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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时期是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ꎬ营养不
良严重影响身心发育[１] ꎮ 肥胖是心血管疾病、代谢性
疾病和其他非传染性疾病的重要发病基础和危险因
素ꎬ儿童期肥胖不仅影响儿童当前健康ꎬ还会导致成
年期肥胖的发生ꎬ增加相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生的
风险[２] ꎮ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傈僳族、独龙族的最主
要聚居地ꎬ其中独龙族是怒江所特有的少数民族ꎬ也
是云南省人口最少的民族(全民族人口约 ７ ０００ 人)ꎮ
本文通过对傈僳族、独龙族 ７ ~ １５ 岁学生的营养状况
进行分析ꎬ为政府制定改善少数民族学生健康状况的
政策、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４ 年使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
调查云南省傈僳族 ７ ~ １５ 岁学生 １ ９７７ 名ꎬ其中男生
９８７ 名ꎬ女生 ９９０ 名ꎻ ２０１５ 年调查独龙族 ７ ~ １５ 岁学生
４６３ 名ꎬ其中男生 ２３６ 名ꎬ女生 ２２７ 名ꎮ ２ 个民族被调
查学生性别、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１.２　 方法　 按照“２０１４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检测细则”要求[３] ꎬ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测量身高
和体重ꎮ 根据测量学生的身高和体重计算体质量指
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 [ ＢＭＩ ＝ 体重 ( ｋｇ) / 身高２

(ｍ２)]ꎮ 依据«学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 (ＷＳ /
Ｔ ４５６—２０１４) [４]标准进行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筛查ꎮ
营养不良包括生长迟滞和消瘦ꎮ 性别、年龄别身高<

界值点记为生长迟滞(长期营养不良)ꎬ性别、年龄别
ＢＭＩ<界值点记为消瘦(现时性营养不良)ꎮ 评价学生
消瘦情况ꎬ根据其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和中重度消
瘦ꎻ超重、肥胖筛查采用 ２００３ 年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
推荐的分年龄性别 ＢＭＩ 判定标准[５] ꎮ 调查前提交家
长检查通知书ꎬ经知情同意后进行调查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描述不同营养状况的检出率ꎬ使用 χ２ 检验进行组间检
出率的比较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傈僳族与独龙族学生营养状况检出率　 ２ ４４０ 名
学生中ꎬ营养不良检出率为 １６.６％(４０４ 名)ꎬ其中生长
迟缓检出率为 ８.９％(２１６ 名)ꎬ中重度消瘦为 ２.７％(６７
名)ꎬ轻度消瘦为 ５.０％ (１２１ 名)ꎻ超重肥胖检出率为
３.８％(９３ 名)ꎬ其中超重为 ２.６％(６４ 名)ꎬ肥胖为 １.２％
(２９ 名)ꎮ
２.２　 傈僳族与独龙族学生不同营养状况检出率比较

傈僳族、独龙族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１５. ３％
(３０２ / １ ９７７)和 ２２.０％(１０２ / ４６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２.３９ꎬＰ<０.０１)ꎮ 傈僳族学生生长迟缓检出率低
于独龙族学生ꎬ消瘦检出率高于独龙族学生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０７. ３９ꎬ３７. ６１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傈僳族、独龙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３.３％
(６４ / １ ９７７)和 ６.３％(２９ / ４６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９.３７ꎬＰ＝ ０.００)ꎻ独龙族学生超重检出率高于傈僳族
学生(χ２ ＝ １７.２５ꎬＰ<０.０１)ꎬ２ 个民族间肥胖检出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５１ꎬＰ＝ ０.４７)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云南省傈僳族与独龙族 ７~ １５ 岁学生营养状况分布

民族 受检人数
营养不良

生长迟缓 中重度消瘦 轻度消瘦
营养正常

超重肥胖

超重 肥胖
傈僳族 １ ９７７ １１８(６.０) ６５(３.３) １１９(６.０) １ ６１１(８１.４) ３９(２.０) ２５(１.３)
独龙族 ４６３ ９８(２１.２) ２(０.４) ２(０.４) ３３２(７１.７) ２５(５.４) ４(０.９)
合计 ２ ４４０ ２１６(８.９) ６７(２.７) １２１(５.０) １ ９４３(７９.６) ６４(２.６) ２９(１.２)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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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傈僳族与独龙族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　 傈僳族
男生营养不良检出率(１８.７％)高于女生(１１.８％)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８.３２ꎬＰ<０.０１)ꎮ 不同营养不良
类型中ꎬ傈僳族男生生长迟缓和消瘦检出率均高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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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５.２７ꎬ１１.７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独龙族男生营养不良检出率
(２６.３％)高于女生(１７.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０４ꎬＰ＝ ０.０３)ꎮ 见表 ３ꎮ

傈僳族学生营养不良、生长迟缓和消瘦检出率在
不同年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５.９５ꎬ
３.０２ꎬ４.２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独龙族学生营养
不良检出率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４.０６ꎬＰ＝ ０.００)ꎬ由高到低依次为 ７ ~ ９ 岁组的 ３１.５％ꎬ

