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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大众意见领袖(ｐｏｐｕｌａ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ꎬ ＰＯＬ)干预应用于艾滋病高危青年学

生群体的可行性ꎬ为高校开展艾滋病 ＰＯＬ 干预提供参考ꎮ 方法　 ２０１７ 年 ５—１０ 月ꎬ对从西安市前期调查的艾滋病青年高

危学生中征集的 ９ 名潜在 ＰＯＬ 实施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干预实验ꎬ在干预前、干预后 １ 个月、干预后 ３ 个月采取统一的问

卷调查ꎬ评价干预效果ꎮ 结果　 干预前后ꎬＰＯＬ 的同伴地位和心理社会能力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０.３４ꎬ
０.４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中坚持使用效能维度在干预前、干预后 １ 个月、干预后 ３ 个月的得分分别为

(１０.５６±１.８８)(１１.１１±２.２１)(１２.８９±２.０９)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６.８４ꎬＰ<０.０５)ꎮ 干预前后艾滋病相关知识和行为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ＰＯＬ 开展 ３ 个月共计宣传覆盖 ２１６ 人次ꎬ相较于干预前(１０８ 人次)宣传行为有所增强ꎬ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 ０.３１)ꎮ ＰＯＬ 干预的可行性分析结果显示ꎬ８ 名 ＰＯＬ 认为非常有用ꎮ 结论　 对艾滋病高危青年学生开展以生活技

能为基础的 ＰＯＬ 干预模式覆盖面较广、接受度较好ꎬ在坚持使用安全套效能方面有较好效果ꎬ其他方面的效果仍需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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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２０１７ 年底ꎬ我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ꎬ ＨＩＶ ) 感染者 / ( ａｃ￣
ｑｕｉ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ＡＩＤＳ ) 病 人

７５８ ６１０例ꎬ报告死亡 ２３９ ２８９ 例[１] ꎮ 我国艾滋病病毒

传播途径已由 ２００５ 年的注射毒品、血液传播、异性性

传播转变为异性性传播、同性性传播和注射毒品[２] 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中国 １５ ~ ２４ 岁的学生 ＨＩＶ 感染者人数

年均增长率达 ３５％ꎬ其中 ６５％的感染发生在 １８ ~ ２２ 岁

期间ꎬ９６％为通过性传播感染ꎬ尤其是男男同性性行

为[３] ꎮ 近年来我国针对高危人群开展一系列 ＡＩＤＳ 知

识的宣传及干预ꎬ其中基于社交网络的大众意见领袖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ꎬ ＰＯＬ)干预方法效果较好ꎬ能
够显著降低高危人群的无保护性行为ꎬ提高安全套坚

持使用率ꎬ减少针对 ＨＩＶ 的污名[４－５] ꎮ 本研究将 ＰＯＬ
干预模式应用于艾滋病高危青年学生群体ꎬ进行初步

预实验ꎬ探究以生活技能教育为基础的 ＰＯＬ 干预的可

行性ꎬ为高校开展 ＰＯＬ 干预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５—１０ 月ꎬ采用志愿者征集法ꎬ

７２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从前期通过陕西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玛丽斯特普

西安你我健康服务中心和西安市第八医院等相关单

位招募并调查的 １２５ 名艾滋病高危青年学生中ꎬ征集

愿意参加 ＰＯＬ 培训并在日常生活中与同伴或性伴宣

传艾滋病预防的潜在 ＰＯＬꎮ 前期调查高危青年学生

的界定:(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之后确诊的 ＨＩＶ 感染者ꎬ且
确诊时为中学或高等院校在读学生ꎻ或近 １ 年发生过

高危行为的青年学生(发生过无保护性行为ꎻ有多个

性伴ꎻ与他人共用过注射器吸毒ꎻ发生过性交易行为ꎻ
患有其他性病)ꎮ (２)无精神疾病ꎬ能独立回答问题ꎮ
(３)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根据早期尝试者的比例确定 ＰＯＬ 数量 ＝ 研究对

