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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地区中小学生犬类狂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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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了解珠三角地区中小学生犬类狂犬病的认知现状及其对养犬和防疫的态度和行为，2019 年 6 月采

取配额抽样和便利抽样方式，对珠三角地区 8 个市的中小学生展开犬类狂犬病“知信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
卷 800 份，回收 747 份，回收率为 93.38%。调查结果显示 ：珠三角地区中小学生的犬类狂犬病知识平均分为
6.60±1.28，仅 10.04% 的学生能说出犬类狂犬病症状，4.69% 的学生能说出除犬猫外的其他易感动物，36.14%
的学生知道狂犬病不能被治愈 ；城镇学生的狂犬病知识平均分（6.65±1.21）高于乡村学生（6.40±1.49），差异
显著（P ＜ 0.05）；91.65% 的城镇学生赞成给犬免疫狂犬病疫苗，远高于乡村学生的 78.85%（P ＜ 0.05）；珠海、
佛山、肇庆的中小学生犬类狂犬病知识平均分显著高于广州、东莞、江门（P ＜ 0.05）；经常获取狂犬病知识的
学生平均分（7.13±1.17）显著高于较少或从未获取知识的平均分（6.42±1.26），差异显著（P ＜ 0.05）。调查
结果表明，珠三角地区中小学生犬类狂犬病知识的总体掌握程度不高，尤其是乡村学生普遍较低，需要加强中
小学生狂犬病防控教育，提高其狂犬病知识的掌握度，帮助其养成良好的养犬和防疫态度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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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In order to make clear the cognition status concerning canine rabi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Zhujiang River Delta as well as their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towards dog keeping and relevant disease
prevention，a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n“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KAP）concerning canine rabies for
the students from 8 cities in the region was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quota and convenient sampling in June 2019，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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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f 800 questionnaires were replied，with the ratio of 93.38%.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only 10.04% students could
tell the symptoms of canine rabies，4.69% students knew other susceptible animals except dogs and cats，and 36.14%
students understood that rabies could not be cured；the average score of such knowledge of urban students（6.65±1.21）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rural students（6.40±1.49），the difference was signiﬁcant（P＜0.05）；in addition，91.65%
urban students agreed to vaccinate dogs with rabies vaccine，which was higher than rural students（78.85%），with
a signiﬁcant difference（P ＜ 0.05）；the average score in Zhuhai，Foshan and Zhaoqing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Guangzhou，Dongguan and Jiangmen（P ＜ 0.05）；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students who often learned such
knowledge（7.13±1.17）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ose who seldom or never received such knowledge（6.42±1.26），
with a signiﬁcant difference（P ＜ 0.05）.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students understood fewer knowledge concerning
canine rabies in general，especially the rural students，such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o as to increase their
relevant knowledge and develop good attitude and practice for dog keeping and disease prevention.
Key words ：rabies ；canine ；KAP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Zhujiang River Delta

狂犬病是一种烈性人兽共患传染病，病死率
[1]

几乎为 100% 。全球每年约有 60 000 人死于狂犬
[2]

病 。我国每年的人狂犬病病例数仅次于印度，居
[3]

世界第二位 。在人狂犬病病例中，5~14 岁儿童
[4]

为主要受害者 。在我国人狂犬病病例中，15 岁
[5]

量定为 800 人。采取配额抽样方式，确定在 8 个市
中每市抽取 100 名中小学生。各市以兽医站或学校
为依托，采取便利抽样方法开展问卷调查。调查问
卷包含知识、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共 20 个条目，内
容包括：所在地市、年龄、居住地、年级等基本信息，

以下儿童占 22.47% 。因此，加强未成年人的狂犬

犬类狂犬病相关知识以及养犬和防疫的态度、行为。

病知识教育，提高其防范意识，是狂犬病防控的重

在犬类狂犬病相关知识的问卷调查中，从犬类狂犬

要内容之一。几乎所有温血动物均可以感染狂犬病

病基础知识、犬猫抓咬伤害处置、犬类狂犬病预防

病毒，而 96% 的人间感染病例均由犬传播引起，

3 个方面设计了 10 个问题，每个问题回答正确得 1

因此控制好犬类狂犬病是降低乃至消除人间病例的

分，回答错误或不回答得 0 分，满分为 10 分，以

关键。尽管有研究者开展了中小学生狂犬病相关知

分数反映学生的犬类狂犬病知识掌握程度。

识认知程度调查

[6-7]

