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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联合委员会把健康教育定义为:

协调的目的是形成多部门合作、 人人参与的健康格局ꎬ 倡导

“ 在健康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有计划的学习活动ꎬ 个人、

的目的是培育全社会的健康文化ꎮ 一个多世纪以来各国的健

群体和社区通过这种学习活动ꎬ 获取用于做出有益于健康的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实践和科学研究表明ꎬ 健康教育健康促进

决定的信息和技能ꎮ” 世界卫生组织把健康教育定义为: “ 一

是改善人们的健康行为ꎬ 预防疾病ꎬ 保护和促进健康的有效

种有组 织、 有 计 划 的 主 动 学 习 活 动ꎬ 包 括 改 善 健 康 认 知 力

策略ꎮ 经过国际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者的大量实践和研

(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和健康知识的传播活动ꎬ 以及有益于个体和

究ꎬ 发展出了几十个理论和模型ꎬ 用于指导人们开展健康教

社区健康的生命技能的开发” ꎮ 实质上ꎬ 健康教育是就健康的

育与健康促进工作ꎮ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理论和方法同样

议题对人们进行教育的过程ꎬ 健康教育强调以目标人群为中

适用于膳食营养教育和促进ꎮ

心ꎬ 以行为改变为目标ꎮ 健康教育的核心任务是提高人们有

为了总结梳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理论和方法在膳食

关健康的自我效能感ꎬ 改善人们的行为ꎬ 包括激发意识、 态

营养教育和促进中的应用、 经验和成果ꎬ 本刊组织健康教育

度和动机ꎻ 开展健康传 播ꎬ 提 高健 康素 养ꎻ 实 施行 为干 预ꎬ

与膳食营养领域的专家撰写了 ８ 个方面的文章ꎮ 主要包括:

减少行为危险因素ꎮ

(１) 健康促进在公众营养领域的应用: 介绍健康促进的概念

健康促进是提高人们保护和促进自身及他人健康能力的

和工作策略ꎬ 以芬兰北卡社区健康促进项目和日本的公众营

过程 ( ＷＨＯꎬ １９８６) ꎮ 健康促进致力于: 促使政策制定者出

养教育为例ꎬ 介绍国际上的健康促进在营养方面的应用ꎬ 并

台有益于健康的政策或实施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策略ꎻ 促使

总结了我国健康促进工作的进展以及膳食营养的可操作化ꎻ

人们建设或营造有益于健康的物质和社会环境ꎻ 促使卫生服

(２) 营养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进展: 介绍了营养教育的定义、

务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预防和健康为导向ꎻ 普及健康

我国不同人群和慢性病预防营养教育的工作进展ꎻ (３) 膳食

技能ꎬ 提高人们的自我保健能力和健康素养ꎻ 动员全社会参

与身体活动健康教育干预: 介绍了膳食营养与身体活动行为

与有益于健康的行动ꎬ 人人承担健康的责任ꎮ 健康促进的三

的影响因素ꎬ 膳食营养健康教育的常用方法等ꎻ (４) 公众营

项基本策略包括赋权、 协调和倡导ꎮ 赋权的目的是让人们做

养健康教 育 与 促 进 有 效 途 径 分 析: 介 绍 了 拉 扎 斯 菲 尔 德 的

自己健康的主人ꎬ 主动积极地管理影响自身的健康危险因素ꎬ

“ 两级传播模式” 和意见领袖的作用在营养健康教育上的应

３

用ꎻ (５) 社会规范理论在说服人们养成健康营养行为中的应
用: 介绍了社会规范理论在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 戒烟限酒
等健康营养行为促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ꎻ ( ６) 应用 ＳＯＣ
模型进行农民营养干预的研究: 介绍了 ＳＯＣ 模型在农民中开
展营养宣教的方法和效果ꎻ (７) 社会规范理论在说服人们养
成健康营养行为中的应用: 以运动减肥行为为例开展体重控
制和运动减肥行为干预的方法ꎻ (８) 新闻传播中的把关人理
论在营养新闻传播中的应用: 介绍了新闻传播的 “ 把关人”
理论以及在营养知识大众传播活动中的应用ꎮ
这些文章介绍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理论ꎬ 梳理了公
众营养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有效途径ꎬ 分析了我国营养健

研究员 / 教授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研究的进展ꎬ 介绍了营养健康教育与健康

田本淳

促进干预的有效方法ꎬ 总结了自我效能理论、 社会规范理论、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资深专家

新闻传播理论等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理论在改善人们的膳食

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首席专家

行为中的应用ꎬ 目的是为本刊读者提供实用性的参 考资 料ꎬ

« 中国健康教育» 杂志常务编委

提升我国公众膳食营养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工作水平ꎮ

卫生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委员会委员

４

２００９ 年 “ 达能营养中心膳食营养研究与宣教
基金项目” 介绍 (２)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 Ｄａｎｏｎ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ｅ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ｎｔ” ｉｎ ２００９ (２)

石家庄市肥胖儿童家庭肥胖集聚性调查及整体干预模式的研究
申请人姓名: 李增宁

且可能有家庭集聚性的特点呈现ꎮ 本研究采用营养流行病学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研究方法ꎬ 在石家庄市内五区采用整群抽样方法ꎬ 对 ８ 所小

工作单位名称: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营养科

学 ７０００ 余名 ７—１３ 岁儿童进行体检ꎬ 筛查出肥胖儿童并开展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５.２ 万元人民币

肥胖儿童家庭肥胖集聚性调查和实施以家庭为单位整体干预
模式研究ꎮ 在阐述肥胖儿童家庭集聚性的比例同时ꎬ 以中国

项目摘要:

居民膳食指南 ２００７ 为指导ꎬ 编制干预方案ꎬ 探索对家庭成员

肥胖是当今社会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ꎬ 发生率

实施整体干预的肥胖干预新模式ꎬ 达到有效控制和改善儿童

呈逐年上升趋势ꎮ 儿童肥胖对其生长发育、 免疫水平、 运动

肥胖的目的ꎬ 并作为有效模式进行推广和应用ꎬ 实现良好的

机能及心理健康有明显损害ꎬ 肥胖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ꎬ 并

社会和经济效益ꎮ

膳食因素、 运动及体格指标与儿童代谢综合症的关系
本课题拟以上海市 ７—１５ 岁的学龄儿童为对象ꎬ 进行整

申请人姓名: 仲伟鉴
专业技术职称: 主任医师

群分层抽样筛查ꎬ 了解上海市儿童 ＭＳ 的现况ꎻ 采用病例—

工作单位名称: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照方法ꎬ 分析 代 谢 综 合 征 儿 童 的 体 格 指 标 ( 非 创 伤 性 指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５.８ 万元人民币

标) ꎬ 结合膳食因素及运动水平ꎬ 探讨建立儿童代谢综合征的
预测评价体系的可行性ꎮ 通过模型大鼠实验ꎬ 研究代谢综合

项目摘要:

征相关基因的表达状况和变化与 ＭＳ 的关系ꎬ 从而深入分析

代谢综合征 (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ＭＳ) 是一组代谢性

ＭＳ 的发病机制ꎻ 探讨补充膳食纤维和增加运动量对代谢综合

疾病症候群ꎬ 对心血管及全身脏器的损害严重ꎬ 肥胖是其首

征的干预作用及其机理ꎮ 为儿童代谢综合征的早期诊断提供

要和必要条件ꎮ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ꎬ 虽然 ＭＳ 普遍在成年

简便易行的检测指标ꎬ 为促进肥胖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ꎬ 建

人中发病ꎬ 但是其异常多始于儿童时期ꎬ 尤其 是肥 胖儿 童ꎮ

立并实施儿童 ＭＳ 早期预防、 综合防治方案提供理论依据和

儿童代谢综合征严重影响儿童的生长发育ꎬ 甚至对健康构成

技术支撑ꎮ

威胁ꎬ 因而已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ꎮ

５

大豆异黄酮干预对不同雌马酚表型绝经后妇女
骨质疏松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申请人姓名: 糜漫天

同人群间体内 ＳＩ 的代谢表型不同有关ꎮ 雌马酚 ( Ｅｑ) 作为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ＳＩ 的代谢终产物ꎬ 在体内最为稳定ꎬ 比其前体物大豆苷元具

工作单位名称: 第三军医大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

有更强的生理活性ꎬ 而人群中仅有 ３０％ ~ ５０％的个体能够代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５.２ 万元人民币

谢产生 Ｅｑꎮ 本研究围绕不同 Ｅｑ 代谢表型对大豆制品生物学
效应的影响ꎬ 通过在重庆地区开展人群干预试验ꎬ 运用半定

项目摘要:

量食物频数表调查、 高效液相色谱分析、 双能 Ｘ 线吸收测量

绝经后骨质疏松 ( ＰＯＭＰ) 是中老年妇女常见的骨骼退

仪及电化学发光仪检测等方法ꎬ 深入观察大豆异黄酮干预对

行性疾病ꎬ 其发生与绝经后妇女体内雌激素水平降低密切相

不同雌马酚表型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的防治效应ꎬ 并就其相

关ꎮ 大豆异黄酮 ( ＳＩ) 作为一类植物雌激素ꎬ 具有弱雌激素

关机制进 行 初 步 探 讨ꎮ 本 项 目 对 于 进 一 步 认 识 雌 马 酚 防 治

样活性且没有雌激素替代治疗的副作用ꎬ 其在骨质疏松症和

ＰＯＭＰ 的作用机理ꎬ 指导女性从科学膳食及合理利用 ＳＩ 补充

更年期综合症的防治作用已受到广泛关注ꎮ 然而ꎬ 流行病学

剂防治 ＰＯＭＰ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ꎬ 并为不同 Ｅｑ 表型人群

研究显示不同人群间的大豆制品或大豆异黄酮干预对该类疾

的 ＳＩ 干预效应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ꎮ

病的影响效果存在明显差异ꎮ 研究认为ꎬ 上述差异可能与不

不同抗氧化活性蔬菜对衰老机体抗氧化防御体系
功能改善作用的比较研究
申请人姓名: 郭长江

下降和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生、 发展ꎮ 本项目拟结合动物实验

专业技术职称: 研究员

与人体试验ꎬ 通过有目的摄入抗氧化活性较强的蔬菜ꎬ 达到

工作单位名称: 天津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

改善衰老机体抗氧化防御体系功能的目的ꎮ 研究中将采用有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６.６ 万元人民币

关方法检测机体抗氧化防御体系中酶与非酶系统功能以及脂
类、 蛋白质、 ＤＮＡ 氧化损伤程度ꎬ 以评价改善效果ꎮ 预期结

项目摘要:

果将说明具有较强抗氧化活性的蔬菜是否确实对衰老机体抗

一些蔬菜富含多种天然抗氧化物质ꎬ 在体外具有很强的

氧化防御体系功能具有改善作用ꎬ 同时为衰老的营养干预和

清除自由基的能力ꎮ 而衰老伴随机体抗氧化防御体系功能的

天然食物抗氧化物质的开发利用提供理论依据ꎮ

染料木素及大豆甙元干预对绝经后妇女糖调节
受损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
申请人姓名: 叶艳彬

项目摘要:
ＷＨＯ 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６０％的 ２ 型糖尿病可以通过膳食

专业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工作单位名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和体力活动为主的生活方式调节来预防ꎮ 既往研究显示大豆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３.８ 万元人民币

食物或异黄酮可降低心血管病疾病、 骨质疏松和某些 癌症ꎬ

６

但对血糖影响的人群研究较少ꎮ 异黄酮是大豆重要有效成分

试验方法ꎬ 通过大豆蛋白ꎬ 大豆蛋白加染料木素或大豆甙元

之一ꎬ 染料木素和大豆甙元是大豆异黄酮的两种主 要成 分ꎮ

干预绝经后妇女糖调节受损患者 ６ 月ꎬ 观察糖脂代谢相关指

既往人体试验大多采用复合异黄酮ꎬ 有研究提示纯化的染料

标的变化ꎬ 并探讨该作用是否与胰岛 素受 体活 性、 脂 联素、

木素或大豆甙元的骨健康健康效应远好于复合异黄酮ꎮ 因此ꎬ

白细胞介素 ６ 等炎性因子相关ꎮ 研究结果将从理论上阐明异

复合异黄酮干预可能并不能揭示染料木素和大豆甙元的真实

黄酮中的有效作用成分染料木素和大豆甙元对糖尿病预防的

作用ꎮ 然而ꎬ 鲜有人体干预研究验证染料木素和大豆甙元对

效果ꎬ 并可能揭示其部分作用机制ꎻ 为探索有效的糖尿病防

糖尿病的预防作用及机制ꎮ 为此ꎬ 本研究采用随机双盲对照

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ꎮ

以运动监测指导为基础的儿童肥胖干预模式研究
申请人姓名: 马

军

所学校随机分为对照组、 饮食干预组、 运动干预组、 以运动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监测指导为基础的干预组ꎮ 分别对三个干预组进行为期 １ 年

工作单位名称: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的干预ꎬ 在干预前后对干预组和对照组的所有学生进行问卷

项目资助金额: ９.５６ 万元人民币

调查、 身体测量、 体质测量、 代谢指标测量ꎮ 饮食干预组主
要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ꎻ 运动干预组每天进行课间活动并辅

项目摘要:

以健康教育ꎻ 以运动监测指导为基础的干预组ꎬ 主要采取运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超重及肥胖有 加速 上升 的趋 势ꎮ

动监测ꎬ 指导学生改善饮食和运动行为ꎮ 本研究旨在研究以

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ꎬ 许多在成年期治疗肥胖的方法

运动监测指导为基础的儿童肥胖干预模式ꎬ 为提出并推广有

不能简单地用于儿童ꎮ 本研究拟在北京市选择 ４ 所小学ꎬ 依

效的儿童肥胖干预模式提供理论依据ꎬ 对于提高儿童参与防

据 “ 中国学龄儿童青少年 ＢＭＩ 超 重、 肥 胖筛 查分 类标准” ꎬ

控肥胖的积极性ꎬ 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ꎬ 促进身心健康发展ꎬ

每所学校选择 １００ 名 １—５ 年级肥胖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 将 ４

持久维持减肥效果ꎬ 早期预防成年期疾病具有重要意义ꎮ

不同喂养方式的低出生体重儿 ０—１８ 月血压水平研究
申请人姓名: 潘发明

报道表明: 出生体重与青年期血压成反比例关系ꎮ 因此ꎬ 本

专业技术职称: 副教授

研究通过 随 访 追 踪 低 出 生 休 重 儿 ( ｌｏｗ ｂｉｒｔｈ ｗｅｉｇｈ ｉｎｆａｎｔｓꎬ

工作单位名称: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ＬＢＷＩ) 及其父母的资料ꎬ 采用问卷调查法了解低出生休重儿

项目资助金额: ７.８ 万元人民币

的喂养方式、 月龄、 高血压家族史ꎬ 同时测量低出生休重儿
的收缩压 ( ＳＢＰ) 、 舒张压 ( ＤＢＰ) 、 身高、 体重、 体重指数

项目摘要:

( ＢＭＩ) 等指标ꎻ 建立研 究 队 列ꎬ 追 踪 观 察 喂 养 方 式 对 低 出

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慢性病之一ꎬ 研究已经证实ꎬ 高血

生体重儿血压的影响ꎬ 探讨低出生休重儿在不同喂养方式下

压是引起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ꎬ 具有很高的致残、 致死

血压的变化趋势及原因ꎬ 同时验证低出生体重是否会导致婴

率ꎬ 成人高血压患病率 高ꎬ 且 病人 需常 年服 药ꎬ 预 后较 差ꎮ

幼儿血压处于较高水平ꎮ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方法ꎬ 易于得到

儿童血压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血压在发育过程中存在轨迹

可靠的科研数据ꎬ 同时研究视角新颖ꎬ 拓宽了高血压的研究

现象ꎬ 推测成人原发性高血压可能始于婴幼儿时期ꎮ 国外有

领域ꎮ

７

孕妇高碘水平饮食对胎儿生长发育、 甲状腺和心脏功能的影响
申请人姓名: 桑仲娜

不十分明确ꎬ 且这方面的研究较少ꎮ 鉴于此ꎬ 本研究通过选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择河北省黄骅市、 沧州市高碘地区孕期碘营养过量孕妇作为

工作单位名称: 天津医科大学公卫学院营养教研室

高碘组ꎬ 同时选择当地碘营养适量孕妇作为对照组ꎮ 通过观

项目资助金额: ７.５ 万元人民币

察两组孕妇的妊娠结局、 测定新生儿身长、 体重、 头围、 胸
围等ꎬ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新生儿 Ｔ３、 Ｔ４、 ＴＳＨꎬ 并采用多

项目摘要:

普勒组织显像测定心脏各腔室大小、 左室心肌重量指数、 射

我国是碘缺乏与碘过量并存的国家ꎬ 自 １９９６ 年实施全民

血分数、 二尖瓣舒张早、 晚期血流峰值等ꎬ 从而探讨孕期碘

食盐加碘政策以来ꎬ 碘缺乏病在我国已得到有效的控制ꎬ 而

营养过量对妊娠结局、 新生儿体格发育、 甲状腺功能和心脏

碘过量导致的甲状腺疾病发病率增加也引起人们的关注ꎮ 流

功能的影响ꎮ 本研究结果将为碘过量对胎儿的影响提供重要

行病学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存在大量碘营养过量的孕妇ꎬ 现今

数据ꎬ 为该领域深入研究提供基础ꎬ 对防治碘过量带来的危

孕妇碘缺乏对胎儿的影响已较明确ꎬ 但碘过量对胎儿影响尚

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ꎮ

农村 ０ ~ ３ 岁父母双亲外出留守婴幼儿喂养模式及其干预研究
申请人姓名: 苏普玉

病等方面均产生重要影响ꎮ 由于双亲外出留守婴幼儿的监护

专业技术职称: 讲师

人多为年事已高、 文化程度较低的祖辈ꎬ 因而推论双亲外出

工作单位名称: 安徽医科大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

留守婴幼儿的喂养模式对儿童健康的影响更大ꎮ 本课题采用

项目资助金额: ８.６４ 万元人民币

病例对照研究ꎬ 拟根据安徽省地理分布共调查约 ２５０ ~ ３７５ 名
农村 ０ ~３ 岁父母双亲均外出ꎬ 且持续时间 ３ 个月以上的留守

项目摘要:

婴幼儿及其对照组ꎬ 从体格发育、 神经系统发育、 常见营养

当前ꎬ 农村留守学龄前儿童的数量已经超过 １５００ 万ꎬ 约

性疾病、 常见感染性疾病、 不良饮食习惯等方面分析留守婴

占农村同龄幼儿数量的 １ / ３ꎬ 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ꎮ 但对农村

幼儿喂养模式对儿童健康的影响ꎻ 在此基础上选择约 ８０ ~ １００

留守儿童的关注多集中在学龄阶段ꎬ 人生发展关键的婴幼儿

留守婴幼儿进行为期 ４ 个月营养模式干预研究ꎬ 探讨干预效

阶段却几乎是社会关注的盲点ꎮ 研究表明ꎬ 婴幼儿阶段的喂

果ꎮ 研究结果可为我国农村留守婴幼儿喂养模式的干预研究

养模式、 营养素摄入量等对儿童体格、 神经心理发育和常见

提供借鉴ꎬ 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生存质量ꎮ

新疆城市维吾尔族、 汉族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营养流行病调查
申请人姓名: 李

莉

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改变ꎬ 其患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ꎮ 新

专业技术职称: 副主任医师

疆有其独特的民族遗传资源和生活习惯ꎬ 本研究拟在新疆城

工作单位名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营养科

市地区的 维 吾 尔 族、 汉 族 成 年 人 中 开 展 大 样 本 随 机 人 群 的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１ 万元人民币

ＮＡＦＬＤ 的患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 膳食因素、 体力活动等)
的横断面研究ꎬ 并通过病例对照研究了解脂肪细胞因子及膳

项目摘要:

食结构在 ＮＡＦＬＤ 发病过程中的作用ꎬ 探讨 ＮＡＦＬＤ 与脂代谢

非酒精 性脂肪 性肝 病 (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紊乱、 胰岛素抵抗、 代谢综合征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关系ꎬ 为

ＮＡＦＬＤ) 已成为危害人群健康的常见疾病之一ꎬ 随着人们饮

ＮＡＦＬＤ 的病因研究和早期预防奠定基础ꎮ

８

健康促进在公众营养领域的应用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孙昕英
( 北京大学医学部健康教育教研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我国的食品供应日益充足ꎬ 城乡

导可以分为三个层面ꎮ 一是面向政府各级决策者的倡导ꎬ 制

居民的营养状况明显改善ꎮ 但是ꎬ 营养问题仍相当突出ꎬ 表

定更多有利于 健 康 的 政 策ꎬ 实 现 “ 将 健 康 融 入 所 有 公 共 政

现为营养缺乏和营养失衡同时存在ꎬ 与营养相关的慢性非传

策” ꎻ 二是对社会各部门的倡导ꎬ 希望各社会成员部门承担起

染性疾病已经成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中急需解决的问题ꎮ 人

对社会的健康责任ꎬ 动员各部门的力量共同把健康问题解决

的健康既受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 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

好ꎻ 三是面向公众的倡导ꎬ 希望人们能够自觉维护和促进自

响ꎬ 也受个人特征和行为因素的影响ꎬ 具有复杂性ꎮ 很多健

身和他人的健康ꎮ

２、 赋权

康决定因素和人群中的健康不公平都有其社会根源ꎬ 超出了
卫生部门和卫生政策的范畴ꎮ 因此ꎬ 解决健康问题需要全方

“ 赋权” 是使人们获得控制影响自身健康决策和行为的能

位综合治理ꎬ 健康促进的理念在此背景下日渐被公共卫生领

力ꎬ 赋予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及资源的平等机会ꎮ 健康工作者

域所重视ꎮ 公 众 营 养 问 题 涉 及 到 卫 生、 农 业、 食 品、 商 业、

通过健康知识的传播和健康技能的培训ꎬ 让人们掌握更多的

教育等多个部门ꎬ 因此改善公众营养、 加强食品安全等目标

健康知识和健康技能ꎬ 增强他们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能力ꎻ

也需要从健康促进的视角出发来实现ꎮ

通过政策的宣传增强人们利用卫生政策和卫生服务的能力ꎮ
赋权的更高目标是卫生保健工作者调动起人们内在的健康资

一、 健康促进概念

源和动力ꎬ 促使人们通过与卫生工作者积极互动ꎬ 达到一种

１９８６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了首届全球健

转变自我、 优化自我的健康模式ꎮ 鼓励个人和社区增强发现

康促进大会ꎬ 发表了著名的 « 渥太华宣言» ꎮ « 渥太华宣言»

健康问题和解决健康问题的能力ꎬ 希望他们自己动手解决他

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健康促进的概念ꎬ 健康促进是通过行政或

们面对的健康问题ꎬ 从而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他们的自身健康

者组织手段ꎬ 广泛动员和协调社会各部 门以 及社 区、 家 庭、

和整个社区的健康环境ꎬ 形成健康的氛围ꎮ

３、 协调

个人ꎬ 使其各自履行对健康的责任ꎬ 共同维护和促进健康的

“ 协调” 是指协调健康促进行动中社会各界的利益ꎬ 进而

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战略ꎮ
健康促进概念的提出ꎬ 是人类逐步了解健康、 应对健康

