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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重庆市农村学校厕所卫生状况ꎬ为改善农村学校环境卫生状况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在重庆市选取的 １０ 个监测县中ꎬ每个监测县选择 ５ 个乡镇ꎬ每个乡镇选择初中、小学各 １ 所学校ꎬ通过查阅学校资料、现场

查看和访谈进行厕所卫生状况的调查ꎮ 结果　 共调查重庆市农村中小学校 ２６５ 所ꎬ其中小学 １４４ 所ꎬ初中 １２１ 所ꎮ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学校公厕为卫生厕所的比例分别为 ７８.４５％ꎬ９２.９９％ꎬ１００.００％ꎬ教学楼内有厕所的学校占比较低ꎬ分别为 ４３.０２％ꎬ
５１.６５％和 ５７.９５％ꎮ 初中男厕蹲位比合格率较高ꎬ分别为 ９２.３８％ꎬ９２.８６％和１００.００％ꎻ小学女厕蹲位比合格率较低ꎬ分别为

３３.３３％ꎬ５３.０６％和 ６８.００％ꎮ 有专人管理厕所的学校比例逐年增高ꎬ分别为２９.０７％ꎬ４０.６６％和 ６９.３２％ꎬ厕所室内和周围无

肥皂或者洗手池的学校比例逐年降低ꎬ分别为 ５３.４９％ꎬ４０.６６％和 １.１４％ꎮ 结论　 重庆市农村学校厕所卫生状况得到明显

改善ꎬ但教学楼内和宿舍内厕所相对不足ꎬ女厕蹲位还应大幅增加ꎬ同时注意提升厕所管理质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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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伴随我国经济的发展ꎬ农村的环境质量

也得到逐步改善[１] ꎬ对提升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具有

重要作用[２] 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我国开展了大

规模的农村卫生厕所建设ꎬ并取得良好的健康效益、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３－４] ꎮ 农村学校的厕

所卫生状况也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方略的实施ꎬ其软

硬件配套设施和管理体系得到升级[５] ꎮ 但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会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中小学环境卫生状

况与城市存在差异ꎬ卫生厕所的普及就是农村环境卫

生工作的一个重点[６] ꎮ 为此ꎬ重庆市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

对全市的 １０ 个区县开展农村环境卫生监测ꎬ从研究结

果看卫生户厕的普及情况较好ꎬ但病媒生物控制方面

仍需要提高[６] ꎮ 本研究依据«全国农村环境卫生监测

工作方案» [７] ꎬ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农村学校厕所

卫生状况进行调查分析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按照«全国农村环境卫生监测工作方案»
的要求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在重庆市选择万州区、涪陵区、
北碚区、江津区、永川区、南川区、荣昌区、武隆区、奉
节县、秀山县共计 １０ 个区县作为监测县ꎮ 在每个监测

县选择 ５ 个乡镇(不含城关镇)ꎬ每个乡镇选择初中、
小学各 １ 所进行厕所卫生状况调查ꎮ 监测县、乡镇和

学校的选择均严格遵循简单随机抽样原则ꎬ以保证调

查抽取的样本具有代表性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共调查重

庆市农村中小学校 ２６５ 所ꎬ其中小学 １４４ 所ꎬ初中 １２１
所ꎮ ２６５ 所学校共有学生 ２０９ １２０ 名ꎬ 其中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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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１５３名ꎬ女生 １０１ ９６７ 名ꎻ教职工共有 １７ ２４２ 名ꎮ
１.２　 调查方法及评价依据　 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的 ７—８
月开展现场调查ꎬ通过查阅学校资料、现场查看和访

谈获得相关信息ꎮ 学校厕所卫生等指标按照«学校卫

生综合评价» ( ＧＢ / Ｔ １８２０５—２０１２) [８] 、«中小学校设

计规范»(ＧＢ ５００９９—２０１１) [９]进行评价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所有调查均采用统一的调查表ꎬ调查

人员为各监测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事学校卫生

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ꎮ 在正式调查开始前ꎬ对调查人

员进行统一培训ꎬ收集的资料经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审核后再由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核ꎬ对逻辑

