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７ 年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２０１７ＳＪＧＬＸ５２７)ꎮ

【作者简介】 　 王辉(１９８７－　 )ꎬ男ꎬ河南商丘人ꎬ硕士ꎬ讲师ꎬ主要研究

方向为体育教学与训练理论和方法ꎮ

【通讯作者】 　 沈文丽ꎬＥ￣ｍａｉｌ:ａｌｉ＿ｓｈ４＠ ｓｉｎａ.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７.０１１

拉萨市藏族小学生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饮食行为调查

王辉１ꎬ沈文丽２ꎬ德吉玉珍３

１.郑州西亚斯学院体育科研创新中心ꎬ河南 新郑 ４５１１５０ꎻ２.河南财政金融学院体育学院ꎻ３.拉萨市拉鲁小学

　 　 【摘要】 　 目的　 了解拉萨市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藏族小学生的饮食行为状况ꎬ为更好地促进饮食行为改善提供支持ꎮ 方

法　 ２０１４ 年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拉萨市 ４ 所小学的三至五年级 １ １２８ 名藏族小学生ꎬ２０１９ 年借助全国营养

调查项目ꎬ再抽取拉萨市 ７ 所小学的三至五年级 １ ２１４ 名藏族小学生进行饮食行为调查ꎬ并对结果进行比较ꎮ 结果　 拉萨

市藏族小学生 ２０１９ 年每天都在家吃早餐比例(１０.３０％)高于 ２０１４ 年(２.３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０.１７ꎬＰ<０.０１)ꎮ
２０１９ 年摄入肉类、蛋类、奶制品类食品达到推荐量的学生比例均高于 ２０１４ 年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４２.０５ꎬ
４.２３ꎬ１４.１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ꎬ蔬菜类、水果类摄入情况构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３２.４５ꎬ
１１５.６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饮用最多的饮料类别和饮料摄入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拉萨市藏族小学

生饮食行为总体得到改善ꎬ但应预防过度能量摄入带来的超重肥胖问题及含糖饮料摄入过量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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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食行为直接关系到儿童青少年的营养状况ꎬ对
健康发展有重要影响[１] ꎮ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

的不断改变ꎬ我国儿童青少年不良饮食行为问题凸

显ꎬ营养过剩的比例呈现持续上升趋势ꎬ对儿童期及

成年期身心健康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１－２] ꎮ 藏族主

要生活在我国西藏地区ꎬ因长期处于高寒、缺氧、高紫

外线的极端环境下ꎬ形成了独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的饮

食行为习惯ꎬ并且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饮食行为也不断变化[３] ꎮ 研究显示ꎬ藏族儿童青少年

存在较高的营养不良、微量元素缺乏、饮食结构单一

等营养问题[４－６] ꎮ 为更好地了解藏族小学生饮食行为

变化ꎬ本研究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９ 年拉萨市部分藏族小学生

进行饮食行为纵向调查和分析ꎬ为藏族学生改善饮食

行为提供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 ２０１４
年 ３—４ 月抽取拉萨市 ４ 所小学的三至五年级学生ꎬ每
个年级抽取 ３ 个教学班级ꎬ共调查 ３６ 个班级 １ ２１７ 名

藏族小学生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１２８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８９９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第 ４１ 卷第 ７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７



９２.７％ꎬ其中男生 ６１４ 名ꎬ女生 ５１４ 名ꎻ平均年龄为

(１０.２１±１.２０)岁ꎮ ２０１９ 年 ９—１０ 月借助全国营养调

查项目ꎬ再次对拉萨市 ７ 所小学的三至五年级ꎬ每个年

级选取 ２ 个教学班级进行调查ꎬ共调查 ４２ 个班级

１ ３８９名藏族小学生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２１４ 份ꎬ有效回

收率为 ８７.４％ꎬ其中男生 ６２１ 名ꎬ女生 ５９３ 名ꎻ平均年

龄为(１０.１７±１.１８)岁ꎮ 两次调查中年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ｔ ＝ ０.８１ꎬＰ>０.０５)ꎮ 调查得到学生本人和家长的