，但调查内容较少关注动物狂

1.3

统计分析
应用 Excel 录入并整理数据，SPSS 20.0 软件

犬病。为了解珠三角地区中小学生的犬类狂犬病认
知现状及其养犬和防疫的态度和行为，2019 年 6 月，

进行数据分析；用单向方差分析进行两组或多组资

在珠三角地区 8 个地级市，针对中小学生展开了犬

料均数比较，对方差不齐的两组资料，用 t 检验进

类狂犬病“知信行”调查，以期为有针对性地制定

行均数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进行二分类资料关联

狂犬病防控措施提供参考。

性分析，以回归分析来分析两组资料的依存关系。

1

2

1.1

调查对象与方法

共回收有效问卷 747 份，回收率为 93.38%。

调查对象
珠三角地区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佛山、

结果与分析

被调查学生中，平均年龄 12.48 岁，最小的 5 岁，

惠州、江门、肇庆等 8 个地级市的中小学生。

最 大 的 18 岁；78.98% 来 自 城 镇、21.02% 来 自 乡

1.2

村；29.45% 养犬，乡村学生养犬比例（40.76%，

调查方法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统计数据显

64/157） 高 于 城 镇 学 生（26.44%，156/590）， 差

示，以上 8 个市的中小学生总数约为 716 万。在问

异显著（P ＜ 0.05）。

卷设计时，设 50% 的预期答对率、95% 的置信度、

2.1

5% 的允许误差，理论抽样量为 385 人，实际抽样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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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类狂犬病知识掌握度
总体掌握度

珠三角地区中小学生的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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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知识平均分为 6.60±1.28，最高为 10 分，

犬病疫苗。在回答犬类狂犬病防治方面，88.49%

最低为 0 分。在犬类狂犬病基础知识问答中，绝大

的学生表示，如果养犬，就会每年给犬免疫狂犬病

多数学生知晓狂犬病（93.44%），但能答出犬类

疫苗；83.27% 认为不让犬类得狂犬病的措施是每

狂犬病症状的较少（10.04%）；仅 4.69% 的学生

年都免疫疫苗并登记注册（表 1）。上述结果表明，

知晓除犬猫外的其他狂犬病易感动物；63.86% 的

珠三角地区中小学生对犬类狂犬病知识的总体掌握

学生认为狂犬病能治愈或不知道，仅 36.14% 的学

程度不高。

生知道狂犬病不能治愈。在回答被犬猫抓咬伤害处

2.1.2

理方面，95.45% 的学生认为被外观健康的犬猫咬

（7.10±1.23），其次是佛山（7.09±1.01）、肇庆

伤或抓伤要注射狂犬病疫苗；96.79% 认为被犬猫

（6.89±1.28），广州最低（6.13±1.12），各城市

咬伤或抓伤后最好在 24 h 内注射疫苗，且越快越

平 均 分 差 异 显 著（P ＜ 0.05）； 经 Games-Howell

好；89.69% 认为被犬猫抓伤或咬伤时，先用清水

多重比较，珠海、佛山、肇庆的平均分显著高于广

或 15% 的肥皂水清洗伤口是对的；62.12% 认为在

州、东莞、江门（P ＜ 0.05），说明各城市中小学

皮肤没有破损的情况下，被犬猫舔一下无须注射狂

生的犬类狂犬病知识掌握程度不一，珠海、佛山、

表1

不同城市掌握程度

珠海平均分最高

不同居住地中小学生犬类狂犬病知识问答情况统计对比

变量

是否听说过狂犬病

能否说出犬类狂犬病症状
犬类狂犬病基础知识
除犬猫外，能否说出
狂犬病其他易感动物
狂犬病能否被治愈
被外观健康的犬猫咬伤或抓伤
是否要注射狂犬病疫苗
被犬猫咬伤或抓伤后什么
时候注射疫苗较合适
犬猫抓咬伤害处置
在被犬猫抓伤或咬伤时，可先用
清水或 15% 的肥皂水清洗伤口
皮肤没有破损，被犬猫舔
一下无须注射狂犬病疫苗
你家养犬时会每年给
犬注射狂犬病疫苗吗
犬类狂犬病预防
你认为不让犬只得狂犬病
有哪些好的措施

