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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广东省中山市中学生伤害的发生现况及其特征ꎬ为教育行政部门制订适宜学生伤害预防策略提

供依据ꎮ 方法　 通过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收集中山市 ２ ２１２ 名中学生伤害的相关数据ꎬ运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

果　 中学生伤害发生率为 １７.９５％ꎬ多次伤害发生率为 ５.５６％ꎮ 男生伤害发生率(２０.９％)及多次伤害发生率(６.６７％)均高

于女生(１５.４２％ꎬ４.６１％)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２１ꎬ４.４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初中生多次伤害发生率(６.７０％)
高于高中生(４.４８％)(χ２ ＝ ５.２０ꎬＰ<０.０５)ꎮ 校内伤害发生率(６３.７６％)高于校外(３６.２４％)ꎮ 校内运动场所是最易发生伤害

的地点(３３.１６％)ꎻ在体育活动时发生伤害比例最高(３８.０１％)ꎮ 结论　 中山市中学生伤害预防要关注初中生和男生群体ꎬ
应以校园运动场所安全为重点ꎬ建立以学校为基础的伤害预防和健康教育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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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害是全球高度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１] ꎮ 世界

卫生组织报告显示ꎬ在全球范围内ꎬ伤害是导致儿童

和青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２] ꎮ 根据“冰山模式”
理论ꎬ儿童青少年的意外死亡仅为冰山顶部ꎬ而在冰

山底部却是大量因伤害事故而需要就医的受伤人

群[１] ꎮ 有研究表明ꎬ如果有 １ 名儿童青少年因伤害死

亡ꎬ同时会有 ３ 人因伤害残疾ꎬ１８ 人住院 １０ ｄ 以上ꎬ３５
人住院 １ ~ １０ ｄꎬ２３８ 人需要就医或休学 １ ｄ[３] ꎮ 在导

致儿童青少年死亡和损伤的原因中ꎬ伤害最重要ꎬ又
最可预防[１] ꎮ 因此ꎬ了解儿童青少年伤害的流行特征

对于预防儿童青少年伤害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ꎬ基于

此ꎬ本研究分析了中学生伤害发生现况及其特征ꎬ为
今后制定中山市预防伤害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政策

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
综合考虑研究抽样的可行性及研究对象的依从性和

代表性ꎬ通过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分别在中山市的城

区和郊区选取在校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包括初一至

初三、高一至高三学生共 ２ ２１２ 名ꎮ 其中男生 １ ０１９
名ꎬ女生 １ １９３ 名ꎻ初中生 １ ０７４ 名ꎬ高中生 １ １３８ 名ꎻ
城区 １ ０７７ 名ꎬ郊区 １ １３５ 名ꎬ平均年龄(１５ ０１±２.６０)
岁ꎮ 研究获得北京大学医学部涉及人体的生物医学

研究伦理批准ꎮ 学生参加问卷调查前获得学校和学

７０２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第 ４０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８



生本人、家长的知情同意ꎮ
１.２　 方法　 按照中华预防医学会伤害预防与控制分

会对“流行病学伤害界定标准”ꎬ将伤害定义为经医疗

单位诊断为某一类损伤或因损伤请假(休工、休学、休
息)１ ｄ 以上[４] ꎮ 本次调查问卷关于学生“伤害发生情

况”部分的问题ꎬ参考了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１２ 年编制的问卷[５] ꎬ并根据本研究实际情况进行编

制ꎮ 采用现场调查方法ꎬ在抽样班级中进行匿名问卷

调查ꎬ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ꎬ以及伤害的次数、
发生时间、类型、发生地点、发生时活动、受伤后处理

方式和伤害结果等伤害相关数据ꎮ
１.３　 质量控制　 所有的调查人员均参加统一的培训

并考核合格ꎬ每次调查前对调查对象进行必要解释与

说明ꎬ对问卷填写情况进行检查校核ꎬ采用双录入的

方法保证数据的准确性ꎮ
１.４　 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ꎬ分
类变量采用百分比描述ꎮ 采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同性别、
地区及学段间伤害发生率、伤害多次发生率(１ 年内≥
２ 次伤害的发生率)等指标的差异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学段、性别和地区中学生伤害发生率比较　
中学生伤害发生率为 １７. ９５％ꎬ伤害人次发生率为

２６.９０％ꎬ多次伤害发生率为 ５.５６％ꎮ 初中生多次伤害

发生率高于高中生ꎻ男生伤害发生率、伤害人次发生

率及多次伤害发生率高于女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ꎻ城区中学生伤害发生率、伤害人次发

生率及多次伤害发生率与郊区中学生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中山市不同组别中学生伤害发生率比较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伤害发

生人数

伤害发

生人次

多次伤害

发生人数
学段 初中 １ ０７４ ２０７(１９.２７) ３２６(３０.３５) ７２(６.７０)

高中 １ １３８ １９０(１６.７０) ２６９(２３.６４) ５１(４.４８)
χ２ 值 ２.４９ ５.２０
Ｐ 值 ０.１２ ０.０３

性别 男 １ ０１９ ２１３(２０.９０) ３３６(３２.９７) ６８(６.６７)
女 １ １９３ １８４(１５.４２) ２５９(２１.７１) ５５(４.６１)

