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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四城市初中生健康行为及
保护因素现况调查
田本淳

张巍钱玲

吕书红程玉兰

张继彬

王作振

田向阳

熊光练严雏红张新卫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初中生的健康行为和保护性困素现状及其变化趋势。方法

采用

ｗＨ０的（搭Ｈｓ问卷，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北京、杭州、武汉和乌鲁木齐４座城市中抽取１００所
中学，在９０１５名初中生中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超重学生比例３．２％；在学校吃东西前从不或很少洗
手的学生占２５．３％；过去１２个月内２０．５％的学生受到过严重伤害，打过架的男生占３０ ４％，认真考虑
过自杀的学生占１７

１％。尝试吸烟率２９ ７％，过去３０天里饮酒的学生占１

３ ０％，１４

５％的学生被给

过或被销售过毒品。运动量不足的学生占７８ ９％，乘车通常系安全带的学生只有１４ ３％。男生在吸
烟、饮酒、打架、喝碳酸饮料、饭前厕后不洗手等方面的不健康行为以及意外伤害发生的比例明显高于
女生（Ｐ＜《１．０１）。而女生在心理问题、体育运动不足方面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男生（Ｐ＜０ ０１）。结论
目前四城市初中生中在饮食、卫生、心理、吸烟饮酒、体育运动等方面普遍存在不健康行为．学校应针
对这蝗丰要问题开展积极有效的健康教育活动，帮助青少年树立健康观念、养成健康行为，提高他们
的整体健康水平。
【关键词】健康行为；保护因素；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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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健康教育所与
ｗＨＯ和美国ＣＤｃ合作负责进行全球学校学生健

康调查（ｇｌｏｂａｌ

ｓｃｈ００１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ＧｓＨｓ）

项目的中国地区调查工作，监测学生主要的健康行
为和保护因素流行情况。ＧｓＨｓ目的旨在提供准确

作者单位：ｌｏ（】ｏｌｌ北京，巾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百所
（田本淳、张巍．钱玲、吕书红、程玉兰、张继彬、手作振）；北京市疾病
顶防挣制中心健康教育所（田向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公共卫生学

的学生健康行为和保护因素数据，为调查国设计卫
生工作中针对青少年的优先项目和政策提供依据，

院（熊光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严维

同时便于调查数据进行国家问和国内各地区间的比

红）；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张新卫）

较，并确定这些行为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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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描述体重“有点重”或“很重”的学生占３１．８％，约为

对象与方法

真正超重人数的１０倍，女生（３８．５％）远远高于男生

ｌ调查对象与抽样方法：调查对象为初中生，中

（２４

７％，Ｐ＜０

００１）。

国地区调查于２００３年９—１１月，城市选择了北京、

由表１可见，每天吃水果的比例女生（６７．５％）

杭州、武汉和乌鲁木齐市。采取两个阶段整群抽样

高于男生（６１ ３％）。值得注意的是，有２０．６％的学

方法，先由美国ｃＤｃ采用专门的抽样软件在四城市

生很少吃早饭。男生中通常每天喝２次碳酸饮料或

中抽取２５所学校，被抽到的学校根据自愿原则参加

更多的比率（２０．２％）远远高于女生（１４ ９％），其中

调查；在被抽到的学校中随机抽取初中班级，被抽到

有２１．４％的男生通常一周中运动每天不少于６０分

的班级的学生参加调查前需家长／监护人签署知情

钟，远远高于女生（１０．４％，Ｐ＜０．０１），也就是说，男

同意书，根据自愿原则接受调查。调查总应答率

生碳酸饮料摄入的多与其经常运动有关。

９８．２８％。四城市共１００所学校完成了９１７３份问卷，

表１

四城市初中学生过去３０天饮食状况

有效问卷９０１５份，分别为北京市２３４８份、杭州市
１８０２份、武汉市１９４７份以及乌鲁术齐市２９１８份。

２．调查方法：ｗＨｏ提供核心问卷，结合我国特
殊情况和需要增加附加问题组成中国调查问卷。问
卷内容包含以下方面：饮食、卫生、意外伤害与暴力、
心理健康、烟草使用、酒精与其他药物滥用、体育活
动、保护性因素、ＨＩｖ和ＡＩＤｓ以及中国特有的
注：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男女生相比Ｐ＜Ｏ ０５，＃Ｐ＜

