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

【作者简介】 　 杨晶(１９９１－　 )ꎬ女ꎬ浙江诸暨人ꎬ大学本科ꎬ护师ꎬ主要

研究方向为健康教育ꎮ
【通讯作者】 　 张静ꎬＥ￣ｍａｉｌ:ｊａｎｅ＿ｚｈａｎｇ＠ ｓｍｍｕ.ｅｄｕ.ｃｎ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１２.０３７

医学生紧急避孕的认知和教育需求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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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医学生对紧急避孕知识的认知和教育需求状况ꎬ为学校开展相关生理知识教育提供依据ꎮ 方法

　 对上海某医学院校 ２０１４ 年 ６—９ 月期间所有在校学生 １ ８００ 名进行避孕认知和教育状况的匿名问卷调查ꎮ 结果　 ７ ４％
的医学生能正确认知紧急避孕的有效方法ꎬ５９ ０％的学生能正确认知左炔诺孕酮类紧急避孕药的正确服用方法ꎬ２１ ９％的

学生误认为紧急避孕能代替常规避孕ꎮ 对紧急避孕药的避孕原理、是否会对已怀孕妇女或胚胎造成伤害、正确服用方法、
避孕有效性ꎬ以及宫内节育器可作为紧急避孕的有效方法 ５ 个问题的认知ꎬ接受和未接受妇产科专业课程学习的学生之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２１ ３％的医学生有大学前相关知识和教育经历ꎬ但其中 ８６ ８％表示对所学课程不满

意ꎮ ８３ ８％从未与父母谈论过紧急避孕相关话题ꎬ６９ ３％从未主动搜寻过相关知识ꎬ电视和网络(５９ ３％)是主要紧急避孕

知识的获取途径ꎮ １２ ８％的学生表示完全不了解紧急避孕相关知识ꎬ８０ ８％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开展紧急避孕教育ꎮ 结论　
医学生对紧急避孕知识认知水平较低ꎬ而教育需求普遍较高ꎮ 学校和社会应加强正确的教育、宣传和引导ꎬ在紧急避孕知

识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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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避孕是指在无保护性生活或避孕失败后几

天内ꎬ妇女为防止非意愿妊娠而采取的避孕方法[１] ꎬ
包括放置宫内节育器和服用紧急避孕药ꎮ 已有研究

显示ꎬ紧急避孕安全有效ꎬ可避免约 ７５％的非意愿妊

娠[２－４] ꎮ 据统计ꎬ我国每年人工流产中有 ９０％的妇女

为非意愿妊娠ꎬ其中大部分是未避孕或避孕失败发生

的妊娠[５] ꎮ 随着 ２００５ 年教育部新的«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 的颁布ꎬ在校大学生只要符合«婚姻

法»规定即可结婚ꎬ同时伴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增加ꎬ
大学生的性态度也变得更为开放[６] ꎮ 调查显示超过

７０％的大学生接受未婚先孕[７] ꎬ而在此人群中人工流

产、非意愿妊娠的发生率也越来越高[８] ꎮ 国外经验证

实ꎬ紧急避孕在青少年人群中的正确开展ꎬ可有效降

低人工流产率[９] ꎮ 大学生作为青少年群体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能正确认知紧急避孕ꎬ对降低社会非意愿妊

娠的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上海某医学院校 ２０１４ 年 ６—９ 月所有

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ꎬ发放问卷 １ ９４４ 份ꎬ回收问卷

１ ８０９份ꎬ其中有效问卷 １ ８００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２ ６％ꎮ
其中男生 １ ５５６ 名(８６ ４％)ꎬ女生 ２４４ 名(１３ ６％)ꎬ年
龄为(２１ ３±１ ７４)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的紧

急避孕指南[１０] ꎬ自行设计调查问卷ꎬ并经过专家评价

及预调查形成正式问卷ꎮ 问卷分 ３ 个部分:一般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专业和年级ꎻ紧急避孕知识测试包括