值
是

总量 / 份
（占比 /%）

不同居住地数量 / 份
（占比 /%）
城镇

乡村

698（93.44） 553（94.05） 145（92.95）

否

49（6.56）

35（5.95）

11（7.05）

是

75（10.04）

50（8.49）

25（15.92）

否
是
否
不能

672（89.96） 539（91.51） 132（84.08）
35（4.69）

29（4.96）

6（3.82）

712（95.31） 556（95.04） 151（96.18）
270（36.14） 223（37.99）

47（29.94）

能或不知道

477（63.86） 364（62.01） 110（70.06）

是

713（95.45） 567（96.59） 146（92.99）

否
越快越好，最
好在 24 h 内
有时间就去
对
错

34（4.55）

20（3.41）

11（7.01）

723（96.79） 574（97.95） 149（94.90）
24（3.21）

12（2.05）

53（9.00）

20（12.99）

对

464（62.12） 354（60.20） 110（70.51）

错

283（37.88） 234（39.80）

会

661（88.49） 538（91.65） 123（78.85）

不会
打疫苗并登记注册
发病后治疗

86（11.51）

49（8.35）

46（29.49）

33（21.15）

622（83.27） 502（85.51） 120（77.41）
125（16.73）

85（14.49）

卡方

P值

0.26

0.61

7.58

0.01

0.36

0.55

3.48

0.06

4.02

0.045

4.39

0.04

2.19

0.14

5.58

0.02

20.59

＜ 0.01

5.94

0.02

8（5.10）

670（89.69） 536（91.00） 134（87.01）
77（10.31）

Pearson

35（22.59）

注：总量中包含未答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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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中小学生的掌握程度较好。具体结果见表 2。
表2
项目

城市

年级

居住地

不同城市、年级和居住地中小学生犬类狂犬病
知识问答情况统计对比
统计量 F

P值

（6.65±1.21）明显高于乡村学生（6.40±1.49），
差异显著（P ＜ 0.05），说明城镇学生对犬类狂
犬病知识的掌握程度好于乡村。除犬类狂犬病症

值

人数

平均分 ± 标准差

珠海

106

7.10±1.23

佛山

99

7.09±1.01

肇庆

94

6.89±1.28

深圳

26

6.73±1.25

惠州

91

6.52±1.68

东莞

128

6.28±1.18

射狂犬病疫苗，显著高于乡村学生的 92.99%（P ＜

江门

98

6.24±1.00

105

6.13±1.12

0.05）；97.95% 的城镇学生认为被犬猫咬伤或抓

广州
小学

399

6.60±1.26

初中

248

6.63±1.20

高中

100

6.52±1.51

城镇

590

6.65±1.21

乡村

157

6.40±1.49

状、皮肤没有破损被犬猫舔一下无须注射狂犬病疫苗
外，其余 8 个问答的城镇学生答对率均高于乡村学
生（表 1）。15.92% 的乡村学生能说出犬类狂犬病症

10.30

0

状，远高于 8.49% 的城镇学生（P ＜ 0.05）；96.59%
的城镇学生认为被外观健康的犬猫咬伤或抓伤要注

伤后最好在 24 h 内注射疫苗，且越快越好，显著
0.28

0.76

高 于 乡 村 学 生 的 94.90%（P ＜ 0.05）；60.20%
的城镇学生认为，如果皮肤没有破损，被犬猫舔
一下就无须注射狂犬病疫苗，远低于乡村学生的