ｓＡＲｓ问题。调查为学生自填问卷，一节课内完成。
调查过程严格保护学生隐私，保证参加者的匿名身
份。由经过培训的健康教育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员，

ｏ

０１（ｆ检验）

非超重的学生中过去一周有３次或以上吃快餐
食品的占６ ８％，两性无差别。而超重的学生中频繁

班主任和学校老师回避调查现场。

３．统计学分析：所有问卷答题卡统一寄送至美

吃快餐食品的占７ ４％，经Ｙ２检验二者差异无统计

国ｃＤｃ进行计算机读卡录入，生成相关数据文件，

学意义（Ｐ＞０．０５）。比较接受过和未接受过健康饮

数据处理采用ｓＰｓＳ

食教育的学生，前者吃早饭的比例为８１．１％，显著高

１１

Ｏ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于后者的７５．３％（Ｐ＜０．０１）；喝碳酸饮料的次数二
结

果

者没有差异；而多次吃快餐的比例前者（７．１％）竞高

１．基本情况：９０１５份问卷中，男生４３６５份

于后者（５．８％，Ｐ＜０．０１）。

（４９．Ｏ％），女生４５３７份（５１ ０％），缺失１２２份。平

３与卫生相关的行为：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均年龄１３．７２岁（１１．６０～１５ ８４），其中１３～１５岁

惯的男生比例显著高于女生。在学校里，吃东西前

７３９３份（８２．９％）。分布在初一至初四的４个年级

和厕后不洗手的比例分别是２５．３％和７．５％，比平时

内，分别为２６９９份（３０ ５％）、２９４２份（３３．２％）、

分别增加了５倍和３倍（表２）。在学校吃东西前从

３１６４份（３５ ６％）和５８份（Ｏ．７％），缺失１５２份。

来不洗或很少洗手男生（２６．６％）显著高于女生

２．营养与饮食：四城市初中生平均身高，男生

（２４．０％，Ｐ＜Ｏ．０１）。６５．６％的学生在学校得不到

１６３ ｃｍ（１４５～１８２ ｃｍ），女生１５８ ｃｍ（１４６～

清洁的饮用水。同时，上学年课堂上接受过如何避

１７ｌ

ｃｍ）。平均体重，男生５２

０３

ｋｇ（２６．４９～

７７．５７虹），女生４７．３２ ｋｇ（２８．１９～６６
重指数（ＢＭＩ），男生１９．４０（１ｌ

４５

５８～２７

ｋｇ）。体

表２

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处于超重危险之中的学生占７，４％，男生
（９．７％）显著高于女生（５．１％）。超重学生的比例为
２％，男生（４．１％）显著高于女生（２ ３％）。而自我

卫生行为

全黔数

从小漱口或刷牙

２２４（２ ５）ｏ

饭前从不或很少洗手

４６５（５ ２）”

厕后趴不或很少洗手

２６４（３ ０）＋

洗手时不用或很少用肥皂１０３４（１１ ５）８
沣：同袁ｌ

５％。

四城市初中学生过去３０天的卫生行为

２２），女生

１８．８５（１１．８９～２５．８１）。以上指标男女生差异均有

３

免寄生虫感染知识的学生只占５４

男豁数 女豁数

｛墨ｌ暑Ⅲ粥

ｉ
ｌ

∞””加

ｌ

８

４

４

２

５

砷帅幢＂ 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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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暴力和意外伤害：如表３所示，过去１２个月

