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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蒙古族留守儿童健康行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ꎬ为该地区留守儿童的健

康成长提供支持ꎮ 方法　 随机整群抽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若羌县、和静县、轮台县、尉犁县、焉耆县各 ２ 所小学ꎬ共调

查 １０ 所学校 １ ０２４ 名蒙古族小学生ꎬ对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的健康行为等因素进行比较ꎮ 结果　 新疆巴州蒙古族留守儿童

占 ６７ ２９％(６８９ / １ ０２４)ꎬ非留守儿童占 ３２ ７１％(３３５ / １ ０２４)ꎮ 巴州蒙古族留守儿童有关健康行为比例最高的为吃饭不按

时(９５ ０７％)ꎬ其次为做家务中的刷碗(６０ ０９％)ꎬ比例最低的为做家务时间在 ３ ｈ 以上(１ ８９％)ꎻ非留守儿童比例最高的

也是吃饭不按时(９４ ０３％)ꎬ其次为做家务中的刷碗(６５ ９７％)ꎬ比例最低的为有过吸烟经历(３ ２８％)ꎮ 结论　 应进一步重

视巴州蒙古族留守儿童的健康相关行为ꎬ采取有效的健康干预措施提高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ꎮ
【关键词】 　 健康教育ꎻ行为ꎻ回归分析ꎻ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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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留

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ꎬ指出进一步加强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ꎬ为广大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

长创造更好的环境ꎬ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１] ꎮ
２０１４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组织实施了全国农村留

守儿童状况调查ꎬ对 ６ 个省的 １２ 个县市四至九年级学

生进行调查ꎬ其中留守儿童占 ６１ ７％ꎬ非留守儿童占

３７ ２％[２] ꎮ 留守儿童是指家庭中的父母双方或者其中

一方长期在外地工作或打工ꎬ子女交给父母一方或家

中其他亲戚进行抚养和教育、管理的未成年人[３] ꎮ 留

守儿童问题是我国城乡经济快速发展及户籍制度等

综合因素造成的ꎬ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４－５] ꎮ 大量的

留守儿童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ꎬ如教育问题、心
理问题、犯罪问题等[６－８] ꎮ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

“巴州”)位于新疆的南部ꎬ蒙古族人口较多ꎬ长期因经

济发展、地理位置原因该地区进山放牧、外出务工人

口居多[９]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选取该地区 ５ 个县

１０ 所小学的 １ ０２４ 名蒙古族小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问

卷调查ꎬ为该地区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若羌县、和静

县、轮台县、尉犁县、焉耆县所有小学中ꎬ每县随机整

群抽取 ２ 所小学ꎬ共调查 １０ 所学校的 １ １３２ 名蒙古族

小学生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 ０２４ 份ꎬ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５６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２



９０ ４６％ꎮ 其中留守儿童 ６８９ 名(男生 ３９２ 名ꎬ女生 ２９７
名)ꎬ非留守儿童 ３３５ 名(男生 １７４ 名ꎬ女生 １６１ 名)ꎮ
平均年龄为(１２ ４５±２ ６７)岁ꎮ
１.２　 方法 　 参考有关文献资料[１０－１３] ꎬ结合巴州实际
情况设计调查问卷ꎮ 问卷包括被调查者自身及父母

的人口学信息、健康有关行为等ꎮ 健康有关行为包括

日常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等条目ꎮ 留守儿童进一步

填写留守时间、父母外出情况等信息ꎮ 问卷共由 ２６ 个

条目组成ꎮ 问卷编制后经过预调查后正式发放ꎮ 问

卷预调查中分半信度为 ０ ８４ꎬ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８５ꎮ 为保障准确性ꎬ问卷翻译为蒙古语进行调查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软件进行双

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ꎬ统计

方法采用 χ２ 检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巴州蒙古族留守儿童状况　 巴州蒙古族留守儿

童占 ６７ ２９％ ( ６８９ / １ ０２４)ꎬ 非留守儿童占 ３２ ７１％
(３３５ / １ ０２４)ꎮ
２.２　 巴州蒙古族是否留守儿童健康有关行为比较　
见表 １ꎮ

