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６ 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２０１６ＳＪＤ８４０００８)ꎻ江苏省优势学科二期项南京中医药大

学护理学一级学科指令性课题项目( ＹＳＨＬ２０１６ － ０２８)ꎻ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６ 年度重点资助项目

(Ｂ￣ａ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８)ꎮ

【作者简介】 　 张华(１９７６－　 )ꎬ女ꎬ江苏南通人ꎬ博士ꎬ副教授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护理健康教育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９.０１２

大学生健康素养与应用移动终端获取健康知识的关系

张华１ꎬ孙志岭１ꎬ高海霞１ꎬ董银凤１ꎬ赵可２ꎬ王赛男２ꎬ陈康恺２ꎬ庄宇２

１.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内科护理教研室ꎬ江苏 ２１００２３ꎻ２.南京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护理本科专业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健康素养现状及其与应用移动终端获取健康知识的关系ꎬ为数字化健康传播环境下大学

生健康教育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抽取南京市部分高校的 １ ９４９ 名学生ꎬ对健

康素养水平及应用移动终端获取健康知识的情况进行现场横断面调查ꎮ 结果　 大学生高健康素养者占 ３１.３％ꎬ边际健康

素养者占 ４８.９％ꎬ低健康素养者占 １９.８％ꎻ不同性别、专业、年级、父母文化程度、选修健康教育课程及参加与健康相关社会

实践的大学生健康素养等级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７６.８９３ꎬ８２.６９７ꎬ２１.１５４ꎬ１３.３７７ꎬ１３.６７８ꎬ３３.８５６ꎬ５１.８１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 ꎮ 高健康素养大学生中对健康知识有迫切需求的比例高于边际和低健康素养大学生ꎮ 高健康素养大学生应

用移动终端获取健康知识的比例高于边际和低健康素养学生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整体健康

素养处于边际水平ꎬ高健康素养大学生较边际和低健康素养大学生更多地应用移动终端来获取健康知识ꎮ 通过移动终端

新媒体平台开展健康教育是值得探索的高校健康教育新途径ꎮ
【关键词】 　 健康教育ꎻ计算机终端ꎻ知识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Ｇ ４７９　 Ｒ １９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９￣１３２２￣０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ａ∗  ＳＵＮ Ｚｈｉｌｉｎｇ ＧＡＯ Ｈａｉｘｉａ ＤＯＮＧ Ｙｉｎｆｅｎｇ ＺＨＡＯ Ｋｅ ＷＡＮＧ Ｓａｉｎａｎ ＣＨＥＮ Ｋａｎｇｋａｉ ＺＨＵＡＮＧ Ｙｕ.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ｍｏｎｇ １ ９４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ｗ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ｌｅｖｅｌ ｗｅｒｅ ３１.３％ ４８.９％ ａｎｄ １９.８％.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ｌｅｖｅ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ａｊｏｒｓ ｇｒａｄ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
ｅｎｔ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ｔａｋ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χ２ ＝ ７６. ８９３ ８２. ６９７ ２１. １５４ １３. ３７７ １３. ６７８ 
３３.８５６ ５１.８１９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ｆａｒ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ｌｏｗ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健康素养指个体获取、理解、评价和运用基本的

健康信息和服务以做出正确判断和决定进而维持和

促进健康及生活质量的能力[１－２] ꎮ 大学生知识层次

高ꎬ是国家未来人才资源的重要群体ꎬ他们的健康素

养水平应得到关注ꎬ而近年来我国对常住人口健康素

养水平的抽样调查却未将大学生群体纳入监测人

群[３] ꎮ 有研究表明ꎬ大学生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

水平偏低[３] ꎬ对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监测与干预亟待

加强ꎮ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大学生健康素养现状及

其与应用移动终端获取健康知识的关系ꎬ探索相关的

健康教育策略ꎬ为移动健康传播环境下的大学生健康

素养干预实践提供参考ꎮ

２２３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第 ３８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９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１２ 月ꎬ首先从南京市的医学院校和非医