象总体(网络全体成员) ×１３.５％ꎬ即需要 １７ 名 ＰＯＬꎮ
鉴于本研究为 ＰＯＬ 干预模式的初步探索且征集条件

较为严格ꎬ因此共征集符合条件的 ９ 名 ＰＯＬ 完成实

验ꎬ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３—２３ 日进行干预ꎮ ＰＯＬ 干预者

中ꎬ男生 ８ 名ꎬ女生 １ 名ꎻ平均年龄(２１.２２±１.３９)岁ꎮ ５
名学生来自陕西ꎬ其余 ４ 名来自其他省市ꎮ ２ 名学生

每月花费在 １ ０００ 元以下ꎬ５ 名学生在 １ ０００ ~ ２ ０００
元ꎮ ９ 名学生均为 ＨＩＶ 阴性ꎮ
１.２　 方法　 测量主要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同伴地位、
心理社会能力、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艾滋病相关知

识和 ＨＩＶ 相关行为等ꎮ 同伴地位采取目前广泛使用

的自我报告法意见领袖量表———Ｆｌｙｎｎ 量表[６] ꎬ以“危

险行为对 ＨＩＶ 感染的影响”为依据ꎬ通过 ６ 个条目(７
级量表)自我报告结果ꎬ评估其是否具有受到尊重、值
得信赖、在同伴中具有影响力(改变他人的观点、态
度、行为等能力)、建议会被同伴认真听取等特征ꎮ 总

量表分数越高ꎬ表明同伴地位越高ꎮ 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６６ꎮ 心理社会能力采用课题组前期编制的

«校内青少年生活技能量表(修订版)» [７] ꎬ该量表共

２１ 个条目ꎬ包含思维能力、自我认知能力、有效交流－
人际关系能力、调节情绪－应对压力能力和同理能力 ５
个维度ꎮ 量表(５ 级量表)由 １１ 道正向题和 １０ 道反向

题组成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ꎬ信、效度良好ꎮ 总量

表分数越高ꎬ表明心理社会能力越好ꎮ 安全套使用自

我效能采用 Ｈａｎｎａ[８] 编制的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量

表ꎬ该量表包含 １４ 个条目(５ 级量表)ꎬ分为坚持使用

自我效能、正确使用自我效能和协商使用自我效能 ３
个维度ꎮ 该量表的整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在 ０.８５ 以上ꎬ
信、效度良好ꎮ 总量表分数越高ꎬ表明安全套使用自

我效能越高ꎮ 采用来源于«中国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

估框架(试行)» [９]中提出的大众人群艾滋病基本知识

(简称“国八条”)和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

于印发艾滋病宣传教育核心知识与艾滋病知识知晓

率问卷的通知» [１０] 中的青年学生艾滋病核心知识(简

称“青八条”)评价 ＰＯＬ 的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ꎮ
通过 ＰＯＬ 最近 ３ 个月的男性 / 女性固定性伴数、男性 /

女性临时性伴数、男性 / 女性商业性伴数ꎬ以及安全套

使用情况评价 ＨＩＶ 相关行为ꎮ
在干预前、干预后 １ 个月、干预后 ３ 个月分别对干

预对象进行相同内容的问卷调查ꎮ 问卷采用匿名自

填方式ꎬ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控制问卷质量ꎮ 本研

究严格遵守医学研究中的一般伦理学原则ꎬ并通过北

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ꎬ在获得研究

对象知情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干预和问卷调查ꎮ
１.３　 干预方法与内容

１.３.１　 ＰＯＬ 培训手册的开发　 紧密结合 ＰＯＬ 在网络

子群中的关键作用和实际同伴地位ꎬ依据创新扩散和

生活技能教育理论ꎬ探讨对 ＰＯＬ 同伴地位ꎬ以及对

ＰＯＬ 的 ＨＩＶ 相关知识、态度和技能的影响ꎮ 突破既往

对大学生单纯 ＨＩＶ 信息传播为主的单一模式局限ꎬ以
提升同伴地位、增强传播信息和行为示范影响力为手

段ꎬ以扩大 ＰＯＬ 对网络同伴影响效果为目标ꎬ进行

ＰＯＬ 培训手册的开发ꎮ
ＰＯＬ 培训手册主要包括培训流程、培训目标、培

训内容、培训考核 ４ 个部分内容ꎮ 参考李军等[１１－１４] 在

同伴教育方面提高艾滋病相关认知以及同伴交流技

巧方面的经验ꎬ将培训内容重点聚焦在如何让 ＰＯＬ 获

得生活技能培训ꎬ提高心理社会能力、同伴地位及创

新扩散的同伴影响力ꎬ设计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预防

艾滋病培训课程教案ꎬ体现 １０ 个技能要素在预防艾滋

病中的具体应用ꎮ 具体培训内容包括生活技能、艾滋

病的流行和趋势、艾滋病核心知识、促进安全性行为、
正确使用安全套、有效的交流和协商技巧、寻求检测、
正确求医、志愿服务以及宣传技巧ꎬ指导 ＰＯＬ 如何通

过虚拟网络和面对面方式进行相关艾滋病知识的传

播等ꎮ
本研究设计的 ＰＯＬ 干预手册的主题和内容如下:

