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ꎬ杜绝对水、食品和环境的污染ꎻ管理好剩饭、剩菜

和生活垃圾ꎬ做到日产日清ꎻ落实好校内环境有害昆

虫的杀灭工作ꎮ (２)加强卫生宣教工作ꎬ对学校主管

领导和责任人开展饮用水使用安全、消毒技术等卫生

知识培训ꎻ开设以预防肠道传染病为重点的健康教育

课ꎬ让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ꎬ做到勤洗手、喝
开水ꎬ不吃生或半生的食品ꎻ同时告诫学生不到校园

周边的小摊贩、无证经营户购买食品或就餐ꎮ (３)加

强学校饮用水监管ꎬ加快城乡自来水建设ꎬ确保学校

饮用水符合国家卫生标准ꎮ (４)加强疫情监测ꎬ做好

校医培训ꎬ使其能规范开展晨午检及因病请假、病因

追踪等ꎬ有利于学校突发事件的早发现、早报告[７]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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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 提

出ꎬ幼儿园必须把促进幼儿的健康放在工作的首位ꎬ
需要重视幼儿身心健康[１] ꎮ 多年来ꎬ幼儿园教育得到

极大发展ꎬ但仍与教育部要求相差甚远ꎬ且全国范围

内发展也极为不平衡ꎬ东部与西部、城市与农村差距

巨大[２] ꎮ 为了解四川省南充市幼儿园保育现状ꎬ笔者

于 ２０１５ 年 ３—６ 月对南充市城区和农村的部分幼儿园

进行了卫生保健教育现状相关调查ꎬ现将结果报道

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南充市市辖区、县的部分城区和农村幼

儿园为对象ꎬ采用目标式抽样方法ꎬ通过走访幼儿园

和对幼儿园班级教师发放问卷获得资料ꎬ共发放问卷

１６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１４６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１.３％ꎬ
在被调查的 １４６ 个幼儿园班级中ꎬ城市幼儿园 ６２ 所ꎬ
农村幼儿园 ８４ 所ꎮ 参与调查的教师年龄在 ２０ ~ ５０
岁ꎬ其中城市幼儿园教师 ６２ 名ꎬ农村教师 ８４ 名ꎻ幼儿

园小班教师 ４９ 名ꎬ中班教师 ３９ 名ꎬ大班教师 ５８ 名ꎻ公
办幼儿园教师 ９０ 名ꎬ民办幼儿园教师 ５６ 名ꎮ 城、乡幼

儿园教师年龄、班级构成以及幼儿园属性等基本情况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１. １００ꎬ ０. ３９５ꎬ
０.３７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 ꎮ
１.２ 　 方法 　 参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１]

«幼儿园工作规程» [３]等国内文献资料ꎬ通过自编问卷

进行调查ꎮ 问卷分为基本信息、卫生保健基础设施、
卫生保健管理与教育、体育活动安排、安全教育、健康

教育等部分ꎬ其中卫生保健基础设施包括 ３ 个条目ꎬ卫
生保健管理与教育包括 ８ 个条目ꎬ体育活动包括 ２ 个

条目ꎬ安全教育包括 ４ 个条目ꎬ健康教育包括 ５ 个

条目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 １７.０ 对收集数

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 χ２ 检验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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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

２.１　 城乡幼儿园卫生保健基础设施比较　 幼儿园户

外活动设施齐全的有 ３４.２％ꎬ城市、农村幼儿园分别有

５９.７％和 １５.５％ꎻ游戏体育设备齐全的有 ４３.２％ꎬ在城

市、农村幼儿园中分别有 ６１.３％和 ２９.８％ꎻ教室饮水装

置齐全的有 ５８. ９％ꎬ在城市、农村幼儿园中分别有

６９.４％和 ５１.２％ꎮ 城市幼儿园与农村幼儿园户外活动

设施、游戏体育设备、教室饮水设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０. ９４９ꎬ１４. ４５５ꎬ４. ８６２ꎬ Ｐ 值均 <
０.０５)ꎬ城市好于农村ꎮ
２.２　 城乡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与教育比较　 幼儿园