学院校中分别单纯随机各抽取 １ 所高校ꎬ每所高校再

分别随机抽取 ２ 个本科专业ꎬ抽中专业大一至大四各

年级分别随机抽取 ３ 个班级ꎬ抽中班级学生经知情同

意后作为调查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２ ０１２ 份ꎬ回收有效

问卷 １ ９４９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６. ８６％ꎮ 其中男生 ７９３ 名

(４０.７％)ꎬ女生 １ １５６ 名(５９.３％)ꎻ年龄 １７ ~ ２５ 岁ꎬ平
均(１９.６０±１.３９)岁ꎻ生源地为农村、乡镇及城市的分别

占 ３９.６％ꎬ２３.８％及 ３６.６％ꎻ父、母文化程度均以中学为

主ꎬ所占比例分别为 ７１.０％ꎬ６６.２％ꎻ一~四年级大学生

分别占 ３２.１％ꎬ３１.６％ꎬ２０.９％ꎬ１５.４％ꎻ所学专业以医学

居多ꎬ占 ５９.９％ꎻ３６.０％的学生参加过与健康相关的社

会实践ꎻ６.９％和 ６５.１％的大学生平时从来不或仅偶尔

进行健康管理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采用现场问卷法ꎬ由经过严格统一

培训的调查员在指定地点向各班级学生当场发放问

卷ꎬ并说明研究目的和问卷填写注意事项ꎬ问卷采用

无记名方式独立填写ꎬ当场核对、回收ꎮ
１.２.２　 调查内容　 (１)大学生基本信息ꎮ 包括性别、
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父母文化程度、年级、专
业、是否选修健康教育课程、是否参加与健康相关的

社会实践等ꎮ ( ２) 大学生健康素养ꎮ 采用由庄润森

等[４－５]编制的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ꎬ包括健康知识、
健康行为、健康技能、健康状况 ４ 个维度共 ２０ 题ꎮ 健

康知识维度包括基本卫生常识、传染病预防、慢性病

预防、营养膳食、心理卫生、吸烟危害等ꎻ健康行为维

度包括日常卫生习惯、心理行为、吸烟不健康行为、用
药安全、健康体检、运动锻炼等ꎻ健康技能维度包括安

全防范、急救、正确洗手方法等ꎻ健康水平指标包括自

我健康评价和慢性病患病情况ꎮ 该评估系统已被证

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５－６] ꎮ 该评估体系满分 １００ 分ꎬ
各维度分值分别为 ３５ꎬ３５ꎬ２０ꎬ１０ 分ꎬ总得分≥７５ 分界

定为高健康素养ꎬ得分≤６０ 分为低健康素养ꎬ介于 ６０
~ ７５ 分之间为边际健康素养ꎮ (３)大学生应用移动终

端获取健康知识的情况ꎮ 包括使用个人移动终端的

情况、对健康素养知识的需求程度、应用移动终端获

取健康知识的情况及对使用微信平台进行健康教育

的态度和建议等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数据整理与分

析ꎬ采用 χ２ 检验对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大学生的健康

素养状况差异、不同健康素养水平大学生对健康素养

知识需求程度的差异以及应用移动终端获取健康知

识的差异进行比较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健康素养基本状况　 大学生健康素养总

得分介于 １０ ~ ９５ 分ꎬ平均为(６８.１４±１０.９２)分ꎻ健康知

识、健康行为、健康技能及健康状况 ４ 个维度得分分别

为(２６.６４±６.３５) (２１.２４ ± ６.１８) (１３.４２ ± ３.０６) (６.８４ ±
３.１５)分ꎮ 大学生中高健康素养者 ６１１ 人ꎬ占 ３１.３％ꎻ
边际健康素养者 ９５３ 人ꎬ占 ４８.９％ꎻ低健康素养者 ３８５
人ꎬ占 １９.８％ꎮ
２.２　 大学生对健康素养问题的正确回答情况 　 仅

３８.９％(７ / １８)的大学生健康素养的问题正确回答率高

于 ８０％ꎬ正确回答率低于 ６０％ 的问题占 ４４. ４％ ( ８ /
１８)ꎮ 其中健康知识维度 ２８.６％的问题正确回答率低

于 ６０％ꎬ 包括对艾滋病危险行为的认识 ( ５９. １％ꎬ
１ １５２ / １ ９４９)ꎬ对成年人合理膳食摄入的认识(４７.３％ꎬ
９２２ / １ ９４９)ꎻ健康行为维度正确回答率低于 ６０％的问

