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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评价某市青年学生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 ＭＳＭ)中大众意见领袖(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ꎬ ＰＯＬ)的艾滋病预防与领导力干预即刻效果ꎬ为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提供参考ꎮ 方法　 ２０１８ 年 ５—６ 月ꎬ采
取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参与式方式ꎬ对招募的某市 ５４ 名青年学生 ＭＳＭ 中的 ＰＯＬ 进行艾滋病预防、领导力的干预ꎬ并于干

预前、后采取统一的问卷评价干预效果ꎮ 结果　 干预后ꎬ艾滋病预防能力部分ꎬ信息方面得分由(３６.３０±７.３０)分提高到

(４２.０９±３.４３)分(Ｐ<０.０１)ꎻ动机方面ꎬ安全套使用经验与态度得分由(５.４３±１.１９)分提高到(５.８３±１.２４)分(Ｐ<０.０５)ꎻ行为

技巧方面ꎬ安全套使用技巧得分由(４.３０±１.０４)分提高到(４.８５±０.５３)分ꎬ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得分由(５５.８５±１２.４０)分提高

到(６１.４８±８.０１)分ꎬ自主 ＨＩＶ 检测能力得分由(４.１１±１.０９)分提高到(４.６５±０.５２)分ꎬ性行为前避免饮酒的能力得分由(３.７４
±１.１９)分提高到(４.１３±０.９１)分ꎬ患病后正确求医的能力得分由(９.３３±１.３２)分提高到(９.６９±０.７７)分(Ｐ 值均<０.０５)ꎮ 领导

力部分ꎬ同伴地位得分从(２６.９６±５.５５)分提高到( ２９.８１± ６.６８)分ꎬ主动交流能力得分从( ２１.３５± ５.７６)分提高到( ２４.４３±
４.１７)分(Ｐ 值均<０.０１)ꎻ干预前后心理社会能力得分分别为(７７.９６±１３.４２) (８０.８９±１２.４２)分(Ｐ<０.０５)ꎮ 结论　 以信息—
动机—行为技巧模型为指导ꎬ生活技能为基础的干预对提高 ＰＯＬ 的艾滋病预防能力和领导力有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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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大学生 ＨＩＶ 感染者社交网络传播特征及大众意见领袖

(ｐｏｌ)防控模式研究项目(８１６７３２４５)ꎮ
【作者简介】 　 张文静(１９９３－　 )ꎬ女ꎬ河北省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青少年生长发育及影响因素研究ꎮ
【通讯作者】 　 马迎华ꎬＥ￣ｍａｉｌ:ｙｉｎｇｈｕａｍａ＠ ｂｊｍ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５.０１３

　 　 目前ꎬ我国青年学生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 ＭＳＭ)的艾滋病感染率呈现上

升趋势ꎬ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ꎬ ＨＩＶ) 感染率从 ２００３—２００６ 年的 ３. ０％增长到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８％[１] ꎮ 青年学生 ＭＳＭ 存在性伴

多且不固定、安全套使用率低、性交方式多样等特

征[２] ꎮ 大众意见领袖(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ꎬＰＯＬ)介

导的同伴教育在预防艾滋病中呈现较好的效果[３－４] ꎬ
ＰＯＬ 作为同伴宣传员ꎬ一方面需要具有较广阔的知识

７８６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４０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５



面和行为角色典范等特质[５] ꎬ即预防艾滋病的能力ꎻ
另一方面其领导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ꎮ 本研究在信

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ｍｏｄｅｌꎬＩＭＢ)的指导下ꎬ以生活技能为基

础对某市 ＭＳＭ 中招募和筛选的 ５４ 名 ＰＯＬ 实施干预

和调查ꎬ并对效果进行评价ꎬ为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

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３—４ 月ꎬ在参加某市 ２０１７ 年 ４—
１２ 月基线调查以及自行检测的青年学生 ＭＳＭ 中招募