组成强大的联盟与社会支持体系ꎬ 共同努力实现健康 目标ꎮ

挑战的结果ꎮ 健康促进就是要建立一种政府主导、 部门合作、

政治、 经济、 文化、 教育等社会决定因素ꎬ 仅仅靠卫生部门

全社会参与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模式ꎬ 充分动员全社会力量参

是不能够解决的ꎬ 远远超过了卫生部门的工作范畴和卫生政

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ꎬ 为提高公众健康水平而共同奋

策的范畴ꎬ 需要更多的社会部门团结在一起ꎬ 共同努力来解

斗ꎮ 健康促进既强调个人对健康的责任ꎬ 又强调社会、 政府

决健康问题ꎮ

对健康的责任ꎻ 既强调个人能力的发展ꎬ 又强调支持性环境

三、 健康促进在公众营养中的应用

的创建ꎮ

１、 国际上的成功经验

二、 健康促进的工作策略

(１) 芬兰北卡计划

« 渥太华宣言» 明确了健康促进的 ３ 个基本工作策略: 倡

芬兰北卡项目是运用健康促进手段干预以饮食为主的生

导、 赋权与协调ꎮ

活习惯进而防控心脑血管疾病的典型成功案例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１、 倡导

年代ꎬ 芬兰的北卡地区心脏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高于芬

“ 倡导” 是通过对全社会的倡导ꎬ 达成共识ꎬ 凝聚各方力

兰本国其他地区ꎬ 主要与当地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ꎬ 比

量ꎬ 为促进全社会的健康共同奋斗ꎮ 根据倡导对象不同ꎬ 倡

如说黄油、 肉类的摄入量较高ꎬ 同时缺乏体力活动和体育运

９

动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芬兰政府把北卡地区作为一个实验地区ꎬ

学教育对营养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ꎮ 日本很多妇女ꎬ 几乎都

开展了全方位的健康促进干预ꎮ 从国家的政策方面ꎬ 芬兰北

接受过良好的家政学教育ꎬ 从家政学里学到的营养知识、 食

卡地区就实施了 “ 取消面包加黄油财政补贴” 的政策ꎬ 同时ꎬ

品知识对自己儿女的养育ꎬ 乃至整个民族的健康起到了重要

要求盐业部门加强低盐饮食的宣传ꎬ 体现了健康促进的政策

作用ꎮ

２、 我国在公众营养教育方面的进展

倡导和部门协调策略ꎻ 从健康知识和技能普及方面ꎬ 对人们
进行健康教育ꎬ 普及心脑血管病的预防知识ꎬ 传授烹饪的技

我国公众营养教育起步较晚ꎬ 但是近年来发展迅速ꎮ 健

能ꎬ 体现了健康促进的人群倡导和赋权策略ꎮ 该项目最终取

康促进的理念和策略在公众营养工作中也逐渐被采用ꎮ

得了比较好的结果ꎬ 在项目实施 ３０ 年以后ꎬ 芬兰北卡地区心

(１) 公共政策倡导与部门协调合作

脏病死亡率下降了 ８０％ꎮ 虽然北卡项目之初国际上还没有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ꎬ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２０１４—３ 号文

出健康促进的概念ꎬ 但事实上已经运用了健康促进 的理 念ꎬ

件 «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 以下简称 « 纲

这为后来国际健康促进的实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ꎮ

要» ) ꎮ 这是继 « 九十年代中国食物结构改革与发展纲要» 、

(２) 日本的公众营养

«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 之后ꎬ 我国

日本自二战以后开始非常注重公众营养ꎮ

政府制定的第三部关于食物与营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ꎮ « 纲

首先ꎬ 日本有关营养的法律完善ꎬ 有健全的营养士制度ꎮ

要» 立足保障食物有效供给、 优化食物结构、 强化居民营养

日本涉及 营养与 食品 卫生 的法 律众 多ꎬ 如 « 食 品 卫 生 法» 、

改善ꎬ 绘制出至 ２０２０ 年我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的新蓝图ꎮ « 纲

« 地区保健法» 、 « 健康增进法» 、 « 营养士法» 、 « 营养改善

要» 由农业部和卫生计生委共同牵头ꎬ 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法» 、 « 学校营养午餐法» 、 « 调理师法» 等等ꎮ 日本法律要求

教育部、 科技部、 商务部等 ５ 个部委参与ꎬ 是健康促进政策

在各个地方必须设立保健所ꎬ 在保健所里面必须设置营养指

策略和协调策略的高度体现ꎬ 今后 « 纲要» 的实施更离不开

导员和营 养 咨 询 室ꎻ 一 日 提 供 ２５０ 份 以 上 食 品 的 供 食 设 施

部门间的协调和合作ꎮ

( 食堂等) 必须要有营养士ꎻ 一日提供 ７５０ 份食品以上的食堂

事实上ꎬ 早在 １９９５ 年启动的国家公众营养改善项目ꎬ 已

必须设置营养管理士ꎮ 也就是说ꎬ 没有营养士的食堂、 餐馆、

经很好地诠释了全面的倡导动员、 多部门合作与协调 策略ꎮ

饭店、 食品厂不许开业经营ꎮ 对营养士、 营养管理士和调理

在国家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主持下ꎬ 国家 粮食 局、 财 政部、

师实行严格资格考试认证制度ꎮ 由于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的

外经贸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营养学会、 国际生

约束力强ꎬ 因此对日本公众的营养产生了巨大且持久的影响ꎮ

命科学学会中国办事处、 中国粮油协 会、 中国调 味品 协会、

其次ꎬ 日本的公众营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 “ 赋权”

中国植物油协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 中国国家粮油检测中

的思想ꎬ 赋权不仅仅包含营养知识的提高ꎬ 更重要的是技能

心、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 中国农业大学、 罗氏 ( 中

的提升ꎮ 日本的食品营养书籍把很复杂的营养知识写得通俗

国) 有限公司、 北京古船集团等部门、 机构、 组织、 企业相

易懂ꎬ 把各种食品的材料的营养特点、 含 量写 得有 趣易 懂ꎬ

互配合ꎬ 收效颇丰ꎬ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碘、 铁、 维生素 Ａ

往往不是用枯燥的文字说明ꎬ 而是多用非常生动的图解演示ꎮ

等营养缺乏问题以及特殊人群的营养问题ꎮ

例如ꎬ 日本把食品分为三大类ꎬ 命名为三色食品ꎮ 黄色食品

«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颁布后ꎬ 对食品生产企业具

是热能源ꎬ 提供热能的食品材料ꎬ 如谷物、 坚果、 薯类、 脂

有法律约束力ꎬ 营养标签的使用ꎬ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

肪、 糖等ꎻ 红色食品是成长源ꎬ 提供身体 ( 血、 肉、 骨) 成

营养知识的作用ꎬ 也在引导公众理性、 科学选购食品上具有

长所需要营养的食物ꎬ 如动物性食品、 植物蛋白等ꎻ 绿色食

积极作用ꎮ
(２) 公众的倡导和赋权

品是健康维持源ꎬ 包含维持身体健康、 增进免疫、 防止疾病
的食物ꎬ 如水果、 蔬菜、 海藻类等ꎮ 日本某大学食堂用简单

原卫生部发布的 ２０１０—７３ 号文件 « 营养改善工作管理办

易操作的 方 式 帮 助 学 生 们 平 衡 饮 食ꎬ 营 养 教 育 的 材 料 把 含

法» 指出ꎬ 营养改善工作应当以平衡膳食、 合理营养、 适量

８０ｋｃａｌ 热量的食品分量称作一个点ꎬ 然后按照每天的营养需

运动为中心ꎬ 贯彻科学宣传、 专业指导、 个人自愿、 社会参

求规定出一个人各 “ 色” 食物的点数ꎬ 如男生一天需要吃 ２５

与的原则ꎮ « 办法» 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经常组织开展多种

点ꎬ 红色吃 ６ 点ꎬ 绿色吃 ３ 点ꎬ 黄色吃 １６ 点ꎬ 选好饭菜后会

形式的营养宣传教育ꎬ 推广 «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ꎬ 帮助居民

在账单上告诉你各色食物的点数ꎬ 这样对学生的营养平衡具

形成符合营养要求的饮食习惯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ꎬ 提高改

有直接的提示作用ꎬ 而且方便简单ꎬ 量化明确ꎮ 可见ꎬ 日本

善膳食营养的能力ꎮ 这个指导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营养

公众营养教育中把复杂的营养问题可操作化在很大程度上把

教育的 “ 赋权” 思想ꎬ 即不仅仅是营养知识的单向传递ꎬ 而

公众的饮食管理变得简单可行ꎮ

是能力的提升ꎮ

另外ꎬ 营养教育发达也是日本的特点ꎮ 不仅许多大学开

« 中国居民 膳 食 指 南» 已 有 近 ３０ 年 的 历 史ꎮ 最 新 版 的

设营养教育的课程ꎬ 有营养专业ꎬ 而且日本教育体制中家政

«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 ２０１６) » 已经是第四版ꎬ 该指南是一

１０

部营养实践宝典ꎬ 不仅有利于百姓提高基本营养和健康素养ꎬ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后ꎬ 公众营养领域多了一支专业

也是营养教育、 临床医疗、 妇幼保健、 媒体传播的重要依据ꎮ

的队伍ꎮ 新闻、 出版、 文化、 广播、 电影、 电视等媒体是开

规范化、 科学化是这次指南制定的突出特点ꎬ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１２

展营养宣传教育的重要渠道ꎬ 而且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和手

年间我国四次大规模的营养调查为这次指南提供了大量的依

机的普及ꎬ 一些新兴的媒介也在迅猛 发展ꎬ 如微 信公 众号ꎮ

据ꎮ 除了这 本 针 对 一 般 人 群 的 指 南 外ꎬ 中 国 营 养 学 会 还 于

中国营养学会的 “ 中国好营养” 公众号是全方位推送营养知

２０１５ 年发布了 « 婴儿喂 养指 南 ( ０—６ 个月) » 和 « ７—２４

识的平台ꎬ 例如 “ «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 ２０１６) » 的发布ꎬ

月龄婴幼儿喂养指南» ꎬ 这两本指南为婴幼儿的喂养实践提供

先睹为快” 的微信发布后ꎬ 在短时间内引起了社会对指南的

了最权威的解释ꎮ

广泛关注ꎬ 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ꎮ 中华预防医学会的 “ 营

在 « 中国 食 物 与 营 养 发 展 纲 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 发 布 后ꎬ

养与疾病预防” 公众号则侧重于慢性病营养相关知识的传播ꎬ

“ 全民营养周” 应运而生ꎬ 每年 ５ 月第 ３ 周被确定为 “ 全民营

社会影响也较大ꎮ

养周” ꎮ ２０１５ 年举办了第一届全民营养周ꎬ 主题是 “ 天天好

综上ꎬ 我国在公众营养教育领域通过制定公共政策、 多

营养ꎬ 一生享健康” ꎬ 先后 ２６ 个省积极参与ꎬ 共覆盖 ２ 亿人

部门配合、 多渠道的公众宣传等健康促进策略的实施ꎬ 取得

群ꎮ ２０１６ 年全民营养周的主题是 “ 平衡膳食ꎬ 营 养健康” ꎬ

了前所未有的进步ꎮ 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ꎬ 尤

３０ 多个省市开展了营养周的宣传活动ꎮ 全民营养周的创立ꎬ

其是立法方面ꎬ 没有法律的保障ꎬ 营养计划在实施中难免遇

给公众营养教育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ꎬ 用于倡导合理的

到各种困难ꎻ 另外ꎬ 目前的公众营养教育ꎬ 知识传播的作用

营养和膳食ꎮ

突出ꎬ 但是在公众技能提升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ꎬ 由于中餐

在公众营养教育中ꎬ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 大

的复杂性ꎬ 膳食营养的可操作化很困难ꎬ 但是只有想办法克

专院校、 科研院所、 营养学会等单位向公众提供了大量科学

服这些困难ꎬ 才能把营养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行为能力ꎬ 最终

实用、 通俗易懂的营养与健康知识ꎮ 公共营养师这一职业被

达到促进营养、 改善健康的目标ꎮ

公众营养健康教育与促进有效途径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顾沈兵
( 上海市健康教育所)

民以食为天ꎬ 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ꎮ 因此不论是

界卫生组织的定义ꎬ 营养健康教育是 “ 通过改变人们的饮食

传统的祖国医学ꎬ 还是西方的现代医学ꎬ 都认为十分强调营

行为而达到改善营养状况目的的一种有计划活动ꎮ” 由此可

养ꎮ ＷＨＯ 推荐的健康四大基石之一就是合理营养ꎮ 随着社会

见ꎬ 营养健康教育主要指通过营养信息交流ꎬ 帮助个体和群

的发展ꎬ 生产力的提供ꎬ 人类从缺乏营养 逐步 向营 养过 剩ꎮ

体获得食物与营养知识、 培养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和过

然而由于地域差别、 经济差别、 饮食文化差别等原因ꎬ 营养

程ꎬ 也是健康教育的一个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ꎮ

均衡还有得到很好的普及ꎬ 从 ２０１５ 年全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营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各类人群对营养与健康的认识ꎬ

调查看ꎬ ２０１２ 年成人超重率 ３０.１％ꎬ 肥胖率 １１.９％ꎬ 消瘦率

消除或减少不利于健康的膳食营养因素ꎬ 改善营养状况ꎬ 预

９.０％ꎬ 肥胖与营养不良共存ꎮ 因此加强公众营养的健康教育

防营养性疾病的发生ꎬ 提高人们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ꎮ 按照

与健康促进十分重要ꎮ

现代健康教育的观点ꎬ 营养教育并非仅仅传播营养知识ꎬ 还
应提供促使个体、 群体和社会改变膳食行为所必需的营养知

一、 营养健康教育特点

识、 操作技能和服务能力ꎮ

营养健康教育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已被各国政府和营

营养健康教育可通过有计划、 有组织、 有系统和有评价

养学家作为改善人民营养状况的主要有效手段之一ꎮ 按照世

的干预活动ꎬ 提供人们改变不良膳食行为所必需的知识、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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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社会服务ꎬ 普及营养与食品卫生知识ꎬ 养成良好的膳食

息选择必须遵守的 “ 科学性” 、 “ 真实性” ꎬ 没有起到 “ 把关

行为与生活方式ꎬ 使人们在面临营养与食品卫生方面的问题

人” 的作用ꎬ 而是迎合了广告客户的要求ꎬ 帮助炒作一些营

时ꎬ 有能力作出有益于健康的选择ꎮ 大量调查研究表明ꎬ 营

养的概念ꎬ 譬如纳米水、 永动磁等ꎮ 所谓的专家教授瞒天过

养健康教育具有多途径、 低成本和覆盖面广等特点ꎬ 对提高

海ꎬ 保健节目反馈治疗信息环节ꎬ 只要是反馈的信息没有说

广大群众的营养知识水平、 合理调整膳食结构以及预防营养

不好的ꎬ 全是 “ 效果好得很” ꎬ 药物况且对治病不少时候没有

相关疾病切实有效ꎬ 对于提高国民健康素质、 全面建设小康

效果ꎬ 但是这些保健品怎么就疗效全 部显 著呢? 忽悠 受众ꎬ

社会具有重要意义ꎮ

糊弄和欺骗消费者特别是农民消费者ꎬ 让多少农民上当受骗ꎬ
走上了 “ 因病致贫” 再到 “ 因贫致病” 的恶性循环之路ꎮ

１、 营养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二是大众传媒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同质化问题ꎮ 面对

ＷＨＯ 关于现代人类死亡原因归类调查认为我们生活的环

激烈的市场竞争ꎬ 不少广播、 电视、 报纸、 网络等大众传媒

境因素占 １７％ꎬ 遗传 等生 物因 素占 １５％ꎬ 卫 生 服 务 因 素 为

机构不是在营养健康教育内容上下功夫ꎬ 而是在简单的互相

８％ꎬ 而行为生活方式因素高占 ６０％ꎮ 大家知道行为生活方式

抄袭剽窃ꎬ 以至于当一个营养话题出现ꎬ 几乎所有的大众媒

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合理营养、 行动、 戒烟限酒以及运动ꎮ 因

体都是一个声音ꎬ 缺乏对营养健康知识和不同人群不同需求

此营养健 康 教 育 对 大 众 的 健 康 起 到 十 分 关 键 的 作 用ꎬ 尽 管

的深度挖掘ꎮ 这种盲目跟风炒作、 题材方式高度同质化的营

« 中国膳食营养指南 ２０１６» 已经公布了很大时间ꎬ 但民众的

养健康传播栏目会让许多观众厌倦学习、 了解ꎬ 不仅不能增

知晓、 以及如何按照膳食指南来指导自己的日常饮食还缺乏

加受众的兴趣ꎬ 增强营养健康素养ꎬ 反而会抵制媒体ꎬ 造成

必要的技能ꎬ 因此需要大力推进公共营养健康教育ꎮ

资源浪费ꎮ

２、 合理营养

三是大众传媒急功近利ꎬ 不甘寂寞ꎬ 纷纷自贬身价ꎬ 投

就是五谷杂粮的组合ꎬ 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ꎬ 因此每

身于物欲横流的市场浪潮ꎮ 本来公共媒体肩负党和政府喉舌

个人对营养都有自己的理念和观点ꎬ 有些人认为素食有利于

乃至舆论导向和正能量传播的重任ꎬ 代表政府公信力和形象ꎬ

健康ꎬ 有些人认为肉食让人健壮ꎬ 有些人偏爱鱼类食品ꎬ 有

可是ꎬ 为了广告费和经济效益ꎬ 不惜 “ 为五斗米折腰” ꎬ 弄虚

些人偏爱自然未加工食品ꎮ 中华文明上下无千年ꎬ 饮食文化

作假ꎬ 和不法商家沆瀣一气ꎬ 狼狈为奸ꎬ 一些主持人一方面

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ꎬ 食药同源根植于我们大众的饮食文化

口口声声真诚对待观众ꎬ 另一方面却成为虚假广告的 帮凶ꎬ

中ꎬ 特别是中医的养生文化ꎬ 尽管有些养生理论已经被证明

充当了天使和魔鬼的双重角色ꎬ 可敬、 可悲又可气ꎮ

是错误的ꎬ 如练丹长寿术ꎬ 但是有更多的不符合现代营养理

２、 企业唯利是图ꎬ 忽视社会职能

念的生活方式被继承流转下来ꎮ 譬如人们的盲目追 求保 健ꎬ

在公众越来越重视和追求健康的时代ꎬ 功能各异、 名目

人们了解各种保健品的途径极少ꎬ 知识储备不足ꎬ 他们只知

繁多的保健食品、 药品宣传无疑最能吸引公众的眼球ꎮ 但是

道自己需要保健但不知道如何去保健ꎮ 且大部分人不清楚保

保健品却肆意欺骗消费者ꎬ 让消费者成为名副其实的 “ 消废

健品与一般食品和药品的区别ꎬ 防范意识较差ꎬ 易被各种眼

者” ꎬ 不仅如此ꎬ 这些广告 涉及 的保 健食 品不 仅没 有保 健功

花缭乱的虚假宣传所迷惑误导ꎬ 盲目购买产品ꎬ 从而造成保
健市场购买的 “ 羊群效应” ꎮ

能ꎬ 甚至还会使一些公众轻信功效、 贻误病情ꎮ 据统计ꎬ 保

二、 营养健康教育现状

“ 破窗效应” ꎮ

健食品广告 ９０％以上属于虚假违法广告ꎬ 已经造成了多重的
由于营养健康教育可以帮助企业传播产品理念ꎬ 从而促

营养健康教育同普通民众休戚相关ꎬ 也是日常生活的必

使消费者形成消费观念ꎮ 因此人们在营养健康教育看到了巨

须ꎮ 即是每个民众十分关注的事情ꎬ 也是健康科普工作者投

大的潜在利益ꎬ 厂商们利用各种宣传手段让消费者树立购买

注精力的地方ꎬ 更是广大食品厂商必争之地ꎮ 然而营养健康

他们的产品的理念ꎮ 但其中不乏唯利是图的厂商利用虚假的

教育内容繁多ꎬ 又受到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影响ꎬ 营养健康

宣传手段来欺骗消费者ꎬ 并且很多时候消费者购买的产品也

教育传者甚众ꎬ 然而鱼龙混杂ꎬ 主要特征如下ꎮ

是伪劣的ꎮ

１、 大众媒体的逐利

一是夸大保健作用ꎮ 厂商为了吸引消费者的注意ꎬ 故意

大众媒体是指面向广大受众ꎬ 以广播、 电视、 图书、 报

夸大自己生产的保健品的 “ 保健” 功能ꎮ 如 “ 免疫调节” 往

刊、 音像制品等为载体的传播媒介ꎬ 是民众接受信息和健康

往被宣传成提高免疫力ꎬ 进而宣传成有 “ 抗传染病” 、 “ 抗肿

知识的主要来源ꎮ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ꎬ 不少大众媒体

瘤” 等作用等ꎮ 而实际上ꎬ 他们所谓的保健品可能是由具有

机构和从业人员开始随波逐流ꎬ 追名逐利ꎬ 为各种似是而非

一定保健功能的原材料制成的ꎬ 远没宣传中的有效ꎻ 或者仅

的营养信息推波助澜ꎬ 误导消费者ꎮ

仅是伪劣品ꎬ 根本没有保健功效ꎬ 甚至是有害于保健的ꎮ

一是大众传媒在营养健康传播上ꎬ 没有根据健康教育信

二是渲染治疗效果ꎮ 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ꎬ 在宣传保健

１２

品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ꎬ 或者易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ꎬ 禁止

为 ４９.５５％ꎮ ２００８ 年 全 国 健 康 素 养 调 查ꎬ 平 均 具 备 率 只 有

宣传疗效而且不得有暗示可使疾病痊愈的宣传ꎮ 但很多厂商

６.４８％ꎬ ２０１４ 年虽然增长了很多ꎬ 但也处于低水平的 ９.８４％ꎮ

抓住消费者急于康复的心理ꎬ 忽视法律法规ꎬ 公然在宣传中

另外ꎬ 较低的健康知识知晓率必然影响 “ 知—信—行” 的转

使用医疗用语如抑制、 消除等ꎬ 渲染治疗效果ꎬ 误导消费者

变ꎬ 导致更低的健康行为形成率ꎬ 居民仍然有较多的不良生

把保健品当作医疗药品使用ꎮ

活方式ꎬ 如吸烟、 嗜酒、 高盐饮食、 缺乏运动等ꎬ 尤其是前

三是玩弄名人效应ꎮ 一些保健品厂商为了提高自己产品

两者几乎成为了部分居民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ꎮ

的知名度和销售量ꎬ 便请一些文体名人或医学名家为其生产

目前健康教育处于双重困惑中ꎬ 既存在健康教育受者的

的保健品说话ꎬ 进行代言ꎬ 大肆进行虚假宣传ꎮ 而公众一般

“ 不知、 不信、 不行” 和 “ 不动、 盲动、 冲动” ꎬ 以及对健康

对名人怀景仰之情ꎬ 相信他们代言的产品都是好的ꎬ 于是纷

知识 “ 求新、 求奇、 求异” ꎬ 更存在健康教育授者提供的健康

纷购买该产品ꎮ 但从最近几年的明星 “ 代言门” ꎬ 我们可以看

教育形式华而不实、 内容缺乏针对性ꎬ 如健康知识讲座的针

出即使是名人代言也不能确保产品的质量ꎮ 其中ꎬ 郭德纲代

对性不强ꎬ 不能按照社区特征、 问题以及社区居民的真实需

言的藏秘排油茶广告是比较典型的案例ꎮ 代言之时ꎬ 他兴致

求来举办ꎻ 有的知识讲座时间安排也不太合理ꎬ 造成居民积

勃勃ꎬ 热情高 涨ꎬ 不 问 青 红 皂 白ꎬ 什 么 话 都 说ꎬ 言 之 凿 凿ꎬ

极性不高ꎻ 宣传橱窗的内容更新较慢ꎻ 宣传资料的设计不够

信誓旦旦ꎬ 并不虑及后果ꎮ 观众为其名声所迷惑ꎬ 于是藏秘

醒目ꎻ 健康节目充满 “ 铜臭味” 等ꎮ

排油茶销量大增ꎮ 而真正的事实是ꎬ 藏秘排油茶为 “ 百草减

三、 公众营养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

肥茶” 的变身ꎬ 其效果并没有宣传所说的那么好ꎮ 这从侧面
也可以映射出名人的诚信丧失与道德滑坡ꎮ

提供公众营养健康教育的途径有很多ꎬ 特别是近来健康

３、 自媒体的可靠性低

传播得到蓬勃发展ꎮ 本文不过多讨论传播的理论以及其他很

一是自媒体时代ꎬ 人人都可以为媒体ꎬ 既为人与人之间

多策略ꎬ 尽就拉扎斯菲尔德的 “ 两级传播模式” 在营养健康

的交流打开了方便的平台ꎬ 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ꎬ 特别是从

教育上的应做一些阐述ꎬ 希望能为营养健康教育有效开展提

营养健康教育来说ꎬ 缺少 “ 把关” 环节ꎬ 导致内容产生不可

供一些建议ꎮ

１、 拉扎斯菲尔德的 “ 两级传播模式”

