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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广东省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ꎬ５１０１８０ꎻ２.广东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系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小学生膳食营养知识健康教育干预效果ꎬ为改善小学生营养状况提供依据ꎮ 方法　 以等

比例概率抽样的方法抽取广州市 １５ 所小学 １ ６０８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干预形式为健康教育ꎮ 干预前后分别进行问卷调

查ꎬ最后进行干预的效果评价ꎮ 结果　 干预后与干预前比较ꎬ相关营养知识总知晓率从 ６８.０７％上升到 ８１.２１％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１ ０００.００ꎬＰ<０.０１)ꎮ 经过调整之后ꎬ除关于素食的正确观点干预前后无统计学意义(Ｚ＝ －０.０８ꎬＰ＝ ０.９４０)ꎬ其
他 １３ 项调查内容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知晓率均为干预后高于干预前ꎮ 经过调整混杂因素后ꎬ营养知识总知

晓率干预后(８１.３９％)高于干预前(６６.４６％)(Ｚ＝ －３５.９２ꎬＰ<０.０１)ꎮ 结论　 开展健康教育的干预手段对小学生膳食营养知

识的提高是有效的ꎮ 但是部分知识的干预效果相对较差ꎬ是今后健康教育的重点干预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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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健康知识、健康理念和健康技能的教育传

播工作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ꎮ 众所周知ꎬ儿童青

少年时期是态度和行为形成的关键时期ꎬ合理营养和

健康的膳食行为不但影响体格和智力的正常发育ꎬ而
且与其成年后的体质和健康状况密切相关ꎮ 研究显

示ꎬ不良的膳食营养会对儿童青少年的学业成绩产生

影响[１] ꎮ 但我国小学生的营养知识普遍匮乏ꎬ存在着

多种不良饮食习惯[２－５] ꎮ 因此ꎬ在小学生中开展健康

教育工作尤为重要ꎮ 为了解广州市小学生膳食营养

知识知晓现状及健康教育干预效果ꎬ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１２ 月对广州市部分小学生实施了有关合理膳食

营养知识的健康教育干预ꎬ并在干预前、后进行相关

知识知晓情况调查及效果评估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ｏ￣
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ｓｉｚ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ꎬＰＰＳ)方法在广州市各区抽取

１５ 所小学ꎮ 本次调查发放１ ６１６ 份问卷ꎬ回收问卷

１ ６１６份ꎬ其中有效问卷 １ ６０８ 份ꎬ有效率为９９.５０％ꎮ干
预评估的学校学生无城乡学校区分ꎬ其中四年级学生

７７３ 名ꎬ五年级学生 ４７１ 名、六年级学生 ３６４ 名ꎻ男生

８７２ 名(５４.２３％)ꎬ女生 ７３６ 名(４５.７７％)ꎮ 年龄为 ９ ~
１３ 岁ꎬ平均年龄(１０.５７±１.０４)岁ꎮ
１.２　 方法　 本次干预的背景为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

康促进中心与高等医科院校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

地”ꎬ以开展“健康教育进校园”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

为纽带ꎬ鼓励医科院校大学生与广州市中小学校建立

“点对点”实践平台ꎬ高等医科院校大学生进校园在中

小学校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实践活动ꎮ 在干

０７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３７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８



预前做基线调查ꎬ干预后做效果评价ꎬ干预次数为 １
次ꎮ 干预时间为 ６０ ｍｉｎꎬ干预者包括 １ 名主讲与 ３ 名

助理ꎬ且干预者均经过统一培训ꎬ确保调查质量ꎮ 健

康教育干预前后分别进行问卷调查ꎮ
本次调查问卷主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中

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６] 和相关研究[７－１０] 制定ꎬ问卷

内容包括:(１)小学生的基本情况ꎻ(２)小学生对合理

膳食营养知识的认知和态度ꎮ 具体包括小学生对膳

食营养的观点、关于粗粮和素食的观点、关于三餐能

量合理分配的观点、合理的食谱制定、关于平衡膳食

基本要求的观点、垃圾食品的认知以及日常饮食习

惯ꎮ 题型分为单选和多选题ꎮ 其中单选题 ９ 道ꎬ多选

题 １ 道ꎮ 由学生独立填写并当场回收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数据双录入并

较对ꎬ对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合理膳食营养知识的

认知和态度评价进行描述性分析ꎬ定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ꎬ定性资料用率或构成比表示ꎮ 统计方

法为 χ２ 检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和非参数检验ꎮ 所有资料

均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３. １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小学生膳食营养知识知晓率比较　 小

