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调查·
湖南省四县市７７４名农村留守儿童照顾
与营养问题的现况研究
彭喜春

罗家有

【摘要】

目的

姚宽保

胡茹珊

杜其云

朱明元

了解农村留守儿童照顾与营养现况，为留守儿童营养干预工程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对随机选择的７岁以下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各７７４名进行调查。调查
方法主要包括闻卷、食物摄入频率调查、体格测量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留守儿童一日三餐保障、日
常饮食与营养专人照顾均不及对照儿童（Ｘ２＝６．６７１，Ｐ＝０．０３６；ｘ２＝１５．０５３，Ｐ＝０．００１）；留守儿童母
乳喂养率与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均低于对照儿童（ｘ２＝５．０５１，Ｐ＝０．０３１；ｔ＝一７．２０１，Ｐ＝０．００１）；留守
儿童＜２岁组奶豆类摄人量和２－４岁组粮谷类摄入量均低于对照儿童（ｔ＝一２．１５０，Ｐ＝０．０３２；

ｔ＝～２．０５４，Ｐ＝０．０４０）；留守儿童贫血患病率（３１．１％）高于对照儿童（２６．２％）（ｆ＝４．５６０，Ｐ＝
０．０３３）。结论

留守儿童一日三餐保障和营养与饮食专人照顾有待改善，营养相关的健康状况不容

乐观，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生活质量。
【关键词】儿童，农村留守；营养；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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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的限制被打

词为“亲属抚养儿童”，即指由亲属、种族部落成员、

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规模持续扩大。

养父母或者其他与儿童有血缘关系的成年人提供照

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国外类似的名

顾、抚养以及监管的儿童）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据
估计，２００５年全国农村１４岁及以下留守儿童约为

作者单位：４１０００８长沙，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彭喜春、罗家

２２９０万…，农村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一个特殊而庞大

有、朱明元）；湖南省卫生厅妇幼保健与社会卫生处（姚宽保、胡茹

的群体。已有研究表明：亲属抚养经历会造成被抚

珊）；湖南省妇幼保健院（杜其云）
通讯作者：罗家有。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ｙｏｕｌｕｏ＠１２６．ＣＯＩｎ