表 １　 新疆巴州蒙古族儿童健康有关行为留守与非留守组间比较

健康有关行为
留守儿童

(ｎ＝ ６８９)
非留守儿童

(ｎ＝ ３３５)
χ２ 值 Ｐ 值

不吃早餐 ３１８(４６.１５) １４３(４２.６９) １.０９１ ０.２９１
营养状况较差 ３２４(４７.０２) １６３(４８.６６) ０.２４６ ０.５１４
吃零食 １６６(２４.０９) ７１(２１.１９) １.０６５ ０.２９３
喝碳酸饮料 ３０６(４４.４１) １４１(４２.０９) ０.４９７ ０.５１２
挑食偏食 ２０８(３０.１９) １３４(４０.００) ９.７５４ ０.００１
吃饭不按时 ６５５(９５.０７) ３１５(９４.０３) ０.４８８ ０.５１１
刷牙不正确 ２６５(３８.４６) １１３(３３.７３) ２.１７０ ０.１４２
睡眠时间不足 ４０９(５９.３６) １９２(５７.３１) ０.３９８ ０.５１３
睡眠质量差 １０５(１５.２４) ４５(１３.４３) ０.５９４ ０.５０９
饭前不洗手 ３３４(４８.４８) １３８(４１.１９) ４.８１９ ０.０３９
便后不洗手 ２４１(３４.９８) ９９(２９.５５) ２.９３９ ０.１１４
有饮酒经历 １０６(１５.３８) ４７(１４.０３) ０.３３５ ０.４１７
有吸烟经历 ２９(４.２１) １１(３.２８) ０.５１６ ０.４１２
有打架经历 ２５８(３７.４５) ７１(２１.１９) ２７.３７７ ０.０００
不参加课余锻炼 ３８１(５５.３０) ２０８(６２.０９) ４.２６３ ０.０４１
不做家务 ２９(４.２１) ３７(１１.０４) １７.４７５ ０.０００
每天看电视时间 / ｈ
　 <１ ３１８(４６.１５) １７２(５１.３４) ４.３５６ ０.１１３
　 １ ~ ３ ２９８(４３.２５) １２９(３８.５１)
　 >３ ７３(１０.６０) ３４(１０.１５)
做家务类型
　 刷碗 ４１４(６０.０９) ２２１(６５.９７) ３.４１６ ０.１３８
　 做饭 １１４(１６.５５) ４５(１３.４３)
　 干农活 １６１(２３.３７) ６９(２０.６１)
劳动负荷
　 较轻 ２８４(４１.２２) １７３(５１.６４) ９.９８１ ０.００１
　 较重 ４０５(５８.７８) １６２(４８.３６)
每周做家务次数
　 １ ~ ２ １３２(１９.１６) ８６(２５.６７) ６.１２４ ０.０３６
　 ３ ~ ４ ２４５(３５.５６) １２８(３８.２１)
　 >４ ３１２(４５.２８) １２１(３６.１２)
每天做家务时间 / ｈ
　 <１ ３６１(５２.３９) ２１４(６３.８８) １２.４１３ ０.０００
　 １ ~ ２ ２５９(３７.５９) ８７(２５.９７)
　 ２ ~ ３ ５６(８.１３) ２０(５.９７)
　 >３ １３(１.８９) １４(４.１８)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由表 １ 可见ꎬ巴州蒙古族留守儿童有关健康行为

比例最高的为吃饭不按时(９５ ０７％)ꎬ其次为做家务

类型中的刷碗(６０ ０９％)ꎬ比例最低的为做家务时间

在 ３ ｈ 以上(１ ８９％)ꎮ 非留守儿童比例最高的也是吃

饭不按时 ( ９４ ０３％)ꎬ其次为做家务类型中的刷碗

(６５ ９７％)ꎬ比例最低的为有过吸烟经历 ( ３ ２８％)ꎮ
蒙古族留守儿童有关健康行为与非留守儿童比较ꎬ在
挑食偏食、饭前不洗手、有过打架经历、不参加课余锻

炼、不做家务、较轻或较重的劳动负荷、每周做家务的

次数、做家务时间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

均<０ ０５)ꎬ其他有关健康行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ꎬ新疆巴州蒙古族留守儿童和非留

守儿童的健康饮食状况与滕红梅等[１４] 对甘肃的调查

结果相比较差ꎮ 在不吃早餐、营养质量较低、吃零食、
喝碳酸饮料、吃饭不按时、刷牙不正确等方面蒙古族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在
挑食偏食方面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与陈昕彤

