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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低年级大学生健康素养现状调查
赵

亮 员袁 程向前 圆 袁曹

渊员援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袁江苏

南京

茹 猿袁盛彤彤 猿 袁邵海亚 猿

圆员员员远远曰圆援 南京市第二医院人事科袁江苏

猿援 南京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员员远远冤

了解南京医科大学低年级大学生健康素养现状。

要院

对该校 员怨苑 名大学生健康素养进行调查。

南京

圆员园园园猿曰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

该校调查对象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为 员远援圆源豫，在健

康知识与观念、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健康技能三个维度具备的比例分别为 源缘援员苑豫、
缘援缘愿豫、
缘缘援愿源豫；男生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女生；大一年级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大二年级；城市生源地调查对象
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农村生源地；父母亲受教育程度影响调查对象健康技能素养；每月生活费较低
的调查对象的健康素养水平较高。

根据调
该校调查对象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素养亟需提高，

查结果对不同人群开展针对性健康教育，
多途径完善学校健康教育工作。
关键词院健康素养曰大学生曰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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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素养是个体获取尧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
信息或服务袁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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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相关的知识尧 行为等 员苑 个健康问题作为补充袁
设计大学生健康素养调查问卷遥 对南京医科大学本

决策以维持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咱员暂遥 圆园园愿 年卫生

科大一尧 大二年级学生按班级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

部颁布叶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基本知识与技能曳袁简

方法袁每个年级抽取三个班袁利用晚自习时间袁调查

称野健康 远远 条冶袁是每个公民应知晓的最基本的健康

员和班主任分发调查问卷袁由学生独立完成袁回收问

知识和应做到的行为规范遥 健康素养是近年来一个

卷遥按照有效问卷确定标准渊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填写

新的研究领域袁国内不少学者对各地大学生进行了

完整无缺失尧 问卷主体部分填写完整率高于 怨缘豫冤

健康素养现状调查 袁医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特殊的
咱圆暂

群体袁其健康素养水平高于非医学生咱猿原远暂遥 因此袁医学

生作为未来健康教育的提供者袁健康理念尧健康生活
方式和健康技能的传播者袁监测其健康素养水平有
着重要意义遥 本文对南京医科大学低年级大学生开

进行问卷整理袁 剔除不合格的问卷遥 分发问卷 圆园园

份 袁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员怨苑 份 袁 有 效 问 卷 回 收 率 为
怨愿援缘豫遥

渊二冤判断标准
具备健康素养的判断标准院正确回答 愿园豫 及以

展健康素养调查袁了解该校大学生的健康素养现状袁

上健康素养调查内容的调查对象视为具备健康素

发现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提高该校大学生健康素养

养遥据此袁正确回答 愿园豫 及以上基本知识和理念尧健

水平的建议遥

康生活方式与行为或健康技能健康素养三个方面的

一尧资料来源和方法
渊一冤资料来源

调查内容者分别视为该调查对象具备三个方面的健
康素养遥
回答正确的判断标准院单选题袁选择正确答案则

在叶圆园园愿 年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调查问卷曳苑员 题

判定该题回答正确曰多道单选题袁所有单选题均回答

的基础上袁参考相关文献袁咨询相关专家袁增加与大

正确袁则判定该题回答正确渊但健康观念与艾滋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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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途径两题按多选题判断标准处理冤曰多选题袁所有

认识易燃尧高压等标识渊苑缘援远猿豫冤尧会看药物使用说

选项正确回答率逸远园豫袁则判定该题回答正确遥

明渊苑圆援怨源豫冤尧会使用体温计测量体温渊源苑援缘远豫冤遥

渊三冤数据管理与统计学分析
耘责蚤阅葬贼葬猿援园圆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袁采用

耘载悦耘蕴尧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整 理 遥 采 用

渊三冤不同特征调查对象健康素养和三个维度健
康素养水平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健康素养和三个维度健康素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对数据进行单因素四格表 孕藻葬则泽燥灶 卡

养水平详见表 员遥 其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主要有院

学意义遥

对象的健康知识与观念素养水平尧 健康技能素养水

方检验尧行伊列表卡方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

二尧结果与分析

男生具备的健康技能素养水平高于女生曰 大一调查
平低于大二调查对象曰 不同生源地大学生具备的健

康知识与观念素养水平尧 健康技能素养水平之间的

渊一冤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差异曰 父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大学生具备的健康技

