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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北京市典型社区居民对环境与生活满意度
和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满意度的调查
张衡马军
【摘要】

宋逸

李研

宗树亭

肖峰

陈博文

目的了解典型社区居民对北京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健康环境以及奥林匹克运动

会（奥运会）影响的满意程度及对居民生活和健康的影响。方法２００６年选择奥运会举办地北京市
亚运村社区１５周岁以卜常住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１６１０份。问卷包括一般信息、对
健康环境指标的满意度评分、对生活满意度的评分、举办奥运会满意度的评分。结果典型社区居民
对生活总体满意度、城市绿化、住房条件、饮用水质量的满意度分别５０．４３％、４８．５９％、３８．９５％、
３７．０８％。居民对举办奥运会对国家的国际地位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居住环境、生活的满意度分别
为６５．５３％、５６．０９％、４７．２７％、４６．４０％。偏相关分析显示，环境与生活满意度总分与举办奥运会满意
度总分之间呈正相关（Ｐ＜０．０５）；因子分析显示举办奥运会影响的１０个条目可以用国家地位与生活
影响和个人经济收入影响这两个因子来体现；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奥运会对个人经济收入
的影响、奥运会对国家地位与生活影响及文化程度是环境与牛活满意度总分的独立影响因素（Ｐ＜
Ｏ．０５）。结论居民对北京市城市绿化满意度较高，对其他领域的满意度较低；对举办奥运会给国家
的国际地位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居住环境、个人生活带来的影响的满意度较高。
Ｉ关键词】健康影响评价；健康环境；奥林匹克运动会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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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基金资助项目（Ｚ０００４０２８０４０１９１）
作者单位：１００１９１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张衡、马军、宋逸）；北京市亚运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李研、宗树亭）；首都儿科研究所
（肖峰、陈博文）
通讯作者：马军，Ｅｍａｉｌ：ｍａｊｕｎｔ＠ｂｊｍｕ．ｅｄｕ．ｅｎ；陈博文，Ｅｍａｉｌ：ｂｏｗｅｎｃ＠１２６．ｃｏｒｆ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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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在北京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会）
是北京市也是中国在新世纪的一次重要发展机遇。

３９．９％；年龄分布：＜３０岁占１８．２％，３０～４５岁占
２１．９％，４５～６０岁占３５．４％，＞６０岁占２４．５％。

为了达到国际奥委会对奥运会主办城市的自然环

２．居民对环境与生活的满意度：在调查问卷中

境、社会环境、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要求，北京市政府

设制了非常不满意、不满意、说不清楚、满意、非常满

近年来投入巨资用于改善空气和水质量，加强城市

意５个等级，在计算满意度时又将其分为不满意（包

绿化，完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和医疗服务，努力推

括非常不满意、不满意）、说不清楚、满意（包括满意、

动全民健身活动的普及并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市民的

非常满意）３个类别。调查结果见表１。

文明程度¨卫１。本研究对各项满意度指标进行调
查。以了解典型社区居民对北京市目前的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等健康决定因素的满意程度，以及对北京

表１

北京市亚运村社区１５周岁以上常住居民
对环境与生活的满意度

举办奥运会带来影响的满意度，并了解奥运会满意
度与环境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探讨奥运会对
居民生活和健康带来的影响，为政府的政策制定提
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选择奥运会举办地北京市亚运村社区
１５周岁以上常住居民１７６５人。
２．方法：２００６年对入选的亚运村社区１５周岁
以上常住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１６１０份。问卷包括一般信息、对健康环境指标的满
意度评分、对生活满意度的评分、奥运满意度的
评分。
３．０软件录入数据，

３．居民对举办奥运会影响的满意度：如表２显

并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统计分析ｉ各个满意度指标

示，４６．４０％的居民对举办奥运会给日常生活带来的

之间的关系使用偏相关方法分析。采用有序反应变

影响表示满意，６５．５３％居民对举办奥运会给我国的

量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对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国际地位带来的影响表示满意，５６．０９％的居民对奥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

运会给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影响表示满意，
结

果

４３．６６％的居民对举办奥运会对社会治安的影响表

１．基本情况：调查人口１６１０人，其中男性占

示满意，４７．２７％的居民对举办奥运会对居住环境的

４９．１％，女性占５０．９％；文化程度分布：初中及以下

影响表示满意；但居民对举办奥运会其他方面影响

占２６．９％，高中、技校及中专占３３．３％，大专以上占

的满意度比较低。

袭２

北京市亚运村社区１５周岁以上常住居民对举办奥运会影响的满意度

·７８１·

４．相关分析：将每个项目按照非常不满意、不满
意、说不清楚、满意、非常满意分别赋予１～５分，计

国际地位和人民生活的提高而提高，随着居民文化
程度的提高而降低。

算环境与生活领域下的１３个条目的总分——环境

讨

论

与生活满意度总分；计算举办奥运会的影响满意度

下１０个条目的总分——奥运会满意度总分；在控制

为成功举办２００８年奥运会，北京市在环境治理

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等因素的条件下，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２０００年末北京市绿地面积