“每年开展体检” “ 科学膳食搭配” 的有 ４５. ９％ꎬ
３７.０％ꎬ在城市、农村幼儿园中分别占 ７２.６％ꎬ２６.２％和

５０.０％ꎬ２７.４％ꎻ城市幼儿园报告率均高于农村幼儿园

(χ２ 值分别为 ３０.９１５ꎬ７.９３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幼儿园要

求“午睡”“定时喝白开水”“不许剩饭” “定时吃水果”
的分别有 ７４.０％ꎬ５４.１％ꎬ６１.０％ꎬ３７.０％ꎬ在城市、农村

幼儿园中分别占 ９０. ３％ 和 ６０. １％ꎬ６７. ７％ 和 ４４. ０％ꎬ
６０.２％和 ５９. ５％ꎬ４１. ９％和 ３３. ３％ꎻ要求“饭前便后洗

手” “不乱扔垃圾”的占 ８７.０％ꎬ８９.７％ꎬ在城市、农村

幼儿园中分别占 ９８.４％和 ７８.６％ꎬ９６.８％和 ８４.５％ꎮ 其

中城市幼儿园在要求“午睡”“定时喝白开水”“饭前便

后洗手”“不乱扔垃圾”项目管理上好于农村幼儿园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４. ９６２ꎬ ８. ０６５ꎬ
１２.３７３ꎬ５.８０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在“不许剩饭” “定时

吃水果”项目管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０.１７１ꎬ１.１３３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城乡幼儿园体育活动安排比较　 幼儿园安排“每

日户外活动 ２ ｈ 以上” “每日体育运动 １ ｈ 以上”的有

２６.０％ꎬ７０.５％ꎬ在城市、农村幼儿园分别占 ２１. ０％和

２９.８％ꎬ９０.３％和 ５６.０％ꎮ 城市幼儿园每日体育运动 １
ｈ 以上的比例高于农村幼儿园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０.２８１ꎬＰ<０.０５)ꎬ而城乡幼儿园每日户外活动 ２ ｈ
以上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２３１ꎬＰ>０.０５)ꎮ
２.４　 城乡幼儿园安全教育比较　 幼儿园开展过“身体

部位的认知及保护教育” “火灾地震等自救教育” “不

跟陌生人走等日常安全教育” “不许别人触碰隐私部

位等性教育”的分别有 ９１.８％ꎬ８２.２％ꎬ８９.７％ꎬ５３.４％ꎬ
在城市、农村幼儿园中分别占 ９３.５％和 ９０.５％ꎬ８７.１％
和 ７８.６％ꎬ９１.７％和 ８７.１％ꎬ５８.１％和 ５０.０％ꎮ 城乡幼儿

园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０. ４４６ꎬ
０.９３２ꎬ１.７７１ꎬ０.８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５　 城乡幼儿园健康教育比较　 幼儿园健康教育周

课时数在 ３ 节及以上、２ 节、１ 节及以下的比例分别占

３９.０％ꎬ３２. ２％ꎬ ２８. ８％ꎬ城市、农村幼儿园中分别有

５３.２％和 ２８.６％ꎬ３２.３％和 ３２.１％ꎬ１４.５％和 ３９.３％ꎮ 城

市幼儿园的健康教育课时数高于农村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１３.１６２ꎬＰ<０.０５)ꎮ 幼儿园开展过“口腔、用
眼等健康知识教育”的占 ７８.１％ꎬ城市、农村幼儿园分

别有７９.０％和 ７７.４％ꎬ城乡幼儿园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０.５７ꎬＰ>０.０５)ꎮ 幼儿园心理健康教育中ꎬ当
“幼儿不高兴时主动询问并帮助化解”“幼儿做错事时

