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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家庭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饮食行为的影响ꎬ为指导留守儿童健康饮食行为养成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横断面设计ꎬ在贵州和安徽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 ４ 个县ꎬ每个县里随机抽取农村户籍为主的小学各 ４ 所共 １６ 所ꎬ
在每所小学五六年级随机抽取 ３ 个班 ２ ３７１ 名儿童及其主要照料者作为研究对象ꎮ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ꎬ调查蔬菜、水果、
肉、蛋、奶、碳酸饮料、快餐等摄入频次ꎬ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ꎮ 结果　 从饮食摄入频率来看ꎬ每周能够摄入≥４ 次水果、蛋
类、奶类的留守儿童分别为 ４４.９％ꎬ３５.１％ꎬ２８.５％ꎬ非留守儿童分别为 ５７.２％ꎬ３８.５％ꎬ３８.１％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

别为 ３９.５３ꎬ１０.４５ꎬ４６.６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饮食行为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５.８３ꎬＰ<０.０１)ꎮ 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ꎬ家庭亲密度、照料人饮食行为与留守儿童饮食行为呈正相关(β 值分别为０.０７ꎬ０.４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
父亲单方照料儿童与留守儿童饮食行为呈负相关(β＝ －１.２１ꎬＰ ＝ ０.０３)ꎮ 结论　 留守儿童的饮食行为与家庭的亲密度、照
料人身份和照料人的饮食行为密切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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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的不断加快使得我国人口的流动成为常
态ꎮ 虽然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不断
上升[１] ꎬ但留守儿童群体仍不可能在短期消失ꎬ并且
由于城市规模的限制ꎬ未来城市接纳全部流动人口及
子女仍有难度ꎬ留守儿童问题不容忽视[２] ꎮ 由于与父
母长期分离ꎬ缺乏父母的照料ꎬ在生理健康方面ꎬ留守

儿童存在慢性病发病率高、肥胖率高、生长发育迟缓、
贫血、营养不良、２ 周患病率高等问题[３－１０] ꎮ 在非父母
的其他人的照料下ꎬ照料方式发生改变ꎬ对儿童的行
为产生一定影响ꎬ与非留守儿童相比ꎬ意外伤害[１１] 、健
康危险行为发生率也更高[１２－１５] ꎮ 有些研究初步提示
了家庭亲密度对儿童形成正确的健康行为的正向作
用[１６] ꎮ 本研究调查分析农村地区留守儿童饮食相关
行为的状况并与非留守儿童进行比较ꎬ以期为留守儿
童健康饮食行为养成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６ 月ꎬ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
方法ꎬ在贵州和安徽选取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 ４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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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ꎬ每个县里随机抽取以农村户籍学生为主的小学各
４ 所ꎬ共 １６ 所ꎮ 每所小学的五、六年级随机抽取 ３ 个
班(每班约 ５０ 人)ꎬ被抽到班级的所有学生及其照料
人作为调查对象ꎮ 发放问卷 ２ ５２１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２ ３７１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４. １％ꎮ 其中留守儿童 ７２３
名ꎬ非留守儿童 １ ６４８ 名ꎮ 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性别、
是否独生子女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３.７９ꎬ０.１２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住宿情况及地区分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３.３０ꎬ１２.７９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现场调查开始前与学生及其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ꎬ本
研究已经通过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
号:ＩＲＢ００００１０５２－１６０１５)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编调查问卷ꎮ 学生问卷收集了学
生的个人信息、饮食行为等情况ꎮ 饮食行为包括:健
康饮食行为(蔬菜、水果、肉类、蛋类、奶类、豆类及豆
制品)、危害健康饮食行为(碳酸饮料、快餐) ８ 种行
为ꎮ 将儿童每周食用的蔬菜、水果、肉类、蛋类、奶类、
豆类及豆制品 ６ 类食物的频率按照“６ ~ ７ 次 / 周、４ ~ ５
次 / 周、２ ~ ３ 次 / 周、１ 次 / 周或更少、不吃或不喝”分别
赋值为 ５ ~ １ 分ꎻ将每周食用的碳酸饮料、快餐的相应
频率赋值为 １ ~ ５ 分ꎮ 上述食物使用频率分数加和计
算总分以度量儿童饮食行为(最高 ４０ 分ꎬ最低 ８ 分)ꎬ
得分越高说明饮食行为越健康ꎮ 照料人问卷收集了
家庭规模、照料人受教育程度、照料人饮食行为(内容
和计分方法与儿童饮食行为一致)等ꎮ 将问卷测量的
儿童 ８ 类行为进行因子分析发现ꎬ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检验值为 ０.６０ꎬ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形度检验 Ｐ<０.０１ꎬ提取因子
的结构效度 α 值为 ０.３９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３７ꎮ