紧急避孕方法、适应证、避孕原理和有效性等ꎬ共 １２
题ꎬ每题答对计 １ 分ꎬ答错不得分ꎻ紧急避孕知识教育

情况包括教育经历、知识来源、教育方法等方面ꎮ
１.２.２　 资料收集　 每个专业各年级分别选取 ２ 名学

生进行培训ꎬ培训内容为调查目的、流程、调查工具和

方法ꎮ 调查流程:(１)解释调查目的ꎻ(２)发放问卷ꎬ可
解答问卷填写过程中的一些非知识性问题ꎻ(３)回收

问卷ꎬ编号、记录调查时间ꎬ筛选有效问卷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核对原始资料ꎬ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件由专

人录入ꎬ建立数据库ꎬ以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ꎮ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ꎬ计数资料以频率表示ꎬ多
组样本率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医学生紧急避孕知识掌握情况 　 １ ８００ 名被试

中ꎬ紧急避孕的有效方法(多选)回答正确率为 ７ ４％
(１３３ 名)ꎬ其中对宫内节育器能作为有效紧急避孕方

法的知晓率为 ２８ ５％(５１３ 名)ꎬ女生(３４ ０％ꎬ８２ 名)
认知度高于男生 ( ２７ ９％ꎬ ４３１ 名) ( χ２ ＝ １４ ６ꎬ Ｐ <
０ ０５)ꎬ接受(３２ ４％ꎬ２０３ 名) 和未接受( ２７ ６％ꎬ３１０
名)妇产科专业课程学习的医学生认知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 ０５)ꎮ 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差异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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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Ｐ<０ ０５)ꎬ其中二~五年级及以上学生的认知率

随年级呈递增趋势ꎬ而一年级(２９ １％ꎬ８４ 名)学生认

知率高于三年级 ( ２６ ４％ꎬ １４２ 名) 但低于四年级

(３４ ６％ꎬ１８６ 名)ꎮ 在需要紧急避孕的情况中ꎬ关于紧

急避孕药的有效时限的认知率为 １３ ３％(２４０ 名)ꎬ接
受妇产科专业课程学习的学生认知率( ６３ ３％ꎬ１５２
名)高于未接受学习的学生 ( ３６ ７％ꎬ ８８ 名) ( χ２ ＝
２６ ６ꎬＰ<０ ０５)ꎮ 此外ꎬ对紧急避孕药的避孕原理、是
否会对已妊娠妇女或胚胎造成伤害、正确服用方法和

避孕有效性 ４ 个问题的知晓率分别为 ２１ ９％ ( ３９４
名)ꎬ１５ ０％ ( ２７０ 名)ꎬ５９ ０％ ( ８８５ 名)ꎬ３５ ８％ ( ６４４
名)ꎬ是否接受妇产科专业课程学习的学生之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２.２　 紧急避孕教育现状　 本校未开设紧急避孕相关

