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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江苏省高校新生艾滋病防治知识、态度、行为的相关信息ꎬ为高校青年学生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

工作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取整群抽样方法ꎬ以学校为单位ꎬ在江苏省 ８ 所高校中共调查 ２ ５３８ 名大一学生ꎬ实行匿名自填

问卷方法开展问卷调查ꎬ回收有效问卷并进行分析ꎮ 结果　 学生艾滋病新“国八条”知识的总知晓率为 ８５ ７４％ꎬ男生知晓

率较女生高(８８ ２１％ꎬ ８４ ３４％)(Ｐ<０ ０５)ꎬ理科生较文科生高(８７ ３１％ꎬ８３ ６７％) (Ｐ<０ ０５)ꎮ 其他防治基本知识总知晓

率为 ７２ １４％ꎬ男生知晓率较女生高(７５ ００％ꎬ７０ ５３％)(Ｐ<０ ０５)ꎮ “与艾滋病患者一起吃饭是否会感染艾滋病”ꎬ男生和

理科生态度更为包容、理性(５８ ３％ꎬ５５ １％ꎻ５０ ４％ꎬ５０ ９％)(Ｐ 值均<０ ０５)ꎻ５０ ０８％的学生赞同婚前性行为ꎬ男生比例高

于女生(６９ ００％ꎬ３９ ４０％)(Ｐ<０ ０１)ꎮ ７１ ２４％认为性行为中需要坚持使用安全套ꎬ女生赞同比例远高于男生ꎬ理科生赞同

比例高于文科生( ８０ ７６％ꎬ７３ ３６％ꎻ５４ ３７％ꎬ６９ ６３％) (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６ ０３％ 接受过艾滋病咨询检测ꎻ未检测者中

４０ ３４％有检测意愿但不知道去哪检测ꎬ１ ３４％因为内心恐惧而不敢去做检测ꎮ 受学生欢迎的艾滋病宣传方式主要为微电

影(７６ ３２％)、艾滋病专题讲座(６６ ６７％)、同伴教育(６０ ８０％)ꎮ 结论　 建议根据不同性别和专业特征ꎬ结合多媒体在高校

开展艾滋病知识宣传ꎬ重点为艾滋病流行现况、治疗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并重视学生性健康教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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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各地哨点检测数据和研究结果表明[１－４] ꎬ
青年学生中艾滋病感染率呈逐步上升趋势ꎬ青年群体
新报告病例占每年新报告病例总数的 １４％ ~ １５％[５] ꎬ
青年学生人群艾滋病防控工作面临着严峻形势与挑
战ꎮ 为此ꎬ２０１５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教育
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学校
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６] ꎬ并且在“十三五”艾滋病
防治规划中明确提到对青年学生人群强化艾滋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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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风险及道德法治教育ꎬ提高自我防护能力ꎬ避免和
减少易感染艾滋病行为[７] ꎮ