制止并讲明原因”、开展过“热爱幼儿园等适应教育”
的分别占 ６４.４％ꎬ６５.８％ꎬ７１.２％ꎬ在城市、农村幼儿园

中占 ７１％和 ５９.９％ꎬ６６.１％和 ６５.５％ꎬ７２.６％和 ７０.２％ꎬ
城乡幼儿园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０３７ꎬ０.００７ꎬ０.０９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３.１　 幼儿园卫生保健基础设施薄弱　 本调查结果显

示ꎬ南充市幼儿园风雨操场、钻爬区等户外活动场地

齐全的不超过 ５９.７％ꎬ幼儿园游戏、体育设施齐全的不

超过 ６１.３％ꎬ教室内有饮水设备的不超过 ６９.４％ꎬ与
«幼儿园工作规程» (以下简称«规程») 中提出的标

准[３] 还有一定距离ꎬ说明该市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基础

设施还较薄弱ꎬ卫生保健教育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ꎮ
而农村幼儿园的基础设施配置情况远落后于城市幼

儿园ꎬ与陈安记[４] 对山东省幼儿园健康教育的调查结

果一致ꎮ 另外ꎬ在走访中还发现ꎬ除少数大型的城市

幼儿园外ꎬ大部分的幼儿园没有设立校医室(保健室)
没有配备具有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的医护人员ꎬ而农村

幼儿园几乎没有设置相应的机构和工作人员ꎬ与赵志

杰等[５]对大连市的调查相似ꎮ 分析有以下主要原因:
(１)幼儿教育未被纳入义务教育范围ꎬ各级政府的财

政投入相对较少ꎬ经费又主要用于支持城区幼儿园的

发展ꎬ导致农村幼儿园教育资源匮乏ꎬ很多农村幼儿

园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资源都不齐全[６] ꎻ(２)民办

幼儿园以盈利为目的ꎬ想方设法尽量减少投入ꎬ特别

是农村幼儿园收费低ꎬ相应的设施更加不足ꎻ(３)不重

视卫生保健基础设施配备ꎬ不管是家长还是教师都存

在重教育轻保育、重知识传授轻素质培养的观念ꎬ而
农村更为严重ꎮ
３.２　 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与教育状况　 教育部、卫生

部要求ꎬ幼儿园每年体检 １ 次ꎬ编制营养平衡的幼儿食

谱ꎬ提供安全卫生的饮用水[３ꎬ７] ꎮ 本调查发现ꎬ幼儿园

每年对幼儿进行健康体检的报告率低于 ７２.６％ꎬ有科

学膳食搭配的幼儿园报告率不超过 ５０.０％ꎬ说明幼儿

园的健康体检和膳食搭配等卫生保健管理工作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ꎮ 农村幼儿园远低于城市幼儿园ꎬ农
村幼儿园的卫生保健管理状况落后于城市幼儿园ꎮ
可能本次调查地区属于四川比较贫困的地区ꎬ且以农

村地区的样本居多ꎬ提示应加强对农村幼儿园的监督

和管理ꎮ
«纲要»要求ꎬ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睡眠、盥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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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等生活习惯和生活自理能力ꎬ教育幼儿爱清洁、
讲卫生[１] ꎮ 调查显示ꎬ要求定时喝白开水、定时吃水

