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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孕妇孕期参加孕妇学校与 ３ 岁儿童品行问题的关系及其可能路径ꎬ为开展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

研究提供基础资料ꎮ 方法　 以深圳市龙华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间新入园的 ４０ ２３７ 名 ３ 岁儿童为研究对象ꎬ调查内容包括一般

人口学特征、母亲孕期参加孕妇学校情况ꎬ并使用 Ｃｏｎｎｅｒｓ 父母用症状量表评价品行问题ꎮ 采用 Ｃｏｘ 回归探讨孕期参加孕

妇学校与学龄前儿童品行问题的关系ꎬ并评价孕期被动吸烟、母乳喂养和孩子的户外活动在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ꎮ 结果

１ ４０３(３.４％)名儿童品行问题得分高于临界值ꎮ 不同性别、父母亲学历、家庭人均月收入、父母婚姻状况儿童品行问题异

常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在控制儿童性别、父母学历、家庭收入、父母婚姻状况等混杂因素后ꎬ母亲

孕期不参加孕妇学校与儿童 ３ 岁时的品行问题呈正相关(ＰＲＲ＝ １.２３ꎬ９５％ＣＩ＝ １.１１~ １.３７)ꎮ 母亲孕期被动吸烟、母乳喂养、
０~ ３ 岁孩子户外活动情况分别在母亲孕期参加孕妇学校与儿童 ３ 岁时的品行问题中起中介作用ꎬ分别解释总变异的

３６.８％ꎬ３.０％和 ５.４％ꎮ 结论　 母亲孕期参加孕妇学校可降低儿童 ３ 岁时的品行问题ꎬ主要通过降低孕期母亲被动吸烟、增
加母乳喂养和孩子户外活动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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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行问题是青少年常见的行为障碍ꎬ指在儿童或

青少年期出现的反复而持久的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ꎬ
该行为侵犯他人的基本权利ꎬ并违反相应年龄的社会

标准和规范ꎬ主要表现为攻击他人、偷窃、破坏、离家

出走、逃学等不良行为[１] ꎮ 品行问题不仅影响儿童的

身心健康和社会化ꎬ并且有 ４０％ ~ ５０％有品行问题的

儿童在成年期会发展成反社会人格障碍ꎬ对家庭和社
会产生严重危害[２－３] ꎮ 品行问题根据发病时间可以分
为儿童型(１０ 岁之前发病)、青少年型(１０ 岁之后发

病)和非特定型ꎬ品行问题起始时间越早ꎬ问题就越严
重[４－５] ꎮ 孕妇学校是医疗机构向孕妇讲授孕期保健知
识、分娩和产后护理知识及新生儿养育知识的平台ꎬ
孕妇通过参加这些讲座ꎬ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孕期保健
与育儿行为[６] ꎮ 近年来研究发现ꎬ孕妇孕期参加孕妇
学校可改善妊娠结局、提高自然分娩率、增加母乳喂
养率、降低母婴疾病等[７－８] ꎮ 本文以深圳市龙华区儿
童为调查对象ꎬ对此进行了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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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深圳市龙华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间新入园

的儿童为调查对象ꎬ排除严重疾病与精神障碍者ꎮ 研

究通过了中山大学公共卫生伦理委员会审批ꎬ所有调

查对象的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共调查儿童 ４０ ２３７
名ꎬ其中男童 ２２ ０８９ 名ꎬ女童 １８ １４８ 名ꎻ平均年龄为

(３.４±０.５)岁ꎮ
１.２　 方法　 分别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每年幼儿园新生入