刚步入大学校园的青年学生ꎬ正处于青春期的学
生性行为活跃ꎬ好奇心和探索能力均较强ꎬ但知识和
判断力相对不足[８] ꎬ导致自我保护意识差ꎬ感染艾滋
病的风险明显增高[１ꎬ９] ꎮ 为了解江苏省高校新生艾滋
病防治知识、态度、行为的相关信息ꎬ课题组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 １１ 月对江苏省 ８ 所大学学生进行相关调查ꎬ以期
为在青年学生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工作提供
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江苏省 ８ 所高校(江苏理工学院、淮
阴师范学院、淮海工学院、南通大学、盐城工学院、江
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和南京
师范大学)９ 月入学新生为研究对象ꎮ 采取整群抽样
方法ꎬ以学校为单位ꎬ累计调查 ２ ６００ 名学生ꎬ有效样
本 ２ ５３８ 名ꎬ有效率为 ９７.６２％ꎮ 其中男生 ９１６ 名ꎬ女
生 １ ６２２ 名ꎻ文科类 １ ０９６ 名ꎬ理科类 １ ４４２ 名ꎮ 年龄
最小为 １６ 岁ꎬ最大 ２２ 岁ꎬ平均(１８.４０±０.７７)岁ꎮ
１.２　 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１０－１１]并根据全国艾滋
病哨点监测«青年学生调查问卷» [１２] 以及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２０１６]４３ 号文件ꎬ经过专家咨询ꎬ进行调
查并设计«青年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及态度调查问
卷»ꎬ问卷主要内容包括:(１) 人口学特征ꎬ包括性取
向ꎻ(２)艾滋病相关知识ꎬ主要包括艾滋病新“国八条”
知识(８ 个问题ꎬ回答正确≥６ 题视为知晓ꎬ总知晓率
为回答正确≥６ 题的人数 / 有效样本总数ꎬ单项知晓率
为该条目回答正确人数 / 有效样本总数)和艾滋病其
他防治基本知识(包括疫情、传播、治疗和法律法规等
知识) (１２ 个问题ꎬ回答正确≥９ 题视为知晓ꎬ总知晓
率为回答正确≥９ 题的人数 / 有效样本总数ꎬ单项知晓
率为该条目回答正确人数 / 有效样本总数)ꎻ(３)对艾
滋病感染者、婚前性行为以及使用安全套的态度ꎻ(４)
对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的利用行为ꎻ(５)对艾滋病知
识的获取途径以及性教育和艾滋病活动宣传方式的
需求ꎮ 问卷实行匿名自填方法ꎬ做好保密工作ꎬ在现
场调查员(已接受过培训的老师和江苏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工作人员)指导下完成ꎬ调查结束后收回问卷ꎬ
认真复核ꎬ及时纠正漏项及错项ꎮ 本项目已通过江苏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问卷收回后ꎬ采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ꎬ
使用 ＳＡＳ ９.１ 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采用(ｘ±ｓ)或
中位数描述ꎬ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构成比描述ꎬ检验
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性取向自我报告率　 大一新生自我认同
性取向最多的是异性恋 ( ８１. ２８％)ꎬ其次为双性恋

(１１ １５％)ꎬ性取向不确定者占 ６ １９％ꎬ同性恋最低为
１ ３８％ꎮ 男生 异 性 恋 和 同 性 恋 比 例 均 高 于 女 生
(８７ ０１％ꎬ２ ５１％ꎻ７８ ０５％ꎬ０ ７４％)ꎬ女生双性恋的比
例明显高于男生(１４ １２％ꎬ５ ９０％)ꎻ理科生异性恋占
比高于文科生(８３ ７７％ꎬ７８ ０１％)ꎬ文科生同性恋和双
性恋比例均高于理科生 ( ２ １０％ꎬ １２ ４１％ꎻ ０ ８３％ꎬ
１０ １９％)ꎻ不同性别、专业学生性取向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６０ ５１ꎬ１７ ７５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２.２　 艾滋病知识