书面知情同意ꎬ并得到拉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

学委员会的审批(１８Ｌ~ ２１８)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进行调查ꎬ通过参考有关资

料后[７－９]编制藏族中小学生饮食行为情况调查问卷ꎬ
本研究仅采用小学生版进行调查ꎮ 问卷内容包括调

查者基本信息和过去 ３ 个月内的饮食行为信息ꎬ饮食

行为信息包括早餐摄入及各类食物、水、零食等摄入

的次数和量ꎮ 每天各类食物的推荐摄入量采用中国

营养学会制定的各类食物摄入量进行界定[１０] ꎮ 问卷

编制过程得到营养、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的评估和修

订ꎬ并经过测试前的信效度调查ꎬ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３ꎮ
调查由拉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实施ꎬ调查

前说明调查的目的和要求ꎬ匿名独立并当场填写问

卷ꎬ时间约 ３０ ｍｉｎꎬ调查后收回问卷时检查是否填写

完整ꎬ并及时纠正和完善ꎮ 对收回问卷存在项目漏填

或模糊不清项目 ５ 项及以上者判定为无效问卷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进行双录入ꎬ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进行处理分析ꎮ 不同类别的比较

采用 χ２ 检验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拉萨市藏族小学生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三餐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 １２８ 名拉萨市藏族小学生每天均在家吃早

餐、中餐和晚餐的学生比例为 ２.３９％(２７ 名)、８８.３０％

(９９６ 名)、９６.５４％(１ ０８９ 名)ꎬ２０１９ 年分别为 １０.３０％
(１２５ 名)、５２.３９％(６３６ 名)、８１.３０％(９８７ 名)ꎬ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６０.１７ꎬ３５６.９０ꎬ１３４.９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２　 拉萨市藏族小学生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肉蛋奶豆类

食品摄入情况　 ２０１９ 年藏族小学生摄入的肉类食品、
蛋类、奶制品类、豆制品类食品达到推荐量的学生比

例均高于 ２０１４ 年ꎬ其中在肉类食品、蛋类、奶制品类方

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拉萨市藏族小学生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蔬菜水果摄

入情况　 拉萨市藏族小学生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ꎬ蔬
菜类、水果类摄入情况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

别为 １３２.４５ꎬ１１５.６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表 １　 拉萨市藏族小学生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各类食物摄入情况比较

年份 人数 肉类食品 蛋类 奶制品类 豆制品类
２０１４ １ １２８ ２３９(２１.１９) ４８１(４２.６４) ５７８(５１.２４) １３６(１２.０６)
２０１９ １ ２１４ ６３５(５２.３１) ５６９(４６.８７) ７１６(５８.９８) １７２(１４.１７)
χ２ 值 ２４２.０５ ４.２３ １４.１６ ２.２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１３

　 注:()内数字为达到推荐摄入量的比例 / ％ꎮ

表 ２　 拉萨市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藏族小学生蔬菜水果摄入情况构成

分类　 年份 人数 基本不吃 １ 种 / ｄ ２ 种 / ｄ ≥３ 种 / ｄ
蔬菜类 ２０１４ １ １２８ １１５(１０.２０) ２２７(２０.１２) ４５３(４０.１６) ３３３(２９.５２)

２０１９ １ ２１４ ５１(４.２０) １８４(１５.１６) ２５９(２１.３３) ７２０(５９.３１)
水果类 ２０１４ １ １２８ ２２７(２０.１２) ７５７(６７.１１) １１８(１０.４６) ２６(２.３０)

２０１９ １ ２１４ ６３(５.１９) ４６４(３８.２２) ６１１(５０.３３) ７６(６.２６)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４　 拉萨市藏族小学生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饮料摄入情

况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ꎬ藏族小学生不同饮料摄入

类别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２２.５７ꎬＰ<０.０１)ꎮ
在饮料摄入方面ꎬ藏族小学生 ２０１４ 年喝的最多的为运

动能量饮料 ( ３２. ０９％)ꎬ 最低的为加糖冰茶饮料

(９.３１％)ꎻ ２０１９ 年 最 高 的 为 乳 饮 料 ( ２５. ２９％)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拉萨市藏族小学生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过去 ３ 个月饮用最多的饮料构成

