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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吉林市四~六年级小学生对空气污染危害呼吸系统健康的认知与需求ꎬ为相关部门构建适宜的

健康教育内容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ꎬ选取吉林市 ４ 所小学共 ４５７ 名四 ~六年级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调
查其对空气污染危害健康的认知与需求ꎮ 结果　 小学生对空气污染产生原因知晓率排在第 １ 位的是煤炭燃烧(４８.２％)ꎬ
最后一位的是吸烟(１８.４％)ꎻ空气污染知识获得渠道排在第 １ 位的是广播与电视(６９.３％)ꎬ排在最后的是学校(４.９％)ꎻ有
５５.０％的小学生采取戴口罩的方式预防空气污染ꎬ有 ３９.８％的小学生参加过节能减排的公益活动ꎬ有 １６.９％的小学生参与

过环保活动ꎻ空气污染知识需求报告率排在第 １ 位的是空气污染防范措施(８５.９％)ꎮ在相关知识获取途径方面ꎬ男、女生报

告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２７９ꎬＰ<０.０５)ꎮ 结论　 四~六年级小学生对空气污染危害呼吸系统健康普遍存在低认知、高
需求的现象ꎬ应根据小学生的现状及需求构建适宜的健康教育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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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期ꎬ是空气污染最敏感的

人群ꎬ容易受到空气污染物的影响而出现各种呼吸系

统疾病[１] ꎮ 有研究证明ꎬ改善空气污染水平能够降低

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２] ꎬ而通过健康教育提高人们对

空气污染危害的认知和自我防护ꎬ是预防空气污染危

害健康的重要手段ꎮ 学校是小学生健康教育的主要

场所ꎬ 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小学生预防空气污染健康教

育ꎬ笔者对吉林市小学生进行了空气污染认知与需求

调查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４ 年 ４—６ 月ꎬ在吉林市城区选取 ４ 所

小学的四~六年级共 ５１０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ꎮ 发放

调查问卷 ５１０ 份ꎬ回收有效问卷 ４５７ 份ꎬ有效回收率

８９.６％ꎮ 其中男生 ２５９ 名ꎬ女生 １９８ 名ꎻ四年级学生

１３７ 名ꎬ五年级学生 １５４ 名ꎬ六年级学生 １６６ 名ꎮ 年龄

(１１.９±２.３３)岁ꎮ
１.２　 方法 　 选取教室为主要调查场所ꎬ以班级为单

位ꎬ当场发放调查问卷ꎬ填写后及时收回ꎬ发现有漏项

当场填补ꎮ 参考相关文献[３－５] 自行设计调查表ꎮ 问卷

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空气污染一般知识、空气

污染对呼吸系统危害、预防空气污染危害的健康行为

及空气污染知识需求等ꎮ 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

验ꎬ重测信度为 ０.８８９ꎬ内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７９ꎮ 内容

效度经国内 ３ 位专家 ２ 次评议后ꎬ认为有较好的表面

效度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资料经双人核对、编码后录入ꎬ
利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ꎮ 采用统计描述和
χ２ 检验对小学生空气污染认知、相关知识获取途径与

需求进行统计学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小学生对空气污染相关知识的认知　 见表 １ꎮ

表 １　 小学生对空气污染相关知识知晓率性别间比较

相关知识　
男生

(ｎ ＝ ２５９)

女生

(ｎ ＝ １９８)
χ２ 值 Ｐ 值

空气污染产 煤炭燃烧 １１６(４４.８) １０４(５２.５) ０.２８９ ０.５３０
　 生原因 化工燃料 １０９(４２.１) ９３(４６.９)

尾气排放 ９５(３６.７) ８７(４３.９)
烟花、焚烧 ６１(２３.６) ７５(３７.９)
装潢材料 ３１(１２.０) ５６(２８.２)
吸烟 ４８(１８.５) ３６(１８.１)

急性疾病 呼吸困难 １４５(５６.０) １５８(７９.８) １.２５０ ０.０６３
　 危害 咳嗽 １２０(４６.３) １３１(６６.１)

咳痰 １１４(４４.０) １１８(５９.５)
气喘 ７１(２７.４) ８０(４０.４)

慢性疾病 咽喉炎 ３０(１１.６) ３７(１８.６) １.２６１ ０.２４０
　 危害 支气管炎 ４１(１５.８) ４５(２２.７)

肺癌 ２５(９.７) １８(９.１)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本研究调查相关知识认知情况发现ꎬ空气污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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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原因知晓率排在第 １ 位的是煤炭燃烧(４８.２％ꎬ２２０ /
４５７)ꎬ最后一位的是吸烟(１８.４％ꎬ８４ / ４５７)ꎻ急性疾病

