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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利用传统宣传模式和互联网＋模式在学校开展结核病健康教育的效果ꎬ为降低结核病在学校的

传播风险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取保定市主城区初中、高中及大中专院校各 ２ 所ꎬ采用分层随机分组法

分为传统模式教育组和互联网＋模式教育组(包含初中、高中、大中专院校各 １ 所)ꎬ开展 ２ 个月的结核病健康促进干预ꎬ在
干预前及干预后进行问卷调查ꎬ观察健康教育效果ꎬ干预前后分别调查 ２ ８０４ 和 ２ ８２１ 人ꎮ 结果　 干预前传统模式教育组

与互联网＋模式教育组学生结核病防治核心知识总知晓率分别为 ４７.５％和 ４７.８％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０.１９ꎬＰ>０.０５)ꎬ
干预后互联网＋模式教育组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总知晓率为 ９７.８％ꎬ高于传统模式教育组的 ９０.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７１.３０ꎬＰ<０.０５)ꎻ干预前传统模式教育组与互联网＋模式教育组学生正确对待结核病态度行为形成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干预后两组在正向态度和积极行为上ꎬ认为结核病健康教育有必要性分别为 ９３.０％ꎬ８５.１％ꎬ愿意接受

结防核病相关检查分别为 ８８.６％ꎬ８１.５％ꎬ确诊结核病主动向学校报告分别为 ９６.４％ꎬ９０.５％ꎬ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时掩

住口鼻分别为 ９４.３％ꎬ９０.６％ꎬ经常开窗通风分别为 ９８.１％ꎬ９５.７％ꎬ愿意传播防知识分别为 ９８.７％ꎬ９６.４％ꎬ积极预防结核病

分别为 ８６.３％ꎬ７８.２％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互联网＋模式健康教育干预对提高学生肺结核防治知

识效果显著ꎬ优于传统模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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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ꎬ主要研究方向为结核病防治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９.０８.００７

　 　 学校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场所ꎬ容易发生结核病聚

集性疫情ꎮ 学生中结核病的流行不仅给学生的身心

健康造成损害ꎬ还可能引起学生家庭和社会的强烈反

响[１] ꎮ 在学校开展有效的防治结核病健康教育ꎬ可以

使学生充分了解结核病相关知识及国家防治政策ꎬ提
高自我保护意识ꎬ消除恐惧心理ꎬ有利于早期发现结

核病人ꎬ及时控制传染源ꎬ提高治愈率[２－３] ꎮ 有资料显
示ꎬ学生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较低[４－６] ꎮ 本文旨在

探讨利用校园网＋微信群互联网方式开展学校结核病

防治健康教育的效果ꎬ为进一步实施结核病防治健康

教育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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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以班级为

单位ꎬ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保定市主城区初

中、高中及大中专院校各 ２ 所的 ２０１８ 级入学新生ꎬ共
计 ５ ７７９ 人ꎮ 将 ６ 所学校采用分层随机分组法分为传

统模式教育组及互联网＋模式教育组ꎬ均包含初中、高
中、大中专院校各 １ 所ꎮ 干预前传统模式教育组发放

问卷 ２ ８８５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２ ８３２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８.１６％ꎻ干预后发放问卷 ２ ８８５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２ ８０４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１９％ꎬ弃去未同时参与 ２ 次

调查的问卷ꎬ最终纳入 ２ ８０４ 份ꎮ 其中男生 １ ４３６ 名ꎬ
女生 １ ３６８ 名ꎻ初中生 ８６０ 名ꎬ高中生 ９８２ 名ꎬ大学生

９６２ 名ꎻ平均年龄(１５.７７±２.３８)岁ꎮ 干预前互联网＋模
式教育组发放问卷 ２ ８９４ 份ꎬ收回有效问卷 ２ ８３５ 份ꎬ
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９６％ꎻ干预后发放问卷 ２ ８９４ 份ꎬ收
回有效问卷 ２ ８２１ 份ꎬ有效回收率为 ９７.４８％ꎬ弃去未

同时参与 ２ 次调查的问卷ꎬ最终纳入 ２ ８２１ 份ꎮ 其中

男生 １ ４６４ 名ꎬ女生 １ ３５７ 名ꎻ初中生 ８５８ 名ꎬ高中生

９７６ 名ꎬ大学生 ９８７ 名ꎻ平均年龄(１５.６８±２.５１)岁ꎮ 两

组年龄、性别分布比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

别为 １.３８ꎬ０.２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研究通过保定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审查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干预方法　 传统模式教育组采用班级授课、张
贴宣传画报、发放宣传册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ꎬ每周 １