２.２.１　 艾滋病知识总体知晓率　 新国八条正确回答 ６
题及以上 ２ １７６ 人ꎬ总知晓率为 ８５.７％ꎬ男生艾滋病新
国八条知识知晓率为 ８８.２％ꎬ略高于女生的 ８４.３％(Ｐ
<０.０５)ꎬ理科生知晓率略高于文科生(８７.３％ꎬ８３.７％)
(Ｐ<０.０５)ꎮ 其他防治基本知识正确回答 ９ 题及以上
的 １ ８３１ 人ꎬ总知晓率为 ７２.１％ꎬ 男生对防治基本知识
的知晓率高于女生(７５.０％ꎬ７０.５％)(Ｐ<０.０５)ꎬ不同专
业之间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１ꎮ
２.２.２　 艾滋病主要知识点知晓率　 新国八条知识中ꎬ
高危行为后咨询检测必要性和感染艾滋病是否从外
表可以看出的知晓率较高ꎬ分别为 ９７.８％ꎬ９３.９％ꎻ安
全套可预防艾滋病的知晓率也达到 ８９.３％ꎬ而艾滋病
流行状况的知晓率最低ꎬ仅 ４８.０％的大学生知晓ꎮ 男
生在艾滋病的日常接触传播、安全套可预防艾滋病、
新型毒品的危害方面的知识知晓率均高于女生ꎬ理科
生在艾滋病能否治愈和艾滋病的日常接触传播方面
的知识知晓率均高于文科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对于其他防治基本知识点的掌握ꎬ艾滋病母婴传
播知晓率高达 ９６.０％ꎬ其次为抗病毒治疗可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安全套使用、日常接触传播、性病会增加
感染艾滋病风险ꎬ 知晓率依次为 ８５ ７％ꎬ ８４ ４％ꎬ
８３ ９％ꎬ８２ ３％ꎻ艾滋病是否需要接受终生治疗、艾滋
病是否可以进行疫苗预防以及艾滋病流行状况的知
晓率比较低ꎬ分别为 ６８ ０％ꎬ６７ ７％ꎬ５７ ０％ꎮ 艾滋病
流行状况、艾滋病母婴传播和性病会增加感染艾滋病
风险ꎬ女生的知晓率高于男生ꎻ在安全套使用、潜伏期
和艾滋病是否可以进行疫苗预防问题上ꎬ男生的知晓
率均高于女生ꎬ理科生的知晓率均高于文科生ꎻ关于
艾滋病感染的窗口期问题ꎬ理科生的知晓率高于文科
生ꎬ女生的知晓率高于男生(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３ 　 艾滋病主要态度 　 与艾滋病患者一起就餐ꎬ
１ １８６(４６.７３％)名新生感到恐惧ꎬ性别和专业之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女生比男生更会感
到恐惧ꎬ文科生比理科生感到恐惧更多ꎻ超过一半学
生赞同婚前性行为ꎬ男生赞同比例(６９.００％)高于女生
(３９.４０％)(Ｐ<０.０１)ꎻ７１.２４％的学生认为性行为中需
要坚持使用安全套ꎬ女生对该观念持赞同态度比例
(８０.７６％)高于男生(５４.３７％)ꎬ理科生(７３.３６％)高于
文科生(６９.９３％)(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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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大一新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不同性别不同专业间比较

题目

性别

男生

(ｎ＝ ９１６)
女生

(ｎ＝ １ ６２２)
χ２ 值 Ｐ 值

专业

理科

(ｎ＝ １ ４４２)
文科

(ｎ＝ １ ０９６)
χ２ 值 Ｐ 值

合计

(ｎ＝ ２ ５３８)