控ꎮ 自媒体在内容生产上比较随意ꎬ 除了政府机构、 事业单
位等发布内容进行一些审核把关外ꎬ 其余大量的自媒体信息

传播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拉扎斯菲尔德 ( ＰａｕｌＦ. Ｌａｚａｒｓ￣

发布没有 “ 把关” 环节ꎬ 内容生产都由几个人甚至一个人来

ｆｅｌｄ) 于 １９４０ 年主持的一项研究发现ꎬ 在总统选举中选民们

完成ꎬ 信息呈现零散、 失序、 混乱状态ꎬ 信息的随意性大大

政治倾向的改变很少直接受大众传媒的影响ꎬ 人们之间直接

增加ꎬ 主观意识充斥其中ꎮ 同时ꎬ 由于受中国传统养生文化

的面对面交流似乎对其政治态度的形成和转变更为关键ꎮ 通

的影响ꎬ 以及普通大众健康素养偏低ꎬ 在自媒体中经常出现

常有关的信息和想法都是首先从某一个信息源 ( 如某一个候

可能是个别有效的疗效、 不符合目前科学认知的信息大量存

选人) 那里通过大 众媒介 达到 所谓 的 “ 意见 领袖 ( Ｏｐｉｎｉｏｎ

在ꎬ 误导了受众对营养的认知ꎮ

ｌｅａｄｅｒ) ” 那里ꎬ 然后再通过意见领袖把信息传播到普通民

二是自媒体或为自我价值的实现ꎬ 或为盈利ꎬ 存在压力ꎮ

众那里ꎮ 前者作为第一个阶段ꎬ 主要是信息传达的过程ꎬ 后

微信、 微博等自媒体在中国特别流行受欢迎ꎬ 因为这些产品

者作为第二阶段ꎬ 则主要是人际影响的扩散ꎮ 这就是著名的

满足了中国人固有的特征———炫耀自己的能力ꎬ 炫耀自己的

两级传播假设 ( Ｔｗｏ－Ｓｔｅｐ ｆｌｏｗ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ꎮ 它使人们认识到

朋友众多ꎬ 炫耀自己的先知ꎮ 似乎在微信中被广泛关注ꎬ 就

大众媒介渠道和人际传播渠道在人们信息获取和决策 ( 态度

实现人生价值ꎬ 达到马斯洛需要理论的最高层满足ꎬ 自我价

形成和转变以及具体的行动) 中的不同角色和作用ꎮ

值实现ꎮ 从而为了达到关注ꎬ 忽略了传播 的信 息是 否正 确ꎬ

在创新的传播扩散中ꎬ 两级 传播 模型 具有 重要的 意义ꎮ

来源是否可靠ꎬ 传播的知识已经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等ꎬ 甚

受众对创新的采用由以下阶段组成: 认知ꎬ 说服ꎬ 决策ꎬ 使

至故意制造一些噱头ꎬ 伪造一些信息ꎬ 结果是自媒体的可信

用和确认ꎮ 在两级传播模式的诠释下ꎬ 大众传播在人们的认

度很低ꎮ

知阶段具有重要作用ꎬ 而在说服和决策阶段ꎬ 人际传播的影

４、 民众的健康素养问题

响更显著ꎮ 因此ꎬ 尽管在技术传播时ꎬ 受众同时既处身于信

尽管大家关注健康ꎬ 各级地方政府、 民间组织ꎬ 包括企

息传播的覆盖中ꎬ 也处身于人际传播的扩散网络中ꎬ 但两者

业大力开展健康教育ꎬ 但是健康教育的效果一般ꎬ 健康知识

对于受众采用新技术的影响是不同的ꎮ 既有前述采用过程阶

知晓率、 健康行为形成率还是相对较低ꎬ 多数城市居民的健

段上的不同ꎬ 也有更为复杂的传播行为差别ꎮ

康知识知晓率在 ４０％ ~６０％ꎬ 如 ２００３ 年深圳市居民健康知识

营养健康教育的过程特别符合 “ 两级传播假设” ꎬ 一个新

知晓率为 ６０.１４％ꎬ ２００８ 年青海省城市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

的营养观念产生ꎬ 需要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人开始接受ꎬ 然后

１３

再大众媒体的影响下ꎬ 大家知道这个理念ꎬ 但从知晓到接受ꎬ

慢的ꎮ 如果在另一媒体也发现了这一信息ꎬ 或者在其他非本

再到行动ꎬ 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影响ꎬ 这就需要意见领袖在第

领域发现这一信息ꎬ 则受众的接受程度会发生明显的 改变ꎮ

二级传播中发挥作用ꎮ

因此意见领袖的维护需要在不同媒体和不同社交场合树立正

２、 意见领袖在营养健康建议中的应用策略

面的形象ꎮ
三是注意新媒体时代两级传播模式的改变ꎮ 传统意义上

大众传播策略已经在很多书籍媒体中 做了 很多 的讨 论ꎬ

的意见领袖大都是在圈子里有威望、 多识广、 能力强而且比

因此有必要对在公众营养健康教育中如何用好意见领袖做一

其 “ 追随者” 能更为方便接触媒体的人ꎮ 在新的传播环境下ꎬ

些讨论ꎮ

意见领袖呈现出了以下一些新的特质: 意见领袖的匿名性和

一是寻找合适的意见领袖ꎮ 在人际传播的研究中ꎬ 意见

散体化ꎮ 在新媒体下ꎬ 意见领袖与非意见领袖的信息不对称

领袖作为信息二次传播的枢纽ꎬ 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意见领

性减弱ꎬ 在以往的传播环境中ꎬ 意见领袖之所以能对别人的

袖ꎬ 营养健康教育要实现或者激起有效的人际传播ꎬ 就必须

消费选择做出指导和影响ꎬ 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比非意

实现诉求对象的精准和诉求信息的明晰ꎮ 首先ꎬ 可以将营养

见领袖了解信息更全面ꎮ

健康教育的目标受众做进一步细分ꎬ 从而发现最具有意见领

“ 两级传播论” 描述的是印刷媒介和早期的电子媒介时的

袖特质的人群ꎬ 进行重点的宣传ꎮ 芬达的广告主角是一群热

传播关系ꎬ “ 传播的两级效果论” 则是人类长河中最一般ꎬ 最

情四射的学生ꎬ 脑白金广告的主角是两个可爱卡通老人ꎬ 将

普遍的传播关系ꎬ 即ꎬ 有传播就有这种 “ 两级效果” ꎬ 无论把

意见领袖定位为目标消费者中最核心、 最具活力的人群ꎬ 这

信息译码成什么符号、 通过什么媒介ꎬ 都必须进入受众的心

样的传播方式比其他的意见领袖来说更容易在这群消费者中

理系统ꎬ 都经过向心理能转化这道程序ꎬ 然后心理能再外化

产生共鸣ꎬ 从而促成深刻的品牌印象ꎬ 以便于进一步的口头

做功ꎮ 若受众没有行为ꎬ 就无法谈及 “ 效果” 了ꎮ “ 两级传

传播ꎮ

播论” 时期经济文化尚不发展ꎬ 广大受众必须依靠那些拥有

二是培养意见领袖ꎮ 合 适的 意见 领袖 需要 维护 和培 养ꎬ

收音机、 电视机的少数人 ( 也就是 “ 意见领袖” ) 来转达、

社会在前进ꎬ 营养的知识也在不断的发展中ꎬ 要让意见领袖

解释信息ꎻ 如今ꎬ 广大受众几乎都有机会直接接触媒体ꎬ 媒

一直站在理论的前沿、 时尚的前沿、 文化的前沿ꎬ 这样才能

体竞争也日趋激烈ꎬ 媒体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ꎬ 在通俗化、

使树立起来的意见领袖发挥更大的作用ꎮ 因此ꎬ 经常需要为

接近性下了很大功夫ꎬ 这也使得 “ 意见领袖” 存在价值大大

意见领袖提供合适和恰当的活动ꎬ 保持新鲜和科学ꎮ 同时树

降低ꎮ 因此要寻找合适新媒体的意见领袖生存策略ꎬ 原来可

立意见领袖很难ꎬ 但毁了一个意见领袖非常容易ꎮ 意见领袖

以集中在一个意见领袖就可以完成的营养健康教育ꎬ 新媒体

是非常正面的形象ꎬ 任何不道德、 不文明、 不科学、 不美学

下可能需要多个不同领域的意见领袖参与ꎬ 才能收到良好的

的行为都会削弱意见领袖的作用ꎮ 培养意见领袖需要新媒体

效果ꎮ

和传统媒体有机结合ꎬ 才能让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有更大的发
挥ꎮ 同时ꎬ 媒体互相应征也是十分重要的策略ꎮ 心理研究发

参考文献:

现ꎬ 当受众在一个媒体接受信息ꎬ 可能持怀疑态度ꎬ 如果受

略

众持续在这一媒体接受这样的信息ꎬ 他接受程度的变化是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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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范理论在说服人们养成健康营养行为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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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向阳

钱国宏

( 甘肃省健康教育所ꎬ 兰州 ７３００２０)

摘

的规矩或准则 [１] ꎮ

要: 社会规范理论作为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和社会

活动的准则ꎬ 在合理膳食、 适量运动、 戒烟限酒等健康营养

社会规范的概念涵盖较为广泛ꎮ 根据规 范的 内容 不同ꎬ

行为的促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使人们在养成健康营养行

社会规 范 可 分 为 政 治 规 范、 法 律 规 范、 市 场 规 范、 道 德 规

为的同时ꎬ 既满足了物质层面的营养与健康的需求ꎬ 又体验

范、 宗教规范以及风俗习惯、 乡规民约、 社团章程等等ꎻ 根

了精神层面带来的享受ꎬ 还促进了德性修养的提升ꎬ 达到健

据社会约束力不同ꎬ 社 会 规 范 可 分 为 正 式 规 范 与 非 正 式 规

康营养真、 善、 美三者和谐统一ꎮ

范ꎬ 大多数成文规范为正式规范ꎬ 社会约束力较强ꎬ 大多数
不成文规范为非正式规范ꎬ 社会约束力较弱ꎻ 根据表现方式

关键词: 社会规范理论ꎻ 健康营养行为

不同ꎬ 社会规范可分为成文规范与不成文规范ꎬ 前者如法律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居民收入不断提高ꎬ 饮食结

规范、 乡规民约与社团章程等ꎬ 后者如道德与伦理规范 [２－３] ꎮ

构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ꎮ 但由于人们缺乏健康营 养知 识ꎬ

此外ꎬ 根据规范所属范畴不同ꎬ 可分为价值规范、 一般性行

没有养成健康营养行为ꎬ 生活中还是普遍存在营养搭配不协

为规范与制度性规范ꎮ 价值规范存在于观念领域ꎬ 主要以宗

调、 饮食结构不合理、 运动不规律甚至不运动等现象ꎬ 导致

教、 道德、 伦理规范为表现形式ꎻ 一般性行为规范以风俗习

肥胖、 高血压、 糖尿病、 痛风、 骨质疏松、 肿瘤等慢性疾病

惯、 乡规民约、 社团章程等为表现方式ꎬ 存在于日常生活之

发病率呈爆发性增长ꎬ 严重影响到人们 的生 活质量ꎮ 因 此ꎬ

中ꎻ 制度性规范主要以国家法为表现方式ꎬ 存在于正式公共

向百姓普及健康营养知识ꎬ 并促使其养成良好健康营养行为

生活当中ꎮ

对于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 维护自身健康、 提高居民生活质

本文中的 “ 社会规范” 指一般性行为规范ꎬ 是百姓接受

量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社会规范理论可被有效地应用于健康教

了有关饮食、 运动、 心理等多方面的健康教育后ꎬ 自觉维护

育工作中ꎬ 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干预ꎬ 使人们在养成健康营

已有的、 有益于健康营养的社会规范ꎬ 消除不利于健康营养

养行为的同时ꎬ 既满足了物质层面的营养与健康的需求ꎬ 又

的社会规范ꎬ 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习惯的社会

体验了精神层面带来的享受ꎬ 还促进了德性修养的提升ꎬ 达

规范ꎬ 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自发地遵从并坚持ꎬ 从而降低慢

到健康营养真、 善、 美三者和谐统一ꎮ

病的发生ꎬ 提高生活质量ꎮ

１

社会规范理论

２

社会规范是指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和 社会 活动 的准 则ꎮ

２. １

社会规范理论在健康营养行为中的应用
社会规范在合理膳食中的应用

它是人类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ꎬ 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衍生

在各种现代营养健康病中ꎬ 肥胖占据了很大比例ꎮ 据报

出来ꎬ 相习成风ꎬ 约定俗成ꎬ 或由人们共同制定并明确施行

道ꎬ 中国目前肥胖人口达 ３.２５ 亿ꎬ 增幅已经超过美国、 英国

钱国宏ꎬ 甘肃省健康教育所副所长ꎬ 医学硕士ꎬ 健康教育专业正高级技术职称ꎬ 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士生导师ꎬ 省卫生计生委领军人才ꎬ
全国健康教育巡讲专家ꎬ 从事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２０ 余年ꎬ 兼任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理事ꎬ 甘肃省预防医学会常务理事ꎻ 甘肃省医
学会科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ꎬ 甘肃省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常务理事、 副秘书长ꎮ 累计在国家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２０ 余篇ꎬ 作为主编编写 « 农
村健康教育指导手册» 、 « 农民健康知识读本» ꎬ 其中 « 农民健康知识读本» 获甘肃省科学技术协会表彰的科普作品一等奖ꎮ 曾荣获 “ 全国爱国
卫生工作先进个人” ꎬ 和 “ 全国卫生系统法制宣传教育先进工人” 等称号ꎬ ２０１３ 年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 « 甘肃农村健康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研
究» 获甘肃医学科技二等奖ꎻ ２０１４ 年荣获甘肃省 “ 我最喜爱的健康卫士” 称号ꎮ

１５

和澳大利亚ꎮ 这个数字在未来 ２０ 年还可能增加一倍ꎮ 在西方

时ꎬ 要注意粗细搭配ꎬ 即在精米白面基础上ꎬ 要适当增加糙

国家ꎬ 曾经被视为社会问题的肥胖ꎬ 现如今已不知不觉进入

米糙面ꎬ 还要适当补充一些杂粮如小米、 玉米、 薏米、 荞麦、

到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 肥胖青少年约 ８０％

燕麦、 红豆、 绿豆等ꎮ 一般情况下ꎬ 谷物粗细搭配的比例掌

会成为肥胖的成年人ꎬ 且慢性疾病发生年龄将提前约 １０—２０

握在 ４ ∶ ６ 为宜ꎮ

年

[１]

(３) 少盐少油ꎬ 清淡饮食

ꎮ 肥胖是诱发各种慢性疾病的主要因素ꎬ 且推动了慢性

“ 盐为百味之主” ꎬ 咸味是最重要的调味品之一ꎬ 同时可

疾病的年轻化趋势ꎮ 因此ꎬ 预防及控制肥胖是提高人们生活

以维持细胞外液的渗透压ꎬ 调节体内酸碱平衡ꎬ 并参与体内

质量、 减少慢性疾病发生的重要手段ꎮ
肥胖的原因非常复杂ꎬ 一般来说与遗传、 不良膳食习惯

胃酸的生成 [４] ꎮ 脂肪是人体能量的重要来源之一ꎬ 并可提供

及运动不足密切相关ꎮ 合理膳食是预防和治疗肥胖的最基本

必须脂肪酸ꎬ 有利于脂溶性维生素的消化吸收ꎮ 传统饮食习

方法之一ꎬ 无论采取哪种治疗方法ꎬ 都必须辅助以合理膳食ꎮ

惯嗜咸、 重油、 嗜甜、 重酱ꎬ 一方面使人类食盐、 食糖、 油

合理膳食的规范化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脂摄入量偏高ꎬ 导致高血压、 高血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ꎻ

(１) 三餐合理ꎬ 能量均衡

另一方面ꎬ 高渗食材的大量摄取ꎬ 也改变了人体体液的渗透

南朝医学家陶弘景在 « 养生延年录» 中指出: “ 所食愈

压平衡ꎬ 对肾脏、 血压等 造成 安全隐 患ꎬ 给健康 造成 危害ꎮ

少ꎬ 心愈 开ꎬ 年 愈 寿ꎻ 所 食 愈 多ꎬ 心 愈 塞ꎬ 年 逾 损 焉ꎮ” 可

食用油和食盐摄入过多与现代健康饮食理念相冲突ꎬ 是我国

见ꎬ 古人很早就发现节制饮食可以抗衰老、 延寿命ꎬ 经常饱

城乡居民共同存在的营养问题ꎮ 为此ꎬ 建议居民应养成少盐

食则使人早衰ꎬ 对人体有害ꎮ 现代著名营养学家李瑞芬教授

少油清淡饮食的习惯ꎬ 即膳食不要太油腻ꎬ 不要太咸ꎬ 不要

提出 “ 羊吃草” 进食模式ꎬ 即 “ 一日多餐ꎬ 餐餐不饱ꎬ 饿了

过多摄入动物性食物和煎炸烧烤烟熏腌制食物ꎮ « 中国居民膳

就吃ꎬ 吃得很少” ꎮ “ 羊吃草” 进食方法之所以科学ꎬ 是由于

食指南 (２０１６) » 建议成人每天食盐不超过 ６ｇꎬ 每天烹调油

可以通过活动及时消化摄入的食物ꎬ 从而不会造成体内能量

２５ ~３０ｇꎮ 并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ꎬ 每天摄入不超过 ５０ｇꎬ 最

的储存ꎬ 所以非常适用于老年人以及需要减肥的个体ꎮ 捷克

好控制在 ２５ｇ 以下ꎮ

医学家通过研究证实ꎬ 每天 ３ 餐的学生与每天 ５ 餐—６ 餐的学

２. ２

社会规范在适量运动中的应用

生相比ꎬ 前者学生皮下脂肪要厚得多ꎮ 这表明空腹时间越长ꎬ

“ 生命在于运动” ꎬ 运动增强体质ꎬ 使人精力充沛ꎬ 健康

造成脂肪积聚的可能就越大ꎬ 更容易使人发胖ꎮ 因此不吃早

长寿ꎬ 不运动或运动过少则不利于健康ꎮ 古代思想家、 教育

餐者ꎬ 发胖危险更大ꎮ 日常生活中ꎬ 不管是一日三餐ꎬ 还是

家颜习斋曾提出的 “ 一人动一身强ꎬ 一家动一家强ꎬ 一国动

一日多餐ꎬ 合理膳食尽可能以膳食宝塔为参考标准ꎬ 膳食量

则一国强ꎬ 世界动则世 界强” 就 充分 强调 了运动 的重 要性ꎮ

的把握可遵循王陇德教授提出的 “ 十个网球四个一” 原则ꎬ

英国医学杂志 « 柳叶刀» 曾发表两份报告ꎬ 判断全球三分之

即 “ 不超过一个网球的肉类ꎬ 相当于两个网球的主食ꎬ 保证

一的成年人运动量不足ꎬ “ 坐沙发、 看电视” 类型的生活方式

三个网球的水果ꎬ 不少于四个网球的蔬菜” 和每天 “ 一斤牛

每年大约致死 ５００ 万人” [５] ꎮ 因此ꎬ 健康生活方式离不开适量

奶ꎬ 一个鸡蛋ꎬ 一块豆腐ꎬ 一把坚果” 原则ꎮ

运动ꎮ

(２) 食物多样ꎬ 粗细搭配

(１) 运动方式ꎬ 有氧为先

我国有句古话ꎬ “ 杂食者ꎬ 美食也ꎻ 广食者ꎬ 营养也” ꎬ

常见的运动方式有有氧运动、 力量训练和柔韧性运动等ꎮ

这与当前提倡的饮食多样化原则一致ꎬ 即在日常饮食中要保

从健身、 维持健康体重的角度应该多选用有氧运动类型ꎮ 有

证食物 原 料 品 种 的 丰 富ꎬ 尽 可 能 做 到 “ 食 物 多 样ꎬ 粗 细 搭

氧运动包括步行、 慢跑、 滑冰、 游泳、 骑自行车、 打太极拳、

配” ꎮ 从营养学角度分析ꎬ 人体需要 ４０ 多种必须营养素ꎬ 而

跳健身舞、 做韵律操等ꎬ 具有强度低、 节奏性强的特点ꎮ 有

各种食物所含的营养素种类和数量不尽相同ꎬ 因此ꎬ 只有摄

氧运动时氧气能充分酵解体内的糖分ꎬ 起到消耗体内 脂肪ꎬ

入足够丰富的食物才能满足人体所需的营养素ꎮ 严格意义上

增强和改善心肺功能ꎬ 预防骨质疏松ꎬ 调节心理和精神状态

来讲ꎬ 人体每天摄入 ４２ 种食物才能满足需求ꎮ « 中国居民平

的作用ꎮ 适合大多数人、 最简单易行、 效果最好的运动方式

衡膳食宝塔 ( ２０１６) » 提 出 平 均 每 天 摄 入 １２ 种 以 上 食 物ꎬ

是步行ꎮ 世界卫生组织在 １９９２ 年就指出 “ 世界上最好的运

每周 ２５ 种以上ꎮ

动是步行” ꎮ 民间也有 “ 百炼不如一走” 、 “ 百练走为先” 的

«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 ( ２０１６) » 提出ꎬ 居民每天的

说法ꎮ

膳食包括水、 谷薯类、 蔬果类、 畜禽鱼蛋类、 奶豆坚果类以

正确的步行姿势应该是昂首挺胸、 收腹提臀、 大步流星、

及盐油等食物ꎮ 其中ꎬ “ 食物多样、 谷类为主” 是平衡膳食模

双臂摆动ꎬ 使全身的骨骼、 肌肉、 韧带、 关节等运动器官都

式的重要特征ꎮ 民间流传的 “ 一把蔬菜一把豆ꎬ 一个鸡蛋加

活动起来ꎬ 让骨骼和肌肉变得强健ꎬ 减少骨质疏松症的可能

点肉ꎬ 五谷杂粮要吃够” 形象地概括了 “ 食物多样、 谷类为

性ꎬ 继而使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 消化系统、 神经系统都处

主” 的膳食特点ꎬ 特别是强调了谷类的重要性ꎮ 在选择谷物

于非常活跃的状态ꎮ 步行也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ꎬ 加快机体

１６

的消化和吸收ꎬ 增进食欲ꎮ 另外ꎬ 步行对于提高智力、 缓解

１０００ 万人ꎮ 因此ꎬ 倡导戒烟ꎬ 使居民养成不吸烟的习惯并逐

紧张、 稳定情绪都有益处ꎮ

步形成一种社会规范是保障居民健康的重要手段ꎮ

(２) 运动强度ꎬ “ 三、 五、 七” 原则

而对于酒类ꎬ 我国传统医学认为ꎬ 酒可 以 “ 活血 通脉ꎬ

运动是一门科学ꎬ 适量运动有利健康ꎬ 缺乏运动或过度

消愁遗兴ꎬ 少饮壮神ꎬ 多饮伤命” ꎬ 适量饮酒能使心跳加快ꎬ

运动都对健康不利ꎮ 运动强度涉及运动时间、 运动频率、 运

血流加快ꎬ 尤在寒冷之时可以起到稳肠胃、 防风寒、 活血通

动强度等ꎮ 运动量如何把握? 对于健康人群ꎬ 可遵循洪昭光

络的作用ꎮ 因此ꎬ 适量饮酒有利于健康ꎬ 但这只是对普通人

教授提出的 “ 三、 五、 七” 原则ꎮ 其中ꎬ 三是最好每天步行

群而言ꎮ 对于患有抑郁症和肠胃疾病的人群和服用安 眠药、

约三公里ꎬ 时间在三十分钟以上ꎻ 五是一个星期运动 ５ 次以

关节镇痛药物或者的人来讲ꎬ 饮酒会产生一些不安全的后果ꎬ

上ꎻ 七是运动时心跳次数加年龄等于 １７０ꎮ 当然运动强度主

因此ꎬ 适量饮酒也要因人而异ꎬ 不能一概而论ꎮ

要根据自己的感觉来判断ꎬ 当感觉到心跳和呼吸加快ꎬ 但又

３

感觉不吃力时即认为是适宜的强度ꎮ 对于特殊人群如心血管
病患者ꎬ 运动量应该比一般人小ꎬ 适应阶段步行可采用每周

结

语

３ ~５次ꎬ 每次 １２ ~ ２０ｍｉｎꎬ 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 ４０％ ~ ５０％ꎬ

