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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虫病宣传片《格桑花开》宣传效果评估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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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花开》是首次以情景剧形式进行人兽共患病防治宣传而拍摄的科普影片。影片开播后，各省组织
要：

农牧民，通过集中播放或自行观看等方式进行防治知识宣传。为评价《格桑花开》的宣传干预效果，播放 1 年后，
在新疆、青海、甘肃、四川 4 省区抽取农牧民进行包虫病防控知识、态度、行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与干预

前的基线调查相比，养殖户的包虫病防治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平均得分分别上升了 8.4%、16.5% 和 15.2%，
各调查省区干预后的平均得分均有提升。结果表明，在文化水平偏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较多的地区，用情景
剧方式对动物疫病进行防治宣传教育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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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lsang Flowers in Blossom was the ﬁrs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ﬁlm concerning echinococcosis，which

was made by the form of story film. Once the film was available，farmers and herdsmen were organized to learn
knowledge abou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y means of intensive broadcasting or watching the film themselves in all
region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eﬀect of such popularization，one year later，farmers and herdsmen were investigated
for their knowledge，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wards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echinococcosis in Xinjiang，
Qinghai，Gansu and Sichu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investigation prior to intervention，
the average scores of their knowledge，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ncreased by 8.4%，16.5% and 15.2% respectively，and
the average scores in the above provinces were all enhanced after intervention.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popularization
could receive good eﬀect by means of story ﬁlm in the regions where minority languages were usually used with lower
level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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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虫病（echinococcosis）是棘球绦虫幼虫（棘
球蚴）寄生于人或动物体内所致的人兽共患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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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2.1

宣传片播放情况

病。该病严重威胁人类身体健康，并危害畜牧业生

四川省在 383 个乡镇累计发放光盘 2 292 张，

产，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部分群众因病致贫、因病

在 23 个县电视台累计播放 131 h，在各类培训班集

返贫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播放 1 094 场次；甘肃省通过各类培训班、电视

开展包虫病宣传干预，提高流行区农牧民防治意识，

台、广场屏幕等集中播放 1 791 场次，观看人次约

是包虫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25 万；青海省主要通过青海省电视台循环播放；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在前期调研分

新疆将宣传片翻译为蒙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

析基础上，设计并制作了宣传片《格桑花开》，其

柯尔克孜语等当地少数民族语言，通过培训班等方

形式新颖，寓教于影，并在短时间、小范围内开展

式组织农牧民集中观看学习。

[1]

宣传效果

了实时评价 。现拟对其开展连续的长时间、大范

2.2

围播放效果评价。

2.2.1

1

查对象年龄集中在 31~50 岁，约 90% 为男性，约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时间与对象
《格桑花开》传播 1 年后，在新疆、青海、甘肃、

基本情况

共回收有效问卷 1 204 份。调

70% 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1/3 常用语言为汉语，
大多数信仰佛教。所有随机抽样的调查对象中，看

四川 4 省区选取调查县开展问卷调查，测量农牧民

过《格桑花开》宣传片的占 39.6%。

包虫病防控“知识、态度、行为”（知信行）水平

2.2.2

变化情况。

《格桑花开》播出后，10 个知识点中，
8.4 个百分点。

防治知识点得分平均上升

9 个知识点平均认知水平得到提高，平均知晓率由

研究方法

1.2

防治知识水平

将制作的包虫病防治宣传片《格

干预前的 57.0% 上升到了 65.4%。其中：易感人群

投入各省区，要求各省结合工作实际，

和易感动物知识点分别提高了 17.1% 和 12.9%；

组织农牧民，通过各类培训班、电视台、广场屏幕

感 染 途 径 知 识 点， 如 喝 生 水 可 患 包 虫 病 提 高 了

等集中播放，或将光盘发放至个人，指导其自行观

14.5%，与犬亲密玩耍可患包虫病提高了 9.7%；但

看，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虫病防治知识宣传。

控制措施知识点中，“扑杀流浪犬可以预防包虫病”

1.2.1

宣传方式
[1-2]

