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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快餐食品消费行为现状ꎬ为有效开展大学生饮食行为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方

便抽取某医科大学一至四年级 ４００ 名大学生ꎬ采用自编问卷进行快餐食品消费行为现况调查ꎮ 结果　 大学生过去 １ 周外

卖食品消费、打包带饭和在街头小吃或快餐店就餐的报告率分别为 ３４.８％ꎬ６２.８％和 ４０.５％ꎮ 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

示ꎬ家庭居住在城镇(ＯＲ＝ ３.０４ꎬ９５％ＣＩ＝ １.７２ ~ ５.３７)和高中在学校寄宿(ＯＲ＝ １.６６ꎬ９５％ＣＩ＝ １.０４ ~ ２.６７)的大学生外卖食品

消费频次更高ꎻ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大学生更可能选择打包带饭(ＯＲ＝ ２.０８ꎬ９５％ＣＩ＝ １.３６ ~ ３.１８)ꎮ 此外ꎬ女生(ＯＲ ＝ ２.０３ꎬ
９５％ＣＩ＝ １.３３~ ３.０９)和高中寄宿学校(ＯＲ＝ ０.５５ꎬ９５％ＣＩ＝ ０.３６~ ０.８３)是大学生在街边小吃或快餐店就餐的影响因素ꎮ 结论

大学生快餐食品消费行为报告率较高ꎮ 应加强健康教育ꎬ减少快餐食品的摄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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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餐饮服务的网络化发展ꎬ外卖食品因方便快

捷、选择多样化等特点备受大学生欢迎ꎮ 然而ꎬ外卖

食品经营方式复杂多样ꎬ包装盒材料良莠不齐ꎬ食品

卫生监管难度较大ꎬ由此可能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受

到社会的高度关注ꎮ 目前ꎬ关于大学生食品安全、饮
食行为的研究已有相关报道[１－３] ꎮ 本研究对大学生快

餐食品消费行为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ꎬ为有效开展大

学生饮食行为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在

某医科大学抽取一至四年级在校大学生各 １００ 名进行

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卷 ４０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４００ 份ꎬ
有效率为 １００.０％ꎮ 大学生平均年龄(２０.５２±１.６５)岁ꎻ
男生 １６９ 名(４２.３％)ꎬ女生 ２３１ 名(５７.８％)ꎻ临床医学

专业 ２９６ 名 ( ７４. ０％)ꎬ 非 临 床 医 学 专 业 １０４ 名

(２６.０％)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调查ꎬ内容包括一般情况、
三餐就餐情况、外卖食品消费情况、打包带饭情况、街
头小吃及快餐消费情况ꎮ 问卷由学生自填ꎬ完成后立

即收回ꎬ并及时核查问卷ꎮ 调查获得大学生的知情同

意ꎬ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软件建立数据

库ꎬ数据双录后进行逻辑核查和一致性检验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统计分析ꎬ包括 χ２ 检验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快餐食品消费行为现状 　 大学生过去 １
周外卖食品消费、打包带饭和在街头小吃或快餐店就

餐的报告率分别为 ３４.８％ꎬ６２.８％和 ４０.５％ꎬ餐盒材料

主要是塑料和纸质ꎮ 选择外卖食品的主要原因中ꎬ
３８.１％的学生不想出门ꎬ２５.２％的学生认为外卖方便快

捷ꎬ５０.６％表示打包带饭可以在寝室边吃饭边看电影、
上网ꎬ１９.１％认为打包带饭方便快捷、节省时间ꎮ 有

５１.０％学生最关心外卖食品的食品卫生ꎬ３４.５％最关心

食品原材料ꎬ１０.８％为选用健康环保餐具而接受过额

外收费ꎮ
２.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快餐食品消费行为

比较　 男生打包带饭和在街头小吃或快餐店就餐行

为报告率均高于女生ꎬ城镇学生外卖食品消费率高于

农村大学生ꎬ经济状况较好的大学生打包带饭行为报

告率更高ꎬ不同年级大学生打包带饭行为报告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大学生快餐食品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以是否消

费外卖食品、是否打包带饭、是否在小吃或快餐店就

餐为因变量ꎬ以人口学变量等为自变量进行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家庭居住在城镇和高中

寄宿学校的学生更可能消费外卖食品ꎻ家庭经济状况

相对较好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打包带饭ꎻ女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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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寄宿学校的大学生更愿意选择在街边小吃或快

餐店就餐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大学生快餐食品消费行为报告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外卖食品 打包带饭 街头小吃或快餐店
性别 男 １６９ ６０(３５.５) １５２(８９.９) １０９(６４.５)