学期间开展问卷调查ꎮ ３ 年间由同一批工作人员采用

相同的自填结构式调查问卷向儿童的主要监护人收

集调查对象和父母的一般情况、母亲孕期参加孕妇学

校的情况、母亲的孕期行为、分娩情况、新生儿的照护

和儿童在 ３ 岁入园时的品行问题等资料ꎮ 资料收集

时ꎬ首先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对幼儿园的校医进行培

训ꎬ然后由校医再培训每个班的班主任ꎬ最后由班主

任向儿童家长解释问卷的填写方法ꎬ问卷主要由母亲

填写完成ꎬ母亲不能完成时ꎬ可由父亲或其他监护人

代填ꎮ 回收问卷时ꎬ由调查员对填写的问卷情况进行

检查ꎬ如有缺漏项和逻辑错误给予填补和纠正ꎬ问卷

缺漏项>１０％并无法填补和纠正者视为无效问卷ꎮ 数

据录入后随机抽取 １０％的问卷进行核查ꎬ如有录入错

误给予纠正ꎮ
１.３　 调查内容

１.３.１　 一般情况 　 包括儿童的年龄、性别、父母的受

教育水平、家庭月收入、父母婚姻状况等社会人口学

特征ꎮ
１.３.２　 母亲孕期参加孕妇学校情况 　 通过询问母亲

怀孕期间是否参加过妇幼保健院等医疗卫生机构组

织的孕妇学校及其参加的频次数ꎬ将母亲孕期至少参

加过 １ 次孕妇学校讲座定义为母亲孕期参加孕妇

学校ꎮ
１.３.３　 母亲孕期被动吸烟孩子的喂养方式和户外活

动　 (１)母亲孕期被动吸烟:询问母亲在怀孕期间家

人是否有人吸烟(０ ＝没有ꎬ１ ＝有)ꎻ(２)母乳喂养:指孩

子纯母乳喂养或母乳喂养与其他方式混合喂养(０ ＝
否ꎬ１ ＝是)ꎻ(３)经常带孩子到户外活动:指家长每周

至少有 １ 次带孩子到户外活动(０ ＝否ꎬ１ ＝是)ꎮ
１.３.４　 品行问题　 采用 Ｃｏｎｎｅｒｓ 父母用症状量表检测

儿童 ３ 岁时的品行问题ꎮ 该量表适用于 ３ ~ １７ 岁儿童

青少年行为问题的测量ꎬ共有 ４８ 个条目ꎬ涵盖品行问

题、学习问题、焦虑、心身问题、冲动—多动和多动指

数等 ６ 个维度ꎬ本文只对品行问题进行分析ꎮ 该问卷

基本概括了儿童常见的品行问题ꎬ信度和效度已得到

广泛的检验ꎬ为众多研究者所使用ꎬ并具有中国常

模[９] ꎮ 参照 Ｃｈａｒｌｅｓ 等建议的品行问题评分标准对维
度得分大于 ｘ＋２ｓ 视为有异常[１０] ꎬ男女生分别评价ꎮ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数据录入ꎬ使
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采用 Ｃｏｘ 回归分析ꎬ分别

评价母亲孕期参加孕妇学校与母亲孕期被动吸烟、孩

子是否母乳喂养和是否经常带孩子到户外活动的关

系ꎬ以及上述变量与儿童 ３ 岁时品行问题的关系ꎮ 参

照 Ｂａｒｏｎ 等[１１] １９８６ 年提出的中介分析方法ꎬ评价母亲

孕期被动吸烟、孩子的喂养方式和孩子 ０ ~ ３ 岁的户外

活动在母亲孕期参加孕妇学校与儿童 ３ 岁时品行问题

关系中的中介作用ꎬ参照以下公式计算中介效应百分

比[１２] :

　 　 中介效应百分比＝ ＰＲＲＤＥ ×(ＰＲＲＩＥ －１)
ＰＲＲＤＥ ×ＰＲＲＩＥ －１

　 　 ＰＰＲ 是利用 Ｃｏｘ 回归计算出来的 ３ 岁儿童品行

问题现患率比ꎬＤＥ ＝ 直接效应ꎬＩＥ ＝ 间接效应ꎬＰＲＲＤＥ

是独立主变量(母亲孕期参加孕妇学校)对 ３ 岁儿童

品行问题的现患率比ꎬＰＲＲＩＥ是加入中介变量后ꎬ通过

中介变量的中间作用独立主变量(母亲孕期参加孕妇

学校) 对儿童品行问题的现患率比ꎮ 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双侧检验)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在调查的儿童中ꎬ有 １ ４０３ 名出现品

行问题异常ꎬ现患率为 ３.４％ꎮ 不同性别、父母亲学历、
家庭月收入、父母婚姻状况儿童品行问题异常发生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儿童品行问题发生率比较

组别 人数
品行问题

异常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２ ０８９ ７７９(３.５３) ０.２３ ０.６３２
女 １８ １４８ ８７９(４.８４)

母亲学历 初中以及下 ７ ２１７ ３２８(４.５４) １７.５０ ０.０００
高中或中专 １１ ９６３ ５４２(４.５３)
大专及以上 ２１ ０５７ ７８８(３.７４)

父亲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５ ６３６ ３０４(５.３９) ３７.４０ ０.０００
高中或中专 １０ ０８３ ４４０(４.３６)
大专及以上 ２４ ５１８ ９１４(３.７３)

家庭人均 <５ ０００ ５ ３６６ ２４７(４.６０) ２４.２０ ０.０００
　 月收入 / 元 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６１８ ４８４(４.５６)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７ ９３８ ３４８(４.３８)
>１５ ０００ １６ ３１５ ５７９(３.５５)

父母婚姻 在婚 ３８ ８３６ １ ３２５(３.４０) １８.７０ ０.０００
　 状况 其他 １ ４０１ ７８(５.６０)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２.２　 孕期母亲参加孕妇学校与母亲孕期被动吸烟、儿
童喂养方式和户外活动的关系 　 排除儿童性别(１ ＝
男ꎬ２ ＝女)ꎬ父 / 母亲学历(１ ＝ 初中以及下ꎬ２ ＝ 高中或