学生对合理膳食营养知识的总体知晓率由干预前的

６８.０７％上升到干预后的 ８１.２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 ０００.００ꎬＰ<０.０１)ꎮ 除了关于素食的正确观点干

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ꎬ其他 １３ 项调查内容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且知晓率均为干

预后高于干预前ꎮ 其中ꎬ关于三餐能量合理分配的正

确观点和关于雪糕是垃圾食品的正确观点知晓率干

预后比干预前增加最多ꎬ超过 ２０ 百分点ꎻ而关于素食

的正确观点干预后比干预前知晓率增加最少ꎬ只有

０.０６百分点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广州市小学生合理膳食营养知识知晓率干预前后比较(ｎ ＝ １ ６０８)

知识 干预前 干预后 χ２ 值 Ｐ 值
讲究营养ꎬ科学搭配的饮食态度 １ １５５(７１.８３) １ ３３１(８２.７７) ５４.８９ <０.０１
高粱和红薯属于粗粮 １ ０２０(６３.４３) １ ２２５(７６.１８) ６２.００ <０.０１
蔬菜属于素食 １ ５２１(９４.５９) １ ５２２(９４.６５) ０.０１ ０.９４
三餐能量合理分配 ４９６(３０.８５) １ ０２１(６３.５０) ３４３.９２ <０.０１
全国学生营养日基本知识 ６２７(３８.９９) ８４４(５２.４９) ５９.００ <０.０１
有吃过冷或者过热食物的饮食习惯 １ ３８９(８６.３８) １ ４３３(８９.１２) ５.６０ ０.０２
蔬菜中富含粗纤维素 １ ０４２(６４.８０) １ ２２６(７６.２４) ５０.６４ <０.０１
食谱制定原则 ９４５(５８.７７) １ １８８(７３.８８) ８２.２１ <０.０１
平衡膳食基本要求 １ ４４０(８９.５５) １ ４９６(９３.０３) １２.２７ <０.０１
炸薯条是垃圾食品 １ ３９３(８６.６３) １ ５１４(９４.１５) ５２.４２ <０.０１
可口可乐是垃圾食品 １ １６１(７２.２０) １ ４５３(９０.３６) １７４.２５ <０.０１
火腿肠是垃圾食品 １ ００４(６２.４４) １ ３１１(８１.５３) １４５.３２ <０.０１
雪糕是垃圾食品 ７８２(４８.６３) １ ２３２(７６.６２) ２６９.０２ <０.０１
方便面是垃圾食品 １ ３５０(８３.９６) １ ４８６(９２.４１) ５５.２０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２.２　 调整后小学生膳食营养知识知晓情况　 运用非

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对性别、年龄、年级和分区进行

调整后ꎬ小学生对合理膳食营养知识的总体知晓率由

干预前的 ６６.４６％上升到干预后的 ８１.３３％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Ｚ ＝ －３５.９２ꎬＰ<０.０１)ꎮ 除了关于素食的正

确观点干预前后无统计学意义ꎬ其他 １３ 项调查内容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知晓率均为干预后

高于干预前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调整后广州市小学生干预前后对膳食营养知识的知晓率干预前后比较 / ％

知识 干预前 干预后 Ｚ 值 Ｐ 值
讲究营养ꎬ科学搭配的饮食态度 ７２.５０(７０.２０ ~ ７４.７０) ８３.２０(８１.３０ ~ ８５.００) －７.４１ <０.０１
高粱和红薯属于粗粮 ６３.７８(６１.４０ ~ ６６.１０) ７６.６２(７４.５０ ~ ７８.７０) －７.８７ <０.０１
蔬菜属于素食 ９５.１７(９３.９０ ~ ９６.２０) ９４.９９(９３.８０ ~ ９６.００) －０.０８ ０.９４
三餐能量合理分配 ３０.６１(２８.４０ ~ ３２.９０) ６４.１３(６１.７０ ~ ６６.５０) －１９.０４ <０.０１
全国学生营养日基本知识 ３８.８９(３６.５０ ~ ４１.３０) ５３.２４(５０.６０ ~ ５５.８０) －８.１６ <０.０１
吃过冷或者过热食物的饮食习惯 ８７.７８(８６.００ ~ ８９.４０) ９０.７４(８９.１０ ~ ９２.２０) －２.７１ <０.０１
蔬菜中富含粗纤维素 ６５.１０(６２.７０ ~ ６７.４０) ７６.５３(７４.４０ ~ ７８.６０) －７.１３ <０.０１
食谱制定原则 ５９.３３(５６.８０ ~ ６１.８０) ７４.７８(７２.５０ ~ ７６.９０) －９.３２ <０.０１
平衡膳食基本要求 ９０.５０(８８.９０ ~ ９１.９０) ９３.７７(９２.４０ ~ ９４.９０) －３.４４ <０.０１
炸薯条是垃圾食品 ８６.９３(８５.２０ ~ ８８.５０) ９４.５２(９３.３０ ~ ９５.６０) －７.４２ <０.０１
可口可乐是垃圾食品 ４８.８４(４６.４０ ~ ５１.３０) ９１.１８(８９.７０ ~ ９２.５０) －２６.２０ <０.０１
火腿肠是垃圾食品 ６２.５１(６０.１０ ~ ６４.８０) ８２.５２(８０.５０ ~ ８４.４０) －１２.７１ <０.０１
雪糕是垃圾食品 ４８.６２(４６.２０ ~ ５１.１０) ７７.４３(７５.３０ ~ ７９.５０) －１６.９２ <０.０１
方便面是垃圾食品 ８４.２４(８２.４０ ~ ８６.００) ９２.９６(９１.６０ ~ ９４.２０) －７.７８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 ９５％Ｃ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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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膳食营养已经成为群