计算环境与生活满意度总分和奥运满意度总分的相

为２６ ６８０公顷，到２００６年底城市绿地面积达到了

关系数为０．４４７（Ｐ＜０．００１）。

３９

３９１公顷，城市绿化覆盖率从３６．５４％提高到

５．对举办奥运会满意度的因子分析：将举办奥

４２．５０％；平均每人占有的公园绿地面积从２０００年

运会满意度下的１０个条目进行因子分析，使用主成

的９．６６ ｍ２提高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２．００ ｍ２ｕ二１。本次调

分分析法，并使用方差极大化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

查结果显示，居民对城市绿化的满意度最高，这一点

交变换，其目的在于将众多单项归并为加大主要方

体现了居民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居民对空气质量的

面。通过设定特征根值为１，得出２个主要要素方

满意度很低，满意率仅２０．８１％。这可能是由于典型

面，并命名，结果见表３。

社区附近奥运会比赛场馆较为密集，而在２００６年调

表３

对举办奥运会满意度因子分析（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满意度条目

因子Ｉ

因子２

奥运会给您的生活带来的影响０．３３９

Ｏ

２

奥运会对国家的国际地位带来的影响０．０８１

Ｏ

４

奥运会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带来的影响０．１８２

Ｏ

２

奥运会对您个人朱来收入变化预期的影响０．７０８

Ｏ

Ｏ

奥运会对社会治安的影响０．４２８
奥运会对您的居住环境的影响０．４７４

Ｏ

４

Ｏ

２

奥运会对您个人业余生活的影响０．５２１

Ｏ

９

奥运会对物价变动带来的影响０．８５４

Ｏ

２

奥运会对社会保障带来的影响０．７５２
奥运会对您个人经济状况带来的影响０．８６７

Ｏ

８

Ｏ

６

累计贡献率（％）

２

儿盯∞孔以卯”屹ｎ甜船 ７

５３．３８３

因子名称

经济收入
影响

国家地位与
生活影响

查时，场馆正在新建或改建中，施工过程中局部破坏
及产生的尘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周围社区的空
气质量。
从总体上看，居民对北京市的环境和生活满意
率处于较低水平：①除了绿化的满意率接近５０％
外，其他健康环境指标的满意率均远低于５０％。②
公众卫生习惯、交通状况、食品质量、治安状况、居民
文明礼仪程度、公厕卫生状况等领域的满意率很低，
这可能与居民对这方面的期望要求提高有关，而这
些方面对举办奥运会将直接产生影响，并且影响城
市形象，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在居民对举办奥运会的影响满意度方面，有

６．典型社区居民生活总体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

６５．５３％的居民对举办奥运会能够提高我国的国际

素回归分析：将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举办奥

地位的积极作用表示满意，５６．０９％的居民对举办奥

运会满意度下的两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居民环境与

运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表示满意，４３．６６％的居

生活满意度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后退法回归分析，

民对奥运会给社会治安带来的积极影响感到满意，

分析结果见表４。

４７．２７％的居民对奥运会给居住环境带来的影响感

裹４

环境和生活满意度总分对各自变量的回归分析

到满意，４６．４０％的居民对奥运会给日常生活的影响
表示满意。由此可见，居民对我国举办奥运会对国

自变量嘎戛尹簧素曩９５％ＣＩ
经济收入影响

３．００７

０．３６１

ｔ值尸值

家的国际地位提升和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及对社

２．６４４－３．３７ｌ

１６．２２６ ０．Ｏ∞

会治安和日常生活带来的影响的预期较为积极乐

１．＆５８～２．５８４

１２．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２．２２１
Ｏ．２６７
国家地位与生活影响
文化程度
一Ｏ．５１１—０．０７５