题达 ５７. １％ꎬ包括坚持饭前便后洗手 ( ４６. １％ꎬ８９９ /
１ ９４９)ꎬ定期健康体检率(３２.５％ꎬ６３４ / １ ９４９)ꎬ每天保

证充足的睡眠 ( ３８. ７％ꎬ ７５４ / １ ９４９)ꎬ自感压力很大

(５８.６％ꎬ１ １４２ / １ ９４９)ꎻ健康技能维度 ５０.０％的问题正

确回答率低于 ６０％ꎬ包括正确识别易爆标识(５８.４％ꎬ
１ １３８ / １ ９４９)及正确的洗手步骤(１３.３％ꎬ２５９ / １ ９４９)ꎮ
２.３　 不同组别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比较　 大学生不

同健康素养水平的人数比例在性别、专业、年级、父母

文化程度、选修健康教育课程及参加与健康相关社会

实践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７６.９８３ꎬ
１３.３７７ꎬ１３.６７８ꎬ８２.６９７ꎬ２１.１５４ꎬ３３.８５６ꎬ５１.８１９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不同生源地、是否独生子女大学生健康素养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０.４２９ꎬ３.９１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４　 不同健康素养水平大学生对健康素养知识需求

程度的比较　 大学生想了解及非常想了解健康素养

相关知识的分别占 ６４.１％和 １７.１％ꎬ持无所谓态度的

占 １５.４％ꎬ不想了解及非常不想了解的仅占 ３.４％ꎮ 高

健康素养水平大学生对健康素养知识有迫切需求的

比例高于边际和低健康素养大学生ꎮ 见表 ２ꎮ
２.５　 不同健康素养水平大学生应用移动终端获取健

康知识的比较　 ９８.８％的大学生(１ ９２６ 名)拥有智能

手机、笔记本计算机等可以无线上网的个人移动终

端ꎬ大学生利用移动终端使用最多的新媒体 Ａｐｐ 软件

为 ＱＱ 和微信ꎬ高健康素养大学生应用移动终端获取

健康知识的比例高于边际和低健康素养学生ꎬ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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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组别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构成比较

组别 人数 低 边际 高 χ２ 值 Ｐ 值
生源地 农村 ７７２ １５５(２０.１) ３８１(４９.４) ２３６(３０.５) ０.４２９ ０.９８０

乡镇 ４６３ ９１(１９.７) ２２３(４８.１) １４９(３２.２)
城市 ７１４ １３９(１９.５) ３４９(４８.９) ２２６(３１.６)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 ２２４ ２３９(１９.５) ５８２(４７.５) ４０３(３３.０) ３.９１４ ０.１４１
否 ７２５ １４６(２０.１) ３７１(５１.２) ２０８(２８.７)

性别 男 ７９３ ２２２(２８.０) ３９０(４９.２) １８１(２２.８) ７６.９８３ ０.０００
女 １ １５６ １６３(１４.１) ５６３(４８.７) ４３０(３７.２)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０１ ３１(１５.４) １１７(５８.２) ５３(２６.４) １３.３７７ ０.０１０
中专或中学 １ ３８３ ２８５(２０.６) ６７５(４８.８) ４２３(３０.６)
大学及以上 ３６５ ６９(１８.９) １６１(４４.１) １３５(３７.０)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９５ ８０(２０.３) ２０４(５１.６) １１１(２８.１) １３.６７８ ０.００８
中专或中学 １ ２９０ ２６８(２０.８) ６２７(４８.６) ３９５(３０.６)
大学及以上 ２６４ ３７(１４.０) １２２(４６.２) １０５(３９.８)

专业 医学 １ １６７ １６７(１４.３) ５５９(４７.９) ４４１(３７.８) ８２.６９７ ０.０００
非医学 ７８２ ２１８(２７.９) ３９４(５０.４) １７０(２１.７)

年级 一 ６２６ １３１(２０.９) ３３２(５３.１) １６３(２６.０) ２１.１５４ ０.００２
二 ６１６ １３２(２１.５) ２９９(４８.５) １８５(３０.０)
三 ４０８ ６９(１６.９) １８６(４５.６) １５３(３７.５)
四 ２９９ ５３(１７.７) １３６(４５.５) １１０(３６.８)