该校调查对象中女生所占比重略高袁构成比达

能素养水平曰 母亲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大学生具备的

到 缘员援圆远豫曰平均年龄为渊员怨援苑猿 依 园援愿苑冤岁曰大一尧大

健康知识与观念素养水平尧健康技能素养水平曰学业

象生源地主要是城市袁构成比达到 圆怨援源源豫袁其次是

状况不同的大学生具备的健康素养水平尧 健康知识

村的学生构成比分别为 员远援圆源豫尧圆远援怨员豫遥

同的调查对象具备的健康知识与观念素养水平遥

二年级学生构成比分别为 源缘援员愿豫尧缘源援愿圆豫曰 调查对

成绩不同的大学生具备的健康技能素养水平曰 健康

来自县城的学生构成比达到 圆苑援源员豫袁 来自乡镇尧农

与观念素养水平尧健康技能素养水平曰每月生活费不

渊二冤调查对象健康素养水平及题目回答正确率

渊四冤调查对象补充问卷健康素养水平及题目回

该校 员怨苑 名调查对象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为

员远援圆源豫袁在健康知识与观念尧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尧

答正确率情况
本研究增加适合大学生这一特定群体的相关知

健 康 技 能 三 个 维 度 具 备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源缘援员苑豫 尧

识尧行为等 员苑 个健康问题遥调查结果显示袁女生具备

防治尧安全与急救尧基本医疗五类健康问题具备的比

备健康素养的比例较高袁 来自县城的大学生健康素

例分别为 源苑援员远豫尧员缘援圆猿豫尧愿援远猿豫尧猿圆援怨怨豫尧缘圆援圆愿豫遥

养较高袁 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为高中 辕 职高 辕 中专的大

知识与观念素养的 猿源 题中袁有 员园 题的正确回答率

学生具备的健康素养较高袁每月生活费为野逸圆 园园园

分别是结核病症状及就诊渊缘愿援远怨豫冤尧急救止血方法

目回答正确率进行分析发现袁回答正确率低于 远园豫

缘援缘愿豫尧缘缘援愿源豫袁在科学健康观尧传染病防治尧慢性病

进一步分析调查问卷回答正确率发现袁在健康

达到 怨园豫以上袁 有 远 题的正确回答率在 远园豫以下袁

渊缘员援缘愿豫冤尧 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

此部分健康问题素养的比例高于男生袁 大一新生具

学生具备的健康素养较高袁 自认为健康状况好的大
元冶的大学生具备的健康素养较低遥另对补充问卷题

的题目为吃早饭情况渊缘愿援苑猿豫冤尧遇到心理问题的处

渊源猿援源远豫冤尧骨折伤员处置渊猿怨援怨园豫冤尧职业病防治法

理渊缘愿援圆圆豫冤尧是否主动量血压渊缘园援员园豫冤尧乙肝病毒

是我国专门保护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劳动者权利的

的传播途径渊源苑援缘远豫冤尧上网时间渊猿园援猿园豫冤尧是否经

法律渊猿愿援愿怨豫冤尧对四害传播疾病的认识渊员缘援缘源豫冤遥

常吃油炸食品渊圆源援圆员豫冤遥

在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素养的 猿园 题中袁仅煤气

中毒急救的正确回答率达到 怨园豫以上袁 为 怨源援苑苑豫曰

渊五冤调查对象对健康知识的来源与需求
调查对象获取健康知识的来源由高到低依次是

有 员缘 题的正确回答率在 远园豫以下曰 正确回答率在

健康讲座渊苑园援园缘豫冤尧网络媒体渊缘缘援猿猿豫冤尧报纸杂志

读书写字时眼睛与书本的合理距离渊猿远援怨园豫冤袁成人

渊猿圆援源怨豫冤尧其他途径渊员员援员苑豫冤遥 调查对象对于各方

源园豫以下的问题分别是成人每天喝奶量 渊猿愿援怨猿豫冤袁

渊源圆援员猿豫冤尧观看展览渊宣传栏冤渊源园援员园豫冤尧医生咨询

男性一天白酒的饮用量渊猿缘援猿愿豫冤袁收获期的粮食尧

面的知识需求由高到低依次是常见病防治知识

蔬菜尧水果是否可以少量施用农药渊猿源援愿苑豫冤袁正确
洗手方式渊猿源援愿苑豫冤袁对安眠药和止痛药的正确理解
渊圆猿援圆园豫冤袁对肥胖的正确认识渊员苑援员员豫冤遥

在健康技能素养的 苑 题中袁回答正确率由高到

低分别是需要紧急医疗救助拨打 野员圆园冶渊怨苑援怨苑豫冤尧

发生火灾时的正确做法渊怨猿援怨员豫冤尧抢救触电者的正
确做法渊怨员援愿愿豫冤尧测量脉搏的正确位置渊苑怨援缘源豫冤尧

渊苑缘援员猿豫冤尧传染病防治知识渊远圆援怨源豫冤尧慢性病防治
知识渊缘愿援愿愿豫冤尧心理健康知识渊缘圆援苑怨豫冤尧生殖健康
知识渊源圆援远源豫冤遥

三尧讨

论

渊一冤 该校调查对象具备的健康素养水平不高袁
健康行为与生活素养水平亟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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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员

