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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农村居民健康状况及健康知识需求调查

丁楠楠,刘摇 峰,赵摇 睿

[摘要]目的:了解蚌埠市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健康知识需求。 方法:采取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问卷调查蚌埠市 3 个乡镇

15 岁以上 930 名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和健康知识需求。 结果:56. 36%的居民从未进行过健康体检;33. 75% 的居民自觉健康

状况良好,51. 85%的认为健康状况一般,14. 40% 的认为健康状况不佳。 慢性病患病率最高的三种疾病依次是胃肠炎

(34. 20% )、高血压(23. 17% )、风湿病(13. 72% )。 男女胃肠炎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不同年龄、不同学历胃

肠炎、高血压、风湿病病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居民获取健康知识的途径主要有电视 (63. 67% )、网络

(44. 66% )、咨询医生(39. 26% )。 希望获取的健康知识占前三位的是常见病的预防(71. 09% )、常见病的治疗(63. 10% )及急

性病发作的应急处理(54. 22% )。 结论:蚌埠市农村居民健康状况一般,自我保健意识较差,针对居民对健康知识需求的不同

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可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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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the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knowledge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in Bengbu city

DING Nan鄄nan,LIU Feng,ZHAO Rui
(Department of General Medicine,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knowledge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in Bengbu city. Methods:The
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knowledge needs of 930 rural inhabitants aged over 15 years from 3 towns in Bengbu city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stratified randomized sampling method. Results:The 56. 36% of residents never had a physical examination,33. 75% of the
residents considered that their health was good,51. 85% considered that their health was common,and 14. 40% considered that their
health was poor. The highest prevalence rate of chronic diseases was gastroenteritis ( 34. 20% ), hypertension (23. 17% ) and
rheumatosis (13. 72% ). The difference of the prevalence rate of gastroenteritis between men and wome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atients with gastroenteritis,hypertension and rheumatism among different age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television(63. 67% ),internet(44. 66% ) and inquiring doctor(39. 26% )
were the main ways of inhabitants gaining health knowledge. The health knowledge of preventing common disease (71. 09% ),treatment
of common disease(63. 10% ) and emergency processing of acute diseases(54. 22% ) was the most wanted to obtain. Conclusions:The
health status of rural inhabitants in Bengbu city is common,and their aware ness of self鄄care is poor. The different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ies targeted to the health knowledge needs of rural inhabitants should be carried out,which can improve the residents忆 health
awareness and self鄄car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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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

50. 32% ,农村人口的健康问题直接影响着社会的稳

定和发展。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新医改政策的实

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及农村人口健康状况有

所改善,但慢性病持续攀升、“看病难、看病贵冶、“因

病滞贫冶等问题仍普遍存在[1]。 预防疾病的发生发

展,及时有效的疾病诊治,满足农村居民对医疗服务

的需求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本研究就蚌埠市

农村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健康知识需求情况开展问卷

调查,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对象摇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蚌埠市

3 个乡镇(吴小街镇、沫河口镇、李楼乡)15 岁以上

农村居民(具有农业户口)。 根据 3 个乡镇人口数

的不同进行分层,共发放问卷 930 份,其中沫河口镇

566 份,吴小街镇 210 份,李楼乡 154 份;回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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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 889 份,有效率 95. 6% 。
1. 2摇 调查内容 摇 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
龄、学历);自觉健康状况、自身健康关注情况、体检

情况、就医选择、常见慢性病患病情况;居民健康知

识获取途径、希望获取的健康知识。
1. 3摇 质量控制摇 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

计调查问卷,由统一培训后的调查员(蚌埠医学院

全科医学系志愿者)采用统一的调查问卷对调查对

象进行调查。 对回收的每份调查问卷进行仔细认真

核查,剔除不合格资料。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基本情况 摇 共调查 889 人,男 434 人,女 455
人,年龄 15 ~ 69 岁,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摇 889 名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一般人口学参数 n 构成比 / %

性别

摇 男 434 48. 82

摇 女 455 51. 18

年龄 / 岁

摇 15 ~ 20 201 22. 61

摇 21 ~ 50 409 46. 01

摇 51 ~ 69 279 31. 38

学历

摇 文盲 189 21. 26

摇 小学 176 19. 80

摇 初中 194 21. 82

摇 高中 150 16. 87

摇 大学及以上 180 20. 25

2. 2摇 自觉健康状况和健康关注情况摇 33. 75%自认

为健康状况良好, 51. 85% 认为健康状况一般,
14. 40%认为健康状况不佳。 62. 88%村民表示平时

比较关注个人健康状况,30. 26%对个人健康状况关

注程度一般,而 6. 86%并不关注个人健康状况。
2. 3摇 体检情况和就医选择摇 28. 12%的居民每年体

检 1 次;15. 52%偶尔进行体检;56. 36%被调查对象

未进行过健康体检。 对于常见病慢性病,488 人

(54. 89% )首选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就医,74 人

(8. 33% )首选县级及以上医院,150 人(16. 87% )选
择自己买药治疗,而 177 人(19. 91% )则选择不严

重不治疗。
2. 4摇 常见慢性病患病情况摇 调查发现,自报患病率

在前 8 位 的 慢 性 疾 病 分 别 是: 胃 肠 炎 304 例

(34. 20% ),高血压 204 例(23. 17% ),风湿病 122
例(13. 72% ),颈椎病 112 例(12. 60% ),糖尿病 105
例(11. 81% ),腰椎间盘突出 105 例(11. 81% ),冠
心病 69 例(7. 76% ),痔疮 53 例(5. 96% )。 男女胃