4.89

0.03

70.51%（P ＜ 0.05）；91.65% 的 城 镇 学 生 赞 成，
如果养犬就要给犬注射狂犬病疫苗，远高于乡村

分析年龄与分数之间的

学生的 78.85%（P ＜ 0.05）；在狂犬病预防措施

回归趋势发现，拟合模型没有统计学意义（P ＞

上，85.51% 的城镇学生答对，远高于乡村学生的

0.05），说明不同年龄学生间的犬类狂犬病知识掌

77.41%（P ＜ 0.05）。

握度没有差异。从不同年级看（表 2），小学生、

2.2

2.1.3

不同年级掌握度

养犬和防疫的态度与行为

初中生、高中生的平均分分别为（6.60±1.26）、

29.45% 的中小学生家中养犬。从养犬行为方

（6.63±1.20）、（6.52±1.51），差异不显著（P ＞

式（表 3）来看，养犬学生的犬类狂犬病知识平均

0.05）。在 10 个犬类狂犬病知识问答中，仅犬类

分（6.86±1.34）远高于不养犬的学生（6.49±1.24），

狂犬病症状、被犬猫咬伤或抓伤后注射疫苗时间

差异显著（P ＜ 0.05）。31.99% 的学生会逗犬并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在小学生、初中生、

抚摸犬，92.77% 抚摸犬后会洗手，91.83% 遛狗时

高中生中，能说出狂犬病易感动物的占比分别为

牵狗绳并清洁粪便，81.53% 知晓犬伤人的法律责

2.77%（11/397）、8.16%（20/245）、4.00%（4/100），

任。具有以上行为方式的中小学生狂犬病知识平均

差异显著（P=0.01）；答对被犬猫咬伤或抓伤后注射

分均高于不具有该行为方式的（P ＜ 0.05）。

疫苗时间的占比分别为 97.73%（387/396）、98.38%

2.3

（243/247）、93.00%（93/100）， 差 异 显 著（P ＜

获取知识
从 能 否 经 常 获 取 狂 犬 病 相 关 知 识 来 看，

0.01）。就以上两个问题分别在小学生、初中生、

25.03%（187/747）的学生自认经常获取狂犬病知识，

高中生间进行两两比较，发现初中生能说出狂犬

经常获取知识的平均分（7.13±1.17）远高于较少

病易感动物的占比（8.16%，20/245）高于小学生

或从未获取知识的平均分（6.42±1.26），差异显

（2.27%，11/386）， 差 异 显 著（P ＜ 0.01）， 其

著（t=6.78，P ＜ 0.05），说明能经常获取狂犬病

余未见显著差异（P ＞ 0.05）。

知识的学生对狂犬病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较好。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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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居住地掌握程度

城镇学生平均分

从狂犬病知识的答题结果（表 4）看，几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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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小学生养犬和防疫的态度与行为问答情况统计对比

变量
自家养犬

在街上看到犬很可爱，会去逗犬并抚摸犬

抚摸过犬后会洗手

遛犬时，用绳子牵着，并清理干净犬粪便

犬伤人时，主人应负行政或法律责任

值

人数

占比 /%

平均分 ± 标准差

是

220

29.45

6.86±1.34

否

527

70.55

6.49±1.24

是

239

31.99

6.83±1.32

否

508

68.01

6.49±1.24

是

693

92.77

6.67±1.17

否

54

7.23

5.70±2.09

是

686

91.83

6.67±1.16

否

61

8.17

5.77±2.04

知道

609

81.53

6.74±1.14

不知道

138

18.47

5.99±1.64

t值

P值

3.60

＜ 0.01

3.42

＜ 0.01

3.36

＜ 0.01

3.41

＜ 0.01

5.13

0

有题的答对率均为经常获取知识的高于较少或从

等野生动物。学生识别易感动物范围的扩大，能提

未经常获取知识的。其中，经常获取知识的能说出

高他们防范风险的能力。狂犬病是 100% 致死的烈

犬类狂犬病症状的占比（16.58%）远高于较少或

性传染病，但大部分中小学生对“狂犬病不可治愈”

