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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桂林地区高校大学生艾滋病污名现状ꎬ探讨实施观点采择及共情对艾滋病污名的影响ꎬ为后续

其他地区、人群开展艾滋病污名研究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法选取桂林地区 ４ 所高校大学生ꎬ在层内随机将研究

对象分为对照组(４１０ 名)和试验组(３９６ 名)ꎬ并采用艾滋病污名及共情自评量表对其进行采择前后测试ꎬ比较测试结果ꎮ
结果　 两组研究对象的艾滋病污名问卷各维度得分与总分在采择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８０ꎬ０.３５ꎬ－０.６２ꎬ
－０.１０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采择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３.５３ꎬ２.２１ꎬ２.３０ꎬ３.９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采择前共情水平认知共

情和情感移情维度得分与总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 ０.１０ꎬ－０.２７ꎬ－０.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采择后情感移情得分与

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２.１５ꎬ－３.０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共情在观点采择与艾滋病污名之间起到 １４.０８％的中

介作用ꎮ 结论　 艾滋病污名存在于桂林地区高校大学生中ꎬ而观点采择可有效降低其艾滋病污名ꎬ共情在其中具有中介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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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艾滋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ꎬＡＩＤＳ)在我国大中学生中蔓延迅速ꎬ感染人数

和感染率不断攀升ꎬ大多数 ＡＩＤＳ 是发生在大学期

间[１] ꎮ ＡＩＤＳ 的流行与人们对 ＡＩＤＳ 的态度和行为存

在密切相关[２] ꎬ艾滋病污名的流行严重阻碍了 ＡＩＤＳ

防控工作[３] ꎮ 艾滋病污名(ＨＩＶ￣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ｔｉｇｍａ)指由于

社会大众对 ＡＩＤＳ 本能的恐惧、道德的排斥与谴责、自
我尊严的提升而产生的一种消极的态度和行为[４－５] ꎬ
给 ＡＩＤＳ 患者家庭和谐、心理健康、医疗卫生服务有效

性、社会和谐发展造成严重影响[６] ꎮ 观点采择(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ａｋｉｎｇ)指个体能推断他人观点与态度的内部

心理过程的能力ꎬ可有效降低个体对受污者的消极态

度和行为ꎬ使群际接触间关系得到相应改善[７－９] ꎮ 近

年来有研究报道ꎬ实施观点采择可降低学生群体的艾

滋病污名[１０－１２] ꎮ 此外ꎬ观点采择可以引发共情[１３] ꎬ而
共情可以通过中介作用改善艾滋病污名[１４] ꎮ

高校大学生群体受过较高层次的知识教育ꎬ是

ＡＩＤＳ 防控的重点人群和重要力量ꎮ 高校大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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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ＤＳ 群体负面的社会情绪与抵触的排斥心态ꎬ将影响

全社会共同解决 ＡＩＤＳ 问题及开展 ＡＩＤＳ 反歧视工

作[１５] ꎮ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９ 年 ９—１２ 月通过问卷调查和实

施观点采择ꎬ了解桂林地区高校大学生艾滋病污名现

状及观点采择和共情的作用ꎬ可为后续其他地区、人
群开展艾滋病污名研究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随机法按学校综合排名与类别

分层选取桂林市 ４ 所大学ꎬ共纳入 ８９２ 名学生ꎬ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进行试验ꎬ最终

完成试验的研究对象 ８０６ 名ꎬ其中男生 ３３１ 名ꎬ女生

４７５ 名ꎻ对照组 ４１０ 名ꎬ其中男生 １６８ 名ꎬ女生 ２４２ 名ꎬ
平均年龄(２０.３±２.４)岁ꎻ试验组 ３９６ 名ꎬ其中男生 １６３
名ꎬ女生 ２３３ 名ꎬ平均年龄(２０.６±２.３)岁ꎮ 两组研究对

象的性别构成、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 ｔ 值分

别为 ０.００ꎬ１.８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试验组 　 实施前ꎬ完成艾滋病污名问卷测试ꎻ
实施 ２ 周后ꎬ进行观点采择ꎬ具体为以文中主人公角度

