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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艾滋病联盟（英国）昆明办事处（简称联盟）在过去的 4年

里通过支持‘红河兄弟’在云南省红河州开展男男性行为者（简称

MSM）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内容包括：网络和实地外展、VCT推

广、小组活动、同志文化活动等等。在项目结束之际，我们把这个项

目的干预内容，成就，挑战和经验进行了研究和总结，并根据报告的

有效干预内容编写了培训手册。随书还附加了一个光盘，光盘里面有

本手册的电子版本和在红河州举办的中小城市MSM综合干预培训班的

资料和 PPT。希望这些资料可以对正在或将要在中小城市开展MSM干

预的小组和政府机构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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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981 年，全球首例艾滋病病例在美国的男性同性恋者中发现。在中国，最

早发现的经性途径感染 HIV 的也是一名 MSM（北京，1989 年）①。 然而。这

一个案在当年并未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直到 2005 年，中国卫生部在其《中

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报告指出，对最新疫情的评估结果显示，男男性

接触人群（英文简称 MSM②）已占到 7.3%。该报告同时指出，男男性接触人群

基数较大，危险性行为较普遍，将成为艾滋病流行的重点人群之一③。这份报告

的预测在后期的监测、评估和调查中得到了证实。2007 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

合评估报告（2007 年）》指出，性传播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艾滋病传播途径。在

5 万新发感染者中，性传播占 56.9% （异性性传播占 44.7%，男男性传播占

12.2%），超过了注射吸毒传播的 42%。此外，通过比较另外两项调查的结果发

现，全国通过同性性传播的新发感染比例从 2005 年的 0.4%④上升到 2009 年的

32.5%⑤。  
 

为了应对新的艾滋病流行特点，各级政府部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不

同地区尝试开展 MSM 艾滋病干预工作。2008 年，国际艾滋病联盟（英国）昆明

办公室（以下简称“联盟”）与云南省开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共同支持

红河关爱兄弟组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下简称“红河州”）的中小

型城市实施一个为期三年三个月，针对当地 MSM 的艾滋病干预项目。 
 

该项目始于 2008 年 6 月，止于 2011 年 9 月。为了更好地了解该项目已取得

的经验，联盟决定于 2012 年 2 月对项目做一次回顾，目的是对项目的实施、管

理和服务模式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形成文字报告，然后推介给其他在红河州中小

城市开展类似工作的政府机构和 MSM 小组。 
 
2. 回顾的方法和时间 

本次回顾主要采用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文献检索和项目资料收集四种方

式进行。在访谈方面，回顾首先确定了四类访谈对象，即：项目实施方、项目支

持方、项目合作方和项目服务对象。由于这四类访谈对象在项目中的参与程度和

参与性质的不同，回顾为其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访谈提纲（详见附件 1、2、3和 4）。

所有访谈均于 2012 年 2 月 12 日至 3 月 6 日完成，共有 13 人参与，包括：项目

实施方代表 2 人、项目支持方代表 2 人，项目合作方代表 1 人，以及项目服务对

象 8 人。 

 

在文献检索和项目资料收集方面，本次回顾查阅了国内在 MSM 群体开展艾滋

病防治工作的相关文献，同时收集并阅读该项目的相关文件，包括：项目建议书、

项目季度报告、参与式社区评估报告，以及项目已开发的手册和实施指南。 

 

                                                        
① 《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流行状况》，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2004 年 4 月 
② MSM 是英文 Male who Have Sex with Male, 其常见的中文翻译有：男男性接触人群、男男性行为者等。 
③ 报告全文在 http://www.chinacdc.cn/n272442/n272530/n272712/11271.html 
④ A Joint Assessment of HIV/AIDS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Care in China (2007), SCAWCO/UNTG on AIDS 
in China. 
⑤ 中国 UNGASS 国家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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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背景 

红河州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是云南省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

艾滋病感染者的报告数占全省总报告数的 14%
⑥
，与临沧市、大理州和文山州一

样，红河州被云南省防治艾滋病列为云南省的四个艾滋病防治重点地区之一
⑦
。  

红河州开远市是云南省能源、化工、建材、食品加工基地和滇南中心城市工

业经济中心。由于交通便利，物流丰富，上世纪 80 年代开远市一度成为毒品流

通要道，同时成为毒品危害的重灾区。1995 年，在开远吸毒人群中发现首例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也是红河州首次发现的感染者），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全

市累计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2649 人（含艾滋病病人 319 人），死亡 82 人。 

然而，随着艾滋病疫情的发展和变化，艾滋病在开远市的主要传播途径也逐

步从吸毒感染转变为经性途径感染，特别是在 MSM 人群中的艾滋病传播尤为突

出。2003 年，开远市的 4 个 MSM 在李刚的带领下自发成立了红河州第一个专门

为当地男同性恋者服务的公益组织，取名为“红河兄弟关爱组”。关爱组目前有

全职员工 2 名，兼职员工 4 名，志愿者 10 名。 

2008 年 6 月，红河兄弟关爱组得到国际艾滋病联盟和开远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英文简称 CDC）的支持，在红河州开始了一个为期三年，专门针对当地

MSM 人群的艾滋病干预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提高红河兄弟关爱组的组织发展

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服务技能，使其能为红河州的 MSM 人群提供艾滋病相关

服务，最终减少艾滋病在 MSM 人群中的传播。项目以开远市为中心，同时辐射

周围的 5 个县市：个旧市、蒙自县、弥勒县、石屏县和建水县。   

4. 当地 MSM 人群的特点和需求 
为了了解并掌握当地 MSM 人群的特点以及他们对艾滋病服务的需求，并在

此基础上为其设计和提供相应的艾滋病服务，该项目在项目初期开展了一项参与

式社区评估（PCA⑧），旨在了解 MSM 人群的生活现状、社会关系、心理压力、

艾滋病知识和性行为方式等情况（红河州 MSM 参与式社区评估工作报告详见附

件 5）。共有来自开远、蒙自和个旧的共 37 名 MSM 参与了此次评估，评估时间

是 2007 年 11 月初至 12 月底，为期 2 个月。 此外，项目还参考了一份由 PSI
国际人口服务组织发布的 MSM 行为监测报告，以期对红河州 MSM 人群的特点

和需求有更全面的了解。该调查在开远市进行，其主要内容有：教育程度、主要

活动场所、身份认同、性行为方式，以及接受艾滋病相关服务的情况，共有 204
名 MSM 参与了调查。 
 

综合 PCA 报告和行为监测调查报告的主要发现，同时结合项目人员与当地

MSM 人群的日常接触与交流，项目发现当地 MSM 具有以下特点和需求： 
 
4.1 特点 

 教育程度较低。在参与行为监测调查的 204 名受访者中，有超过 70%的教育

程度为初中、高中或中专； 
                                                        
⑥ 云南省 1989-2005 年艾滋病流行分析。中国性病艾滋病杂志，2006, 12 (6): 517 - 519, 540.  
⑦ http://www.pbh.yn.gov.cn/content.asp?id=3356&itemid=76  
⑧ PCA 是英文 Participatory Community Assessment 的缩写，指参与式社区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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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场所有限。相比起中国的大中城市，开远市 MSM 的活动场所很少，主

要聚集地只有一个，是位于东风广场的一个公园。此外，一些 MSM 偶尔也

会去酒吧、公厕和网吧，但这些地方还未形成固定的 MSM 活动场所。 

 行为隐蔽。 一些 MSM，尤其是在政府部门、机构工作的老师和公务员，他

们虽然知道开远市有几个 MSM 常去的活动场所，也希望有机会认识和接触

其他 MSM，但始终不敢到这些场所活动。原因是担心由于城市规模小，到

这些场所容易遇到熟人，从而暴露其 MSM 身份，最终对其工作和生活造成

负面影响。这种担心也阻碍他们获得艾滋病相关服务； 

 心里压力大。在行为监测调查中，有 75.5%的受访者认为同性恋是一种正常

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们中的 70.1%也承认同志身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

的心理压力。这些压力的主要来源是家庭和社会文化对同性恋人群的误解、

不接纳和歧视； 

 具有一定的艾滋病知识。PCA 报告显示，40%的受访者对艾滋病基本知识很

清楚，40%的比较清楚，20%的不太清楚； 

 主要性行为方式。 行为调查发现，MSM 的主要行为方式有：肛交（96.1%）、

口交（90.1%）、相互手淫（78.8%）； 

 安全套使用率低。行为调查发现，受访者在过去 6 个月与不付费的性伴发生

肛交时的安全套使用率为：每次使用的仅占 27.9%，有时使用的占 45.6%，

从不使用的占 7.4%。此外，有 50.2%的受访者也和女性发生过性行为，且

安全套使用率也很低，仅有 9.1%的受访者每次性交都使用安全套； 

 VCT⑨的参与率低。MSM 群体对 VCT 服务的需求量大，但他们中的大部分

人均担心，如果检测结果是阳性，他们将遭受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歧视，因

此不敢去做检测。在参与行为调查的 203 人中，仅有 10.3%的做过艾滋病检

测，且超过 6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感染 HIV 的可能性小或没有可能。  
 
红河兄弟关爱组和联盟的工作人员表示，相比起大中型城市，行为隐蔽和心理压

力大是中小城市 MSM 具有的两个较明显的特点。 
 
4.2 需求 

 健康需求。MSM 对健康的需求很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艾滋病和性病的知识和技能。通过社区参与式评估，MSM 群体发现他们

在艾滋病和性病的知识和技能方面都有所欠缺，并希望能加强学习，用知识

和技能来武装自己，以杜绝或减少艾滋病、性病对自己的伤害； 
2）VCT。MSM 群体希望通过 VCT 来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并希望红河兄

弟关爱组能提供此项服务。 
 情感需求。情感需求也是 MSM 群体在参与式评估和行为调查中表达的最强

烈的一种需求，其重要性不亚于健康需求。他们希望能建立 MSM 社区，促

进 MSM 群体的相互学习、交流和支持，一起面对和解决这个群体共同面临

的心里压力、社会歧视等问题。 
 
5. 服务模式 
基于 MSM 人群的两个主要需求（健康需求和情感需求），该项目为其“量身设

计”了 5 项服务：VCT、实地外展、网络干预、集体活动和培训。这 5 项服务的

                                                        
⑨ VCT 是英文 Voluntary Counselling and Testing 的英文缩写，指自愿咨询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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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及其可借鉴的经验如下： 
 
