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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贵阳市中小学生伤害的流行病学特征ꎬ为更好的开展干预和支持安全性工作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

法　 采用自制调查表ꎬ对随机抽取的贵阳市 １５ 所学校 ６ ８６５ 名在校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分析ꎮ 结果　 共有 １ １２４ 名学生发

生过伤害ꎬ发生率为 １６.１％ꎬ其中男生为 １９.４％ꎬ女生为 １２.５％(Ｐ<０.０５)ꎬ小学生为 １７.２％ꎬ初中生为 １３.９％(Ｐ<０.０５)ꎻ意外

伤害的发生率高于自杀或自创(Ｐ<０.０５)ꎮ 在伤害程度中ꎬ门诊治疗或自行处理比例最高ꎻ在家中或校外、学校里发生率分

别为 ２７.８％ꎬ３４.１％ꎮ 意外伤害种类中ꎬ碰撞伤、触电、机动车伤、烧烫伤、溺水和爆炸伤的发生例数均为家中或校外超过学

校ꎮ 结论　 学龄儿童的伤害安全问题严峻ꎮ 针对影响学生发生伤害的影响因素确定相关针对性对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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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儿童心理发展及教育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１１.０２５

　 　 ＷＨＯ 报告显示ꎬ全球范围内伤害所导致的儿童

死亡占儿童死亡总量的近 ５０％ꎬ已超过小儿肺炎、癌
症、先天性畸形和心脏病等疾病所导致的死亡总

和[１－３] ꎮ 在我国ꎬ儿童及青壮年人群伤害发生率很高ꎬ
是致死的主要人群[４－５] ꎮ 伤害具有常见、多发、死亡率

高、致残率高的特点ꎬ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负担远

超过任何一种传染病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６－９] ꎮ 伤害

是现阶段我国儿童及青少年健康和安全面临的严峻

问题ꎮ 为了解贵阳市儿童伤害现状及其危险因素ꎬ本
研究制定相关调查表进行调查ꎬ为教育工作者制定儿

童伤害的防控措施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随机抽取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贵阳市 １５ 所中小

学校共 ７ ０００ 名在校学生ꎬ包括 １０ 所小学和 ５ 所中

学ꎬ其中小学生 ４ ５８０ 名ꎬ中学生 ２ ４２０ 名ꎻ男生 ３ ６０５

名ꎬ女生 ３ ３９５ 名ꎮ 年龄为 ６ ~ １５ 岁ꎬ平均(１１.２±４.５)
岁ꎬ回收到有效问卷为 ６ ８６５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１％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制的调查表ꎬ调查表内容主要包括

中小学生的基本资料(如性别和学龄段)、曾经的各项

伤害记录、伤害发生的地点ꎮ 按照伤害的意图分类为

意外伤害、自杀或自创、暴力与他杀 ３ 类ꎬ其中意外伤

害包括跌伤、碰撞伤、触电、中毒、机动车伤、烧烫伤、
溺水、爆炸伤等ꎮ 对发生伤害的对象列出伤害的严重

程度(死亡、严重伤害、住院、急诊室治疗、门诊治疗或

自行处理)并按照伤害发生地点划分(家中或学校)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两样本的均数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共有 １ １２４ 名学生发生伤害ꎬ占

１６ １％ꎬ其中男生 ６９８ 名ꎬ发生率为 １９.４％ꎻ女生 ４２６
名ꎬ发生率为 １２.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小
学生发生率为 １７.２％ꎬ初中生为 １３.９％ꎬ差异有统计学

有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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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性别不同学段学生伤害发生率比较

性别和学段 人数 统计值 意外伤害
自杀或自创、
暴力与他杀

合计

性别 男 ３ ６０５ ４９８(７１.３) ２００(２８.７) ６９８(１９.４)
女 ３ ３９５ ３２６(７６.５) １００(２３.５) ４２６(１２.５)

χ２ 值 ４.８７６ ５.６４７ ５.７８０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学段 小学 ４ ５８０ ６０１(７６.４) １８６(２３.６) ７８７(１７.２)
初中 ２ ４２０ ２２３(６６.２) １１４(３３.８) ３３７(１３.９)

