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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甘肃 ７３００００ꎻ２.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科

　 　 【摘要】 　 目的　 评价“健康食育”对甘肃华池地区山村幼儿手卫生认知、行为、手卫生和患病情况的干预效果ꎬ为山村

幼儿园开展健康促进工作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分别从华池县山村幼儿园抽取 ５００ 名干预组

幼儿、从通渭县抽取 ５００ 名对照组幼儿ꎬ基线调查后ꎬ干预组开展“健康食育”干预方案ꎬ对照组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ꎻ干预

结束后ꎬ进行手部卫生健康行为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检测ꎬ从 ２ 组幼儿中各随机抽取 ３００ 名进行手部细菌采样ꎬ另对 ５００ 名

幼儿进行粪便采集ꎬ检测蛲虫、蛔虫感染情况ꎮ 结果　 干预后ꎬ华池县幼儿家长对洗手好处、洗手方式及教幼儿洗手的行为

认知有大幅度提升ꎬ其中专用毛巾使用比例由 ６８.８％提高到 ８４.３％ꎬ七步洗手法由 ５１.６％提高到 ７４.７％ꎮ 干预后干预组幼

儿主动洗手比例、洗手频次、家长对幼儿洗手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１)ꎮ 华池县干预前幼儿手卫生合格率为

８２.０％ꎬ干预后提高至 ９６.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９.１３ꎬＰ<０.０１)ꎻ幼儿蛔虫检出率、蛲虫检出率和患腹泻人数比例干

预后分别下降 ２.６ 百分点ꎬ０.８ 百分点和 ４.２ 百分点ꎮ 结论　 “健康食育”干预可以促进家长手卫生行为认知、改善幼儿手

卫生状况、减少疾病发生ꎮ 托幼机构应不断加强幼儿手卫生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工作ꎬ提高幼儿健康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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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的身心健康、身体发育等是家长和社会关心

的主要问题[１] ꎮ 手作为传播感染性疾病的重要媒介ꎬ
极易造成微生物病原在宿主之间传播[２－３] ꎮ 肠道和急

性呼吸道感染疾病如细菌性痢疾、伤寒、霍乱、手足口

病等ꎬ通常经粪—手—口或污染物品—手—口的途径

传播ꎮ 感染性疾病是导致儿童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因

素[４] 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ＵＮＩＣＥＦ)的数据表明ꎬ腹
泻病是造成儿童死亡的最主要因素之一[５] ꎮ Ｗａｌｋ￣
ｅｒ[６]的研究表明ꎬ全球有 １８０ 万 ５ 岁以下儿童死于腹

３４８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第 ３９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６



泻病ꎬ洗手卫生干预可减少 ３１％的肠胃疾病发病率和

２１％的急性呼吸道感染[７] ꎮ 洗手能有效改善手卫生ꎬ
减少学校传染病疫情的发生[８] ꎮ 良好的手卫生习惯

是预防感染性腹泻、流行性腮腺炎、猩红热、急性出血

性结膜炎以及手足口病等相关传染病简单而有效的

手段[９] ꎮ 为评价“健康食育”干预方案对幼儿家长手

卫生行为认知、幼儿手卫生和患病情况的影响ꎬ中国

发展研究基金会委托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ꎬ
与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开展华池县山村幼儿

园洗手项目ꎮ 项目组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底完成基线调

查、实验室检测和数据录入及数据处理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３—７ 月对幼儿家长进行“健康食育”宣传教育ꎬ在第二

学期开学后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９—１０ 月完成第二次现场调

查ꎬ并用 １ ~ ２ 个月的时间完成实验室检测工作ꎬ现将

干预效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考虑调查目的、性质、精度要求(抽样误

差)、实际操作的可实施性以及经费预算等因素ꎬ确定

以 ５００ 作为样本量进行基线调查ꎮ 使用多阶段整群随

机抽样方法ꎬ首先从华池县 １６ 所和通渭县 １５ 所山村

幼儿园中各随机抽取 ５００ 名幼儿作为干预组和对照

组ꎬ进行基线调查ꎮ 随机从每组 ５００ 名幼儿中抽取

３００ 名进行手部细菌采样ꎬ另对 ５００ 名幼儿进行粪便

采集ꎬ检测蛲虫、蛔虫感染情况ꎮ 干预组实际调查 ５００
名幼儿家长ꎬ 其中男性 ３３６ ( ６７. ２％) 名ꎬ 女性 １６４
(３２.８％)名ꎬ年龄(３２.７６±７.１５)岁ꎻ文化程度小学 / 初
中 ３８５(７７％)名ꎬ高中 / 大学及以上 １０３(２０.６％)名ꎻ问
卷应答率为 １００％ꎮ 对照组实际调查 ４９９ 名幼儿家