年份 人数 乳饮料 果汁饮料 加糖冰茶饮料 含糖汽水饮料 运动能量饮料 不喝饮料
２０１４ １ １２８ １７６(１５.６０) １４０(１２.４１) １０５(９.３１) １７４(１５.４３) ３６２(３２.０９) １７１(１５.１６)
２０１９ １ ２１４ ３０７(２５.２９) ２７２(２２.４１) ２２５(１８.５３) ９２(７.５８) ２８８(２３.７２) ３０(２.４７)
χ２ 值 ３３.５１ ４０.２８ ４１.１１ ３５.７６ ２０.４２ １１９.９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相比ꎬ藏族小学生饮料摄入频率

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５６.８９ꎬＰ<０.０１)ꎮ 不

同摄入频率 ２０１９ 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拉萨市藏族小学生 ２０１４ 与 ２０１９ 年饮料摄入频率分布比较

年份 人数 ≥２ 次 / ｄ １ 次 / ｄ ４~ ６ 次 / 周 １~ ３ 次 / 周 <１ 次 / 周
２０１４ １ １２８ ９２(８.１６) １１９(１０.５５) １０５(９.３１) ３３５(２９.７) ４７７(４２.２９)
２０１９ １ ２１４ １５１(１２.４４) ２２２(１８.２９) １７７(１４.５８) ４７２(３８.８８) １９２(１５.８２)
χ２ 值 １１.５３ ２８.１４ １５.３４ ２１.８２ ２００.８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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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藏族小学每天在家吃早餐的

比例(１０.３０％)高于 ２０１４ 年(２.３９％)ꎬ但仍低于郑梦

琪等[１１]研究结果(８８.５％)ꎮ 按时吃早餐对儿童青少

年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ꎬ并且能够保证小学生上午充

足的能量供应ꎬ使其集中精力投入到学习中[１２] ꎮ 还有

研究显示ꎬ 不吃早餐 是 导 致 肥 胖 的 重 要 影 响 因

素[１３－１５] ꎬ因此提高藏族小学生吃早餐的比例尤为重

要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在家吃中餐和晚餐的学生比例

２０１９ 年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较低ꎬ可能因为随着西藏学校

营养午餐计划的逐步开展ꎬ学校食堂等设施建设逐步

完善ꎬ学生在学校吃中餐和晚餐的比例逐渐升高ꎮ 另

外ꎬ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ꎬ各类饮食较为丰

富ꎬ部分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有时在外进餐ꎬ导致该

结果的出现ꎮ
本研究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藏族小学生摄入的肉类食

品、蛋类、奶制品类、豆制品类食品达到推荐量的比例

均高于 ２０１４ 年ꎬ可能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ꎬ家庭

生活消费水平不断提高ꎬ使得各类肉类、蛋类、奶类、
豆类食品的摄入比例增加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２０１９ 年藏

族小学生肉类食品摄入比例为 ５２.３１％ꎬ高于 ２０１４ 年ꎬ
与闫心语等[１６] 对中国城市小学生肉类调查结果

(２６.６％)相比较高ꎬ可能因为受到藏族传统生活习惯

的影响ꎬ较为喜食肉类ꎬ尤其以牦牛肉等肉类摄入

为主ꎮ
本研究还显示ꎬ在蔬菜摄入种类方面ꎬ藏族小学

生 ２０１９ 年吃蔬菜种类≥３ 种 / ｄ 的比例高于 ２０１４ 年ꎬ
吃水果种类 ２ 和≥３ 种 / ｄ 的比例也高于 ２０１４ 年ꎬ表明

小学生的蔬菜摄入和水果种类有明显的提高和改善ꎮ
除了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带来物质生活丰富以外ꎬ还
与父母和学生的健康教育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有关ꎮ 西藏自治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教育支出一直保持

较高的增长趋势ꎬ无论在学校硬件条件还是在师资等

软件方面都有了大的提高[１７] ꎬ因此也不断提高了学生

的健康素养水平ꎮ 梁兴梅等[１８]研究显示ꎬ藏族学生健

康素养知晓率为 ４１.９２％ꎬ虽然低于全国水平ꎬ但与自

身水平相比有了显著提高ꎮ 以上因素可能都是导致

蔬菜摄入种类增多的重要原因ꎮ
本研究显示ꎬ２０１９ 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藏族学生不喝