从未经常获取知识的（7.87%），经常获取知识的

这一核心内容缺乏认知，不能充分了解狂犬病的危

能说出其他易感动物的占比（11.29%）远高于较

害，存在麻痹大意思想，这对主动防范狂犬病极为

少或从未经常获取知识的（2.52%），差异均显著

不利。按照 WHO 建议，与疑患狂犬病动物接触，

（P ＜ 0.05）；在狂犬病能否被治愈问题上，经常

如果皮肤完整，则属于Ⅰ类暴露，接触后无须处理。

获取知识的答对的占比（50.53%）远高于较少或

本调查显示，有 1/3 的学生没有掌握这个知识点。

从未经常获取知识的（31.54%），差异显著（P ＜

学生是狂犬病暴露和发病的重点人群 [8]，而广东省

0.05）；在处理抓咬伤口问题上，经常获取知识的

狂犬病的高暴露人群为 6~15 岁儿童 [9]。本调查发

答对占比（94.62%）远高于较少或从未经常获取

现，珠三角地区 8 个市中小学生的犬类狂犬病知识

知识的（88.69%），差异显著（P ＜ 0.05）；在回

掌握程度普遍较低，与在深圳、宜昌、三亚地区的

答犬猫舔舐无破损皮肤是否要注射狂犬病疫苗时，

调查结果相似 [10-12]，主要是犬类狂犬病基础知识答

经常获取知识答对的占比（71.66%）远高于较少

对率不高，不清楚犬类狂犬病症状，不能有效辨识

或从未经常获取知识（59.25%），差异显著（P ＜

传染源——发病犬。这些可能是中小学生易遭发病

0.05）；在给家养犬注射狂犬病疫苗的问题上，经

犬袭击，造成抓咬伤暴露的原因之一。本调查还发

常获取知识答对的占比（95.16%）远高于较少或

现，城镇学生的狂犬病知识掌握程度明显高于乡村

从未经常获取知识的（86.89%），差异显著（P ＜

学生，这与蒋静等 [11] 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说明

0.05）。

城镇学生获取狂犬病知识，如抓咬伤处置、给犬免

3

疫等方面，要好于乡村学生。一直以来，乡村犬狂

3.1

讨论
亟须加强中小学生狂犬病健康教育
研究表明，除犬猫外，狂犬病还会感染猪、牛、

羊、兔等生活中常接触到的家畜以及鼠、蝙蝠、獾

犬病免疫覆盖率低于城市，农村地区不注重给犬免
疫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也可能与农村地区没有便
利的疫苗购买渠道、经济负担额外增加等有关。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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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类别

中小学生犬类狂犬病知识不同问答获取知识频率情况统计对比
值

不同获取频率的数量 / 份（占比 /%） Pearson
总量 / 份
（占比 /%）
卡方
经常
较少或从未

是

698（93.44）

176（94.12）

522（93.72）

否

49（6.56）

11（5.88）

35（6.28）

是

75（10.04）

31（16.58）

44（7.87）

否

672（89.96）

156（83.42）

515（92.13）

是

35（4.69）

21（11.29）

14（2.52）

否

712（95.31）

165（88.71）

542（97.48）

不能

270（36.14）

94（50.53）

176（31.54）

能或不知道

477（63.86）

92（49.47）

382（68.46）

是

713（95.45）

182（97.33）

531（95.33）

否

34（4.55）

5（2.67）

26（4.67）

723（96.79）

183（97.86）

540（97.12）

24（3.21）

4（2.14）

16（2.88）

对

670（89.69）

176（94.62）

494（88.69）

错

77（10.31）

10（5.38）

63（11.31）

对

464（62.12）

134（71.66）

330（59.25）

错

283（37.88）

53（28.33）

227（40.75）

会

661（88.49）

177（95.16）

484（86.89）

不会

86（11.51）

9（4.84）

73（13.11）

注射疫苗并登记注册 622（83.27）

160（85.56）

462（83.24）

125（16.73）

27（14.44）

93（16.76）

变量

是否听说过狂犬病

能否说出犬类狂犬病症状
犬类狂犬病
基础知识

除犬猫外，能否说出
狂犬病其他易感动物
狂犬病能否被治愈
被外观健康的犬猫咬伤或抓伤
是否要注射狂犬病疫苗

犬猫抓咬伤
害处置

越快越好，最好
在 24 h 内

被犬猫咬伤或抓伤后，
何时注射疫苗较合适 ?