在人们的健康营养行为中渗透一定社会 规范 价值 理念ꎬ

等后期可逐渐增加到 ４０％ ~ ８５％ꎬ 运动以不出现不舒服症状

使人们的饮食、 运动和日常行为符合社会规范的价值标准和

为度ꎮ 对于 体 体 重 超 标ꎬ 想 通 过 运 动 来 达 到 减 肥 目 的 的 人

规范要求ꎮ 从而促使人们在形成健康营养理念的同时ꎬ 既满

群ꎬ 每次运动的时间应不少于 １ 小时ꎬ 并且每周坚持 ５ 到 ７

足了物质层面的营养与健康的需求ꎬ 还体验了精神层面带来

次ꎮ 适量运动配合膳食疗法对控制体重、 减肥等均有良好的

的享受ꎬ 同时促进了德性修养的提升ꎮ 也就是说ꎬ 在健康营

效果ꎮ

养活动中既能养生ꎬ 实现生命价值ꎻ 也能养德ꎬ 提升道德素

对于运动时间ꎬ 一般选择上午 ９—１０ 点和下午 ３—５ 点ꎬ

养ꎻ 还能审美ꎬ 实现精神愉悦ꎮ 从而使健康营养真、 善、 美

此时空气比较清洁ꎬ 对身体健康较为有利ꎮ 另外ꎬ 高强度运

三者达到和谐统一ꎬ 使人性更完善ꎬ 人格更高尚ꎬ 社会更文

动可在饭后两小时进行ꎻ 中度运动应该安排在饭后一小时进

明ꎮ 这是我国健康营养社会规范发展的目标方向和价值意义

行ꎻ 轻度运动则在饭后半小时进行最合理ꎮ 运动要持之以恒ꎬ

所在ꎮ

锻炼要坚持不懈ꎬ 最好天天运动ꎬ 确实不能实现者ꎬ 一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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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与身体活动健康教育干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田向阳
(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因素影响坚持ꎻ (１０) 社会支持会影响坚持ꎻ (１１) 个人有关

开展改善膳食和身体活动的健康教育干预是预防肥胖、
心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等多种慢性病的的基础和关键ꎮ

推荐的健康相关行为的知识和技能也是行为坚持的重要影响
因素ꎮ

一、 膳食与运动健康教育干预的任务

三、 膳食与运功健康教育干预的策略与方法

膳食营养健康教育干预的重点是控制热量的摄入和调整
膳食结构ꎬ 前者的核心是减少高脂、 高糖类食物的摄取行为ꎬ

健康教育是就健康议题对目标人群进行教育的过程ꎬ 传

增加水果蔬菜的摄入行为ꎬ 二是调整膳食结构ꎬ 增加低脂膳

统的传播方式常常是由专家就健康讯息向公众进行被动的宣

食和增加适量多糖类膳食ꎬ 如面食、 米饭、 土豆ꎬ 以及血糖

传ꎬ 在影响公众行为改变的效果方面往往显得力不从心ꎮ 订

生成指数在 ５５ 以下的食物的摄入行为ꎮ 运动干预的重点是运

制性、 互动性和便利 性 的 健 康 教 育 会 影 响 目 标 人 群 的 自 控

动强度、 运动项目类型、 运动频率和每次 运动 持续 的时 间ꎮ

力、 动机和自我效能等社会心理因素ꎬ 更容易达到控制行为

运动干预最重要的是要让目标人群掌握自我管理的技能ꎬ 包

的效果ꎮ

括: (１) 设定目标和监测目标进展情况的技能ꎬ ( ２) 为新行

１. 促进行为改变的认知行为学策略

为建立社会支持的技能ꎬ (３) 通过自我奖励和自我鼓励对行

认知行为策略是行为改变干预的核心组成部分ꎮ 这些策

为进行强化的技能ꎬ (４) 为维持行为转变而克服障碍的技能ꎬ

略关注个人对自身、 自己的行为和周围的环境条件ꎬ 以及准

(５) 防止行为出现反复的技能ꎮ

备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考虑ꎮ 认知行为策略主要包括:
(１) 目标设定 ( Ｇｏ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 研究表明ꎬ 大多数情况

二、 膳食和运动行为的影响因素

下ꎬ 设定具体的行动目标比不设定目标ꎬ 更能使目标人群具

影响人们是否接受膳食和身体活动行为改变或持续性实

有目标行为的高执行率和执行成功率ꎮ 指定的效果目标越具

施的因素十分复杂ꎬ 一般来说ꎬ 人们启动一项行为往往是为

体、 基线水平与最终目标越接近、 越符合目标人群的实际能

了改变不良现状和基于对更好的前景的预期ꎮ 人们之所以坚

力ꎬ 目标设定越可能取得成功ꎮ 具体的行为性目标ꎬ 如ꎬ 增

持某项行为ꎬ 是因为他们期望会通过实施该行为获得预期的

加全谷类食物的摄入ꎬ 能够使干预对象具有掌控感ꎬ 且能够

效果ꎮ 如果人们通过实施某种行为后ꎬ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ꎬ

被干预对象看得见ꎬ 从而比把生理性指标 ( 如ꎬ 改善低密度

特别是在环境条件不支持他们实施这种行为的情况下ꎬ 他们

脂蛋白或血糖水平) 作为目标更能取得成功ꎮ 把目标设定得

就会不再坚持ꎮ 其他因素还包括: (１) 年龄: 一般来说ꎬ 年

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也很重要ꎬ 但目标设定得过高ꎬ 难以实现ꎬ

龄越大的人越愿意学习健康知识ꎬ 更容易坚持较好的膳食和

会使干预对象产生挫败感ꎬ 太低又不能激发干预对象的行为

身体活动习惯ꎬ 但身体状况不佳、 收入低 或独 居的 老年 人ꎬ

动力ꎮ 把目标实现的成果定期反馈给干预对象ꎬ 会使干预对

往往不能坚持良好的膳食和运动行为ꎮ (２) 性别: 与男性相

象产生可通过学习很好地掌握的感觉ꎮ 由医护人员指定的参

比ꎬ 女性的运动行为偏少ꎬ 而坚持合理膳食习惯的较多ꎻ ( ３)

与者与干预对象一起设定目标也能取得相应的效果ꎮ

身体状况较佳的人参加体育锻炼的也较多ꎻ (４) 肥胖、 超重

(２) 自我监测 ( Ｓｅｌｆ－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 自我监测的目的是增

或吸烟者往往运动较少ꎻ (５) 患病或抑郁情绪者往往不能坚

加个人对身体信号或行为的意识ꎬ 找出影响行为改变的障碍ꎮ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ꎻ (６) 认知力和记忆较差者往往不能坚持

自我监 测 促 使 个 人 认 识 到 在 实 现 目 标 方 面 所 取 得 的 进 步ꎮ

健康的生活方式ꎻ (７) 关于行为转变的投入和收益的观念和

( 如ꎬ 每天身体活动的分钟数和每日消耗的热卡值) ꎬ 监测结

自我评估的个体差异ꎬ 特别是与干预者所说的不一致时ꎬ 会

果会为干预对象提供直接的反馈ꎮ 自我监测可使个体自己主

改变人们对建议行为的坚持ꎻ (８) 责任心和自我效能感显著

动评估自身取得的进步ꎬ 减少了因为要参与团队项目而造成

影响人们对健康相关行为的坚持ꎻ (９) 能引起副作用的生理

的交通不便、 时间不合适等障碍ꎮ 自我监控性干预活动可以

１８

很简单ꎬ 如ꎬ 每天只是对自己的身体活动情况、 膳食摄入情

操作性经验 (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 包括帮助一个人先实现

况、 减重图表、 走的步数或距离等进行简单记录ꎮ 自我监测

一个容易的或较近的目标ꎬ 如ꎬ 餐后甜点换成水果或步行走

可由个体决定ꎬ 或者与外部促发因素联合应用于行为改变策

一公里路ꎻ ②提供替代性经验 ( ｖｉｃａｒｉ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包括

略ꎮ 这些促发因素可包括电话留言、 互联 网电 子邮 件提 醒、

个人看到与自己能力相似者对某种行为的执行情况ꎬ 如ꎬ 观

监测膳食摄入和身体活动的掌上电脑 ( ＰＤＡ) ꎬ 或者免费的商

察病人通过锻炼促进身体功能ꎬ 从而恢复心脏机能ꎬ 或者观

业性的互联网项目ꎮ

看一个非专业人员正在烹调健康饮食ꎻ ③口头劝说 ( ｖｅｒｂａｌ

(３) 增加与干预人员接触的频率和持续时间: 证据显示ꎬ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 包括由干预者劝说干预对象完全具备实施或改

与单一的干预活动相比ꎬ 有计划地进行连续性的干 预活 动ꎬ

变行为的能力ꎬ 这种方法的效果比较弱ꎬ 但可以通过打电话、

可使干预项目更有效ꎮ 干预人员与干预对象的频繁接触可帮

电子邮件或社交网络等便捷的方式开展ꎮ ④生理反馈 ( ｐｈｙｓｉ￣

助建立两者之间的信任关系ꎬ 接触方式包括面对面咨询、 电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 包括向个体解释不同症状与行为转变的

话、 电子邮件或社交媒体等ꎮ 个体化干预与团体干预活动相

关系等ꎮ 如ꎬ 告诉干预对象之所以疲倦感减轻ꎬ 是因为实施

结合ꎬ 可提高干预的效果ꎬ 团体干预的优势主要是同伴小组

了规律的身体活动ꎬ 之所以感觉比过去心情好了ꎬ 是因为进

的社会支持ꎮ 证据显示ꎬ 干预者与干预对象的接触频率减少ꎬ

行了减肥ꎮ

初始阶段行为改变取得的成果也会减少ꎮ 即使是已经完成的

(６) 激励 (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 激励项目主要是对人们的健康

行为改变ꎬ 也会随着后续干预活动的减少或停止而消失ꎮ 大

行为进行引导或支持ꎬ 主要用于工作场所的健康促进ꎮ 用得

量而持久的连续性干预活动ꎬ 在行为改变的各个阶段都会有

较多的是物质奖励ꎬ 如ꎬ 对于能够坚持每天进行身体活动的

帮助ꎬ 如ꎬ 新学到的膳食或身体活动的技能ꎬ 这些技能的应

员工降低其健康保险缴纳额度或直接奖励现金、 奖券等ꎮ

用、 问题解决、 发现克服复发的方法、 把新的膳食和身体活

(７) 示范 (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由干预对象观察或模仿重要他人

动行为技能应用于每日生活ꎬ 以及促进新行为维持的的学习

的有关行为ꎬ 从而促使个体实施行为或转变行为的策略ꎬ 常

技能ꎮ 持续 １２ 个月以上的膳食和身体活动行为改变ꎬ 往往需

用措施包括面对面或通过观看视频学习食物烹调方法ꎬ 邀请

要至少 ４ 个月的持续性干预ꎮ 专家认为ꎬ 在完成初次干预后ꎬ

受干预对象尊重的人物讲授体育锻炼的技巧ꎬ 并建议干预对

应分别与 ６ 周、 ３ 个月、 ６ 个月、 ９ 个月和 １２ 个月时再开展

象效仿ꎮ 帮助个人与那些成功实施某种行为的人交流或交往

一次干预ꎬ 如果已经形成成功的行为改变ꎬ 至少每个月干预

也是比较有效地示范方法ꎮ

一次ꎮ 有计划地对干预进行随访ꎬ 具有明显的优势ꎬ 如ꎬ 个

(８) 问题解决 (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 问题解决包括五个

体能够得到同伴支持ꎬ 因对团队抱有承诺感而拥有更多的成

步骤: ①找出并界定问题ꎻ ②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进

功的愿望ꎬ 可根据组员的反馈对干预项目进行修改等ꎮ 在很

行脑风暴ꎻ ③对于潜在的解决方案的优缺点进行评估ꎻ ④实

多行为干预领域ꎬ 当干预减少或停止后ꎬ 干预对象对行为的

施问题解决的计划ꎻ ⑤评估实施效果ꎮ 问题解决策略可用于

坚持也会减弱ꎮ 证据提示ꎬ 接触的频率下降ꎬ 原行为改变取

帮助个体梳理实施某种行为的障碍ꎬ 其关键是帮助个体寻找

得的成果也会减少ꎬ 已经形成的行为改变也会萎缩ꎬ 特别是

解决方案时进行脑风暴并实践相关技能ꎮ
(９) 预防出现反复 ( Ｒｅｌａｐ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是指促使个

在干预全部消失后ꎮ
(４) 反馈和强化 (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 卫生

人认识到偏离目标行为是正常现象ꎬ 如ꎬ 错过了原计划的健

保健人员的反馈ꎬ 通过为个体提供评估行为改变进展的外部

身培训班的时间ꎬ 因为特殊的原因放弃某项活动等ꎮ 要让个

工具ꎬ 帮助个人学习新的膳食和身体活动技能ꎮ 有关行为执

体认识到哪些情况会影响到膳食或运动计划的正常实施ꎬ 如ꎬ

行情况的反馈信息能展示膳食和运动行为的成果ꎬ 从而激发

度假或法定休息日ꎮ

个体产生继续实施或调整行为的动力ꎬ 从而达到预 期目 标ꎮ

(１０) 动机性晤 谈 (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ｇ) : 是一 种

把目标设定原理与行为执行反馈策略结合应用ꎬ 个体可根据

面对面的、 以咨询对象为中心的咨询策略ꎬ 目的是帮助干预

自身的情况设定可实现的目标ꎮ

对象探讨和解决他们的矛盾心情 ( 如尽管知道运动很好ꎬ 但

(５) 自我 效能 促进 ( Ｓｅｌｆ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 自

还没有做好要开始运动的准备) ꎬ 激发干预对象实施某种行

我效能是社会认知理论中的一个概念ꎬ 该理论描述了个人对

为ꎮ 个人晤谈的七项原则包括: ①改变行为的动机是干预对

自身是否有能力实施某种行为的感知ꎮ 自我效能感是行为的

象自愿产生的ꎬ 而不是外部强加的ꎻ ②表达和化解矛盾最终

重要影响因素ꎬ 而与个体是否事实上具有某种技能无关ꎮ 自

靠求询者自己ꎻ ③直来直去的规劝不是有效的方法ꎻ ④咨询

我效能感强的人更有可能开始某种行为ꎬ 或在某个行为上持

是平和的但具有触发性的ꎻ ⑤咨询者直接参与帮助咨询者查

续性地做出努力ꎬ 直到成功ꎮ 所以ꎬ 增加干预对象的自我效

找和解决犹豫不决问题ꎻ ⑥行为改变是人际互动的结果ꎻ ⑦

能感可与其他干预措施并用ꎬ 从而提高行为改变的 可能 性ꎮ

治疗性关系更像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干预者和被干预者之间的

班杜拉的理论提示有四种提高个体自我效能的因素: ①增加

关系ꎮ 干预主义者行为的动机性晤谈包括寻求理解个人的参

１９

考系ꎬ 特别是通过积极的倾听 (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ｉｓｔｅｎｉｎｇ) ꎬ 表达接

成为与他人讨论的话题ꎮ 定制通过四种途径加工健康信息从

纳和肯定ꎬ 促发以及有选择地强化谈话对象的自我动机性陈

而激发人们的动机: ①内容更契合个人的信息需求和 兴趣ꎻ

述ꎬ 表达对问题的确认、 关注、 做出改变的需求和意向ꎬ 以

②根据目标人群个体的实际生活情况设计健康信息ꎻ ③利用

及做出行为改变的能力ꎻ 监测个人做出改变的决心ꎻ 强调个

设计和产品元素吸引目标人群的注意ꎻ ④强调目标人群对信

人选择和取向的自由ꎮ

息质和量的要求ꎬ 通过受众偏爱的渠道传播信息ꎬ 从而减少

２. 标准行为疗法

获取信息的障碍ꎮ
(３) 定制性健康传播的理论基础订制性健康传播的理论

标准行为疗法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包括行为

来自于社会心理学、 传播学、 劝服理论和模型ꎬ 如有关行为

修正干预、 饮食营养干预和运动干预ꎮ 行为修正既强调肥胖

改变的理论、 信息加工理论等ꎮ 订制性反馈 (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ｆｅｅｄ￣

的家族遗 传 性 因 素 和 文 化 因 素 对 个 人 体 重 的 影 响ꎬ 也 强 调

ｂａｃｋ) 的理论基础包括健康信念模式 ( ＨＢＭ) 、 行为的阶段

“ 当前行为” ꎬ 通过增加能量消耗ꎬ 减少能量摄入ꎬ 达到减轻

变化 理 论 ( ＴＴＭ ) 、 预 警 采 纳 加 工 模 型 (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

体重的目的ꎮ 行为修正干预策略强调调整和管理肥胖者的社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ꎬ ＰＡＰＭ) 等社会心理学理论ꎮ

会生活、 学习和工作环境ꎬ 观察和控制可能引起肥胖的个体

讯息的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 ( Ｔｈｅ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行为ꎮ 典型的行为修正干预疗法包括: (１) 制订目标: 制订

Ｍｏｄｅｌꎬ ＥＬＭ) 的假设是人人都是讯息的主动加工者ꎬ 会仔细

每天或每周减重目标ꎬ 规定其能量和脂肪的摄入量、 运动时

思考得到的讯息ꎬ 与他们过去看见过的讯息进行关联ꎬ 根据

间及行为改变 ( 如ꎬ 养成每天吃早餐的习惯、 减少零食和点

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分析ꎮ 讯息与个人的关系越密切ꎬ 越能

心的食用等) ꎬ 以强化其动机ꎻ ( ２) 自我监控: 详细记录自

激发人们对该讯息的深思熟虑ꎮ ＥＬＭ 也区分出了说服性讯息

己的每日和每周的饮食、 运动情况等ꎬ 并定期进行回顾、 总

的核心和边缘路径ꎬ 即能够进入人们核心路径的讯息更能被

结和分析ꎬ 并与医护人员交流ꎻ (３) 自我评估: 帮助干预对

深思熟虑ꎬ 被采纳和应用ꎮ

象将自己的行为情况与预期的目标或标准相比较ꎬ 借以提高

社会认知理论 ( ＳＣＴ) 的假设是可根据个体自我效能的

干预对象的成就感ꎬ 或提供修正行为偏差的参考信息ꎻ ( ４)

不同水平对讯息进行订制ꎮ 健康促进模型也与 ＳＣＴ 有关ꎮ 研

自我强化: 当干预对象尝到行为改变带来的益处后ꎬ 会同时

究表明ꎬ 通过互联网开展订制的 ＳＣＴ 干预ꎬ 可成功改变人们

增强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心ꎬ 而自我效能感反过来帮助其维持

的营养行为、 身体活动和体重控制ꎬ 并至少能保持一年ꎮ

行为的持久性和自觉性ꎻ (５) 反馈: 干预者可通过察看、 分

其 他 包 括 理 性 行 动 理 论 (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ｅｄ

析、 总结干预对象每日行为的适宜性、 有效性等ꎬ 向干预对

Ａｃｔｉｏｎꎬ ＴＲＡ) ꎬ 计划行为理论 (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Ｂｅ￣

象提供反馈和指导ꎻ (６) 抵制诱惑: 帮助干预对象改变社会、

ｈａｖｉｏｒꎬ ＴＰＢ) ꎮ 这些理论认为行为意向和感知到的实施行为

家庭、 工作场所的环境ꎬ 减少可能激发食欲的因素ꎬ 如ꎬ 家

的可能性 是 行 为 的 直 接 决 定 因 素ꎮ 另 外 还 有 目 的 设 定 理 论

中不备零食、 减少外出就餐或聚餐等ꎮ 减少阻碍健康生活方

( Ｇｏ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ＧＳＴ) ꎬ 通过设定目的可以制定目标、

式的社会交往性因素ꎬ 如ꎬ 因群体规范或同伴压力带来的从

明确方向和增加承诺ꎮ 在考虑目标人群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

众性饮食习惯或静坐的生活方式ꎻ (７) 解决问题: 向干预对

行为特点时ꎬ 结合订制性理论框架在干预中具有良好的效率ꎮ

象传授解决问题的技能ꎬ 以帮助其有效地克服困难、 解决问

我们也能够宣称根据社会人口学特征和行为反馈认真的定制

题ꎻ (８) 维持: 指导并鼓励受试者提出关于维持新的饮食和

性健康传播活动能够改善理论订制性健康传播活动的效果ꎮ

运动模式过程中所遇到的或将要遇见的问题ꎬ 并提供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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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Ｈａｗｋｉｎｓ Ｒｏｂｅｒｔ Ｐꎬ Ｋｒｅｕｔｅｒ Ｍａｔｔｈｅｗꎬ Ｒｅｓｎｉｃｏｗ Ｋｅｎ￣

３. 针对性和订制性健康传播

ｎｅｔｈꎬ Ｆｉｓｈｂｅｉｎ Ｍａｒｔｉｎꎬ Ｄｉｊｋｓｔｒａ Ａｒｉ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ａｉｌｏｒｉｎｇ

泛泛的健康教育常常不足以在个体层面引起行为的改变ꎬ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 Ｒｅｓ. ２００８ Ｊｕｎꎻ

需要采用 针 对 性 (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和 订 制 性 的 讯

２３ ( ３) : ４５４－６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３ / ｈｅｒ / ｃｙｎ００４. ｈｔｔｐ: / / ｈｅｒ.

息ꎮ 针对性是指为具有自身特点的一组特定人群开展健康传

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ｐｍｉｄｌｏｏｋｕｐ? ｖｉｅｗ ＝ ｌｏｎｇ＆ｐｍｉｄ ＝

播ꎮ 定制性传播 (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是指通过运行三

１８３４９０３３. ｃｙｎ００４ [ ＰＭＣ ｆｒ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

个机制对特 定 的 个 体 进 行 传 播ꎬ 包 括 个 性 化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ａ￣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ｔｉｏｎ) 、 反馈性 (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和内容调适性 (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ꎮ

[ ＰｕｂＭｅｄ ]

２. Ｋｒｅｕｔｅｒ Ｍ Ｗꎬ Ｏｓｗａｌｄ Ｄ Ｌꎬ Ｂｕｌｌ Ｆ Ｃꎬ Ｃｌａｒｋ Ｅ Ｍ.

(１) 订制性健康传播的优势研究表明ꎬ 定制健康传播方

Ａｒｅ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式会比传统的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ꎮ 定制性健康传播更会令

ｔｈａｎ ｎｏｎ￣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 Ｒｅｓ. ２０００ Ｊｕｎꎻ １５

受众满意ꎬ 与目标人群更具有关联性ꎬ 更能被细读ꎬ 更容易

(３) : ３０５ － １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３ / ｈｅｒ / １５. ３. ３０５. ｈｔｔｐ: / / ｈｅｒ.

２０

ｏｘ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ｒｇ / ｃｇｉ / ｐｍｉｄｌｏｏｋｕｐ? ｖｉｅｗ ＝ ｌｏｎｇ＆ｐｍｉｄ ＝

ｉ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ｎ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１０９７７３７８. [ ＰｕｂＭｅｄ]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Ｊ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０６ꎻ ５６ ( １) : ２６５ － ２７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ｊ. １４６０－２４６６. ２００６. ００２９３. ｘ.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３. Ｒｉｍｅｒ ＢＫꎬ Ｋｒｅｕｔｅｒ ＭＷ.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ｅｒｓｕａ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

１０. Ｎｏａｒ Ｓｅｔｈ Ｍꎬ Ｂｅｎａｃ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Ｎꎬ Ｈａｒｒｉｓ Ｍｅｌｉｓｓａ Ｓ.

ｔｉｖｅ. Ｊ Ｃｏｍｍｕｎ. ２００６ꎻ ５６ ( ｓ１) : １８４－２０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１ /

Ｄｏｅｓ ｔａｉｌｏｒｉｎｇ ｍａｔｔｅｒ?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ｐｒｉｎｔ

ｊ. １４６０－２４６６. ２００６. ００２８９. ｘ.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Ｂｕｌｌ. ２００７ Ｊｕｌꎻ
１３３ ( ４ ) : ６７３ － ９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３７ / ００３３ － ２９０９. １３３. ４.