肠炎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高血

压、风湿病患病率男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胃肠炎、高血压、风湿

病患病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 05)(见表 2)。

摇 表 2摇 不同性别、年龄、学历胃肠炎、高血压、风湿病患病

率比较[n;百分率(% )]

一般人口学参数 n 胃肠炎 高血压 风湿病

性别

摇 男 434 132(30. 41) 98(22. 58) 50(11. 52)

摇 女 455 172(37. 80) 108(23. 74) 72(15. 82)

摇 字2 — 5. 39 0. 17 3. 47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年龄 / 岁

摇 15 ~ 20 201 56(27. 86) 6(2. 99) 2(1. 00)

摇 21 ~ 50 409 139(33. 99) 80(19. 56) 120(43. 10)

摇 51 ~ 69 279 2(1. 00) 46(11. 25) 74(26. 52)

摇 字2 — 6. 54 110. 68 68. 23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学历

摇 文盲 189 76(40. 21) 77(40. 74) 48(25. 40)

摇 小学 176 64(36. 36) 58(32. 95) 34(19. 32)

摇 初中 194 61(31. 44) 46(23. 71) 24(12. 37)

摇 高中 150 16(10. 67) 18(12. 00) 10(6. 67)

摇 大学及以上 180 10(5. 56) 7(3. 89) 6(3. 33)

摇 摇 字2 — 32. 45 90. 37 49. 43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2. 5摇 居民获取健康知识途径及希望获取的健康知

识摇 对于目前获取健康知识的途径,选择电视的

566 人(63. 67% ),其次是网络 397 人(44. 66% ),
咨询医生 349 人 ( 39. 26% ), 报刊杂志 192 人

(21. 60% ),而选择健康知识讲座的最少,只有 143
人(16. 09% )。 调查对象中,希望获取的健康知识

是常见病的预防 632 人(71. 09% ),常见病的治疗

561 人(63. 10% ),急性病发作的应急处理 482 人

(54. 22% ),常见病的症状 442 人(49. 72% )。

3摇 讨论

摇 摇 调查发现,部分农村居民平时忽视个人健康状

况,56. 36%的居民从未进行过健康体检,对于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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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慢性病的处理,部分人会选择自己买药治疗或者

不严重不治疗的方案,表明蚌埠市农村居民缺乏自

我保健意识,对健康教育相关知识知晓率不高,导致

疾病发生,家庭医疗负担增加,出现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现象。 研究[2]表明,通过健康教育可以提高居

民的健康意识,减少疾病的发生,降低医疗费用的支

出。 但开展健康教育,往往是公益性的,所以政府组

织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保障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健

康教育活动,另外还要支持一些科研机构开发有关

健康教育的素材。
本研究中居民获取健康知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

电视和网络,通过这种途径获取的知识往往需要甄

别、摘选,但大多数人由于学历受限或不具备医学专

业知识,甄别、摘选信息比较困难。 因此相关机构在

开展健康教育的同时,要注意培养居民的健康信息

评价能力,即受教育者能够对健康信息的质量、真假

正确辨别,从而获取真正符合自身需要的健康信息。
调查中还发现不同人群希望获取健康知识的内容是

不同的,要求我们根据居民对健康知识需求的不同,
针对不同的人群,选择适宜的、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内容。
慢性病患病率可作为居民健康状况及卫生服务

需求的指标,本次调查显示蚌埠市农村居民慢性病

患病率居前三位的依次是胃肠炎、高血压、风湿病,
与文献[3]报道略有不同。 本文结果还显示,女性胃

肠炎患病率高于男性。 研究[4 - 5] 表明,胃肠炎的发

生与心理因素有关,情绪变化会导致胃肠功能的改

变,女性较男性心理防御能力差,情绪易波动,所以

女性胃肠炎的发生高于男性。 胃肠炎、高血压、风湿

病患病率的年龄分布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率

增高,与何利平等[6 - 7] 的研究结果一致。 不同年龄

组的胃肠炎、高血压、风湿病患病率不同可能是由疾

病的病因病理、发病机制、发展趋势决定的[8],另外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器官功能不断衰退,生理功

能下降,防御功能不足,患病概率也会增加。 不同学

历居民的胃肠炎、高血压、风湿病患病率不同,文化

程度越高,患病率越低,可能是由于文化程度高的居

民自我保健意识较好且生活水平较高[9 - 10]。 调研

访谈中,许多居民表示,当地慢性病的发生多与当地

的环境卫生、生活方式等因素相关,需要引起重视,
进一步研究。

我国慢性病患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威胁了居民

的健康,并具有“患病人数多、病程长、服务需求大冶
等特点[11]。 对于常见慢性病一半及以上居民会首

选基层医疗机构就医,只有在慢性病急性加重或慢

性病持续控制不佳时才会选择县级或以上医院,表
明蚌埠市农村地区的慢性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较

大,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对农村居民的健康保障发

挥着主力军的作用[12]。 当地政府组织应重视慢性

病的防控,特别是要重视基层医疗机构对慢性病的

教育、诊治、管理的作用。 何权瀛[13] 报道慢性病的

防控重点在基层,慢性病防控工作要靠全科医生。
但目前我国农村基层医疗队伍的质量和数量远不能

满足农村居民的健康需求,因此国家要重视和完善

基层医疗人才的培养[14],如继续实施订单定向免费

医学生培养政策,既能解决基层卫生人才的短缺,又
能提高基层医疗卫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但要注意对基层定向人员,在政策上及经济上要有

所倾斜,便于留住人才。 另外要重视加强对农村基

层医疗队伍的培训,以提高农村基层队伍的整体医

疗服务水平[15],满足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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