5.1 VCT： 
服务简介：VCT 是红河兄弟关爱组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也是关爱组与开远市

CDC 合作提供的一项服务。关爱组以其活动中心为依托，为 MSM 提供面对面

的艾滋病检测前咨询，然后将求询者转介到开远市 CDC 做艾滋病抗体检测。若

检测结果为阴性，开远市 CDC 会将求询者转回关爱组做检测后咨询；若检测结

果为阳性，检测后咨询则由 CDC 的专业咨询员提供。  
 
自 2009 年 1 月至 2011 年 12 月，关爱组和开远市 CDC 合作为 260 个 MSM 提供

了完整的 VCT 服务，其中：2009 年服务了 21 人，2010 年 159 人，2011 年 80
人。以下是 VCT 服务之服务流程。 

 
图一：VCT 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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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鉴的经验： 
 在联盟的支持下，红河兄弟关爱组根据与开远市 CDC 共同提供 VCT 服务的

实践经验，于 2009 年底开发了一本 VCT 服务手册。该手册介绍了几种宣传

和推广 VCT 服务的方法，描述了检测前咨询和检测后咨询的内容、技巧和

注意事项，可供其他为 MSM 群体提供 VCT 服务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参考使

用。（手册全文详见附件 6） 
 如前所述，MSM 群体对 VCT 服务的需求大，但参与率低，其主要原因是担

心检测结果一旦被暴露，他们将会遭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为了打消求

询者的顾虑，红河兄弟关爱组严格遵守保密原则。求询者的档案均有专门的

咨询员管理，且实行“一人负责制”，即：由同一个咨询员为同一个求询者

提供一次或多次咨询。 
 红河兄弟关爱组曾邀请开远市 CDC 的工作人员定期到活动中心来做采血，

然后将其带回 CDC 做检测，以方便服务对象在活动中心一并获得检测前咨

询和采血服务。然而，这种做法效果不佳，来中心的人寥寥无几。后来，经

过讨论，关爱组改变了做法，即：首先接受服务对象的电话预约，待预约时

间确定后，再请 CDC 工作人员来中心采血。这种更为灵活的服务方式收效

甚佳，它既方便服务对象获取服务，同时节约了 CDC 工作人员的工作时间。 
 
5.2 集体活动 
服务简介：红河兄弟关爱组每年举办 2-3 次集体活动，其内容包括：文艺演出、

团队建设、户外活动和晚会等，目的在于给当地的 MSM 人群提供一个相互认识、

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增强 MSM 社区的凝聚力，同时让参与者在愉快的气氛中了

解或增强艾滋病、性病知识。从 2008 至 2011 年，关爱组共举办了 10 次集体活

动，共服务了 597 人次，活动详情如下表： 
表一：2008 至 2011 年集体活动详情 

年份 活动内容 MSM 参与人次 活动地点 
文艺活动 89 开远 
安全套/润滑剂推广活动 20 开远 2008 
团队建设及志愿者活动 15 蒙自 
文艺活动 84 开远 2009 
团队建设及志愿者活动 15 蒙自 
活动中心活动（文艺活动） 112 开远 2010 
团队建设和志愿者管理培训 15 弥勒 
圣诞节文艺活动 124 开远 
石屏社区户外活动 25 石屏  2011 
红河兄弟关爱组成立 3周年晚会 98 开远 

 
可借鉴的经验：  

 除上述活动外，红河兄弟关爱组还尝试举办过少量的其他类型的集体活动，

如：观影活动和小组谈心活动，并发现这些活动也能有效地回应 MSM 群体

的情感需求。谈心活动可以安排在周末或晚上，有多人参与的（10-20 人）

也有 1 对 1 的形式，谈论的话题可包括：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如何应对来

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如何处理恋人间的性感问题等等。观影活动也通常安

排在周末或晚上，挑选一些同性恋题材的影片，请参与者在观看，并在观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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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畅谈自己对影片的看法。 
 身份暴露是一些 MSM 难以跨越的问题。他们虽然渴望与其他 MSM 交流和

互动，但由于担心自己的 MSM 身份可能在本地被暴露，而不敢参加这些集

体活动。针对这样的服务人群，红河关爱组会把其他城市的 MSM 集体活动

的信息告知他们，并鼓励他们去参加活动。 
 红河兄弟关爱组常常邀请一些表现较积极的 MSM 参与集体活动的策划、准

备和实施过程，并发现这样做有助于增强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拥有感，同

时促进他们在活动过程中的能力提升； 
 
5.3 实地外展 
服务简介：实地外展是通过“走出去”的方式来接触更多的服务对象，并对其讲

解艾滋病、性病知识，发放安全套、润滑剂，以及宣传红河兄弟关爱组的其他服

务内容。关爱组每周举办 1-2 次外展活动，地点在开远、个旧和蒙自的 MSM 聚

集地如：广场、公园和酒吧。自 2008 至 2011 年，关爱组共举办了 648 次实地外

展活动，服务了 2399 人次，活动详情如下表： 
 

表二：2008 至 2011 年外展活动详情 
年份 地点 全年外展活动的次数 全年服务人次 

2008 开远、个旧，蒙自 72 次/年 X 3 地 175 
2009 开远、个旧 72 次/年 X 2 地 679 
2010 开远、个旧 72 次/年 X2 地 653 
2011 开远、个旧 72 次/年 X2 地 892 
 
可借鉴的经验： 

 在外展地刚接触服务对象时，不要急于把话题引到艾滋病上，可以先和对方

闲聊，了解其兴趣点，然后再确定交流的主要内容和时间长短。在交流过程

中，可以试探性地问对方是否了解艾滋病知识，如果对方对此话题表现出一

些兴趣，可以逐步把谈话拉入正题，向对方详细讲解艾滋病知识，并发放安

全套、润滑剂和服务小册子；如果对方对艾滋病的话题不感兴趣，则最好继

续谈论对方感兴趣的话题，但时间不宜太长，可以在结束时简单介绍红河兄 
弟关爱组的活动内容，并把服务小册子送给对方； 

 在外展服务中，外展人员需要告知服务对象自己来自于哪个组织，以表明外

展活动是机构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这样做有助于增强服务对象的信任感，

同时促进组织的品牌形象的建立； 
 对一些不愿意在活动场所“抛头露面”的 MSM，可采取上门服务或定点服

务的方式。例如：可先通过电话联系服务对象，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然

后由外展人员到达指定地点进行宣传、交流，并发放安全套、润滑剂和服务

小册子。 
 
5.4 网络干预 
服务简介：网络干预，又名网络外展，是红河兄弟关爱组针对当地 MSM 行为较

隐蔽的特点，而开创的一项特色服务。网络外展之目的是通过互联网接触一些行

为较隐蔽和更习惯在网上做文字交流的 MSM，以弥补实地外展的不足。关爱组

自 2008 年起开始这项服务，小组成员建立了两个 QQ 群，同时利用云南省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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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网站 - 云同网的聊天室宣传艾滋病、性病相关知识和技能，解答网友对艾

滋的疑问，同时发布关爱组的活动和服务信息。截止 2011 年底，关爱组通过网

络共服务了 857 人次。以下是网络干预的流程图。 
 

图二：网络干预流程图 

 
 
 
可借鉴的经验 

 网络干预一项较新的服务，为了完善这项服务的内容和流程，红河兄弟关爱

组在联盟的支持下，开发了一份针对 MSM 开展网络干预的实施指南，其核

心内容包括：网络干预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实施网络干预前的准备工作，

网络干预在实施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实施后的评估与反馈。制作这本指

南的目的是指导关爱组的新成员开展这项服务，同时向开展类似服务的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分享经验。（实施指南全文详见附件 7） 
 
5.5 培训 
服务简介：2009-2011 年，红河兄弟关爱组每年为开远、蒙自和个旧的 MSM 人

群提供 2-3 次培训，每次参训人数约 10-20 人，内容涉及：艾滋病、性病基本知

识、安全套和润滑剂的使用、歧视与反歧视、志愿者服务等等； 
 
可借鉴的经验：在项目实施的第一年（2008 年），在关爱组成员还不具备足够的

知识和培训技能时，培训任务多由 CDC 和联盟工作人员承担。然而，随着小组

成员能力的提升，自第二年起，培训任务逐步由关爱组的工作人员承担。这种循

序渐进转移培训任务的方法，既促进小组成员的能力建设，又节约联盟和 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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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差旅开支和时间成本，一举多得。 
 
5.6 其他可借鉴的经验： 

 同伴教育。同伴教育，是先对有影响力的个体进行有目的的培训，通过他们

与自己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相近的人分享信息、观念或者行为技

能，以实现某种交流和教育目标。同伴教育被广泛用于公共健康的很多领域，

包括：营养教育、家庭计划、和预防暴力等。近年来众多的国际公众健康文

献同伴表明：同伴教育在艾滋病预防领域的运用尤为突出⑩。红河兄弟关爱

组的所有全职、兼职员工和志愿者均来自于当地 MSM 社区。他们在接受了

艾滋病相关的同伴教育之后，成为同伴教员，然后为 MSM 群体提供上述 5
项服务。由于他们与其服务对象有着相似的背景和经历，因此在服务过程中

更容易获得对方的信任和认同，从而达到分享知识，交流观点，促进行为改

变之目的。  
 

图三：项目服务模式 
 
 
 
 
 
 
 
 
 
 
 

 
 
 
 
 
 
 
 
 
 
6. 项目实施模式 
提供服务是本项目的主要目标，然而要想提供优质且具有可持续性的服务，必须

首先满足两个条件：1）提供服务的机构具有一定的机构能力，包括：机构战略、

行政、人事和财务能力等；2）服务提供方具有项目管理能力和相关的服务知识

和技能。基于此理念，该项目在其初始阶段并未急于提供服务，而是着眼于服务

提供方—红河兄弟关爱组的能力建设。 
 
                                                        
⑩ http://www.hudong.com/wiki/%E5%90%8C%E4%BC%B4%E6%95%99%E8%8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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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构能力建设方面，联盟在项目开始的第一年（2008）为红河兄弟关爱组

提供了多次培训，内容涉及：组织架构、组织愿景和使命、财务管理等，并在培

训后协助关爱组制定了组织的使命、愿景、管理章程、财务管理制度、组织人员

结构图等。 
 

在增强项目管理和服务能力方面，根据关爱组的需求，联盟从 2008 至 2011
年其提供了一系列的培训，内容包括：性病和艾滋病的基本知识、VCT 服务技

能、MSM 人群的心理辅导和交流、外展及同伴教育、志愿者管理、HIV 感染者

的服务与管理、主持技巧、沟通技巧，以及信息收集与分析等等。此外，联盟还

为关爱组成员和开远 CDC 的相关通过人员提供一次实地参观和学习的机会，地

点在四川成都，学习对象是国内在 MSM 艾滋病干预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四川省