４. Ｙａｐ Ｔｒａｃｅｙ Ｌꎬ Ｄａｖｉｓ Ｌ Ｓｕ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６７３. ２００７－０９２０３－００６ [ ＰｕｂＭｅｄ]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Ｒｅｈａｂｉｌ Ｎｕｒｓ. ２００８ꎻ ３３ (２) : ５５－６２. [ ＰｕｂＭｅｄ]

１１. Ｗｅｂｂ Ｔｈｏｍａｓ Ｌꎬ Ｊｏｓｅｐｈ Ｊｕｄｉｔｈꎬ Ｙａｒｄｌｅｙ Ｌｕｃｙꎬ

５. Ｅｌｄｅｒ Ｊｏｈｎ Ｐꎬ Ａｙａｌａ Ｇｕａｄａｌｕｐｅ Ｘꎬ Ｓｌｙｍｅｎ Ｄｏｎａｌｄ

Ｍｉｃｈｉｅ Ｓｕｓａｎ.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Ｊꎬ Ａｒｒｅｄｏｎｄｏ Ｅｌｖａ Ｍꎬ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Ｎａｄｉａ 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 ｔａｉ￣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ꎬ ｕｓｅ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ꎬ ａｎｄ

ｌｏｒ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 Ｂｅｈａｖ. ２００９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ｎ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Ｊ Ｍ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ｓ. ２０１０ꎻ １２

Ａｐｒꎻ ３６ (２) : ３６６ － ８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７７ / １０９０１９８１０７３０８３７３.

( １ ) : ｅ４. ｄｏｉ: １０. ２１９６ / ｊｍｉｒ. １３７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ｍｉｒ.

１０９０１９８１０７３０８３７３ [ ＰｕｂＭｅｄ]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ｏｒｇ / ２０１０ / １ / ｅ４ / ｖ１２ｉ１ｅ４ [ ＰＭＣ ｆｒ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 [ ＰｕｂＭｅｄ ]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６. Ｅａｋｉ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Ｇꎬ Ｌａｗｌｅｒ Ｓｈｅｌｅｉｇｈ Ｐꎬ Ｖａｎｄｅｌａｎｏｔ￣
ｔｅＣｏｒｎｅｅｌꎬ Ｏｗｅｎ Ｎｅｖｉｌｌｅ.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ｈｙｓｉ￣

１２. Ｋｒｅｕｔｅｒ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Ｗꎬ Ｓｕｇｇ －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Ｃｅｌｅｔｔｅꎬ Ｈｏｌｔ

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ｈｅｒｙｌ Ｌꎬ Ｃｌａｒｋ Ｅｄｄｉｅ Ｍꎬ Ｈａｉｒｅ － Ｊｏｓｈｕ Ｄｅｂｒａꎬ Ｆｕ Ｑｉａｎｇ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ｍ Ｊ Ｐｒｅｖ Ｍｅｄ. ２００７ Ｍａｙꎻ ３２ ( ５) : ４１９－３４. ｄｏｉ:

Ｂｏｏｋｅｒ Ａｎｇｅｌａ Ｃꎬ Ｓｔｅｇｅｒ－Ｍａｙ Ｋａｒｅｎꎬ Ｂｕｃｈｏｌｔｚ Ｄａｗｎ. Ｃｕｌ￣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ａｍｅｐｒｅ. ２００７. ０１. ００４. Ｓ０７４９ － ３７９７ ( ０７ )

ｔｕｒａｌ ｔａｉｌｏ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ａｍ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ｆｒｕｉｔ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ｔａｋｅ

０００１０－４ [ ＰｕｂＭｅｄ]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ａｍｏｎｇ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７. Ｗｏｏｌｆｏｒｄ ＳＪꎬ Ｃｌａｒｋ ＳＪ.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ｔｅｘ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Ｐｒｅｖ Ｍｅｄ. ２００５ Ｊｕｌꎻ ４１ ( １) : ５３ － ６２. ｄｏｉ: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ａｓ ａｎ ａｄｊｕｎｃｔ ｔｏ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ｙｐｍｅｄ. ２００４. １０. ０１３. Ｓ００９１ － ７４３５ ( ０４ )

Ｊ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９ꎻ ４４ ( ２ꎬ Ｓｕｐｐｌ １ ) : Ｓ１. ｄｏｉ: １０.

００５３７－７ [ ＰｕｂＭｅｄ]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１３. Ｎｅｖｉｌｌｅ Ｌｅｏｎｉｅ Ｍｉｃｈｅｌｌｅꎬ Ｏ ̓ Ｈａｒａ Ｂｌｙｔｈｅꎬ Ｍｉｌａｔ Ａｎ￣

１０１６ / ｊ. ｊａｄｏ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８. １０. ０１２.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８.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ＭＫꎬ Ｑｕｉｎｔｉｌｉａｎｉ ＬＭ. 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ｄｒｅｗ.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ａｉｌｏｒ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ｈｅｒｅ ｄｏｅｓ ｔａｉｌｏｒｉｎｇ ｆｉ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Ｉｎｔ Ｊ Ｂｅ￣

ｒｅｄｕ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ｍ Ｂｅｈａｖ Ｓｃｉ. ２００６ꎻ ４９ ( ６ ) :

ｈａｖＮｕｔｒ Ｐｈｙｓ Ａｃｔ. ２００９ꎻ ６ ( １) : ３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８６ / １４７９ －

１－１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７７ / ０００２７６４２０５２８３８０７.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５８６８－６－３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ｊｂｎｐａ.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６ / / ３０. １４７９－
５８６８－６－３０ [ ＰＭＣ ｆｒｅ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ＰｕｂＭｅｄ] [ Ｃｒｏｓｓ Ｒｅｆ]

９. Ｃａｐｐｅｌｌａ Ｊ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

２１

应用 ＳＯＣ 模型进行农民营养干预的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ＯＣ Ｍｏｄｅｌ
江国虹

李

静

常

改

郑文龙

潘

怡

李

威

王德征

(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 天津 ３０００１１)

应用 ＳＯＣ 模型在农民中开展营养宣教ꎬ

究有许多局限性ꎬ 无法说明由认知向行为转变的变化 过程ꎬ

提高农民的营养知识水平ꎬ 改变不良生活方式ꎬ 预防相关慢

对具有不同认知程度的人采取相同的干预ꎬ 往往缺乏针对性

摘

要: 目的

依据基线调查结果将研究对象划分为 ５

等ꎬ 因此国际上已开始探索将 ＳＯＣ 模型应用于健康行为干预

个不同行为阶段组ꎬ 采用不同方法和内容ꎬ 进行针对性的健

中 [１] ꎮ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 ＳＯＣ) 模型 [２－５] 是将人们从认知

康教育ꎬ 并完成中期和终期的随访调查ꎮ 结果

干预组农民

到行为转变的整个过程划分为 ５ 个阶段ꎬ 对处于不同阶段的

对合理膳食知识由接受到行动的改变率 １５％—２０％ꎻ 对每天

人群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ꎬ 促成其完成知、 信、 行的连续变

适当运动的接受率和行动率上升了 １０％—２０％ꎬ 对宣教知识

化ꎮ 在达能基金的支持下ꎬ 课题组在天津探索了应用 ＳＯＣ 模

的知晓率上升了 ３０％ꎬ 且与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ꎮ 结论

型进行农民营养干预的研究ꎮ

性疾病的发生ꎮ 方法

农民营养与健康相关知识匮乏ꎬ 应探索和推广针对性的营

１

养宣教方法和内容ꎬ 在农民中广泛传播健康知识ꎬ 促进其发
生知—信—行的连续变化ꎬ 以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慢性疾病

１. １

的风险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性别构成无差异 ( Ｐ < ０. ０５) 、 人 文 环 境 相 近 的 两 个 农 村 社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区ꎬ 排除非社区常住居民、 盲人、 聋哑人、 瘫痪和有精神障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ｂ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ｗａｒｅ￣

碍者ꎬ 依据 自愿 原则ꎬ 根据 性别、 年龄 因 素ꎬ 选 取 １８—６５

Ｔ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岁的农民 １０００ 人作为研究对象ꎬ 其中干预社区 ５００ 人ꎬ 对

ｉｎｔｏ ｆ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ｃ￣

照社区 ５００ 人ꎮ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ｄａｔａꎬ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ｉｎ￣

１. ２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ｆｏｌ￣
ｌｏｗ ｕｐ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研究对象

在天津市选 取 地 理 位 置 不 相 邻、 相 距 ６０ 公 里、 年 龄、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资料与方法

研究方法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

对所有研究对象完成干预前后两次的问卷调查、 入户的

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膳食调查、 体格检查及血生化检测ꎬ 中期完成一次问卷评估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ｒａｔｅｓ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ｅｔ

调查ꎮ 依据基线调查结果ꎬ 应用 ＳＯＣ 模型对研究对象划分五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１５％—２０％ꎬ ｔｈ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ｏｒ ａｃ￣

阶段组ꎬ 对各组进行针对性的营养宣教ꎬ 分别采取不同内容、
方式和频次的干预ꎮ 营养宣教主体为 “ 每天吃 ５００－７００ 克蔬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ａｉｌｙ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１０％—２０％ꎬ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ｂｏｕ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ａｓ ｇｒｏｗｎ ｕｐ ３０％

菜水果ꎬ 体育锻炼至少 ３０ 分钟” ꎮ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１. ３

Ｔｈｅ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质量控制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Ｓｏꎬ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

各项调查和测量均由经过统一培训合格的医务人员按规

ｔａｎ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ｏ

定和要求进行ꎬ 干预过程中保证有专人进行定期随访 ( 入户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ｍｐｅｌ ｔｈｅ

或打电话) ꎮ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ｌｉｅｖｅꎬ

１. 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统计方法

数据收集采用双录入ꎬ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１.５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ꎬ 统计方法涉及 ｔ 检验、 χ２ 检验、 相关分析等ꎮ

营养干预是培养健康的饮食习惯、 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

２

病的重要手段ꎮ 目前我国已开展的营养干预大多以 ＫＡＰ 问卷
为主要调查方法ꎬ 发放宣教材料为主要干预手段ꎬ 以计算知

研究结果

２. １

晓率或认知率来评估短期 ( <５ 年) 干预效果ꎮ 这样的干预研

２２

干预前后饮食行为的改变

表１

农民干预前后不同阶段人群多吃蔬菜水果行为改变率 ( ％)
干预组

５ 阶段人群

对照组

干预中期
( ｎ ＝ ５２０)

干预前
( ｎ ＝ ５４９)

∗

干预末期
( ｎ ＝ ５４３)

干预前
( ｎ ＝ ５５７)

∗

干预中期
( ｎ ＝ ５３３)

干预末期
( ｎ ＝ ５１４)

＃

＃

无打算

４２.４

３３.３

１０.１

４１.７

４２.８

４２.０

打算

２９.５

１９.０

９.９

２８.５

２９.１

２９.０

准备

１１.８

２１.０

２６.９

１２.６

１２.４

１２.３

行动

９.５

１４.８

３０.２

８.８

７.３

８.６

维持

６.７

１１.９

２２.８

８.４

８.４

８.２

注: ∗ 干预组干预前后不同阶段人群行为阶段的分布比较ꎬ 经 χ ２ 检验ꎬ Ｐ 均<０.０５ꎻ ＃ 与干预组干预后比较ꎬ Ｐ<０.０５ꎮ

别有统计学意义 ( Ｐ<０.０５) ꎮ

干预社区农民出现多吃蔬菜水果的行为改变ꎬ 由打算到

２. ２

行动的人数逐渐增加ꎬ 而无打算多吃蔬菜水果的人数明显减

干预前后锻炼行为的改变

少ꎬ 行为阶段分布构成上干预前后比较及与对照组比较ꎬ 差

表２

农民干预前后不同阶段人群加强体育锻炼行为改变率 ( ％)
干预组

５ 阶段人群

对照组

干预中期
( ｎ ＝ ５２０)

干预前
( ｎ ＝ ５４９)

∗

干预末期
( ｎ ＝ ５４３)

干预前
( ｎ ＝ ５５７)

∗

干预中期
( ｎ ＝ ５３３)

干预末期
( ｎ ＝ ５１４)

＃

＃

无打算

４８.６

３６.３

１３.３

４８.８

４９.７

４９.８

打算

２４.２

１５.６

１０.７

２４.４

２４.４

２４.７

准备

１０.９

２２.３

２８.７

１０.８

１１.１

１１.３

行动

９.７

１４.０

３０.９

９.５

９.８

８.９

维持

６.６

１１.７

１６.４

６.５

５.１

５.３

注: ∗ 干预组干预前后不同阶段人群行为阶段的分布比较ꎬ 经 χ ２ 检验ꎬ Ｐ 均<０.０５ꎻ ＃ 与干预组干预后比较ꎬ Ｐ<０.０５ꎮ

在加强体育锻炼方面ꎬ 干预组的人数也有所增加ꎬ 准备

较ꎬ 构成比出现显著性差异ꎮ

２. ３

期、 行动期、 维持期阶段人数比例较干预之前显著上升ꎻ 无

农民健康知识的水平及态度的变化

锻炼意识的人数明显下降ꎬ 且经自身前后比较及与对照组比

表３

农民干预前后健康知识的认识程度及态度的变化 ( ％)
干预组

健康知识

对照组

干预前
( ｎ ＝ ５４９)

干预中期
( ｎ ＝ ５２０)

干预末期
( ｎ ＝ ５４３)

干预前
( ｎ ＝ ５５７)

干预中期
( ｎ ＝ ５３３)

干预末期
( ｎ ＝ ５１４)

知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吗?

２.４

１５.４ ∗

３５.４ ∗

０.９

０.８ ＃

０.４ ＃

知道平衡膳食宝塔吗?

３.８

１８.７ ∗

４３.７ ∗

２.８

２.３ ＃

２.５ ＃

知道每人每天应该吃 ５００—９００ 克蔬菜水果吗?

１０.７

１８.３ ∗

３３.９ ∗

９.８

９.２ ＃

９.７ ＃

知道多吃水果蔬菜对身体健康有益

９２.３

９８.７ ∗

９８.９ ∗

９４.５

９５.３ ＃

９６.３ ＃

知道每人每天应摄入食盐 ６ 克以下吗?

１８.２

６５.８ ∗

６８.７ ∗

１７.３

１６.７ ＃

１６.９ ＃

知道每人每天摄入的油脂应不超过 ２５—３０ 克吗?

１１.８

４１.０ ∗

４１.３ ∗

１０.２

９.１ ＃

９.３ ＃

２３

续表 ３
干预组
健康知识

对照组

干预前
( ｎ ＝ ５４９)

干预中期
( ｎ ＝ ５２０)

干预末期
( ｎ ＝ ５４３)

干预前
( ｎ ＝ ５５７)

干预中期
( ｎ ＝ ５３３)

干预末期
( ｎ ＝ ５１４)

认为每天至少锻炼 ３０ 分钟才能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吗?

４１.０

６２.５ ∗

６６.１ ∗

３９.４

３７.７ ＃

３８.１ ＃

知道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会导致糖尿病吗?

２２.２

３３.１ ∗

４２.６ ∗

２１.７

２３.２ ＃

２２.９ ＃

知道膳食纤维摄入不足会导致血脂异常吗?

１６.０

２１.５ ∗

３１.２ ∗

１７.１

１７.６ ＃

１７.４ ＃

认为饮食与慢性非传染病有密切关系吗?

５４.８

８７.９ ∗

９３.２ ∗

５３.８

５４.０ ＃

５４.２ ＃

知道高血压与食盐摄入过多有关吗?

３５.９

７６.０ ∗

８７.７ ∗

３３.３

３２.６ ＃

３４.７ ＃

知道心脑血管疾病与缺乏体力活动有关吗?

５０.５

８０.２ ∗

８５.１ ∗

４９.２

５０.７ ＃

５１.４ ＃

知道心脑血管疾病与超重肥胖有关吗?

５４.３

８４.１ ∗

８６.７ ∗

５３.２

５４.５ ＃

５３.８ ＃

注: ∗ 干预组干预前后比较ꎬ 经 χ ２ 检验ꎬ Ｐ<０.０５ꎮ ＃ 与干预组干预后比较ꎬ Ｐ<０.０５ꎮ

表 ３ 显示ꎬ 干预组人群对营养与慢性病相关知识的掌握

及与对照组比较ꎬ 知晓率的上升有显著性差异ꎮ

２. ４

程度随干预时间的增长而增加ꎬ 且明显高于对照组ꎬ 干预末
期知晓率达到最高峰ꎻ 经统计学分析ꎬ 干预组自身前后比较ꎬ

表４

干预社区农民 ＳＯＣ 不同阶段人群对不同干预
方式的喜好程度

干预社区农民 ＳＯＣ 不同阶段人群对不同干预方式的喜好程度的比例 ( ％)
无打算

干预方式

打算

准备

行动

维持

合计

人数

构成％

人数

构成％

人数

构成％

人数

构成％

人数

构成％

人数

构成％

电视

１４８

８５.５

４４

４４.５

６８

６２.４

２８

３６.４

３６

５８.１

３２４

６２.３

广播

２

１.２

０

０.０

２

１.８

０

０.０

１

１.６

５

１.０

报刊

４

２.３

０

０.０

２

１.８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６

１.２

书籍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宣传折页 / 小册子

１３

７.５

１１

１１.１

３０

２７.５

４９

６３.６

１４

２２.６

１１７

２２.５

海报 / 宣传画、宣传栏 / 板报

０

０.０

２２

２２.２

２

１.８

０

０.０

４

６.５

２８

５.４

电子网络

０

０.０

１１

１１.１

１

０.９

０

０.０

１

１.６

１３

２.５

专家讲座、咨询

４

２.３

１１

１１.１

４

３.８

０

０.０

６

９.６

２５

４.８

其他

２

１.２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２

０.３

合计

１７３

１００.０

９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９

１００.０

７７

１００.０

６２

１００.０

５２０

１００.０

不同阶段

对于营养宣教和营养干预方式的喜好程度调查显示ꎬ 无

家讲座等ꎮ

２. ５

论健康意识和健康行动处于何种阶段的人群ꎬ 电视宣教是最
受欢迎的方式ꎬ 其次为宣传折页和小册子、 海报 / 宣传画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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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人群营养干预的覆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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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ꎬ 加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防治” ꎮ 健康教育虽然是疾病预防

干预组接收入户宣传和干预的比例超过 ９８％ꎬ 而主动看
宣传海报接收营养宣教的人为 ４８.７％ꎮ

３

的主要手段ꎬ 但应该改变传统的模式ꎬ 对不同健康意识和健
康水平的人群开展针对性的教育ꎬ 本研究应用 ＳＯＣ 模型对此

分析与讨论

作了尝试ꎬ 不仅分析知晓率的改变ꎬ 同时 分析行 为改 变率ꎬ
了解研究对象知－信－行的改变过程ꎬ 并从中选择最有效的方

目前ꎬ 我国城乡居民的膳食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ꎬ 逐
步接近了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试图改变或避免的膳食结构 [６] ꎮ

式向公众推广ꎬ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ꎮ

在我国农村居民中ꎬ 营养相关的慢性疾病正呈急剧上升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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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营养教育应该采取主动入户或是主动深入人群的方式ꎮ
我国的 “ 十一五” 规划中明确提出 “ 推广有效的干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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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营养教育的优点是途径多、 投资少、 复盖面广、

之一ꎮ 在美国ꎬ 大众媒介是营养信息的主要来源ꎬ 营养信息

易被大众所接受ꎮ 本综述针对在儿童、 孕妇、 老人及慢病等

摘

与营养计划相互关联ꎬ 并针对目标人群ꎬ 由注册营养师负责

不同人群中ꎬ 通过开展营养教育活动ꎬ 提 高营 养知 识水 平ꎬ

食物与营养相关信息的发送 [２] ꎮ 美国通过多种渠道ꎬ 积极开

改变不良的饮食行为和生活方式ꎬ 做到科学饮食ꎬ 合理营养ꎬ

展各种类型的营养教育活动ꎬ 并建立十大营养教育计划ꎬ 包

从而达到改善人群营养状况ꎬ 预防营养相关疾病ꎬ 促进人体

括食物与营养计划、 国家学校午餐计划、 学校早餐计划、 儿

健康的目的ꎮ

童夏日食物服务计划、 特殊牛奶计划、 妇女、 婴儿和儿童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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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食物券计划、 社区食物补充计划、 老人营养计划等ꎮ 通

ｌｅｓ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ꎬ ｗｉｄｅ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ꎬ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过加强营养教育活动ꎬ 提高国民营养 与健 康水 平ꎮ 据 统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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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６８ 年至 １９９８ 年ꎬ 美国的动物脂肪由年人均 ５ 磅下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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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磅ꎬ 值物油由人均 １３ 磅上升到 ２６ 磅ꎬ 全脂牛奶油从 ２６ 加
仑下降到 １０ 加仑ꎬ 低脂牛奶油由 ５ 加仑上升到 １５ 加仑ꎮ 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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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时ꎬ 美国 １９７８ 年以来ꎬ 心脏病死亡人数下降了 ２９％ [３] ꎮ

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ꎬ ｔａｋ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ｉｅｔꎬ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在日本ꎬ 营养教育主要普及营养知识ꎬ 提高国民营养认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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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ꎬ 改善国民营养ꎬ 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ꎬ 预防慢性病的发
生 [４] ꎮ 日本国民的营养工作由卫生部和教育部负责ꎮ 卫生部

ｖｅ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ｌｔｈ.