和筛选 ＰＯＬꎬ招募方法包括非政府组织成员提名法、
滚雪球法、自我推荐法等ꎮ 参与某市基线调查及自行

检测的青年学生 ＭＳＭ 约 ２００ 人ꎮ 根据早期尝试者的

比例确定大众意见领袖( ＰＯＬ) 数量 ＝ 研究对象总体

(网络全体成员) ×１３.５％ꎮ 为达到理想的网络干预覆

盖面和效果ꎬ考虑到目前的研究对象社交网络特征ꎬ
按研究对象总体的 ２５％计算ꎬ即需要(２００ × ２５％ ＝ ５０
人)ꎮ 共干预 ５４ 名青年学生男男性行为者ꎬ其中第 １
期 ２１ 名ꎬ第 ２ 期 ２１ 名ꎬ第 ３ 期 １２ 名ꎻ平均年龄(２０.６３
±１.６９)岁ꎻ５２ 名(９６.３％)为汉族ꎬ２ 名(３.７％)为其他

民族ꎻ上大学之前生活在省会市的 １８ 名(３３.３％)ꎬ生
活在 地 级 市 和 县 城 ( 含 县 级 市 ) 的 均 为 １４ 名

(２５.９％)ꎬ生活在乡镇和农村的分别为 ２ 名(３.７％)、６
名(１１. １％)ꎻ ３９ 名 ( ７２. ２％) 为本科生ꎬ大专生 ８ 名

(１４.８％)ꎬ其余为高中及以下和硕士生ꎬ分别为 ２ 名

(３.７％)、５ 名(９.３％)ꎻ５４ 名均为未婚ꎮ 干预中有 １ 人

失访ꎬ在研究设计的允许范围内ꎮ
１.２　 方法　 在干预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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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统一培训

的调查员对问卷质量进行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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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ꎬ在获得研究对象知情同意的基础

上进行问卷调查ꎮ
艾滋病预防的干预效果通过艾滋病预防的相关

信息、动机、行为技巧进行测量ꎮ 艾滋病预防的信息

包含传播信息、预防信息、相关政策和其他相关知识 ４
个维度ꎬ４６ 个条目ꎬ均为是非判断题ꎮ 其中传播信息

１７ 个ꎬ预防信息 ７ 个ꎬ相关政策 ５ 个ꎬ其他相关知识 １７
个ꎮ 回答正确得 １ 分ꎬ回答错误或不知道得 ０ 分ꎬ满分

４６ 分ꎮ 总分越高ꎬ代表对艾滋病信息的了解程度越

高ꎮ 艾滋病预防的动机包括严重性认知、易感性认

知、安全套使用经验与态度、对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认

知、对性行为的态度 ５ 个维度ꎮ 总分越高ꎬ代表对艾滋

病预防的动机越强ꎮ 艾滋病预防的行为技巧包括安

全套使用技巧、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自主 ＨＩＶ 检测

能力、性行为前避免饮酒的能力、患病后正确求医的

能力 ５ 个维度ꎮ 总分越高ꎬ代表对艾滋病预防的行为

技巧越高ꎮ 其中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采用 Ｈａｎｎａ[６] 编

制的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量表ꎬ分为“正确使用安全

套”“坚持使用安全套” “协商使用安全套” ３ 个维度ꎮ
该量表的整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在 ０. ８５ 以上ꎬ信度

良好ꎮ
领导力的干预效果通过同伴地位量表、主动交流

量表和心理社会能力量表进行测量ꎮ 同伴地位测量

使用 Ｆｌｙｎｎ 量表[７] ꎬ包含 ６ 个条目ꎬ内容包括是否受到

尊重、是否值得信赖、在同伴中具有影响力如何、同伴

是否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等特征ꎮ 总分越高ꎬ代表同

伴地位越高ꎮ 主动交流量表包含 ４ 个条目ꎬ测量个体

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宣传和倡导同伴采取安全性行为

的能力ꎮ 总分越高ꎬ代表主动交流能力越强ꎮ 心理社

会能力量表采用课题组前期编制的 « 生活技能量

表» [８] ꎬ评价核心能力水平ꎮ 量表共包括思维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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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维度共 ２１ 个条目ꎮ 总