女 ２３１ ７９(３４.２) ９９(４２.９) ５３(１３.６)
χ２ 值 ０.０７ ９２.５６ ６９.９３
Ｐ 值 ０.７９ <０.０１ <０.０１

年级 大一 １００ ３５(３５.０) ６６(６６.０) ４３(４３.０)
大二 １００ ３９(３９.０) ６６(６６.０) ３３(３３.０)
大三 １００ ２７(２７.０) ４９(４９.０) ４９(４９.０)
大四 １００ ３８(３８.０) ７０(７０.０) ３７(３７.０)

χ２ 值 ３.９１ １１.２４ ６.１０
Ｐ 值 ０.２７ ０.０１ ０.１１

家庭居住地 农村 １４０ ２５(１７.９) ８５(６０.７) ５２(３７.１)
城镇 ２６０ １１４(４３.８) １６６(６３.８) １１０(４２.３)

χ２ 值 ２７.１０ ０.３８ １.０１
Ｐ 值 <０.０１ ０.５４ ０.３２

经济状况 较好 ４２ １７(４０.５) ３０(７１.４) １７(４０.５)
一般 ２９７ １０９(３６.７) １９６(６６.０) １２５(４２.１)
较差 ６１ １３(２１.３) ２５(４１.０) ２０(３２.８)

χ２ 值 ５.９６ １５.０５ １.８２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０ ０.４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大学生快餐食品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４００)

因变量 自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外卖食品 城镇 １.１１ １４.７４ <０.０１ ３.０４(１.７２~ ５.３７)

高中寄宿 ０.５１ ４.４６ ０.０４ １.６６(１.０４~ ２.６７)
打包带饭 经济状况较好 ０.７３ １１.５６ <０.０１ ２.０８(１.３６~ ３.１８)
街边小吃或快 女生 ０.７１ １０.８１ <０.０１ ２.０３(１.３３~ ３.０９)
　 餐店就餐 高中寄宿 －０.６１ ８.１７ <０.０１ ０.５５(０.３６~ ０.８３)

　 注:家庭所在地以农村为对照ꎬ高中寄宿以非寄宿为对照ꎬ家庭经济状

况以较差为对照ꎬ性别以男为对照ꎮ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ꎬ大学生外卖食品、打包带饭、街头

小吃或快餐店就餐等饮食行为的报告率较高ꎬ高于吴

铭等[４] 的报告结果ꎬ低于杨华凤等[５] 调查结果ꎮ 同

时ꎬ大学生经常存在消费快餐、饮料、甜点等不良饮食

行为ꎬ与何彬洪等[６]研究结果一致ꎮ
从选择快餐食品的主要原因来看ꎬ大多数学生因

不想出门或方便快捷而选择外卖食品ꎬ而打包带饭的

学生则多数因为想在寝室边吃饭边看视频、上网ꎮ 一

定程度也反映大学生久坐时间过长的不良行为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等[７]研究显示ꎬ青少年久坐行为ꎬ如屏幕时间