防治性病艾滋病协会和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回顾发现，这种先打“基础”再提供服务的模式，有助于提升了关爱组的服

务能力。有 8 名服务对象志愿参加了此次回顾的面对面访谈，他们中的 7 人表示

对关爱组的服务质量满意或较满意。他们还为关爱组的服务质量打分（1 分最低，

10 分最高），其结果显示：最高 9 分（3 人），最低分 5 分（1 人），平均分为 7.75
分。此外，关爱组成员也在访谈中表示，如果没有联盟为其提供的众多能力建设

活动，他们不可能具备目前的服务能力。  
 

回顾还发现，关爱组在自己能力得到提升的同时，还依据自己的知识和实践

经验，为红河州其他 MSM 小组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做能力建设。2009 年，

关爱组为蒙自的 MSM 小组提供了一次有关性病/艾滋病基本知识和同伴教育的

培训；2010 年，关爱组为建水同心缘 MSM 小组和弥勒同创 MSM 小组做了一次

有关网络外展和同伴教育的培训；2011 年，关爱组又为建水和弥勒的两个小组

提供了两次培训，内容涉及：VCT 服务的推广和实施、团队建设。 
 

图四：项目实施模式 
 
 
 
 
 
 
 
 
 
 
 
 
 
 
 
 

为其他 MSM 小组提供技术支持 

服  务  提  供 

机 构 能 力 建 设 项 目 能 力 和 服 务 能 力
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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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合作模式 
该项目的合作方有三个：红河兄弟关爱组、联盟和开远市 CDC。他们分别

在项目实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红河兄弟关爱组是项目实施主

体，全面负责项目活动的实施；联盟作为支持方参与项目，为项目提供资金和技

术支持；开远市 CDC 是项目在开远当地的支持方，为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包括

资金托管），协调项目与当地政府部门、机构的关系，并与红河兄弟关爱组合作

开展 VCT 服务。 
 

在访谈中，合作三方均表示，这种三方合作模式是使该项目得以顺利实施的

重要因素，因为它结合了三方的优势和特点，并使其成为该项目不可缺少的三个

支点。另外，这种模式也促进了合作三方在项目期内（2008-2011 年）的磨合、

调整、沟通和理解，并为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基础。联盟对该项目的支持

止于 2011 年 9 月，之后，开远市 CDC 接过联盟的“接力棒”，继续为红河兄弟

关爱组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使其能正常地为当地 MSM 群体提供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红河兄弟关爱组和联盟均在访谈中表明，政府合作机构（开

远 CDC）对该项目的持续性支持及其开放性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关爱组的负

责人说：“我们与市 CDC 的合作关系一直都很好。他们尊重我们的意见，还给予
我们许多技术支持。 CDC 的白俊主任常常亲力亲为地参与项目活动，以了解
MSM 人群的需求和特点，以及项目活动的进展。” 

 
图五：项目合作模式 

 
 
 
 
 
 
 
 
 
 
 
 
 
 
 
8. 监测与评估 

如前所述，为红河州 MSM 群体提供服务是本项目的核心目标，因此，项目

的监测与评估也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回顾发现，项目从三个层面来监测和评估

红河兄弟关爱组的服务数量、质量和效果： 
 日常的文本记录工作。项目设计并运用一些统一的表格来记录服务数量，如：

VCT 服务表和外展服务表等。关爱组负责人有一个月度统计表，用以统计每

月接受各项服务的人的数量； 

项目实施方 
红河兄弟关爱组 

项目支持方 
国际艾滋病联盟 

项目点支持方 
开远市 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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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度报告。关爱组每三个月向项目支持方提交一份季度报告，用以说明项目

在过去三个月内所开展的服务的情况，面临的挑战，以及解决方法； 
 反馈会议。关爱组每月举办一次列会。小组负责人在会上通报本月的服务数

量，并请员工分享服务心得，反馈服务对象的意见，以了解服务的质量和效

果。此外，项目每年还举办一次年度反馈会议，邀请项目三方参与，并在会

议中反馈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9. 需要改进的地方 
回顾也发现，该项目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对服务质量的评估不够。红河关爱组是一个服务型的 MSM 社区机构，提供

高质量的服务是该机构的核心所在。然而，在服务质量的跟踪和评估方面，

关爱组所采取的形式较为单一。如上节所述，关爱组主要是在月度和年度会

议中，请员工分享服务心得，反馈服务对象的建议，以了解服务质量和效果。

遗憾的是，对员工在会议上就服务质量所分享的信息，关爱组并未在会后做

相应的整理、分析和存档。在本次回顾过程中，我们查阅了许多项目文档，

也发现文档中与服务相关的信息大多是数字，如：“这次活动参与人员有 64
人，其中新面孔就有 24 人11”，而对服务质量没有描述，或有简单的描述但

缺乏支持性的信息，如：在一份季度报告中提到，“2 月份在小组活动中心成
功举办了《同志间的自相歧视》话题讨论及电影展，受到社区人群的好评12”。

该报告对能够反应活动质量的两个关键词“成功”和“受到好评”没有做任

何解释和说明，因此说服力较低。建议项目能增加其服务质量的评估方式，

如：请目标人群在接受服务后填写服务满意度调查问卷，或请独立顾问定期

对服务质量做评估等方式，以更加全面、客观的了解服务质量和效果。 
 

 文本记录。如上节所述，项目在文本记录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努力，但依然存

有明显的缺失。在回顾中，我们发现能反映项目进度的报告形式仅限于季度

报告，而缺乏年度报告和项目终期报告。由于后两种报告形式能更加全面、

综合地反应项目进展，建议将其加入项目的报告制度中； 

                                                        
11 数据源于项目 2011 年的第 4 个季度报告 
12 数据源于项目 2011 年的第 1 个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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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项目实施方访谈问卷  
一、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姓名：                所属机构：                访谈时间: 

  

 

二、项目背景 

1.请简单介绍“红河兄弟 MSM 艾滋病干预项目”的成立背景（包括：成立的时间、

地点、原因和覆盖面等等）。 

 

2.该项目所服务的 MSM 人群有哪些特点（包括：数量、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

状况、婚姻状况等）？ 

 

3.这些 MSM 人群对艾滋病服务有哪些需求？ 

 

4.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什么？项目在实施的不同阶段是否有不同的目标？ 

 

 

三、项目服务 

1. “红河兄弟 MSM 艾滋病干预项目”的服务内容有哪些？分别通过哪些方式来

提供这些服务？ 

 

2. 该项目在服务提供方面是否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3. 该项目在服务提供方面是否已总结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包括应对困难和挑战

的方式和策略）和失败的教训？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4. 该项目是否对其服务内容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测和评估，以了解服务的质

量和效果？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5. 您认为项目在服务提供方面，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四、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1. 该项目与哪些政府部门、机构有合作？具体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 

 

2. 该项目是如何与这些政府部门、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 

 

3. 您认为该项目与这些政府部门、机构的合作关系如何？如果好，请举例说明；

如果不好或不够好，也请举例说明。 

 

4. 该项目在与政府部门、机构的合作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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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领导和管理 

1. 贵组织有明确的愿景、使命和目标吗？如果有，请说明。 

 

2. 贵组织有成文的规章制度或运作手册吗？如果有，请分享 

 

3. 贵组织有组织结构图和人员分工表吗？如果有，请说明 

 

4. 规组织的财务管理由谁负责？组织具备的财务能力有哪些？ 

 

5. 当面临重大决策时，组织内由谁来做决策？ 

 

6. 您认为贵组织目前的领导和管理架构是否有助于“红河兄弟 MSM 艾滋病干预

项目”的实施？如果是，请说明。如果不是，您认为应如何改进，以使其更符合

项目发展的需求？ 

 

7. 贵组织在机构领导和管理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请举例说

明。 

 

 

六、技术支持 

1. 贵组织是否接受来自外界的技术支持? 如果是，请说明是哪些机构或个人提

供支持，具体支持的内容是什么？ 

 

2. 外界提供的技术支持是否有助于贵组织为目标人群提供服务？如果是，请举

例说明。 如果不是，请说明贵组织还需要哪些技术支持以加强其服务供给。 

 

3. 贵组织是否也向其他机构或个人提供技术支持？ 如果是，请说明。 

 

 

七、项目成果和展望 

1. 您认为该项目已取得的主要成果有哪些？请详细说明 

 

2. 在项目管理和实施方面，您认为该项目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3. 您对该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八、其他 

1. 还有其它您认为重要，但以上没有提及的议题吗？如果有，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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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当地合作方访谈问卷 

 

 

一、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姓名：                所属机构：                访谈时间: 

  

 

二、合作背景和内容 

1.您最早是如果知道“红河兄弟 MSM 艾滋病干预项目”的？ 

 

2.您知道该项目的主要目标和内容吗？如果是，请简要说明 

 

3.贵机构是从何时开始与该项目合作的？具体的合作内容有哪些？ 

 

4.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您认为双方合作得较成功的部分有哪些、需要改进的部分

有哪些？对于后者，你是否有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三、项目成果和展望 

1. 您认为该项目已取得的主要成果有哪些？请详细说明 

 

2. 在项目管理和实施方面，您认为该项目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3. 您对该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四、其他 

1. 还有其它您认为重要，但以上没有提及的议题吗？如果有，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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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项目支持方访谈问卷 

 

 

一、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姓名：                所属机构：                访谈时间: 

  

 

二、项目背景 

1.请简单介绍“红河兄弟 MSM 艾滋病干预项目”的成立背景（包括：项目成立的

时间、地点、原因和覆盖面等等）。 

 

2.该项目所服务的 MSM 人群有哪些特点（包括：数量、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

状况、婚姻状况等）？ 

 

3.这些 MSM 人群对艾滋病服务有哪些需求？ 

 

4.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什么？项目在实施的不同阶段是否有不同的目标？ 

 

 

三、项目服务 

1. “红河兄弟 MSM 艾滋病干预项目”的服务内容有哪些？分别通过哪些方式来

提供这些服务？ 

 

2. 该项目在服务提供方面是否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3. 该项目在服务提供方面是否已总结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包括应对困难和挑战

的方式和策略）和失败的教训？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4. 该项目是否对其服务内容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测和评估，以了解服务的质

量和效果？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5. 您认为项目在服务提供方面，是否还有改进的空间？如果是，请详细说明 

 

 

四、与政府部门的合作 

1. 该项目与哪些政府部门、机构有合作？具体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 

 

2. 该项目是如何与这些政府部门、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的？ 

 