分越高ꎬ代表心理社会能力越强ꎮ 测量工具的总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１ꎮ
１.３　 干预方法与内容　 ２０１８ 年 ５—６ 月ꎬ采取以生活

技能为基础的参与式方式ꎬ对招募的 ＰＯＬ 进行干预ꎮ
采用课题组前期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编制的«大众意见

领袖培训手册»作为指导工具ꎬ通过将生活技能培训

与预防艾滋病教育相结合ꎬ使干预对象了解艾滋病相

关知识ꎬ树立正向态度ꎬ学习自我保护的技能ꎮ 同时ꎬ
通过生活技能培训ꎬ增强其同伴地位和心理社会能

力ꎬ提升干预对象的领导力ꎬ从而使更多的人受益ꎮ
为保证干预效果ꎬ每次干预人数不超过 ２０ 人ꎮ 本次干

预共分 ３ 期ꎬ每期 ４ 次培训ꎬ每次培训 ９０ ｍｉｎꎬ干预内

容包括促进安全性行为、预防不安全性行为、有效交

流的技巧、帮助大众意见领袖克服困难 ４ 个单元ꎮ 干

预采取角色扮演、游戏、提问与互动、积极鼓励等形式

进行ꎮ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对数

据进行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包进行数据转入和

分析ꎮ 统计描述用 ｘ±ｓ 或者频数和百分率表示ꎬ统计

推断采用配对 ｔ 检验或 ＭｃＮｅｍａｒ 检验ꎬ双侧检验水准

为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艾滋病预防信息　 干预前后的艾滋病预防相关

信息总分分别为(３６.３０±７.３０) (４２.０９±３.４３)分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６.５２ꎬ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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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干预前后 ＭＳＭ 学生艾滋病预防相关信息得分比较(ｘ±ｓꎬｎ ＝ ５４)

干预前后 传播信息 预防信息 相关政策 其他相关知识
干预前 １４.８３±３.２０ ４.８５±１.４９ ３.５７±１.６７ １３.０４±３.１７
干预后 １６.３１±１.３０ ５.８９±１.３７ ４.７２±１.０４ １５.１７±１.６６
ｔ 值 －３.６３ －３.８９ －５.１４ －５.１４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在具体的艾滋病预防相关信息中ꎬ在非艾滋病传

播途径方面ꎬ干预后的正确率有了明显提高ꎬ如“共用

餐具、炊具ꎬ共同进餐” “共用毛巾、衣物” “共用剃须

刀” “ 蚊虫叮咬”ꎬ分别从干预前的 ７９. ６％ꎬ ７０. ４％ꎬ
８７.０％ꎬ７４.１％提高到 ９８.１％ꎬ８５.２％ꎬ９８.１％ꎬ９２.６％ꎬ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非艾滋病预防途

径方面ꎬ干预后的正确率也有所提高ꎬ如“与看起来干

净、健康的人发生性关系”“口交时不吞下精液”“不戴

套性行为时ꎬ进行体外射精”ꎬ分别从 ７９.６％ꎬ５０.０％ꎬ
７０.４％提高到 ９６.３％ꎬ７０.４％ꎬ８５.２％ꎬ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针对艾滋病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也有明显提高ꎬ

如“免费抗病毒治疗”“免费母婴阻断”“艾滋病病人的

孤儿免费上学”“积极扶持艾滋病病人开展生产活动”
的正答率分别从干预前的 ７９. ６％ꎬ ７０. ４％ꎬ ５５. ６％ꎬ
６３.０％上升到 ９６.３％ꎬ９４.４％ꎬ９２.６％ꎬ９４.４％ꎬ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艾滋病的其他知识中ꎬ
“至今已经研制出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的疫苗”“目前