１０９

６烟草、酒精与其他药物滥用：
（１）吸烟情况：学生尝试吸烟（即使吸一两口烟）

内受到过严重伤害的男生远远高于女生。严重伤害

中骨折或脱臼的比例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受到严重

率为２９

伤害的主要原因是意外事故，其次是游戏和体育锻

有１．６％的学生承认从１０岁前就开始吸烟。过去

炼。过去１２个月内有３０ ４％的男生参与打架，其构

３０天吸过烟的学生在过去１２个月试图戒烟的比例

成比远远高于女生。打过架的男生中有３９．９％受到

为６７％，也就是说这部分学生有意愿不吸烟，但是

过严重伤害，显著高于没有打架的男生（１９ ６％）。

戒烟没有成功。过去７天里父母或监护人吸烟的学

有２６ ４％的人承认过去３０天自己在学校被欺负，其

生占６２％。经过进一步分析可见，父母或监护人是

中１９．０％是通过对身体的踢打推搡等方式进行

否吸烟与子女是否９岁及以前开始吸烟、子女是否

欺负。

吸其他类型的烟以及子女是否曾试图戒烟无统计学

表３

四城市１３～１５岁学生过去１２个月受到意外伤害和

全蔫△数

１％的学生承认在过去３０天吸过烟。

联系，而与学生近３０天内是否吸烟和吸“二手烟”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吸“二手烟”的学生中，