果、不许剩饭的幼儿园比例分别低于 ６７.７％ꎬ４１.９％ꎬ
６０.２％ꎬ幼儿园统一安排午睡低于 ９０.３％ꎬ要求饭前便

后洗手、不乱扔垃圾的分别低于 ９８. ４％ꎬ９６. ８％ꎮ 可

见ꎬ幼儿园在培养幼儿的生活、卫生习惯方面还有待

提升ꎬ农村幼儿园在对幼儿的午睡、勤喝水、勤洗手、
不乱扔垃圾等习惯的养成教育上与城市幼儿园比还

有很大的差距ꎬ跟陆彤文[１０]的研究结果相近ꎮ
３.３　 幼儿园户外、体育活动时间不足　 户外、体育活

动是促进幼儿身心发展的有效手段[１１] ꎮ «纲要» 和

«规程»规定ꎬ幼儿户外活动时间在正常情况下ꎬ每天

不得少于 ２ ｈꎬ每日体育活动不得少于 １ ｈ[１ꎬ３] ꎮ 调查

结果显示ꎬ幼儿园户外活动时间不足ꎬ每日户外运动

时间 ２ ｈ 以上的不超过 ２９.８％ꎬ高于陈月文等[１２] 对浙

江省幼儿园户外运动的调查ꎻ每日体育活动时间 １ ｈ
以上的不超过 ９０.３％ꎬ和邱赞等[１３] 对四川省幼儿园体

育时间的调查接近ꎮ 农村幼儿园的体育活动时间安

排远低于城市幼儿园ꎬ而城市幼儿园和农村幼儿园在

户外活动时间安排上没有差异ꎬ但均远低于国家标

准ꎬ无法保障孩子有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ꎮ
３.４　 幼儿园安全教育有待提高　 保护幼儿的安全ꎬ除
了提供安全的环境外ꎬ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ꎬ让幼儿

学会避免伤害ꎬ正确的避免灾害[１４] ꎮ «纲要» 中也明

确要求ꎬ结合幼儿的生活进行安全教育ꎬ提高幼儿的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１] 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幼儿园没有

开展过身体部位的认知和保护教育、自然灾害自救教

育、不跟陌生人走等日常安全教育的班级在 ８. ２％ ~
１７.８％之间ꎬ没有开展过保护隐私部位等性教育的班

级占 ４６.６％ꎬ城市幼儿园与农村幼儿园的安全教育情

况没有明显差距ꎮ 可见幼儿园安全教育总体水平不

高ꎬ特别是性教育急需加强ꎬ与张月月等[１５] 对幼儿园

安全教育现状的调查结果一致ꎮ
３.５　 幼儿园健康教育水平不尽人意　 调查显示ꎬ健康

教育周课时数安排在 １ 节及以下的高达 ３９.３％ꎮ 可见

幼儿园对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ꎬ特别是农村幼

儿园的课时量远低于城市幼儿园的课时量ꎮ 从心理

健康内容来看ꎬ没有开展过情绪教育、适应性教育的

班级在 ２７.４％ ~ ４０.１％之间ꎬ城市幼儿园和农村幼儿园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与王彩凤[１６]对河南省幼儿园健康

教育现状的研究相近ꎬ可见幼儿的心理健康教育没有

受到应有的重视ꎮ
幼儿园保育和教育最主要目的是促进幼儿的身

心健康发展ꎬ因此幼儿园应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和人

文环境ꎬ通过国家、幼儿园、教师、家长的共同努力来

增强幼儿体质、培养良好的习惯、养成良好的心理品

质[１６] ꎮ 首先ꎬ政府应加大对学前教育财政经费投入力

度ꎬ尽快把学前 ３ 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ꎬ出台农村

幼儿园专项资助政策ꎬ确保教育均衡发展ꎮ 第二ꎬ幼
儿园、教师、家长都要转变传统教育观念ꎬ正确认识保

育、体育、健康教育、习惯培养在幼儿成长过程中的重

要性ꎮ 第三ꎬ加强教育、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责ꎬ严
格审核标准、定期检查[１７] ꎮ 第四ꎬ幼儿园要按照国家

相关标准ꎬ配齐相关设施和人员ꎬ制定适合园情的规

章制度ꎬ确保把保育、体育、安全教育、健康教育等落

到实处ꎮ 第五ꎬ加强师资队伍建设ꎬ加强城市和农村

教师的交流ꎬ并不断提高教师专业素养ꎮ 第六ꎬ转变

传统教学方式ꎬ多采用渗透式、榜样式教学方法ꎬ寓教

于乐、寓教于行ꎮ 第七ꎬ注重家、园教育相结合ꎬ多让

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活动中来ꎬ发挥家长在幼儿教育

中的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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