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监督

广州市中小学校医务人员现况

杨杰文１ꎬ２ꎬ３ꎬ陈静仪３ꎬ梁健平３ꎬ王仕民１

１.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ꎻ２.广州医科大学学生处ꎻ３.广东省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

　 　 【摘要】 　 目的　 了解广州市中小学校医务人员现状ꎬ为优化学校卫生工作人员配备和科学管理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

用自编问卷ꎬ对广州市 １６８ 所中小学校的 ２１１ 名校医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广州中小学校医务人员平均年龄( ３７.４０±
８.５２)岁ꎻ以女性为主ꎬ共 １７０ 人(８０.６％)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６ 人(２.９％)ꎻ高级职称 ６ 人(２.９％)ꎻ平均工作年限为(８.８０±
８.０３)年ꎻ每天平均接诊量为(１９.１０±１７.４４)人次ꎻ接近 ５０％的人不满意现在的工作ꎬ觉得压力大ꎮ 结论　 广州市中小学校

医务人员存在人员短缺、专业职称构成参差不齐和职龄较短等问题ꎮ 应加强对校医务人员的管理ꎬ稳定校医队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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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儿童青少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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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卫生工作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不但

关系到师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发展ꎬ而且关系到学校

教育教学秩序甚至社会的稳定[１－３] ꎮ 我国于 １９９０ 年

颁布了«学校卫生工作条例»ꎬ使学校卫生工作纳入了

法制化管理[４] ꎮ 为了解广州市中小学校医务人员现

状ꎬ 加强学校医务人员的建设ꎬ提高其业务素质及专

业技能ꎬ从而更好地为教育及师生健康服务ꎬ笔者于

２０１６ 年 ３—４ 月对广州市中小学校医务人员组成和结

构状况作了调查与分析ꎬ现将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对广州市 １６８ 所中小学校的 ２１１ 名校医务人进行

横断面调查ꎮ 回收问卷 ２１１ 份ꎬ有效问卷 ２１１ 份ꎮ 其

中男性 ４１ 名ꎬ女性 １７０ 名ꎬ平均年龄为(３７.４０±８.５２)

岁ꎮ 其中 ２５ 岁以下 １１ 人( ５. ２％)ꎬ２５ ~ ３０ 岁 ３６ 人

(１７.１％)ꎬ３０ ~ ３５ 岁 ４２ 人(１９.９％)ꎬ３５ ~ ４０ 岁 ５３ 人

(２５.１％)ꎬ４０ ~ ５０ 岁 ４７ 人(２２.３％)ꎬ５０ 岁及以上 ２２ 人

(１０.４％)ꎮ 采用自填式问卷的方法ꎬ收集校医务人员

的相关数据ꎬ在统一指导语的条件下完成问卷调查ꎮ
问卷内容包括学校名称、校医务人员性别、年龄、招聘

方式、编制情况、从事工作、文化程度、职龄、现有职

称、每天接诊情况、婚姻等ꎮ 对收集的资料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２　 结果

２.１　 从事工作　 中小学校医务人员从事工作主要以

临床医生为主ꎬ共 １０８ 人ꎬ占 ５１. ９％ꎻ其次是护士 ４９
人ꎬ占 ２３.６％ꎻ药剂师 １０ 人ꎬ占 ４.８％ꎻ保健教师 １６ 人ꎬ
占 ７.７％ꎻ检验人员 １ 人以及其他工作 ２４ 名ꎮ
２.２　 招聘方式与编制 　 １９２ 名校医务人员经由学校

自主招聘ꎬ占 ９１.９％ꎻ１０ 人为购买服务ꎬ占 ４.８％ꎻ其他

方式为 ９ 人ꎬ占 ３.３％ꎮ 正式编制 １２４ 人ꎬ占 ５８.８％ꎻ合
同编制 ７９ 人ꎬ占 ３７.４％ꎻ退休返聘 ６ 人ꎬ占２.８％ꎮ
２.３　 学历与职称　 中小学校医务工作人员以大学本