长ꎬ其中男性 ２６０(５２.１％)名ꎬ女性 ２３９(４７.９％)名ꎻ文
化程度小学 / 初中 ３４１(６８.３％) 名ꎬ高中 / 大学及以上

８４(１６.８％)名ꎻ问卷应答率为 ９９.８％ꎮ 干预组幼儿男

生 ２７４(５４.８％)名ꎬ女生 ２２６(４５.２％)名ꎻ年龄(５.０７±
１.１３)岁ꎮ 对照组幼儿男生 ２５１(５０.３％)名ꎬ女生 ２４８
(４９.７％)名ꎻ年龄(５.００±０.８７)岁ꎮ 由于转学等其他原

因干预后样本量为华池县 ４７９ 名ꎬ通渭县 ４３８ 名ꎮ
１.２　 方法　 将洗手干预与营养干预相结合ꎬ在食育课

程培训的基础上融合洗手课程ꎬ实施“健康食育”干预

方案ꎮ 华池县进行 １ 个学期的“健康食育”干预ꎬ通渭

县不经过特意的健康干预ꎮ 通过视频课程和专家讲

座对华池县幼儿教师进行手卫生知识技能培训ꎬ再由

教师每 ２ 个月对干预组幼儿家长进行 １ 次<２.５ ｈ 的幼

儿健康食育课程教育和手卫生知识健康讲座ꎬ同时发

放手卫生宣传材料ꎮ 调查问卷由经专业化培训的调

查员在家长会现场统一发放并对问卷中手卫生专有

名词进行客观解释ꎬ采用匿名自填的方式进行调查ꎻ
问卷调查和实验室检查严格遵守工作流程ꎬ科学合理

进行ꎬ发现错误及时补救ꎮ
１.３　 内容　 结合幼儿群体健康特点自行设计调查问

卷ꎬ根据预调查的信、效度对问卷做出调整ꎬ问卷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０ꎬ包含被调查者的知情同意相关内

容ꎮ 问卷包括人口学特征、手卫生基本知识理念、幼
儿手卫生行为、手卫生与患病情况 ４ 个方面ꎮ 调查分

为 ２ 个部分:首先采用问答式问卷对幼儿家长进行手

卫生相关问题调查ꎬ然后进行手部细菌采样、粪便

采集ꎮ
１.４　 统计分析 　 运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用(ｘ
±ｓ)表示ꎬ计数资料用率表示ꎬ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后幼儿家长手卫生认知行为　 干预后华池

县家长对幼儿洗手好处的认知率普遍提高ꎬ其中认为

有助于清洁卫生提高 １０.０ 百分点ꎬ预防传染病提高

５.０百分点ꎬ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提高 ２.４ 百分点ꎬ认
为没有作用降低 ０.２ 百分点ꎬ不清楚降低 ２ 百分点ꎮ
家长给幼儿的洗手方式ꎬ其中在水盆中洗手比例降低

０.８ 百分点ꎬ流动水冲洗手比例提高 １７.３ 百分点ꎬ用湿

毛巾擦手比例降低 ９.４ 百分点ꎬ与干预前对比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此外ꎬ家长通过洗手

歌(增加 １９.２ 百分点)和讲故事、看动画片(增加 １４.０
百分点)的方式教育幼儿洗手的比率明显提高ꎮ

华池干预后和通渭第 ２ 次调查比较发现ꎬ认为有

助于清洁卫生高 １ 百分点ꎬ预防传染病高 １０.６ 百分

点ꎬ培养良好习惯高 １２.３ 百分点ꎮ 通过干预ꎬ华池县

幼儿用流动水冲洗手的比例比通渭县第 ２ 次调查结果

高 １７.６ 百分点、用湿毛巾擦手的比率比通渭县第 ２ 次

调查下降 ８.０ 百分点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

为 ２９.３３ꎬ７.２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华池县采用洗手歌和

讲故事、看动画片的方式来教育幼儿洗手的报告率比

通渭县分别高出 １９.９ 百分点和 １８.８ 百分点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干预后幼儿手卫生相关行为变化　 干预后ꎬ华池

