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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

ＳＡＲＳ认知情况的调查
王硕

王滨有

彭崇

田文静魏淑贞

【摘要】

目的

宋翠萍

张宏霞

孙殿军

李伟伟

赵亚双

刘盛元

在黑龙江省哈尔滨

探讨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ＳＡＲｓ的认知状况。方法

市区及加格达奇地区城、乡进行整群抽样调查、发放调查问卷共２０７９份，以居住地的不同分为城市、
城镇、农村三组，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通过对有效问卷２００３份的分析，民众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及ｓＡＲＳ知识知晓情况良好，各项三地总认知率均超过６０％。城市、城镇、农村三地民众在

疫情发生时的心态普遍较为平和（７１．７％），城市组对政府和媒体的好感度最高，７１．８％将＆攮Ｓ的控
制归功于政府的有效措施，６５．Ｏ％的民众对政府处理危机的信心增加；而农村组对于医院和相关专业
人员最为信赖。结论政府通过媒体和医疗等专业机构与民众及时、畅通的互动和沟通在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应对中尤为重要，同时要加强经常性的突发事件宣传教育，增强民众的危机意识和公民责
任感。
【关键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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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以及政府对新闻

媒体的逐渐开放透明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和报道日益频繁。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只有短短几年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科技攻关资助项目（Ｇｃ０３ｘ３０ｌ一２）
作者单位：１５００８１，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硕、王滨
有、孙殿军、李伟伟、赵亚双、田文静、魏淑贞、刘盛元）；黑龙江省绥

的时间，我国就出现了数次规模大小不等的传染病
疫情暴发。尤其是２００３年的ＳＡＲＳ，全国上下抗击

化市西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彭崇）；加格达奇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ＳＡＲＳ的场面令人至今记忆犹新，抗击ＳＡＲＳ的过

心（宋翠萍）；巴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张宏霞）

程也变成一个向民众进行健康教育的课堂，使其健

通讯作者：王滨有，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ｂｙ＠ｐｕｂｌｉｃ．ｈｒ．｝１１．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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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理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同时扭转了政府对
公共卫生的认识，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由此也加

１．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及ＳＡＲＳ知识的知
晓情况：

快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为

（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知晓情况：被调查的

探讨民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认知情况，我们

有效问卷中，７６．７％的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于２００５年春陆续对黑龙江省部分城乡居民进行了

词知晓，其中８２．３％的人认为它是重大传染病疫情、

问卷调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３８．７％

对象与方法

的人认为它还包括重大食物中毒和职业中毒以及其
、

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９５．２％的人通过电
１．研究对象：随机选取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区及

视、报纸和广播首次得知ＳＡＲＳ、禽流感等疫情的情

加格达奇地区的民众，以学校、社区、工厂为单位进

况，而通过网络、电话、短信、他人告知等其他方式的

行整群抽样调查，以居住地的不同分为三组。其中，

仅占４．８％。

城市组７０９人（哈尔滨市区某工厂的工人３５１人，某

（２）对ＳＡＲＳ知识的知晓情况（表１）：对于普通

中学学生３５８人），有效问卷６７８份；城镇组７０９人

民众来说，能掌握三项关于ＳＡＲＳ的基本问题，即认

（加格达奇市区的某小区居民３４５人，某中学学生

为对ＳＡＲＳ知识知晓ｉ分别为：临床症状（发热和干

３６４人），有效问卷６９０份；农村组６６１人（加格达奇

咳）、传播途径（近距离飞沫）、预防措施（保持良好通

郊区某农村中学生３３８人以及村民３２３人），有效问

风和注意个人卫生）。总体看来，各项三组总认知率

卷６３５份。

均超过６０％，尤其是预防措施的认知，达到了

２．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进行现场无记

７９．５％。其中临床症状（ｘ２＝６４．９０４，Ｐ＜０．０１）与

名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以近年来对黑龙江省民众产

预防措施（ｘ２＝１０．９８１，Ｐ＜０．０１）两项，城市组优于

生较大影响的ＳＡＲＳ为代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

城镇组和农村组；传播途径的认知三组差异无统计

主体。分为以下四部分：①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性

学意义。

别、职业、文化程度等；②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

表１

三组不同居住地民众对ｓＡＲＳ知识的知晓情况

及ＳＡＲＳ一般知识的知晓情况；③民众对发生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④疫情过后，民众对政府及专
业机构的评价。调查员由专业人员担任，调查前对
调查员进行培训，统一调查方法，力求质量控制达到