3. 您认为该项目与这些政府部门、机构的合作关系如何？如果好，请举例说明；

如果不好或不够好，也请举例说明。 

 

4. 该项目在与政府部门、机构的合作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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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领导和管理 

1. 该项目的实施方是红河兄弟关怀组。您了解该组织的愿景、使命和目标吗？

如果是，请简要说明。 

 

2. 您了解该组织的领导和管理架构吗？如果是，请描述。 

 

3. 您认为该组织目前的领导和管理架构是否有助于“红河兄弟 MSM 艾滋病干预

项目”的实施？如果是，请举例说明。如果不是，您认为应如何改进，以使其更

符合项目的需求？ 

 

4. 您认为该组织在领导和管理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六、项目支持、成果和展望 

1. 作为该项目的支持方，联盟主要为项目提供哪些支持？从何时开始提供这些

支持的？ 

 

2. 您认为该项目已取得的主要成果有哪些？请详细说明 

 

3. 在项目管理和实施方面，您认为该项目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4. 您对该项目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和意见？ 

 

 

七、其他 

1. 还有其它您认为重要，但以上没有提及的议题吗？如果有，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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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项目服务对象访谈问卷 

 

一、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姓名（可以不填）：               性别：                访谈时间: 

  

二、接受服务的历史 

1. 您最早是如何知道红河兄弟关怀组的？ 

2. 您从何时开始接受该组织提供的艾滋病相关服务？您已经接受过的服务有哪

些？ 

3. 您对该组织的服务质量做和评价？如果满意，请举例说明；如果不满意，请

说明他们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好，以及如何改进？ 

4. 您是否曾经被转介到其他机构？如果是，请简要说明转介过程。 

5. 根据您的经历，在转介过程中，该组织在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

够好？  

 

三、建议和意见 

1. 您对改善和提高该组织的服务质量（包括转介服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2. 该组织目前提供的服务内容能满足您的需求吗？如果不能，您认为该组织还

需增添哪些服务内容？  

 

四、其他 

1. 还有其它您认为重要，但以上没有提及的议题吗？如果有，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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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红河州 MSM 参与式社区评估[PCA]工作报告 
 

一.社区背景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是云南省的重工业地州,人口约 400
万,根据国家卫生部公布的 2%-4%的比例计算,红河州约有男男同性恋 4-8 万人;
由于红河州的特殊地理位置,在 90 年代初至今成为了毒品危害较重的地区,艾滋

病也随之在吸毒人群中蔓延开来,随着国家对毒品走私的打击和吸毒人群的有效

干预,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也从吸毒逐渐转变为性传播,加之针对男男同性恋的

干预相对小姐的干预起步要晚,所以艾滋病在男男同性恋中的传播趋势不容小视;
开远市位于红河州的中部,人口 29.9 万,与个旧,蒙自及文山州相邻,是国家重工业

城市及红河州的物资集散地,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较多,也是云南省毒品灾害较重

的地区之一;开远也是红河州城市化进程较快,社会发展及社会接受度较高的城市

之一,由此可见,开远的同性恋的活跃程度比州内的其他城市要高得多;开远在

2003 年由李刚牵头成立了专为同性恋服务的公益性组织:红河兄弟关爱组,工作

组从 2003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 MSM 人群中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及行为干预的

工作,工作也覆盖了红河州的大多数城市,也覆盖到了相邻的文山州,因此形成了

以开远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工作模式,而开远,个旧,蒙自也是工作开展及社会交

流比较频繁的三个地方,开个 蒙三地的社会文化程度也比较相近,也是 PCA 工作

选定在开远,个旧,蒙自开展的重要原因. 
 
二.工作背景 
[PCA]是参与式社区评估的英文缩写,顾名思义 PCA 就是在社区中有社区成员参

加的一项调查工作,目的在于了解社区被访人群的生活现状,社会容纳度,接触范

围,社会及心理压力,性行为方式及需求的情况,此次的 PCA 工作在红河州选定了

开远,个旧和蒙自作为工作社区,调查的人群则是社区中的MSM人群,工作从 2007
年 11 月初开始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历时 2 个月;由国际艾滋病联盟提供项

目,红河兄弟关爱组施行,开远市健康教育所协调指导;工作是选用先期培训的项

目工具以活动的方式开展,让目标人群自愿的积极的参与到活动中来,从而收集到

有用的信息,为制定下一年的工作项目计划提供参考. 
 
三.信息分析 
现在对在 PCA 工作中收集和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根据工具)进行分析; 
1.危险行为:此工具目的是要了解被访者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了解情况(包括一些

个人理解),我们对整个社区中的约 37人做了此项调查,得出的结论令人担忧,37人
中 40%的人很清楚,40%的人比较清楚,20%不太清楚;由此可见,大多数人知道艾

滋病的基本知识,部分人是知道但不知道怎样写和说,而一小部分人却什么都不清

楚,出现了例如: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同时戴 2 个安全套比戴一个安全的回答,
接吻到底会不会传播艾滋病的提问;当听到这样的提问和回答时,不禁要问我们花

了很长时间进行的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有效吗?如果有效地话,那又有多

少效果呢?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呢?发放的宣传材料又有多少

人仔细的阅读过呢?连基本知识都不知道何谈很好的预防和保护,我们知道如何

预防艾滋病不止是知道怎样戴安全套这样简单;通过此工具我们知道了艾滋病宣

传教育工作的成效到底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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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命线:此工具主要了解被访者从记事开始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情感经历,以及对

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对他们的影响,从结果来看,绝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交友

经历比较在意,情绪拨动也会较大,同时男男同性恋之间的性接触比较突出? 情绪

波动也会较大,反而对自己的成长经历不会太关注?由此可以看出同志之间和异

性之间一样,都希望自己有一段美满的爱情. 
 
3.地图:此工具主要是了解当地的 MSM 人群日常活动的一些场所和地点,通过让

被访者简单的画出地图或在现有的地图上标出,可以清晰的看到各地经常有

MSM 人群活动的地方一般都是在例如:公园,文化宫,公厕,网吧等,了解了以后可

以更容易发现目标人群.同时也显现出，在目标城市，SMS 人群之间的接触更趋

于隐蔽场所，同时也说明了在地区缺乏了可以让人群放心的聚集场所。 
 
4.社会关系图:通过拟定一个中心人物,让参与者描绘出拟定人物的社会关系,以及

关系的密切程度,用不同的线和距离的长短表示出来;例如:我们拟定过一个"40 岁

的已婚男同志,在政府工作",参与者会很快的列出与之有关系的人包括妻子,儿女,
父母,领导,同事,朋友等.我们知道,当他们在列出这些人物关系时他们会容入这个

假定角色或者说会以假设的角度去考虑和发现问题,对于他们自己所列出的每个

关系人物的特性和重要程度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判断,从一个侧面可

以看出每个参与者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及身 边的每一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显
现出的是,大家比较在意的是自己的子女,父母,朋友,因为这些直接关系到他本人

在家庭和社交中的威信和地位.同时发现大家的接触范围和常人是差不多的，反

而要面对的和承受的压力要比常人多得多，这些压力主要来自家庭的不理解，朋

友的异样眼光和排斥，工作和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 
 
5.服务指南:我们通过这个工具需要让大家知道当有需求或困难时应该找哪个部

门来帮助自己,例如:需要安全套时,大家知道要找工作组可以免费得到,当受到敲

诈勒索时,应该及时的报警,当需要做VCT时找当地的CDC;虽然这些问题很简单,
但也是与平时生活最密切的.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对VCT的检测的理解程度和排斥

心理,普遍担心的是对检测结果的承受能力,也暗示着责任机构对后续工作的开展

能力,我们要先问自己在做VCT检测工作时有能力做好持续的关怀和随访工作吗? 
 
6.因果关系图:通过原因导致现状导致结果的方式,不断的发现参与者对于艾滋病

或与艾滋病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知晓度,理解度和判断能力.能更细腻的把生活中可

能发生的问题展现在参与者的面前,让所有人参与分析和解决,让其知道某些问题

的严重性,可以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这些暴露出的问

题 也显现出了对于艾滋病及其传播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和无知及自以为是的错

误观点. 
 
7.力量分析图:在此单元内,参与者们都积极的参与讨论,讨论中心是现在的国家和

社会及家庭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政策,法律和接受能力;利用态度和接受能力,法律

和政策之间的对比体现出利弊的强弱;也看到了大家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希望

国家出台保护同性恋的法律政策,希望社会能很好的接受同性恋,希望能改善自己

和家庭之间的关系等的一些期望.同时也可看出,现在的社会和家庭唯一带给的只

有压力,歧视和偏见,大家对现在的社会有很多的抱怨和憧憬.大家也提出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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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如：通过媒体宣传报道扩大社会影响面，通过组织的工作影响政府态度，

最终得到理解、宽容、尊重、合法化。 
  
8．问题树: 
使用方法:画一课巨大的树干,并在树根下面写下问题.树叶上面写下答案 
使用问题树能帮助社区人员在日常生活中, 
与艾滋病相关的问题以级它形成的原因 
使用问题树有利于提供一种审视与艾滋病相关的 
问题的视觉和非威胁性方式 
可以识别出与此问题的相关的主要原因和结果。 
知道主要原因和结果背后的各种问题 
开始寻找应对这些成因和介绍结果的方式 
参加人数:1 次 16 人 学生 5 人 上班族:5 人 中年:3 人.外来人员:3 人 
目的:讨论无保护肛交会有什么害处 
活动的过程和所得到的结果: 
讨论过程中大家都说出了.好处和坏处,比如说本来是有安全意识的,不过就被激

情麻痹了.激情过后想想又可怕(开远) 
还有的说不好意思去买安全套,所以只能不用了(开远).遇到帅哥就不想用.觉得帅

哥很干净(蒙自). 
带安全套就是穿袜子洗脚.不是很舒服所以很不愿意使用(个旧) 
有位朋友提出了几点.1.加强社区内的安全套的发放,2.多搞一些外展,活动.3.加强

工作人员的社区凝聚力 4.为社区人群树立正面的形象 
问题树能明确问题的根源和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抓住问题根本.来解决问题. 
  