科为主 １００ 人ꎬ占 ４７.９％ꎻ中专及以下 ３２ 人ꎬ占１５.３％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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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 ７１ 人ꎬ占 ３４. ０％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６ 人ꎬ占

２.９％ꎮ教育学背景以医学为主ꎬ为 １３４ 人ꎬ其他的还包

括护理学 ５４ 人ꎬ药学 ７ 人ꎬ师范 ７ 人ꎬ哲学 ２ 人和其他

专业 ７ 人ꎻ职称主要以初级职称 １０２ 人(４８.３％)ꎻ助理

级职称 ４３ 人ꎬ中级职称 ６０ 人ꎬ高级职称 ６ 人ꎮ
２.４　 从事学校保健工作的职龄　 职龄最长 ２６ 年ꎬ最
短不足 １ 年ꎬ平均工作年限为(８.８０±８.０３)年ꎮ 职龄 ０
~ ５ 年的有 ８８ 人ꎬ 占 ４１. ７％ꎻ ５ ~ １０ 年有 ４７ 人ꎬ 占

２２.３％ꎻ１０ ~ ２０ 年有 ４５ 人ꎬ占 ２１.３％ꎮ
２.５　 每天接诊数量与是否发生医源性感染及兼职状

况　 每天接诊数量最多 ８０ 人次ꎬ平均接诊数量为

(１９.１０±１７.４４)人次ꎮ 在医源性感染方面ꎬ无医源性感

染仅为 １ 人ꎬ占 ０. ５％ꎻ１ 次医源性感染为 １６ 人ꎬ占

７.６％ꎻ２ 次医源性感染占 ８８.６％ꎬ为 １８６ 人ꎻ３ 次医源性

感染者占 ３.３％ꎬ有 ７ 人ꎮ 在 ２１１ 名调查的校医务人员

中ꎬ有 ６２ 人从事兼职工作ꎬ占 ２９.４％ꎬ以会计、任课教

师为主ꎮ
２.６　 婚姻与收入状况　 在调查的校医务人员中ꎬ１６６
人已婚ꎬ占 ７８.７％ꎻ４２ 人未婚ꎬ占 １９.９％ꎮ 月收入低于

３ ０００ 元 ３２ 人ꎬ占 １５.３１％ꎻ３ ０００ ~ ６ ０００ 元者 １１１ 人ꎬ
占 ５３.１％ꎻ６ ００１ ~ １０ ０００ 元者 ６１ 人ꎬ占 ２９.１９％ꎻ超过

１０ ０００ 元有 ５ 人ꎬ占 ２.３９％ꎮ
２.７　 继续教育与工作满意情况　 ２８ 人从未按规定参

加并完成继续教育学分ꎬ占 １３.３％ꎻ６３ 人有参加但未

能完成继续教育学分ꎬ占 ２９.９％ꎻ参加并能完成相关继

续教育学分的有 １１９ 人ꎬ占 ５６.４％ꎮ 在职业状况满意

度自评感受回答中ꎬ有 ５３ 人对目前的职业状况满意或

非常满意ꎬ占总人数的 ２５.１％ꎮ 对目前职业状况不满

意甚至非常不满意的有 ５５ 人ꎬ占 ２６.１％ꎻ４８.３％的人对

目前的职业状况保持中立态度ꎮ 而在职业压力自评

感受中ꎬ有 １２６ 人感到压力大或很大ꎬ占总人数的

５９.７％ꎻ感到压力小或很小的有 ８４ 人ꎬ仅占 ３９.８％ꎮ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ꎬ广州市中小学校医务人员中女性