活动一为促进安全性行为ꎬ包括开场互动ꎬ相互认识ꎬ
解释培训目的和安排ꎻ共同制定培训纪律、提出活动

口号ꎻ介绍艾滋病流行形势和防治政策ꎬ引发讨论ꎻ知
识问答(艾滋病性病基本知识)ꎻ危险地带(识别危险

性行为)ꎻ安全套正确使用练习ꎻ角色扮演(自愿咨询

检测及正确求医行为)ꎻ小结并布置宣传作业ꎮ 活动

二为预防不安全性行为ꎬ包括交流作业并复习培训要

点ꎻ换水游戏(艾滋病传播特点)ꎻ交流个人不安全性

行为的经历ꎻ案例分析(不安全性行为)ꎻ主题讨论(不

安全性行为)ꎻ小结并布置宣传作业ꎮ 活动三为有效

交流的技巧ꎬ包括交流作业并复习培训要点ꎻ同意活

动(１)请举手(安全性行为)ꎬ角色扮演示范(打开话题

的技巧)ꎬ角色扮演练习(打开话题的技巧)ꎬ角色扮演

示范(有效交流的技巧)ꎬ角色扮演练习(有效交流的

技巧)ꎻ分发宣传标志、学习利用标志宣传ꎻ活动(２)行

动胜于语言ꎬ小结并布置宣传作业ꎮ 活动四为帮助

ＰＯＬ 克服困难ꎬ包括交流作业并复习培训要点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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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讨论宣传员遇到的困难和问题ꎬ角色扮演示范(解

决问题的有效策略)ꎬ角色扮演练习(对遇有困难的朋

友提供建议)ꎬ小结及结束仪式ꎮ
１.３.２　 培训流程　 根据 ＰＯＬ 培训手册进行培训ꎬ每期

ＰＯＬ 培训活动为 ４ 次ꎬ每次培训活动间隔 １ 周ꎬ每次培

训活动时间为 ９０ ｍｉｎ 左右ꎮ 本研究对研究设计、调查

干预实施、资料处理等各阶段全程进行质量控制ꎮ
１.４　 数据处理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

析ꎮ 采用均数±标准差对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进

行统计描述ꎬ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对不符合正

态分布的定量资料进行统计描述ꎬ采用绝对数对定性

资料进行统计学描述ꎮ 采用配对 ｔ 检验分析干预前后

ＰＯＬ 的艾滋病知识得分情况、知识行为特征比较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 确切概率法ꎬ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

较干预前后 ＰＯＬ 的同伴地位、心理社会能力、安全套

使用自我效能、ＰＯＬ 宣传行为的差异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ＰＯＬ 的同伴地位及心理社会能力　 ＰＯＬ 的同伴

地位得分干预前、干预后 １ 个月、干预后 ３ 个月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ꎻＰＯＬ 生活技能量表干预前、干预 １ 个月、
干预 ３ 个月后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调查时间 ＰＯＬ 同伴地位及心理社会能力得分比较(ｘ±ｓꎬｎ ＝ ９)

调查时间 同伴地位 心理社会能力 思维能力 自我认知能力
有效交流—人

际关系能力

调节情绪—
应对压力能力

同理能力

干预前 ３１.００±７.７０ ８０.５６±９.０３ １９.６７±２.５５ １７.６７±２.２９ １８.８９±３.１４ １２.１１±１.４５ １２.２２±２.４４
干预后 １ 个月 ３２.３３±５.７７ ８２.６７±８.１７ ２０.６７±２.９２ １８.２２±２.４４ １９.６７±３.２８ １１.８９±２.０９ １２.２２±２.１７
干预后 ３ 个月 ３２.５６±５.１０ ８０.２２±７.５５ １９.８９±３.０６ １６.５６±１.８１ １９.３３±３.１６ １２.００±１.８０ １２.４４±２.０７
Ｆ 值 ０.３４ ０.４５ ０.６６ １.６８ ０.２３ ０.０４ ０.１５
Ｐ 值 ０.７２ ０.６４ ０.５３ ０.２２ ０.８０ ０.９７ ０.８６