中专ꎬ３ ＝ 大专及以上)ꎬ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 ( １ ＝ <
５ ０００ꎬ２ ＝ ５ ０００ ~ < １０ ０００ꎬ３ ＝ １０ ０００ ~ １５ ０００ꎬ４ ＝ >
１５ ０００)ꎬ父母婚姻状况(１ ＝ 在婚ꎬ２ ＝ 其他)等混杂因

素后ꎬＣｏｘ 回归分析发现ꎬ孕期母亲参加孕妇学校与母

亲孕期被动吸烟率呈负相关( ＰＲＲ ＝ ０. ６８ꎬ９５％ ＣＩ ＝
０ ６５ ~ ０.７１)、与孩子母乳喂养(ＰＲＲ ＝ １.２７ꎬ９５％ ＣＩ ＝
１ １９ ~ １.３４)和 ０ ~ ３ 岁户外活动(ＰＲＲ ＝ １.５９ꎬ９５％ＣＩ ＝
１ ５０ ~ １.６９)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１)ꎬ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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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母亲孕期参加孕妇学校与被动吸烟母乳喂养户外活动的关系

参加孕妇学校　 人数 孕期被动吸烟 母乳喂养 ０~ ３ 岁户外活动
否　 　 　 　 　 　 １６ ８４２ ６ １８８(３６.７４) １４ ５４３(８６.３５) １４ １３７(８３.９４)
是　 　 　 　 　 　 ２３ ３９５ ５ ８７３(２５.１０) ２０ ８７１(８９.２１) ２１ １９０(９０.５７)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２.３　 孕期母亲参加孕妇学校和被动吸烟及孩子的喂

养方式和户外活动与儿童品行问题的关系 　 在控制

儿童年龄和父母亲学历、婚姻状况以及家庭月收入等

混杂因素后ꎬＣｏｘ 回归分析提示ꎬ母亲孕期被动吸烟

(ＰＲＲ ＝ １.５６ꎬ９５％ ＣＩ ＝ １.４０ ~ １.７４)、孩子非母乳喂养

(ＰＲＲ ＝ １.２７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９ ~ １.４７)和 ０ ~ ３ 孩子无户外

活动(ＰＲＲ ＝ １.２４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７ ~ １.４４)与儿童 ３ 岁品

行问题呈正相关ꎬ见表 ３ꎮ

表 ３　 孕期母亲被动吸烟喂养方式和

户外活动与儿童品行问题的关系

变量 人数 品行问题
孕期被动吸烟 否 ２８ １７６ ８１６(２.９０)

是 １２ ０６１ ５８７(４.８７)
母乳喂养 否 ４ ８２３ ２１３(４.４０)

是 ３５ ４１４ １ １９０(３.３６)
０ ~ ３ 岁户外活动 否 ４ ９１０ ２２１(４.５０)

是 ３５ ３２７ １ １８２(３.３５)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２.４　 孕期母亲参加孕妇学校与儿童品行问题关系及

孕期母亲被动吸烟、喂养方式和户外活动对两者关系

的中介作用　 在控制儿童年龄、母亲学历、父亲学历、
家庭收入和父母婚姻状况等混杂因素之后ꎬＣｏｘ 回归

提示ꎬ母亲孕期不参加孕妇学校与儿童 ３ 岁时的品行

问题呈正相关( ＰＲＲ ＝ １ ２３ꎬ９５％ ＣＩ ＝ １ １１ ~ １ ３７ꎬＰ<
０ ０１)ꎻ在模型中分别加入母亲孕期被动吸烟、孩子是

否母乳喂养、孩子 ０ ~ ３ 岁户外活动后ꎬ母亲孕期参加

孕妇学校与儿童 ３ 岁时品行问题的关联强度降低ꎬ
ＰＲＲ 值分别为 １ １８(９５％ＣＩ ＝ １ ０７ ~ １ ３１ꎬＰ< ０ ０１)、
１ ２２(９５％ＣＩ ＝ １ １１ ~ １ ３６ꎬＰ<０ ０１)和 １ ２２(９５％ＣＩ ＝
１ １０ ~ １ ３５ꎬＰ<０ ０１)ꎬ３ 个变量分别解释了总变异的

