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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格林模式设计张家口市鼠疫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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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张家口地区经济与旅游业的发展，鼠疫防治健康教育人群与方式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该文运用
格林（PRECEDE）模式，根据前期调查数据，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从社会学、流行病学、行为诊断及教育诊断等方面设
计鼠疫防治健康教育计划，
试图建立适合张家口市的鼠疫防治健康教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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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the predisposing reinforcing and enabling causes in educational
diagnosis and evaluation (PRECEDE) model design the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on controlling plague in Zhangjiak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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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the tourism in Zhangjiakou city, the way of health education for
control of plague has changed.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predisposing，reinforcing，and enabling causes in educational
diagnosis and evaluation（PRECEDE）model and the investigation data, combined with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a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was designed on controlling plague based on the sociology, epidemiology, behavioral diagnosis,
and educational diagnosis, to establish suitable health education program of plague prevention in Zhangjiak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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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是河北省鼠疫防控的重点地区。张家口市康保

县自1971年首次证实存在鼠疫疫源地以来，
共发生 4 次动物间
鼠疫暴发流行［1］。张家口市鼠疫防治的健康教育人群一直以

当地居民为主，
宣传方式主要是发放宣传册、
制作展板等。随

着 2022 年冬季奥运会的筹办与政府倡导发展旅游业的支撑，

张家口市游客成为流动人群的主力，
健康教育人群不再单一，

诸多因素影响。目前，在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研究与实践
方面，国内外应用最广、最具权威性的首推美国著名健康教

育 学 家 劳 伦 斯·格 林 等 于 1980 年 提 出 的 PRECEDE ⁃
PROCEED 模式［3-7］。PRECEDE 即在教育及环境诊断和评

价中倾向因素、促成因素及强化因素，通过对相关资料的
收集、分析和判断，制定健康教育和干预规划的程序。

现实健康教育需求诊断分为 7 个阶段，即社会学诊断、

各种新媒体的加入使健康教育方式多种多样，
适时调整鼠疫防
治 健 康 教 育 计 划 显 得 十 分 重 要 。 因 此 ，该 文 运用格林

（predisposing，reinforcing，and enabling causes in educational
diagnosis and evaluation，PRECEDE）模式，设计适合张家口市

流行病学诊断、行为诊断、教育诊断（第 4、5 阶段）、组织管理
诊断和贯彻始终的评价阶段［2］。根据张家口市鼠疫防治具

体情况，该文将从社会学、流行病学、行为、教育和管理几个

的鼠疫防治健康教育计划。

阶段设计鼠疫健康教育计划。

1

PRECEDE 模式

2 运用PRECEDE模式评估鼠疫防治健康教育需求

健康教育旨在帮助对象人群或个体改善健康相关行为

2.1

的系统的社会活动［2］。其核心是行为改变，而行为的改变受

社会学诊断与流行病学诊断

首先对鼠疫防治健康教

育需求进行社会学诊断及流行病学诊断。通过参考《全国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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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监测方案（2005 年 8 月 30 日，卫生部）》、
《鼠疫诊断标准

先建立对危险的迫切性及其后果严重性的信念。在鼠疫防

文献资料可以发现：
（1）在社会学诊断方面，鼠疫的 3 次大流

疫，明确其危害程度并对预防措施有一定了解。使其方便与

（WS 279－2008）》、
《鼠疫防控应急手册（2009 年版）》及查阅
行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对人类健康的损害巨大

