 我国共进行了 ５ 次大规模的国
民健康素养调查ꎬ并且针对各类特殊群体如儿童青少
年、教师、医务人员群体等的健康素养调查也在不断
增多[４－５] ꎮ 家长作为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直接关系
人ꎬ其健康水平将直接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展ꎬ
因此了解家长的健康素养水平尤为重要[６] ꎮ 本研究
于 ２０１７ 年 ４—５ 月在南京市方便选取 ６ 所小学的
３ ４１２名小学生家长进行中国公民健康素养问卷调查ꎬ
了解南京市儿童青少年家长健康素养状况ꎬ为提升儿
童青少年健康素养提供支持和建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ꎬ在南京市选取 ２ 个
区ꎬ每个区选取 ３ 所小学ꎬ每个学校每个年级抽取 ２ 个
教学班级ꎬ每所学校共抽取 １２ 个教学班级ꎬ班级内全
体学生家长作为调查对象ꎬ共对 ６ 所小学 ７２ 个班级的
３ ５８７ 名小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ꎬ调查后收回有效
问卷 ３ ４１２ 份ꎬ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９５.１２％ꎮ 纳入本研
究的家长均签订自愿知情同意书ꎮ 由学生放学时将
问卷带回家由家长填写后于第 ２ 天统一收回ꎮ 本研究
调查的家长中ꎬ男性 １ ８０５ 名(５２.９０％)ꎬ女性 １ ６０７ 名
(４７. １０％)ꎻ 城市 １ ９７７ 名 ( ５７. ９４％)ꎬ 郊区 １ ４３５ 名
(４２.０６％)ꎮ 平均年龄为(３４.１３±６.３２)岁ꎮ
１.２　 方法　 采用«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２００９
版(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 ２００８ 年版简化版)进
行调查ꎬ该问卷共有 ３７ 个条目组成ꎬ分为健康知识储
备、行为习惯、健康技能 ３ 个维度[７] ꎮ 每个题目答对
得 １ 分ꎬ答错不得分ꎮ 单选题回答正确得分ꎬ回答错误

０１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第 ４０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２



不得分ꎻ多选题所有选项回答正确率≥６０％判定为回
答正确ꎮ 正确回答 ８０％及以上问题的家长判定为具
备健康素养ꎬ相反则为不具备健康素养ꎮ 问卷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４ꎮ

调查在班主任的协助下完成ꎬ问卷采用匿名填写
的方式进行ꎬ并附指导语ꎬ说明调查仅限于研究ꎬ得分
高低均无影响ꎬ并且要求独立和在不咨询他人及不查
阅有关资料的前提下自行填写ꎮ 调查得到本校伦理
委员会的审批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双
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ꎮ 不同人
口学特征健康素养具备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
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儿童青少年家长健康知识储备回答率　 儿童青
少年家长健康知识储备回答正确率最高的是“对戒烟
的正确认识”ꎬ为 ９８.２４％ꎻ其次是“对心理问题认为不
是病ꎬ不需要就医”ꎬ为 ９７.６３％ꎻ最低的是“苍蝇、蟑螂
等对应的传播疾病种类”ꎬ仅为 ７.５９％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南京市儿童青少年家长健康知识储备回答正确率(ｎ ＝ ３ ４１２)

健康知识 回答正确人数 正确率 / ％
成年人腋下部位体温的正常值 ２ ３９６ ７０.２２
正常血压范围 ２ ７７２ ８１.２４
健康生活方式的内容 ２ ８４８ ８３.４７
洗手有助于预防流行性感冒 ３ １７０ ９２.９１
苍蝇、蟑螂等对应的传播疾病种类 ２５９ ７.５９
体重快速下降是患癌症的前期信号 １ ４３７ ４２.１２
肺结核患者可以免费享受抗结核药物治疗 １ ６７６ ４９.１２
对心理问题认为不是病ꎬ不需要就医 ３ ３３１ ９７.６３
成年人每次献血 ２００ ｍＬ 对身体健康无害 ２ ５６７ ７５.２３
对戒烟的正确认识 ３ ３５２ ９８.２４
成年人的脉搏正常次数 ２ ７９０ ８１.７７
我国有保护从事有毒有害工作人员的法律 ２ ７９１ ８１.８０
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 ３ ２５７ ９５.４６
被动吸烟引起的疾病 ２ ９２４ ８５.７０
正确的健康观 ３ ０１４ ８８.３４
生病是否应该尽量打针 ３ １８９ ９３.４６
给孩子打预防针能够预防的疾病种类 ２ ９４３ ８６.２５
咳嗽 ２ 周以上时应该怎么做 ３ ３２７ ９７.５１