危害知晓率排在第 １ 位的是呼吸困难(６６. ３％ꎬ３０３ /
４５７)ꎻ慢性疾病危害知晓率排在第 １ 位的是咽喉炎

(１４.７％ꎬ６７ / ４５７)ꎮ 男、女生相关知识认知率比较ꎬ在
空气污染产生原因、急性疾病危害、慢性疾病危害等

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小学生预防空气污染危害的健康行为 　 有２５１
(５５.０％)名小学生采取戴口罩的方式预防空气污染ꎬ
有 １８２(３９. ８％) 名小学生参加过节能减排的公益活

动ꎬ有 ７７(１６.８％)名小学生参与过环保活动ꎮ
２.３　 小学生空气污染相关知识的获取途径和需求　
小学生空气污染知识获取途径调查中ꎬ排在第 １ 的是

广播与电视ꎬ占 ６９.３％ꎻ排在最后的是学校ꎬ占 ４.９％ꎮ
相关知识需求中ꎬ排在第 １ 位的是空气污染的防范措

施ꎬ占 ８５. ９％ꎻ 最后是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成分ꎬ 占

３９.１％ꎮ男、女生相关知识获取途径方面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ꎬ而相关知识需求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小学生对空气污染相关知识获取途径和需求性别间比较

获取途径和需求
男生

(ｎ ＝ ２５９)

女生

(ｎ ＝ １９８)
χ２ 值 Ｐ 值

获取途径
　 报纸与杂志 ２０(７.７) ２７(１３.６) ０.２７９ ０.０１２
　 广播与电视 １４７(５６.８) １７０(８５.９)
　 网站 ７４(２８.６) ５３(２６.８)
　 学校 １０(３.９) １２(６.１)
　 与他人交谈 ８２(３１.７) ９７(４９.０)
知识需求
　 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成分 ９５(３６.７) ８４(４２.４) ０.４７９ ０.３４９
　 易引起的呼吸系统症状 １６５(６３.７) １９６(９９.０)
　 　 及疾病
　 空气污染的来源及危害 １１４(４４.０) １１８(５９.６)
　 空气污染的防范措施 １９９(７６.８) １９４(９７.９)
　 希望学校开设相应课程 １７９(６９.１) １７４(８７.９)
　 希望通过多种方式参与 １７０(６５.６) １８１(９１.４)
　 　 环保活动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本调查发现ꎬ小学生对空气污染知识认知水平低

于其他人群[５－６] ꎬ低认知水平不利于健康意识和行为

能力的培养ꎮ 大多数小学生知道煤炭燃烧、化工燃

料、尾气排放是空气污染产生的主要原因ꎬ而对吸烟

引起的空气污染并不了解ꎬ可能是由于产生的烟量很

小ꎬ在人们的意识当中只认为吸烟有害健康ꎬ忽视了

对空气的污染ꎮ 调查还显示ꎬ小学生对呼吸系统疾病

认知能力相对较低ꎬ在呼吸系统疾病中ꎬ急性疾病危

害认知能力高于慢性疾病ꎬ因为急性危害中的呼吸困

难和咳嗽是经常出现的症状ꎬ而慢性危害是长年积累

起来的ꎬ疾病的发生、发展需要一定的过程ꎬ很容易被

人们忽视ꎮ
从获取空气污染知识渠道中发现ꎬ广播和电视、

与他人交谈是小学生获得空气污染知识的主要途径ꎬ
而学校则排在最后ꎮ 可能是由于大多数的学校和家

长认为小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ꎬ在学校学习期间ꎬ
主要以讲授学习方面的知识为主ꎬ对其他方面知识的

学习较少ꎬ导致小学生无法通过学校这个渠道了解空

气污染相关知识ꎮ 调查还发现ꎬ小学生对空气污染知

识存在较高的需求ꎬ最希望了解的是如何防范空气污

染ꎬ其次是空气污染易引起哪些呼吸系统症状及疾

病ꎮ 对于学习途径的需求ꎬ大多数学生希望在学校期

间能够通过老师讲授并结合图片或相关视频学习空

气污染相关知识ꎮ 另外ꎬ许多小学生也表达了希望通

过自身行动为降低空气污染贡献自己力量的意愿ꎮ
改善空气污染水平最根本是要提高人们的认知

能力[７] ꎮ 健康教育是小学生提高认知能力及增进健

康行为的主要手段ꎬ而学校又是学生获得知识的主要

场所ꎬ目前我国学校对于空气污染相关知识的健康教

育比较薄弱ꎬ校园文化建设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学生空气污染知识的获得ꎮ 因此ꎬ政府相关部门及学

校应重视空气污染相关知识的普及ꎬ充分利用校园教

育资源ꎬ发挥教师及校医的作用ꎬ运用校园网、布告栏

及校园广播等有效手段ꎬ 加强空气污染相关知识

宣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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