养儿童健康和行为等问题，例如健康状况较差，容易

·８６１·

出现任性、冷漠、内向、自卑、孤僻等一系列情感和心

村内的全部７岁以下留守儿童，列入本次调查对象，

理问题旧１，在学校学习中出现麻烦，与他人相处中出

同时，按１：１的比例随机选择对照儿童。

现问题，更容易吸烟、酗酒、吸毒以及逃学，更有甚者

３．调查内容和方法：

表现出道德品行的丧失以及青少年犯罪与越轨¨１；

（１）一般询问调查：内容包括儿童家庭基本情况

同时一些纵向的追踪调查发现抚养经历对成年以后

和儿童营养与健康史，如出生体重、是否早产、喂养

的健康、心理和生活产生影响【４１。近年来，国内开始

方式、母乳喂养时间、儿童一Ｅｌ三餐保障情况、儿童

关注留守儿童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守儿童的教

营养与照顾状况。

育、心理、行为、人格等领域。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极

（２）体格发育测量：儿童生长发育的形态学测量

易产生认识、价值上的偏离和个性心理发展的异常，

指标，包括身高（身长）、体重。测量工具统一定购，测

人格发展不健全；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高，心理健康

量人员经过统一培训，熟悉和掌握测量方法和仪器使

状况令人堪忧｜５。８ｌ。目前对留守儿童照顾与营养现

用。测量指标质量控制标准为身高（身长）的测量误

况的研究极为少见。本研究旨在调查处于隔代监护

差不超过０．５ ｅｎｌ，体重测量误差不超过０．０５ ｋｇ。

或寄养环境下生活的留守儿童，在父母双方尤其是

（３）膳食调查：用食物频率法收集调查对象过去

母亲监护缺位的情况下，其生长发育、膳食营养、日

一年内各种食物消费频率及消费量，以获得个体儿

常生活饮食照顾等现况，并与非留守儿童进行比较，

童食物摄入量和膳食结构。儿童食物摄入频率调查

以发现留守儿童照顾与营养现况中存在的主要问

表参考２００２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中

题，为进一步深入探讨留守儿童营养与健康问题提

使用的调查表进行设计一１。调查前对调查员统一培

供线索。

训并进行预调查，调查员通过面对面询问儿童家长
对象与方法

或监护人完成食物摄入频率调查表，为了在“食用
量”这一栏得到较为准确的信息，采用的控制方法为

１．研究对象：农村留守儿童和对照儿童。本次

提供常见食物的重量折算表，表中给出了常见的食

调查的留守儿童定义：父母双方或母亲一方目前为

物餐具大小或计量单位所代表的食物重量。调查过

在外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在外务工时间到调查时间

程中，质量控制员按５％的比例进行重复调查，允许

为止达到或超过３个月，儿童在当地居住的时间达

误差范围不能超过１０％。

到或超过３个月（不论户口是否在当地）的７岁以下

（４）实验室检查：统一采用Ｈｂ一２０００型血红蛋

儿童。对照儿童入组标准：父母亲均在家、与留守儿

白仪测定血红蛋白。先消毒，再用采血针在无名指

童居住地相同（同行政村或相邻），性别相同，年龄相

尖处采血，用干棉球擦去第一滴血，待第二滴血自然

近（年龄相差不超过２～３个月），其他条件如出生体

流出时，用血细胞吸管取血液２０弘Ｉ；擦去吸管外血

重、出生情况等尽可能相同。

液后，轻轻吹入测定管底部，并回吸数次洗净吸管，

２．样本选择：

然后充分混合均匀；５ ｍｉｎ后，置Ｈｂ．２０００型血红蛋

（１）样本量：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白仪比色，直接读数并记录结果。

查）（２００２年）报告的结果∽Ｊ，农村５岁以下儿童营

４．评价标准：采用ｚ评分法评价学龄前儿童群

养不良状况：生长迟缓率１６．８％，低体重率９．３％，估

体营养状况，Ｚ值＝（测量数据一参考值中位数）／参

计本次调查样本量，按照０ｔ＝０．０５，８＝０．０２ｐ计算，本

考值标准差，其中，参考值以１９９５年中国９市城、郊

次需要调查的留守儿童样本量约为４９０－－９６０人。

儿童体格发育调查资料中郊区儿童标准为依据。年

（２）样本选择：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

龄别身高（ＨＡＺ）＜一２ｓ为生长迟缓；年龄别体重

法进行抽样。首先，根据统计部门掌握的农村人口流

（ＷＡｚ）＜一２ｓ为低体重。诊断贫血的标准采用

动情况，在湖南省内随机选择４个具有代表性的县

２００１年ＷＨＯ、ＵＮＩＣＥＦ制定的诊断贫血的血红蛋

（市）（宁乡、南县、宜章和资兴），每县（市）以经济状况

白含量界值，６～５９个月儿童贫血诊断界值为

作为分层依据，在好、中、差三类乡（镇）中各随机选取

１１０

ｇ／Ｌ，５～１１岁儿童贫血诊断界值为１１５ ｇ／Ｌ［９】。

１个乡（镇），每县（市）３个乡（镇）；最后，每个乡（镇）

５．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对调查结果

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每乡（镇）随机抽取二

进行分析，两组或多组资料的差异显著性进行ｔ检验

分之一的行政村列入调查范围。居住在被选择行政

和ｘ２检验（Ｐ值均取双侧概率，检验水准ａ＝０．０５）。

·８６２·

结

粮谷类、蔬菜水果类、肉鱼蛋类、奶豆类４个大类。

果

表３显示，＜２、２～４和４～６岁组留守儿童食物摄
１．基本情况：共收回调查表１５８０份，剔除不合

入总量分别为８２８．２

格调查表３２份（包括因留守儿童或对照儿童调查表

分别为８６８．２

ｇ和６９９．８ ｇ；对照儿童

ｇ、７３５．５

ｇ和７１４．１ ｇ。留守儿童食物

ｇ、７６４．９

中有少数缺失项而被剔除的调查表），得到有效调查

摄入总量稍低于对照儿童，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５４８份，有效应答率为９７．９％。被调查的１５４８

对４大类食物摄人量比较发现，＜２岁组留守儿童

名儿童中，留守儿童７７４名，对照儿童７７４名。留守

奶豆类摄入量和２～４岁组留守儿童粮谷类摄人量均

儿童平均年龄（３．５１±１．６０）岁，年龄最小者０．３３岁，

低于对应的对照儿童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最大者６．９２岁。男童４３５人（５６．２％），女童３３９人