本研究中的家庭因素关注了家庭经济状况和家
庭功能ꎮ 研究采用家庭年人均收入测量家庭经济状
况(家庭中所有成员年收入的总和与家庭成员数之
比)ꎬ分析时从高到低以 ５ 分位划分 ５ 个水平ꎮ 采用家
庭亲密度来测量家庭的功能ꎮ 家庭亲密度是反应家
庭成员之间关系亲密程度的指标ꎬ本研究中参考费立
鹏等修订过的家庭亲密度量表中文版 ( ＦＡＣＥ Ⅱ －
ＣＶ) [１７] ꎬ摘录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９ 道题目ꎬ包括是

否与孩子比较亲近、与孩子一起做事情、一起度过闲
暇时光、支持孩子的爱好和兴趣、主动和孩子交流、主
动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孩子、是否更喜欢各自待在自
己的房间、孩子做错事时不会听辩解、是否会训斥孩
子ꎮ 赋分时对 ６ 道正向题目ꎬ按照“从不、很少、有事、
大多数时间、总是”分别计 １ ~ ５ 分ꎬ负向题目分别计 ５
~１ 分ꎮ 将所有题目加和计算总分ꎬ得分越高表明家
庭亲密度越好ꎮ
１.３　 质量控制　 现场调查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组织ꎬ
学生问卷为现场自填完成ꎬ照料人问卷由学生带回ꎬ
并同时培训学生转告照料人填答问卷时注意事项ꎬ问
卷次日带回学校由调查员核查后收回ꎮ 在问卷设计、
调查员培训、现场实施中注意质量控制ꎬ对学生问卷
加强核查逻辑、多选和漏项ꎬ对家长问卷漏答关键条
目或过于潦草的问卷进行筛选和剔除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进行数据分析ꎮ 用百
分率描述人口学指标和饮食行为ꎬ用( ｘ±ｓ)描述饮食
行为得分ꎻ两样本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多样本的比较釆
用方差分析ꎬ参数相关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法ꎬ
非参数相关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法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留守和非留守儿童饮食行为比较　 从饮食摄入
频率来看ꎬ每周能够摄入≥４ 次水果、蛋类、奶类的留
守儿童比例分别为 ４４ ９％ꎬ３５ １％ꎬ２８ ５％ꎬ非留守儿
童分别为 ５７ ２％ꎬ３８ ５％ꎬ３８ １％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见表 １ꎮ 饮食行为留守儿童得分
为(２８ ３２±４ ２３)分ꎬ非留守儿童为(２９ ３６±３ ９３)分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５ ８３ꎬＰ<０ ０１)ꎮ 其中 ６ 类健
康饮食行为留守儿童得分为(２０ ４１±３ ３１)分ꎬ非留守
儿童为 ( ２１ ２５ ± ３ ３８) 分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５ ４９ꎬＰ<０ ０１)ꎬ２ 类危害健康饮食行为留守儿童得
分为(８ １８±１ ７６)分ꎬ非留守儿童为(８ ２５±１ ６１)分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 ９１ꎬＰ ＝ ０ ３７)ꎮ

表 １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每周饮食行为摄入频率比较 / 次

组别 人数
蔬菜

≥４ ≤３
水果

≥４ ≤３
肉类

≥４ ≤３
蛋类

≥４ ≤３
留守 ７２３ ６０５(８３.７) １１８(１６.３) ３２５(４４.９) ３９８(５５.１) ４１５(５７.４) ３０８(４２.６) ２５４(３５.１) ４６９(６４.９)
非留守 １ ６４８ １ ３９４(８５.４) ２３８(１４.６) ９３３(５７.２) ６９９(４２.８) ９８２(６０.１) ６５０(３９.９) ６２９(３８.５) １ ００３(６１.５)
合计 ２ ３７１ ２ １０２(８４.９) ３７５(１５.１) １ ３１３(５３.０) １ １６４(４７.０) １ ４６７(５９.２) １ ００９(４０.８) ９２５(３７.４) １ ５５０(６２.６)
χ２ 值 ３.７０ ３９.５３ １３.４４ １０.４５
Ｐ 值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组别 人数
奶类