３６ ８％ꎬ３ ０％和 ５ ４％ꎮ

３　 讨论
开办孕妇学校是围产期保健过程中医务人员向

孕妇传播孕期保健和育儿知识技能的重要措施ꎬ以达

到促进优生优育的目的ꎮ 吴小莉[１３] 等在上海的调查

发现ꎬ孕妇及其丈夫每周参加 ２ 次孕妇讲座视频学习

可降低孕妇孕期二手烟暴露ꎻ马春娟等[１４－１５] 的研究发

现ꎬ母亲孕期参加孕妇学校可提高母乳喂养率ꎻ郝波

等[１６]的干预研究表明ꎬ对父母进行健康教育可以提升

母亲积极养育行为ꎮ 本调查也发现ꎬ母亲孕期参加孕

妇学校后ꎬ被动吸烟率降低、母乳喂养率上升、带孩子

到户外活动的频率增加ꎮ 提示参加孕妇学校可促进

父母建立有利于孩子生长发育的良好行为ꎮ

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ꎬ孕期被动吸烟是儿童行为

问题发生的危险因素[１７－１９] ꎮ 新西兰和芬兰的队列研

究均发现ꎬ母亲怀孕期间暴露于被动吸烟的胎儿出生

后发生品行问题的风险增加 ２ 倍左右[２０－２１] ꎮ 衣明纪

等[２２－２３]发现ꎬ母乳喂养量少和持续时间短会增加儿童

发生行为问题的风险ꎻ而增加母乳喂养可降低儿童心

理行为问题的发生[２４] ꎮ 有研究显示户外活动可以促

进儿童运动、思维等多方面的发展ꎬ对儿童心理行为

发育也起重要作用[２５] ꎬ可降低儿童精神心理行为障碍

的发生[２６] ꎮ 在本研究中ꎬ控制儿童年龄等混杂因素

后ꎬ母亲孕期被动吸烟、孩子无母乳喂养和带孩子到

户外活动较少与儿童 ３ 岁时品行问题呈正相关ꎮ
本研究分析发现ꎬ母亲参加孕妇学校可降低儿童

３ 岁时的品行问题、降低孕期被动吸烟、增加孩子母乳

喂养和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ꎬ而且后 ３ 个因素还中介

了母亲参加孕妇学校降低儿童品行问题ꎬ其中以母亲

孕期被动吸烟的中介作用最强ꎬ 中介了总变异的

３６.８％ꎻ其次是带孩子到户外活动和母乳喂养ꎬ分别中

介了总变异的 ５.４％和 ３.０％ꎮ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ꎬ尽管本研究

的样本量大ꎬ但是研究对象都来自于深圳市龙华区新

入园的儿童ꎬ由于深圳市是一个新移民城市ꎬ流动人

口占的比例比较大ꎬ研究结果在外推至更广人群时可

能受到一定限制ꎮ 其次ꎬ本研究是回顾性收集问卷信

息ꎬ很难避免回忆偏倚ꎮ 最后ꎬ本研究对儿童品行问

题的筛查是通过问卷调查评分判定ꎬ虽然所选用的问

卷有很好的信效度ꎬ但对于儿童品行问题并不能进行

确诊ꎬ只是一个倾向性判断ꎬ对于发现有品行问题倾

向的儿童还需要进一步确诊ꎮ
综上所述ꎬ母亲孕期参加孕妇学校可降低儿童 ３

岁时的品行问题ꎬ主要通过降低孕期母亲被动吸烟、
增加母乳喂养和孩子户外活动而实现ꎮ 因此ꎬ在今后

的孕妇学校课程设置中ꎬ应该加强孕期被动吸烟对母

婴的危害、母乳喂养和带孩子到户外活动的益处等方

面的内容ꎬ促进儿童神经心理行为的发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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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５７２ 页)
　 　 本研究从不同地区—原因食品—致病因素三维

分析发现ꎬ皂甙或胰蛋白酶抑制剂致病事件在 ７ 个地
区中均有发生ꎬ但东北地区蔬菜类中皂甙或胰蛋白酶
抑制剂致病事件 ２７ 起居首位ꎬ可能与该地区广泛种植
豆类农作物ꎬ喜食豆类蔬菜有关ꎻ华中地区蜡样芽孢
杆菌污染粮食类致病占首位ꎬ可能与该地区处于温带
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有关ꎬ气温较高病原微生
物繁殖速度快ꎬ粮食类长时间储存容易发霉变质ꎮ 华
南和西南地区有毒植物引发事件数较高ꎬ可能与其特
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多民族的饮食习惯有关ꎬ学生喜
食野生植物但由于缺乏卫生常识和鉴别能力ꎬ容易误
食成熟果期桐油果、蓖麻子等有毒植物而致病[１１－１２] ꎮ
各地区学校食源性疾病发生情况各有不同ꎬ饮食习
惯、生活方式等存在差异ꎬ因此ꎬ需证明地区性与学校
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是否存在真实性差异ꎬ有待进一
步探索ꎮ

监测数据与文献数据相结合ꎬ与既往文献比较ꎬ
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我国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原因
和发病特点ꎬ而且归因分析结果也能将疾病与致病因
素、引发环节和原因食品等联系起来ꎬ发现常见的危
险因素ꎬ对揭示我国学校食源性疾病暴发的实际情况
有巨大帮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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