阅读 １ 篇 ＡＩＤＳ 患者相关文字材料ꎬ以第一人称写出

自己真实的感想ꎻ并完成艾滋病污名问卷与共情自评

问卷的测试ꎮ
１.２.２　 对照组 　 实施前ꎬ完成艾滋病污名问卷测试ꎻ
实施 ２ 周后ꎬ不实施观点采择ꎬ采用与试验组一致的文

字材料ꎬ要求以第三人称角度进行阅读ꎬ尽量保持客

观中立ꎬ并以第三人称写出自己真实的感想ꎮ 完成艾

滋病污名问卷与共情自评问卷的测试ꎮ
１.２.３　 阅读材料　 １ 篇 ５００ 字左右的叙述性文章ꎬ文
章结合现实真实案例进行改编ꎬ主要描述 ＡＩＤＳ 主人

公的工作生活经历、感染 ＡＩＤＳ 的原因、生活现状等

情况ꎮ
１.２.４　 艾滋病污名问卷　 采用杨金花等[１６] 编制的问

卷ꎬ主要测试个体接近恐惧、道德评判以及法律和社

会福利 ３ 个维度的情况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分法ꎬ以
“非常不符合” ~ “非常符合”为 １ ~ ５ 分ꎬ共 １５ 题ꎬ总分

为 １５ ~ ７５ 分ꎮ 污名现象轻微的研究对象得分低ꎮ 问

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０.８８ꎬ重测信度为 ０.８６ꎮ
１.２.５　 共情自评量表　 采用李晨枫等[１７]翻译的量表ꎬ
主要分为个体认知共情和情感移情 ２ 个维度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分法ꎬ以“非常不符合” ~ “非常符合”为 １
~ ５ 分ꎬ共 ２０ 题ꎬ总分为 ２０ ~ １００ 分ꎮ 共情水平低的研

究对象评分低ꎮ 该量表在大学生群体中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１８] 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双录入ꎬ再
由 ２ 名研究人员进行逻辑核查确认录入信息无误ꎮ 采

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进行数据清理和分析ꎬ连续变量以 ｘ

±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用 ｔ 检验ꎻ分类变量采用频数表示ꎬ
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ꎻ中介作用选用温忠麟等[１９] 检

验中介效应程序进行三步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观点采择前后两组艾滋病污名得分比较　 对照

组与试验组在实施观点采择前ꎬ艾滋病污名问卷的各

项得分与总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实施观点采择后ꎬ艾滋病污名问卷的各项得分

与总分试验组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实施观点采择前后两组大学生的艾滋病污名得分比较(ｘ±ｓ)

采择前后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接近

恐惧

道德

评判

法律和

社会福利
总分

采择前　 　 对照组 ４１０ ２５.３１±６.３４ ９.０９±２.６５ ９.２０±２.９７ ４５.１８±９.４６
试验组 ３９６ ２４.６０±６.２３ ８.９５±２.７６ ９.４７±３.２２ ４５.３２±９.５９

ｔ 值 ０.８０ ０.３５ －０.６２ －０.１０
Ｐ 值 ０.４２ ０.７２ ０.５４ ０.９２

采择后　 　 对照组 ４１０ ２４.３１±６.９３ ９.０８±２.９１ ９.１０±２.７８ ４３.７９±９.１８
试验组 ３９６ ２１.１０±５.８７ ８.２０±２.７７ ８.２１±２.７４ ３８.６６±９.０４

ｔ 值 ３.５３ ２.２１ ２.３０ ３.９８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１

２.２　 观点采择前后两组共情水平得分比较　 对照组

与试验组在实施观点采择前ꎬ共情水平各项得分与总

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实施观

点采择后ꎬ情感移情得分和共情总分均为试验组高于

对照组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ꎮ 见

表 ２ꎮ

表 ２　 实施观点采择前后两组大学生共情水平得分比较(ｘ±ｓ)