性的错误和数据进行及时审核修正ꎬ对部分监测县开

展技术指导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全国农村环境卫生监测信息管

理系统进行数据的录入ꎬ采用 Ｒ ３.１.２ 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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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厕所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农村具有独立

公厕的学校中ꎬ卫生公厕的比例逐年升高ꎬ３ 年分别为

７８.４５％ ( ９１ / １１６)ꎬ９２. ９９％ ( １４６ / １５７)ꎬ１００. ００％ ( ８３ /
８３)ꎮ 教学楼内有厕所的学校占比较低ꎬ３ 年分别为

４３.０２％(３７ / ８６)ꎬ５１.６５％(４７ / ９１)和 ５７.９５％(５１ / ８８)ꎬ
其中卫生厕所的比例在 ８０％以上ꎮ 宿舍内有厕所的

学校比例变化不大ꎬ ３ 年分别为 ７０. ９３％ ( ６１ / ８６)ꎬ
６８.１３％(６２ / ９１)和 ７３.８６％(６５ / ８８)ꎬ其中卫生厕所的

比例均在 ９０％以上ꎮ
２.２　 蹲位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农村初中学生的蹲

位比(人数 / 蹲位数)低于小学ꎬ女厕的蹲位比低于男

厕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蹲位比最高的是 ２０１５ 年小学男

厕ꎬ为 ２１. ６１ 人 / 个ꎻ蹲位比最低的是 ２０１６ 年初中女

厕ꎬ为 ５.３３ 人 / 个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重庆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农村小学初中男女厕所蹲位数与蹲位比

年份
小学

男生数 男厕蹲位 女生数 女厕蹲位

初中

男生数 男厕蹲位 女生数 女厕蹲位
２０１５ １８ ２４２ ８４４(２１.６１) １７ １８８ ９８５(１７.４５) １８ ００１ １ ７９７(１０.０２) １６ ６９４ １ ９９４(８.３７)
２０１６ ２０ ６５７ １ ４０５(１４.７０) ２０ １１３ １ ６１６(１２.４７) １５ ８４２ ２ ６３２(６.０２) １４ ９０２ ２ ７９５(５.３３)
２０１７ １９ ６２６ １ １６９(１６.７９) １８ ６８０ １ ５３８(１２.１５) １４ ８２４ １ ６１２(９.２０) １４ ３９０ １ ８９８(７.５８)

　 注:()内数字为蹲位比 / ％ꎮ

　 　 从蹲位情况看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初中男厕蹲位比合

格率较高ꎬ分别为 ９２.３８％ꎬ９２.８６％和 １００.００％ꎬ小学男

厕蹲位比合格率也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ꎮ 小学女厕

蹲位比合格率 ３ 年来逐年升高ꎬ在 ２０１７ 年达到最高ꎬ
为 ６８.００％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农村小学男厕蹲位

比的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５８ꎬＰ> ０.０５)ꎮ
不同年份的小学女厕蹲位比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１１.４３ꎬＰ ＝ ０.００)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农村

初中男厕、女厕蹲位比的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２.８９ꎬ０.６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厕所的使用和维护　 见表 ２ꎮ

表 ２　 重庆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农村学校厕所使用维护率

年份
监测

学校数

有专人

管理厕所

有学生参与

管理厕所

无肥皂或

洗手池
２０１５ ８６ ２５(２９.０７) ６１(７０.９３) ４６(５３.４９)
２０１６ ９１ ３７(４０.６６) ５４(５９.３４) ３７(４０.６６)
２０１７ ８８ ６１(６９.３２) ２７(３１.８２) １(１.１４)

　 注:()内数字为维护率 / ％ꎮ

　 　 由表 ２ 可见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农村学校有专

人管理厕所的学校比例逐年升高ꎬ学生参与管理厕所

的学校比例降低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厕所内和厕所周围 ５
ｍ 范围内可用水龙头总数分别为 ２ ２０３ꎬ４ ８４６ 和 ３ ５４３
个ꎬ平均每所学校水龙头数分别为 ２５. ２６ꎬ５３. ２５ 和

