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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学生餐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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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价所ꎬ南宁 ５３００２８

　 　 【摘要】 　 目的　 了解广西学校学生餐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状况ꎬ为食源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提供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４ 年

从广西 ７ 个市和 １９ 个县的幼儿园和大中小学采集统一供应的早餐和午餐样品 ５２０ 份ꎬ按照国家标准进行蜡样芽胞杆菌、
金黄色葡萄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致泻大肠埃希菌、沙门菌检验ꎮ 结果 　 学生餐样品中蜡样芽胞杆菌检出率为

１５.５４％ꎬ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为 １.９２％ꎬ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检出率为 ０.１９％ꎬ致泻大肠埃希菌检出率为 ０.７６％ꎬ未检

出沙门菌ꎻ市级和县级学生餐食品的致病菌检出率分别为 １３.５１％和 １４.２９％ꎻ早餐和午餐的检出率分别为 １０. １２％和

１５ ６３％ꎻ第一季度无致病菌ꎬ第二、三季度的致病菌检出率(１５.５５％和 １８.５５％)均高于第四季度(８.６３％)ꎮ 结论　 广西学

生餐存在不同程度食源性致病菌污染ꎬ应在重点季度加强学生餐食品安全监管ꎬ防止学校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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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事食品安全相关研究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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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集体在校用餐是国内大多数学校学生餐采

取的形式ꎮ 随着各国学生餐供餐计划的普及ꎬ学生餐

的食品安全状况在保障学生体格健康成长和学习生

活正常开展中显得越来越重要ꎮ 然而ꎬ学校群体性食

物中毒事件却时有报道ꎬ如法国[１] 、韩国[２] 、西班牙[３]

等多个国家都曾报道过因进食被致病菌污染的学生

餐而引起食物中毒事件ꎮ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是目前

中国学校食物中毒事件的首要因素[４] ꎮ 广西是中国

老少边穷地区之一ꎬ也是全国食物中毒的高发区ꎬ广
西学校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占所有食物中毒事件

的比例最大(３３％) [５] ꎮ 因此ꎬ笔者调查广西学生餐食

品安全隐患ꎬ探讨如何预防与控制学校内集体性食物

中毒的发生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４ 年按照广西不同地理位置和各类学

校分布情况ꎬ选择东、西、南、北、中不同方位的 ７ 个市

和 １９ 个县ꎬ抽样采集当地幼儿园和大中小学统一供应

的早餐和午餐ꎬ包括自制和集中配送食品ꎬ主要采集

微生物污染风险较高的蛋、奶、凉拌制品、带馅 / 夹心

米面制品等ꎬ采集供餐状态样品(不含刚高温处理食

品)ꎮ 每个季度采样 １ 次ꎬ每次采集总样品量的 １ / ４ꎮ
采样时注意无菌操作并避免交叉污染ꎮ
１.２　 培养基与试剂　 所有指示菌检测、增菌、选择性

培养基和试剂均购自北京陆桥公司ꎻＡＰＩ２０Ｅ 生化鉴定

卡产自法国梅里埃公司ꎻ 诊断血清购自宁波天润

公司ꎮ
１.３　 检验方法　 按照«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蜡样芽孢

杆菌检验» (ＧＢ ４７８９.１４－２０１４) [６] 、«食品微生物学检

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ＧＢ ４７８９.１０－２０１０) [７] 、«食

品微生物学检验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检验» ( ＧＢ
４７８９.３０－２０１０) [８]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致泻大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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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希菌检验»(ＧＢ / Ｔ ４７８９.６－２００３) [９] 、«食品卫生微生

物学检验 沙门菌检验» ( ＧＢ ４７８９.４－２０１０) [１０] 标准进

行检测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ꎬ使用 χ２ 检验比较组间率的差异ꎬ以 α ＝ ０.０５ 为检

验水准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地区学生餐食源性致病菌污染情况　 共采

集样品 ５２０ 份ꎬ致病菌总检出率为 １３ ８５％ (７２ 份)ꎮ
市级和县级的学校学生餐致病菌检出率分别为

１３ ５１％(４０ / ２９６)和 １４ ２９％(３２ / ２２４)ꎬ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０ ０６４ꎬＰ ＝ ０ ８０１)ꎮ 蜡样芽胞杆菌的检出率