新国八条
　 艾滋病可以治愈吗 ７７２(８４.３) １ ３２８(８１.９) ２.３７ ０.１２ １ ２２３(８４.８) ８７７(８０.０) １０.０２ ０.００ ２ １００(８２.７)
　 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是我国目前受艾滋病危害最严重的人群吗 ４４５(４８.６) ７７４(４７.７) ０.１７ ０.６８ ６９４(４８.１) ５２５(４７.９) ０.０１ ０.９１ １ ２１９(４８.０)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能从外表看出来吗 ８５４(９３.２) １ ５３０(９４.３) １.２４ ０.２７ １ ３５５(９４.０) １ ０２９(９３.９) ０.０１ ０.９３ ２ ３８４(９３.９)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吗 ８２１(８９.６) １ ４０９(８６.９) ４.１８ ０.０４ １ ２９０(８９.５) ９４０(８５.８) ７.９６ ０.０１ ２ ２３０(８７.９)
　 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吗 ８５６(９３.５) １ ４１１(８７.０) ２５.６０ <０.０１ １ ３０１(９０.２２) ９６６(８８.１) ２.８３ ０.０９ ２ ２６７(８９.３)
　 使用新型毒品(如冰毒、摇头丸、Ｋ 粉等)会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吗 ７８５(８５.７) １ ３３９(８２.６) ４.２５ ０.０４ １ ２１４(８４.２) ９１０(８３.０) ０.６１ ０.４３ ２ １２４(８３.７)
　 发生高危行为后(共用针具吸毒 / 不安全性行为等)ꎬ应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与咨询吗 ８８７(９６.８) １ ５９４(９８.３) ５.５３ ０.０２ １ ４０６(９７.５) １ ０７５(９８.１) ０.９６ ０.３３ ２ ４８１(９７.８)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结婚、就业、入学等权益受我国法律保护 ８０５(８７.９) １ ４０１(８６.４) １.１７ ０.２８ １ ２５４(８７.０) ９５２(８６.９) ０.０１ ０.９４ ２ ２０６(８６.９)
　 新国八条总知晓率 ８０８(８８.２) １ ３６８(８４.３) ５.８２ ０.０２ １ ２５９(８７.３) ９１７(８３.７) ６.７５ ０.０１ ２ １７６(８５.７)
其他艾滋病防治知识
　 目前我国男男性行为人群 ＨＩＶ 感染率在 ５％ ~ １０％之间ꎬ你认同该结果吗 ５０４(５５.０) ９４２(５８.１) ２.２３ ０.１４ ８０８(５６.０) ６３８(５８.２) １.２１ ０.２７ １ ４４６(５７.０)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妇在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ꎬ可能把艾滋病传染给她的孩子吗 ８６５(９４.４) １５７１(９６.９) ８.９１ ０.００ １ ３９０(９６.４) １ ０４６(９５.４) １.４８ ０.２３ ２ ４３６(９６.０)
　 性病感染可以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吗 ７３６(８０.３) １ ３５２(８３.４) ３.６２ ０.０６ １ １９３(８２.７) ８９５(８１.７) ０.４９ ０.４８ ２ ０８８(８２.３)
　 与艾滋病病人一起吃饭、握手等日常接触会传播艾滋病吗 ７５８(８２.８) １ ３７２(８４.６) １.４６ ０.２３ １ ２０７(８３.７) ９２３(８４.２) ０.１２ ０.７３ ２ １３０(８３.９)
　 避孕套在男性射精前带上就行ꎬ不一定要在性行为的全过程中使用吗 ８３６(９１.３) １ ３０６(８０.５) ５１.３６ <０.０１ １ ２３３(８５.５) ９０９(８２.９) ３.１２ ０.０８ ２ １４２(８４.４)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可以马上检测出来吗 ６６２(７２.３) １ １９３(７３.６) ０.４９ ０.４９ １ ０７４(７４.５) ７８１(７１.３) ３.２８ ０.０７ １ ８５５(７３.１)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无任何症状吗 ７５５(８２.４) １ ２２７(７５.６) １５.７１ <０.０１ １ １６６(８０.９) ８１６(７４.５) １４.９４ <０.０１ １ ９８２(７８.１)
　 目前艾滋病可以进行疫苗预防吗 ６７８(７４.０) １ ０３９(６４.１) ２６.５４ <０.０１ １ ０２０(７０.７) ６９７(６３.６) １４.５１ <０.０１ １ ７１７(６７.７)
　 药物治疗可以延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的寿命吗 ７１６(７８.２) １ ２６９(７８.２) ０.００ ０.９７ １ １３０(７８.４) ８５５(７８.０) ０.０５ ０.８３ １ ９８５(７８.２)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吗 ７８３(８５.５) １ ３９１(８５.８) ０.０４ ０.８５ １ ２２９(８５.２) ９４５(８６.２) ０.５０ ０.４８ ２ １７４(８５.７)
　 艾滋病需要接受终生治疗吗 ６３２(６９.０) １ ０９３(６７.４) ０.７０ ０.４０ ９７７(６７.８) ７４８(６８.２) ０.０７ ０.７９ １ ７２５(６８.０)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在得知感染艾滋病病毒后ꎬ若继续同他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ꎬ ７２７(７９.４) １ ２５９(７７.６) １.０５ ０.３１ １ １３７(７８.８) ８４９(７７.５) ０.７０ ０.４０ １ ９８６(７８.３)
　 　 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其他知识总知晓率 ６８７(７５.０) １ １４４(７０.５) ５.８２ ０.０２ １ ０５４(７３.１) ７７７(７０.９) １.５０ ０.２２ １ ８３１(７２.１)

　 注:()内数字为知晓率 / ％ꎮ

表 ２　 大一新生艾滋病相关态度持有率不同性别不同专业间比较

相关态度
性别

男生(ｎ ＝ ９１６) 女生(ｎ ＝ １ ６２２) χ２ 值 Ｐ 值

专业

理科(ｎ ＝ １ ４４２) 文科(ｎ ＝ １ ０９６) χ２ 值 Ｐ 值
与艾滋病患者一起就餐感到恐惧 ３８２(４１.７) ８０４(４９.６) １４.５５ <０.０１ ６４８(４４.９) ５３８(４９.１) ４.３１ ０.０４
赞成婚前性行为 ６３２(６９.０) ６３９(３９.４) ２０５.１６ <０.０１ ５３６(４８.９) ７３５(５１.０) １.０６ ０.３０
性行为中需坚持使用安全套 ４９８(５４.４) １ ３１０(８０.８) １９９.０９ <０.０１ ８０４(７３.４) １ ００４(６９.６) ４.２３ ０.０４