县幼儿主动洗手比例、洗手频次、家长对幼儿洗手的

满意度均有提高ꎬ洗手使用清洁用品、使用专用毛巾、
配备洗手相关设施情况及家长言传身教均有改善ꎬ家
长对幼儿洗手重要性认知有所提高ꎬ洗手方法、搓洗

部位、洗手步骤、干手方式的正确率均有提高(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华池县幼儿手卫生干预后与通渭县第 ２ 次调查比

较发现ꎬ干预后幼儿主动洗手比例、洗手频次、家长对

孩子洗手满意度均高于通渭县第 ２ 次调查结果(χ２ 值

分别为 ４７.８１ꎬ１９.２２ꎬ５５.４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其中幼儿洗

手使用清洁用品、使用专用毛巾、配备洗手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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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均优于通渭县(χ２ 值分别为 １６２.４６ꎬ９６.８２ꎬ３.９３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华池县幼儿家长言传身教中各项占比高

于通渭县第 ２ 次调查结果(Ｐ 值均<０.０１)ꎻ对幼儿洗手

重要性、必要性的认知均高于通渭县第 ２ 次调查结果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４.２９ꎬ１８.８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此外ꎬ华池

县幼儿洗手时间、洗手步骤、干手方式的准确性干预

后也均高于通渭县第 ２ 次调查结果(χ２ 值分别为８.２６ꎬ
１４８.８６ꎬ６.５７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幼儿家长手卫生认知行为报告率干预前后比较

手卫生认知行为

华池

干预前

(ｎ ＝ ５００)
干预后

(ｎ ＝ ４７９)
χ２ 值 Ｐ 值

通渭县

基线资料

(ｎ ＝ ４９９)
第 ２ 次调查

(ｎ ＝ ４３８)
χ２ 值 Ｐ 值

洗手的好处 清洁卫生 ４００(８０.０) ４３１(９０.０) １８.９９ <０.０１ ４５０(９０.２) ３９０(８９.０) ０.３３ ０.５７
预防传染病 ４３３(８６.６) ４３９(９１.６) ６.４１ ０.０１ ４０５(８１.２) ３５５(８１.０) ０.００ ０.９７
培养良好行为习惯 ４４２(８８.４) ４３５(９０.８) １.５３ ０.２５ ３６３(７２.７) ３４４(７８.５) ４.２３ ０.０４
没有作用 ３(０.６) ２(０.４) ０.１６ ０.６９ ４(０.８) １４(３.２) ７.１０ <０.０１
不清楚 １１(２.２) １(０.２) ８.０１ <０.０１ ３(０.６) ６(１.４) １.４５ ０.２３

洗手方式 用清水在水盆中洗 ４５８(９１.６) ４３５(９０.８) ３３.６３ <０.０１ ４７５(９５.２) ４０４(９２.２) ３.５０ ０.０６
用流动水冲洗 １５８(３１.６) ２３４(４８.９) ３０.３３ <０.０１ ２５(５.０) １３７(３１.３) １１２.５６ <０.０１
用湿毛巾擦手 １７０(３４.０) １１８(２４.６) １０.３３ <０.０１ ２９(５.８) １４３(３２.６) １１２.１０ <０.０１

教幼儿洗手的方式 直接用语言告之 ３７５(７５.０) ３９４(８２.３) ７.６４ <０.０１ ３９８(７９.８) ３２７(７４.７) ３.４７ ０.０６
讲故事、看动画片 １４６(２９.２) ２０７(４３.２) ２０.８４ <０.０１ ９２(１８.４) １０７(２４.４) ５.０１ ０.０３
为幼儿做示范 ２９４(５８.８) ２９０(６０.５) ０.３１ ０.６０ ２０６(４１.３) ２２６(５１.６) ９.９９ <０.０１
教幼儿洗手歌 ９６(１９.２) １８４(３８.４) ４４.２２ <０.０１ ４４(８.８) ８１(１８.５) １９.１４ <０.０１
以游戏的方式 ４８(９.６) ７０(１４.６) ５.８０ ０.０２ ２２(４.４) ４７(１０.７) １３.６７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幼儿手卫生相关行为干预前后比较