４０.２６个ꎮ 厕所室内和厕所周围无肥皂或者洗手池的

学校比例逐年降低ꎬ在 ２０１７ 年达到最低ꎬ为 １.１４％(１ /
８８)ꎮ

３　 讨论
农村中小学校历来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

发生地[１０] ꎬ不仅是因为学校人群高度集中ꎬ还因为部

分学生缺乏防病知识和防病意识[１１] ꎮ 农村学校的厕

所卫生与疾病的预防密切相关ꎬ特别是卫生厕所的普

及对于防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具有重大的公共卫生

意义ꎮ 有调查显示ꎬ当卫生厕所的普及率达到 ７０％时

可以基本阻断肠道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１２－１４] ꎮ
结果显示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重庆市农村学校卫生公

厕的比例逐年上升ꎬ在 ２０１７ 年达到 １００％ꎬ教学楼内

和宿舍内的卫生厕所比例也在 ９０％以上ꎬ说明改厕工

作取得了一定进展ꎮ 但教学楼内和宿舍内有厕所的

学校比例不高ꎬ特别是教学楼内有厕所的学校比例低

于 ６０％ꎬ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学生时间上的浪费ꎬ还
可能引起一些安全问题ꎮ 学生宿舍是学生在教室学

习外的主要活动场所ꎬ特点是大量学生集体生活ꎬ因
此宿舍内合理设置卫生厕所尤为重要ꎬ不仅可以给住

宿学生提供便利ꎬ还能通过卫生制度和日常的健康教

育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ꎮ 因此ꎬ在教学楼及

宿舍内合理设置卫生厕所是学校管理者需要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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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ꎮ
３ 年的连续监测显示ꎬ重庆农村学校男厕的蹲位

比普遍高于女厕ꎬ在学校人数大致相等的条件下ꎬ小
学的蹲位数远小于初中ꎬ导致小学厕所的蹲位比高于

初中ꎮ 从蹲位的合格率来看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小学和初

中男厕的合格率较高ꎬ最高为 １００％ꎬ与天津[５] 和江

西[１５]研究结果相似ꎬ远高于聂少萍等[１６] 调查结果ꎮ
从女厕蹲位合格率看ꎬ初中维持在 ７０％左右ꎬ小学呈

逐年上升的趋势ꎬ到 ２０１７ 年接近初中女厕的合格率水

平ꎬ２０１７ 年合格率为 ６８％ꎬ高于天津[５] 、广东[１６] 等地

的同类研究ꎮ 经研究比较ꎬ３ 年来仅小学女厕蹲位比

合格率增加ꎬ男厕合格率较高ꎬ而初中女厕合格率甚

至有降低的趋势ꎮ 一方面可能与不同调查年份选取

区域的不同经济水平和学校建设时间不同有关[５] ꎬ另
一方面可能与学校对厕所卫生的重视程度有关ꎮ 女

厕蹲位不足有其客观原因ꎬ主要因为在国家标准中ꎬ
对女厕要求至少每 １３ 人设计 １ 个大便槽ꎬ是男厕标准

的 ３ 倍ꎬ而大部分学校厕所在设计时男女厕总面积相

当ꎬ导致虽然女厕的蹲位在数量上多于男厕ꎬ但平均

蹲位数两者接近ꎬ最终造成男厕蹲位合格率高于女

厕ꎮ 因此ꎬ建议今后在改建或新建学校时ꎬ要适当增

加女厕的总面积和蹲位数ꎮ
本次研究还发现ꎬ有专人管理厕所的学校比例在

逐年升高ꎬ但仍低于 ７０％ꎬ侧面反映部分农村学校在

厕所管理上还存在一定的缺失ꎬ让学生管理厕所一方

面会影响学校的环境卫生质量ꎬ另一方面还会带来学

生安全性的问题ꎮ 另外ꎬ厕所室内和周围无肥皂或者

洗手池的学校比例显著降低ꎬ这对减少传染病的流行

会起到积极的作用ꎮ 今后应继续推进农村学校的改

厕工作ꎬ特别是加强对学校管理者、厕所专职管理人

员的培训ꎬ提升其管理意识和卫生防护意识ꎮ 农村学

校厕所卫生状况的改善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和推进

的工作ꎬ更需要卫生和教育部门的通力合作ꎬ只有在

主观上充分认识改善环境卫生条件的重要性ꎬ才能更

好地为农村学生创造舒适的学习生活条件ꎬ确保学生

的健康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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