有时间就去

在被犬猫抓伤或咬伤时，可先用
清水或 15% 的肥皂水清洗伤口
如果皮肤没有破损，被犬猫
舔后无须注射狂犬病疫苗
你家养犬时会每年给
狗注射狂犬病疫苗吗

犬类狂犬病
预防

你认为不让犬得狂犬病
有哪些好的措施

发病后治疗

P值

0.04

0.84

11.75

＜ 0.01

23.86

＜ 0.01

21.77

＜ 0.01

1.39

0.24

0.29

0.59

5.54

0.02

9.19

＜ 0.01

9.71

＜ 0.01

0.55

0.47

注：总量中包括未答的数量。

识别犬类狂犬病症状上，城镇学生不如乡村学生，

广州、珠海已颁布了养犬管理条例，东莞、佛山、

可能是因为农村地区养犬数量多，狂犬病发病率较

中山的相关条例已经到了立法听证或立法审议阶

高，乡村学生接触病例的概率相对较高。有研究发

段。从法律层面上规范犬只管理和养犬人行为是防

现，健康教育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狂犬病相关知识的

控消除狂犬病的关键。加强健康教育和普法宣传，

[13]

。因此，

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狂犬病知识，有利于学生形成科

只有通过健康教育，才能更好地根除或减少危害健

学的狂犬病防控观念，树立正确的养犬态度，从而

知晓率，从而改变学生对狂犬病的态度
[14]

。在目前中小学生狂犬病知识较为匮

在行动上科学、文明养犬，主动防范狂犬病，如不

乏的情况下，加强学生的健康教育尤为迫切，特别

逗陌生犬，抚摸犬后洗手，遛犬时牵犬绳，自觉清

是乡村学生。建议卫生、农业、教育等部门加强联

理犬粪便，知晓犬伤人后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

动，紧密合作，将狂犬病防疫知识纳入中小学生安

建议加快犬只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从法律层面规

全教育范畴，并作为狂犬病综合防控的重要内容。

范养犬行为和狂犬病防控，引导广大市民依法养犬、

3.2

文明养犬，截断狂犬病传播链条，减少犬对人的伤

康的行为

加强立法和普法，规范养犬行为
为规范养犬行为，在珠三角各市中，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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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从而最终达到保护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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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狂犬病知识掌握度与地区经济水平无关

[3]

rabies in China[J].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2005，

有人认为，地方经济状况对当地小学生的狂
犬病相关知识和防范意识有较大影响 [6]。本次调查

11（12）：1983-1984.
[4]

发现，经济较发达的广州、东莞两个城市的中小学

sheets/detail/rabies.
[5]

局限性

870-872.
[6]

2010，37（12）：2269-2273.
[7]

抽样等非随机抽样方法，存在一定的系统误差，但
等

的调查结果不同，未发现年龄、年级与学生

狂犬病知识掌握程度有关联，这可能与样本的代表

张娇，张军楠，王泽义，等 . 山西省万荣县中小学生
狂犬病认知调查研究 [J].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6，
17（5）：371-373.

调查结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次调查与余春
[15]

刘 波， 李 群， 张 董， 等 . 我 国 狂 犬 病 高 发 地 区 小 学
生狂犬病相关知识和行为调查 [J]. 现代预防医学，

由于受抽样时间、可支配资源和调查对象意
愿等客观条件限制，本次调查采取配额抽样、便利

刘波，李群，张董，等 . 中国狂犬病高发地区小学生
狂犬病暴露调查 [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0，31（8）
：

健康教育普及程度息息相关。
3.4

WHO. 实 况 报 道： 狂 犬 病 [EB/OL].（2019-09-27）
[2020-05-10]. https://www.who.int/zh/news-room/fact-

生对狂犬病知识的掌握程度都不高，因此，狂犬病
知识掌握程度与地区经济水平无关，而可能与各地

ZHANG Y Z，XIONG C L，XIAO D L，et al. Human

[8]

刘义威，杨彦 . 狂犬病的人间流行特征与因素分析 [J].
医学动物防制，2013，29（6）：639-641.

[9]

康敏，李灵辉，黄国华，等 . 广东省狂犬病高发地区

性有关。此外，深圳问卷回收率较差，部分问卷应

学龄儿童暴露分析 [J]. 华南预防医学，2012，38（3）：

答不完整，也可能对调查结果有一定影响。

32-34.

4

结论
调查认为，珠三角地区中小学生对犬类狂犬

病知识的总体掌握程度不高，尤其是乡村学生普遍
较低，需要加强中小学生的狂犬病防控教育，提高
其狂犬病知识掌握度，从而帮助其养成良好的养犬
和防疫的态度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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