(看电视、使用计算机和手机)与不良饮食行为关联ꎮ
从食品的安全性上看ꎬ外卖或打包食品、小吃或快餐

店用餐的餐盒多以塑料和纸质材料为主ꎬ大多数大学

生会关心快餐食品的卫生状况和原材料安全ꎬ但对于

快餐食品包装材料的安全性关注较少ꎬ仅有 １０.８％的

学生会额外付费选用健康环保餐具ꎮ 提示高校在开

展食品安全知识宣教的同时ꎬ应注重食品包装、健康

饮食行为等方面的健康教育ꎮ
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ꎬ家庭居住在城镇

的大学生外卖食品消费的可能性更大ꎬ可能是城镇的

学生更易获取外卖食品的渠道和信息ꎬ可选择的餐饮

方式更多ꎮ 高中寄宿的学生外卖食品的比例较高ꎬ可
能是寄宿学校的学生因学校的外出限制而通过选择

外卖食品来改变餐饮ꎬ长期形成饮食习惯ꎮ 家庭经济

状况较好的学生更容易选择打包带饭ꎬ可能是经济状

况较好的学生消费水平较高、饮食消费方式更自由ꎮ
此外ꎬ女生选择在小吃或快餐店就餐比例较高ꎬ可能

与女生爱吃各类小吃有关[８] ꎮ 高中非寄宿的学生更

愿意选择在街边小吃或快餐店就餐ꎬ可能的原因是非

寄宿学生是走读制ꎬ在上下学路上容易受到街头小吃

和快餐店的诱惑而经常消费ꎬ也可能是一种高中时期

形成的饮食习惯ꎬ很难改变ꎮ
快餐食品消费对人体的健康具有潜在的危害ꎬ首

先ꎬ卫生消毒、食物原材料、配送条件等环节都存在较

大的食品安全隐患ꎮ 其次ꎬ快餐食物的脂肪、盐等含

量较高ꎬ长期大量摄入危害健康ꎮ 特别是部分快餐盒

的材料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ꎬ包装材料中的高分子化

学物(如双酚 Ａ、邻苯二甲酸脂类等)容易迁移到食物

中[９－１０] ꎮ 这些化学物具有内分泌干扰功能ꎬ长期、大
量摄入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１１－１３] ꎮ 综上所述ꎬ
大学生快餐食品消费行为应引起高度的重视ꎮ 高校

应进一步加强学生食品安全教育ꎬ单纯地禁止外卖食

品是不可行的ꎬ应创新食品安全教育理念ꎬ引导学生

主动关注食品安全ꎬ提升自我管理能力[１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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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某市留守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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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郑州大学第一附属中学ꎻ４.河南省教育厅ꎻ５.郑州大学教育学院

　 　 【摘要】 　 目的　 调查留守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ꎬ为提升该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对策依据ꎮ 方法　 采

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对中部某市 ４ ６５３ 名中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收集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信息ꎮ 结果　 共有留守

学生 １ ４２０ 名ꎬ留守学生与非留守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分别为 ２１.７６％(轻度 １８.１０％ꎬ中度 ２.７５％ꎬ重度 ０.９２％)ꎬ１７.１４％(轻
度 １４.２３％ꎬ中度 ２.３８％ꎬ重度 ０.５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５.０３ꎬＰ<０.０５)ꎮ 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朋友数量在 ３
个以上与留守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负相关(ＯＲ＝ ０.６２ꎬ９５％ＣＩ＝ ０.３９~ ０.９９ꎬＰ<０.０５)ꎬ学段和班级氛围与心理健康问题呈正

相关(ＯＲ 值均>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未寄宿留守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危险是寄宿留守学生的 １.６９ 倍(ＯＲ＝ １.６９ꎬ９５％ＣＩ＝ １.２１
~ ２.３６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留守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较差ꎬ年级、是否寄宿、朋友数量、班级氛围是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

素ꎮ 应积极构建利于留守学生身心健康的多元责任体系ꎬ给予更多支持和关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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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ꎬ大量青壮年人

口外出务工ꎬ留守儿童数量持续攀升ꎮ 据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资料显示ꎬ我国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 ６ ０００
万[１] ꎮ 留守学生是因父母双方或其中一方外出打工

而被留在家乡、由他人抚养的适龄学生[２] ꎻ卢光莉

等[３]认为ꎬ留守儿童达到上学年龄便可称为留守学

生ꎮ 本研究将留守学生定义为现阶段因父母双方或

其中一方外出打工(每年在外打工 ０.５ 年以上)而被留

在家乡的中小学生ꎬ年龄为 ６ ~ １８ 岁ꎮ 由于留守学生

适应能力差ꎬ外部环境对其心理支持少[４] ꎬ导致心理

问题频出ꎬ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５] ꎮ 但也有

研究表明ꎬ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健康处于良好状态ꎬ尤
其在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方面[６] ꎮ 我国中部作为人

口和劳务输出的主要地区ꎬ留守学生规模庞大ꎮ 本研

究对中部某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ꎬ并对

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ꎬ为提高留守学生心理健康水

平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３—６ 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方法抽取我国中部某市城市及农村的小学、初中及

高中各 ２ 所(共计 １２ 所学校)ꎮ 考虑到留守儿童的问

卷理解与应答情况ꎬ调查年级为小学五年级至高中三

年级ꎬ从每所学校符合调查要求的年级中各随机抽取

２ 个班级ꎬ共发放问卷 ４ ６８１ 份ꎬ剔除 ２８ 份无效问卷ꎬ
获得有效问卷 ４ ６５３ 份ꎬ问卷有效率为 ９９.４％ꎮ 其中

留守学生共 １ ４２０ 名ꎬ非留守学生 ３ ２３３ 名ꎮ 留守学生

中男生 ８０３ 名(５６.５％)ꎬ女生 ６１７ 名(４３.５％)ꎻ小学生

５０２ 名(３５.４％)ꎬ初中生 ４６９ 名(３３.０％)ꎬ高中生 ４４９
名(３１.６％)ꎮ 本研究已获得郑州大学伦理委员会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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