幼儿手卫生相关行为

华池

干预前

(ｎ ＝ ５００)
干预后

(ｎ ＝ ４７９)
χ２ 值 Ｐ 值

通渭县

基线资料

(ｎ ＝ ４９９)
第二次调查

(ｎ ＝ ４３８)
χ２ 值 Ｐ 值

孩子是否主动洗手 ２６０(５２.０) ３２８(６８.５) ２７.６９ <０.０１ １９２(３８.５) ２０１(４５.９) ５.２７ ０.０２
洗手频次 ２６７(５３.４) ２８８(６０.１) ６１.５７ <０.０１ １７５(３５.１) ２００(４５.７) １０.９０ <０.０１
对孩子洗手满意度 ２６９(５３.８) ３４０(７１.０) ３１.９８ <０.０１ ２０２(４０.５) ２０５(４６.８) ３.８０ ０.０５
洗手用品相关设施情况
　 是否使用清洁用品 ４６２(９４.３) ４５９(９５.８) ５.１５ ０.０２３ ３５１(７０.６) ２７１(６１.９) ７.５０ ０.０１
　 是否有专用毛巾 ３４４(６８.８) ４０４(８４.３) ３２.７８ <０.０１ ２９０(５８.１) ２３９(５４.６) １.２０ ０.２７
　 洗手的用具 ４６９(９３.８) ４１２(８７.１) １６.４７ <０.０１ ４７５(９５.２) ３７３(８５.２) ２７.３０ <０.０１
　 是否有洗手设施 ２９３(５８.６) ３６４(７６.０) ３３.５２ <０.０１ ３１４(６２.９) ３０６(７０.２) ５.０１ ０.０３
家长言传身教
　 告知洗手的好处 ３７３(７４.６) ４２６(８８.９) ３４.１７ <０.０１ ３２５(６５.１) ３０３(６９.２) １.７３ ０.１９
　 教孩子如何洗手 ３５０(７０.０) ３９８(８３.１) ２４.９４ <０.０１ ２８６(５７.３) ２６７(６１.０) １.２８ ０.２６
　 家长洗手情况 ２２２(４４.４) ３０３(６３.３) ４４.１７ <０.０１ １２４(２４.６) １２０(２７.４) ０.７９ ０.３８
　 给幼儿剪手指甲 ４３４(８６.８) ４３９(９１.６) ５.９９ ０.０２ ３５７(７１.５) ２８９(６６.０) ３.３７ ０.０７
家长洗手认知
　 饭前便后洗手重要性 ４７９(９５.８) ４７７(９９.６) １５.２６ <０.０１ ４８２(９６.６) ４１７(９３.９) １.１５ ０.２８
　 培养幼儿洗手必要性 ４９２(９８.４) ４７５(９９.２) １.１８ ０.２８ ４８４(９７.０) ４１０(９３.６) ６.１１ ０.０１
　 了解七步洗手法 ２５８(５１.６) ３５８(７４.７) ６９.６５ <０.０１ ２３３(４６.７) ３１６(７２.５) ６２.２８ <０.０１
　 洗手应搓洗的部位 ３７９(７５.８) ３９２(８１.８) ５.３３ ０.０２ ３０９(６１.９) ３７２(８４.９) ６２.１８ <０.０１
　 认为合理的洗手时间 ２１４(４２.８) １９１(３９.９) ０.８６ ０.３５ １０４(２０.８) ２１６(４９.３) ８４.０９ <０.０１
　 幼儿洗手步骤 １１５(２３.０) １９２(４０.１) ３３.１７ <０.０１ １６(３.２) ２５(５.７) ３.４９ ０.０６
　 幼儿正确的干手方式 ３４６(６９.２) ３６１(７５.４) ４.６４ ０.０３ ２５０(５０.１) ３８３(５１.９) １４８.４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３　 干预后幼儿手卫生与患病情况　 将两县山村幼

儿手部卫生合格定义为:手部卫生细菌≤３００ ｃｆｕ / 只
手[１０] ꎮ 干预后华池县幼儿手卫生合格率为 ９６.１％ꎬ与
干预前(８２.０％)相比显著提高( χ２ ＝ ２９.１３ꎬＰ<０.０１)ꎮ
华池县干预后幼儿蛔虫检出率为 １. ０％ꎬ与干预前

(３.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９７ꎬＰ ＝ ０.０１)ꎮ 干预

后幼儿蛲虫检出率为 ０.６％ꎬ干预前与干预后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２ ＝ ０.７８ꎬＰ ＝ ０.３８)ꎮ 干预组干预后出现腹

泻的 ６３ 人ꎬ占 １３.３％ꎬ与干预前(１７.５％)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２ ＝ ３.３０ꎬＰ ＝ ０.０７)ꎮ

华池县干预后幼儿手卫生合格率明显高于通渭

县第 ２ 次调查结果(χ２ ＝ ２２.２９ꎬＰ<０.０１)ꎮ 干预组干预

后幼儿蛲虫、蛔虫检出率与通渭县第 ２ 次调查比较

(１.３％ꎬ１.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干预后华池县幼儿腹泻人数所占比例与通渭县第 ２ 次