桑花开》

1.2.2

评价方法

宣传干预满 1 年后，与当地兽

的认知水平下降了 4.8%（表 1）。
防治态度

平均得分上升 16.5 个百分点。

医主管部门负责人、乡镇兽医站工作人员等座谈，

2.2.3

了解宣传片播放情况，并在试点地区抽取农牧民进

养殖户对包虫病防治的意愿由干预前的 55.6% 提

行问卷调查。抽样策略与样本量计算与干预前的基

高到 72.1%，整体效果较好。其中：积极预防包虫

[3]

相近，即样本量定为 1 500，在每省区选

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提升了 69.2%；是否关心自

择畜间包虫病流行率较高的 3 个县，每县随机抽取

己或自家牲畜会患包虫病，分别提高了 32.2% 和

125 名农牧民参与调查。问卷内容与基线调查内容

17.9%；但养殖户对“能够接受扑杀流浪犬”和

一致，包括农牧民基本信息以及包虫病防治相关知

“家人患包虫病会对生活影响很大“2 个知识点认

识、态度、行为等。

知率有所降低，分别下降了 7.5% 和 8.8%（表 2）。

线调查

1.2.3

数据分析

使用 Excel 和 SPSS 软件进行数

2.2.4

防治行为

平均得分上升 15.2 个百分点。

据整理和分析，用卡方检验比较干预前后的认知差

其中：“每月给犬投喂驱虫药”上升最明显，提高

异，检验水准设为 0.05。

了 26.8%；其次是家人不喝生水和不给家犬喂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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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

干预前后养殖户相关知识点知晓率变化情况

分类

干预后 变化值 *

内容

易感
宿主
感染
途径

控制
措施

表3

内容

干预后

变化值 *

西部农牧民是包虫病高发人群

57.0

17.1

每月给犬喂驱虫药

92.3

26.8

牛羊能够患包虫病

79.6

12.9

饭前洗手

83.5

6.6

与犬亲密玩耍可使人患包虫病

44.5

9.7

不和犬玩耍

83.8

13.7

饭前不洗手可能使人患包虫病

36.4

8.2

家人不喝生水

80.3

22.9

喝生水可能使人患包虫病

44.0

14.5

不给家犬喂生动物内脏

80.3

21.8

扑杀流浪犬可以防治包虫病

57.8

-4.8

给羊免疫

88.1

9.4

深埋犬粪可以防治包虫病

89.2

11.5

对患病动物内脏无害化处理

75.4

12.0

给羊免疫可以防治包虫病

93.1

7.6

行为意向分均值

83.5

15.2

给犬吃驱虫药可以防治包虫病

82.7

7.9

不将家畜患病脏器喂犬可以防治包虫病

69.7

2.9

65.4

8.4

知识分均值
注：*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注：*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学差异（P ＜ 0.05），四川省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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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干预前后农牧民包虫病防控行为趋向变化

%

干预前后农牧民包虫病防控态度变化情况

讨论

3.1

情景剧是人兽共患病宣传干预的有效手段

干预后

变化值 *

关心自己会患包虫病

85.3

32.2

关心自家牲畜会患包虫病

75.7

17.9

家人患包虫病会对生活影响很大

68.7

-8.8

该片对提高西部省区养殖户和村级防疫员的“知信

积极预防包虫病可提高生活质量

87.7

69.2

行”水平效果显著，养殖户在防控态度和行为上有

能够接受扑杀流浪犬

51.5

-7.5

明显提高，均有较高意愿率。提示与传统宣传理念

亲友邻居支持给犬驱虫

71.5

5.4

相比，情景剧将科普知识融入生活情节的宣传理念，

会主动学习包虫病知识

65.8

4.4

66.8

13.6

能起到“润物无声、喜闻乐见”的效果，更具宣传

相信自己有能力预防包虫病
态度分均值

72.1

16.5

内容

注：*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格桑花开》的拍摄与开播是首次采用情景
剧形式进行人兽共患病宣传。从本次调查结果看，