　 注:()内数字为持有率 / ％ꎮ

２.４　 艾滋病咨询检测行为 　 ２ ５３８ 名调查者中ꎬ仅
６.０３％(１５３ 名) 接受过艾滋病咨询检测ꎬ男生咨询检
测比例为 ８. ０８％ ( ７４ / ９１６)ꎬ明显高于女生的 ４. ８７％
(７９ / １ ６２２)(χ２ ＝ １０.６４ꎬＰ<０.０１)ꎬ检测咨询行为在不
同专业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８８ꎬＰ>０.０５)ꎮ 未
接受者中ꎬ５８.３％ (１ ３９１ 名) 认为自己没有检测的必
要ꎬ４０.３％(９６２ 名)的学生有意愿ꎬ但不知道去哪里咨
询或检测ꎬ１. ３％ ( ３２ 名) 是因为内心恐惧而不敢做
检测ꎮ
２.５　 艾滋病知识获取途径　 对大学生获取艾滋病知
识的途径进行调查ꎬ分别有电视 / 电影 / 广播报刊书
籍 / 网络平台广播、宣传小册 / 街边宣传栏、同伴教育 /
朋友交谈、医务人员宣传 / 咨询、上课培训或者家庭教
育ꎮ 高校新生获取渠道前 ３ 位主要是通过电视 / 电影 /
广播报刊书籍 / 网络平台广播(９１.０２％ꎬ２ ３１０ 名)、医
务人员宣传 / 咨询(７８.１７％ꎬ１ ９８４ 名)、宣传小册 / 街边
宣传栏(６１.１９％ꎬ１ ５５３ 名)ꎬ而来自上课培训或者家庭
教育的比例相对较低ꎬ仅 ５６.３０％(１ ４２９ 名)ꎮ 受学生
欢迎的艾滋病宣传方式主要有艾滋病专题讲座ꎬ同伴
教育 / 主题讨论 / 趣味游戏ꎬ比赛如辩论赛、知识竞赛、
情景剧大赛等ꎬ微电影ꎬ其中受欢迎排名前 ３ 的为微电
影( ７６. ３２％ꎬ１ ９３７ 名)、艾滋病专题讲座 ( ６６. ６７％ꎬ

１ ６９２名)、同伴教育 / 主题讨论 / 趣味游戏( ６０. ８０％ꎬ
１ ５４３名)ꎮ

３　 讨论
大学生正处于性生理成熟和性心理趋向成熟的

阶段ꎬ是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的主要人群[１３] ꎮ «中国
遏制与防治艾滋病“ 十三五”行动计划»明确提出ꎬ青
年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需达 ９０％以上[７] ꎮ 本
研究采用的是 ２０１６ 调整后的艾滋病新“国八条” 知
识ꎬ侧重于近年来校园艾滋病防控的焦点ꎬ涉及青年
学生艾滋病主要流行形势、毒品、危害性认识和艾滋
病检测等ꎮ 调查结果表明ꎬ 大学生总体知晓率为
８５.７４％ꎬ距国家要求知晓率(９０％)还有一定的差距ꎬ
并且关于艾滋病其他防治基本知识总知晓率仅为
７２.１４％ꎮ 在性别差异上ꎬ男生知晓率普遍高于女生ꎬ
无论是新“国八条”知识还是其他防治基本知识ꎬ专业
之间差异仅体现在新“国八条”知识的知晓程度ꎮ 主
要存在问题是艾滋病流行状况的知晓率低至 ４８.０３％ꎬ
与广州市调查结果一致[１４] ꎮ 可能由于本调查在高校
新生中开展ꎬ还未进行高校艾滋病健康教育ꎬ艾滋病
知识多处于零散和模糊的状态ꎬ并且高中甚至初中阶
段专注于学习ꎬ对艾滋病健康知识和流行状况缺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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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ꎮ 提示政府和学校需要在中学甚至小学即开设艾
滋病健康教育课程ꎬ结合男生和女生认知程度的差
异ꎬ开展性健康教育及艾滋病相关知识教育ꎬ并且加
大督导力度ꎬ采取有效措施落实艾滋病健康教育工
作ꎬ使知晓率尽早达到 ９０％以上ꎮ