衷２

（４３．８％）；留守儿童与对照儿童在年龄、性别、出生

留守／对照儿童一Ｅｔ三餐保障、营养
与饮食专人照顾情况比较

体重、孕龄及家庭人年均收入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但留守儿童母乳喂养率和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均
低于对照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１）。
一日三餐保障

襄ｌ

湖南省四县市７７４名农村留守／对照儿童人ＩＺｌ学特征
特征

年龄（岁，孟±ｓ）

留守儿童

对照儿童

ｘ２值Ｐ值

３．５１±１．６０

３．５０±１．５９

０．０９１＂ｏ．９３２

年龄组（岁）０．１７５
Ｏ～

２３（３．０）

２２（２．８）

１～

１３７（１７．７）

１４０（１８．１）

２－

１６８（２１．７）

１６７（２１．６）

３～

１５３（１９．８）

１５５（２０．０）

４－

１３１（１６．９）

１２９（１６．７）

５－

９４（１２．１）

９６（１２．４）

６～７

鹤（８．８）

６５（８．４）

３３９（４３．８）

出生体重（ｋｇ，ｊ±ｓ）

Ｉ．伽

≥３７

Ｏ．０３１·

９．４８＋３．５８

１０．７－＋３．２６—７．２０１４

０．０００ｒ

０．３０－＋０．１９

ｏ．２９－＋０．１７—１．３７５ｄ

ｏ．１６９

母乳喂养６

６０９（７８．７）“１（８２．８）

年人均收入（万元ｊ±ｓ）

９

１．２

４

ｏ．５

完全

６０６

７８．３

６５８

８５．０

部分

１３７

１７．７

１０４

１３．４

没有

３１

４．ｏ

１２

１．６

营养与饮食专人照顾

１５．０５３

ｏ．∞１６

和对照儿童组ＷＡＺ评分平均值分别为一０．２８和

对照儿童为４．０％；留守儿童生长迟缓率为８．９％，对

红蛋白均值低于对照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留守
５．０５１

１６２（２０．９）１２７（１６．４）

１６．ｏ

不能

照儿童为６．７％，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留守儿童血

２（０．３）

人工喂养

｛Ｉ乎Ｕ嘎ａ缸瞄笔《悯阴叠±ｓｙ

０．４５１

７７０（９９．５）７７２（９９．７）

喂养方式

８３．５

１２４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留守儿童低体重率为４．５％，

３．３３±０．４７ ３．３５±０．４５—１．０７０—０．２８２

４（０．５）

６４６

２０．２

一０．２４，ＨＡＺ评分平均值分别为一０．２４和一０．１５，

３３９（４３．８）

孕周０．６７３
＜３７

７８．６

１５６

５．营养相关的健康状况：表４可见，留守儿童组

男４３５（５６．２）４３５（５６．２）
女

６０９

部分

注：４Ｐ＜Ｏ．０５；６Ｐ＜ｏ．０ｌ

ｏ．０３０

性别

１．０００

完全

儿童贫血患病率显著高于对照儿童，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４ｆ检验；６包
括纯母乳喂养与混合喂养；‘包括纯母乳喂养时间与混合喂养时
间；。非参数检验（Ｍａｒｍ－Ｗｈｉｍｅｙ ｔｅａｔ）；。Ｐ＜０．０５；，Ｐ＜０．００１

讨

论

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留守儿童已经成为一
个特殊而庞大的群体，他们的健康成长涉及到千家
万户，关系到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农村留守儿童

２．留守儿童监护人：９１．９％的留守儿童与祖父

的营养状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地区在农业生

母生活在一起，由父亲、伯父（母）、叔（姨）、朋友或其

产、资源、环境、卫生服务以及国民收入等社会经济

他亲戚等抚养的比例不到１０％。

因素的综合反映。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

３．儿童的饮食照顾：由表２可见，留守儿童一日

发展，社会结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越来越多

三餐保障情况和营养与饮食专人照顾情况均不及对

的农村青壮年正在或将要步入城市，这也意味着留

照儿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４．食物摄人情况：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及平
衡膳食宝塔》的食物分类，将调查的食物合并成分为

