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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金山区家长对孩子使用书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ꎬ为家长正确指导孩子规范使

用书包提供理论依据ꎮ 方法　 整群随机抽取金山区 ５ 所公办小学ꎬ再从抽取的学校每个年级中随机抽取 １ 个班级ꎬ对抽中

班级的所有学生家长进行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ꎮ 结果 　 小学生家长对书包影响孩子身体健康知晓水平报告率最高

(８５.２％)的为书包重量超重ꎬ小学生父母知晓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家长相关知识平均得分为(１１.６７±６.６２)分ꎬ仅为总

分的一半ꎮ 本地父母书包相关知识知晓得分优于外地父母ꎬ文化程度越高、收入越高、认为孩子成绩越好、对孩子成绩期待

越好、学业越关注的家长相关知识得分越高ꎮ 家长行为指导率最高是使用双肩背负书包ꎬ为 ８０.５％ꎻ其他行为报告率均低

于 ５０％ꎻ最低主要是如何安全拿起、举起直至背上书包的过程及背上后书包稳固于腰部以上的行为ꎬ报告率低于 ２０％ꎮ 结

论　 金山区家长对学生书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较低ꎬ日常指导行为不够ꎮ 应加强家长健康教育工作ꎬ开展多形式的健康教

育活动ꎬ并对外地、低收入、低学历家长给予重点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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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负书包是学生往返学校携带书本及学习用品
最常见的一项生活行为ꎬ但书包对学龄儿童健康产生
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ꎮ 轻微的影响是心肺功能短暂
性改变[１] 、颈肩背部肌肉疼痛或疲劳[２－３] ꎬ且青少年发
生后背疼痛的部分人群待成年后背部疼痛报告率增
加[４] ꎻ严重的有步态改变[５] 、脊柱躯干姿势改变ꎬ最常
见脊柱侧弯[６] ꎮ 诸多因素影响书包对身体健康的损

伤ꎬ如书包重量、负重时间、携带方式等[４ꎬ７] ꎮ 学生能
够安全规范的使用书包主要影响来源于家庭指导ꎬ尤
其是小学生ꎮ 家长对不正确使用书包损伤健康的相
关知识知晓率越高ꎬ孩子发生颈肩背疼痛或肌肉疲劳
报告率就越低[８] ꎮ 本研究旨在了解上海金山区小学
生家长对书包损伤身体健康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影
响因素、家长日常对孩子使用书包的指导ꎬ为后续健
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按照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金山区 ２３
所公办小学中抽取 ５ 所小学ꎬ再从抽中的 ５ 所小学的
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１ 个班级ꎬ抽中班级的所有学生家
长参与调查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４—６ 月对 １ ０２１ 名学生家长
进行问卷调查ꎬ有效问卷 ９９９ 份ꎬ其中母亲 ５４１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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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ꎬ父亲 ４３０ 名(４３.０％)ꎬ祖父 / 外祖父、祖母 /
外祖母、其他人共 ２８ 名(２.８％)ꎮ 由于本次调查中祖
父 / 外祖父、祖母 / 外祖母、其他人 ３ 类人群总数占总调
查人数比例较低ꎬ故笔者只分析父母情况ꎮ 父、母平
均年龄分别为 ３６.３ꎬ３４.３ 岁ꎬ父、母亲为本地人的比例
分别为 ５６. ５％ 和 ６２. １％ꎬ平均到上海时间为 １１. １ꎬ
１０.６ 年ꎮ
１.２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内容包括家长一般情
况、学业关注、书包对身体健康影响的知识及态度、日
常督查学生使用书包相关行为等ꎬ其中书包对身体健
康影响分为超重(１１ 个条目)、单肩背负书包(４ 个条
目)、背带过长(５ 个条目)、无腰带(２ 个条目) ４ 个方
面ꎬ共计 ２２ 个条目(４ 个方面有 ４ 个总条目ꎬ若总条目
回答“否”或“不知道”ꎬ下面具体对身体影响的条目不
需要回答ꎮ 每个具体条目答案为“是”计 １ 分ꎬ为“否”
或“不知道”计 ０ 分ꎬ分值越高ꎬ表示书包对身体健康
产生影响的相关知识掌握越好ꎬ满分 ２２ 分ꎮ 问卷调查
主要是利用家长会现场ꎬ调查者现场解读填写要求ꎬ
由家长自行填写ꎬ问卷现场收回ꎮ 部分班级由学生放
学将问卷带回家由家长填写ꎬ第 ２ 天将填好的问卷带
回学校ꎮ 问卷质量控制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和
学校保健老师共同完成ꎮ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录入数据ꎬ建
立数据库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本研
究涉及的统计方法有统计描述、方差分析、 ｔ 检验、
Ｄｕｎｎｅｔｔ 两两比较和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家长对书包影响身体健康知识的知晓水平　 家
长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的知识知晓水平最高的为书
包重量超重ꎬ最低为书包未配置腰带或配置腰带不使
用ꎮ 父、母各方面知识知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其中超重书包对身体主要的影响有 １１ 个方
面ꎬ知晓率居前 ３ 位是肩部疼痛 / 不适、步速减慢、躯干
前倾ꎬ分别为 ７６.０％ꎬ６７.７％ꎬ６５.３％ꎻ书包背带过长ꎬ底
端在腰部以下主要影响肩部疼痛 / 不适和躯干前倾ꎬ
知晓率为 ５３.３％ꎬ５３.１％ꎮ ７０.５％的家长认为单肩背负
书包主要影响躯干姿势改变ꎮ ３５.８％的家长认为书包
未配置腰带或配置腰带不使用降低身体稳定性ꎮ