χ２ 值 ５.２１１ ３.８４６ ６.２１０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２.２　 不同伤害意图的学生伤害率　 男生发生意外伤

害的有 ４９８ 名 ( ４４ ３％)ꎬ 自杀或自创的有 ４６ 名

(４ １％)ꎬ暴力与他杀的有 １５４ 名(１３ ７％)ꎬ其中意外

伤害与另外 ２ 类伤害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７ ６６３ꎬＰ < ０ ０５)ꎻ 女生发生意外伤害的有 ３２６ 名

(２９ ０％)ꎬ 远 超 过 自 杀 或 自 创 以 及 暴 力 与 他 杀

(８ 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小学生的意

外伤害比例(７６ ４％)略高于初中生(６６ ２％)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 ２１１ꎬＰ<０ ０５)ꎮ
２.３　 不同地点伤害发生程度构成　 在不同程度的伤

害中ꎬ门诊治疗或自行处理的比例最高ꎬ分别在家中

或学校外以及学校中发生 ３１２ꎬ ３８３ 例ꎬ占 ２７. ８％ꎬ
３４ １％ꎻ其次是急诊室救治(家中或学校外 １１.８％ꎬ学
校 ９ ３％)和住院(家中或学校外 ７.５％ꎬ学校 ８.２％)ꎻ
发生严重伤害以及死亡的个例也存在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地点伤害发生程度构成比较

组别 死亡 严重伤害 住院
急诊室

救治

门诊治疗

或自行处理
家中或学校外 １(０.０９) １２(１.１) ８４(７.５) １３３(１１.８) ３１２(２７.８)
学校 ０ ２(０.２) ９２(８.２) １０５(９.３) ３８３(３４.１)
χ２ 值 ５.４３３ ５.１２６ ０.５６６ １.０１２ ０.９７５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４　 学生不同种类意外伤害发生情况　 在各类意外

伤害中ꎬ机动车伤比例最高(家中或学校外 ４１７ 例ꎬ
５０ ６％)ꎻ跌伤于家中或校外发生 ４０ 例ꎬ发生于学校有

６８ 例ꎻ碰撞伤于家中或学校外发生 ６０ 例ꎬ于学校中发

生 ３１ 例ꎻ触电于家中或学校外发生 ２０ 例ꎬ于学校中发

生 ８ 例ꎻ中毒于家中或学校外发生 ７ 例ꎬ于学校中发生

２３ 例ꎻ爆炸伤于家中或学校外发生 ２ 例ꎬ在学校中没

有发生ꎻ烧烫伤和溺水在家中或学校外分别发生 ９０ꎬ
４８ 例ꎬ学校中发生均为 ５ 例ꎮ

３　 讨论

儿童伤害是我国面临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ꎮ 有

研究显示ꎬ儿童受到的伤害与年龄、运动能力发育、好
奇心、识别危险能力、自我保护能力等因素有关[１０－１１] ꎮ
儿童伤害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ꎬ其中意外伤害的预防

更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工作ꎬ涉及的领域广泛[１２－１４] ꎮ
本次研究显示ꎬ不同性别、不同学段学生伤害发生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说明处于发育早期的中小学

生更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因素的伤害ꎬ应倍加留意和

重视ꎮ 学生意外伤害发生的比例较高ꎬ表明引起意外

伤害的多种因素应受到监护人及教育工作者的高度

重视ꎮ 不同伤害程度中ꎬ门诊治疗或自行处理的比例

最高ꎬ提示儿童监护人应该强化自身履行职责的力

度ꎮ 意外伤害中的机动车伤占比例最高ꎬ证明交通安

全为危害和影响学龄儿童的首要因素ꎻ烧烫伤和溺水

在家中或校外发生的概率远大于学校内ꎬ证明了监护

人身兼的重要安全职责ꎮ
综上所述ꎬ意外伤害是儿童伤害的主要原因ꎬ其

中机动车事故、跌伤、碰伤、触电和烫伤是可预测和预

防的ꎮ 应该制定详尽的方案ꎬ采取更多措施来保证学

生的人身安全ꎬ防止意外伤害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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