暴力情况
发生情况

７％，６

男冬△数 女与奈数

７２．９％是父母或监护人吸烟。男生在过去３０天吸
烟的构成比为１０．９％，远远高于女生１．９％（Ｐ＜
０

００１）。６５．１％的男生报告过去７天有人在自己身

边吸烟，高于女生的５９．５％（Ｐ＜０．００１），而在父母
或监护人是否吸烟上两性无差异（Ｐ＝Ｏ．１１３），可以
判断男生接触烟草与朋友同学吸烟有很大关系。上

学年课堂上接受过吸烟危害教育的学生比例为
注：Ｉ叫表１

７４．６％，女生（７５．８％）高于男生（７３．３％，Ｐ＜

５心理健康：

０．０１）。上学年接受过拒烟技巧教育的学生的比例

（１）自我感知：有７．３％的学生承认自己在过去

为３２．１％，男生（３３．６％）高于女生（３０ ５％，Ｐ＜

１２个月里通常或总是感到孤独，４．１％承认自己在

０

０１）。

过去１２个月里通常或总是因焦虑而失眠，承认过去

（２）饮酒情况：承认１３岁或更小年龄开始正式

１２个月持续２周或以上每天感到悲伤或无望而停

饮酒的比例为３１．６％，承认在过去３０天有饮酒行为

下日常活动的学生占２０ ４％。过去１２个月里，认真

的学生占１３．０％，承认在过去３０天里每次喝酒在一

考虑过自杀的学生占１７．１％，做过自杀计划的占

瓶以上的学生占５．４％，承认在过去３０天通过在商

３％的学生投有亲密的朋友。无亲密朋友

店和小卖部买酒自己饮用的人占４．５％，承认１３岁

的学生，其孤独（２１．７％）、因焦虑而失眠（１０．７％）、

或更小首次饮酒真正喝醉的比例为１３．６％，承认到

持续２周或以上每天感到悲伤或无望而停下日常活

调查时为止真正喝醉过的学生占１０

８．０％。７

３％。

动（２９ ９％）、考虑（２７．８％）和计划自杀（１６．４％）的

在过去３０天里，饮过酒的男生（１８．２％）的构成

比率显著高于有亲密朋友的学生（分别是６，２％、

比远远高于女生（１０．１％），同时饮一瓶酒以上学生

００１）。在考虑

的构成比男生（８．２％）也显著高于女生（３ ５％），男

３．６％、１９．９％、１６

４％、７ ４％，Ｐ＜０

自杀和计划自杀上，女生分别为１９

８％，显

生自己购买酒饮用的构成比（７ １％）高于女生

著高于男生的６ ７％、９．５％（Ｐ＜０ ００１）。女孩子更

（２ ９％），１３岁或更小首次饮酒真正喝醉的比例男

容易感到孤独（占８．１％，高于男生的６．５％，Ｐ＜

生（１８．３％）高于女生（９．４％），到目前为止男生喝醉

Ｏ．叭）。关于自杀意念的性别差异（女生多于男生）。

的情况（１４．５％）同样远高于女生（６ ５％）。以上数

７％、１４

（２）心理健康教育：上一学年在课堂上接受过关

据说明，我国１３～１５岁初中生饮酒的行为比较普

于如何用健康方式处理紧张的健康教育的学生的比

遍，饮酒的各个方面，男女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例为５６．２％，无性别差异。接受过这类健康教育的

（Ｐ＜Ｏ．００１）。

学生在过去１２个月通常或总是焦虑失眠的为

上学年课堂上接受过不饮酒好处内容健康教育

３．４％，而未受过这类教育的学生为５ １％（Ｐ＜

的学生占５４．５％，两性无差别。过去课堂上接受过

０．００１），可见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的重要影响。

如何拒绝饮酒技巧教育的学生比例为２７ ５％，男生

１ｌ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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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６％）高于女生（２５ ４％，Ｐ＜Ｏ．００１）。学校对饮

虑而失眠的学生，他们的监护人在３０天内通常或总

酒内容的键康教育远没有对吸烟内容的健康教育力

是“不了解”他们的比例为８０．９％，与不失眠的学生

度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６３ ３％，Ｐ＜０．００１），这说明父

（３）药物滥用：调查表明，过去３０天里有１４．５％

母的不理解与学生的焦虑失眠关系密切。

的学生被给过或销售过毒品（大麻、冰毒、摇头丸、鸦
片、海洛因），男生（１５．５％）略高于女生（１３

５％，

Ｐ＜０ ０５）。

１０关于ＨＩｖ／ＡＩＤｓ与ｓＡＲｓ：听说过ＨＩｖ或者
ＡＩＤｓ的学生占９６．３％，同家长和监护入讨论过
ＨＩｖ或ＡＩＤｓ的学生占３７ ７，女生（４ｌ ６％）远高于