１０ ~ １２ 岁组的 １７.５％ꎬ１３ ~ １５ 岁组的 １５.６％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傈僳族与独龙族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　 傈僳族
学生超重、肥胖检出率性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０.２３ꎬ０.３７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傈僳族学生超
重、肥胖检出率不同年龄组间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９０ꎬ３.９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独龙族男生超重肥胖检 出 率 ( ２. １％) 低 于 女 生
(１０.６％)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４. ０９ꎬＰ ＝ ０. ００)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云南省 ７~ １５ 岁傈僳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学生营养不良及超重肥胖检出率

组别
受检

人数

营养不良

生长迟缓 中重度消瘦 轻度消瘦 合计

超重肥胖

超重 肥胖 合计
性别 男 ９８７ ７１(７.２) ４０(４.１) ７４(７.５) １８５(１８.７) １８(１.８) １４(１.４) ３２(３.２)

女 ９９０ ４７(４.７) ２５(２.５) ４５(４.５) １１７(１１.８) ２１(２.１) １１(１.１) ３２(３.２)
年龄 / 岁 ７ ~ ９ ６６０ ４７(７.１) ３０(４.５) ４２(６.４) １１９(１８.０) ９(１.４) ９(１.４) １８(２.７)

１０~ １２ ６５８ ３９(５.９) １８(２.７) ３２(４.９) ８９(１３.５) １５(２.３) １２(１.８) ２７(４.１)
１３~ １５ ６５９ ３２(４.９) １７(２.６) ４５(６.８) ９４(１４.３) １５(２.３) ４(０.６) １９(２.９)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表 ３　 云南省 ７~ １５ 岁独龙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学生营养不良及超重肥胖检出率

组别
受检

人数

营养不良

生长迟缓 中重度消瘦 轻度消瘦 合计

超重肥胖

超重 肥胖 合计
性别 男 ２３６ ６１(２５.８) ０ １(０.４) ６２(２６.３) ５(２.１) ０ ５(２.１)

女 ２２７ ３７(１６.３) ２(０.９) １(０.４) ４０(１７.６) ２０(８.８) ４(１.８) ２４(１０.６)
年龄 / 岁 ７ ~ ９ １６８ ４９(２９.２) ２(１.２) ２(１.２) ５３(３１.５) ５(３.０) ０ ５(３.０)

１０~ １２ １５４ ２７(１７.５) ０ ０ ２７(１７.５) ３(１.９) ２(１.３) ５(３.２)
１３~ １５ １４１ ２２(１５.６) ０ ０ ２２(１５.６) １７(１２.１) ２(１.４) １９(１３.５)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ꎮ

３　 讨论
目前ꎬ我国儿童青少年的营养状况不断改善ꎬ营

养不良和生长迟缓以及消瘦检出率全面大幅度下
降[６] ꎬ但同时也不能忽视肥胖问题ꎮ 本研究结果显
示ꎬ独龙族学生营养不良检出率高于傈僳族学生ꎬ且
高于 ２０１４ 年学生体质调研同年龄段汉族(乡村)营养
不良检出率(１４.７％) [７] ꎮ 不同营养不良类型中ꎬ独龙
族学生生长迟缓检出率高于傈僳族学生ꎬ消瘦检出率
低于傈僳族学生ꎮ 独龙族学生生长迟滞率达到
２１.２％ꎬ说明独龙族学生长期营养摄入不足ꎬ可能是因
为独龙族人口少ꎬ聚居地偏僻封闭ꎬ社会经济水平较
低ꎬ饮食习惯比较单一ꎬ最终导致蛋白质、维生素、微
量元素的缺乏ꎮ 提示政策应倾斜人口较少民族ꎮ

２０１４ 年学生体质调研同年龄段汉族(乡村)超重
率和肥胖率分别为 ８.１％和 ６.４％[７] ꎬ独龙族学生超重
检出率(５.４％)高于傈僳族学生(２.０％)ꎬ但均低于汉
族学生ꎮ 说明相对汉族学生而言ꎬ少数民族学生营养
问题主要体现为营养不良ꎬ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限
制ꎬ营养过剩的问题还不突出ꎮ 同时ꎬ少数民族由于
其本身的遗传因素ꎬ加之居住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
饮食模式等各不相同ꎬ即使居住在同一地区ꎬ不同少
数民族之间学生的生长发育情况也不尽相同[８] ꎮ 另
外ꎬ超重肥胖只能说明能量过剩ꎬ并不能说明营养全
部过剩ꎬ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维持健康体型ꎮ

傈僳族和独龙族男生营养不良检出率均高于女
生ꎬ傈僳族男生生长迟缓和消瘦检出率也均高于女
生ꎬ提示女生的营养状况优于男生ꎬ与董彦会等[９－１０]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可能与男女生生长发育、饮食、运
动差异以及与环境因素有关ꎮ 同时ꎬ本次调查也发
现ꎬ独龙族男生超重肥胖检出率低于女生ꎬ与其他报