次ꎬ连续开展 ２ 个月ꎻ互联网＋模式教育组采用预先录

制结防知识视频课件ꎬ通过校园网在各班级同步播

放ꎬ每周联合校医或班主任通过班级微信群传播宣教

内容 １ 次ꎬ由管理员通知阅读并记录打卡情况ꎬ及时督

促学习ꎬ工作人员参与在线答疑ꎬ连续开展 ２ 个月ꎮ
１.２.２　 调查方法　 按照原国家卫计委颁布的«学校结

核病防控工作规范(２０１７ 版)» [７] 核心知识要点自行

设计问卷ꎬ制定宣传内容及问卷答题ꎬ包括肺结核的

定义、传染源、传播途径、主要症状、预防措施、免费政

策等ꎬ对待结核病人的态度以及正向行为形成情况

等ꎮ 干预前后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宣传工作人员进行

集中问卷调查ꎬ调查对象对调查内容知情同意ꎬ填写

答卷现场收回ꎮ
１.２.３　 相关指标 　 总知晓率 ＝ 正确回答信息条数合

计 / (调查人数×核心信息条数) ×１００％ꎻ单一核心信息

知晓率 ＝ 正确回答某一核心信息人数 / 调查人数 ×
１００％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软件录入并进行

统计分析ꎬ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干预前后两组学生结核病核心知识知晓情况比

较　 见表 １ꎮ

表 １　 学校结核病健康教育宣传核心知识态度行为干预前后两组间比较 / ％

知识态度行为

干预前

传统模式

(ｎ ＝ ２ ８０４)
互联网＋模式

(ｎ ＝ ２ ８２１)
χ２ 值 Ｐ 值

干预后

传统模式

(ｎ ＝ ２ ８０４)
互联网＋模式

(ｎ ＝ ２ ８２１)
χ２ 值 Ｐ 值

知识
　 肺结核是慢性传染病 ７１.２ ７２.６ １.３９ ０.２４ ９５.５ １００.０ １２９.６７ ０.００
　 肺结核的传播途径 ６４.５ ６２.８ １.７６ ０.１９ ９３.５ ９６.４ ２４.２５ ０.００
　 肺结核主要可疑症状 ３９.６ ４０.５ ０.５１ ０.４８ ８４.２ ９５.７ ２０４.９０ ０.００
　 肺结核能否治愈 ３１.６ ３０.７ ０.５３ ０.４７ ９０.４ １００.０ ２８４.２２ ０.００
　 如何预防肺结核 ３２.８ ３３.６ ０.４０ ０.５３ ８６.６ ９４.８ １１０.９２ ０.００
　 国家对结核病的政策 ４５.４ ４６.３ ０.４６ ０.５０ ９０.８ １００.０ ２７２.０４ ０.００
　 全部核心信息 ４７.５ ４７.８ ０.１９ ０.６６ ９０.２ ９７.８ ８７１.３０ ０.００
态度
　 对结核病有恐惧感 ９５.２ ９６.１ ２.８３ ０.０９ ３５.５ ２６.３ ５５.５５ ０.００
　 歧视肺结核患者 ９８.６ ９８.１ ２.０８ ０.１５ ３８.４ ２７.２ ８０.３５ ０.００
　 结核病健康教育必要性 ５２.８ ５３.５ ０.２９ ０.５９ ８５.１ ９３.０ ９１.３６ ０.００
行为
　 愿意接受结核病相关检查 ３５.５ ３４.８ ０.２８ ０.６０ ８１.５ ８８.６ ５５.６７ ０.００
　 确诊结核病主动向学校报告 ３０.２ ３２.４ ３.１５ ０.０８ ９０.５ ９６.４ ７９.２７ ０.００
　 不随地吐痰ꎬ咳嗽打喷嚏时掩住口鼻 ６４.６ ６４.３ ０.０５ ０.８３ ９０.６ ９４.３ ２７.６８ ０.００
　 经常开窗通风 ５５.７ ５８.１ ３.２９ ０.０７ ９５.７ ９８.１ ２６.９０ ０.００
　 愿意传播结防知识 ６８.４ ６６.８ １.６８ ０.２０ ９６.４ ９８.７ ３０.８３ ０.００
　 积极预防结核病 ４４.６ ４５.３ ０.２７ ０.６０ ７８.２ ８６.３ ６３.３８ ０.００