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流行呈快速增长趋势ꎬ主要传

播方式为男性同性性行为ꎬ其次为异性性行为” “使用

新型毒品会增加感染 ＨＩＶ 的风险” “ＨＩＶ 感染者的结

婚 / 就业 / 入学等权益受我国法律保护” “感染了艾滋

病病毒后很快出现严重的症状”“根据一个人性行为 １
周后的血液检测结果可以判断其是否感染了 ＨＩＶ”
“处于‘窗口期’的人不具有传染性” “处于‘窗口期’
时ꎬ能通过血液检测判断是否感染了 ＨＩＶ” 的正答率

分别从 ６４.８％ꎬ７４.１％ꎬ７７.８％ꎬ７７.８％ꎬ７９.６％ꎬ５５.６％ꎬ
７５.９％ꎬ６３. ０％增长到 ８３. ３％ꎬ９４. ４％ꎬ９８. １％ꎬ９８. １％ꎬ
９２.６％ꎬ７７.８％ꎬ９４.４％ꎬ８８.９％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艾滋病预防动机与技巧　 干预后ꎬ艾滋病预防的

动机方面ꎬ安全套使用经验与态度由(５.４３±１.１９)分提

高至(５.８３±１.２４)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其
他各维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２ꎮ
　 　 干预后ꎬ艾滋病预防的行为技巧方面ꎬ安全套使

用技巧、安全套使用自我效能(正确使用安全套、坚持

使用安全套、协商使用安全套)ꎬ自主 ＨＩＶ 检测能力、
性行为前避免饮酒的能力、患病后正确求医的能力 ５
个维度的得分均有所提升ꎬ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２　 干预前后 ＭＳＭ 学生艾滋病预防相关动机得分比较(ｘ±ｓꎬｎ ＝ ５４)

干预

前后
严重性认知 易感性认知

安全套使用

经验与态度

对健康教育

的重要性认知

对性行为

的态度
干预前 ２０.７８±２.８５ ６.８９±２.５４ ５.４３±１.１９ ２１.６７±５.９８ １７.７６±３.５９
干预后 ２０.８３±３.１３ ６.８９±２.７２ ５.８３±１.２４ ２２.３７±５.１８ １８.７０±４.０２
ｔ 值 －０.１６ ０.００ －２.３９ －０.６７ －１.７９
Ｐ 值 ０.８７ １.００ ０.０２ ０.５１ ０.０８

表 ３　 干预前后 ＭＳＭ 学生艾滋病预防相关行为技巧得分比较(ｘ±ｓꎬｎ ＝ ５４)

干预前后
安全套

使用技巧

安全套使

用自我效能

正确使用

安全套

坚持使用

安全套

协商使用

安全套

自主 ＨＩＶ
检测能力

性行为前避

免饮酒的能力

患病后正确

求医的能力
干预前 ４.３０±１.０４ ５５.８５±１２.４０ ２４.３１±５.４８ １１.１７±２.７７ ２０.３７±４.７０ ４.１１±１.０９ ３.７４±１.１９ ９.３３±１.３２
干预后 ４.８５±０.５３ ６１.４８±８.０１ ２６.４３±３.８２ １２.８７±１.８４ ２２.１９±２.９９ ４.６５±０.５２ ４.１３±０.９１ ９.６９±０.７７
ｔ 值 －４.２３ －４.００ －３.４８ －５.２２ －３.２２ －４.１７ －２.２３ －２.１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４

２.３　 领导力的干预效果　 干预后ꎬ研究对象的同伴地

位由(２６.９６±５.５５)分提高到(２９.８１±６.６８)分ꎬ主动交

流能力由(２１.３５±５.７６)分提高到(２４.４３±４.１７)分ꎬ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ꎻ心理社会能力由

(７７.９６±１３.４２)分提高到(８０.８９±１２.４２)分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其中心理社会能力中的思维能力

维度、同理能力维度均呈现有统计学意义的提升ꎮ 见

表 ４ꎮ

表 ４　 干预前后 ＭＳＭ 学生领导力得分比较(ｘ±ｓꎬｎ ＝ ５４)