ｘ：篁

！堡

临床症状４８７（７１－８）４眩（５８．３）３２０（５０．４）１２０９（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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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堕竺

塑堕塑

６４．９０４

０．０００

传播途径４３６（６４．３）４１８（６０．６）３９３（６１．９）１２４７（＆．３）

２．０７５

０．３５４

预防措施５３５（７８．９）５７５（昭．３）４毋（７６．１）１５够（７９．５）

１０．９８１

Ｏ．００４

奎塑望

鱼盐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认知率（％）

要求，并进行预调查。
ｄａｔｅ

２．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反应：疫情发生

３．０２软件录入计算机内，使用Ｅｘｃｅｌ与ＳＰＳＳ软件进

期间，有７１．７％的人感觉平和，１４．２％的人紧张，

行统计处理。根据资料类型的不同，分别采用Ｒ×Ｃ

７．８％的人无所谓、不关心，另有６．１％的人恐惧。疫

列联表Ｙ２检验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等不同统计学

情发生时最想求助和咨询的是医护专业人员

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

（６０．２％），其次分别为家人、朋友、同事（２７．０％）和

３．统计学分析：调查结果的数据采用Ｅｐｉ

媒体（１２．６％）。三组居民问卷答案构成比差别较大
结

果

的问题见表２。其中，如果出现类似发病症状（复

共发放问卷２０７９份，剔除缺项过多无法补救的

选），８０．６％的人选择会去医院检查，三组居民

问卷，筛选出有效问卷２００３份，合格率为９６．３４％。

（７７．０％、８１．２％、８３．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剔除的问卷不足总数的５％，而且在各组中分布大

０．０１）。而选择向专业人员咨询者有２６．６％，三组居

致均等。调查的民众中男性占５８．２％，女性占

民（３３．２％、２２．９％、２３．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４１．８％；年龄为１２～６５岁，其中＜２０岁占１５．５％，

（Ｐ＜０．０１）。疫情流行期间民众最关心的信息是预

２０～２９岁占２０．５％，３０～３９岁占３２．３％，４０岁以上

防措施（６９．６％），其他依次为疫苗的研究和应用

占３１．７％；文化程度初中以上占７１．０％。三组居民

（４４．２％），自己周围有无类似发病症状者（３５．４％），

年龄构成比大致相当，文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物价的上涨、生活用品的短缺（１２．８％），疑似及患病

（Ｐ＜０．０５）。

例数（２５．７％），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Ｓ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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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３７．３％的人认为自己和周围人卫生习惯有很

组３６．４％，农村组４１．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大改善，略有改善的占４２．９％。如果ＳＡＲＳ再次流