选修健康课程 是 ９７２ １６０(１６.５) ４５１(４６.４) ３６１(３７.１) ３３.８５６ ０.０００
否 ９７７ ２２５(２３.０) ５０２(５１.４) ２５０(２５.６)

参加社会实践 与健康相关 ７０１ ９９(１４.１) ３１９(４５.５) ２８３(４０.４) ５１.８１９ ０.０００
与健康无关 ７９０ １９０(２４.０) ４０５(５１.３) １９５(２４.７)
未参加 ４５８ ９６(２１.０) ２２９(５０.０) １３３(２９.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２　 不同健康素养水平大学生健康知识需求程度构成

健康素养水平 人数 非常想了解 想了解 无所谓 不想了解 非常不想了解
低 ３８５ ６３(１６.４) ２３４(６０.８) ７１(１８.４) ８(２.１) ９(２.３)
边际 ９５３ １５８(１６.６) ６２１(６５.２) １４０(１４.７) ２９(３.０) ５(０.５)
高 ６１１ １１３(１８.５) ３９４(６４.５) ８９(１４.６) １２(２.０) ３(０.４)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３　 不同健康素养水平大学生应用移动终端获取健康知识构成比较

健康素养水平 人数

网络作为获取健康

知识的主要途径
是 否

使用移动终端

查看健康知识
几乎不 有时 经常

认为微信平台适用

学习健康知识
是 否

愿意利用微信平台

学习健康知识
是 否

已关注与健康相关

的微信公众号
是 否

低 ３８５ ２９５(７６.６) ９０(２３.４) ５０(１３.０) ２９９(７７.７) ３６(９.３) ３１７(８２.３) ６８(１７.７) ２９４(７６.４) ９１(２３.６) １８７(４８.６) １９８(５１.４)
边际 ９５３ ８１１(８５.１) １４２(１４.９) １１５(１２.１) ７４１(７７.７) ９７(１０.２) ８２６(８６.７) １２７(１３.３) ７８０(８１.８) １７３(１８.２) ５１４(５３.９) ４３９(４６.１)
高 ６１１ ５２８(８６.４) ８３(１３.６) ３８(６.２) ４８６(７９.６) ８７(１４.２) ５５５(９０.８) ５６(９.２) ５１０(８３.５) １０１(１６.５) ３７２(６０.９) ２３９(３９.１)
χ２ 值 １８.９０５ ２２.４７９ １５.５３２ ８.２４０ １５.４１３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大学生健康素养以边际水平为

主ꎬ高健康素养者占 ３１.３％ꎬ健康素养均分为(６８.１４±
１０.９２)分ꎬ略高于 Ｚｈｕａｎｇ 等[６]使用该系统对深圳市民

健康素养评估的结果ꎮ 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中大学生

以医学生居多ꎬ相较于普通居民及其他专业大学生ꎬ
他们具有更有利、有效的客观条件去获取健康知识ꎬ
对健康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也相对较高ꎮ

健康素养各维度中以行为素养水平偏低ꎬ与赵跃

媛等[３] 、景文展等[７] 的研究结果一致ꎬ反映在校大学

生虽具备一定的健康知识和技能ꎬ但并未转化为实际

的健康行为和良好的健康习惯ꎬ如不能坚持饭前便后

洗手、未定期健康体检、缺乏充足的睡眠以及不能合

理调适压力等ꎮ 在健康技能维度有半数问题大学生

回答正确率低于 ６０％ꎬ大学生最为缺乏的是正确洗手

的技能ꎬ仅 １３.３％的学生能正确回答洗手步骤ꎬ此外尚

有 ４１.６％的学生不能正确识别易爆标示ꎬ提示大学生

的健康技能有待提高ꎮ 文献提示部分高校虽然开展

了相关培训ꎬ但覆盖面窄、内容单一、学生知晓率低、
实际操作少[８] ꎮ

本次调查显示ꎬ女生具备高健康素养比例高于男

生ꎬ表明女生比男生更加注重健康知识的积累、培养

健康的生活方式ꎬ与赵跃媛等[３] 研究结果一致ꎮ 国内

外研究提示ꎬ父母受教育水平可以影响子女的健康素

养[９－１０] ꎮ 本研究结果也显示ꎬ父亲或母亲学历越高ꎬ
大学生的高健康素养比例也越高ꎬ原因可能是文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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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的父母自身健康意识强ꎬ对孩子的健康素养教育