干预前后
同伴地位—
Ｆｌｙｎｎ 量表

主动

交流量表

心理社会

能力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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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９６±５.５５ ２１.３５±５.７６ ７７.９６±１３.４２ １９.２６±３.９０ １６.８１±５.１２ １９.０７±４.００ １０.８７±２.８０ １０.９４±２.７７
干预后 ２９.８１±６.６８ ２４.４３±４.１７ ８０.８９±１２.４２ ２０.３５±３.２８ １８.１７±４.８１ １９.２２±４.２５ １１.２２±２.６０ １１.９３±２.２１
ｔ 值 －２.７３ －３.２１ －２.５８ －２.１１ －２.００ －０.２５ －０.８７ －２.６６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８１ ０.３９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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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研究发现ꎬ本次干预有效提高了 ＰＯＬ 艾滋病预防

的信息、行为技巧ꎮ 动机中安全套使用经验与态度ꎬ
行为技巧中各个维度的得分干预后均有所提高ꎮ 既

往研究表明ꎬＩＭＢ 模型理论是在 ＡＩＤＳ 高危行为研究

中应用最广泛的模型之一ꎬ能全面描述各个因素对艾

滋病预防行为的影响以及相互关系[９－１３] ꎬ在多种高危

人群的 ＡＩＤＳ 高危行为干预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１４－１９] ꎮ 该模型包括信息、动机及行为技巧 ３ 个模