２.２　 家长知晓书包对身体健康产生损伤的影响因素

不正确使用书包损伤身体健康ꎬ 家长平均得分为
(１１.６７±６.６２)分ꎮ 除性别外ꎬ不同特征家长间相关知
识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家长日常指导孩子使用书包行为　 ８０.５％的家长
经常指导孩子使用双肩背负书包ꎬ母亲行为报告率高
于父亲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其他行为报告率均低于
５０％ꎬ其中报告率较低的行为是背书包前ꎬ如何安全拿
起、举起直至背上书包的过程(２０％以下)ꎻ报告率最
低的是系紧腰带使书包稳固于腰部以上ꎬ仅 １３.１％ꎮ
母亲在检查书包内容物和不同东西分开放使书包重
量分布均匀的行为报告率均高于父亲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ꎬ其他行为报告报告率父母亲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ꎮ 见表 ３ꎮ

表 １　 金山区不同性别家长对书包影响孩子健康知识知晓率比较

父母　 人数
书包重

量超重

单肩背负

书包比双

肩影响大

背带过长ꎬ
书包底端

在腰部以下

书包未配

置腰带或

腰带松散
父　 　 ４３０ ３６０(８３.７) ３２４(７５.３) ２８７(６６.７) １８２(４２.３)
母　 　 ５４１ ４６７(８６.３) ４３５(８０.４) ３６０(６６.５) ２００(３７.０)
合计　 ９７１ ８２７(８５.２) ７５９(７８.２) ６４７(６６.６) ３８２(３９.３)
χ２ 值 １.２８３ ３.５９１ ０.００４ ２.８８１
Ｐ 值 ０.２５７ ０.０５８ ０.９４７ ０.０９０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表 ２　 家长知晓书包对身体健康产生损伤的单因素分析(ｘ±ｓ)

影响因素 人数 相关知识得分 ｔ / Ｆ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４３０ １１.６２±６.９７ －０.１７７ ０.８６０

女 ５４１ １１.７０±６.６０
居住地 本地 ５７９ １２.３１±６.６９ ３.６１４ ０.０００

外地 ３９２ １０.７２±６.７６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４１ ７.０５±６.０７ １７.７７３ ０.０００