调查(１７.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４３ꎬＰ ＝ ０.０４)ꎮ

３　 讨论

３.１　 “健康食育”能提高幼儿手卫生相关知识知晓率

“健康食育”能提高幼儿家长的手卫生知识知晓率ꎬ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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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幅不明显ꎬ可能与华池地区山村幼儿家长受教育水

平较低、认知能力有限以及“健康食育”干预强度和干

预频次有关ꎮ 与宋学文等[１１] 开展健康教育干预结果

一致ꎮ 干预后华池县幼儿家长认为洗手好处的各项

占比普遍高于通渭县ꎬ说明华池大部分幼儿家长在

“健康食育”常规宣传教育中已经具备基础性的手卫

生健康认知ꎮ 华池县干预后家长对饭前便后洗手重

要性、合理洗手时间、洗手步骤、正确干手方式等知晓

率较通渭县有显著提高ꎬ说明家长对幼儿手卫生一般

性认知层面知识较容易接受ꎻ而对七步洗手法、洗手

应搓洗部位等行为层面知识知晓率增幅不明显ꎬ可能

与该地区幼儿家长受教育程度低、“健康食育”干预强

度、频次、形式局限性有关ꎬ提示干预方案有待完善ꎮ
３.２　 干预后两县幼儿手卫生相关行为比较　 调查显

示ꎬ干预组干预前后在水盆中洗手比例降低 ０.８ 百分

点ꎬ用流动水冲洗手比例提高 １７.８ 百分点ꎮ 有研究表

明ꎬ按照规范采用流动水洗手即可将手上沾染的微生

物有效去除[１２] ꎬ说明干预后洗手方式得到改善ꎮ 干预

前两县大部分幼儿选择用清水在水盆中洗手(华池

９１.６％ꎬ通渭 ９２.２％)ꎬ选择用流动水冲洗手的比例较

低(华池 ３１.６％ꎬ通渭 ５.０％)ꎬ干预后增幅较小(１７.８
百分点)ꎬ可能与华池、通渭两县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地

区ꎬ自然条件较为恶劣ꎬ山村地区缺水等原因有关ꎮ
经统计分析ꎬ华池县山村幼儿主动洗手、洗手频次、使
用洗手用品等手卫生相关行为的形成率干预后显著

提高ꎻ此外ꎬ给幼儿剪手指甲、教幼儿正确洗手的方式

等行为经 “ 健康食育” 干预后分别达到了 ９１. ６％ꎬ
８３.１％ꎬ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说明洗

手干预与营养干预相结合ꎬ干预效果较为显著ꎮ
３.３　 山村幼儿手卫生干预效果明显　 经“健康食育”
干预后华池县山村幼儿手卫生合格率提高 １４.１ 百分

点ꎬ手卫生不合格数、蛔虫检出率、蛲虫检出率、幼儿

出现腹泻人数经干预后均普遍降低ꎬ说明“健康食育”
干预方案有助于华池地区山村幼儿家长形成正确的

幼儿手卫生认知和行为习惯ꎬ有助于降低幼儿手卫生

不合格率、蛔虫蛲虫检出率、减少幼儿肠胃疾病(腹泻

病)发病ꎮ 与魏跃红等[１３]的研究证实良好的洗手习惯

是预防儿童腹泻病的有效手段之一是一致的ꎮ 因此ꎬ
山村托幼机构应加强幼儿手卫生健康教育ꎬ不断普及

手卫生认知、行为层面知识ꎬ改善幼儿手卫生状况、预
防疾病发生ꎬ与曾光等[１４]的类似研究结果一致ꎮ 为更

好控制幼儿蛲虫、蛔虫感染率ꎬ应加宣传教育ꎬ普及知

识ꎮ 针对蛲虫感染ꎬ有研究者提出“五勤二早”ꎬ 即勤

洗手、 勤剪指甲、 勤洗澡、 勤洗内裤、 勤晒被褥、 早就

医、 早治疗[１５] ꎮ 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原卫生部发布的«全

国居民洗手状况白皮书»显示ꎬ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ꎬ

正确洗手率呈上升趋势ꎬ因此ꎬ在做好“健康食育”干

预同时还应定期举办幼儿家长手卫生知识学习班ꎬ提
高家长手卫生保健意识ꎬ使每一位幼儿能在良好环境

里健康成长[１６] ꎮ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ꎬ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甘肃

华池地区开展的“山村幼儿园洗手项目”健康干预效

果显著ꎬ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山村幼儿实现了“手护健

康”的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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