一Ｏ．８０９～一Ｏ．２１２

常数项４０．９６１

３９．６３８～４２．２阱

—

３．１４９ ０．００２
６０．７３０ ０．０００

观。与此相比，有３６．４６％的居民对举办奥运会对个
人业余生活的影响、１７．０８％的居民对举办奥运会对
物价变动的影响、２７．０２％的居民对举办奥运会社会

环境和生活满意度总分的影响因素：举办奥运

保障、１９．９４％居民对举办奥运会对个人经济状况、

会对经济收入的影响、举办奥运会对中国国际地位

２０．９９％的居民对举办奥运会对个人未来收入变化

与生活影响和文化程度，为环境和生活满意度总分

预期的影响表示满意，这些方面居民的满意度是比

的独立影响因素。居民环境和生活满意度总分随着

较低的，这可能与调查时距离奥运会开幕还有近２

举办奥运会对经济收入的增加、举办奥运会对中国

年的时间，对其的积极作用尚未明显的展示出来，居

民对举办奥运会给予个人未来收入、个人生活、个人
经济状况带来影响的预期低有关。

总之，参与奥运会将提升北京市民文化价值观
和身心健康指数，提高市民的愉悦感和向心感∞１；举

奥运会满意度总分和环境与生活满意度总分的

办奥运会对国家地位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都有极

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为０．４４７，这说明对举办奥运

大的促进作用Ｈ’５】，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居民富裕

会满意度越高的居民，他们的环境与生活满意度总

感，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北京市民的生活环境，在一

分也是比较高的。

定程度提高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

对居民环境和生活满意度总分影响因素的回归
分析发现，举办奥运会对个人经济收入的影响、奥运
对国家国际地位与生活影响和文化程度是影响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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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对居民环境与生活总体满意度也有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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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疾病控制·
黄石地区宠物及其豢养者皮肤真菌感染情况调查
石年

王建

陈用军倪浩

对黄石地区宠物皮肤真菌感染情况及其豢养者进行
调查。

当宠物真菌检查阳性时，其豢养者真菌感染率达到６０％以七
（４１／６４），而当宠物真菌检查阴性时，其豢养者真菌镜枪阳性

１．材料与方法：研究对象主要为狗、猫、兔三种宠物以及

率仅为１．７％（４／２３６）。③真菌感染及菌种情况分析：通过检

其豢养者。２００６年３一１０月在黄石地区对３００只宠物及豢养

测宠物狗、猫、兔的真菌感染率及菌种培养，结果主要为犬小

者进行随机抽样、登记及检查，收集皮毛及皮屑样本；检查宠

孢子菌，其他尚有须癣毛癣菌、石膏样小孢子菌，红色无癣菌

物腹部及耳后的皮毛，如果肉眼发现宠物皮毛杂乱，有明显皮

等。其中犬小孢子菌２９例（６４．４％）。

损则取该处毛发和皮屑；将取下的毛发皮屑样本按照宠物的

３．讨论：调查结果表明，皮肤真菌通过与动物的直接或

种类，狗、猫、兔分别分装在红、黄、蓝三种不同颜色标识的无

间接触使豢养者感染，症状主要为头癣、体癣、手足癣、甲癣。

菌沙氏培养管内；对豢养者如发现其头皮、躯下和手足部位有

感染菌种主要为犬小孢子菌。犬小孢子菌属半知菌亚门一丝

红斑鳞屑或者丘疹水疱，则刮取该处皮损留检并与宠物种类

孢菌纲一丛梗孢日一丛梗孢科．小孢子菌属，为发外型亲动物趔

相对应分类。把取回的试管内皮毛样本用７５％乙醇消毒后，

皮肤癣菌。主要存在于自然界及猫、狗、兔等动物皮毛上，通

先加１滴１０％的氢氧化钾溶液，盖上玻片做直接镜检。然后

过直接接触带菌动物脱落的皮毛或间接通过理发工具、梳子

分别接种于无菌沙氏培养管内置于２８℃温箱进行分离培养，２

等Ｉ：１常用具传染…。另外发现，宠物一旦感染真菌，其豢养

周后观察真菌生长情况，然后进行菌种分类及鉴定。

者的感染率明显增高，可高达６０％以上。因此，如何预防皮

２．结果：①动物真菌感染率：３００只宠物中，狗１２０只，猫

肤真菌病等人畜共患疾病，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豢养者应

１２０只，兔６０只，豢养者与宠物对应分组。其中２７只狗、２５

做好自身防护与宠物的清洁工作，不要把宠物带到人口密集

只猫、１２只兔真菌检查阳性；阳性率分别为２２．５％、２０．８％、

的公共场所，如发现宠物患病应及时到宠物医院检查治疗；

２０．０％。三组合计阳性率为２１．３％，经ｆ检验，Ｐ＞ｏ．０５，组

防止真菌病的传播与扩散。

闯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豢养者真菌感染率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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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１—１３）

（本文编辑：尹廉）
作者单位：４３５００１湖北省黄石市第一医院皮肤病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