道不一致[１１] ꎮ 可能与独龙族生活方式、气候、遗传等
因素有关ꎬ需进一步研究探讨ꎮ

综上所述ꎬ傈僳族和独龙族学生营养状况不容乐
观ꎬ主要体现为营养不良ꎬ应及早采取综合干预措施ꎬ
倡导均衡营养与健康生活方式ꎮ 应把合理营养知识

纳入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内容ꎬ培养良好饮食习惯ꎮ 同
时ꎬ在保证生长发育的前提下控制体重过度增长ꎬ加
强体育锻炼ꎬ开展经常、持久、适合年龄特点的各种强
度的身体活动ꎬ以提高学生的整体健康水平ꎬ从而避

免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的同时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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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虫病是棘球绦虫的幼虫寄生于人或动物体内

引起的人畜共患寄生虫病ꎬ是我国农牧民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的重要原因之一[１] ꎮ 我国包虫病流行区主

要分布在新疆、四川、青海、西藏等 ７ 省(自治区)的牧

区和半农半牧区[２] ꎮ 对小学生开展包虫病健康教育

是包虫病防控的重点工作ꎬ调查小学生包虫病防治知

识及行为现状是评估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ꎬ
也是制定和修改干预策略的依据[３] ꎮ 本研究拟探讨

马尔康市小学生包虫病防治知识及行为的潜在类别ꎬ
为开展精细化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３—４ 月ꎬ按照分层随机整群抽样

方法ꎬ将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的小学分为城区和乡

镇 ２ 层ꎬ从城区小学中随机抽取 ２ 所ꎻ根据包虫病患病

率高低将全部乡镇分为高、中、低 ３ 类ꎬ分别随机抽取

２ꎬ１ꎬ１ 所小学ꎬ抽取学校中均整群抽取四 ~ 六年级全

体学生ꎮ 共发放问卷 ７１８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７１６ 份ꎬ有
效率为 ９９.７％ꎮ 其中男生 ３１２ 名(４３.６％)ꎬ女生 ４０４
名(５６.４％)ꎻ以藏族学生为主ꎬ共 ６４２ 名(８９.７％)ꎻ城
区学生 ５３０ 名(７４.０％)ꎬ乡镇学生 １８６ 名(２６.０％)ꎻ四
到六年级学生分别为 ２５８(３６.０％)ꎬ２１７(３０.３％)ꎬ２４１

(３３.７％)名ꎮ 所有学生均经过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ꎬ内容包括学生

基本情况、包虫病防治知识掌握情况、包虫病防治相

关行为实施情况等ꎮ 每个班级由 ２ 名经过统一培训的

调查员对问卷逐题讲解和指导学生现场自填ꎬ填写完

毕当场逐一核查问卷ꎬ对不合格问卷及时现场询问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双人录入校

验ꎻ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数据描述和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ꎬ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 法ꎬ修正检验水

准 α’ ＝ α / ｃｎ２ꎬｎ 代表参加检验的组数ꎮ 采用 Ｌａｔｅｎｔ
ＧＯＬＤ 软件进行潜在类别分析ꎬ模型适配度指标中ꎬ
ＡＩＣꎬＢＩＣ 值越小ꎬ模型拟合越好ꎻ样本量大于 １ ０００
时ꎬ采用 ＢＩＣ 值指标ꎬ否则 ＡＩＣ 值指标更佳ꎮ Ｇ２ 值与

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 值越小ꎬ模型拟合效果越好ꎮ

２　 结果

２.１　 小学生包虫病防治知识掌握和防治行为　 马尔

康市小学生包虫病防治知识问卷各条目的正确率均

在 ６０％以上ꎬ条目 １(包虫病是一种什么病)的正确率

为 ６３.３％(４５３ 人)ꎬ条目 ２(包虫病会传染吗)的正确

率为 ６２.２％(４４５ 人)ꎬ条目 ３(包虫病可以预防吗)的

正确率最高ꎬ为 ６９.１％(４９５ 人)ꎬ条目 ４(用生的牛羊

内脏喂狗会增加患包虫病风险吗)的正确率最低ꎬ为
６０.１％(４３０ 人)ꎬ条目 ５(狗的粪便与包虫病感染有关

系吗)的正确为 ６１.５％(４４０ 人)ꎬ条目 ６(人是怎么得

包虫病的)的正确率为 ６０.２％(４３１ 人)ꎮ 关于防治行

为实施情况ꎬ７１６ 名调查的小学生中ꎬ做到吃东西前洗

手的(条目 １)仅 ２３５ 名(３２.８％)ꎬ１７６ 名(２４.６％)不与

狗玩耍(条目 ２)ꎬ仅 ７５ 名( １０. ５％) 不喝生水(条目

３)ꎬ在家时做到上厕所后洗手 ( 条目 ４) 有 ３７３ 名

(５２.１％)ꎬ在学校时做到上厕所后洗手(条目 ５)有 ２３２
名(３２.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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