人数 健康素养 维度一 维度二 维度三

特征
性别
男
女
孕值
年级
大一
大二
孕值
生源地
城市
县城
乡镇
村
孕值
父亲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小学
初中
高中 辕 职高 辕 中专
专科 辕 本科
硕士及以上
孕值
母亲受教育程度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小学

渊豫冤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具备健康素养和三个维度健康素养比例

园怨远
员园员

员愿援苑缘
员猿援愿远
园援猿缘圆

缘员援园源 园猿援园圆
猿怨援远园 园愿援园圆
园援员园苑 园园援员圆苑

愿员援圆源
猿员援远怨
约园援园园员

园愿怨
员园愿

圆员援猿源
员圆援园源
园援园苑愿

猿圆援缘愿 园远援苑源
缘缘援缘远 园源援远圆
园援园园员 园园援缘员怨

圆远援怨苑
苑怨援远猿
约园援园园员

园缘愿
园缘源
园猿圆
园缘猿

员苑援圆缘
圆苑援苑愿
园园援园园
员猿援员怨
园援员源圆

猿怨援远源
远愿援缘圆
圆员援愿愿
源员援缘员
约园援园园员

园员圆
园员缘
园苑园
园远圆
园猿圆
园园远

园园援园园
园园援园园
员圆援愿缘
圆园援怨远
圆愿援员猿
员远援远苑
园援猿园圆

园园援园园 园园援园园 缘愿援猿猿
园园援园园 园园援园园 源远援远苑
缘圆援愿远 园源援圆愿 愿圆援愿远
缘怨援远愿 园远援源源 源猿援缘源
源园援远猿 园怨援猿愿 猿员援圆缘
猿猿援猿猿 园员远援远苑 员远援远苑
园援圆远源 园园援缘远缘 约园援园园员

园员缘
园源愿

园援园园
园援园园

园援园园
猿猿援猿猿

园远援怨员 苑园援远怨
园怨援圆源 愿猿援猿猿
园园援园园 员缘援远猿
园猿援苑苑 猿缘援愿猿
园园援缘圆猿 约园援园园员

园园援园园
园园援园园

缘猿援猿猿
愿员援圆缘

特征
初中
高中 辕 职高 辕 中专
专科 辕 本科
硕士及以上
孕值
学业成绩
优秀
中等
差
不肯定
孕值
健康状况
极好
很好
好
一般
差
孕值
每月生活费
约缘园园 元
缘园园耀怨怨怨 元
员 园园园耀员 怨怨怨 元
逸圆园园园 元
不清楚
孕值

人数 健康素养 维度一 维度二 维度三
园远远
园源园
园圆缘
园园猿

员愿援员愿
圆圆援缘园
猿远援园园
远远援远苑
园援园怨怨

源缘援源远
缘苑援缘园
苑圆援园园
远远援远苑
园援园员愿

猿援园猿
员园援园园
圆园援园园
园园援园园
园援园猿园

园圆园
员员猿
园源怨
园员缘

圆缘援园园
员苑援苑园
员园援圆园
猿猿援猿猿
园援员远猿

圆缘援园园
缘猿援员园
猿愿援苑愿
猿猿援猿猿
园援园缘园

园园缘援园园 猿缘援园园
园园苑援园愿 苑园援愿园
园园源援园愿 源园援愿圆
园园园援园园 圆园援园园
园园援苑源远 约园援园园员

园猿怨
园缘猿
园缘愿
园猿怨
园园愿

园园援园园
猿苑援苑缘
员苑援圆源
园缘援员园
园园援园园
约园援园园员

圆猿援园怨
远圆援圆愿
源远援缘源
源远援员猿
圆缘援园园
园援园园源

园 员园援圆苑
园园 缘援远缘
园园 猿援源缘
园园 缘援员圆
园园 园援园园
园 园援缘远源

远远援远苑
怨园援缘苑
源猿援员员
圆愿援员怨
园园援园园
约园援园园员

园园缘
园缘圆
员圆源
园员员
园园缘

源园援园园
员苑援猿员
员缘援猿圆
园怨援园怨
圆园援园园
园援远员远

圆园援园园
远缘援猿怨
猿缘援源愿
苑圆援苑猿
源园援园园
园援园园员

园 圆园援园园
园园 苑援远怨
园园 源援园猿
园园 怨援园怨
园园 园援园园
园 园援猿远怨

愿园援园园
远怨援圆猿
缘圆援源圆
猿远援猿远
圆园援园园
园援园源猿

维度一院健康知识与观念素养曰维度二院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素养曰维度三院健康技能素养遥