等[１５]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说明蒙古族留守儿童的健康

不良饮食习惯与内地汉族留守儿童相同ꎮ 在饮酒和

吸烟方面蒙古族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相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但在打架方面ꎬ蒙古族留守儿童

明显高于非留守儿 童ꎬ 与 有 关 研 究 结 果 并 不 一

致[１６－１７] ꎬ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分析ꎮ
蒙古族留守与非留守儿童睡眠时间不足的比例

均达到 ５７％以上ꎮ 可能是因为调查的蒙古族儿童家

庭大部分以农牧业、畜牧养殖等为主ꎬ学生在家庭中

往往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ꎮ 另外本研究调查的时间

在 ６ 月ꎬ白天的时间较长ꎬ夜间时间短ꎬ导致生活在该

地区的蒙古族儿童睡眠时间不足ꎮ
在生活习惯方面ꎬ饭前、便后不洗手、刷牙不正确

的蒙古族留守儿童学生比例均高于非留守儿童ꎮ 可

能是因为蒙古族儿童缺乏健康意识和有效的口腔健

康教育ꎬ另外还与调查地区水源不足等方面存在一定

关系ꎮ 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ꎬ蒙古族留守儿童在挑食

偏食、打架、课余锻炼、不做家务及劳动负荷方面与非

留守儿童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ꎬ与黄爱云等[１８] 的研究

结果不一致ꎮ 可能与调查地区、民族成分等不同存在

一定的关系ꎮ
导致蒙古族留守儿童健康有关行为较非留守儿

童差的原因可能有以下方面:首先是蒙古族留守儿童

自身的问题ꎮ 如蒙古族非留守儿童的挑食偏食比例

明显高于留守儿童ꎬ可能是非留守儿童一般家庭条件

较好ꎬ在食物的选择方面相对较多ꎬ从而导致挑食偏

食的学生比例较高ꎮ 其次是蒙古族留守儿童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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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ꎮ 有关研究显示ꎬ父母的行为潜移默化影响

着家庭中的子女ꎬ同时父母良好的健康行为习惯与自

身的受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１９－２１] ꎮ 再次ꎬ留守儿童的

主要照顾者与非留守儿童不同ꎮ 有关研究显示ꎬ留守

儿童照顾者的文化水平、年龄等方面与留守儿童的学

习成绩、生活习惯、性格等存在一定的相关[２２－２５] ꎮ 新

疆蒙古族留守儿童在家的主要照顾者为祖父母ꎬ照顾

者的年龄较大ꎬ受教育程度较低ꎬ传统观念较重ꎬ一般

认为照顾好孩子的吃饭穿衣即可ꎬ缺乏教育引导的观

念ꎬ加之对儿童过度的溺爱ꎬ极易引起各类不良健康

行为的出现ꎮ 当然ꎬ本研究过程中ꎬ有些指标留守儿

童优于非留守儿童ꎬ原因可能是因为留守儿童的自我

控制能力、个人保护等方面在长期的个人生活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思想和处理方式ꎬ导致其在问题面

前能够较好的控制个人行为ꎮ
综上所述ꎬ结合新疆巴州地区蒙古族留守儿童健

康行为状况ꎬ今后应在以下方面做好工作:首先ꎬ学校

应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方面的问

题ꎬ建立留守儿童健康档案ꎬ时刻关注该群体的健康

发展[２６－３０] ꎮ 其次ꎬ班主任应积极与主要照顾者保持联

系ꎬ做好留守儿童的健康教育工作ꎮ 另外ꎬ作为留守

儿童的父母ꎬ虽然长期外出打工ꎬ但是在回到孩子身

边时应更加关注孩子的生活习惯和学习等方面ꎬ并与

班主任教师进行沟通交流ꎬ尽力做好孩子的教育工

作[３１－３２] ꎮ 总之ꎬ留守儿童正处于良好习惯、心理发展、
接受文化知识的重要阶段ꎬ需要社会、学校、家长的共

同关注ꎬ保障其健康发展ꎮ

志谢　 调查过程中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教育局基教科各位老

师给予了大力支持与帮助ꎬ在此表示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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