守儿童问题将长时期存在，农村留守儿童的营养与
照顾亟待关注。
１．留守儿童照顾面临的问题：首先，隔代抚养不

－８６３·

衰３

留守／对照儿童食物摄人总量与食物构成比较（ｇ，孟±５，％）

儿童（８２．８％），同时，留守儿童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比对照儿童
短。这一调查结果与何武
等ｎ３１报道的结果基本一致，他
们的调查结果也显示：从事其
他职业农村妇女，其０～６月龄
婴幼儿母乳喂养率为９１％，而
农村外出打工妇女仅为６１％；
到６～１１月龄时，从事其他职
业农村妇女母乳喂养率仍然为
７４％，而农村外出打工妇女急
剧下降到９．９％。由此可见，在
农村外出务工妇女中加强母乳
喂养知识宣传，提高母乳喂养
率，也是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

注：括号内数据为占食物总量的百分比（％）；４ Ｐ＜０．０５

袭４
指标
ＷＡＺ（ｅ±ｓ）
＜一２ｓ

Ｈ［ＡＺ（蜃±ｊ）
＜一２ｓ

一项重要内容。

留守／对照儿童营养不良指标的比较
留守儿童
一０．２８±１．１２

３５（４．５）
一０．２４±１．８７

６９（８．９）

对照儿童
—０．２４±１．１１

，２值Ｐ值
０．６２２

—０．４９２０

３ｌ（４．０）０．４１３
—０．１５±１．６６

５２（６．７）

０．８１３

２４１（３１．１）
５３３（６９．９）

否

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
食物摄入总量低于对照儿童

０．３０３ａ

０．３０３

２．５９１

０．１０７

（尽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

０．００８‘

岁组留守儿童奶豆类摄入量和

１１３．８±７．３１
血红蛋白（ｇ／Ｌ，孟±１）
１１２．９±７．３５
—２．６７０ａ
贫血４．５６０

是

２．留守儿童膳食情况：本

０．０３３６

２－－４岁组留守儿童粮谷类摄

２０３（２６．２）
５７１（７３．８）

入量均低于对应的对照儿童

注：４ｔ检验；６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留守儿童一Ｅｌ三餐保障、饮食

利于对留守儿童的照顾。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留守

与营养专人照顾的情况均比对照儿童差，可能已经

儿童约９１％由隔代（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抚养。已

影响到留守儿童膳食营养水平。

有较多的研究表明：照顾者为祖父母以及照顾者文

３．留守儿童营养相关的健康状况：众所周知，儿

化程度低是儿童意外伤害的危险因素，祖父母并不

童时期的营养状况对其一生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能成为一个好的照顾者旧’１ｍ１２ｌ。本次调查也发现：

Ｐｏｐｋｉｎ等Ｈ４１研究认为１９９５年中国１／３的冠心病、

留守儿童一日三餐保障、饮食与营养专人照顾的情

１／１０的糖尿病和脑卒中归因于儿童时期的营养不

况均比对照儿童差。其可能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

良

大多数留守儿童的监护人自身年龄较大、体弱多病、

牛产能力下降。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留守儿童生长

｜ｌｉ】时，儿童低体重、生长迟缓可导致成年后劳动

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儿童科学喂养知识等，因而不能

迟缓率与低体重率均高于对照儿童（尽管差异无统

对儿童进行细致周到的照顾和科学喂养；另一方面，

计学意义）；留守儿童贫血患病率显著高于对照儿

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差，未给予足够

童。本次研究结果与侍建波等【１副报道结果基本

的留守儿童生活抚养费，祖父母迫于无奈充当临时

一致。

看护人，同时，祖父母还要从事农业和家务劳动。因

国内学者陈明霞Ｈ引的研究也发现：非母亲照顾

此，他（她）们无力或无法全身心地承担起抚养留守

是５岁以下儿童营养不良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隔

儿童的责任。

代抚养的儿童可能更容易发生营养不良。由此可

其次，哺乳期妇女外出打工，将婴儿留给家人看
护，将使婴儿失去或减少母乳喂养的机会。本调查
结果发现，留守儿童母乳喂养率（７８．７％）低于对照

见，我国农村留守儿童营养相关的健康问题可能更
加突出。
本次研究仅在局部地区进行调查，调查对象局

限于７岁以下留守儿童，因此，样本的代表性有一定
的局限性；调查样本量也非常有限，因而导致各年龄

２００５，５：８２－８３．

［８］蒋平．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基本缺失的问题及对策．理论观
察．２００５，４：７９．８１．

