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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两个国家级贫困县４～６年级小学生营养
与食品安全知信行现状分析
彭真杨芳孙振球李明志
【摘要】

目的通过对两个国家级贫困县４～６年级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

现状的调查，分析贫困地区营养与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探索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最佳模
式。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抽取云南省会泽县和陕西省镇安县１２所小学４～６年级４７８名学
生，使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结果４７８名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平均得分为
（１８．６６±３．７５）分，及格率为６１．０９％，各条目知晓率最高为９４％；态度部分平均得分为（５．８２±
１．５０）分，其中９７％以上的学生认为在学校学习一些营养和食品安全知识很有必要，仅１９％的学生
认为报纸、杂志和电视广告上刊登的营养与食品安全信息可靠；行为部分平均得分为（８．５２±
２．５６）分，６５％的学生一日三餐有规律。结论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较基线调查结果
有明显提高，日常饮食也更加规律，但也存在获取知识途径单一、态度和行为两级分化现象明显等
问题。

【关键词】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模式；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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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特别是

强化对其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已刻不容缓ｎ ３。目前

在教育体系相对落后西部地区，普遍缺乏营养与食

国内大部分中小学课程中均未专门开设营养与食品

品安全知识的中小学生极易成为食品安全事件的受

安全课程旧’９］，２０１０年赵晓华等¨明对西部两县小学生

害者瞳’３１。中美联合开展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显

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行为（ＫＡＰ）现状调查显

示贫困地区儿童生长发育状况令人担忧Ｈ］，５岁以下

示，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很低，及格率

儿童生长迟缓率和低体重率高达２９．３％和１４．４％［５１，

仅为８．６％。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ＵＮＩｓＥＦ）的支持

均低于世界中等水平№］。加强对中小学生的保护，

下，本课题组编写了《营养与食品安全教学读本》，在
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会泽县和陕西省镇安县开展营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７．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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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并于２０１１年对两县４。６年级

作者单位：４１０００８长沙，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小学生营养与食品安全ＫＡＰ现状进行调查，以评估

通信作者：李明志，Ｅｍａｉｌ：５６７３９６８３＠ｑｑ．ｔｏｍ

贫困地区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的效果，为下一步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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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和完善中小学生营养教育制度提供科学依据。

表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４７８名４～６年级学生基本情况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在两县各
随机抽取１２所小学，共４７８名４～６年级小学生（云
南省会泽县２３９名，陕西省镇安县２３９名），其中４年
级学生１６５名，５年级学生１５７名，６年级学生１５６名。

２．调查方法：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根据健康教
育ＫＡＰ模型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学生
基本情况、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部分（共３ｌ题）、态
度部分（共７题）、行为部分（共１５题）、其他信息来源
部分（共５题）。知识部分每答对一题得１分，答错或
不知道得０分，答对６０％的条目即为及格；态度部分
以选择“同意”和“非常同意”为正确态度，得１分，选
择其他者得０分，态度得分＞４分定义为积极态度
（即对超过６０％条目的态度选择正确）；行为部分以
选择“经常”、“总是”、“每天都很有规律”、“经常都有
规律”、“每天都吃”、“每周３。６次”得１分，其他选择
得Ｏ分，行为得分＞８分定义为健康行为（即对超过
６０％条目，能选择正确的行为）。在对ＫＡＰ得分影响
因素分析中，选择学生基本情况（包括性别、民族、独
生子女情况、寄宿情况、体型满意情况、体型评价、留
守儿童情况、父母职业和文化程度）各指标为自变量
对知识得分进行多因素分析，同时以学生基本情况
指标和知识得分情况为自变量对态度和行为得分进

（１）知识状况：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平均得分

行多因素分析。

（１８．６６±３．７５）分，最高为２７分，最低为６分，共有

３．统计学分析：全部数据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
双人双次录入，利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２９２名学生及格，及格率为６１．０９％。条目知晓率是

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比较学生在营养与食品安全教

品安全知识各条目知晓率最高为９４％，最低为８％，

育前后ＫＡＰ得分两独立样本的ｔ检验和其影响因素

有１０个条目知晓率超过８０％，有６个条目知晓率超

的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及相关统计描述方

过９０％，知晓率最低的条目是“哪种营养素缺乏与贫
血发生有关”。

法。选择ａ＝０．０５作为检验水准，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ｃｃ人选＝０．０５，０【删除＝Ｏ．１０，得到的概率值均表示
双侧概率。

指答对该条目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百分比，营养与食

（２）态度状况：营养与食品安全态度平均得分
（５．８２±１．５０）分，最低为１分，最高为７分。９７％的学

结

果

生认为有必要在学校学习一些营养知识；９１％的学
生认同改变不利于健康和生长发育的饮食行为；

１．基本情况：共发放问卷４８０份，回收有效问卷
４７８份，回收率为９９．５８％。４７８名４～６年级学生中，

９２％的学生认为儿童时期营养状况对生长发育十分

年龄９—１６岁，平均（１１．７１±１．１８５）岁。其中男性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学习一些食品安全知识；９３％的