（Ｘ２＝２８．９１５，Ｐ＜０．０１）。

行，２０．０％会感到恐惧悲观，３５．２％会紧张。此２题

讨

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论

３．疫情过后民众对政府及传媒的评价：认为政

调查表明，民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知识和

府在疫情流行期间表现出色者占６１．１％，表现一般

ＳＡＲＳ知识的知晓率较高，这与政府和媒体当时较

３４．２％，认为不佳和非常糟分别占３．６％和０．９％。

大的宣传力度密不可分。有７１．０％的人疫情期问感

６０．２％的民众觉得获取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比较清

觉平和，１４．５％的人感觉紧张。这虽有２年前时过

晰，１６．４％认为比较模糊，认为非常清晰和非常模糊

境迁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黑龙江省几乎未受到

的分别为２０．３％和２．７％。相信官方消息的占

ＳＡＲＳ的冲击，与其他没有或仅有少数病例的地区

７１．９％，相信民间“小道”消息的为５．９％，都相信和

情况类似…。民众大多是从正面媒体上接触和了解

都不相信的分别占１３．９％和７．９％。预测我国能否

到关于ＳＡＲＳ的一切，此时政府已在媒体上播报疫

会再出现类似ＳＡＲＳ的传染病疫情大流行，４２．９％

情，所以这些地区的民众心态多为紧张或平和。而

认为不会，２８．６％认为也许会，３．５％认为一定会，另

ＳＡＲＳ的重灾区北京、广州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民众

有２５．０％说不清。如上所述，三组居民问卷答案构

心理起伏波动则相对强烈得多心。６ ｏ。回顾２００３年２

成比差别较大的问题见表３。其中，在回顾２００３年

月初，ＳＡＲＳ在广东省刚开始蔓延时，谣言也随之

关于ＳＡＲｓ蔓延以及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等问题

悄悄流散，引起部分民众的恐慌和盲目抢购。２月

中，三组民众的回答构成比差异最大，除了民众的支

１１日，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卫生厅先后召开新闻

持与合作、医院加大救治力度两项外，其余各项差异

发布会，权威媒体开始正式介入，有关信息逐渐正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对于控制疫情的有效

式对外公开，事件渐趋明朗∽１。事实证明，民众心

措施，选择各级政府齐抓共管和媒体大力宣传者，三

态的平静程度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成正比哺］。因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疫情过后对政府

为公开，民众对疫情高峰期每天攀升的趋势并没有

处理危机的信心增加者，城市组占６５．０％，城镇组

表现出太大的恐慌，而且对政府的信赖度渐渐

５６．７％，农村组４９．３％；不变者城市组２７．３％，城镇

回升‘７｜。

表２

三组不同居住地民众在疫情流行期间及过后的行为情绪

问题

城市组

城镇组

农村组

合计

ｆ值

Ｐ值

如果您出现类似发病症状您会
在家中自行解决

１４（２．１）

１７（２．５）

２２（３．５）

５３（２．６）

２．６２９

０．２６９

去外地躲避

１４（２．１）

９（１．３）

９（１．４）

３２（１．６）

１．４５０

０．４８４

去医院检查

５２２（７７．０）

５６０（８１．２）

５３２（８３．８）

１６１４（８０．６）

９．８８２

Ｏ．００７

向专业人员咨询

２２５（３３．２）

１５８（２２．９）

１５０（２３．６）

５３３（２６．６）

２２．７８２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６）

１７（２．５）

３２（５．０）

８０（４．０）

６．６１５

０．０３７

疫情的预防措施

４７８（７０．５）

４５０（６５．２）

４６６（７３．４）

１３９４（６９．６）

１０．８２５

０．００４

疑似及患病人数

１６９（２４．９）

２００（２９．０）

１４５（２２．８）

５１４（２５．７）

６．８４９

０．０３３

疫苗的研究

３６７（５４．１）

２９１（４２．２）

２２８（３５．９）

８８６（４４．２）

４５．９５９

Ｏ．０００

自己周围有无类似发病症状者

２３７（３４．９）

２７５（３９．９）

１９７（３１．０）

７０９（３５．４）

１１．３６６

０．００３

１２７（１８．７）

８０（１１．６）

４９（７．７）

２５６（１２．８）

３７．０１９

０．０００

有很大改善

２３４（３４．５）

２０１（２９．１）

３１２（４９．１）

有一些改善

２８５（４２．０）

３３３（４８．３）

２４２（３８．１）

和从前一样

１５５（２２．１）

１５６（２２．６）

８２（１２．９）

弭跖∞ “吖“ ”轮伸 ””回

恐惧、悲观

１０６（１５．４）

１９０（２９．９）

４０１（２０．０）

紧张

２６７（３８．７）

２１３（３３．５）

７０６（３５．２）

３１３（４５．４）

２３１（３６．４）

８９１（４４．５）

不理会
疫情流行期间您比较关注

物价的上涨、生活用品的短缺
ｓＡＲＳ过后您和周围人卫生习惯

舵 卯４

如果ＳＡＲＳ再次流行您会觉得

平和、无所谓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率（％）

加砣”双““ ””” ”””