组样本数偏小，不利于按年龄分层进行比较。此外，
本次研究中，留守儿童膳食摄入量的调查，采用回顾
性调查方法，不可避免地存在回忆偏差。

［９］王陇德．２００２综合报告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之
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Ｂｅｋｒａｎ Ａ．Ｇｒ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ｙｏｕｔｈ．２００１：５５９—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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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发展研究部课题组．农村留守儿童问

［１６］陈明霞，何武。富振英，等．２０００年中国不同地区５岁以下儿童
营养不良的影响因素分析．卫生研究，２００３，３２（３）：２４９．２５３．

题调研报告．教育研究，２００４，１０：１５．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３—２６）

［６］周宗奎。孙晓军，刘亚，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

（本文编辑：张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１：７１—７９．

【７】李宝峰．农村“留守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及其干预．教育探索，

·疾病控制·
艾滋病合并慢性乙型肝炎、溶血性贫血一例患者
外周血检出马尔尼菲青霉菌
赵应斌黎华莲

丁燕玲陈敬华

患者男性３６岁，因畏寒、发热、黄疸，在当地医院诊断

ＤＮＡ ２０８０

ｃｏｐ／ｍｌ；ＨＩＶ阳性，ＣＤ４ １１％，ＣＤ．８５％，ＣＤ，ＩＣＤ．

为：①溶血性贫血；②慢性乙型肝炎；③低蛋白血症；④６．磷

０．１２。血涂片显微镜检查：可见白细胞吞噬真菌现象，菌体

酸葡萄糖脱氢酶缺乏；⑤肺炎。患者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３日

呈圆形、椭圆形、腊肠形，紫蓝色，中间有一不着色横隔，糖原

转入柳州市人民医院。人院后给予抗感染、对症治疗，效果

染色阳性，考虑为马尔尼菲青霉菌（ＰＭ）。复查当地医院骨

不佳，入院２ ｄ后死亡。患者入院时体检：体温３７．２℃，脉搏

髓涂片亦找到该菌。

９０次／ｍｉｎ，呼吸２０次／ｍｉｎ，血压１２７／７３

Ｈｇ。慢性病容，

讨论：本例患者临床症状、ＨＩＶ、ＣＤ４、ＣＤＢ等检查结果符

贫血貌，全身皮肤及巩膜深度黄染，肝掌；左颈部触及肿大淋

合艾滋病；转氨酶及乙肝相关检查结果符合慢性乙型肝炎；

ｍｍ

巴结；呼吸音粗，心率９０次／ｍｉｎ，律齐；腹稍膨隆，上腹有压

贫血、黄疸及胆红素、网织红细胞等检查结果符合溶血性贫

痛，肝右肋下５ ｃｍ、脾左肋下３ ｃｍ触及，双下肢凹陷性水肿。

血。真菌的形态特征及ＰＡＳ染色可确定为ＰＭ。艾滋病合

实验室检查：ＷＢＣ ７．４×１０９／Ｌ，Ｆｉｂ

ｇ／Ｌ，ＰＬＴ ４１×１０９／Ｌ，

并ＰＭ感染近年不断有报道，但在外周血找到ＰＭ者甚少，

网织红细胞０．１０；尿胆原３３，尿胆红素定性实验卅；血清总胆

可能是检验人员对ＰＭ认识不足和使用血液自动分析仪后

红察３７８．２／ｚｍｏｌ／Ｌ。直接总胆红素１８５．８ ｖｍｏｌ／Ｌ。间接胆红索

忽视血涂片检查所致。本例ＰＭ感染亦是因为有核红细胞

１９２．４／．￡ｍｏｌ／Ｌ，ＡＬＴ

影响了仪器细胞分类而改用人工分类时被发现的，故应重视

６９．２８

ｒｌｇ／ＩＩｌｌ，抗一髓ｅ

４３０
１８．４４

６２

ｕ／Ｌ，ＡＳＴ

３１０

ｎｄｎａ，抗一Ｉ－ＩＢｃ

ｕ／Ｌ；ＨＢｓＡｇ

１２

ｎｇ／ｍｌ，ＨＢＶ

血涂片检查。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３．０４）

作者单位：５４５００１广西柳州市人民医院（赵应斌、黎华莲、丁燕
玲）；柳州钢铁集团公司医院（陈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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