负责成人的营养保健ꎬ 教育部负责学生的营养保健ꎮ 日本在
世界卫生组织 ( ＷＨＯ) 将营养教育定义为 “ 通过改变人

营养教育方面采取各种方式ꎬ 如对中小学生从小就开始进行

们的饮食行为而达到改善营养状况目的的一种有计划活动” ꎮ

营养相关知识的教育ꎬ 对于孕产妇进行孕期、 哺乳期营养教

营养教育的宗旨是通过开展各种营养教育活动ꎬ 提高人群营

育ꎬ 对老年人进行饮食指导等ꎮ 同时ꎬ 政府重视营养专业队
伍的建设ꎬ 加强营养师的教育与培养ꎬ 通过高校培养的营养

养知识水平ꎬ 改变不良的饮食行为和生活方式ꎬ 做到科学饮

师发挥全社会普及营养知识的作用ꎬ 以便提高国民整体营养

食ꎬ 合理营养ꎬ 从而预防营养缺乏病及营 养相 关慢 性疾 病ꎮ

水平ꎬ 从而提高整体国民的健康水平ꎮ

鉴于营养教育的途径多、 投资少、 复盖面广、 易被大众所接

在中国ꎬ 根据我国贫困农村儿童营养监测结果表明ꎬ 农

受等优点ꎬ 因而受到营养学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ꎬ 并将

村儿童生长发育迟缓ꎬ 缺铁性贫血、 佝偻病等营养缺乏病均

营养教育作为改善人群营养状况ꎬ 预防营养相关疾病ꎬ 增进

有不同程度的发生ꎮ 另一方面ꎬ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

人体健康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ꎮ

平的提高ꎬ 由于缺乏科学的营养知识ꎬ 不良的饮食行为和生

国际许多发达国家对营养教育日益重视ꎮ 许多研究表明ꎬ

活方式ꎬ 导致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逐年增高ꎬ 特别是

儿童青少年时期的营养不良与成年人的许多疾病都有密切的

城市儿童肥胖ꎬ 成人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脑卒中和癌

关系ꎮ 因此ꎬ 德国政府将学校的营养教育作为学校健康教育

症的患病率明显增加ꎬ 并呈逐年上升趋势ꎮ 针对我国面临双

的重要组织部分ꎬ 并受联邦州政府的立法保护ꎮ 以儿童青少

重营养问题的挑战ꎬ 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营养教

年为主要教育干预对象的学校营养教育ꎬ 成为对公众进行营

育干预活动ꎬ 并已在改善孕妇、 儿童、 老人等特殊人群的营

养教育与健康促进的一个重要的环节ꎮ 德国最先将营养教育

养状况ꎬ 以及防治营养相关疾病中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作为学生营养健康的必修课程ꎬ 将学校课堂作为学生开展营
养教育的主要阵地 [１] ꎮ 美国 １９６７ 年就设立了营养教育学会ꎬ

一、 我国开展营养教育研究进展

将营养教育列入健康课程中ꎬ 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的学生均

( 一) 营养教育与孕妇营养改善

需接受相关营养教育ꎬ 并规定了营养教育的教学目标ꎮ 学校
营养教育是美国营养教育项目时间最长、 影响最深远的项目

孕妇营养对胎儿的生长发育、 出生后的健康以及成年后

２６

的疾病发生都有密切的关系ꎮ 田红霞探讨孕期营养干预对孕

幼儿园悬挂营养挂图ꎬ 定期举办家长营养知识培训班ꎬ 给家

妇骨健康的影响ꎮ ２５８７ 例孕妇随机分为干预组 １７６５ 例和对

长发放幼儿营养知识手册ꎬ 活动持续 １ 年ꎮ 研究发现ꎬ 男女

照组 ８２２ 例ꎬ 两组均接受常规孕期教育ꎬ 对干预组进行补钙

的身高ꎬ 干预后>干预中期 ( 半年) >干预前 ( Ｐ<０.０１) ꎻ 女

等相关知识培训和个体化饮食指导ꎮ 结果显示ꎬ 干预组的骨

童的体重中期高于前期 ( Ｐ<０.０５) ꎻ 男女的头围ꎬ 干预后>干

密度 ( ＢＭＤ) 高于对照组ꎬ 孕妇缺钙症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预中期>干预前 ( Ｐ<０.０１) ꎻ 男女的上臂围ꎬ 干预中期和干预

( Ｐ<０.０１) [５] ꎮ 陈超刚等为改善孕妇营养ꎬ 对 １９２ 名孕妇进行

后高于干预前 ( Ｐ<０.０１) ꎮ 男女肺活量ꎬ 干预后 >干预中期>

营养教育干预ꎮ 结果显示ꎬ 营养教育后孕妇的营养知识知晓

干预前 ( Ｐ<０.０１) ꎻ 男女的握力ꎬ 干预中期和后期高于干预

率从 ５０％提高到 ９０％ꎻ 孕妇增加了海藻、 肝脏、 坚果、 海鱼、

前 ( Ｐ<０.０１) 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加强儿童早期营养教育ꎬ 对

豆类等食 物 的 摄 入ꎬ 而 油 炸 食 品 和 盐 腌 制 品 的 摄 入 明 显 减

改善儿童营养状况ꎬ 促进儿童生长发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２] ꎮ

少 [６] ꎮ 胡晨等对南京妇幼保健院门诊的早、 中、 晚及孕末期

余小鸣等对小学生采用 Ｃｈｉｌｄ－Ｔｏ－Ｃｈｉｌｄ ( Ｃ－Ｔ－Ｃ) 营养教育

孕妇进行营养宣教ꎬ 比较各组孕妇营养知识知晓率及其妊娠

模式ꎬ Ｃｈｉｌｄ－Ｔｏ－Ｃｈｉｌｄ ( Ｃ－Ｔ－Ｃ) 教育模式由英国学者提出ꎬ

结局ꎮ 研究发现营养宣教干预后ꎬ 各组孕妇营养知识的知晓率

并在世界范围发展的一种儿童互助式教育方式ꎮ 具体做法为

较宣教前均有很大程度的提高ꎮ 妊娠结局得到较好的改善ꎬ 早

实验组 １２１ 人由指导教师直接进行营养教育ꎬ 辐射组 ９４１ 人ꎬ

孕孕妇中妊高征、 剖宫产和巨大儿的发生率 (０.４％、 ３０.８％、

由实验组学生采用 Ｃｈｉｌｄ－Ｔｏ－Ｃｈｉｌｄ ( Ｃ－Ｔ－Ｃ) 方式传授营养

６.１％) 及中晚孕孕妇中剖宫产、 产后出血的发生率 ( ２９.０％、

知识ꎬ 对照组 ７９２ 人无任何干预措施ꎮ 采用自行编制结合 Ｃ－

０.９％) 均 低 于 对 照 组 ( ３. ４％、 ３５. ０％、 １２. ０％ꎻ ３５. ０％、

Ｔ－Ｃ 教学特点的小学生营养教育教材ꎬ 研究者直接担任营养

１２.０％) [７] ꎮ 焦亚萍等对门诊定期产前检查体重指数超重孕妇

课指导教师ꎮ 实验组的学生通过调查、 表演、 广播、 办板报、

２２２ 例进行营养教育ꎬ 指导孕妇能量摄入ꎬ 控制孕妇体重增

张贴宣传画、 举办营养知识展版等形式ꎬ 在学校范围内对辐

加ꎮ 结果发现ꎬ 教育组孕 妇孕 ３８ 周 后ꎬ 超 重或 肥胖、 妊高

射组学生进行营养知识的宣传和传播ꎮ 实验组学生通过 ３ 个

征、 巨大儿发生率及手术产率 (６０.３６％、 １４.４１％、 １４.４１％、

月 Ｃ－Ｔ－Ｃ 模式教学发现ꎬ 营养知识水平的及格率由 ９.２％上

３８.７４％) 均 低 于 对 照 组 ( ９０. １０％、 ２７. ０３％、 ２７. ０３％、

升到 ９３.２％ꎬ 辐射组由 ８.８％上升到 ５５.２％ꎮ 实验组学生每天

５８.５６％) ꎬ 结果提示ꎬ 营养教育对控制孕妇体重过度增加及

吃蔬菜的频率由干预前的 ５８.８％上升到干预后的 ７７.１％ꎬ 营

改善妊娠过程和妊娠结局具有重要的作用

[８]

ꎮ

养与健康的态度及食品消费价值观念有了明显转变ꎬ 饮食行
为也有所改善 [１３] ꎮ 王灿楠等探索不同营养宣教方式对小学生

( 二) 营养教育与儿童营养改善

营养知识—态度—行为 ( Ｋ－Ａ－Ｐ) 的影响ꎬ 对徐州市 ３ ~５ 年

生命早期的营养和喂养对体格生长、 智力发育、 免疫功
能及后续健康是至关重要的ꎮ 邓学文通过健康教育干预ꎬ 观

级 １４７７ 名小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营养教育ꎮ 通过家长营养知识

察社区婴儿喂养和营养缺乏病的改善效果ꎮ 结果发现ꎬ 干预

学习班、 专题讲座、 发放宣传材料、 营养知识宣传板报等方

组的新生儿初乳喂养率、 ６ 个月母乳喂养率及 ４ －６ 个月辅食

法ꎬ 分别采用单独学生干预、 单独家长干预、 学生及家长联
合干预三种方式ꎮ 结果发现ꎬ 营养干预组小学生的营养知识

添加率均高于对照组ꎮ 婴幼儿营养性贫血、 佝偻病的发病率

水平及膳食行为均有不同程度地提高ꎬ 以学生及家长联合干

均低于对照组ꎮ 结果表明ꎬ 健康教育干预对婴儿喂养、 营养
缺乏病均具有较好干预效果

[９]

预的效果最好 [１４] ꎮ

ꎮ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和

( 三) 营养教育与老年人营养改善

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期ꎬ 对其进行营养教育不仅有利于成长
发育ꎬ 而且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ꎮ 儿童营养不良不但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ꎬ 我国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 ２.１２

影响体格发育ꎬ 也影响脑发育和智力发育ꎮ 儿童时期发育不

亿ꎬ 占总人口的 １５.５％ꎻ ６５ 岁以上人口数为 １.３７ 亿人ꎬ 占总

良可导致成年某些慢性病ꎬ 如心血管病、 高血压、 糖尿病危

人口的 １０.１％ꎮ 由于老年人生理功能衰退ꎬ 成为营养不良及

险性增加ꎮ 缺铁性贫血是儿童时期常见的营养缺乏病ꎬ 不仅

各种慢性疾病的高风险人群ꎮ 正确指导老年人的合理营养对

影响儿童生长发育ꎬ 降低机体免疫功能ꎬ 而且对智力和行为

延缓衰老ꎬ 预防疾病ꎬ 提高生活质量具有 非常重 要的 意义ꎮ

ꎮ 岳瑞芝为防治学龄前儿童贫血ꎬ 对幼儿园

赵春燕等对 ９０ 例中老年骨质疏松症患者 ( 干预组 ４５ 例ꎬ 对

３ 岁 ~６ 岁儿童 １０４８ 人ꎬ 通过电视讲座、 广播、 板报、 发放

照组 ４５ 例) ꎬ 探讨营养教育与膳食干预对中老年骨质疏松的

宣传资料及举办培训班等方式开展营养教育干预活动ꎮ 重点

影响ꎮ 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治疗ꎬ 对干预组患者开展营养教

改善儿童膳食结构ꎬ 指导家长合理调配营养ꎬ 增加儿童对动

育与膳食干预 ６ 个月ꎮ 结果显 示ꎬ 干 预组 摄入 粗粮、 奶类、

物性食物、 新鲜蔬菜、 水果等摄入量ꎬ 保证儿童摄入充足的

豆类及海产品的频率增高 ( Ｐ <０.０１) ꎻ 蛋白质、 维生素、 矿

铁元素ꎮ 教育组改善缺铁性贫血效果明显ꎬ 发病率比干预前

物质、 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均高于对照组 ( Ｐ <０.０１) ꎻ 腰椎及

下降了 ５０％ [１１] ꎮ 叶青等对合肥市学龄前儿童开展营养教育ꎬ

股骨颈的骨密度均高于对照组 ( Ｐ<０.０１) [１５] ꎮ 程志群等对攀

干预组 １２５２ 名和对照组 ８５０ 名ꎮ 营养教学活动中ꎬ 在干预的

枝花市某社区 ６０ 岁以上老人 ３００ 名ꎬ 进行知—信—行调查及

的影响也较大

[１０]

２７

营养教育干预ꎮ 结果发现ꎬ ７８.６％老人有营养认知的需求ꎬ 老

用ꎬ 对南京市两个社区 ７７７８ 名 ２０ 岁以上的居民进行了血尿

年人最为关心营养知识的前 ３ 位是营养与慢性病、 肥胖、 缺

酸调查ꎮ 根据血尿酸水平ꎬ 分别高尿酸血症患者干预组和对

钙问题ꎮ 通过营养教育ꎬ 老人的营养知—信—行有了不同程

照组ꎬ 干预组通过授课等方式开展营养教育ꎬ 干预持续 １０ 个

度的提高ꎬ 饮食行为趋于合理ꎮ 例如老人对早餐的关注程度

月ꎮ 结果显示ꎬ 营养教育对高尿酸血症具有较好的改善效果ꎮ

明显上升ꎬ 吃早餐的比例从教育前的 ８３.５％上升到教育后的

干预组对象对痛风相关知识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ꎬ 嘌呤摄入

９２.８％ꎮ 每天吃 ２５０ｇ 以上蔬菜的比例由教育前的 ５９.３％上升

量也分别由 ２３９.８ｍｇ 减少到 ２２５.６ｍｇꎻ 饮食偏淡及男性喝啤

到 ６８.２％ [１６] ꎮ 刘淮 玉等 为探讨 老年 公寓 营养 宣教 的干 预 效

酒者明显减少ꎬ 女性主动饮水者增多 [２３] ꎮ 许多研究表明ꎬ 营

果ꎬ 对上海市卢湾区的四所老年公寓ꎬ 采取互动式访谈管理、

养教育对预防糖尿病、 高血压等慢性病具有较好的干预作用ꎮ

编制营养宣教手册、 集中健康教育、 专题辅导、 食谱分析与

二、 我国营养教育传播方式的发展

调节、 个别指导等方法进行营养教育干预ꎮ 结果显示ꎬ 干预
后老年人的油脂摄入量由摄入过高 降到 合理 范围ꎻ 豆、 乳、

根据调查研究ꎬ 我国居民普遍缺乏营养知识ꎬ 调查显示

蛋的摄入量均有所增加ꎻ 干预组老人的血红蛋白异常率也由

妇女营养知识水平不高ꎬ 平均达满分的 ６８４％ [２４] ꎬ 大学生营

５３.１９％下降到 ２１.２８％ꎮ 结果提示ꎬ 老年公寓营养宣教对改

养知识缺乏 [２５－２８] ꎬ ７１％ ~ ９６％的小学生不能回答或不能正确

善老年人的膳食结构和贫血具有较好的效果 [１７] ꎮ

回答营养相关问题 [２９] ꎮ 因此ꎬ 营养知识的传播已成为我国广

( 四) 营养教育与慢性病预防

大群众的迫切需求ꎬ 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ꎮ 各地针对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结果显示ꎬ 我国居民慢性病患

不同人群积极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干预活动ꎬ 其具体传播方式

病率上升迅速ꎮ 糖尿病患病率近二十年来增加了 ５ 倍ꎮ １８ 岁

主要有营养健康讲座、 知识竞赛、 现场讨论、 入户指导、 发

以上高血压患病人数达 １.６ 亿ꎬ 超重和肥胖 ２ 亿 ６ 千多人ꎬ 有

放营养宣传手册、 张贴宣传海报、 宣传巡展、 小区广播、 小

三分之一的肿瘤及慢性病与饮食不合理有关ꎮ ２００４ 年高血压

区黑板报及现场咨询活动等活动ꎮ 近些年来ꎬ 随着现代传播

病人住院医疗费用为 ４.７９ 亿元 [１８] ꎮ 我国每年因营养问题造成

技术的发展ꎬ 网络、 新闻视频、 ＶＣＤ 录像等也成为营养宣教

的损失高达 ３００ 亿元ꎬ 如果能够投入 １ 元资金用于社区高血

新的有效手段ꎬ 并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ꎮ 同时ꎬ 利用传统的

压防治ꎬ 就可节省心脑血管病治疗费 ８.５９ 元ꎬ 仅此一项ꎬ 每

娱乐手段进行营养教育也成为社会关注的新模式ꎮ 曾果等以

年可节约治疗费 ８ 亿元ꎮ 近年来开展社区营养教育ꎬ 不但成

扑克牌这一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工具ꎬ 作为营养教育的

本低、 复盖面广ꎬ 而且取得较好的干预效果ꎬ 成为社区居民

载体ꎬ 宣传 « 中国居 民 膳 食 指 南»

进行慢性病预防与控制的最重要形式之一 [１９] ꎮ

塔» ꎬ 推行 “ 娱乐—教育策略” ꎬ 探讨社区营养教育新模式ꎮ

侯梅萍等通过营养教育实施糖尿病一级预防ꎬ 对 １８６ 例

结果发现ꎬ 扑克牌教育组的营养知识得分明显高于普通教育

葡萄糖耐量低减者 (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ꎬ ＩＧＴ) ꎬ 主

组和空白对照组 ( Ｐ < ０.０１) ꎮ 扑克牌作为营养教 育的 途径ꎬ

要针对改善饮食结构ꎬ 控制总热能ꎬ 改善代谢等进行营养教

成本低廉、 携带方便ꎬ 具有娱乐性、 趣味性、 持续性、 参与

育ꎮ 结果发现ꎬ １８６ 例 ＩＧＴ 患者经干预后营养知识的知晓率

性、 广泛性及互助性ꎮ 它结合了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社区

显著提高ꎬ 糖尿病三级预防内容知晓率高达 １００％ꎬ 饮食结构

营养教育方式ꎬ 是一种有效、 可行的新型教育模式ꎬ 符合我

和饮食行为也有所改变ꎮ ＢＭＩ 平均下降 ３％ꎬ 空腹血糖和糖化

国现有 国 情 及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工 作 的 需 要ꎬ 值 得 推 广 和 普

血红 蛋 白ꎬ 分 别 由 教 育 前 的 ５. １ｍｍｏｌ / Ｌ、 ６. ４％ 下 降 到

及 [３０] ꎮ 相信随着我国营养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与营养工作者

４.３ｍｍｏｌ / Ｌ和 ５.２％ [２０] ꎮ 姜宏针对 ３６ 例糖尿病患者ꎬ 观察营

的努力探索ꎬ 还将不断涌现出更多、 更新、 更有效的营养教

养教育对糖尿病患者的干预效果ꎮ 采用集体授课ꎬ 个别辅导ꎬ

育传播模式ꎮ

食物演示和操作等营养教育方式干预 ６ 个月ꎮ 结果显示ꎬ 营

综上所述ꎬ 营养教育对不同人群的膳食营养与疾病预防

养干预组的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 餐后血糖、 糖化血红蛋

是行之有效的干预方法ꎮ 其投资少ꎬ 效果好ꎬ 是改善国民营

白指标均明显下降ꎬ 分别从干预前的 １３.９、 ２０.８、 ８.９ꎬ 降至

养ꎬ 促进人体健康的重要途径ꎮ 针对我国存在的营养问题及

干预后的 ７.４、 １０.８、 ７.５ ( Ｐ<０.０１) [２１] ꎮ 乔玲等对医院确诊

广大群众对营养知识的迫切需求ꎬ 通过开展各种营养教育活

的高血压患者组进行营养教育ꎬ 指导合理的营养观念和膳食

动ꎬ 将在普及营养知识ꎬ 指导居民合理营养ꎬ 预防各种营养

模式ꎮ 营养教育后ꎬ 高血压患者明显改变 不良 的饮 食行 为ꎬ

相关慢性疾病ꎬ 促进健康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提高了有关膳食营养预防高血压的认知水平ꎻ ＴＣ 和 ＬＤＬ 达
－１

到正常范围ꎬ 分别由干预前的 ７.４ｍｍｏｌＬ 和 ５.９ｍｍｏｌＬ
－１

下降到 ４.６１ｍｍｏｌＬ 和 ２.９０ｍｍｏｌＬ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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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０.０５) ꎮ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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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健康教育的核心目标是促进人们改变行为ꎬ 以通过建立

接受医生和健康教育人员的建议而采取某种有益于健康的行

健康行为ꎬ 减少健康危险行为维护和促进健康ꎮ 促进人们改

为或放弃某种危害健康的行为ꎬ 需要具有 ６ 方面的认识 ( 表

变行为的一个重要环节是通过形式多样的健康传播活动让人

１) ꎬ 前 ４ 个主要是个体选择特定行为方式的原因ꎬ 后 ２ 个集

们了解改变行为的关键信息ꎬ 也就是近些年来为我国公共卫

中于个体维持行为的改变 [３] ꎮ

生领域广泛使用的健康核心信息ꎬ 如健康 ６６ 条、 健康生活方

１. 知觉到某种疾病或危险因素的威胁ꎬ 并进一步

式核心信息和老年健康核心信息等ꎮ 核心信息是实现某项健

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康传播活动目标ꎬ 相对于传播活动所传播的一般信 息而 言ꎬ

( １) 对 疾 病 易 感 性 的 认 识 (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最为重要的信息 [１] ꎮ 多数核心信息是从专家和专业人员角度

指个体对自己罹患某疾病或陷入某种疾病状态的可能性的认

考虑ꎬ 认为促进人们建立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ꎬ 预防疾病需

识ꎬ 包括对医生指导的接受程度和自己对疾病发生、 复发可

要了解哪些最重要的关键信息ꎮ 本文拟从行为改变的重要理

能性的判断等ꎮ

论模式之一健康信念模式角度探讨营养健康核心信息设计中

(２) 对疾病严重性的认识 (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指个体

的应用ꎮ

对罹患某疾病的严重性的看法ꎬ 包括人们对疾病引起的临床
后果的判断ꎬ 如死亡、 伤残、 疼痛等ꎻ 对疾病引起的社会后

一、 健康信念模式

果的判断ꎬ 如死亡、 伤残、 疼痛等ꎻ 对疾病引起的社会后果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早期以来ꎬ 健康信念模式作为解释健

的判断ꎬ 如工作烦恼、 失业、 家庭矛盾社会关系受影响等ꎮ

康行为而发展出的最早模型之一 [２] ꎬ 已成为健康行为研究中

２. 对采取某种行为或放弃某种行为的后果的预期

应用最广泛的概念框架之一 [３] ꎬ 既用来解释健康相关行为的

(１) 对行为益处的认识 (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 指人们对

变化和维持ꎬ 又用作健康行为干预的指南框架ꎮ 在过去的 ２０

于实施或放弃某种行为后ꎬ 能否有效降低患病的危险性或减

年中ꎬ 相较于其他的理论ꎬ 健康信念模式不断扩大ꎬ 并用于

轻疾病后果的判断ꎬ 包括减缓病痛、 减少疾病产生的社会影

支持干预来改变健康行为 [４] ꎮ

响等ꎮ 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效时ꎬ 才会自觉地采

健康信念模式强调感知在决策中的重要性ꎬ 是运用社会

取行动ꎮ

心理学方法解释与健康相关行为的理论模式ꎮ 健康信念模式

(２) 对实施或放弃行为的障碍的认识 (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ａｒｒｉ￣

的理论假设是: 一个人的行为会发生改变ꎬ 如果他 (１) 感到

ｅｒｓ) : 指人们对采取该行动的困难的认识ꎮ 如ꎬ 有些预防行

某种疾病或不健康行为是可以预防或避免的ꎻ (２) 意识到采

为花费太大ꎬ 可能带来痛苦ꎬ 与日常生活的时间安排有冲突ꎬ

纳推荐的行动可以避免某种疾病或不健康行为ꎻ (３) 相信他 /

不方便等ꎮ 对这些困难的足够认识ꎬ 是使行为巩固持久的必

她能够成功地采纳推荐的健康行动ꎮ

要前提ꎮ

健康信念模式把行为的影响因素归结为人们是否意识到

３. 提示性因素 ( ｃｕｅｓ ｔｏ ａｃｔｉｏｎ)

某种行为后果的危险性、 严重性和易感性ꎬ 通过提高这些认
知ꎬ 促使人们产生改变危害健康行为或养成促进健康行为的

人们事先是否曾接受过有关该内容的教育、 是否出现了

信念ꎬ 帮助人们获得克服行为障碍的信心和自我效能感ꎬ 最

症状、 大众媒体中是否传播这方面的信息等ꎬ 对是否采取实

终改变行为ꎬ 保护和促进健康ꎮ 健康信念模式认为ꎬ 人们要

际行动的提醒ꎮ

３０

４. 自我效能 (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行动ꎮ 自我效能的重要作用在于ꎬ 当认识到采取某种行动会
面临的障碍时ꎬ 需要有克服障碍的信心ꎬ 才能完成这种行动ꎮ

指对自己实施或放弃某行为的能力的信心ꎮ 自我效能指

人们的自我效能感会受到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个性等个

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能力有正确的评价和判断ꎬ 相信自己一

体因素的影响ꎮ

定能通过努力ꎬ 成功地采取一个导致期望结果 ( 如戒烟) 的

表１
概念
感知到易感性

健康信念模式的重要概念和定义

定义

应用

对于罹患某种疾病风险的信念

确定危险人群和危险水平ꎻ 根据人群特征ꎬ 地点ꎬ 时间等因素确定
风险ꎻ 如果太低的话提高人们感知到易感性的能力ꎮ

感知到严重性

对于某种疾病状况后果严重性的信念

将风险和症状的后果具体化

感知到益处

对于采纳某种行为产生积极效果的信念

确定采取的行动: 方式、 地点、 时间ꎻ 指明预期的积极效果

感知到障碍

对于采纳某种行为会带来负面后果的信念

通过再确认、 刺激和帮助来明确和减少障碍

行为线索

准备行动的策略

提供怎样做的信息ꎬ 提高意识ꎬ 提醒者

自我效能

对于自己采取行动的信心

对于采纳行为提供培训和指导

和以健康为中心的价值观ꎬ 在获得信息、 提升认识的前提下

二、 营养健康核心信息的设计

决定个体行为是否改变 [７] ꎮ 营养健康教育工作者的重要目标

所谓营养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取得为生命活动所需的各类

是促进目标人群建立健康饮食行为ꎬ 改变不健康饮食 行为ꎮ

物质ꎬ 即营养是人类摄入、 消化、 吸收、 利用食物中的营养

促使人们形成有利于健康的饮食行为和生活方式是营养健康

素来维持生命状态的过程ꎮ 合理营养是人体健康的物质基础ꎬ

教育工作者的重点ꎬ 提供适宜的营养健康信息是形成健康饮

良好的营养是居民健康的基本保证ꎮ 不同的食物具有不同的

食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桥梁ꎮ

营养价值ꎬ 没有任何一种食物含有人体必需的所有 营养 素ꎮ

营养健康核心信息是开展营养健康教育活动的前提ꎮ 根

营养素摄入不足、 过多或不合理均会引起疾病ꎮ ２０１５ 年中国

据目标人群需求ꎬ 围绕营养健康传播主题ꎬ 设计适宜的营养

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ꎬ 我国居民与营养密切相关

健康信息是营养健康教育有效的基础ꎮ 开发设计健康信息时ꎬ

的超重肥胖问题凸显ꎬ 慢性病患病率ꎬ 慢 性病 死亡 率较 高ꎬ

需要有一定的结构性ꎬ 在告知目标人群健康信息时ꎬ 需具一

慢性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８６.６％

[５]

定的逻辑性ꎬ 应 该 说 什 么ꎬ 怎 么 说ꎬ 先 说 什 么ꎬ 后 说 什 么ꎬ

ꎮ

才能让目标人群对健康信息了解并开始行动ꎮ

饮食行为与每个人的健康状况息息相关ꎬ 关系到儿童的良
好生长发育、 成年的健康、 老年人的长寿ꎮ 平衡膳食是实现合

采纳健康信念模式设计营养健康核心信息时ꎬ 首先让目

理营养的根本途径ꎮ 营养膳食不仅可以满足我们每天生理需要

标人群意识到当今社会环境下人们很容易营养不合理或营养

的营养素ꎬ 而且有利于自我健康管理和慢性病的预防ꎮ 合理营

过剩ꎬ 与营养密切相关慢性病呈高发态势ꎬ 严重威胁到我国

养ꎬ 平衡膳食结构ꎬ 科学用餐是有利于健康的饮食行为 [６] ꎮ

居民的健康水平ꎬ 以提高居民对营养的意识ꎮ 然后让目标人

健康教育的核心是促使个人或群体改变不利于健康的行

群了解到益处及障碍ꎬ 并能找到克服障碍的方法ꎬ 并为目标

为与生活方式ꎮ 要实现改变行为的目标ꎬ 首先要使个体或群

人群提供采纳行动的信息及支持ꎬ 增强采纳行动的信心ꎬ 形

体掌握卫生保健知识ꎬ 提高认知水平ꎬ 建立追求健康的理念

成健康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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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健康信念模式
感知到易感性

利用健康信念模式设计营养健康核心信息的示例

目标人群关注点 / 需求
１.我会得这个病吗?