占绝大多数ꎬ达到 ８０.６％ꎬ而男性仅为 １９.４％ꎬ与以往

研究结果一致[５－８] ꎮ 原因可能与校医务人员工作性

质、待遇、发展前景、工作压力等相关ꎬ致使校医务人

员性别比例严重失调ꎬ可能导致在男性学生的心理和

与性别相关的疾病工作上的阻碍ꎮ 因此ꎬ建议学校在

招聘工作上平衡校医务人员性别比例ꎮ
本次调查表明ꎬ校医务人员专业背景参差不齐ꎬ

有医学、护理学、教育学、哲学等专业ꎬ且拥有医学及

护理学高级职称人数仅 ６ 人ꎬ占调查总数的 ２.８４％ꎮ
原因与我国未制定校医务人员从业教育背景硬性规

定有关ꎮ 由于校医务人员专业性上要求高ꎬ专业知识

背景结构倘若不能满足学校卫生工作的需要ꎬ将严重

影响中小学生身心发展健康ꎮ 因此ꎬ建议教育与医疗

部门应共同合作ꎬ制订校医务人员从业知识背景相关

规定ꎬ加强专业知识和心理教育等相关知识培训ꎬ合
格后方能上岗ꎮ 此外ꎬ校医务人员普遍职龄较短ꎬ
４１.７％的校医务人员职龄<５ 年ꎬ可见广州市中小学校

医队伍流动性大、队伍不稳定ꎬ原因可能与学校不重

视校医工作ꎬ校医务人员待遇、就业前景和职业规划

有限相关ꎮ 由于学校卫生工作有其独特性和专业性ꎬ
短时间内从事学校卫生工作必将严重影响学校卫生

工作的开展ꎮ 学校和卫生部门应加强对校医务人员

队伍的管理ꎬ稳定校医队伍ꎬ重点解决校医务人员编

制、职称和待遇问题ꎬ增加学校卫生经费ꎮ
调查还显示ꎬ广州市中小学校医务人员平均每天

接诊数量达到 １９ 人次ꎬ最多者达到 ８０ 人次ꎻ工资待遇

以每月 ３ ０００ ~ ６ ０００ 元为主ꎬ亦有超过 １０ ０００ 元和低

于３ ０００ 元ꎮ工作负荷和工资待遇的参差不齐表明校

医务工作管理的不统一ꎬ可能也暗含校医务工作人员

的短缺ꎮ 因此ꎬ学校应该加强校医务工作的管理和增

加招聘人员ꎬ平衡工作负荷和工资待遇ꎮ 仅有 ５６.６７％
的调查人员参与和完成继续教育学分ꎮ 而在医源性

感染调查过程中ꎬ几乎所有的调查者中均发生过医源

性感染ꎬ两次医源性感染者占 ８８.５７％之多ꎬ也反映了

医务人员基础知识欠缺和自我保护意识的薄弱ꎮ 因

此ꎬ卫生部门和学校应该加强对校医务人员继续教育

的力度和质量控制ꎬ提升校医务人员基础知识和加强

自我保护医师ꎮ
调查结果表明ꎬ仅有 ２５％左右的校医务人员对目

前的职业状况满意或非常满意ꎬ近 ４０％的人感到压力

小或很小ꎬ反映了当前校医务人员工作压力整体较

大ꎬ对工作满意程度不高ꎮ 可能与校医工作待遇、发
展前景、管理、工作负荷等相关ꎮ 因此ꎬ建议学校工作

部门优化校医务人员管理制度ꎬ注重校医务人员心理

素质发展和变化ꎬ增强校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人

翁意识ꎬ利于校医务工作人员的长期发展ꎮ
总而言之ꎬ校医务人员在监测学生的健康状况ꎬ

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ꎬ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ꎬ改
善学校卫生环境和教学卫生条件ꎬ加强对传染病、学
生常见病的预防和治疗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９－１０] ꎮ
因此ꎬ加强中小学校的校医务人员配置、增加校医人