市级为 １７ ２６％(３４ / １９７)ꎬ县级为 １３ ７６％(２６ / １８９)ꎻ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市级为 ２ ０３％(６ / ２９６)ꎬ县级

为 １ ７９％(４ / ２２４)ꎻ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检出率县

级为 ０ ４５％(１ / ２２０)ꎬ市级为 ０ꎻ致泻性大肠埃希菌的

检出率县级为 ２ ５０％ ( １ / ４０)ꎬ市级为 ０ꎻ沙门菌无

检出ꎮ
２.２　 不同餐次学生餐食源性致病菌污染情况　 早餐

食品类别涉及米面制品、焙烤及油炸类食品、蛋与蛋

制品、乳与乳制品、粥等ꎬ以米面制品为主(９０ １０％ꎬ
９１ / １０１)ꎬ主要有米粉、包子、馒头等ꎻ午餐食品涉及盒

饭、米面制品、蛋与蛋制品、热菜等ꎬ以盒饭(９６ ４９％ꎬ
２７５ / ２８５)为主ꎬ均为饭菜混合ꎮ 早餐和午餐的总致病

菌检出率分别为 １０ １２％ ( １７ / １６８) 和 １５ ６３％ ( ５５ /
３５２)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 ８２ꎬＰ ＝ ０ ０８９)ꎮ 蜡样

芽胞杆菌检出率早餐为 １２ ８７％ ( １３ / １０１)ꎬ午餐为

１６ ４９％( ４７ / ２８５)ꎻ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早餐为

２ ３８％(４ / １６８)ꎬ午餐为 １ ７０％ (６ / ３５２)ꎻ单核细胞增

生李斯特菌检出率午餐为 ０ ２９％(１ / ３５０)ꎻ致泻性大

肠埃希菌检出率午餐为 ０ ７８％(１ / １２８)ꎬ早餐为 ０ꎻ沙
门菌无检出ꎮ
２ ３　 不同季度学生餐食源性致病菌污染情况　 除第

一季度无任何致病菌外ꎬ第二 ~ 四季度均有致病菌检

出ꎬ且第二和第三季度的致病菌检出率 ( １５ ５５％ꎬ
１８ ５５％)均高于第四季度(８ ６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 值分别为 ５６ １１ꎬ３１ ４０１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蜡样

芽胞杆菌检出率依次为第二季度 １５ ８２％ (２８ / １７７)、
第三季度 ２２ ３４％ ( ２１ / ９４)、第四季度 １０ ４８％ ( １１ /
１０５)ꎻ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依次为第二季度 ３ ３６％
(８ / ２３８)、第三季度 ０ ８１％(１ / １２４)、第四季度 ０ ７２％
(１ / １３９)ꎻ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检出率为第二季度