２.２　 儿童青少年家长日常行为习惯回答率　 儿童青
少年家长日常行为习惯回答正确率最高的是“驾车的
正确方法”ꎬ为 ９８.６２％ꎻ其次是“过期食品的正确处理
方法”ꎬ为 ９８. １５％ꎻ最低的是“不和他人共用一条毛
巾”ꎬ仅为 １０.９６％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儿童青少年家长健康技能回答率　 儿童青少年
家长健康技能回答正确率最高的是“火灾发生时逃生
的技能”ꎬ为 ９９.７９％ꎻ其次是“紧急医疗救助的方法”
为 ９９.１５％ꎻ最低的是“各类危险标识的识别”ꎬ仅为
０.３２％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不同类别儿童青少年家长健康素养具备率比较

见表 ４ꎮ

表 ２　 南京市儿童青少年家长日常行为习惯回答正确率(ｎ ＝ ３ ４１２)

日常行为习惯 回答正确人数 正确率 / ％
成年男性 １ ｄ 最多饮酒酒精量 ７３８ ２１.６３
不和他人共用一条毛巾 ３７４ １０.９６
怀孕后最低孕期检查次数 ４１４ １２.１３
成年人每天摄入的盐量 １ ８０１ ５２.７８
被宠物咬伤后正确的处理方式 １ １１２ ３２.５９
关于婴幼儿喂养的正确方法 ２ ５４４ ７４.５６
引用污染水后可能引起的疾病 ２ ３９２ ７０.１１
每年应进行 １ 次健康体检 ２ ４６０ ７２.１０
切菜板的正确使用方法 ２ ９４５ ８６.３１
正确的刷牙行为 ２ ８８０ ８４.４１
煤气中毒后正确的做法 ２ ９０５ ８５.１４
过期食品的正确处理方法 ３ ３４９ ９８.１５
抗生素的正确使用方法 ３ ２５７ ９５.４６
驾车的正确方法 ３ ３６５ ９８.６２

表 ３　 南京市儿童青少年家长健康技能回答正确率(ｎ ＝ ３ ４１２)

健康技能 回答正确人数 正确率 / ％
药盒上 ＯＴＣ 的含义 １ ３０１ ３８.１３
各类危险标识的识别 １１ ０.３２
紧急医疗救助的方法 ３ ３８３ ９９.１５
使用体温计测量腋下体温的方法 ３ ２５７ ９５.４６
火灾发生时逃生的技能 ３ ４０５ ９９.７９

表 ４　 南京市不同组别儿童青少年

家长健康素养具备率比较(ｎ ＝ ３ ４１２)

组别 人数 具备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１ ８０５ ３８９(２１.５５) ０.０２ ０.９０

女 １ ６０７ ３５１(２１.８４)
学校所在地 市区 １ ９７７ ４１９(２１.１９) ０.７９ ０.３７

郊区 １ ４３５ ３２１(２２.３６)
父亲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７５４ ８９(１１.８０) １１１.４６ <０.０１

高中 ８２９ １４０(１６.８８)
大专及本科 １ ５０４ ３９５(２６.２６)
研究生及以上 ３２５ １１６(３５.６９)

母亲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８２６ ９９(１１.９８) １１４.５８ <０.０１
高中 ７６１ １２７(１６.６８)
大专及本科 １ ６２７ ４３８(２６.９２)
研究生及以上 １９８ ７６(３８.３８)

学生户籍 南京市 ２ ０６２ ５１４(２４.９２) ２８.１５ <０.０１
非南京市 １ ２５３ ２０４(１６.２８)
外国国籍 ９７ ２２(２２.６８)

父亲职业 机关事业单位 ４０２ ３７３(９２.７８) ２２８.９５ <０.０１
专业技术人员 ５０４ ４８１(９５.４３)
普通公务员 ６５５ ５９９(９１.４５)
个体工商户 ６８９ ５５２(８０.１１)
服务人员 ４２４ ３５０(８２.５４)
非农业户工人 １０６ ８１(７６.４１)
城市务工人员 １８９ １４１(７４.６０)
农业劳动者 ７６ ４１(５３.９４)
离退休人员 ２０ １７(８５.００)
临时工或下岗职工 ４１ ２５(６０.９７)
军人及警察 ３５ ２９(８２.８５)
无业人员 ５７ ４３(７５.４３)
其他人员 ２１４ １６４(７６.６３)