。印度苏拉

［8-10］

特鼠疫造成的经济损失仅支柱产业纺织业和宝石加工业，每

日损失达 15 亿卢比 ，仅半月余就夺走了上千人的生命 。
［11］

［12］

所有人群对鼠疫均易感，发病率极高。目前治疗鼠疫的特效
［13］

药仍是链霉素，但其有较大的副作用 。人类感染鼠疫发现
后虽可及时治愈，但对社会的影响仍极大。2014 年甘肃省发

治健康教育前，必须让鼠疫疫源地的常住居民和游客了解鼠
当地 CDC 联系，并使该机构及时正确地采取措施、及时诊断

并得到治疗，这些促成因素在鼠疫疫源地当地比较完善。在

上述 3 类因素中注重的是倾向因素，即了解被调查者知识、
态度、
信念和认识等情况。
2.4

组织管理诊断

在计划实施前，要考虑管理学诊断，涉

及到对组织有限资源进行正确评估的问题，也是资源的合理

现1例肺鼠疫病例，
排查出与该患者密切接触者多达150人，
虽

分配。在每年的鼠疫防治健康教育中，组织经费得以正常拨

经过隔离和预防服药等措施，
密切接触者未发现异常症状，
但

付，本研究涉及健康教育策略的最终制定，在管理学阶段还

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2）在流行病学诊断方面，
人类主要

需要进一步讨论。

是通过被疫蚤叮咬，
猎捕、
宰杀、
剥皮及食肉等方式直接接触染

综上所述，
在本研究中着重研究的两点是倾向因素及健康

疫动物，
通过肺鼠疫患者污染的空气等方式感染鼠疫，
且人对

教育策略选择，
这两点通过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方式可同时进行。

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普遍易感，
无固有免疫。因此，
游客一

3

旦感染很有可能将鼠疫疫情扩散，
造成极严重后果。

讨

论

张家口地区鼠疫疫源地鼠疫感染以啮齿动物感染人类

经过社会学诊断与流行病学诊断后，需根据问卷调查得

为主，主要感染途径为疫蚤叮咬与直接接触疫源动物，故控

到的信息对行为、
教育与策略的选择进行诊断，
并最终得到所

制人群与啮齿动物及蚤类接触是防范鼠疫感染的重要途径。

需要的适合游客及当地常住居民的鼠疫防治健康教育方案。

2.2

行为诊断

行为诊断即健康行为的探讨，与流行病学

诊断中确定的健康问题存在因果关系。其首要任务在于建

3.1 健康教育策略的选择

健康教育策略分为 3 大类：①信

息传播类：
包括大众传媒、
新媒体等；
②培训类：
包括技能发展、

立行为与健康间的因果关系，指通过教育干预人群确定能产

专业培训等；③组织方法类：包括社会行动、同伴教育等。在

生健康行为。我国鼠疫防治健康教育自建国后已初步建立，

鼠疫防治健康教育策略中，
重点是信息的传播，
其首先对倾向

并逐渐完善，尤其是针对鼠疫疫源地居民比较合适的鼠疫防

因素有影响，
对促成因素与强化因素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治健康教育。但其是否适合现今高速发展的社会，且以往的

通过采取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健康教育策

鼠疫防治健康教育人群并未涉及到游客，故该鼠疫防治健康

略的选择，
让被调查者自主选择喜好的健康教育方式，
分析研

教育需求调查将游客纳入鼠疫防治健康教育范围，对其进行
健康教育指导。因此，选择几个重要的目标行为，包括不能
与疫源动物接触、尽可能减少疫蚤叮咬、了解鼠疫症状及感
染鼠疫的正确应对方法。将综合《全国鼠疫监测方案》、
《鼠