优势。
3.2

宣传要素选择是提升宣传效果的关键
对象、途径和内容是动物疫病防治宣传干预

物内脏，分别提高 22.9% 和 21.8%；其他行为，如

的三要素。本次调查发现，
“扑杀流浪犬预防包虫病”

不和犬玩耍、对患病脏器要无害化处理，提高幅度

认知得分和“能够接受扑杀流浪犬”的态度得分不

均在 6.6% 以上（表 3）。

升反降。这说明上述地区对扑杀流浪犬的接受程度

整体水平

低，对于扑杀流浪犬和防止流浪犬与羊群接触都有

2.2.5

与基线调查结果相比，各省区

养殖户的总体“知信行”得分均有提高，其中四川、

抵触，消极对待扑杀流浪犬。而研究 [4] 显示，扑

甘 肃、 新 疆 的“ 知 信 行” 水 平 提 高 有 统 计 学 差

杀流浪犬是控制该地区包虫病的关键措施之一。下

异（P ＜ 0.05），且水平越低的地区提高越明显。

一步该地区宣传中，包虫病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将是

分区域看（图 1）：态度和行为方面，上述 4 个调

重点内容。此外，四川省养殖户的“知信行”水平

查省区转变明显；知识得分测评中，甘肃、新疆两

虽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知识得分略有下降。可能原

省区与去年相比均有提升，但四川、青海两省的知

因是四川省为基线调查时“知信行“得分最高的省

识得分与去年相比有所降低，其中青海省有统计

份，与此前得分较低的青海等省区相比，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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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知识 ；B. 态度 ；C. 行为 ；D. 总体。

图1

西部 4 省区知信行得分变化情况

低于预期。提示当人们的认知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

参考文献：

可能需要更大的宣传力度才能有效提升认知水平。

[1]

3.3

本研究存在几点局限性

传干预方法研究：包虫病防治宣传片《格桑花开》试
点播放效果评价 [J]. 中国动物检疫，2017，34（7）：

一是各省区结合工作实际自主开展宣传，宣
传手段、频次和力度没有统一标准，各省区之间认

28-31.
[2]

知变化的可比性差；二是研究之初未设立对照组，
不能通过对照组前后比较来明确，本研究干预措施
之外的其他行为对农牧民认知的影响。其他干预行

工作法”及其应用 [J]. 中国动物检疫 2018，35（5）：
[3]

2021，38（5）：1-4.
[4]

进，稳步推进，很难一蹴而就。目前我国动物疫病

of echinococcosis in Inner Mongolia[J]. Mathematical
biosciences，2018，299（5）：85-96.
[5]

传对象，并做好宣传的长期性准备，将是下一步宣
传干预工作的重点。

4

何君 . 青海包虫病防治专项投入 2 亿元 [J]. 中国卫生，
2017（7）：105-106.

[6]

雷雯，杜瑞，刘佳，等 . 健康教育对青海省门源县学
生包虫病知晓率的干预效果评价 [J]. 中国病原生物学

防治宣传缺乏系统性、持续性，多为运动式的。根
据宣传对象改进宣传内容，以合适的途径传递给宣

RONG X M，FAN M，SUN X D，et al. Impact of
disposing stray dogs on risk assessment and control

预评估工作需要进行更加科学严谨地设计。
措施，但人们认知的提高以及行为的改变需循序渐

刘平，吴海荣，张伟超，等 . 我国西部地区农牧民包
虫病防控认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J]. 中国动物检疫

也会对农牧民认知产生影响 [5-7]。今后开展宣传干
从国内外经验来看，宣传是疫病防治的重要

刘平，高璐，徐全刚，等 . 动物疫病防治宣传“五步
51-54.

为，如政府组织实施的防治包虫病行动计划以及卫
生健康部门对高危人群科普讲座、重点筛查等行为

九麦扎西，李金花，吴海荣，等 . 人兽共患病防治宣

杂志，2017，12（8）：770-772.
[7]

高晶 . 健康教育处方对高原藏族肝泡型包虫病患者知
信行的干预研究 [D]. 乌鲁木齐：新疆医科大学，2016.

（责任编辑：朱迪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