４９．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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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堡里

三组民众疫情过后对政府及传媒的评价

些堕望

塑璺望

壅盟望

鱼笪

盖：笪

！篁

ｓＡＲｓ的蔓延主要原因
４０８（６０，２）

２９４（４２．６）

９６（１５．１）

７９８（３９．８）

２８１，１２７

０．０００

小道消息泛滥引起恐慌

６０（８．８）

９３（１３．５）

９５（１５．０）

２４８（１２．４）

１２．４５５

０．００２

医院救治不力

６４（２４．２）

７３（１０．６）

５０（７．９）

２８７（１４．３）

８３．１５０

０．０００

２４０（３５．４）

３３６（４８．７）

３７４（５８．９）

９５０（４７．４）

７３．２９９

Ｏ．０００

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４８７（７１．８）

４３０（６２．３）

２５１（３９．５）

１１６８（５８．３）

１４７．６８８

０．０００

民众卫生习惯、环境的改善

１６３（２４．０）

１９１（２７．７）

２５１（３９．５）

６０５（３０．２）

４０．４８２

０．０００

民众的支持与合作

２８２（４１．６）

２９ｌ（４２．２）

２３２（３６．５）

８０５（４０．２）

５．２１３

０．０７４

医院加大救治力度

３０３（４４．７）

３１８（４６．１）

２８５（４４．９）

９０６（４５．２）

Ｏ．３１５

０．８５４

政府初期不公开疫情

民众卫生习惯和环境卫生差
ＳＡＲＳ有效控制的主要原因

控制疫情的有效措施
４６．４９５

０，ＯＯＯ

媒体大力宣传

２４５（３６．１）

１９８（２８．７）

１２２（１９．２）

５６５（２８．２）

各级政府齐抓共管

４３１（６３．６）

３２２（４６．７）

２０７（３２．６）

９６０（４７．９）

１２６．６９５

０．ＯＯＯ

严格的隔离制度

２３９（３５，３）

２１８（３１．６）

２１４（３３，７）

６７１（３３．５）

２．０６９

０．３５５

医院救治手段提高

２４４（３６．０）

２８３（４１．０）

２５４（４０．０）

７８１（３９．０）

４．０２９

０．１３３

民众服用药物

１４３（２１．１）

１２８（１８．６）

１６９（２６．６）

４４０（２２．０）

１３．００１

０．００２

增加

４４１（６５．０）

３９１（５６．７）

３１３（４９．３）

Ｕ

不变

１８５（２７．３）

２５１（３６．４）

２６６（４１．９）

７

下降

５１（７．５）

４８（７．０）

５５（８．７）

１

疫情过后对政府处理危机信心

勰 虬５
钙吆” ＠＠∽Ｌ孓■ ”∞，

注：同表２

关于疫情过后民众对政府和传媒的评价，城市、

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往往令人始料不

城镇与农村的差异较大，多数问题的选择三组呈阶

及，其发展的时间、空间及流行强度很难预测。加之

梯递增或递减，均有统计学意义。例如城市组认为

未知性较大，使得反应不及时、决策不果断则造成的

ＳＡＲＳ蔓延的主要原因为政府初期不公开疫情和医

危害加大。纵观近几年来发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院救治不力，分别有６０．２％和２４．２％，而农村组只有