远圆援员圆
源缘援园园
员远援园园
园园援园园
约园援园园员

该校调查对象具备的健康素养水平高于 圆园员猿

防治尧 慢性病防治知识的匮乏是其相关素养水平较

查对象具备的健康素养水平 渊员圆援愿豫冤 袁 但低于

象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心理问题求助心理医生的比

平 渊圆源援猿源豫冤尧 北京市医学类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

源远援员怨豫遥

年居民总体健康素养水平渊怨援源愿豫冤 尧蚌埠医学院调

低的重要原因袁 而心理健康知识的匮乏致使调查对

圆园员猿 年大专 辕 本科及以上调查对象总体健康素养水

重仅 为 圆圆援愿源豫袁 向同 学 尧 老 师 诉 说 的 比 重 仅 为

渊源员援怨圆豫冤咱猿暂尧 天津市某医学院校学生的健康素养水

渊二冤根据调查结果对不同人群开展针对性健康

咱苑暂

咱愿暂

平渊缘猿援苑豫冤 遥 说明该校调查对象具备了一定的健康

教育

素养水平袁但并不高遥 该校调查对象具备的健康行

总的来说袁 不同社会学特征的调查对象的健康

为与生活方式素养水平仅略高于蚌埠医学院调查对

素养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袁 应根据此次调查结果

象具备的健康素养水平渊源援猿豫冤袁低于 圆园员猿 年居民

针对不同人群开展针对性健康教育遥

咱怨暂

以及大专 辕 本科及以上调查对象的健康行为与生活
方式素养水平渊员园援远圆豫尧圆缘援缘圆豫冤遥 可见袁该校调查对

员援 性别

该校男生具备总体健康素养水平尧 健康知识与

象具备的健康素养出现了野态度与行为不一致冶的现

观念素养水平高于女生袁与许多研究有出入袁进一步

象袁具备的健康知识与态度并未转化为健康的行为

分析男女生各自的社会学特征发现袁 男生主要是城

与生活方式 遥 与许多研究结果一致袁健康行为与生

市生源渊远园援源圆豫冤尧学业成绩均在中等及以上尧自认

活方式素养水平不高始终是健康素养工作中的薄弱

为健康状况为好及以上尧每月生活费主要为野缘园园耀

环节袁是学校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的重点遥 同时袁该

怨怨怨 元冶渊缘源援员苑豫冤袁 而女生主要是乡镇 渊村冤 生源

咱猿暂

校学生对于传染病防治知识尧慢性病防治知识尧心理
健康知识尧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相对不强烈遥 而比
较调查对象的五类健康素养问题水平可知袁传染病

渊愿源援员远豫冤尧学业成绩有近 源园豫为差渊猿愿援远员豫冤尧近一

半认为过去一年的健康状况一般及差渊源远援缘猿豫冤尧每
月生活费均在 员 园园园 元以上袁 本研究中男生与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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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情况的差异可能是造成该校男生具备的健康素