采择前后 组别 人数 统计值 认知共情 情感移情 总分
采择前 对照组 ４１０ ３６.４２±５.６３ ３７.７５±６.４５ ７３.３１±８.９７

干预组 ３９６ ３６.３８±５.６７ ３７.８７±６.４２ ７３.３６±９.０１
ｔ 值 ０.１０ －０.２７ －０.０８
Ｐ 值 ０.９２ ０.７９ ０.９４

采择后 对照组 ４１０ ３６.３４±５.７７ ３７.７６±６.８１ ７３.２７±９.２５
干预组 ３９６ ３７.２５±５.７１ ３９.７０±５.９６ ７６.７７±６.７４

ｔ 值 －１.１３ －２.１５ －３.０６
Ｐ 值 ０.２６ ０.０３ <０.０１

２.３　 共情反应在观点采择与艾滋病污名间的作用　
观点采择与艾滋病污名之间呈负相关(总效应系数 ｃ
＝ －０.２１ꎬ直接效应系数 ｃ’ ＝ －０.１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而
与共情反应之间呈正相关(间接效应系数 α ＝ ０.１６ꎬＰ<
０.０５)ꎻ共情反应与艾滋病污名之间呈负相关(间接效

应系数 ｂ ＝ －０.１８ꎬＰ<０.０５)ꎮ 根据中介作用定义[２０] ꎬ共
情反应在观点采择与大学生艾滋病污名作用中具有

１４.０８％的中介效应(ａｂ / ｃ＝ ０.１６×０.１８ / ０.２１ ＝ ０.１４)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桂林地区高校大学生中普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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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滋病污名现象ꎬ大学生仍然未能完全接纳和包容

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ꎮ 有研究表明ꎬ在 ＡＩＤＳ 相关知

识宣传和掌握较多的医学专业大学生中也广泛存在

艾滋病污名现象ꎬ害怕、回避和歧视 ＡＩＤＳ 患者的消极

态度和行为仍较为普遍[２１－２２] ꎮ 有研究建议ꎬ大学生艾

滋病知识教育中应增加反艾滋病歧视的内容ꎬ以减少

大学生对 ＡＩＤＳ 群体的恐惧和污名化[２３] ꎬ正确引导高

校大学生对 ＡＩＤＳ 群体的态度[２４] ꎮ 高校大学生是

ＡＩＤＳ 防控工作的重点人群和重要力量ꎬ他们对 ＡＩＤＳ
的污名将影响全社会 ＡＩＤＳ 防控工作的开展ꎮ 因此ꎬ
改变高校大学生对 ＡＩＤＳ 群体的污名态度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实施观点采择后桂林地区高校

大学生艾滋病污名问卷的总分和所有维度得分均降

低ꎬ与李静芝等[９－１１] 的研究结论一致ꎮ 现阶段研究发

现ꎬ加强 ＡＩＤＳ 相关知识宣传与普及[２５] 、发挥精神领袖

作用[２６] 、开展小组活动[２７] 、增加 ＡＩＤＳ 患者与社会群

体的接触[２８]等均对降低艾滋病污名有一定作用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实施观点采择的大学生对 ＡＩＤＳ

群体情感移情方面和共情反应方面高于未实施观点

采择的大学生ꎮ 高校大学生观点采择后共情水平出

现差异ꎬ 可能是由情 境 引 起 的 共 情 反 应 所 导 致

的[２９－３０] 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共情反应观点采择干预降

低桂林地区高校大学生艾滋病污名的作用中存在中

介效应ꎬ效应大小为 １４.０８％ꎬ与李静芝等[１０－１２] 研究结

果一致ꎮ 可能是高校大学生实施观点采择后ꎬ能够真

实地感受和理解 ＡＩＤＳ 群体的心境并产生共鸣ꎬ从而

改变他们对 ＡＩＤＳ 群体消极的认知态度ꎮ
本次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ꎬ如未研究有艾滋病

污名的外显与内隐态度ꎬ研究对象仅为桂林地区大学

生ꎬ结论外推性有限ꎮ 但本研究可为后续其他地区、
人群开展艾滋病污名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ꎬ以进

一步验证观点采择和共情降低艾滋病污名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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