如疯牛病、ＳＡＲＳ、猪链球菌感染，在流行的初期即使

１５．１％和７．９％；相反，归因于民众卫生习惯和环境

是医学专家也对此不甚清楚，因此常造成误诊、误

卫生差的农村组有５８．９％，城市组３５．４％；城镇组都

治，而致病性病原体和正确的治疗方法则往往在疫

分别介于城市组与农村组之间。综合起来可以看

情蔓延甚至控制了以后才被找到。正是由于这些特

出，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环

点，使得疫情发生时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引起社会

境的不同，其他类似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２，５｜。

的恐慌与不安，人民的生命健康也会受到极大威胁。

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平均文化程度较高，多有

如今，人们很容易从网络、手机和其他通讯工具中了

固定职业，获取信息、消化理解信息的能力也较强，

解、传播信息，而且速度与范围超乎想象。因此，权

他们同政府和媒体的距离更近，更为熟悉，因此信任

威的媒体稍有缺位，就会让谣言、甚至从科学的角度

度更高。城市居民认为控制疫情最有效的措施就是

看来十分荒谬的观点和信息占据上风，在民众中制

各级政府齐抓共管（６３．６％），有６５．０％在疫情过后

造混乱。因此，政府以及媒体、医院等专业机构如何

对政府处理危机信心增加，疫情期间更多的人想要

在第一时间引导舆论并与公众良性互动就至关

向媒体或专业人员咨询。而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

重要。

民似乎对医院的感情要更深一些，他们认为控制疫

近年来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为我

情最有效的措施是医院救治手段提高，疫情期间更

们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其现代传媒技术运用在危机

想求助医护人员；如果出现发病症状，八成以上的人

管理时的重要性，也十分明显哺’９１。结合本次调查，

选择直接去医院检查。在疫情来临之时，民众最关

有两方面启示。第一，政府应主动发挥媒体以及相

心的就是预防措施，其次是疫苗的研究和周围有无

关机构的积极作用。城市居民获取信息很方便，对

患病者；城市组相比农村组还更加关心物价的上涨

政府和传媒的信赖度也较高，互相沟通也比较容易；

和生活用品短缺。

农村居民对医护专业人员信任度较高，可以组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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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病学和临床专家在媒体，或亲自组队下乡，就民众

２朱霞，李云波，王炜，等．突发事件中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心态分
析．第四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５：２０５８，２０６１．

比较关心的问题向民众解释、宣传。同时，要避免封
锁消息和失实报道的出现。通常情况下，社会的混
乱与恐慌状态的出现或加剧常常与谣言或误传有

３李爱梅，凌文辁，曾红．非典流行期间居民的心理及行为调查．中
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４，２０：６５０．
４徐富明，于鹏，冯虹．“非典”流行期天津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

关ｎ ０。，因此，政府有必要对媒体在危机期间的舆论
导向和社会职责作出规范。另一方面，平时要经常

相关研究．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０４，２５：３９８—４００．
５朱霞，苗丹民，罗正学，等．西安地区民众ＳＡＲｓ流行期心态的调
查与分析．第四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５：４５９—４６１．

进行突发事件的宣传教育，增强民众的危机意识。
例如日本政府经常对国民进行防灾科普教育，这样
使民众的忧患意识增强，即使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也

６邱士起．非典型肺炎疫情对珠海市民心理影响分析．中国公共
卫生，２００３，１９：Ｔ８．
７曹丽萍．从“非典”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公开．中国公共卫

不恐惧，沉着应对、自救或互救。美国的联邦和各级
政府的宣传教育工作也很扎实，通过广泛动员，使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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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本刊近期连载“如何撰写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系列讲座
近些年来，特别是在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疫情之后，有关公共卫生的宏观思维和流行病学方法的理论已深入到疾病预防控制系
统和医学临床、科研多领域，但在实际工作中如何正确应用流行病学的思维和方法，如何对公共卫生决策进行“循证”，还需要
学习系统的理论和实际的训练，有关这方面的需求已声声可闻。为此本刊特邀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系詹思延教授组织编写了“如何撰写高质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论文”系列讲座，共分８讲，其题目分别是：①观察性研究的
报告规范；②遗传关联性研究及其Ｍｅｔａ分析的报告规范；③诊断试验真实性研究的报告规范；④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规范；⑤
组群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规范；⑥非随机对照试验报告规范；⑦随机对照试验Ｍｅｔａ分析的报告规范；⑧统计模型报告规范。本
刊将从２００６年第６期起以“系列讲座”栏目形式逢双月刊出。敬请读者悉阅。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