营养健康核心信息( 以食物多样ꎬ谷类为主为例)
１.我国居民膳食谷类食物逐年下降ꎬ动物性食物和油脂摄入量逐年增多ꎬ慢性病
患病率逐年增加ꎮ

感知到严重性

２.这个病严重吗?

２.我国居民慢性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８６％ꎮ

感知到益处

３.有哪些好处?

３.食物多样ꎬ全谷物膳食有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２ 型糖尿病、肥胖、结直
肠癌等平衡膳食相关慢性病的风险ꎮ

帮助克服感知到的

４.怎么做到食物多样化?

４.小份量、粗细搭配、不同色彩搭配、每天换不同食物满足食物种类多样化ꎮ

障碍

５.什么是全谷物膳食?

５.全谷物是指未经精细化加工或虽经碾磨 / 粉碎 / 压片等处理仍保留了完整谷粒
所具备的胚乳、胚芽、麸皮及其天然营养成分的谷物ꎮ

６.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促使行动?

行为线索

６.每天的膳食应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类、畜禽鱼蛋奶类、大豆坚果类等食物ꎮ
７.平均每天摄入 １２ 种以上食物ꎬ每周 ２５ 种以上ꎮ

７.怎样增强采取行动的信心

自我效能

８.食物多样、谷类为主是平衡膳食模式的重要特征ꎮ
９.谷类食物是人体最经济最重要的能量来源ꎮ

三、 讨

水平ꎬ 风俗习惯等提出适宜于当地人文社会地理环境人群的

论

针对性营养健康核心信息ꎮ

健康信念模式从目标人群行为改变的心理过程角度提炼

参考文献:

总结出来的理论模型ꎮ 目标人群改变行为的原因是什么? 怎

１. 田本淳. 健 康 教 育 核 心 信 息 的 编 制. 中 国 健 康 教 育.

样能促使目标人群建立的健康行为维持下去? 健康信念模式

２０１１. ２７ (１２) : ９４２.

从心理分析角度ꎬ 分析与健康行为相对的危险行为的风险与

２. Ｈｏｃｈｂａｕｍꎬ Ｇ.

危害ꎬ 采纳健康行为的好处ꎬ 如何克服采纳健康行为的障碍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具体怎么做才是健康行为ꎬ 怎样做才能够坚持下去等ꎬ 促使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 Ｓｏｃｉｏ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Ｐｕｂｌｉｃ

目标人群采纳健康行为并坚持下去ꎮ 从目标人群角度按照目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５７２ꎬ １９５８.

标人群心理活动过程的逻辑进行分析ꎬ 并一一提出针对性核

３. Ｒａｙꎬ Ｍ. Ｍ.ꎬ Ｃａｒａꎬ Ｆꎬ Ｍｉｃｈａｅｌꎬ Ｍ ａｎｄ Ｎａｎｃｙꎬ Ｆ.

心信息建议ꎬ 将对目标人群采纳健康行为有更好的促进效果ꎮ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Ｊｏｎｅｓ ＆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１６. ５５.

我国在科技部十二五支撑项目传染病健康素养工具的开

４. 凯伦. 格兰兹ꎬ 芭芭拉 Ｋ. 瑞莫ꎬ Ｋ. 维斯瓦纳斯. 健康行为
与健康教育理论、 研究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５８.

发与利用项目中ꎬ 曾经利用健康信念模式开发设计传染病健

５. 国家卫生 计生 委. 中 国 居 民 营 养 与 慢 性 病 状 况 报 告.

康核心信息ꎬ 取得了较好成效ꎮ 利用健康信念模式开发设计

２０１５.

其他健康核心信息的研究不多ꎬ 对于健康信念模式开发设计

６. 中国营养学会ꎬ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２０１６) . 人民卫生

健康核心信息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ꎮ

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５.

当然ꎬ 健康信念模式也仅仅是为健康信息的设计提供一

７. 常春. 健 康 教 育 与 健 康 促 进. 北 京 大 学 医 学 出 版 社.

个逻辑框架及思路ꎬ 在实际操作层面设计有针对性的营养健

２０１０. ２.

康核心信息ꎬ 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ꎮ 不同人群不同个体有

８. 任学锋ꎬ 孙建国等. 健康信念模式在传染病健康教育

不同特点ꎬ 需要进一步进行目标人群分析ꎬ 根据目标人群面

核心信息开发中的应用. 中国公共卫生. ２０１６.

临的营养问题ꎬ 目标人群所处的社会环境ꎬ 目标人群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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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中的把关人理论在营养新闻传播中
的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Ｎｅｗ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王

林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当前ꎬ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ꎬ 对食物的消费观
念不再仅限 “ 吃得饱” ꎬ 而是逐步向 “ 吃得好” 、

二、 新闻 “ 把关人” 理论与营养知识传播

“ 吃 得营

养” 、 “ 吃得健康” 转变ꎮ 目前ꎬ 我国居民营养不足与营养过

通俗地说 “ 把关人” 指的是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ꎬ 负责

剩并存ꎬ 营养与健康科学知识缺乏与大众对营养知识的需求

搜集、 过 滤、 处 理、 传 播 信 息 的 负 责 人ꎬ 他 们 的 行 为 就 是

不断增加的矛盾日益突出ꎬ 缺乏科学依据的所谓营养知识传

“ 把关” ꎮ 因为大众传播的一切信息ꎬ 都要经过这些工作人员

言大行其道ꎬ 真正的科学营养知识信息不能得到有效的传播ꎬ

的过滤或筛选ꎬ 才能同公众见面ꎬ 所以他们便是信息传播的

因此加大对营养知识的科学传播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ꎮ 积极

“ 把关人” ꎮ 把关人这一概念ꎬ 现在已得到大众传播学者的普

利用新闻事件进行科学的营养知识传播ꎬ 能起到事半功倍的

遍承认ꎬ 把关人的作用、 性质也随之成为大众传播学的重要

效果ꎬ 但在实际工作中ꎬ 营养专家和有关部门必须掌握新闻

课题ꎮ

传播中的 “ 把关人” 理论ꎬ 是营养与健康的基本知识得到科

１９４７ 年ꎬ 卢因在 « 群体生活的渠道» 一书中系统论述了

学有效的传播ꎮ

这个问题ꎬ 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ꎬ 只
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

一、 营养知识传播在健康传播中的位置

的管道ꎮ １９５０ 年ꎬ 传播学者怀特将社会学中的这个概念引入

借助新闻事件进行知识传播是扩大传播效果的有效手段ꎮ

新闻传播ꎬ 发现在大众传播的新闻报道中ꎬ 传媒组织成为实

近年来ꎬ 中国疾控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健康传播中心连续 ５ 年

际中的 “ 把关人” ꎬ 由他们对新闻信息进行取舍ꎬ 决定哪些内

开展了媒体对疾控机构新闻报道情况的深度评估分析ꎬ 发现ꎬ

容最后与受众见面ꎮ 从此ꎬ 新闻选择的 “ 把关人” 理论从人

在所有的报道中ꎬ 对慢病预防控制方面的报道逐年增加ꎬ 在

们的不自觉行为成为大众传媒组织的有意操作ꎬ 在更大范围

针对慢病的报道中ꎬ ６０％以上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营养与健康

和程度上或明或暗的影响新闻报道ꎮ

方式倡导等主题上ꎻ 从报道的信源分析ꎬ 营养专家的言论被

一般认为所谓的把关人就是记者、 编辑或者是媒介ꎬ 但

引用的次数位居专家信源的榜首ꎮ 从分析中可以看到大众越

是其实政府和有关机构是最大的把关人ꎮ 而每个面对媒体的

来越关注营养与健康的话题ꎬ 营养知识传播在公共卫生大众

人自身又是把关人ꎬ 特别是在新媒体越来越发挥更大作用的

传播中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ꎮ

今天ꎬ 更是人人都是把关人ꎮ

深度分析还可以看到ꎬ 在营养与健康等公共卫生工作中

在人际传播中ꎬ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直接地传递信息ꎬ 这

科学的媒体沟通能力相对较弱ꎬ 媒体沟通制度建设未落到实

些信息是人们经过自己脑袋过滤之后再进行传播的ꎮ 人可以

处ꎬ 科学借助新闻事件开展营养知识传播的主动性有待加强ꎬ

选择说什么ꎬ 也可以选择不说什么ꎮ 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

营养专家在媒体沟通中的作用发挥不足ꎬ 新闻传播中的 “ 把

度去理解和对待自己接触过的消息ꎬ 从而进一步传给别人ꎮ

关人理论” 没有得到科学应用ꎬ 亟待形成及时评估与再学习

营养知识的传播的把关人ꎬ 首先应该是我们的营养工作
者ꎬ 中国疾控中心王宇主任在 « 营养与健康的科学奥秘» 一

的媒体沟通机制ꎮ

作者: 王林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ꎬ 北京昌平区昌百路 １５５ 号ꎬ 邮编: １０２２０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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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指出ꎬ 在营养知识的传播中 “ 要特别注意ꎬ 一定要有确

众密切相关的营养项目之初ꎬ 应该做好充分的风险沟通ꎬ 通过

凿的科学证据ꎬ 所谓的个案举例和坊间传言都不能轻信ꎬ 基

媒体报道加强公众对营养知识的了解ꎬ 可通过媒体开展专题报

于科学的营养知识才是健康的基石ꎮ” 营养工作者要当好营养

道ꎬ 扩大传播力度ꎬ 达到改变公众的认知和行为的目的ꎮ

传播的把关人ꎬ 对自己的发言要把好关ꎻ 同时要积极利用一

四、 营养专家要学会主动与媒体打交道

切机会向媒体的 “ 把关人” 宣传科学的营养知识ꎬ 使真正的
“ 把关人” 把好关ꎻ 另外ꎬ 媒体的把关人更要虚心向专业机构

积极借助新闻事件传播营养与健康知识ꎬ 关键是我们的

和有关专家请教ꎬ 具备基本的营养知识科学素养ꎬ 发挥好把

营养专家要善于主动与媒体打交道ꎬ 要充分发挥专家在媒体

关人的作用ꎮ

沟通中的作用ꎮ 但在实际工作中ꎬ 我们的专家往往由于忽视
了与媒体打交道的基本程序ꎬ 导致了媒体报道的情况与专家

三、 将科学的营养知识借助新闻事件进行传播

想要报道的内容事与愿违ꎬ 这就要求我们的专家要掌握接受

积极借助新闻事件ꎬ 将科学的营养知识变成吸引大众眼

媒体采访的基本要求ꎮ

球的新闻ꎬ 是做好科学营养知识的传播的有效手段ꎬ 在传播

首先ꎬ 要得到 “ 把关人” 的授权ꎮ 一般情况下ꎬ 疾控工

过程中ꎬ 有关部门和专家要充当好把关人角色ꎬ 确保营养知

作者都是以工作身份接受记者采访ꎬ 采访话题应限定在职权、

识借助新闻事件得到科学有效的传播ꎮ

业务范围和本人的专业范围之内ꎬ 不应超越本人的职权、 业

例如: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ꎬ 原卫生部正式公布我国首个 « 预包

务和专业背景发表言论ꎮ 这也是专家代表机构与媒体沟通时

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施行ꎬ 引起社会

须恪守的一条职业准则ꎮ 由于专家的业务和科研工作 繁忙ꎬ

高度关注ꎮ 按照拟定方案ꎬ 原卫生部及时 召开 新闻 发布 会ꎬ

对于媒体记者的了解相对有限ꎬ 因此ꎬ 当有媒体未经上级同

邀请专家解读了即将实施的 «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ꎬ 营

意和媒体联系人许可直接联系专家请求采访的时候ꎬ 专家应

养标签这一话题得到了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ꎬ 相关部

要求记 者向 单位 的媒 体联 系人 ( 也 就是 单位的 新闻 “ 把 关

门也紧紧抓住这一事件契机ꎬꎬ 对营养标签通则展开丰富全面

人” ) 提出申请ꎬ 按规定履行采访手续ꎮ 在获得单位许可之

的舆论预热和引导ꎬ 多位营养专家及时发声ꎬ 卫生部、 中国

后ꎬ 受记者采访就名正言顺了ꎮ

疾控中心等部门通过线上线下访谈、 新闻发布会、 微博互动

其次ꎬ 要了解采访意图ꎮ 无论记者是否主动向专家提供

等渠道连连发声ꎬ 媒体报道既有幅度ꎬ 亦有纵深各级疾控部

采访提纲ꎬ 专家都有权向记者了解该媒体的采访意图和采访

门积极配合ꎬ 确保了与媒体的良性沟通互动ꎮ 这里的卫生部、

提纲ꎬ 专家可以要求记者将采访提纲发给 “ 把关人” ꎬ 了解记

中国疾控中心等部门和有关专家充分发挥了把关人的作用ꎬ

者采访意图ꎬ 确定接受采访的基本内容ꎮ

主动出击ꎬ 科学解读ꎬ 这是与媒体进行积极沟通的成功案例ꎮ

第三ꎬ 要提炼出接受采访的核心信息ꎮ 专家要根据记者

再如: 为改善我国居民缺铁状况ꎬ 自 ２００３ 年起ꎬ 我国开

的采访提纲和前期联系情况ꎬ 将要为接受采访准备各种资料ꎬ

展了应用铁强化酱油预防和控制中国居民铁缺乏和缺铁性贫

包括事实、 数据、 图表等各种信息ꎬ 在此基础上提炼自己要

血项目ꎬ 并已在部分省开始摸索宣传和推动铁强化酱油应用

传递的核心信息ꎮ 所谓核心信息ꎬ 就是专家希望记者最终在

的国民营养改善模式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 铁强化酱油” 项目二

报道里保留的部分ꎮ 在采访前可以提炼 １ 至 ３ 个核心信息ꎬ

期即将启动时ꎬ 媒体关于铁强化酱油的讨论喧嚣尘上ꎮ 舆论

最好不要超过 ３ 个ꎮ 核心信息太多ꎬ 会造成报道分散、 力度

热议的焦点在于ꎬ 这种 “ 额外” 添加了铁强化剂的酱油会不

减弱的结果ꎮ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ꎬ 无论现场情况如何变化ꎬ

会为健康 “ 帮倒忙” ? 推广项目的背后ꎬ 是否有商业利益的介

专家最重要的就是传递自己已确定的营养知识核心信息ꎮ 这

入? 媒体特别是商业媒体对该事件报道相对消极、 负面ꎬ “ 铁

就要求我们的专家在日常应该参加一些媒体沟通技巧的培训ꎬ

强化酱油” 的问题成了公共卫生领域的舆论热点ꎮ 为此ꎬ 中

妥善运用旗帜法、 重复法、 搭桥法等方法传播核心信息ꎮ

国疾控中心食物强化办公室及时充当了把关人角色ꎬ 及时发

第四ꎬ 专家也要当好自己的 “ 把关人” ꎮ 采访结束后ꎬ 专

布了 « 关于铁强化酱油安全性郑重声明» ꎬ 科学解读 “ 铁强化

家应该向记者提出审校稿子的要求ꎬ 这样的目的是避免因为

酱油” 的科学原理ꎬ 同时举办 “ 铁强化酱油信息共享会” ꎬ 邀

记者缺乏相应的专业背景、 未能真正理解专家的意思而造成

请中国工程院陈君石院士等专家对公众及媒体质疑作了系统

不必要的误解或歧义ꎮ 虽然可能会占用专家更多的时间ꎬ 但

回答ꎬ 将科学的营养知识变成了新闻ꎬ 传播科学的营养知识ꎮ

这样能过最大限度地确保发出的信息符合自己的本意ꎬ 将潜

不过ꎬ 这些相关的事件也提醒我们ꎬ 相关部门在推广与大

在风险降到最低ꎬ 这也是为自己言语把好关ꎮ

３４

总之ꎬ 在媒体的眼中ꎬ 专家掌握着先进科学技术ꎬ 具有

体沟通工作的交流和学习ꎬ 提高专家媒体沟通素养ꎬ 使专家

相对独立的身份ꎬ 是值得信赖的专家ꎮ 但作为专家ꎬ 一定要

自己把好关ꎮ

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ꎬ 无论是日常接受采访ꎬ 还是参与突发

第三ꎬ 加强主动设置议程的力度ꎮ 可以季度或月度为单

公共卫生事件处理ꎬ 专家给媒体的都是 “ 科学的意见” 、 “ 科

位ꎬ 主动规划营养媒体沟通的议题和内容ꎬ 形成营养知识制

学的知识” ꎮ 无论何时、 何地ꎬ 面对何种媒体ꎬ 都尽可能用通

度化的媒体沟通联络机制ꎬ 积极向 “ 跑口记者” 传播科学的

俗易懂的语言ꎬ 只讲科学数据、 科学原理、 科学方法ꎮ 可以

营养与健康基本知识ꎬ 让媒体记者和编辑当好真正的 “ 把关

解读有关政策ꎬ 但不随意评价政策ꎻ 可以介绍有关技术ꎬ 但

人” ꎬ 杜绝不科学的所谓营养知识的传播ꎮ

不透露未授权的数据ꎻ 可以向媒体推荐有关专家ꎬ 但不对别

第四ꎬ 提高有关营养的新闻稿件的撰写能力ꎮ 针对营养

人的工作做出评价ꎮ

的会议新闻、 活动新闻要突出新闻要点、 联系新近社会热点ꎬ
危机事件、 疫情解读要逻辑鲜明、 有理有据ꎬ 可与媒体合作

五、 应用把关人理论在营养知识新闻传播实践

策划选题ꎬ 联合推出有影响力的深度报道、 特稿新闻ꎮ

中的建议

第五ꎬ 重视舆情监测和舆情管理ꎮ 要及时根据热点问题

广义地说ꎬ “ 把关人” 指的是在大众传播的过程中ꎬ 负责

和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进行营养健康知识传播ꎻ 对大众关注的

搜集、 过滤、 处理、 传播信息的负责人ꎬ 在营养知识新闻传

热点营养与健康事件ꎬ 要做到早发现、 早干预、 早决策ꎬ 提

播的实际工作中ꎬ 营养机构的领导、 媒体联络人、 专家、 记

前做好核心信息的准备ꎬ 在危机时的 风险 沟通ꎬ 要把 好关ꎬ

者、 编辑等都在不同阶段发挥着 “ 把关人” 的角色ꎬ 要积极

谨言慎行、 考虑周全、 选择告知ꎮ 不断积累经验ꎬ 丰富营养

利用新闻媒体开展科学的健康知识传播ꎬ 建议要做好以下几

与健康的舆论引导手段和策略ꎮ

个方面的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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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ｈｏｕｓｉｎｇ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ｔ ａｎ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１ꎬ ｉｎ 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ａｃｋｏｆ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４８
ＷＨＯ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ｉｌｌ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摘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背景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在许多发达国家ꎬ 人口老龄化、 卫生保健费用的增长和

Ｍｅｔｈｏｄｓ

慢性疾病的负担日益加重都对卫生系统提出挑战ꎬ 需要通过

Ｗ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ｆｏｃｕｓ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 ｎ ＝ ２８ ) ｗｉｔｈ

创新提高和保持人口健康ꎮ １９４８ 年ꎬ 世卫组织对健康进行定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 ｎ ＝ ２７７) ｉｎ Ｄｕｔｃｈ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义ꎬ 但有待完善ꎮ ２０１１ 年的邀请赛会议上介绍了健康的新概

( ｅｇꎬ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ꎬ ｎｕｒｓｅｓ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ｅｒｓꎬ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ｒ￣

念: “ 健康是一种能力ꎬ 能够适应身体、 心理和社会的挑战并

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ｔｈｅ￣

能够自我管理” ꎮ 由于这一概念是荷兰卫生保健专业和教育创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新的支柱之一ꎬ 我们分析了这一新概念对公共卫生政策和实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ｋｅｙ ｔｈｅｍ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践的影响ꎮ

ＷＨＯ̓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ａ ｄｅｄｕｃ￣

方法

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ｍｅｔｈ￣

我们在荷兰公共卫生和健康保健机构 ( 如 医生、 护士、

ｏ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政策制定者和病人) ꎬ 与利益相关者 ( ｎ ＝ ２７７) 进行焦点小组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访谈 ( ｎ ＝ ２８) ꎬ 讨论健康的新概念对不断变化的卫生保健系

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统的利弊ꎮ 我们制定了一个核心主题的框架ꎬ 采访包括世卫

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ｓ ａｎｉｎ￣

组织的基本公共卫生行动ꎬ 用演绎法和定性数据分析 ( 框架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ｓｓｅｔ ａｎｄ ｄｉｄ ｎｏｔ ｓｅｅｍ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

法) 来分析访谈ꎮ

ｓｉｏｎꎬ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ｌｅｓ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ｉｄ ｔｏ 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ｏ￣

结果

ｇｒａｍｍｅ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ｉ￣
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ｃａｒｅꎻ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ｗａ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ｒｅ￣

由于大众认为ꎬ 健康是一种个人资产ꎬ 是适应和自我管

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ｉｎ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ａ

理ꎬ 因此忽视了社会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和一级预防ꎮ 预防主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ｅｌ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要包括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ꎬ 健康促进帮助个体采取健康的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ａｓｓｕｒ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生活方式ꎮ 通过政府和其他多部门协作ꎬ 可以创造有益于健

３６

康的环境ꎬ 促进个体健康ꎮ

进社会营造健康氛围ꎬ 开展一级预防ꎮ 主要任务是将基本公

结论

共卫生政策融入多部门机构 ( 保健、 住房、 教育、 社会政策)
和社区保健ꎮ

健康的新概念是适应不断变化的疾病负担和个人行为对

( 晋菲斐

健康的影响ꎬ 其在公共卫生政策和实践方面的主要挑战是促

摘译)

利用概念映射法对护理人员促进社区中智力
障碍者健康饮食的因素研究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ｉｅｔ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ａｒｔｅ Ｐｉｌｓｋｏｇ Ｒｕｕｄａꎬ Ｒｕｔｈ Ｋｊæｒｓｔｉ Ｒａａｎａａｓａꎬ Ｍｏｎａ Ｂｊｅｌｌａｎｄｂ

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ｉｅｔ.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ｉｅｔ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ＩＤ )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ｆｏｏｄ ｉｓ ｃｒｕ￣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ｕｎ￣

ｃｉａｌꎬ ｂｕｔ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ｉｅ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ｗａｙꎬ ａ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Ｄ ｌｉｖｅ ｉｎ ｓｕｃｈ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ｓ.