众关注的热点之一ꎮ 但有关研究表明ꎬ我国小学生的

膳食营养状况仍不合理[２ꎬ５ꎬ１１－１４] ꎮ 另外ꎬ在学校开展膳

食营养健康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改善膳食营养与促进

健康的手段ꎬ能明显提高学生膳食营养知晓率ꎬ从而

使学生自觉纠正不良膳食习惯ꎬ科学合理地选择平衡

膳食ꎬ养成良好的营养健康行为[１５] ꎮ 因此ꎬ开展学校

膳食营养健康教育工作ꎬ在改善学生健康状况和预防

营养相关疾病上具有现实意义[８ꎬ１６－１８] ꎮ 针对目前广州

市中小学校校医及健康教育师资缺乏的现状ꎬ广州市

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通过开展健康教育进校园

活动ꎬ充分发挥高等医科院校大学生专业特长以及同

伴教育优势ꎬ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宣传活动ꎬ帮
助学生树立健康观念ꎬ培养健康意识和习惯ꎬ及时更

新知识ꎬ提高技能ꎬ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ꎬ
强化“健康第一、快乐成长”的健康理念和氛围ꎮ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干预前小学生对有关合理膳食

营养知识知晓率较低(６８.０７％)ꎬ学生膳食营养知识整

体水平较低ꎬ暴露出学校在学生膳食营养教育工作方

面的不足ꎮ 通过开展学校膳食营养健康教育干预ꎬ学
生的合理膳食营养知识总知晓率为 ８１.２１％ꎬ较干预前

上升 １３.１４ 百分点ꎮ 合理膳食健康教育干预后学生 １４
项调查内容的合理膳食知识有明显上升ꎮ 其中除了

关于素食的正确观点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ꎬ
其他 １３ 项调查内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而且知晓率

均为干预后高于干预前ꎮ 说明小学生对食物素荤分

类比较了解ꎬ可能与家庭教育有关ꎮ 调整了性别、年
龄、年级和分区之后ꎬ干预前后小学生对合理膳食营

养知识的总体知晓率由 ６６.４６％上升为 ８１.３３％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ꎮ 与调整前的结果一致ꎬ说明性别、年
龄、年级和分区不是影响小学生对合理膳食营养知识

知晓率的混杂因素ꎮ
知识与行为密切相关ꎬ正确的膳食营养知识有利

于学生形成营养健康行为[７ꎬ１６ꎬ１９－２０] ꎬ对处于生长发育

期间的小学生尤为重要[１０ꎬ２１] ꎮ 知晓率的提高也说明

小学生接受膳食营养知识的能力比较强ꎬ在小学生中

开展合理膳食营养健康教育能使小学生更好地养成

良好的膳食营养健康行为ꎮ 因此ꎬ开展学校营养干预

健康教育应该丰富教育形式ꎬ增加与学生的互动ꎬ吸
引学生ꎬ使学生产生兴趣ꎬ主动投入到健康知识的学

习中ꎮ
另外ꎬ本调查发现ꎬ关于三餐能量合理分配的比

例和关于全国学生营养日是 ５ 月 ２０ 日的观点干预后

知晓率仍不足 ７０％ꎬ可能是小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较少

接触这部分知识点ꎬ提示这部分知识点是小学营养健

康教育的薄弱环节ꎬ今后可重点干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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