主题教育课程ꎬ涉及紧急避孕相关知识教育主要体现

在妇产科专业课程上ꎬ但学时不足 １ 学时ꎮ 此次调查

显示ꎬ２１ ３％(３８３ 名)的医学生有大学前相关知识教

育经历ꎬ但其中 ８６ ８％(３３２ 名)表示对所学课程不满

意ꎮ 在教学内容不系统、没有合格教师、没有合适教

材 ３ 个选项中ꎬ 认为没有合格教师是主要原因ꎮ
８３ ８％(１ ５０８ 名)的医学生从未与父母讨论过紧急避

孕的话题ꎬ主要因为羞于或不愿意与父母讨论或父母

从未主动提起这个话题ꎮ ６９ ３％(１ ２４７ 名)的医学生

从未主动搜寻过相关知识ꎮ 被试紧急避孕知识主要

来源于电视或网络(５９ ３％)ꎮ ７１ ６％(１ ２８９ 名)的医

学生选择从正规医院获取紧急避孕服务ꎬ２５ ０％(４５０
名)选择去私人诊所ꎮ １２ ８％(１９２ 名)的学生认为自

己完全不了解紧急避孕知识ꎬ４８ ９％(８８０ 名)认为不

太了解ꎬ２７ ５％ ( ４９５ 名) 认为比较了解ꎬ只有 ９ ８％
(１７６ 名) 认为自己非常了解紧急避孕知识ꎮ ８０ ８％
(１ ４５４名)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开展紧急避孕教育ꎬ他
们认为最需要了解的知识包括怀孕相关知识(６１ ０％ꎬ
１ ０９８ 名)、避孕相关知识(６９ ６％ꎬ１ ２５２ 名)、性生理

知识(６５ ２％ꎬ１ １７３ 名)和性心理知识(６５ ５％ꎬ１ １７９
名)ꎬ较愿意接受的途径有专题讲座、选修课、必修课

中增加学时和社团活动ꎮ

３　 讨论

作为未来的医学专业人才ꎬ医学生对紧急避孕知

识的掌握情况不甚理想ꎮ 我国近年来的研究发现ꎬ大
学生性行为的发生率有上升趋势ꎬ如对成都市 ５ 所高

校女生性行为的调查显示ꎬ５９ ３％的女生对婚前性行

为持宽容态度ꎬ１５ １％的女生发生过婚前性行为[１１] ꎮ
由于对避孕知识认知不完全ꎬ导致避孕失败ꎬ甚至进

行无保护性生活ꎬ极易导致意外妊娠的发生ꎮ ＷＨＯ
公布的数据显示[１０] ꎬ紧急避孕方法中ꎬ正确服用左炔

诺孕酮类药物的有效性为 ５２％ ~ ９４％ꎬ正确使用含铜

宫内节育器的有效性超过 ９９％ꎮ 因此ꎬ掌握紧急避孕

知识ꎬ采取正确的紧急避孕行为ꎬ对预防非意愿妊娠、
减少人工流产具有重要意义ꎮ 既往研究显示ꎬ北京市

大学生对常用紧急避孕药米非司酮的认知率仅为

３４ ９％[１２] ꎻ在宁夏地区大学生调查中显示ꎬ近 ８０％完

全不了解具体的紧急避孕方法[１３] ꎮ 本研究发现医学

生对紧急避孕知识的认知水平也较低ꎬ亟需加强针对

性教育ꎮ
医学生的紧急避孕知识来源主要是电视、网络ꎬ

而国外相关调查则为朋友[１４] ꎮ 电视、网络上的知识来

源比较复杂ꎬ内容繁多ꎬ并不全部具备正确性、权威性

和专业性ꎬ很可能对大学生人群造成误导ꎮ 需要发挥

正规途径的作用ꎬ如通过校内专题讲座进行知识推广

和交流ꎮ 另外ꎬ本研究发现ꎬ医学生很少与父母交流

有关紧急避孕的问题ꎬ因此父母不能成为其知识的来

源ꎬ家庭在对青少年紧急避孕相关教育上无法发挥作

用ꎬ需要由学校和社会去弥补ꎮ 因此ꎬ积极了解大学

生紧急避孕的教育情况ꎬ并通过其乐于接受的途径给

予正确的指导ꎬ对改善这种认知不足的现状有一定

意义ꎮ
本研究中是否学习过妇产科学相关课程的医学

生对紧急避孕方法的认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说明医

学生并未在学校开设课程和知识教授方面得到更多

指导ꎮ 目前医学生相关课程中对紧急避孕知识的介

绍不多、要求不高ꎬ造成学生学习后印象不深ꎬ提示未

来在相关课程的教学中应加强此方面的教学要求ꎮ
２０１１ 年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