9．章鱼图： 
使用方法，要求社区人员画出章鱼的头和枝体， 
从而展示了社区人群面临 HIV 感染时的风险行为 
已级存在的于这些行为之后的问题。 
使用章鱼图有利于用富于娱乐性和视觉性的方式来谈论有关艾滋病的非常个人

化的敏感信息 
可以识别出与艾滋病相干的风险，认识出使人们面临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因素， 
同时知道这些因素的后面存在的问题，知道社区人群已具备的关于脆弱性的预防

知识， 
知道帮助人群减少艾滋病的脆弱性和其他方法 
目的:讨论社区人群感染 HIV 的行为和风险 
参加人数:1 次 16 人 学生 5 人 上班族:5 人 中年:3 人.外来人员:3 人 
活动的过程和所得到的结果:社区人群把题目讨论出来. 
以及自己对 HIV 的理解感染的风险程度提出了问题: 
艾滋病知识认识度不够,艾滋病预防宣传力度不够.没有专门的发放安全套的地点,
很多人行为意识上都愿意改变,但是一旦遇见感觉比较好的人就会被激情冲昏了

头脑. 
章鱼图能直观的反映出社区人群对艾滋病的了解程度有多少.并有助与项目的开

展找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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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每日活动图 
目的:重社区人群的日长生活进行调查 
活动过程和所得到的结果:每日活动图让我们知道社区人群在一天中如何分配时

间的， 
就人们所扮演的角色来说明图表内容所代表的意义 
可以让工作组了解到不同人所面临的问题和障碍， 
发现一天之中的重要时段，从而让工作组找到了对社区人员的进一步了解! 
卡片分类 
这一工具是对问题进行分类的一种简单的方法` 
使用卡片分类有助于对信息和小组织机构进行归类 
把项目评估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整理成为遍于管理的数据， 
根据活动可行性，对其加以分类 
检验那些活动具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那些没有！ 
目的:结合实际的要求.为项目提出实际的可行性建议. 
活动过程和得到的结果:同志在社会中.得到社会的包容.媒体, 
学校还有希望建立同志活动场地. 
社区人群都希望得到同志婚姻合法化,提出保护同志的法律 
宣传教育.媒体正面宣传,对大众进行宣传,让社会了解同志. 
开设心理咨询.不对同志产生歧视. 
  
11．风险游戏 
使用这项工具可以显示出与艾滋病相关的行为的风险水平 
使用风险游戏有利于提供给我们有关艾滋病的行为和风险且不具威胁性的方式 
探究人们关于分享水平的认识和态度 
识别出可能成为将来的优先行动的风险行为领域 
风险游戏可以提高社区人群的预防艾滋病的意识， 
目的:清晰的表现出社区人群对.感染艾滋病的途经的了解程度.为进一步加强宣

传教育的工作提供依据. 
活动过程和得到的结果:了解到了.社区人群对危险性行为和感染艾滋病的了解程

度还不够. 
使 PCA 小组认识到加强社区的宣传教育.使社区部分人群认识到艾滋病. 
通过这个游戏小组发现部分社区人群对带不带安全套,或者是,有些人不愿意出来.
这样使工作组的,工作加大难度 
 
12.自画象 
目的:画出社区人群心目中的自己,进一步的给小组了解到社区人群的想发和需求

活动过程和得到的结果: 
形式轻松愉快,充分表现了社区同志的想象力的绘图工具.大家对自己样子的多姿

多彩 
从中表达了.社区同志的生活状态.和美好未来的想象.. 
让大家知道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从而让工作组对社区人群的了解提供了很好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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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值得注意的是被访者在参与整个活动的过程中的态度是否端正,刻意回避

的问题,信任度和接受程度,这也是我们要注意和克服的问题,首先只有我们自己

有一个端正的态度,赢得很高的信任度,有非常准确的表达能力时,才能更多的更

准确的得到反馈的信息. 
 
四.总结 
在过去的2个月中,我们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和技巧和社区中的大部分MSM人群一

起讨论和发现了一些关于艾滋病与同性恋以及社会现状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

MSM 人群中艾滋病的传播,怎样让大家很清晰的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怎样让大

家能更好的享受安全的性,怎样提高社会的接受程度,怎样促进国家出台相关法律

政策,怎样处理家庭关系等;这些问题中有些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有一些可能是我

们目前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了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的工作指明方向,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能更好的为红河的乃至全省以及全国的 MSM 人群服务. 
 
五.自我总结 
PCA 工作是红河兄弟关爱组也是所有参加的志愿者的第一次,在 2 个月的工作中,
暴露了我们存在的问题,一是:组织能力不强.二是:控制能力较弱.三是:交流沟通能

力有待提高.四是: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不够.五是:思维能力弱.总结出五点,也是今

后我们自己要提高的方面;非常感谢国际艾滋病联盟提供的项目支持,让我们有机

会展示自己和发现自己;感谢开远市健康教育所的大力配合.项目结束了,可能完

成的质量不太理想,但我们尽力了,这是我们的开始,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

将迎难而上,不断的学习和提高自我能力,更好的完成工作. 
 
                                                   红河兄弟关爱组 
                                                    马彬 保超 
                                                      20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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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VCT 服务手册 

VCT（自愿咨询检测）推广和宣传的方法与技巧 
首先要让目标人群了解 VCT 是什么，检测后的一些风险，当地的疫情 解释什么

是阴性， 
阴性以后的鼓励改变危险性行为；什么是阳性，检测出阳性后的一系列关怀服务。 
 
1．目标人群活动场所 
 
可以在广场，公厕，酒吧外展和同伴教育过程中，通过一些 VCT 方面的宣传材

料，酒吧等场所也可以粘贴一些宣传海报，告诉目标人群 VCT 的好处以及检测

出阴性和阳性的一些后续服务。 
 
2．网络 
 
可以通过 QQ 群，网站，聊天室每星期定期的宣传或张贴一些关于本组织 VCT
的阳性预防服务，和感染者关怀。 
 
3．人际关系网 
 
通过一些目标人群一些活跃的小群体，进行滚雪球式的宣传，就象种子一样，1
个人宣传给其他 2 个人，在由其他 2 个人分别去给 4 个人宣传。 
 
咨询交流的技巧 
 
1．求询者清楚和理解保密原则 
 
2．真诚 热情 温柔和主动 
 
3．导所需的信息，开放和封闭的问题 
 
4．提供准确的信息 
 
5．积极倾听  适时提问  善用沉默 
 
 
VCT 实施和步骤     检测前咨询 
一、破冰环节 
1．自我介绍： 
递名片，显示规范操作 
介绍组织背景以及自己身份 
2．知情同意 
告知检测对象将在采血前进行咨询，获取对方同意 
3．肯定对方行为： 
对咨询对象选择到活动中心进行检测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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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检测背景 
了解求询者是否进行过检测，如果是，最近一次检测时间地点在哪？ 
了解求询者从何种渠道知道小组检测服务，由何人推荐来的？ 
在“初筛检测登记表”上备注推荐人姓名 
 
二、介绍中心检测程序和保密措施 
1．介绍检测程序 
介绍中心提供咨询和方便采血服务，并不进行学样检测 
强调学样送往开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 
强调采血医生均为具备医师资格的医生 
强调采血均使用一次性针具和医疗耗材 
 
2．介绍保密措施 
中心咨询在独立封闭的房间，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过程保密 
检测结果统一管理，只有相应的咨询员知道，结果保密 
中心采取首问负责制，检测前咨询，结果告知及阳性检测结果保密，不要告诉包

括男朋友和转介人员在内的其他任何人 
强调历年未发生过因小组原因造成的泄密 
 
3．解释窗口期 
介绍窗口期概念 
窗口期是指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到能够检测出相应的抗体这段时间，一般为 6
周 
 
三、了解求询者艾滋病预防意识和知识 
1．介绍艾滋病的基本知识： 
介绍艾滋病传播途径 
艾滋病三大传播途径为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其共性为体液交换；男男

性行为中精液，血液和前列腺会造成传播，唾液，汗液和泪液不会造成传播。 
介绍艾滋病致病机理 
艾滋病并不会直接导致死亡，而是通过破坏人体免疫系统，使人体感染其他机会

性感染，进而死亡。 
介绍潜伏期概念 
潜伏期即从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起至开始出现临床症状为止的时期，成为潜伏

期。艾滋病潜伏期平均为 7—10 年，在潜伏期内的感染者表现与健康人一样，但

具有传染性。 
2．介绍开远市感染疫情 
 
四、了解咨询对象性行为状况 
1．了解性行为状况 
了解求询者是否发生过口交或肛交行为 
2．介绍各种性行为危险程度 
肛交易造成龟头或直肠内壁粘膜破裂，如果不使用安全套，即使在未出血的情况

下也容易造成体液交换，极易感染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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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交时会分泌前列腺液，如口腔内有破损、溃疡和牙龈出血可能会造成体液交换，

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患性病可能造成生殖器出现破损或溃疡，会极大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3．了解安全套使用情况 
鼓励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求询者 
鼓励保持单一的、经检测为阴性的性伴的求询者 
说明正确使用安全套可防治艾滋病和部分性病 
强调目前开远感染疫情 
强调艾滋病潜伏期长，且潜伏期期间无明显症状 
倡导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和水性润滑剂 
 
五、评估阳性结果接受程度 

给求询者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会有什么反应 
解释本次检测为初筛检测，可能出现假阳性 
介绍艾滋病是可以控制、可以治疗的 
及早检测，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可以有效的维持生命 
 
六、介绍中心阳性后续服务 
1．介绍中心阳性后续服务流程 
中心将为初筛阳性人员提供免费的确认检测服务 
中心将为确认阳性人员提供免费的 CD4 检测服务 
中心将为 CD4 细胞数低于 350 的感染者联系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治疗 
强调中心首问负责制，针对同一感染者的所有服务将有同一名咨询员提供 
 
结果告知检测后咨询 
一、阴性 
1．告知阴性结果 
2．解释阴性的结果意义 
阴性意味着在检测时没被感染 
3．再次确认求询者是否理解阴性结果的含义以及安全性行为的重要性 
4．谈一下什么是“窗口期” 
5．鼓励他以后坚持安全性行为并了解今后将如何保护自己不陷入危险中 
二、不相信结果 
1．试图理解他为什么不相信结果的原因 
2．帮助他告诉你为什么会认为检测结果是不准确的 
3．如有必要，把他转介到专业医务人员那获取信息 
 
三、阳性结果告知 
1．把结果拿给求询者 
2．解释阳性结果的含义 
阳性意味着你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3．给感染者有足够的时间消化结果，保持沉默 
4．稍后，试图给求询者一个机会表达他心情和他所关心的问题 
5．跟进感染者提出的即刻关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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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要死了 
我现在生病了，生活将一片混乱 
我怎么告诉身边的人我感染了   
6．计划跟进感染者 
在第一次检测后咨询中也许没有包括他所有关心的问题， 
所以一个 24 小时的后续跟进是有必要的 
7．与感染者计划咨询后他需要即刻见面的时间 
评估是否有需要即刻和咨询员见面的必要 
见面后准备干什么 
8．给感染者一些能马上得到的帮助资源 
热线电话（艾滋病，自杀，同志，相关的） 
包括工作人员的电话 
9．给感染者有关感染艾滋病后如何生活的信息 
 