中学 ６５５ １１.５８±６.７３
大专及以上 ２７５ １４.２７±６.１２

年收入 / 万元 <５ １４８ １０.５７±６.６８ ５.２５１ ０.００１
５~ １０ ２９３ １０.８３±６.７８
１０~ １５ ３４５ １２.３１±６.７１
≥１５ １８５ １２.６７±６.６４

认为孩子成绩 差 ８４ ８.２２±６.５３ １２.８１４ ０.０００
中等 ８３８ １１.９３±６.６８
优 ４９ １３.０２±６.８９

成绩期待 一般 １２７ ９.６０±６.８０ ９.５１３ ０.０００
比较好 ３４４ １１.３５±６.９０
非常好 ５００ １２.４１±６.５４

学业关注 一般 １９３ １０.０６±７.２６ ７.５４９ ０.００１
比较 ５９９ １１.９１±６.５８
非常 １７９ １２.５８±６.５５

表 ３　 金山区家长每周超过 ３ ｄ 指导小学生使用书包行为报告率的父母间比较

相关行为 父亲(ｎ ＝ ４３０) 母亲(ｎ ＝ ５４１) 合计(ｎ ＝ ９７１) χ２ 值 Ｐ 值
使用双肩背负书包 ３３１(７７.０) ４５１(８３.４) ７８２(８０.５) ６.２３５ ０.０１３
检查书包内容物 １６５(３８.４) ２６５(４９.０) ４３０(４４.３) １０.９３３ ０.００１
检查书包重量 １７５(４０.７) ２２９(４２.３) ４０４(４１.６) ０.２６２ ０.６０８
不同东西分开放ꎬ重量分布均匀 １５８(３６.７) ２３３(４３.１) ３９１(４０.３) ３.９８４ ０.０４６
书包重量控制在适当范围内 １５３(３５.６) １９４(３５.９) ３４７(３５.７) ０.００８ ０.９２４
调节背带书包下缘固定在腰部以上 １３８(３２.１) １９５(３６.０) ３３３(３４.３) １.６６０ ０.１９８
书包放在桌子上慢慢背起 ８７(２０.２) １２８(２３.７) ２１５(２２.１) １.６３２ ０.２０１
背书包前ꎬ先半蹲再背起 ７０(１６.３) ８２(１５.２) １５２(１５.７) ０.２２８ ０.６３３
系紧书包腰带ꎬ书包固定在腰部 ６０(１４.０) ６７(１２.４) １２７(１３.１) ０.５１９ ０.４７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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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对于书包的使用目前社会已形成共识ꎬ即若使用

不当ꎬ会对学龄儿童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和损
伤[１－７] ꎮ 小学生由于理解力相对较弱ꎬ家长是孩子健
康直接助推者ꎬ是孩子日常习惯行为形成的关键培育
者ꎮ 家长能够科学正确指导孩子规范使用书包ꎬ有赖
于家长正确掌握相关知识ꎮ 本研究发现ꎬ家长知晓率
最高的(８５.２％)是超重书包会影响孩子健康ꎬ且主要
影响肩部疼痛 / 不适、步速减慢、躯干前倾ꎮ 仅 ４４.３％
的家长经常检查孩子书包内容物ꎬ调查中虽有 ４１.６％
的家长检查书包重量ꎬ且他们仅是用手掂量孩子书包
重量ꎬ并没有实际称重过ꎮ 一项在美国的横断面调查
显示ꎬ３４％的家长从来没有检查孩子书包内容物ꎬ９６％
不知道孩子书包的重量[９] ꎮ 由此可见ꎬ加强家长对孩
子书包内容和重量检查频率ꎬ能促使书包重量控制在
适宜的范围内ꎮ 中国的学校卫生工作者根据心率、耗
氧量及负重状态下儿童主观感觉、出汗情况等指标ꎬ
提出儿童少年适宜负重上限范围为 ８％ ~ １０％身体重
量(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ꎬＢＷ) [１０] ꎮ 绝大数国家推荐书包重量
为 １０％ ~ １５％ ＢＷ[１１] ꎮ 有研究显示ꎬ书包重量超过
１５％ＢＷꎬ受试者肌肉骨骼系统不适和头颈躯干姿势改
变报告率明显升高[１２－１３] ꎬ因此书包的最大负荷应控制
在 １５％ＢＷ 以下ꎮ