≥４ ≤３
豆类及豆制品

≥４ ≤３
碳酸饮料

≥４ ≤３
快餐

≥４ ≤３
留守 ７２３ ２０６(２８.５) ５１７(７１.５) ２０２(２７.９) ５２１(７２.１) ９０(１２.５) ６３３(８７.５) ６２(８.９) ６６０(９１.３)
非留守 １ ６４８ ６２４(３８.１) １ ０１２(６１.９) ４８２(２９.５) １ １５４(７０.５) １５４(９.４) １ ４８２(９０.６) ９１(５.５) １ ５４５(９４.５)
合计 ２ ３７１ ８６５(３４.９) １ ６１７(６５.１) ７１８(２８.９) １ ７６６(７１.１) ２６０(１０.５) ２ ２２５(８９.５) １６６(６.８) ２ ３１７(９３.２)
χ２ 值 ４６.６７ ６.６２ ７.２５ １７.８２
Ｐ 值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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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家庭因素对留守儿童饮食行为的影响

２.２.１　 家庭因素对留守儿童饮食行为影响的单因素

分析　 家庭规模、收入、照料人受教育程度对留守儿
童饮食行为得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ꎬ家庭亲密度和照料人饮食行为得分与留守儿童
饮食行为得分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 ｒ 值分别为 ０.２１ꎬ
０.５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只有家庭规模对非留守儿童饮食
行为得分有影响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留守和非留守儿童饮食行为得分的单因素分析(ｘ±ｓ)

家庭因素
留守儿童

人数 得分 Ｆ 值 Ｐ 值

非留守儿童

人数 得分 Ｆ 值 Ｐ 值
家庭规模 / 人 ≤３ ２２０ ２８.９１±３.７８ ０.６９ ０.８６ ３５３ ２９.７７±３.８４ ０.９９ ０.４８

４~ ６ ３９７ ２８.５７±３.６２ １ １５９ ２９.４７±３.５２
≥７ ６２ ２７.８４±３.９２ ８９ ２８.３８±３.７５

家庭人均年收入 低 １６２ ２７.７６±３.７７ １.２４ ０.２０ ２５７ ２８.３５±３.４７ ４.１０ <０.０１
较低 １５２ ２８.６１±３.５６ ３３１ ２９.０１±３.４９
中等 １３５ ２９.０９±３.１８ ４０２ ２９.８３±３.４７
较高 ９０ ２９.２３±３.８６ ２３２ ３０.２８±３.７１
高 １１４ ２８.９４±３.９３ ３２４ ３０.４５±３.６５

照料人受教育程度 没上过学 ５７ ２８.９８±３.８０ ０.５６ ０.９５ ４３ ２８.１４±３.４２ ６.６７ <０.０１
小学 ２６６ ２８.１２±３.６４ ３８９ ２８.５５±３.４２
初中或中专 ３４９ ２９.０１±３.７１ ７５３ ２９.５０±３.５７
高中或技校 ６０ ２８.９４±３.７８ １７１ ３０.５０±３.８４
大专 １９ ２９.００±３.６２ １１１ ３１.３８±３.５２
大学及以上 ２１ ２９.７６±３.９２ ８９ ３１.５９±３.７５

　 注:儿童应答项目有缺失值ꎮ

２.２.２　 家庭因素对留守儿童饮食行为影响的多因素

分析　 以儿童饮食行为得分为因变量ꎬ控制性别、住
宿情况、独生子女、地区因素ꎬ分析照料类型(母亲单
方照料为参照ꎬ父亲单方照料、祖父母、其他人照料做
哑变量)、家庭规模(连续变量)、家庭人均年收入(连
续变量)、照料人受教育程度(１ ＝没上过学ꎬ２ ＝小学ꎬ３
＝初中或中专ꎬ４ ＝ 高中或技校ꎬ５ ＝ 大专ꎬ６ ＝ 大学及以
上)、家庭亲密度得分(连续变量)、照料人饮食行为得
分(连续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ꎮ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ꎬ在模型 １ 中将所有儿童纳入分析ꎬ结果发现ꎬ是
否留守儿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家庭亲密度、照料人
饮食行为、照料人受教育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ꎻ模型 ２ 仅将留守儿童纳入分析ꎬ家庭亲
密度、照料人饮食行为、父亲作为照料人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留守儿童饮食行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模型与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β 值 ｔ 值 Ｐ 值
模型 １(ｎ ＝ ２ ３７１)
　 家庭亲密度评分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５ ７.５７ <０.０１
　 照料人饮食行为评分 ０.４１ ０.０２ ０.４６ ２２.５７ <０.０１
　 照料人受教育程度 ０.１９ ０.０７ ０.０５ ２.６４ ０.０１
模型 ２(ｎ ＝ ７２３)
　 家庭亲密度评分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１１ ２.７０ ０.０１
　 照料人饮食行为评分 ０.４９ ０.０４ ０.５１ １２.１２ <０.０１
　 照料类型为父亲单方 －１.２１ ０.５４ －０.０９ －２.２５ ０.０３