χ２ 值 １１.２１ ４.４５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４

城郊 城区 １ ０７７ １９４(１８.０１) ２９３(２７.２１) ６３(５.８５)
郊区 １ １３５ ２０３(１７.８９) ３０２(２６.６１) ６０(５.２９)

χ２ 值 ０.０１ ０.３３
Ｐ 值 ０.９６ ０.５８

合计 ２ ２１２ ３９７(１７.９５) ５９５(２６.９０) １２３(５.５６)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２.２　 伤害发生地点　 中学生伤害发生共 ５８４ 人次ꎬ其
中 ６３.７６％(３７３ 人次)发生在校内ꎬ３６.２４％(２１１ 人次)
发生在校外ꎮ 校内伤害发生地点前 ３ 位分别是运动场

所(３３.１６％ꎬ１９４ 人次)ꎬ楼梯 / 楼道(１１.４５％ꎬ６７ 人次)

和宿舍(６.８４％ꎬ４０ 人次)ꎮ 校外伤害发生地点前 ３ 位

依次为家中(１４.８７％ꎬ８７ 人次)ꎬ马路 / 道路(１０.２６％ꎬ
６０ 人次)和运动场所(４.４４％ꎬ２６ 人次)ꎮ
２.３　 伤害发生时所进行的活动　 中学生伤害发生时

所进行的活动占比最高的是体育活动(３８.０１％ꎬ２２２ 人

次)ꎬ其次是行走 ( ２２. ４３％ꎬ １３１ 人次) 和休闲娱乐

(１０ ２７％ꎬ６０ 人次)ꎮ

３　 讨论

我国城市学生伤害发生情况不容乐观ꎬ不同地区

中学生的伤害率存在较大差异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中
山市中学生伤害发生率为 １７.９５％ꎬ低于农村地区[６] 、
深圳市[７](３６.３％)和澳门[８] (４９.４１％)ꎬ而与芜湖市[９]

(１７.６９％)、温州市[１０](２３.５０％)的调查结果相近ꎮ
中山市中学生 ６３.７６％的伤害发生在学校ꎬ校内伤

害发生地点以运动场所为主ꎬ发生在楼梯 / 楼道和宿

舍次之ꎻ校外伤害发生的主要场所是马路 / 道路ꎬ且多

集中发生上下学的路上ꎮ 与佳木斯市[１１] 、无锡市[１２]

等地的调查结果一致ꎮ 因此ꎬ减少校内伤害发生率是

预防青少年伤害工作的重点ꎮ 各学校要重视学校安

全文化建设ꎬ保障教学和生活场所公共设施尤其是体

育设施器材的安全ꎬ消除可能的安全隐患ꎻ学校还应

该利用教育的优势ꎬ常规开展系统的安全避险、运动

伤害预防等健康教育和相关演练活动ꎬ在教育过程中

运用体验式、情景式教学活动ꎬ帮助学生识别身边的

危险因素ꎬ继续加大对学生道路安全的健康教育ꎬ提
高其伤害预防的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ꎮ

本研究发现初中生多次伤害发生率均高于高中

生ꎬ与国内多项研究的结果一致[１３－１４] ꎮ 一方面ꎬ可能

与学生的个体防护意识和能力有关[１５－１６] ꎮ 另一方面ꎬ
可能由于高中生课业压力相对较重ꎬ课余活动时间相

对较少ꎬ大多选择在校住宿ꎬ暴露在危险环境中的风

险也相应降低ꎮ 此外ꎬ初中生需要参加中考体育考

试ꎬ故运动锻炼的机会较多ꎬ可能增加伤害发生的

风险ꎮ
本研究发现男生的伤害发生率及多次伤害发生

率明显高于女生ꎬ 与先前的多项调查研究结果相

似[１７－１９] ꎮ 可能与男生更加活泼好动、活动范围广、活
动频率高的特点有关[２０－２１] ꎬ而且男生的注意力、偏向

选择的运动方式与女生也不太相同ꎻ此外ꎬ青春期阶

段的男生爱逞强、更愿意尝试一些新鲜事物ꎬ也可能

增加其暴露于危险因素的风险[２２－２３] ꎮ 因此ꎬ在伤害预

防健康教育中应以初中生为重点对象ꎬ提供必要的伤

害预防健康教育ꎬ对男生群体给予更高的关注和更多

防护技能的培训ꎮ
虽然中山市通过开展国家文明城市、平安校园、

健康促进学校创建工作[２４－２５] ꎬ使学校安全管理工作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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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水平得到较大提高ꎬ尤其是通过安全教育平台、
放学 ５ ｍｉｎ 安全教育活动等有计划地广泛开展预防溺

水、火灾、道路安全等专题安全教育ꎬ师生家长安全意

识也大大提升ꎮ 但是ꎬ部分学校未能完全按照教育部

«中小学安全教育指导纲要»要求ꎬ根据实际情况因地

制宜地ꎬ有系统地开展常见学生伤害的预防教育、行
为干预和环境改善ꎬ而是简单地从限制学生校内活动

范围、减少体育锻炼机会等方式意图减少伤害ꎮ
综上所述ꎬ中山市中学生伤害发生情况不容忽

视ꎬ仍然需要以问题为导向ꎬ通过积极主动预防ꎬ有针

对性地开展预防伤害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ꎬ有效避免

伤害发生ꎬ或将其造成的危害减小到最低限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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