艾滋病的流行与相关态度和行为之间有密不可
分的[１５] ꎮ 本研究中ꎬ对于“与艾滋病患者一起就餐是
否感到恐惧”ꎬ女生和文科生表示恐惧的比例略高ꎬ而
男生和理科生的态度较为宽容和理性ꎬ虽然与徐亚吉
等[１３]研究结果不一致ꎬ但与本研究中男生和理科生对
艾滋病知识掌握程度相匹配ꎬ因此需要提高对艾滋病
知识的知晓率ꎬ以消除对艾滋病的恐惧ꎬ对艾滋病感
染者或病人做到不排斥ꎬ给予尊重ꎻ高校新生超过一
半赞成婚前性行为ꎬ男生比例近 ７０％ꎬ与山东[１６] 和全
国 ４６ 所高校[１３]的调查结果类似ꎮ 学生群体中性观念
相对开放ꎬ男生较女生的性观念更开放ꎬ但与之相矛
盾的是对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缺乏ꎬ艾滋病新“国八条”
知识和防治基本知识总知晓率均未达到 ９０％以上ꎬ该
现象将大学生置于艾滋病感染的高危境地ꎮ 虽然青
年学生中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率较往年不断提高ꎬ
但安全套坚持使用率较低ꎬ本研究中青年学生对坚持
使用安全套的必要性赞同率仅为 ７１.２４％ꎬ女生的赞同
率明显高于男生ꎬ与四川高校的研究结论一致ꎬ高校
学生对艾滋病存在知行分离现象[１７] ꎮ 因此ꎬ改变艾滋
病预防的宣传教育模式很重要ꎬ应侧重降低发生危险
性行为的风险ꎬ让学生群体自己意识到行为带来的感
染风险ꎬ根据不同性别特征进行引导和教育ꎬ积极并
且规范使用安全套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ꎮ

调查结果表明ꎬ高校新生获取艾滋病相关知识的
途径主要是通过媒体ꎬ绝大多数是电视、电影、广播和
网络平台等ꎬ其次是医务人员宣传 / 咨询ꎬ从家庭和学
校获取知识的比例较低ꎬ与杨国平等[１８] 和黄晓光
等[１９]的研究结果类似ꎬ并且学生所认可且期望的宣传
模式也是利用媒体形式ꎮ 但学生的时间以家庭和学
校为主ꎬ所以应当对媒体、学校和家庭的共同作用给
予重视ꎮ 家庭方面ꎬ中国作为一个传统上保守的国
家ꎬ家庭里与性有关的话题往往是敏感的ꎬ家长需要
关注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ꎬ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性
观念和性道德ꎬ从生理、心理、精神和社会科学属性方
面正确认识性行为[２０] ꎬ培养青少年群体健康向上的性
观念以及负责任的性行为ꎮ 从长远角度来看ꎬ可以减
少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风险ꎬ也可塑造良好社会风
气ꎮ 学校方面ꎬ虽然青年学生中绝大多数性观念较端
正ꎬ但青春期的“性解放”“性自由”是造成艾滋病在青
年学生群体中迅速蔓延的主要因素之一[２１－２２] ꎬ这也强
调了在高校中有计划地开设艾滋病相关健康教育或
讲座的重要性ꎬ主要内容可涉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

非传播途径、安全套使用、流行趋势等基本知识ꎮ
综上所述ꎬ江苏省高校学生艾滋病知识普及工作

任重而道远ꎬ要抓住高校新生群体的阶段性观念及行
为特征ꎬ根据不同性别特征以及专业ꎬ着重对艾滋病
的流行状况以及治疗知识开展宣传普及工作ꎬ并对性
行为相关态度以及对感染者态度进行正确引导ꎻ同时
宣传的途径要多样化、实用化ꎬ切实培养高校学生预
防艾滋病的意识及习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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