家长对书包影响健康相关知识认知中除腰带外ꎬ
其他知识的知晓水平都较高ꎬ但相关知识的得分仅为
总分一半ꎬ表明家长认识到不正确使用书包影响孩子
健康ꎬ但知识掌握不够全面ꎮ 父母亲对书包影响健康
的知晓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 与相关报道不一
致[８ꎬ１４] ꎮ 本地父母相关知识知晓情况优于外地父母ꎬ
且文化程度越高、收入越高的家长知识掌握也越好ꎬ
可能因为金山区位于上海远郊ꎬ外来流动人口较多ꎬ
而且这些家长学历一般较低ꎬ且工作较忙ꎬ获取日常
健康教育知识途径和时间均有限ꎬ所以有关孩子健康
知识了解较少ꎮ 本研究发现ꎬ孩子成绩越好、对孩子
成绩期待越好、对学业越关注的家长对书包损伤健康
的知识掌握也越好ꎬ三者之间一般是环环相扣的ꎬ家
长认为孩子学习成绩好ꎬ一般对孩子学业有更高的期
待ꎬ关注度也会随之增加ꎬ因此对孩子健康相关的知
识也越有兴趣ꎮ

家长对孩子日常使用书包行为指导率最高是使
用双肩背负书包ꎬ使书包重量均衡负重于双肩上ꎬ将
有效地减少学龄儿童呼吸功能失调及身体姿势改
变[１５] ꎮ 对书包如何安全拿起、举起直至背上书包的过
程及腰带使用的指导率很低ꎬ可能由于家长对这方面
知识了解不足ꎮ 孩子安全背上书包后ꎬ应调节背带长
度ꎬ同时系紧腰带ꎬ使书包下缘稳固于腰部以上ꎬ一方
面可以减少书包的摆动ꎬ减少身体姿势改变ꎬ减少能
耗[１６] ꎻ另一方面腰带可以使书包大约 ３０％的垂直压力

被转移至盆骨ꎬ减少书包对肩部和躯干肌肉活动[１７] ꎮ
由此可见ꎬ亟需加强对家长进行书包正确使用的健康
宣传ꎬ借助家长会、讲座、宣传单、科普读物、传统媒
体、新媒体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ꎬ在健康教育促进过
程中ꎬ对外来、收入较低、学历较低的家长给与更大
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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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ｇｒｏｕ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ｔａｉｒ ｗａｌｋｉｎｇ[Ｊ] .Ｇａｉｔ Ｐｏｓｔｕｒｅꎬ２００５ꎬ
２２(１):６３－６８.

[１６] ＢＹＧＲＡＶＥ ＳꎬＬＥＧＧ Ｓ ＪꎬＭＹＥＲＳ Ｓꎬ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ａｃｋｐａｃｋ ｆｉｔ ｏｎ
ｌｕ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２００４ꎬ４７(３):３２４－３２９.

[１７] ＳＯＵＴＨＡＲＤ Ｓ ＡꎬＭＩＲＫＡ Ｇ Ａ.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ｃｋｐａｃｋ ｈａｒｎｅｓ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ｎｏｎ￣ｎｅｕｔｒａｌ ｔｏｒｓｏ ｐｏｓｔｕｒｅｓ[ Ｊ] .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ꎬ２００７ꎬ３８( ５):
５４１－５４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５－０２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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