状况差的调查对象遥 说明良好的健康素养有利于促

养水平高于女生的原因遥 同时男生的健康技能素养

进身体健康遥

水平高于女生袁可能与男生对各种技能的敏感度及
遥 而女生

咱员园暂

面对突发情况的快速反应高于女生有关

远援 每月生活费

调查中每月生活费较低的调查对象的健康素养

作为弱势群体更应该掌握正确的健康技能袁因此学

水平较高袁而每月生活费支出反映了人群的消费观

校应采用制定科学尧可行有效的健康技能传播方法袁

念袁而大学生的生活开支主要以衣食为主袁调查对

尤其是对于女生应采用与其身心特点相结合袁并乐

象拥有过高的生活费可能用在衣食之外袁如上网以

于被大学生接受的传播形式遥 女生的健康行为与生

至于沉迷网络袁形成不良的生活与行为习惯袁进而

活方式素养水平高于男生袁女生的安全与急救以及

影响其健康素养水平遥 但同时也看到每月生活费为

基本医疗素养水平高于男生袁这可能与女生比男生

野逸圆 园园园 元冶的调查对象的健康知识与观念素养水

更关注自身健康尧关注细节进而形成良好的行为与
生活方式有关 遥
咱源暂

平最高袁可能月收入高的家庭有能力更多地追求生
活质量袁有机会去主动获取与健康有关的知识遥

圆援 年级

渊三冤加强调查问卷中回答正确率较低的题目相

该校大一新生具备的健康素养水平尧健康行为
与生活方式素养水平高于大二学生袁但大一新生的

关知识的宣传教育
通过分析调查问卷袁回答正确率低于 源园豫的题

健康知识与观念素养水平尧健康技能素养水平以及

目有骨折伤员处置袁 职业病防治法是我国专门保护

科学健康观尧基本医疗素养水平低于大二学生遥 这

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劳动者权利的法律袁 对四害传

可能由于大一新生有较强的健康意识及可塑性袁健

播疾病的认识袁成人每天喝奶量袁读书写字时眼睛与

康教育的持续性有助于健康知识尧技能的积累遥 同

书本的合理距离袁成人男性一天白酒的饮用量袁收获

时也看到大二学生适应大学生活后未能形成健康的

期的粮食尧蔬菜尧水果是否可以少量施用农药袁正确

行为与生活方式遥 因此袁在大学生的健康教育工作

洗手方式袁对安眠药和止痛药的正确理解袁对肥胖的

中袁应夯实大一新生健康知识的基础袁重视健康教育

正确认识袁上网时间袁是否经常吃油炸食品等袁且多

工作的持续性袁关注高年级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的

与不良的行为与生活方式有关袁 可见大学生对这些

保持袁提高学生的健康素养水平遥

方面的关注度较低袁 也是造成调查对象健康行为与

猿援 生源地

生活方式素养水平低的重要原因遥 学校与社会应着

总体来说袁该校城市生源地的调查对象健康素

重加强这些方面的宣传教育的力度袁 以提高大学生

养水平高于农村生源地调查对象的健康素养水平袁

的总体健康素养水平特别是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素

这由于农村经济尧健康教育水平相对城市较低袁开展

养水平遥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相对困难 袁因此袁该校在
咱源暂

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时应侧重于来自农村的学生遥
源援 父母亲受教育程度

渊四冤多途径完善学校健康教育工作
大学校园是大学生学习尧生活时间最长的环境袁
学校的正面引导对大学生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着

本调查中袁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 辕 职高 辕

直接影响遥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袁苑园援园缘豫的调查对象

中专调查对象的健康素养水平较高袁父母亲文化程

参加过学校的健康讲座课程袁 其具备了较高的健康

度为硕士及以上的调查对象的健康素养水平却不

知识与观念素养尧健康技能素养水平袁并且有较好的

高袁 这可能与这类父母工作比较忙而疏忽了对孩子

科学健康观尧基本医疗水平袁可见该校健康教育取得

的健康教育有关袁因此应发挥学生家长在提高学生

了一定成效遥 但进一步分析该校调查对象五类健康

健康素养工作中的作用遥

素养问题可以发现袁除基本医疗素养水平较高外袁其

缘援 学业成绩与健康状况

余四类健康素养水平并不高袁 再结合该校调查对象

调查中发现学业成绩中等的调查对象各方面的

对于健康知识的需求仍然是以常见病防治知识为

健康素养水平最高袁同时虽然学业成绩优秀的调查

主袁 说明该校的健康教育课程设置存在偏科现象且

对象的总体健康素养水平较高袁但其健康知识与观

学生学业压力较大袁学校应该完善健康教育课程遥

念素养水平尧健康素养水平却低于学业成绩差者袁这

同时考虑网络媒体尧 报刊杂志等作为该校调查

可能与学业成绩好的学生更注重学业知识的积累及

对象获取健康知识的重要渠道袁 因此应充分发挥网

把更多心思投入到学习中去有关遥 同时自认为健康

络媒体的优势遥 首先可以通过网络了解大学生具体

状况好的调查对象的健康素养水平高于自认为健康

需求袁 在学校相关网页开辟专区定期发布健康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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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来进行宣传曰其次袁应当利用好手机通讯工具袁
由专业人员编制健康相关信息通过学校微信尧匝匝
平台向广大同学发布曰第三袁可在校园公共频道放映

咱缘暂

形象生动尧教育性强的健康相关宣传片袁易被大学生
接受遥

咱远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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