员投入、改善校医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ꎮ 卫生与教

育行政部门应通力合作ꎬ加强对校医务人员的组织管

理ꎬ稳定校医务人员ꎬ重点解决校医务人员性别比例、
编制、职称和待遇问题ꎬ增加学校卫生经费ꎬ重视校医

务人员心理健康ꎬ加强校医务人员业务学习和继续教

育力度ꎬ进一步做好学校卫生工作ꎬ全面提高中小学

生的身心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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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学龄前儿童乙型肝炎病毒株氨基酸变异研究

王晓存１ꎬ杨燕２ꎬ杨梅３ꎬ王立杰４ꎬ吴军５

１.新疆医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医院质量管理体系办公室ꎬ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ꎻ２.乌鲁木齐县水西沟中心卫生院ꎻ
３.新疆医科大学基础学院ꎻ４.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ꎻ５.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学龄前儿童(２~ ６ 岁)隐匿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ＯＢＩ)后 ＨＢＶ Ｓ 基因氨基酸的变异情况ꎬ为防控

ＯＢＩ 的发生发展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择乌鲁木齐 ４ 所幼儿园ꎬ对在园的学龄前儿童采用 ＥＬＩＳＡ 进行

ＨＢｓＡｇꎬａｎｔｉ￣ＨＢｓꎬＨＢｅＡｇꎬａｎｔｉ￣ＨＢｅ 和 ａｎｔｉ￣ＨＢｃ ５ 项检测ꎬ对 ２５９ 例 ＨＢｓＡｇ 阴性的血清用 Ｐｒｏｍｅｇａ 公司生产的试剂盒进行

ＨＢＶ￣ＤＮＡ 产物提取ꎬ运用 ＰＣＲ 方法扩增 ＨＢＶ￣ＤＮＡ Ｓ 基因片段ꎬ对扩增阳性的序列进行测定ꎻ采用分子遗传学软件 ＭＥＧＡ
５.０ 对测得的序列进行具体氨基酸分析ꎮ 结果　 ２５９ 份学龄前儿童血样共发现 ２１ 份 ＨＢＶ ＤＮＡ 阳性标本ꎬ均测序成功ꎮ 其

中 １ 例由于存在氨基酸的插入ꎬ没有检出具体的基因型ꎮ 其余 ２０ 例样本均表现为 Ｃ 基因型ꎬ血清型均为 ａｄｒｑ＋亚型ꎮ Ｓ 基

因序列翻译成氨基酸后分别发生 Ｉ１１０ＬꎬＳ１２３ＴꎬＴ１２４ＳꎬＴ１２６ＩꎬＴ１３１ＮꎬＦ１３４Ｙ 和 Ｐ１４２Ｈ 突变ꎮ 结论　 ＨＢｓＡｇ 阴性学生血液

中存在一定数量的 ＨＢＶ 隐匿性感染ꎬＳ 基因存在氨基酸突变ꎬ需重视隐匿性的 ＨＢＶ 感染以及其发生和发展ꎮ
【关键词】 　 肝炎ꎬ乙型ꎻ抗原变异ꎻ氨基酸类ꎻ儿童ꎬ学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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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型肝炎病毒( ＨＢＶ)感染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 分布ꎬ是备受关注的健康问题ꎬ大部分 ＨＢＶ 感染者没

有明显临床症状ꎬ血清中抗－ＨＢｓ 阳转和 ＨＢｓＡｇ 阴转

被普遍认为是 ＨＢＶ 痊愈和清除ꎮ 近几年研究表明ꎬ有
部分的 ＨＢＶ 感染者虽然血清中 ＨＢｓＡｇ 呈现为阴性ꎬ
但是在肝脏组织或血清中仍然能检测到 ＨＢＶ￣ＤＮＡꎬ
这种现象被称为隐匿性的 ＨＢＶ 感染(简称 ＯＢＩ) [１－２] ꎮ
随着乙肝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的进程后ꎬ低年龄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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