更关注ꎬ在家庭环境和父母行为的影响下ꎬ子女更易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ꎮ 本研究中ꎬ医学专

业学生的健康素养水平高于非医学专业ꎬ因为医学专

业的课程设置多与医学、健康相关ꎬ学生掌握较多的

医学专业知识ꎬ能更好地形成正确的健康信念、积累

丰富的健康知识ꎬ从而提高健康素养[９] ꎮ 研究还发

现ꎬ低年级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较低ꎬ随着年级的升

高ꎬ其健康素养水平也相应提高ꎬ与相关研究一致[１１] ꎮ
此外ꎬ选修健康教育课程的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高于

未选修的学生ꎬ说明学校开展多样化、连续性的健康

教育ꎬ可促进学生对健康生存与意义产生积极的价值

趋同ꎬ从而主动学习健康知识和技能ꎬ并内化为健康

素养的提升[１２－１４] ꎮ 本研究中参加过与健康相关社会

实践的大学生高健康素养比例较高ꎬ分析原因可能是

医学专业大学生通过参加健康相关的社会实践能更

进一步促进健康知识和技能的应用ꎬ在感知个体自我

健康状况和建立健康行为习惯上更具主动性ꎬ从而提

升了健康素养ꎮ 因此ꎬ男性、父母教育程度低、非医学

专业、低年级、未选修健康教育课程的大学生是高校

健康素养重点干预群体ꎮ
本研究发现ꎬ大学生的健康素养水平与对健康知

识的需求程度相关ꎬ低健康素养学生对健康素养知识

的需求程度不及边际、高健康素养的学生ꎬ提示健康

素养水平越高的学生越能主动寻求健康知识ꎬ因此对

低健康素养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时应注重激发他们

学习健康素养知识和技能的主动性ꎬ提高健康教育需

求程度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不同健康素养水平的大学生

在应用移动终端获取健康知识方面存在差异ꎬ边际、
高健康素养水平的大学生中ꎬ将“网络作为获取健康

知识的主要途径”以及“经常使用移动终端查看健康

知识”的学生比例均高于低健康素养水平学生ꎬ说明

健康素养相对较高的大学生平时更习惯于使用移动

终端获取健康知识ꎮ 进一步研究发现ꎬ高健康素养水

平的大学生对利用微信平台等新媒体学习健康知识

方式的认可度和参与度也较高ꎬ且普遍认为微信平台

在健康知识传播上具有多种优势ꎬ可推送内容生动丰

富、形式多样的健康知识小视频、图片和文本资料ꎬ且
微信操作界面简单、学习时间和地点灵活不受限制ꎬ
适合群组学习、便于交流ꎬ可增加学习健康知识的兴

趣和效率ꎮ 提示高健康素养大学生更善于主动运用

移动终端来学习健康知识ꎬ通过该类获取健康知识的

方式能快捷有效地提升他们的健康素养ꎮ 因此ꎬ在大

学生健康教育中可充分应用移动终端传播健康信息

的优势ꎬ如将科学规范的健康素养知识设计成活泼生

动的微信推送ꎬ通过微信平台开展大学生健康教育是

提高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的有效途径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采用当前国内最简版的健康素

养评估系统对大学生进行评估ꎬ评估内容简练且具有

代表性ꎬ评估时间短ꎬ效率高ꎮ 结果提示大学生整体

健康素养处于边际水平ꎬ高健康素养人数所占比例偏

低ꎮ 大学生的健康素养水平与对健康知识的需求程

度及使用移动终端获取健康知识相关ꎮ 高校应根据

当前大学生的健康素养水平及对健康教育的需求ꎬ充
分利用移动终端新媒体平台开展科学规范、形式多样

的健康教育ꎮ 但由于本研究抽样方法及调查途径较

单一ꎬ样本量相对较小ꎬ难以较全面、准确地反映南京

市大学生的总体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存在问题ꎬ今后应

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和样本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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