Ａｉ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ｒｅ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ｉｅ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ｅｒｓꎻ Ｄ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ꎻ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ꎻ 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ꎻ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ｗａ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摘要:

ｇｒｏｕｐ￣ｂａｓｅｄ ｂｒａｉｎｓｔｏｒｍｉｎｇꎬ ｉｄｅ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ｉｎｇꎬ ｓｏｒｔｉｎｇꎬ ｒａｔ￣
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 ｉｎ

背景

ｆｏｕ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ｍｉｌｄ ｔｏ

研究发现ꎬ 在挪威ꎬ 居住在社区的智力障碍患者多存在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Ｎｏｒｗａｙ.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３ ｉｎｆｏｒｍ￣

饮食不健康和体重不正常的现象ꎮ

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１２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ａｎｄ １ ｍａｌｅ)ꎬ ａｎｄ １０ ｉｎｆｏｒｍ￣

目的

ａｎ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ｗｏ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本研究旨在探索影响护理人员对智力障碍患者进行健康

Ｒｅｓｕｌｔｓ

促进的因素ꎮ

Ｅｉｇｈ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ｒｅｇｉｖｅｒｓ ̓

方法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ｉｅ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 ꎬ “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ａｆｆ ” ꎬ

利用概念映射法ꎬ 包括头脑风暴、 概念合成、 整理、 评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 ꎬ “ 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 ꎬ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级和结果分析进行研究ꎮ 在挪威东南部的四个社区负责照顾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ａｆｆ ” ꎬ “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ꎬ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

轻中度智力障碍的护理人员作为信息传播者ꎬ 共 １３ 人 ( １２

ｔｕｒｅ” ａｎｄ “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ꎬ ｅａ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ｂａｒｒｉ￣

名女性ꎬ １ 名男性) ꎬ 其中 １０ 人完成了两轮试验研究ꎮ

３７

健康促进的过程很复杂ꎮ 健康的食物的可得性与可及性是最主

结果

要的因素ꎬ 另外护理人员的时间与竞争意识也有重要作用ꎮ

经检验ꎬ ８ 组因素会影响护理人员的健康促进实施: 可得
性与可及性、 自主与指导、 员工间竞争、 规划和参与、 用户

关键词:

定制化、 影响员工的外部条件、 立法与规则结构、 每天的挑
战ꎮ ８ 组因素均有障碍与促进者ꎬ

护理人员ꎻ 非机构组织ꎻ 发育障碍ꎻ 健康促进ꎻ 生活方

结论

式ꎻ 营养
( 晋菲斐

多种因素会影响护理人员促进健康饮食的能力ꎬ 且其实施

摘译)

将社会营销活动加入基于学校的营养教育计划
改善儿童饮食摄入量: 准实验研究
Ａｄｄ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ｔｏ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ａｓｅ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Ａ Ｑｕａｓｉ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ｌｉｔｓｔｅｉｎ ＪＬꎬ Ｃａｔｅｓ ＳＣꎬ Ｈｅｒｓｅｙ Ｊꎬ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Ｄꎬ Ｓｈｅｌｌｅｙ Ｍꎬ Ｈｒａｄｅｋ Ｃꎬ Ｋｏｓａ Ｋꎬ Ｂｅｌｌ Ｌꎬ Ｌｏｎｇ Ｖ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ＰＡꎬ Ｏｌｓｏｎ Ｓꎬ Ｓｉｎｇｈ Ａ

３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ｉ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ｉｎ￣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ｈｏｍ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 Ｆ / Ｖ)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ａｍ￣

ｌｏｗ￣ｆａｔ / ｆａｔ￣ｆｒｅｅ ｍｉｌｋ. Ｄａｔａ ｏｎ Ｆ / Ｖ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ａｉｇ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ａｄｄｉ￣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ｆｏｃｕｓ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Ｆｏｏ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ꎻ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ｏｎ ｍｉｌｋ ｕ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ｗ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ｕｒ ａｉｍ ｗａｓ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ｏｗａ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ꎬ ｍ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ｏｗ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ＢＡＳＩＣ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ａｄｄｉｎｇ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ＩＣＳ Ｐｌ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ｏｎｅ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ｐａｒ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ｑｕａ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ＢＡＳＩＣ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ｅ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ＢＡ￣

ｂｙ ０.１６ ｃｕｐｓ ( Ｐ ＝ ０.０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

ＳＩＣＳ) ｗｉｔｈ ａ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ＢＡＳＩＣＳ Ｐｌｕ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ｍｅａｎ ｃｏｎ￣

( ＢＡＳＩＣＳ Ｐｌｕｓ) ａｎｄ ａ ｎ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ｕｉｔ ｂｙ ０. １７ ｃｕｐｓ ( Ｐ ＝ ０. ０３ ) ａｎｄ ｍｅａｎ ｃ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 Ａｎｔｓ /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ｂｙ ０.１３ ｃｕｐｓ ( Ｐ ＝ ０.０２)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ＢＡＳＩＣＳ Ｐｌｕｓ ｗｅｒｅ １. ３ ｔｉｍｅｓ ( Ｐ ＝ ０. ０５)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１ꎬ ０３７ ｔｈｉｒｄ￣ｇｒａｄ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３８

ｌｏｗ￣ｆａｔ / ｆａｔ￣ｆｒｅｅ ｍｉｌｋ ｔｈａ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Ｓ ｇｒｏｕｐ

研究对象

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ｇｒｏｕｐ.

本研究选择 ３３ 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ꎬ 共 １０３７ 人ꎬ 学生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及其父母共同参与研究ꎮ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测量指标

ｅａｔ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ａｎ ｂｅ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ｗａｙ ｔｏ ｉｎ￣

测量指标主要包括: 父母报告的孩子在家中水果与蔬菜

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的摄入量 ( Ｆ / Ｖ) 及低脂奶或零脂奶的摄入量ꎮ 水果与蔬菜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

的摄入量记录在校正版的食物摄入清单上ꎬ 该清单是由加利

ｔ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ｅｎｔ￣ｆｏｃｕｓ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ｉ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福尼亚大学研究发布ꎮ 牛奶的摄入量直接采用国家健康与营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养调查表中的两个相应问题回答收集ꎮ

摘要:

统计分析

背景

以及三组研究对象行为改变的结果变量均值比较ꎮ

利用多水平混合效应回归模型计算重复测量的相关系数ꎬ

结果

目前已有证据表明ꎬ 社会营销活动可以有效的传播营养

与对照组相比ꎬ 参加营养课项目组的学校学生水果摄入

知识ꎬ 加强营养教育的作用ꎮ 但其在学校营养教育中的作用

量增加了 ０.１６ 杯 ( Ｐ ＝ ０.０４) ꎬ 营养课项目加社会营销活动组

还未受到重视ꎮ

的学生水果摄入量增加了 ０.１７ 杯 ( Ｐ ＝ ０.０３) ꎬ 蔬菜的摄入量

目的

增加了 ０.１３ 杯 ( Ｐ ＝ ０.０２) ꎮ 参加营养课项目加社会营销活动

本研究旨在评估爱荷华州学校营养课项目 ( 建立和加强

组的学生选择低脂牛奶的可能性是其他两组学生的 １.３ 倍ꎮ

爱荷华州公民营养知识与体育运动) 的效果ꎬ 及多渠道社会

结论

营销干预对提高学校与父母有效沟通的作用ꎮ

父母关注孩子的营养问题并获得健康膳 食知 识和 技能ꎬ

设计和干预

能够有效提高学校营养教育的作用ꎮ 本研究表明ꎬ 学校营养

采用类实验研究的方法ꎬ 分别选择开展营养课项目、 在

教育与面向父母开展的社会营销活动干预相结合ꎬ 对于促进

营养课基础上加入社会营销活动和不施加任何干预措施的三

学生平衡膳食有积极作用ꎮ
( 晋菲斐

组学校作为研究对象ꎮ

摘译)

对美裔非洲青少年开展前景理论、 信息框架、
饮食及癌症预防相关的定性研究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ｅｓｓｉｅ Ａ. Ｓａｔｉａꎬ ＰｈＤꎬ ＭＰＨꎬ Ｊａｍｅｔａ Ｂａｒｌｏｗꎬ ＭＰＨꎬ Ｊａｎｅｌｌｅ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Ｂｒｏｗｎꎬ ａｎｄ Ｊｏａｎｎｅ Ｌ. Ｗａｔｔｅｒｓꎬ
ＰｈＤꎬ ＭＰＨ

ｈｅａｌｔｈｉｅｒ ｄｉｅｔ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ｄｅａｒｔｈ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ｎ

ｍａ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ｆａｃ￣

３９

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ｉｎｆｏｒｍ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摘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ｅｍｉ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ｉｎ￣ｐｅｒｓ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

背景

ｄｕ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１３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ｄｏｌｅｓ￣

目前缺乏可能会导致美国非裔青少年健康饮食知识缺乏

ｃｅｎｔｓꎬ ａｇｅｄ １２ ｔｏ １６ ｙｅａｒｓꎬ ｉｎ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原因的相关研究ꎮ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目的

ｏｆ ｔｈｅ ４ ｓｅ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ｅ￣

基于前景理论ꎬ 开发针对美国非裔青少年的癌症预防信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ꎬ ｇａｉｎ￣ｆｒａｍｅｄꎻ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ꎬ ｇａｉｎ￣ｆｒａｍｅｄꎻ

息ꎬ 促进其健康饮食的摄入ꎬ 探讨导致其不健康饮食的主要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ꎬ ｌｏｓｓ￣ｆｒａｍｅｄꎻ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ꎬ ｌｏｓｓ￣ｆｒａｍｅｄ ｍｅｓ￣

因素ꎮ

ｓａｇｅｓ. Ｄａｔａ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ｏｎ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ꎬ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方法

ａｌꎬ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ꎻ ｕｓｕ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ꎻ ａｎｄ

在北卡罗来纳州ꎬ 抽取 １３ 名年龄为 １２ 至 １６ 岁的非裔青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少年进行半结构式定性访谈ꎮ 运用前景理论和信息框架设计 ４

Ｒｅｓｕｌｔｓ

组与癌症预防相关的健康饮食信息: 短期ꎬ 获得的信息框架ꎻ

Ｍｏ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ｉｎ￣ｆｒａｍｅｄꎬ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ｍｏｓｔ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ｆｒｕｉｔｓ /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长期ꎬ 获得的信息框架ꎻ 短期ꎬ 损失的信息框架ꎻ 长期ꎬ 损

(８

失的信息框架ꎮ 另外还收集了人口统 计、 行为和 心理 因素、

[６１.５％] ) ａｎｄ ｆａ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７ [５３.８％] ) . Ｆｏｒ ｆａｔ ｃｏｎ￣

日常健康行为、 以及干预的首选等数据ꎮ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２ ( １５. ４％)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ｓｓ￣ｆｒａｍｅｄꎬ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结果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ｔꎻ ｎｏｎ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ｓｓ￣ｆｒａｍｅｄꎬ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ｏｒ ｅｉｔｈｅｒ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ｌ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多数研究对象认为ꎬ 短期的获得性信息框架对蔬菜水果

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ａ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

(８ [ ６１.５％] ) 和肥肉 ( ７ [ ５３.８％] ) 摄入量均有显著作

ｇｒａｍꎻ ｍｏｓｔ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ｓ ａ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用ꎮ 仅有 ２ 人 ( １５.４％) 认为短期的损失性信息框架对肥肉

ｔｉｏ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ｖｉｅｗ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摄入量有作用ꎬ 长期的损失性信息框架对蔬菜水果和肥肉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ꎬ 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ａｔｉｎｇ.

摄入量均无作用ꎮ 所有研究对象均希望加入健康膳食的干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计划ꎬ 尤其是通过网络推送信息的方式进行干预ꎮ 同时ꎬ 参
与者对健康饮食的知识、 态度和信念表达了不同的看法ꎮ

Ｔｈｅ ｇａｉｎ￣ｆｒａｍｅｄꎬ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ｏｓｔ ｓａｌｉ￣

结论

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

短期的获得性信息框架对促进大多数受试者健康饮食有

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ｂｏｕｔ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显著作用ꎮ 多数受试者有兴趣参加健康膳食和营养培训计划ꎬ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且希望通过网络推送的方式进行干预ꎮ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关键词: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ꎻ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ꎻ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ꎻ

青少年ꎻ 美裔非洲人ꎻ 癌症预防ꎻ 饮食ꎻ 干预ꎻ 信息框

Ｄｉｅｔꎻ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ꎻ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ꎻ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ꎻ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架ꎻ 营养ꎻ 前景理论
( 晋菲斐

ｔｈｅｏｒｙ

４０

摘译)

职前培训对健康教育课教师开展健康教育和
健康促进作用的长期研究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 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ｆｏｒ
Ｔｒａｉｎｅ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Ｋａｒｅｎ Ｐｉｃｋｅｔｔꎬ ＰｈＤꎬ Ｊｅｎｎｙ Ｂｙｒｎｅꎬ ＰｈＤꎬ Ｗｉｌｌｅｋｅ Ｒｉｅｔｄｉｊｋꎬ ＭＡ̓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ＭＡ Ｗｉｌｌｅｋｅ Ｒｉｅｔｄｉｊｋ Ｅｍａｉｌ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ＭＡ Ｗｉｌｌｅｋｅ Ｒｉｅｔｄｉｊｋꎬ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ꎬ ＰｈＤꎬ Ｐｒｏｆ Ｐａｕｌ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ꎬ
ＭＤꎬ Ｐｒｏｆ Ｍａｒｃｕｓ Ｇｒａｃｅꎬ ＰｈＤ. Ｌａｎｃｅｔꎬ ３８６ꎬ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２ꎬ Ｓ６３.

ｉ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ｅｎ 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 ｍｅｄｉａｎ７１. ９％) .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ｍｏｓ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８７ / ９５ꎬ ９１. ６％) ꎬ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７５ / ９４ꎬ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７９. ８％) ꎬ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ｉｎｃｅ ｑｕａｌｉｆｙ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ａ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ｓꎻ

(６５ / ９３ꎬ ６９.９％)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ｇａｉｎｉｎｇｃｏｍｐ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ｍｅｅｔｔｈ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ｔｅｎｃ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８０ (８１.６％) ｏｆ ９８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ｇｒｅ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ｉｌ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ｂｏｕｔ ｈｏｗ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ｄｏｖｅｒ ｏｔ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ｕｐｉｌ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ｗ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ꎬ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ꎬ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ｋｉｌｌ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ꎬ ｕｐｔｏ ３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ａ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ａ ｐｏｓｓｉ￣

ｆｏｒ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ｂｌ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ｅｒｍ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ｆｒｏｍ ｃｏｌｌｅａｇｕｅ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ａｃ￣

Ｗｅ ｓｅｎｔ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ａｌ １５ ｍ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ｔｏ ａｌｌ

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ꎬ ｂｕｔ ｆｅｅ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ａｂｌ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 ｎ ＝ ９７６ ) ｗｈｏ ｈａｄ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ａｔ Ｓｏｕｔｈ￣

ｔｈａ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ａｌｗａｙ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ａｍｐ￣

ａｍｐｔ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２０１４. Ｉｔ ａｓ￣

ｔ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

ｓ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ꎬ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ｕｒ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ｈｏｗ ｓｕｃ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ｐｕｐｉｌ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ｅ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ｃｈｏｏｌ̓ｓ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

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ｍｏ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ａｙ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 ａｎｄ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ｔａｓｋｓꎬ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ｖｉａ ａ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ｃ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ｒｅ￣

摘要:

ｐｏｒ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ｌｌ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背景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教师作为健康教育的实施者ꎬ 在学校健康教育中扮演重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１１％ ( ｎ ＝ １０４) .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要角色ꎮ 为更好的开展学校健康教育ꎬ 需对教师进行资格培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ｅ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８８ (９６.７％) ｏｆ ９１

训ꎮ 但是ꎬ 岗前的健康教育培训对教师在学校健康促进方面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５０ (７４.６％) ｏｆ ６７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ｆｅｌ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ｈａｄ

的知识和态度的影响却容易被忽视ꎮ 本研究评估了具有健康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教育资质的教师对健康促进的态度、 经验、 感知到的信心和

５７.３％ (５５ / ９６) ａｎｄ ８７.５％ (８４ / ９６) ｆｅｌｔ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ｅｄ

技能ꎮ ３ 年后为南安普顿大学职前教师制定新的健康课程ꎮ

４１

和取得资质后在学校受到的支持 (６５ / ９３ꎬ ６９.９％) 会影响其

方法

教学能力ꎮ 然而ꎬ ８０ ( ９８ ×８１.６％) 名教师同意 “ 学业成绩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间ꎬ 选择网上问卷和邮寄问卷的方式 ( 填
写问卷需 １５ 分钟) ꎬ 调查南安普顿教育学院具有健康教育资

优先” 的说法ꎮ

质的教师 ( ｎ ＝ ９７６) ꎮ 问卷用于教师自评其对于促进健康的态

结论

度、 工作经验、 信心和学校健康促进的氛围ꎮ

较低的应答率可能导致参与性偏倚和结论可推广性的问
题ꎮ 但受调查教师的积极态度、 信心和促进健康的能力表明

结果

培训可能产生积极的长期效应ꎮ 结果表明ꎬ 教师的价值来自

应答率为 １１％ ( ｎ ＝ １０４) ꎮ ８８ (９１×９６.７％) 名教师对健

同事、 实践和生活体验的共同支持ꎬ 但健康教育往往不是教

康促进课持积极态度ꎬ ５０ (６７×７４.６％) 名教师认为ꎬ 培训对

师们优先考虑的ꎮ 虽然南安普敦的培训模型可以应用到其他

其健康教育教学产生了积极影响ꎮ ５７.３％ ( ５５ / ９６) 至 ８７.５％

职前教师教育机构ꎬ 但我们的研究尚不清楚结这种职前培训

(８４ / ９６) 之间的教师在对十个健康相关的主题进行教学时ꎬ

如何最终影响学生的健康和教育成果ꎮ

感到自信和精通 (中位数 ＝ ７１.９％)ꎮ 大多数教师认为他们的生

( 晋菲斐

活经历 ( ８７ / ９５ꎬ ９１.６％)、 实 际 教 学 经 验 ( ７５ / ９４ꎬ ７９. ８％)

摘译)

膳食疗法研究: 采用阶梯设计随机对照试验
评估由营养师为头颈部肿瘤放疗病人提供健
康指导以改善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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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ｙ: Ｅａｔｉｎｇ Ａ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 ＥＡ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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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ｓｔｅｐｐｅｄ￣ｗｅｄｇ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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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 ｌａｒｙｎｘ ) ꎬ ａｇｅｄ １８ ＋ꎬ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 ６０ Ｇｙ )

即膳食疗法ꎮ

ｗｉｔｈ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ꎬ ｗｉｌｌ ｂ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ｄｅｐａｒｔ￣

方法与分析

ｍｅｎｔｓ ａｔ ５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ｓｉｔ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ｔ

采用阶梯式整群随机对照试验ꎬ 对参加研究医院的肿瘤

４ ｔｉｍｅ ｐｏｉｎｔｓ (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 ｗｅｅｋ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４ ａｎｄ １２

科大夫进行随机数字编号ꎬ 并进行为期 ２ 天的膳食疗法培训ꎬ

ｗｅｅｋｓｐｏｓｔ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ｎｕｔｒｉ￣

研究人员在培训期间进行督导ꎬ 并提供 ２ 个月的强化训练ꎮ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膳食疗法是基于行为改变理论的一种方法ꎬ 包括: 动机性访
谈、 认知行为治疗和临床实践ꎮ 膳食疗法的作用是激发病人

摘要:

的食欲ꎬ 帮助病人克服疼痛、 黏膜炎、 恶心、 口干、 味觉改变

简介

行膳食指导ꎮ 在澳大利亚选择 ５ 个地区ꎬ 从每个地区的医院放

和食欲减退等障碍ꎬ 改变其不良健康行为ꎬ 由营养师对病人进

头颈部肿瘤病人需要营养健康的饮食ꎬ 但由于恶性肿瘤

射科选择 １８ 岁以上且患有头颈部肿瘤ꎬ 准备进行放射治疗的

和放射疗法对身体的影响ꎬ 其所需的营养摄入也要相应改变ꎮ

患者ꎬ 共 ４００ 人参加研究ꎮ 分别选择放疗的第 １ 周和最后 １

目前ꎬ 通过健康行为干预以改善这类病人的营养状况是否有

周ꎬ 放疗后的第 ４ 周和第 １２ 周四个时段进行评估ꎮ 本次研究

效ꎬ 尚未研究ꎮ 试验建立在数据基础上ꎬ 评估由营养师提供

的主要成果是对头颈部肿瘤病人放疗后营养现状的评估ꎮ
( 晋菲斐

健康行为干预以改善头顶部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状况的有效性ꎬ

４３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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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

内容提要

四、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公共卫生的基础和核心
五、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预防疾病的重要措施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既有系统的理论基础ꎬ 又有方法学

第二章

和实用性的特点ꎬ 既是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专业人员的必修

第一节

课ꎬ 也是包括从事公共卫生、 爱国卫生、 疾病预防控制、 妇

二、 符号、 信息与讯息

人员的重要工具ꎮ 田向阳、 程玉兰主编的 « 健康教育与健康

三、 传播要素

促进基本理论与实践 ( 健康教育专业人员培训教材) » 吸收

第二节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领域的 ∗ 新国际进展和 ∗∗ 经验ꎬ 系统介绍

二、 健康传播影响态度和行为的机制

内容丰富ꎬ 文字朴实ꎬ 实用性强ꎬ 既有一定的理论性ꎬ 又介

三、 健康传播的分类

绍了鲜活的案例ꎮ

四、 健康传播的热点研究领域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概述

第三节

健康教育

二、 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

二、 健康教育的特点

三、 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级传播模式

三、 健康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四、 议程设置模式

健康促进

五、 大众传播中的 “ 把关人” 理论

一、 健康促进的概念

六、 使用与满足理论模式

二、 健康促进的目标和任务一五大工作领域

七、 叙事医学理论

三、 健康促进的基本策略

八、 前景理论

四、 健康促进的性质与特点
第三节

传播学与健康传播的相关理论

一、 认知主义学习理论

一、 健康教育的概念

第二节

健康传播的概念、 分类和研究领域

一、 健康传播的概念

了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基本理论、 基本方法和实 践技 能ꎬ

第一节

传播学基本知识

一、 传播的概念

幼保健、 社区卫生服务、 临床与康复等在内的各级医疗卫生

第一章

健康传播基本理论

九、 沟通适应理论

健康教育的专业与工作定位

第三章

一、 健康教育的研究领域

第一节

健康相关行为与行为改变理论
人类行为的定义、 特点、 发生与发展

二、 健康教育专业学科

一、 行为与健康相关行为

三、 健康教育职业

二、 健康相关行为

四、 健康教育、 健康促进与公共卫生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节

五、 健康促进政策与实践
第四节

行为危险因素与致病性行为模式

一、 行为危险因素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在医疗和预防保健工作

二、 致病性行为模式

中的作用

第三节

一、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实现医学核心价值的根

个体行为改变理论

一、 知一信一行理论

本策略

二、 健康信念模式

二、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培育健康素养和健康文

三、 行为的阶段改变模型

化的重要措施

四、 理性与计划行为理论

三、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疾病治疗和康复的重要

五、 社会规范理论

４４

六、 人际水平的行为改变理论: 社会认知 / 学习理论

一、 确定项目目标

七、 综合模式

二、 确定项目内容和目标人群

第四节

第五章

健康传播常用方法

一、 创新扩散理论

第六章

行为干预

二、 社区与组织改变理论

第八章

健康教育现场调查

三、 社会市场学理论

第九章

健康教育专业人员培训

第十章

场所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第四章
第一节

群体行为改变理论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项目的设计、 实施与评价

第十一章

分人群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一、 社会诊断

第十二章

疾病与危险因素防制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二、 流行病学诊断

第十三章

我国健康素养促进行动与检测工作进展

三、 行为与环境诊断

第十四章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项目的评价设计

四、 教育与生态学诊断

第十五章

国内外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进展

五、 管理与政策诊断

后记

第二节

需求评估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项目计划设计

«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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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第六章

健康教育媒体材料的制作、 使用与评价

第七章

健康教育健康促进与公共关系

«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实用方法» 是一本实用型的工具

第八章

参与式培训方法

书ꎬ 读者对象广泛ꎮ 不仅适用于各级健康教育专业人员和其

第九章

健康教育评价

他专业领域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参考使用ꎬ

第十章

健康教育中的现场调查

也适用于大学生和研究生学习和在生产实习中参考使用ꎮ 本

第十一章

统计技术应用

书内容以实用的工作方法为主ꎬ 同时也对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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