疫诊断标准（WS 279－2008）》等作为问卷调查的基本知识
点，
以考察被调查者的鼠疫防治知识水平。

究后最终确定 3～5 种健康教育策略，
且在特殊有针对性的人
群中加入更适合的健康教育策略，
加强健康教育效果。

3.2 常住居民健康教育策略 通过前期调查研究［14］基本可以
确定常住居民倾向性因素，包括针对农民、工人及干部重点

宣传康保县是鼠疫疫源地、接触疫源动物或被叮咬后突发高
热的处理、鼠疫患者症状等知识点。针对学生还应加强鼠疫

首先，可以确定与疫源动物接触、被疫蚤叮咬、与感染者

的传播方式等方面的宣传教育。针对医生，因其专业的特殊

或疑似感染者密切接触均可能是感染鼠疫的危险因素；其

性，其知晓率最高，健康教育需求也最低，应从专业的角度对

次，可通过杜绝以上危险行为达到预防目的；再次，分析以上

其进行培训与考核，
提高其应急救助能力。

鼠疫，但仍然存在鼠间鼠疫。河北省连续多年开展鼠疫监测

程度及 60 岁以上人群可聚为一类；学生、18 岁以下、初中文

3 条危险因素，河北省鼠疫疫源地自 1949 年后未发生过人间
工作，
能够及时发现鼠间鼠疫并及时处置，
最大限度地降低人
间鼠疫发生的可能。故居民、游客与感染者或疑似感染者密
切接触感染鼠疫的可能性较小，
而与疫源动物接触、
被疫蚤叮

通过对健康教育策略的选择分析发现，农民、小学文化

化程度人群可聚为一类；医生、干部、本科文化程度、19～40
岁人群可聚为一类；工人和高中文化程度可聚为一类。按职
业对几类人群制定合适的健康教育方案。

咬发生鼠疫的可能性较大。一旦感染鼠疫，如对鼠疫症状不

在康保县及其周边建立以下几种针对性的鼠疫防治健

了解或应对不得当，
有可能因游客携带鼠疫而导致鼠疫暴发。

康教育策略。
（1）录制关于鼠疫防治健康教育的宣传广播，告

2.3 教育诊断 教育诊断也是确定健康行为的原因，
将健康行

为的影响因素分为倾向因素、
促成因素和强化因素。每种因素
均对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倾向因素在行为之前，
是产生
行为的原因和动机，
包括知识、
态度、
信念和价值观。促成因素
也先于行为，
使行为动机或愿望变成现实，
包括社区资源、
个人
技术和资源。强化因素在行为发生之后，对行为发挥持续地
支持、
鼓励或抑制作用，
使行为得以持久或消失。
若人们不能认识到危险因素的存在，便不会接受降低健
康危害因素的一系列行为。在重视减少危险因素前一定要

知当地居民鼠疫防治的基本知识，并将此广播发放到下级村
镇和企业，由当地行政干部和企业管理者在鼠疫高发季节，
每年的 4－7 月和 10－11 月进行每周定时广播，提高村民的

鼠疫防治意识。
（2）录制鼠疫防治宣传视频，内容与宣传广播

内容类似，在播放时滚动显示当地 CDC 联系方式，并利用当
地电视台于鼠疫高发季节定期播放。
（3）制作鼠疫防治宣传

材料及宣传物品，每年举办 2 次“鼠疫健康教育进农村”活
动，发放宣传物品，印制简单有效的鼠疫防治宣传标语和当地
CDC联系方式，
以便突发状况时及时联系。
（4）每年组织2次
“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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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防治知识进校区”
活动，
通过讲座、
发放鼠疫防治宣传用品方

下方滚动播出鼠疫防治知识，并联合各大电视台拍摄并播出

式对学生进行健康教育，
并通过同伴教育影响其家人。告知其

鼠疫防治知识宣传片；在宾馆、饭店和旅游景点人群聚集地

者每年进行 1 次鼠疫防治培训活动，
培训内容包括鼠疫临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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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发表论文可直接使用的
英文缩写名单
本刊发表论文可直接使用的英文缩写如下。
DDT

滴滴涕

DEET

避蚊胺

DDVP

敌敌畏

OR

比值比

CI

可信区间

RR

相对危险度

DNA

脱氧核糖核酸

IHA

间接血凝试验

RBPT

虎红平板凝集试验

PAGE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IFA

间接免疫荧光试验

SAT

试管凝集试验

PFGE

脉冲场凝胶电泳

Ct 值

每个反应管内荧光信号达到设阈值时所经历的循环数

RNA

核糖核酸

A值

吸光度值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

几何平均滴度

RT⁃PCR

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GMT

ELISA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WHO

世界卫生组织

CDC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