２.２　 ＰＯＬ 的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　 如表 ２ 所示ꎬ安全

套使用自我效能在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坚

持使用效能在干预前、干预后 １ 个月、干预后 ３ 个月的

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表 ２　 不同调查时间 ＰＯＬ 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得分比较(ｘ±ｓꎬｎ ＝ ９)

调查时间
安全套使

用自我效能
坚持使用 正确使用 协商使用

干预前 ５６.２２±９.７３ １０.５６±１.８８ ２４.３３±４.９５ ２１.３３±３.５０
干预后 １ 个月 ５７.２２±１０.１３ １１.１１±２.２１ ２４.３３±５.７５ ２１.７８±２.９１
干预后 ３ 个月 ６１.２２±８.９１ １２.８９±２.０９ ２６.００±４.３３ ２２.３３±３.１２
Ｆ 值 １.６９ ６.８４ ０.６７ ０.５６
Ｐ 值 ０.２３ ０.０１ ０.４６ ０.５０

２.３　 ＰＯＬ 的艾滋病相关知识和行为　 ＰＯＬ 干预前后

“国八条” 和“青八条” 知晓率均为 １００％ꎮ 干预后ꎬ
ＰＯＬ 与固定性伴和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时ꎬ安全套的

使用率有所上升ꎬ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ＰＯＬ 宣传行为分析　 干预前 ９ 名 ＰＯＬ 最近 ３ 个
月与同伴 / 朋友提及艾滋病相关话题人次数的 Ｍ(Ｐ２５ꎬ
Ｐ７５ )为 １０８(１０８ꎬ２１６)人次ꎬ干预 ３ 个月后为 ２１６(１０８ꎬ
２７０)人次ꎮ ＰＯＬ 在干预前后ꎬ与同伴 / 朋友提及艾滋

病相关话题的频率有所增加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３１)ꎮ
２.５　 ＰＯＬ 干预可行性分析　 ９ 名 ＰＯＬ 均认为 ＰＯＬ 干

预对个人预防 ＨＩＶ 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转变有用ꎬ其
中 ８ 名认为非常有用ꎮ ５ 名 ＰＯＬ 认为针对 ＨＩＶ 预防

的 ＰＯＬ 干预活动非常全面ꎮ ６ 名 ＰＯＬ 能够接受 ＰＯＬ
干预的活动方式ꎬ其余 ３ 名较能接受ꎮ ８ 人 ＰＯＬ 认为ꎬ
每次活动的时间长短合适ꎬ且干预频次合适ꎮ

表 ３　 ＰＯＬ 干预前和干预后 ３ 个月性行为报告人数(ｎ ＝ ９)

性行为特征 干预前
干预后

３ 个月
Ｐ 值

男性固定性伴数 / 个
　 ０ ４ ２ ０.４１
　 １ ２ ５
　 ２~ ３ ２ ２
　 ≥４ １ ０
与男性固定性伴发生性行为时ꎬ是否每次都使用安全套
　 是 １ ６ ０.０７
　 否 ４ １
男性临时性伴数 / 个
　 ０ ２ ５ ０.３７
　 １ ５ ２
　 ２~ ３ １ ２
　 ≥４ １ ０
与男性临时性伴发生性行为时ꎬ是否每次都使用安全套
　 是 ５ ３ １.００
　 否 ２ １

３　 讨论

３.１　 ＰＯＬ 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较高ꎬ坚持使用维度显

著提高　 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是一个人对自己使用

安全套能力的自信心ꎬ 会影响个人对安全套的使

用[１５] ꎮ 与自我效能低的同龄人相比ꎬ自我效能感高的

青少年在目标规划和行动启动上会展现出更多的意

向行为[１６] ꎮ 有研究发现ꎬ高水平的安全套使用自我效

能与青少年更安全的性行为呈正相关[１７] ꎮ 本研究发

现ꎬＰＯＬ 干预后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得分不断上升ꎬ
其中干预前后坚持使用效能维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说明基于生活技能教育的 ＰＯＬ 干预能够有效提升