医疗转介，支持小组，心理变化，资料等多方面信息 
 
评估与反馈 
一、自我评估 
可以通过小组每月例会，把检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拿出来和工作人员分享、

每季度整理一个案例分析，让其他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二、随访 
阴性随访，可以促进行为改变，安全性意识。 
阳性随访，形式多种，可通过电话，见面等来了解感染者身体和心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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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MSM 网络干预实施指南 

 

前  言 

男男性行为者是一个公共卫生学概念，指与男性有性行为的男性。 
 

根据各地报告中国男男性行为人群中，HIV 感染率在逐年上升，流行趋势日

渐严峻。近年，政府对男男性行为者人群艾滋病预防工作日益重视，投入力度不

断加大。加上各地社区草根组织、NGO 组织的参与，对整个男男社区的艾滋病

防治干预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由于国内男男性行为者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人群的存在及活动方式比较多元

和隐秘。各地对这个人群的分布、活动、规模以及感染和传播 HIV 的危险性情

况，尚缺乏了解。2008 年来红河兄弟关爱组在国际艾滋病联盟的支持下，对男

男性行为者人群中艾滋病防治工作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本指南是帮助从事行为干预工作的专业机构、专业人士、社会团体、民间组

织、社区参与者以及其他参与者，对男男性行为者人群的艾滋病预防行为干预策

略和方法，形成科学、公正的理解，推动行为干预工作的系统实施。 
 
我们诚挚的感谢国际艾滋病联盟对红河兄弟关爱组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各地的开展工作的方式残差不齐，本指南在不尽之

处在所难免。欢迎大家在使用过程中不断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201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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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行为干预已被工作实践证明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措施。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简称 MSM）预防艾滋病行为干预，是针对 MSM 人群的

高危险性行为，而不是对其个体和群体本身进行干预。干预和改变的核心，是

MSM 人群中存在的可能容易感染和传播 HIV 的高危险行为和性关系方式。干预

的目的是通过实施一系列干预措施，促进该人群改变危险的性行为和享有安全的

性关系，从而遏制艾滋在 MSM 人群中的流行与蔓延。 
（一）网络干预的主要内容 
通过网络宣传，促使干预对象的高危性行为发生改变—— 
◎ 通过网络干预使 MSM 人群正确知晓艾滋病知识，并对艾滋知识的相关问题

引起充分重视； 
◎ 通过网络干预发掘隐蔽 MSM 人群； 
◎ 通过网络干预及交流促进行为改变； 
◎ 通过网络干预使社区 MSM 人群思想自我认同； 
◎ 通过网络干预减轻 MSM 人群心理压力； 
◎ 通过网络干预动员 MSM 人群 VCT 咨询检测 
（二）网络干预的基本原则 
1、保密：对于朋友或工作对象所面临的问题应予以保密。你可以用你工作中或

社交活动中所认识的人作为列子，但要确保你谈话的对象不会知道他们是谁。

保密对于维持工作对象的信任十分重要。 
2、尊重：永远接受你谈话的对象——即使他们并不相信你说的，拒绝接受你的

建议或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不要评价他们。 
3、匿名：如果你谈话的对象不希望透露他的姓名、年龄或其他私人信息，不应

强求。要尊重他的隐私权！ 
4、善良：在与你的工作对象或朋友交谈时，要时刻记住为他的最大利益着想。 
5、减少伤害：你的目标是降低你的朋友或工作对象感染艾滋病或性传播疾病的

风险——不要指望他从一开始就采取较安全性行为。这是需要时间和努力的；

一般人是逐渐进步，最终采取较安全的行为方式。 
6、贴切：尽量根据工作对象/朋友的需求来授以信息、支持和技巧。不要永远重

复同样的信息，尝试估计你的朋友或者工作对象正处于行为改变的哪一个阶

段。 
7、职业道德：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希望成为朋友或发生性关系的人，也不要在

工作期间这么做。在工作时间里，你代表的是你所加入的组织，所以不应该

挑逗别人。也不应该利用你的工作身份来获取工作对象的电话号码或住址。 
8、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提供错误信息还不如没有提供信息。告诉别人你

不知道某个问题答案，稍后才能为他解答，这是可以的。 
9、通过工作对象的社交圈传播信息：鼓励工作对象和同伴们未雨绸繆地教导、

影响自己的朋友改变行为、预防艾滋病。 
10、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要尽量把自己放在谈话对象的位置来考虑；努力理解

他要改变行为或得到治疗所面临的挑战，并帮助他克服。要有耐心，如果你的朋

友（尚）未遵从你的建议或故态复萌地涉入不安全的性行为，不要发火或泄气。 
11、记录你的工作成功：确保你通过保存记录、运用监督工作，记录了你的工作

成果，并让你的主管了解。这有助于你和你所参与的组织在长期工作中改进该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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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网络干预的准备 

针对 MSM 网络干预，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形式分析 

在开展干预工作之前，除了要对当地艾滋病疫情情况及艾滋病防治相关资源

有充分的了解之外，还要了解掌握 MSM 人群的以下信息： 
·MSM 人群的艾滋病感染危险、流行状况和发展趋势； 
·有关 MSM 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和已经开展的相关工作； 
·MSM 社群志愿者组织（小组）防治艾滋病工作的现状； 
·MSM 人群对行为干预活动的认识、需求以及参与状况； 
·MSM 人群的多元性行为方式、性关系方式和性活动方式； 
·社会对 MSM 的歧视，MSM 由此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 
（二）组织机构的准备工作 
1、组织机构的准备 
·建立组织、管理、协调当地 MSM 行为干预的工作平台，包括提供 VCT 服务、

性病诊治服务的技术工作平台和为 HIV 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提供治疗、关怀和

转介服务的支持平台。 
·建立专家网络，提供技术支持，做好计划、实施、督导和总结工作。 
·组织当地 MSM 人群中志愿者，建立网络（聊天室、论坛、QQ 群）开展工作。 
2、材料的准备 
·收集和完善符合 MSM 人群需要的行为干预材料； 
·网络问卷的开发材料； 
·进行反馈与评估的有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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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干预的实施 

网络干预的实施，工作人员应具有亲和力、耐心、语言表达能力强、交流技

巧、艾滋病/性病知识、VCT 咨询知识。也可在工作中灵活调整。 
（一）信息发布 
·利用当地小组的网络平台在网站、论坛、QQ 群、聊天室进行信息发布 
（二）发布内容 
·谈心：交流同志情感、自我认同、兴趣爱好、婚姻、家庭压力等等话题 
·信息传递：HIV/AIDS 基本知识、性病知识、VCT 咨询 
（三）讨论形式 
·问题、话题讨论：结合 MSM 人群的需求进行问题的称述，或选择一个固定的

话题进行讨论，当然在讨论中如果碰到新的话题也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

随时更改，配合社区人群一起讨论。 
·心理支持：在工作中倾听 MSM 人群的情感倾诉，并一同交流，可以共情但不

要同情，理解是最好的办法。 
·问卷：在网络干预的同时可以出一些问题来询问 MSM 人群，这样可以了解

MSM 人群对问题的认知度，你可以把错误答案和对的答案相应给出，看他们所

选择的是否正确，最后不管他们的回答是对是错，都应在把正确的答案公布，并

进行讲解。 
（四）转介 
1、VCT 服务工作准备 
·了解和尊重目标人群的需求； 
·掌握适应 MSM 人群特点的心理支持、咨询服务策略； 
·建立针对 MSM 人群的健康服务信息传播和转介的机制。 
2、VCT 的服务内容 
·健康教育、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咨询； 
·个人危险因素评估； 
·探讨行为改变的可能性及方法； 
·有关 HIV 抗体检测信息； 
·提供 HIV 抗体检测； 
·解释检测后阳性或阴性结果含义； 
·HIV 感染者的关怀和转介； 
·促进行为改变。 
3、性病诊疗服务 
·提供规范的性病诊疗服务，包括查体、实验室检测、诊断、治疗、健康教育、

促进安全套使用及感染者转介等； 
·提供 HIV、HBV 和 HCV 等抗体检测； 
·对性病诊治中发现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转介到可提供有效支持和诊疗

的机构。 
（五）原则 
·保密、尊重、匿名、善良、减少伤害、贴切、职业道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

知、通过工作对象的社交圈传播信息、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记录你的工作成果。 
（六）团队发展 
·培训：通过对志愿者的培训和信息交流，了解各自的工作特点和方法，具体分

工落实责任制，对行为干预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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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工作平台：搭建多部门参与的行为干预工作平台，支持、帮助、扶植社群

志愿者深入社群开展行为干预活动，扩大行为干预在目标人群中的覆盖率和影响

力。 
·完善工作机制：①建立健全以专业机构为主导，专业人员与 MSM 人群互动合

作的行为干预工作网络； 
               ②明确各方面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力； 
               ③制订干预活动各方面参与者的自我监督和互相监督机制； 
               ④建立促进 MSM 社群组织和个人广泛参与的机制，加强社群

志愿者的能力培养； 
               ⑤制订广泛覆盖 MSM 人群的行为干预策略和计划。 
 
 

 

 

 

 

 

网络干预活动评估及反馈 

（一）网络干预的目标 
通过网络干预使 MSM 人群正确知晓艾滋病知识，并对艾滋知识的相关问题引起

充分重视，发掘隐蔽 MSM 人群，通过交流促进行为改变及自我认同，减轻 MSM
人群心理压力，动员 MSM 人群进行 VCT 咨询检测，达到控制 HIV 在 MSM 人

群中传播的目标。 
（二）评估与反馈 
·评估：是对整个活动实施的过程、结果与影响做系统性定量调查、分析、与总

结。 
·反馈：是对活动实施中工作对象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收集，获取工作对象

的需求，从而改进往后的工作质量。 
1、评估与反馈的准备  
·每月召开小组工作列会，对整个网络干预情况提交书面报告，包括活动进展情

况介绍、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改进的意见和建议等。 
2、材料准备 
·干预活动或项目计划书 
·网络干预活动痕迹管理的信息和数据，包括： 

*技术文档记录：调查、访谈所收集的原始资料和撰写的报告； 
*聊天记录的剪切，进行资料存档 

*网络干预反馈信息收集表格的填写（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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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1981 年，全球首例艾滋病病例在美国的男性同性恋者中发现。在中国，