基本要求»中明确指出性心理等课程为大学生必修内

容[１５] ꎮ 但既往调查发现ꎬ国内高校性教育缺失ꎬ开设

性教育课程的学校屈指可数ꎬ已开课程往往还存在知

识陈旧甚至错误的现象[１６] ꎮ 本研究发现医学生对于

相关课程的教育需求非常高ꎮ 有调查显示ꎬ在各类避

孕知识中ꎬ大学生对紧急避孕知识的需求呈最大上升

幅度[１７] ꎮ 可见ꎬ大学生对于紧急避孕知识的教育需求

大于我国高校当前所提供的教育资源ꎮ 提示学校应

在紧急避孕教育中承担起责任ꎬ积极缩小教育需求和

教育资源之间的差距ꎮ
有学者提出将“赋权型”教育作为高校性教育的

一种新模式[１８] ꎬ赋权的前提是大学生具备能对自己和

他人负责任的能力ꎮ 而紧急避孕作为一种经过实践

验证的有效的避孕方法ꎬ正确认知相关知识ꎬ是对大

学生进行赋权型性教育的一种保证ꎬ可一定程度上避

免意外妊娠ꎬ降低人工流产率ꎮ 因此ꎬ高校可通过多

种方式为大学生提供紧急避孕相关教育ꎬ如开设紧急

避孕相关必修课程ꎬ在相关必修课程中增加紧急避孕

教学课时ꎬ开设专题选修课ꎬ开展专家讲座和同伴教

育等活动ꎬ为学生提供充分的教育资源ꎮ 同时学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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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可对相关教材进行及时的知识更新ꎬ从而对改善紧

急避孕知识认知和教育需求的现状起到积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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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中小学生合理膳食知识行为干预效果评价

梁静ꎬ徐振ꎬ李川

江苏省宜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２１４２０６

　 　 【摘要】 　 目的　 了解宜兴市中小学生合理膳食认知及相关行为健康教育效果ꎬ为探索有效的合理膳食健康教育模式

和改善学校、家庭膳食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抽取宜兴市 ３ 所小学和 ３ 所初中

的 ６６６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ꎮ 采用健康教育大讲课、展板宣传、讲座等形式进行干预ꎮ 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基线调查ꎬ３
个月后再次对同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评估干预效果ꎮ 结果　 干预前学生对“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或“中国居民平衡膳食

宝塔”知晓率为 ６６.０９％ꎮ 合理膳食知识得分ꎬ小学生干预前为(１６.５０±２.７２)分ꎬ干预后为(２２.７２±３.２７)分(Ｚ ＝ －１７.９８７ꎬＰ<
０.０１)ꎻ中学生干预前为(１８.５３±２.２６)分ꎬ干预后为(２３.９９±２.６８)分(Ｚ＝ －１９.０４７ꎬＰ<０.０１)ꎮ 干预前后合理膳食行为和身体

锻炼行为报告率ꎬ小学生从干预前的 ６３.０６％上升至干预后的 ７７.８８％ꎬ中学生从干预前的 ５７.７７％上升至干预后的 ７６.９８％
(χ２ 值分别为 ６５.８９５ꎬ１１０.１０５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健康教育后中小学生合理膳食知识知晓率明显提高ꎬ合理膳食行为

也得到明显改善ꎮ 应从学校、家庭、学生全方位开展健康教育ꎬ帮助他们养成良好膳食习惯ꎮ
【关键词】 　 膳食ꎻ健康知识ꎬ态度ꎬ实践ꎻ干预性研究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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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提

高ꎬ人们越来越能意识到膳食不平衡和运动量不足与

慢性病的发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１] ꎮ 中小学阶段

是体格和智力发育最活跃的阶段ꎬ这一阶段的合理膳

食和身体锻炼对学生今后的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尤

为关键ꎮ

为了解宜兴市中小学生对合理膳食知识的认知

及相关行为情况ꎬ并评价健康教育等干预活动的效
果ꎬ宜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２０１４ 年 ３—６ 月对该
市中小学生进行抽样调查和干预分析ꎬ 结果报道
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从宜兴
市 ５６ 所小学和 ３２ 所初中随机抽取 ３ 所小学和 ３ 所初
中ꎬ再从每所小学的四、五年级各随机抽取 １ 个班级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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