７体育活动：过去７天每天至少运动６０分钟的

男生（３３ ５％，Ｐ＜Ｏ ００１）。与同学或朋友讨论过

学生的构成比为１６．１％，通常一周每天至少运动６０

ＨＩｖ或ＡＩＤｓ的人占４６％，两性别间无差异。女生

分钟的学生为１２．６％。由此可见，能够保证每天６０

和家艮交流较男生多，男女学生都更愿意和朋友交

分钟体育运动的学生非常少。通常一周中每天至少

流此类问题。听说过ＳＡＲｓ的人占９９．２％，２００３年

３个小时坐着看电视、聊天、看书等活动的人占

上学年在课堂上学习过如何预防ｓＡＲｓ的学生占

１％，男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性别来看，通

９２－８％，在ＳＡＲｓ期间因＆埙ｓ而勤洗手的人占

常一周每天至少运动６０分钟的人的比例男生

９２．４％，女生（９４，２％）高于男生（９０．６％，Ｐ＜

２ｌ

（１６．３％）比女生（９ ３％）高。没有参加足够量体育

Ｏ

运动的人占７８．９％，女生（８３ １％）远高于男生

恐惧心理）的人占４８ ７％，女生（５２．５％）高于男生

００１）。在ｓＡＲｓ流行期问“害怕”得上ｓＡＲｓ（有

（７４．５％，Ｐ＜０．００１）。

（４４．５％，Ｐ＜０ ００１）。

在过去的１２个月里参加一个或多个体育团队

讨

的学生占３８．９％．男生４０．０％略高于女生３７．８％

论

（Ｐ＜０ ０５）。上学年每周上３天及３天以上体育课

１．需加强营养健康教育和审美观教育：调查显

的人占２１．２％。上个学年在课堂上接受过关于运动

示，不吃早餐的学生比例较高，占到Ｉ『ｌ／５。而相关

好处健康教育的学生占８９．７％。以ｒ两方面男女生

研究表明不吃早餐会影响认知能力和学习成

之间均无差别。

绩“’…。男生因为经常运动喝碳酸饮料较频繁，部

８个人安全：过去３０天乘车的时候通常或总是

分学生吃洋快餐很频繁。四城市超重学生所占比例

使用安全带的比例只有１４．３％，男生（１６ ０％）明显

不高，但学生认为自己体重超重的是真正超重的ｌＯ

高于女生（１２

倍，尤其是女生。这需要学校有钊对性的开展营养

８％，Ｐ＜０

００１）。上一学年在课堂上

接受过关于如何避免机动车事故教育的学生比例为

和形体美的教育。

７７．９％，男女生无性别差异。上一学年在课堂上接

２．学生不良卫生习惯率较高：学生普遍认为学

受过关于如何在紧急事件（如火灾、地震）中保护自

校缺乏清洁饮用水，学校卫生设施不足，学生吃东西

己的教育的学生比例为６９ １％，同时在家庭内部讨

前不洗手现象较普遍，尤其是男生。学生普遍缺少

论过如何在危机中保护自己的学生比例为６０．１％，

寄生虫防治知识。

女生均高于男生（Ｐ＜０．００５）。

３．意外伤害与校园暴力发生率较高，校园人文

９保护性因素：认为过去３０天大部分同学是友

环境亟待改善：调查显示超过１／４的学生过去一个月

善和乐于助人的学生构成比为４８．０％，女生

中在学校遭到欺负。有１／５的学生受到过严重身体

（５３．６％）远高于男生（４２．２％，Ｐ＜０ ００１）。在过去

伤害，大部分严重伤害缘于意外事故，其巾造成骨折

３０天堡父母或监护人通常或总是检查他们作业的

或脱臼的比例接近１／４。在世界各国，意外伤害是

学生占３７．６％．男生（４２．３％）高于女生（３３．１％，

５～２４岁年龄段的第一位或第二位死亡原因。奉次

００１）。在过去３０天里父母或监护人通常或

调查显示，过去一年中有近１／３的男生参与过打架，

总是理解他们的问题和烦恼的学生占３５，９％，两性

与４年前调查数据接近。而参与打架的的男生更易

别间无差异。在过去３０天里父母或监护人通常或

受到严重伤害。

Ｐ＜０

总是知道学生闲暇时间做什么的构成比为４５．２％，
女生（４６．６％）高于男生（４３．９％，Ｐ＜０ ０５）。

进一步的分析，在过去１２个月通常或总是因焦

４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堪忧，需加强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调查显示，大多数学生认为父母或监护人不
理解他们，有些女生曾有过自杀意图。爱尔兰的一

生望奠堑瘟堂型查！！些里！旦笙！！鲞箜！塑生堕！』墅；ｉ！塑！！！！里生！些！！！！业！生！．望，盟！墨

项调查报道在其首都都柏林，１３～１４岁在校学生中

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家长要重视与学生的沟通交

自杀意念发生率为２９％，而青少年自杀人数在逐年

流，关心学生心理变化；通过开展适合少年儿童的活

增加，已成为这一年龄阶段的第二大死因，仅次于交

动来增进学生之间的友谊。针对学生的特点和性别

通事故”“。关于自杀意念的性别差异（女性多于

差异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健康观

男性），国内外研究者观点较一致”“１。在对学生的

念，培养健康行为。引导学生远离烟、酒、毒品；培养

健康保护方面。家长对学生关心不够，检查学生作

良好的个人卫生、饮食和运动习惯，保证身体成长所

业的家长比例较低。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大部分同

需要的营养，并积极组织体育活动，增强学生的身体

学不友善或不乐于助人。分析表明，缺少亲密朋友

素质。

和家长关心，使学生更易出现心理问题，而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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