ＰＯＬ 的安全套使用态度及自我效能ꎮ 有研究发现ꎬ个
体在较小的时候就开始形成对安全套的态度ꎬ该时间

甚至早于个人的初次性行为ꎬ因此ꎬ所有对青少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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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后果有帮助的努力都是必须的ꎬ包括与青少年讨

论使用安全套的好处[１８] ꎮ Ｌｉ 等[１９] 研究发现ꎬ自我效

能是同伴规范和安全套使用的中间变量ꎬ同伴规范可

以通过个人的自我效能ꎬ增加安全套的使用ꎮ 提示在

今后的 ＰＯＬ 干预活动中ꎬ应不断宣传安全性行为以及

安全套的使用ꎬ从而改变目前危险性行为的同伴规

范ꎬ建立新的安全性行为的规范ꎬ促进高危人群安全

套使用自我效能的提高ꎬ进而提高安全套使用率ꎮ
３.２　 ＰＯＬ 的心理社会能力整体较好ꎬ但干预前后未见

显著提升　 本研究发现ꎬＰＯＬ 干预前后心理社会能力

得分高于黄亚阳等[７]制定的«校内青少年生活技能评

价量表»常模平均分(７４.４２±１１.８１)分ꎬ说明 ＰＯＬ 的心

理社会能力较好ꎮ 李晴雨等[２０]研究发现ꎬ学生心理社

会能力水平与个人健康状况、生活满意度、心理状态、
学习成绩等多项因素有关ꎮ ＰＯＬ 的同伴地位虽然干

预前后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但存在上升趋势ꎮ 分

析 ＰＯＬ 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可能为:(１) ＰＯＬ 的征集

工作开展较为困难ꎬ一些学生由于担心身份暴露等不

愿意参加ꎬ因此征集的样本较少ꎬ可能导致干预结果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２)干预 ３ 个月后正值学生秋季

学期末ꎬ多名学生表示进入课程考试期或求职阶段ꎬ
学习压力和找工作压力较大ꎬ可能影响个人心理状态

及对于自身能力的评价ꎮ 因此ꎬ针对此现象ꎬ未来的

ＰＯＬ 干预中还需多关注 ＰＯＬ 的心理状态和生活ꎬ加强

与 ＰＯＬ 的交流和引导ꎬ 帮助 ＰＯＬ 调节情绪ꎬ 释放

压力ꎮ
３.３　 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 ＰＯＬ 干预有一定可行性　
经检验ꎬ本干预模式的防艾宣传覆盖面广ꎬ有助于转

变 ＰＯＬ 的防艾知信行ꎮ 共设计 ４ 节课程ꎬ每次干预活

动后ꎬＰＯＬ 向身边同伴及性伴进行宣传ꎬ干预 ３ 个月

后ꎬ宣传 ２１６ 人次ꎬ影响力较好ꎬ但干预前后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ꎬ进一步的研究有待进行ꎮ 本研究结果表

明ꎬ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 ＰＯＬ 干预得到了 ＰＯＬ 的认

可ꎮ ８ 名 ＰＯＬ 认为干预每次活动时间长短合适ꎬ对于

个人预防 ＨＩＶ 知识的提高、态度和行为的转变非常有

用ꎮ 超过一半的 ＰＯＬ 认为针对 ＨＩＶ 预防的干预活动

非常全面ꎮ 有 ＰＯＬ 表示在活动中了解不同人对于防

艾的看法ꎬ还有人表示对于艾滋病的认识比较零散ꎬ
这次的防艾干预内容很全面ꎬ让自己整体了解了防艾

的相关信息ꎬ并且纠正了一些错误观点ꎬ明确了高危

行为的范围ꎮ ６ 名 ＰＯＬ 表示能够接受干预活动方式ꎮ
本次实验表明ꎬ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 ＰＯＬ 干预模

式对艾滋病高危青年学生的覆盖面较广ꎬ干预方式接

受度较好ꎬ且可能有益于促进安全套的坚持使用能

力ꎬ但在提升 ＰＯＬ 的同伴地位、心理社会能力等的干

预效果方面仍需进一步验证与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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