块ꎬ将预防行为总结为 ３ 个方面共同变化的结果ꎮ 本

次干预有效提升了其中的信息和行为技巧ꎬ尤其在提

高非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非艾滋病预防途径方面有较

大作用ꎬ对 ＰＯＬ 存在的知识盲点有了较大的补充ꎬ有
效避免了 ＰＯＬ 自认为已采取预防措施ꎬ但实际并未真

正预防的风险发生ꎬ从而更有效地预防艾滋病ꎮ 同

时ꎬ本研究还提高了 ＰＯＬ 对国家政策以及艾滋病的相

关知识ꎬ尤其是对“窗口期”的了解ꎬ有效改变了一些

ＭＳＭ“先检测再无套保安全” 的错误认知ꎮ 因此ꎬ对
ＰＯＬ 在预防艾滋病方面有较大的效果ꎮ 在行为技巧

方面ꎬ提升了 ＰＯＬ 的安全套使用技巧、安全套使用自

我效能、自主 ＨＩＶ 检测能力、性行为前避免饮酒的能

力以及患病后正确求医的能力ꎬ有效提升了预防艾滋

病的技能ꎮ
动机方面得分中ꎬ安全套使用经验与态度有所提

升ꎬ提示本次干预可能有利于减轻 ＰＯＬ 在选择使用安

全套方面的阻力ꎮ 严重性认知未提升可能与 ＰＯＬ 基

线得分已较高ꎬ同时在干预过程中了解到艾滋病终生

按时服药可控制病毒载量有关ꎮ 易感性认知未改变

可能与已采取预防措施(使用安全套)、感觉自己不容

易感染 ＨＩＶ 有关[２０] ꎮ 有研究表明ꎬ了解越多有关艾

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措施等知识ꎬ对艾滋病的惧怕程

度和风险认知就会越低[２１] ꎮ 提示在提升 ＰＯＬ 艾滋病

信息的掌握程度时ꎬ不能忽视对严重性认知和易感性

认知的影响ꎬ应采取警示性教育[２２] 或其他方式ꎬ使

ＰＯＬ 全面了解艾滋病ꎮ 对健康教育的重要性认知未

提升也可能与 ＰＯＬ 基线得分已较高有关ꎮ 对性行为

的态度没有影响ꎬ众多研究均证实了青年人性行为倾

向的改善存在很大难度[２３] :一方面由于青年学生处于

性活跃的时期ꎬ生理需求和猎奇心理都会促其对性行

为的渴求ꎻ另一方面ꎬ对艾滋病易感风险的低估也是

ＰＯＬ 对性行为态度改变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提示今后

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时ꎬ应将关口前移ꎬ注重安全性

意识的提升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经过干预ꎬＰＯＬ 的同伴地位得分

有了明显的改善ꎮ 同伴地位能综合反映个体在同伴

关系中被群体所接纳、尊重、喜欢的程度ꎮ 有研究证

明ꎬ同伴地位高者(受同伴欢迎或喜爱)对其他青少年

行为和态度有积极的影响ꎬ包括攻击行为、健康危险

行为的减低和性伴数量的减少[２４] ꎮ 同伴地位高的

ＰＯＬ 在日常闲聊中传播的安全性行为等预防艾滋病

的理念更容易被接纳和接受ꎬ因此能有效提高 ＰＯＬ 进

一步干预普通青年学生 ＭＳＭ 的效果ꎮ
干预后 ＰＯＬ 的主动交流能力也有所提升ꎬ主动交

流能力反映了 ＰＯＬ 在日常生活中能主动向朋友 / 同伴

宣传和倡导安全性行为的总体积极程度ꎮ 有研究发

现ꎬＰＯＬ 的参与程度和推动核心信息传播的强度也会

影响行为干预效果[２５] ꎮ ＰＯＬ 在进一步的干预活动中

表现的越积极ꎬ参与程度越高ꎬ推动程度越强ꎬ最终的

干预效果也越好ꎮ 干预后心理社会能力也有所提升ꎮ
其中思维能力、同理能力维度均有所提升ꎬ提示干预

能改善 ＰＯＬ 思考问题的能力ꎬ在选择安全性行为以及

进一步宣传倡导时更能全面思考问题ꎬ从而更好掌握

预防艾滋病的能力和宣传倡导的技巧ꎮ 提示 ＰＯＬ 可

能更能站在被倡导者的角度思考ꎬ从而能有效提高宣

传效果ꎮ
综上所述ꎬ以 ＩＭＢ 模型为指导、生活技能为基础

对 ＰＯＬ 开展干预活动ꎬ可以提升 ＰＯＬ 艾滋病预防能

力和领导力ꎮ 由于本次干预时间较短或培训内容不

合适ꎬ因此在动机的多个维度未见有统计学意义的提

升ꎬ建议今后进一步延长干预时间、优化干预内容、探
索干预方式ꎬ从而更加全面提升 ＰＯＬ 的能力ꎬ在下一

阶段的宣传倡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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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６８６ 页)
望时ꎬ多数家长会想方设法让孩子多吃一点ꎬ容易采

取不恰当的喂养行为ꎬ无意间引发儿童的饮食行为问

题ꎮ 兰州一项调查结果表明ꎬ家长有不良喂养行为的

儿童更易产生饮食行为问题[１１]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家
长喂养时有不恰当喂养行为及焦虑情绪的儿童不良

饮食行为及各子行为问题的检出率均较高ꎮ
３.３　 儿童饮食行为问题干预对策　 首先ꎬ儿童饮食行

为问题的预防可追溯到婴儿 ６ 月龄内的喂养方式ꎬ而
母乳是最适合婴儿生长发育营养需求的食物来源ꎮ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倡婴儿 ６ 月龄内

应纯母乳喂养ꎬ在辅食添加的基础上可喂至 ２ 岁[１２] ꎮ
在儿童保健工作中应进一步加强母乳喂养的宣传ꎬ提
高 ６ 月龄内婴儿母乳及纯母乳率ꎮ 其次ꎬ应加强妇幼

保健机构儿童营养门诊规范化建设ꎬ提高儿童保健人

员儿童营养知识及技能ꎬ加强对家长婴幼儿喂养技能

的宣传ꎬ提高家长儿童膳食营养知识和喂养技能水

平ꎬ促进婴儿合理食物转换ꎬ锻炼婴儿口腔的咀嚼和

吞咽能力ꎬ减少挑食、偏食等不良饮食行为问题的发

生ꎮ 再者ꎬ通过健康教育ꎬ减少家长自身的饮食行为

问题ꎬ鼓励为儿童营造良好的进食环境ꎬ加强儿童食

育培养ꎬ提高儿童对膳食知识的认知水平及对食物的

兴趣ꎬ从而培养儿童健康的饮食行为习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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