母亲职业 机关事业单位 １６８ １５０(８９.２８) ２１８.７９ <０.０１
专业技术人员 ３２４ ３１６(９７.５３)
普通公务员 ８６７ ８０３(９２.６１)
个体工商户 ５１２ ３９７(７７.５３)
服务人员 ５６４ ４７５(８４.２１)
非农业户工人 １０２ ７３(７１.５６)
城市务工人员 １９８ １４４(７２.７２)
农业劳动者 ７９ ４４(５５.６９)
离退休人员 １８ １７(９４.４４)
临时工或下岗职工 ６４ ４４(６８.７５)
军人及警察 １２ １０(８３.３３)
无业人员 ３０３ ２５６(８４.４８)
其他人员 ２０１ １６０(７９.６０)

　 注:()内数字为具备率 / ％ꎮ

　 　 由表 ４ 可见ꎬ儿童青少年家长健康素养的具备率
为 ２１.６９％(７４０ / ３ ４１２)ꎮ 不同性别和学段所在地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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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素养具备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父母亲随着学历层次的不断上升ꎬ健康素养
具备率也呈现升高的趋势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 ０１)ꎻ南京市学生户籍的健康素养具备率最
高ꎬ非南京市户籍的健康素养具备率最低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ꎻ父亲职业方面ꎬ专业技术人员群
体的健康素养具备率最高(９５.４３％)ꎬ母亲也为专业技
术人员群体的健康素养具备率最高(９７.５３％)ꎮ 父母
不同职业类型健康素养具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３　 讨论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各项认知形成的关键时期ꎬ该

阶段对于儿童青少年健康行为的培养尤为重要ꎬ良好
的健康行为习惯将直接关系到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
平[８] ꎮ 虽然儿童青少年时期对自身的约束能力相对
较差ꎬ但行为可塑性相对较强ꎬ如果家长能够积极引
导子女形成正确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ꎬ将对健康行
为养成起到积极作用ꎬ也将终身受益[９－１０] ꎮ 本研究结
果显示ꎬ南京市儿童青少年家长健康素养的具备率为
２１.６９％ꎬ与中国居民健康素养平均水平(１１.５８％) 比
较相对较高[１１] ꎮ 可能是因为本研究调查的为南京市
的儿童青少年家长ꎬ作为省会城市的家长获取健康知
识的途径、文化程度、对健康知识的关注和理解等相
对较高ꎬ从而导致该结果的出现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家长文化程度较低者健康素
养的具备率也较低ꎮ 可能是因为文化程度较高的家
长健康知识的储备较好ꎬ并且对健康知识的理解、应
用能力较强ꎬ另外获取健康知识的方式和途径也较为
广泛ꎬ同时对健康技能的学习和掌握能力也比较强ꎬ
自我效能与文化水平较低的家长相比也较高ꎬ因此文
化水平较高者健康素养水平往往也较高[１２] ꎮ 本研究
结果还显示ꎬ非南京户籍的学生家长ꎬ父母职业为农
业劳动者、无业、临时工或下岗职工、城市务工人员的
家长健康素养具备率相对较低ꎬ可能因为该群体职业
劳动者的文化水平较低所导致ꎮ 提示今后在提高家
长健康素养或干预时应重点关注该群体健康素养水
平的提高ꎮ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ꎬ南京市儿童青少年家长对
“各类危险标识的识别”比例较低ꎬ几乎没有家长能够
全部识别出警示标示ꎮ 在“苍蝇、蟑螂等对应的传播
疾病种类”“不和他人共用一条毛巾”等方面的正确回
答率均在 １２％以下ꎬ这些方面也需要重点关注及提
高ꎮ 另外ꎬ在“对心理问题认为不是病ꎬ不需要就医”
“对戒烟的正确认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途径”“咳嗽
２ 周以上时应该怎么做”“过期食品的正确处理方法”
“抗生素的正确使用方法”“驾车的正确方法”“紧急医

疗救助的方法” “使用体温计测量腋下体温的方法”
“火灾发生时逃生的技能”等方面家长的正确回答率
均在 ９５％以上ꎬ表明普及率较高ꎮ 作为评价人们健康
状况的重要预测指标ꎬ健康素养与生命质量、人均期
望寿命、发病率、健康水平、死亡率等方面存在密切的
联系[１３－１４] ꎮ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提高人们的健康素
养水平作为人们健康的重要方面在全世界广泛推
广[１５] ꎮ 健康素养水平的提高首先也应该从家庭开始ꎬ
家长应做好模范带头作用ꎬ将对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
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１６] ꎮ 随着当前科技信息水平的
不断提高ꎬ智能手机或者其他移动设备正在不断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方式ꎬ使得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不断多
样化和方便快捷ꎬ因此在今后的健康素养水平干预方
面ꎬ应积极引入新媒体等途径为儿童青少年家长营造
更好的健康素养获取方式和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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