早发现的经性途径感染 HIV 的也是一名 MSM（北京，1989 年）①。 然而。这

一个案在当年并未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直到 2005 年，中国卫生部在其《中

国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报告指出，对 新疫情的评估结果显示，男男性

接触人群（英文简称 MSM②）已占到 7.3%。该报告同时指出，男男性接触人群

基数较大，危险性行为较普遍，将成为艾滋病流行的重点人群之一③。这份报告

的预测在后期的监测、评估和调查中得到了证实。2007 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

合评估报告（2007 年）》指出，性传播已成为中国 主要的艾滋病传播途径。在

5 万新发感染者中，性传播占 56.9% （异性性传播占 44.7%，男男性传播占

12.2%），超过了注射吸毒传播的 42%。此外，通过比较另外两项调查的结果发

现，全国通过同性性传播的新发感染比例从 2005 年的 0.4%④上升到 2009 年的

32.5%⑤。  

 

为了应对新的艾滋病流行特点，各级政府部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不

同地区尝试开展 MSM 艾滋病干预工作。2008-2011 年，在国际艾滋病联盟中国

项目办（以下简称“联盟”）和云南省开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支持下，红河

关爱兄弟组在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中小型城市实施一个为期三年，针

对当地 MSM 的艾滋病干预项目。 

 

根据红河兄弟关爱组三年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其他相关文献，联盟开发了

这本培训手册，目的是帮助国内，尤其在中小型城市开展类似工作的政府机构和

MSM 小组开展培训活动，提高参训者对 MSM 艾滋病干预服务的认识、理解和

技能。 

 

                                                        
① 《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流行状况》，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2004 年 4 月 
②
 MSM 是英文 Male who Have Sex with Male, 其常见的中文翻译有：男男性接触人群、男男性行为者等。 

③
 报告全文在 http://www.chinacdc.cn/n272442/n272530/n272712/11271.html 

④
 A Joint Assessment of HIV/AIDS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Care in China (2007), SCAWCO/UNTG on 

AIDS in China. 
⑤
 中国 UNGASS 国家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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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中的内容仅供参考，培训员可依据各自的培训需求删减或增加。 
 

第一章：以同伴为核心的 

艾滋病干预 
 
目标： 

 使参训人员熟悉和掌握同伴教育的基本知识； 
 增强他们对以同伴为核心的艾滋病干预工作的认识和理解； 

 
建议时间：1 小时 30 分钟 
 
课程设计： 

序号 内容 方法 建议 
时间 

1 同伴教育的基本知识 讲课、提问、分享、

讨论 
30 分钟  

2 如何在中小城市建立以同伴为核心

的艾滋病干预工作 
讲课、提问、回答 1 小时 

 
给培训员的建议 

 
活动 1: 同伴教育的基本知识 

 在介绍同伴教育知识前，培训员可先邀请 3-5 个参训者分享他们的相关经验，

分享内容可包括以下： 
 什么是同伴？ 
 什么是同伴教育？ 
 为什么要把同伴教育运用在艾滋病干预工作中？ 
 如果你是一个同伴教员，请分享在做同伴教育的过程中，你学习到了什

么，感受 深的是什么？ 
 分享结束后，鼓励其他参训人员对已分享的内容提问或发表感想，然后由培

训员做简单的总结。 
 介绍同伴教育的基本知识。（参考资料详见 1-CK1） 

 
活动 2: 如何在中小城市建立以同伴为核心的艾滋病干预工作 

 向参训者说明，本节内容是根据红河兄弟关爱组在云南省红河州的实践经验

而设计的。红河兄弟关爱组是红河州第一个由当地 MSM 人群自发成立的，专

门为当地男同性恋者服务的公益组织。关爱组的所有全职、兼职员工和志愿

者均来自于当地 MSM 社区。他们在接受了艾滋病相关的同伴教育之后，成

为同伴教员，为 MSM 群体提供艾滋病自愿咨询和检测、培训、外展和网络

干预等服务。 
 讲解建立以同伴为核心的艾滋病干预工作的主要步骤和内容。（参考 1-CK2） 

 讲解完毕后，邀请参训人员提问、发表感想并讨论。 

5



 

6 

参 考 资 料 

1-CK1：同伴教育的基本知识⑥  
1. 同伴教育概述 
同伴教育，英文名称 Peer Education。在英语术语中，“同伴（peer）”就是“身份相

同的人；属于相同社会群体的人，尤其在年龄、等级或社会地位方面等同”。而“教
育(education)”关系到“发展（development）”、“培训(training)”，或者对既定的人或事

物的“见解(persuasion)”、或者教育带来的“知识(knowledge)”（韦伯大字典，1985
年）。 
 
同伴教育发源于澳大利亚，流行于西方国家。它是先对有影响力的个体进行有目

的的培训，通过他们与自己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和兴趣爱好相近的人分享信息、

观念或者行为技能，以实现某种交流和教育目标。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同伴教

育已被广泛用于公共健康的很多领域，包括：营养教育、家庭计划、和预防暴力

等。近年来众多的国际公众健康文献同伴表明：同伴教育在艾滋病预防领域的运

用尤为突出。 
 
同伴教育主要采用小组讨论，游戏，角色扮演等参与性强和互动性强的方式进行

培训。参与的人主要是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相近的同伴和朋友。在同

伴教育的培训中，侧重于态度的讨论和技能的培训，而不是知识的传授。其中主

持人的角色不是老师，而是话题讨论的引导者，启发大家就共同关心的话题提出

建议。主持人侧重正确知识和核心信息的传达，而不将知识的讲解做为重点。 
 
2. 同伴教育的特点 
同伴教育的特点是尊重、平等、形式活泼和参与性强，其核心是交流，目的不是

要教会别人什么，而是在彼此讨论之后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改变态度。同伴

教育既可以采取群体游戏讨论的方式，也可以是一对一地聊天谈心。 
 
通过灵活轻松的游戏和自由深入讨论能使参与者坦然面对来自爱情、性、艾滋病、

歧视，以及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在性行为和健康方面做出安全的、负责任的决定，

并在以后向其他知识背景、兴趣爱好相近的同伴和朋友传播所学到的信息。 
 
3. 同伴教育的类型 
正规同伴教育 
每期同伴教育培训围绕具体的问题按计划举办，一般以分组的方式，有固定的活

动和目标。在一个小组内，同伴教育者以教育者的身份出现。 
 
非正规的同伴教育 
这种指的是同伴教育在朋友、社会群体和网络中进行。同伴教育者以同伴的身份

告诉朋友自己在培训中学到的某些内容或问题，这些话题没有事前的组织或计

划，可以从一个特定的问题开始，讨论可以在午餐时间、朋友聚会时、在宿舍、

家里等任何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进行。 

                                                        
⑥ 源自 http://www.hudong.com/wiki/%E5%90%8C%E4%BC%B4%E6%95%99%E8%82%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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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K2：建立以同伴为核心的艾滋病干预服务模式 

根据红河兄弟关爱组三年（2008-2011）的实践经验，建立一个以同伴为核心的，

针对 MSM 的艾滋病干预模式应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了解需求 
 实施一项社区参与式评估，以了解当地 MSM 人群的生活现状、社会关系、心

理压力、艾滋病知识和性行为方式等情况。参与评估的人数应不少于 30 人，

可由当地的 MSM 小组邀请他们参与评估活动。（评估细节参见附件 1 - 由红

河兄弟关爱组撰写的红河州 MSM 参与式社区评估工作报告）； 
 如果可能，参考其他组织对本地 MSM 人群进行的行为监测和行为调查报告，

从而对这一人群有更全面的了解； 
 根据社区参与式评估的结果，同时参考其他组织的相关报告和文献，确定当

地 MSM 人群的主要需求和行为特点。 
 

第二步：确定服务内容 

 根据 MSM 人群的需求，确定服务内容。例如：红河关爱组根据其参与式社

区评估的结果，同时参考国际人口服务组织发表的一份相关调查报告，确定

当地 MSM 人群主要有两项需求：健康需求（艾滋病知识、技能和艾滋病自

愿咨询和检测服务）和情感需求。鉴于此，关爱组为当地 MSM 人群设计了

5 项服务内容：VCT、实地外展、网络干预、集体活动和培训。如下图： 

 
健康需求

情感需求

 
VCT 

 实地 
 外展 

 
培训 

 集体 
 活动 

 网络 
 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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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能力评估和能力建设 

 根据服务内容，对提供服务的 MSM 小组做能力评估。需要注意的是，能力评

估的范围不仅仅是小组的服务能力，还应包括其机构能力。因为，要想提供

优质且具有可持续性的服务，服务提供方必须具备相应的机构能力，包括：

机构战略、行政、人事和财务能力等，以及项目管理能力；如何做这样的评

估，请参考由国际艾滋病联盟开发的《社区小组参与式能力评估工具》⑦ 
 通过能力评估，若发现小组在机构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方面还有

欠缺，应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能力建设活动。例如：为了增强红河兄弟关

爱组的机构能力，国际艾滋病联盟在 2008 年为关爱组提供了一系列的培训，

内容涉及：组织架构、组织愿景和使命、财务管理等，并在培训后协助关爱

组制定了组织的使命、愿景、管理章程、财务管理制度、组织人员结构图等。

在增强关爱组的项目管理和服务能力方面，联盟从 2008 至 2011 年为其提供

了多次培训，内容包括：性病和艾滋病的基本知识、VCT 服务技能、MSM
人群的心理辅导和交流、外展及同伴教育、志愿者管理、HIV 感染者的服务

与管理、主持技巧、沟通技巧，以及信息收集与分析等等。此外，联盟还为

关爱组成员提供一次实地参观和学习的机会，地点在四川成都，学习对象是

国内在 MSM 艾滋病干预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四川省防治性病艾滋病协会和

成都同乐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第四步：提供服务 

 为当地 MSM 人群提供服务，并对服务内容进行监测和评估； 
 可邀请积极性较高的 MSM 参与一些活动的策划、实施和评估，向他们收集好

的创意和点子，增强他们对活动的拥有感；此外，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同伴教

育，使他们成为同伴教员，为更多的 MSM 提供服务； 

 依据小组的实践经验，开发服务手册或实施指南，如：红河关爱组曾依据自

己的服务经验，开发了《VCT 服务手册》和《MSM 网络干预实施指南》，并

将这些手册与其他做类似工作的机构和个人分享。 

                                                        
⑦ 该工具的全文详见 http://www.chain.net.cn/document/2010091415263215631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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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艾滋病和性病基本知识 
 