　 　 干预前传统模式教育组与互联网＋模式教育组学

生结核病各防治核心知识总知晓率分别为 ４７.５％和

４７.８％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干预后互联网

＋模式教育组学生结核病各防治知识总知晓率为

９７.８％ꎬ高于传统模式教育组的 ９０.２％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ꎻ干预前两组单一核心知识知晓率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干预后两组单一核

心知识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２　 干预前后对结核病态度行为情况比较 　 由表 １
可见ꎬ干预前两组学生正确对待结核病态度及行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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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干预后互

联网＋模式教育组学生正确对待结核病态度行为形成

率均高于传统模式教育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学校开展结核病健康促进活动不仅可以有效预

防青少年学生发生结核病ꎬ同时可对全社会的结核病

预防控制工作发挥重要作用ꎮ 过去多采用传统宣传

模式开展健康教育ꎬ即采用简短的课堂内教学或利用

课外活动等形式ꎬ覆盖范围较窄且时效上存在很大的

局限性ꎮ 近年来ꎬ互联网工具得到迅猛发展ꎬ如微信

群网络互动平台、校园网网络平台、手机网络 ＡＰＰ 等ꎮ
网络媒体在信息传输量与信息形态上具有丰富性和

多样性ꎬ且贮存和发布的信息量庞大ꎮ
本研究显示ꎬ干预前两组群体结核病防治核心知

识知晓率仅分别为 ４７.５％ꎬ４７.８％ꎬ肺结核主要症状及

如何预防肺结核等单一核心信息知晓率更低ꎮ 干预

后总知晓率及单一核心信息知晓率都得到较大提高ꎬ
与国内多项研究结果一致[８－９] ꎬ总体达到了“十三五全

国结核病防治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中结核病防治核

心信息知晓率达到 ８５％的目标[１０] ꎮ 干预前传统模式

教育组及互联网＋模式教育组学生结核病防治核心知

识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干预后互联网＋模式教

育组结核病防治知识核心知晓率高于传统模式教育

组ꎮ 说明传统方式的课堂讲座很难使学生将内容完

全理解ꎬ讲座后靠发放宣传手册、摆放展板干预ꎬ缺少

互动交流ꎬ相对枯燥[１１] ꎮ 而互联网则以新颖的方式传

输图片、文字、语音、视频等信息ꎬ可进行交流互动ꎬ更
易被学生群体接受ꎬ使学生能够主动学习ꎬ经常变换

更新不同喜闻乐见的内容从而提高结防知识知晓率ꎮ
有资料报道ꎬ学生对各种方式健康教育的接受程度有

所不同ꎬ最受欢迎的或易于接受的是新型媒介传播式

教育[１２] ꎮ 另有文献显示ꎬ互联网传播手段对提高学生

肺结核防治知识的知晓效果有影响[１３－１５] ꎮ
本研究发现ꎬ结核病正确态度及行为形成率互联

网＋模式教育组高于传统模式教育组ꎮ 行为上两组宣

传方式不随地吐痰ꎬ咳嗽打喷嚏时掩住口鼻ꎬ经常开

窗通风ꎬ愿意传播结防知识健康行为形成率均达到

９０％以上ꎻ传统模式教育组愿意接受结核病相关检查、
积极预防结核病形成率不足 ８５％ꎬ互联网＋模式教育

组不足 ９０％ꎬ说明两组学生对结核病仍存有疑虑及缺

乏体育锻炼ꎮ 态度上干预前两组学生对结核病的恐

惧感及对结核病患者的歧视高达 ９５％以上ꎬ干预后仍

有近 ３０％持有此态度ꎬ说明两种模式健康教育虽然取

得的一定成效ꎬ但正确对待结核病态度上还有很大不

足ꎮ 提示今后工作中要有重点地开展健康教育ꎬ针对

重点预防内容、重要疑点实施详细讲解ꎬ加强沟通与

交流ꎬ消除学生心理疑惑ꎬ使学生充分认识结核病ꎬ进
一步提高结核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和正确态度及行为

形成率ꎮ
本研究各学段每周班级微信群发布信息打卡反

馈率均达 ９０％以上ꎮ 相比传统宣传方式ꎬ利用互联网

工具宣传ꎬ单位时间内更能提高宣传的广度和深度ꎮ
今后学校结核病健康教育工作要根据不同学校的特

点ꎬ并根据该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ꎬ采取有针

对性的、乐于接受的宣教方式进行宣传ꎬ提高师生对

结核病的认知和自我防范意识ꎬ降低结核病在学校内

传播的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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