２１３人（４４．５６％），女性２６５人（５５．４４％）；汉族学生
４６７人（９７．７０％），非独生子女３９５人（８２．６４％），在校

学生会积极参加学校开设的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只

寄宿２２０人（４６．０３％），对自己体型满意有４１５人

与食品安全的信息可靠。

（８７．４５％），留守儿童１２６人（２６．３６％）。见表１。
２．营养与食品安全ＫＡＰ状况：

重要并会积极参加学校开始的营养知识讲座。９９％

有１ ９％学生认为报纸、杂志和电视广告上关于营养

（３）行为状况：营养与食品安全行为平均得分
（８．５２±２．５６）分，最低为２分，最高为１４分。其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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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行为平均得分（７．６４±２．４１４）分（总分为１２分）。

表３营养与食品安全ＫＡＰ中知识影响因素的赋值

调查显示６５％的学生一日三餐有规律；５２％的学生

饮食有规律；对于早餐、水果、蔬菜、肉类、奶类、蛋
类、豆类、摊贩食品每周食用＞３次的学生分别有
９５％、７８％、９３％、５５％、７８％、６４％、５７％、９％；有５２％

因素

赋

性别

男＝１，女＝０

值

民族

汉族＝１，少数民族＝０

独生子女

独生＝１，非独生＝０

在校寄宿

寄宿＝１，不寄宿＝０

的学生能保证每天饮水量达到１．２ Ｌ。在食品安全

体型满意

满意＝ｌ，不满意＝０

行为方面，８２％的学生能注意到食品包装上的生产

体型评价

合适＝ｌ，很瘦＝２，偏瘦＝３，偏胖＝４，很胖＝５

日期和有效期；３％的学生经常食用包装胀包的食

留守儿童

留守＝１，不留守＝Ｏ

母亲职业

机关事业单位＝１，私营企业＝２，个体工商户＝３，工

物；１％的学生经常食用包装破损的食物；１％的学生
经常因附送玩具而购买食品。
３．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前后ＫＡＰ得分比较：本
次调查与基线调查结果比较显示，在对学生进行营养
与食品安全教育后，知识得分（１８．６６±３．７５）要明显
高于基线调查时得分（１３．７０±４．１１）（ｔ＝２．４９８．Ｐ＝

人＝４，务农＝５，退休＝６，其他＝７
父亲职业

机关事业单位＝ｌ，私营企业＝２，个体工商户＝３，工
人＝４，务农＝５，退休＝６，其他＝７

母亲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１，初中＝２，高中＝３，大专或大学＝４
父亲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ｌ，初中＝２，高中＝３，大专或大学＝４

表４营养与食品安全ＫＡＰ知识部分进入方程的自变量
及有关参数估计值

０．０１３，Ｐ＜０．０５）；行为得分（８．５２±２．５６）也要高于基线
调查结果（６．２８±２．１６）（ｔ＝７．３２７，Ｐ＜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前后学生ＫＡＰ得分比较
表５营养与食品安全ＫＡＰ态度部分进入方程的自变量
及有关参数估计值

（３）行为得分影响因素：以ＫＡＰ行为部分各条
目累加总得分为因变量（１＝健康行为，０＝不健康
行为），以学生各基本情况指标和知识得分情况
４．营养与食品安全ＫＡＰ得分多因素分析：
（１）知识得分影响因素：以ＫＡＰ知识部分各条

（１＝及格，Ｏ＝不及格）为白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在校寄宿、体型满意和留守

目累加总得分为因变量（赋值说明：１＝及格，０＝不

儿童是影响因变量的因素，ＯＲ值分别为１．８１５、

及格），以学生基本情况各指标为自变量（其赋值见

１．２９３、０．５４８，说明在校寄宿、对自己体型满意和非留

表３）进行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拟合结果
显示，体型满意和在校寄宿是影响因变量的因素，

守儿童学生的行为较非在校寄宿、对自己体型不满

ＯＲ值分别为２．０６０和１．９１９，说明对自身体型满意和

表６营养与食品安全ＫＡＰ行为部分进入方程的自变量
及有关参数估计值

在校寄宿学生较对自身体型不满意和非在校住宿学

意和留守儿童的学生更为健康（表６）。

生拥有更多的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表４）。
（２）态度得分影响因素：以ＫＡＰ态度部分各条
目累加总得分为因变量（１＝积极态度，０＝不积极态
度），以学生基本情况指标及知识得分情况（１＝及
讨

论

格，０＝不及格）为自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
型拟合结果显示，性别、独生子女和知识得分是影响

云南省会泽县和陕西省镇安县均属于国家级贫

因变量的因素，ＯＲ值分别为２．２３２、３．０８５和３．３１１，说

困县，经济欠发达，教育水平落后，不少居民依然生

明男性、独生子女和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得分高的

活在贫困水平线之下，因此这里的儿童更加容易受

小学生较女性、非独生子女和知识得分低的小学生

到食品安全事件的侵害，从而加剧社会的负担ｎ“。

营养与食品安全态度更为积极（表５）。

在ＵＮＩＳＥＦ资助下，本研究对两县学生开展了针对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７月第３４卷第７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性的营养与食品安全教育，随后对学生营养与食品

养和食品安全教材内容再修订，更加符合贫困地区

安全ＫＡＰ现状进行了调查。

儿童的需要，在营养教育中增加对营养素缺乏症、营

１．营养与食品安全知识分析：本次调查学生营

养素功能和食品安全基本知识的讲授，鼓励学生通

养与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达到６０．６％，较赵晓华等¨０］

过多种途径获取知识，并针对各年龄段的特点，开展

调查结果有了明显提升，及格率也达到６１．０９％。多

多形式的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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