饮料的比例降低ꎬ表明有更多学生开始喝各种饮料ꎮ
另外ꎬ饮料摄入频率≥２ 次 / ｄ 的比例也增高ꎮ 表明藏

族小学生饮料摄入情况较为严重ꎬ并且摄入频率逐渐

增加ꎮ 多项研究显示ꎬ饮料摄入过多ꎬ尤其是含糖饮

料摄入过度将带来儿童青少年免疫力降低、钙流失严

重、肥胖比例增加、心血管疾病患病风险增加等危

害[１９－２１] ꎬ严重影响青少年期及未来成年期的身心

健康ꎮ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ꎬ一方面ꎬ２ 次调查学生的

样本存在一定限制ꎬ并且班级数量存在差异ꎬ其代表

性有限ꎻ另一方面ꎬ２ 次调查在不同季节ꎬ季节变化可

能也会使饮食行为发生一定的变化ꎬ从而对研究结果

产生影响ꎬ争取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弥补ꎮ
综上所述ꎬ２０１９ 年较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藏族小学生在

总体饮食行为得到改善的情况下ꎬ应注重因过度能量

摄入带来的超重肥胖问题ꎬ尤其是含糖饮料摄入问

题ꎮ (１)学校应继续加大营养改善计划和食堂供餐的

种类、质量ꎬ提高学生在校就餐比例ꎮ (２)学校应对学

生和家长进行定期健康教育ꎬ如进行膳食指南的宣传

等ꎬ提高健康素养水平ꎬ以做到合理的营养摄入和搭

配[２２] ꎮ (３)控制学生饮料的摄入ꎬ需要学校、家庭和

社会的共同努力ꎮ

志谢　 本次调查过程中得到西藏拉萨市城关区教育局李福鑫、
吴昕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ꎬ在此表示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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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知识水平高于未接受过培训者ꎮ 在资源有限

的情况下ꎬ校内教职工对诺如病毒暴发疫情的防控知

识来源主要是校医ꎮ 提示校医在学校疫情防控的定

位是技术核心ꎬ校医对诺如病毒暴发疫情防控知识掌

握不足ꎬ其他层面人员就无从获得正确和规范的相关

知识ꎬ此为教职工总体知晓率以及基础知识和暴发疫

情防控知识知晓率低的原因之一ꎮ 现场调查过程了

解到ꎬ教职工以例会的形式接受培训居多ꎬ缺乏明确

的岗位职责定位和实际操作演练ꎬ结合本研究培训频

次增加对教职工诺如病毒暴发疫情防控知识的知晓

率无明显提升的结果ꎬ说明单凭校医反复口头告知、
例会等低效率的培训形式ꎬ而缺乏完善制度的实际操

作细则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定位ꎬ是教职工对针对于自

身岗位关键环节的知识点知晓率低的实际原因ꎮ １８ ~
４０ 岁年龄组总体和两个方面的知晓率均高于 ４１ ~ ６４
岁年龄组ꎬ以及总体和暴发疫情防控知识知晓率随从

业年限累计有所提高的结果提示ꎬ在岗人员的继续实

操培训和新上岗人员实操经验不足是知晓率低的另

一原因ꎮ
综上所述ꎬ针对以上学校教职工暴发疫情防控知

识水平薄弱环节ꎬ学校应建立以校医为技术核心ꎬ校
领导为协调保障的工作机制ꎬ针对各岗位涉及的诺如

病毒暴发疫情防控能力需求建立暴发疫情防控工作

制度和具体的防控流程ꎬ明确不同教职工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的职责和定位ꎬ校领导应予以重视并推动防控

流程的执行ꎮ 校医应重视自身防控能力的提高ꎬ利用

完善的工作制度和操作细则ꎬ通过加强专业理论知识

和实操演练相结合的培训方式[１７] ꎬ有效地把诺如病毒

暴发疫情防控知识传播给其他教职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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