３　 讨论
我国当前流动家庭与留守家庭成为常态家庭模

式ꎬ农村留守儿童占全部农村儿童的 ３５.１％ꎬ其中约
５０％留守儿童双亲均外出ꎬ比例最高的是中部和西部
地区[１８] ꎮ 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处于生活上缺乏照料、行
为上缺乏引导的状态ꎬ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角色的缺
失ꎬ导致家庭亲密度下降ꎬ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和行为
都会产生不利影响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留守儿童饮食行为状况比非留
守儿童略差ꎬ在健康饮食行为中突出表现在水果、奶
的摄入频次上ꎬ每周摄入频次≥４ 次的比例在非留守
儿童中更高ꎬ而以上食物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１９]

建议学龄儿童每日摄入的营养食物种类ꎮ 在危害健
康饮食行为方面则突出表现在快餐的摄入上ꎬ留守儿
童的频次较非留守儿童更高ꎬ与已有研究的结论较为
一致[２０－２１] ꎮ

饮食行为的差异可能与留守和非留守儿童的家
庭相关因素密切相关ꎮ 本研究显示ꎬ留守儿童在家庭
亲密度、照料人的受教育程度、照料人的饮食行为等
方面较非留守儿童略差ꎮ 多因素分析也提示了家庭
亲密度和照料人特征是影响留守儿童健康饮食行为
的重要因素ꎮ 家庭亲密度是儿童良好健康行为的保
护因素ꎬ与已有研究的结论相符[１５] ꎮ 由于父母外出打
工所引起的时空上的隔离ꎬ家庭亲密度降低可能是留
守儿童家庭最为明显的一种家庭层面特征ꎮ 已有的
心理健康行为方面的研究也证明ꎬ家庭亲密度高ꎬ家
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密切ꎬ会带来照料人对儿童引导、
提醒和管教行为的增多ꎬ同时儿童也会做出更及时地
反馈ꎬ使照料人不断修正对于儿童的引导和管教[２２] ꎮ

此外ꎬ照料人的特征无论对儿童的心理、生理和
行为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ꎮ 本研究中对儿童饮食行
为的多因素分析发现ꎬ控制了人口学特征后ꎬ家庭因
素影响儿童的饮食行为ꎮ 照料人主要通过以下方面
特征对留守儿童健康行为产生影响:(１)受教育程度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照料人的受教育程度与儿童饮食行
为呈正相关ꎮ 王翠丽[２３]研究结果发现ꎬ母亲的受教育
程度通过收入和教育行为对儿童产生影响ꎬ而母亲的
健康素养作为教育行为的中介路径比收入更加重要ꎬ
从一定程度上提示照料人的受教育程度对留守儿童
的健康和健康行为产生积极影响ꎮ ( ２) 饮食行为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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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ꎮ 本研究中照料人健康行为状况和儿童的健康行
为呈正相关ꎮ 刘红花等[２４]研究认为ꎬ父母自身饮食行
为对儿童的饮食行为具有榜样作用ꎬ一定程度上可以
提示照料人的饮食行为对于留守儿童的影响ꎮ 除此
之外ꎬ照料人为儿童提供和自身相同的饮食环境ꎮ
(３)照料人类型ꎮ 我国留守儿童家庭照料人类型可以
总结为隔代监护、单亲监护、上代监护及同辈监护[２５] ꎮ
本研究发现ꎬ在留守儿童群体中ꎬ由父亲单方照料留
守儿童的饮食行为评分低于由母亲单方照料的儿童ꎬ
与赵苗苗等[２６]研究结果一致ꎬ提示母亲外出打工而父
亲留守在家照料儿童ꎬ是留守儿童健康行为的危险
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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