０ ４２％(１ / ２３８)ꎬ第三、第四季度为 ０ꎻ致泻性大肠埃希

菌检出率为第三季度 ３ ３３％(１ / ３０)ꎬ第二、第四季度

为 ０ꎻ沙门菌无检出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广西学生餐存在食源性致病菌

污染现象ꎬ蜡样芽胞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单核细胞

增生李斯特菌和致泻大肠埃希菌均有不同程度检出ꎮ
其中蜡样芽胞杆菌检出率为 １５ ５４％ꎬ高于江苏省的

３ ７％ꎬ而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１ ９２％)则与江苏省

(１ ２％)接近[１１] ꎮ 无论是市级还是县级学校ꎬ学生餐

均存在不同程度食源性致病菌污染ꎬ提示广西学生餐

致病菌污染状况不容乐观ꎮ
广西学生餐食品种类繁多ꎬ早餐一般以米粉、包

子、馒头等米面制品为主ꎬ午餐一般以饭菜混合的盒

饭为主ꎬ早餐和午餐均存在食源性致病菌污染现象ꎬ
蜡样芽胞杆菌检出率分别为 １２ ８７％和 １６ ４９％ꎬ高于

江苏的 ２ ７％和 ４ ８％ꎻ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早餐

(２ ３８％)稍高于江苏省的 ０ ７％ꎬ午餐(１ ７０％) 与江

苏省一致ꎮ 沙门菌检出率早餐和午餐均为 ０ꎬ与江苏

省均为 ０ ５％的情况接近[１１] ꎮ 全国学校微生物性食物

中毒事件各类致病因子中ꎬ排名前三的依次为蜡样芽

胞杆菌、葡萄球菌肠毒素、沙门菌[１２] ꎬ与本调查结果相

符ꎬ说明蜡样芽胞杆菌、葡萄球菌是学生餐食品污染

中最常见的两种菌ꎮ 引起沙门菌食物中毒的食品主

要为动物性食品ꎬ特别是畜肉类及其制品[１３] ꎮ 广西微

生物性食物中毒主要发生在学校和餐饮服务单位

(６３ ００％)ꎬ其中沙门菌占 １３ ００％[８] ꎬ结合本调查沙

门菌无检出的结果ꎬ提示广西沙门菌食物中毒主要发

生在餐饮服务单位ꎬ学校发生此类事件较少ꎬ可能与

学生餐食品中动物性食品所占分量较少ꎬ而餐饮服务

单位中动物性食品消费量通常较大ꎬ易被沙门菌污染

有关ꎮ
第二、三季度致病菌检出率高于第四季度ꎬ与第

二、三季度南方天气雨热同季ꎬ气候炎热潮湿ꎬ致病菌

易于增长繁殖有关ꎬ与广西学校食物中毒事件月份分

布[５]规律基本一致ꎮ 提示第二、三季度是学生餐致病

菌防控的重点季度ꎬ加强第二、三季度致病菌监测尤

为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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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校公共卫生宣传教育模式ꎮ 目前该市高校学生

卫生知识知晓率偏 低ꎬ 如 结 核 病 的 知 晓 率 仅 有

３４ ５２％ꎮ 一方面ꎬ利用新型的互联网技术宣传校园公

共卫生文化知识ꎬ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宣传公共卫生知

识ꎬ使广大师生在公共卫生观念和思想上受到潜移默

化的影响[８] ꎬ从而提高学生公共卫生安全意识ꎻ另一

方面ꎬ将大学生公共卫生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

体系ꎬ建立和完善理论和实践教育机制ꎬ提高公共卫

生教育的实效ꎮ (２)强化监督机制ꎬ完善高校公共卫

生工作体系ꎬ保障高校公共卫生工作有序进行ꎮ 针对

泰州市各高校公共卫生管理过程中存在的瓶颈ꎬ如标

准的模糊、考核流于形式、投诉处理的满意度低等问

题ꎬ一方面政府卫生管理部门应制定符合该市实际的

高校公共卫生绩效评价标准ꎬ定期对各高校的卫生工

作进行监督、检查、评比ꎬ建立长效管理机制ꎮ 另一方

面ꎬ各高校成立公共卫生管理专门机构[９] ꎬ明确各部

门之间的职责ꎬ将学校公共卫生服务与管理工作纳入

学校重要的议事日程ꎻ提高卫生服务质量ꎬ健全责任

追究制度ꎬ完善学生参与卫生工作管理机制ꎬ对学生

的投诉意见有答复ꎻ加大公共卫生防疫措施ꎬ确保校

园公共卫生安全工作ꎻ将危机管理机制引入高校公共

卫生管理工作ꎬ建立健全危机预警、应急预案、保障机

制、信息化等危机管理体系[１０] ꎻ构建五级公共卫生网

络体系(政府监管部门、学校、院系、班级、宿舍)ꎬ通过

任务分解ꎬ明确责任ꎬ签订公共卫生安全责任书ꎬ积极

争取财政专项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支持ꎬ从而保证校园

公共卫生工作的持续发展ꎮ (３)鉴于泰州高校办学的

特色ꎬ构建符合泰州高等教育特色的高校医疗机

制———学校—社区复合模式[１１] ꎮ 建议对现行的医疗

机制进行改革ꎬ由泰州市高教园区管委会牵头投资组

建大学城社区医院ꎬ行政上接受高教园区管委会的管

理ꎬ业务上由泰州市卫计委进行指导ꎮ 明确各方职

责ꎬ学校的职责是按照政府卫生部门的要求制定符合

本校实际的公共卫生服务计划ꎬ并负责组织和实施ꎻ
大学城社区医院借助社区的资源和高水平的医疗队

伍优势ꎬ为各高校提供丰富有针对性的服务ꎬ其职责

是负责师生的基本医疗需求ꎬ提供专业化的健康教育

培训ꎬ并对相关业务进行指导ꎮ 这种“学校—社区复

合模式”不仅落实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学校负责”
的多方参与联动机制ꎬ同时为学校提供了有针对性的

卫生服务ꎬ满足了师生日益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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