 
目标：增强参训人员对性病和艾滋病的了解 
 
建议时间：80 分钟 
 
课程设计： 

序号 活动 方法 建议 
时间 

1 介绍艾滋病和艾滋病的基本知识 讲课、提问、讨论 80 分钟 

 
 
 

给培训员的建议 
 
活动 1: 介绍艾滋病和性病的基本知识 

 本节介绍的知识要点如下，培训员可参考 2-CK1 制作讲课幻灯片 
 什么是 HIV？ 
 HIV 与艾滋病的区别和联系 
 HIV 的传播渠道及预防措施 
 什么是性病？ 
 性病有哪些症状？ 
 性病与 HIV 的区别和联系 
 性病的预防措施 

 如果参训者在培训前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艾滋病和性病知识，那培训员在介绍

这些知识要点时，可采用提问加回答的方式。如：培训员首先提出问题，“什

么是 HIV”，待部分参训人员回答了该问题后，再给出事先准备好的建议性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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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资 料 

 
2-CK1：艾滋病的基本知识⑧ 
 

一、HIV 简介 

HIV 是一种病毒。 
病毒是被包裹在一层膜内的一点遗传材料（DNA 或 RNA），小到肉眼不可见。

人类病毒有很多不同类型，不是所有病毒都以同样的方式侵袭我们。例如，流行

性感冒是由流感病毒造成的，当我们咳嗽或者打喷嚏时，流感病毒通过空气传播。

还有一些病毒是通过食物传播的，能引起胃部不适。HIV 也是一种病毒，可能

导致艾滋病和死亡；它经由血液、精液、母乳和阴道液(亦称体液)传播。幸运的

是，HIV 不像流感那样容易传播，并且它的传染是可以预防的。也应该了解，

HIV 不能存活于人体之外。 
 

 
 
什么是 HIV？HIV 有何作用？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是一种病毒，能慢慢削弱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人体

对疾病的抵抗力称作免疫应答，受控于人体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之

一是血液中的防御细胞，称为白血球，其中包括 CD4 细胞（一种白血球亚型）。

HIV 通过破坏这些通常能消灭进入人体的疾病和感染的细胞（CD4），来攻击人

的免疫系统。在一段时间以后，当 HIV 持续而缓慢地攻击白血球，免疫系统

终会停止正常的运作。结果，那些通常很少能成功袭击人体的疾病和传染病将乘

虚而入。受 HIV 传染的人，会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彻底瘫痪而死于各种病因；

袭击免疫系统的进程可能持续多年，即便受感染的人没有任何疾病的症状，也是

具有传染性的，能够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图示：HIV 病毒 
 
什么是艾滋病？ 
艾滋病的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综合征是一组常一起出现的各种疾病症
                                                        
⑧ 摘自《同伴和外展教育工作者参考手册》，20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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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就艾滋病而言，这些症状是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结果。当免疫系统被 HIV 损
害严重（即没有足够的 CD4 细胞剩下）时，免疫系统将变得不能防御某些机会

性感染和肿瘤，这些被称为 HIV 相关疾病。这时候，病人开始容易患上更多疾

病，包括结核病、肺炎及某些癌症。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疾病的是，艾滋病病人可

能出现不同的临床问题，视乎他们具体的机会性感染而定。正因如此，艾滋病不

能由单一症状或体征做出断言，而只能由医生来诊断。 
 
HIV 和艾滋病的区别 
一个人感染了 HIV 以后，他可能会自我感觉良好，看上去也像其他人一样健康。

在没有接受治疗的情况下，而且 HIV 持续地攻击了免疫系统以后，感染者会出

现其他疾病和症状，并且变得严重虚弱；HIV 感染这时已经发展到称为艾滋病

的阶段。 
 
我们不能光靠外表和感觉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携带 HIV。感染者本人可能也不会

察觉到任何不适，或觉得自己生病了，并且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表现出

任何疾病的体征。此阶段的感染称为“无症状期”。当 HIV 继续逐步地破坏免疫

系统，这个人可能会发展出与 HIV 感染相关的疾病。当多种特定的疾病一起发

病，就意味着 HIV 感染已经进入“发病期”，成为明显的艾滋病。如果一个人进

入 HIV 发病期，却没有获得药物治疗、关怀和支持的话，那么他极可能 终死

于艾滋病。 
 
有时候，人们不知道自己已感染 HIV 而如常生活。所以我们不难明白，他们是

怎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 HIV 传给其他人的。HIV 还使人们更容易感染其他性

传播疾病。 
 
HIV 感染者多久会发展到艾滋病阶段？ 
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多年，可能是感染 HIV 后的 3-10 年， 常见的是 9-1 0 年，

取决于携带者的身体素质、心态和其他因素，包括感染者本人得到支持的程度，

以及生活是否健康（是否有充足的休息、运动，是否摄入适当营养，是否心态平

和）。不过，随着 HIV 治疗的覆盖面越来越广，HIV 感染者如果能够在医生监护

的情况下坚持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进行治疗 
 
艾滋病病人可以活多久？ 
一个已经进入艾滋病发病期的人，在没有良好的药物和医疗手段的情况下，通常

是活不过一年的。但是，如果得到医疗处理和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他的生命和

健康可以延长多年。随着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覆盖面扩大，更多的艾滋病病人成

功降低了 HIV 水平，他们的免疫系统得到恢复，回到了 HIV 感染的无症状阶

段。 
 
可以从外表判断一个人是否携带 HIV 吗？ 
我们不能从外在特征或症状判断一个人是否携带 HIV。只有一些临床检测（比

如血液检测）能诊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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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会感染 HIV？ 
任何因参与风险行为而接触病毒的人都可能感染 HIV！许多人以为，那些身材

丰满、外表健康或者社会地位高的人不会携带 HIV，或者认为只有穷人、性工

作者、吸毒者才会感染 HIV，其实不然。病毒并不知道人们的地位高低、身材

胖瘦。HIV 是通过行为而传播的，凡是参与这些行为的人都有接触 HIV 的风险，

都有可能感染。这与社会地位、外表、年龄、性别、性倾向、受教育水平、职业、

种族或者其他任何因素都没有关系。唯一的例外是婴儿，他们虽然没有参与任何

风险行为，却有可能从 HIV 阳性的母亲那里感染。 
 
哪些体液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HIV？ 
可能含有并可以传播 HIV 的体液包括： 

 血液   
 精液/精子 
 阴道液 
 母乳 

 
 

二、HIV 及其传播和预防 

HIV 是如何传播的？ 
HIV 病毒要传播，第 2 章所提到的 HIV 感染者的四种体液（即血液、精液、阴

道液、母乳）之一必须进入未受 HIV 感染的人体中，而即便这种情况发生了，

感染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不会是 100％的确定（见下表）。 
 
HIV 有效率的传播方式，是受 HIV 感染的血液直接进入未感染者的血液中，

如与感染者共用针具，又如接受被 HIV 感染的血液输入。 
 
HIV 也能通过性传播。 容易传播 HIV 的性行为是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之间的无

保护肛交行为。无保护的阴道交同样存在风险。通过口交传染 HIV 的可能性很

小，除非口腔问题导致了牙龈出血或肿痛。但是，口交传染性病的风险很高。在

肛交、口交或者阴道交中，接受插入的一方比插入方有更高的感染风险。但是，

这并不代表插入方或插入行为有任何安全保证！ 
 
HIV 还能通过已感染的母亲在怀孕、生产或哺乳的时候传染给孩子。  
 
HIV 能通过肛交传播吗？ 
能。直肠组织非常脆弱，在肛交过程中容易出现破损和撕裂，因此给性病和 HIV 
通过插入方的精液进入血液循环提供了入口——当然这是在性行为没有保护的

情形下。所以肛交是一种容易感染性病和 HIV 的高风险行为。被插入方比插入

方风险更高，不过插入方同样是可能被传染的！ 
 
HIV 能通过阴道交传播吗？ 
能。阴道交传染的机会比肛交小一些，但是世界上许多地方，通过阴道交传播是 
HIV 传播的 普遍方式。男性感染者传染给未感染的女性，比女性感染者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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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未感染的男性的几率要高，因为阴道中 HIV 可以穿透的部位，比阴茎末端的

面积要大。不过，男性依然可能通过阴道交从女方感染 HIV！ 
 
HIV 能通过口交传播吗？ 
能，有证据表明 HIV 能通过口交传播。不过，口交传播的几率极低。一般认为，

如果口腔内有伤口或者牙龈出血，那么传播的可能性会较大。接受方比插入方的

风险更大（虽然插入方也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被传染）。然而，其他性病如衣原体、

淋病、疱疹、梅毒等都是能通过口交传播的。 
 
为什么通过口交传播 HIV 不会那么容易？ 
发生 HIV 感染时，HIV 必须通过上文提到的体液（即血液、精液、阴道液和母

乳）之一进入未感染者的身体。口交时，HIV 很难进入人体，因为病毒只能在 
口腔中停留很短的时间，然后很可能会被胃酸杀死。为了安全起见，建议不要让

精液进入口腔。 
 
HIV 会通过接吻、拥抱传播吗？ 
不会，因为这些行为不可能导致感染者的血液或精液进入一个未感染的人体之

中。 
 
HIV 会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吗？ 
不会。HIV 在人体外存活时间很短。另外，蚊子并不把血液注入另一个人的身

体，而是吸出来就“吃了”。HIV 的 H 代表的是人类（human），意思是这个病

毒只能在人体中生存。 
 
和 HIV 感染者在同一间浴室洗澡会感染 HIV 吗？ 
不会。因为在浴室中没有感染者的体液进入到未感染者的身体内。 
 
和感染者共用牙刷会传染 HIV 吗？ 
不会。在家居环境下（没有性接触和共用针具）传染 HIV 几乎是不可能的。HIV 
在人体外不能存活很久。病毒离开一名感染者的身体到了人体外，必须找到一种

方式进入一个未感染的家人的身体，才可能发生传播。如果不发生性行为也不共

用针具的话，很难想象会有这种机会。 
 
共用剃须刀或其他利器会传播 HIV 吗？ 
理论上，如果利器上残留有鲜血，而刚好有未感染的人被该工具割伤，传播是可

能的。不过在现实中，这种传播方式还闻所未闻。为了保险起见， 好建议感染

者不要和其他人共用剃须刀。 
 
如何预防感染 HIV？ 
HIV 感染后是无法治愈的，所以预防才如此重要。以下是一些可供选择的措施： 
避免性行为（阴道交、口交、肛交）。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不切实际。性是生活

的一部分，我们都喜欢性生活，这没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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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选择性生活，那么可以： 
a. 只和一个人有性行为——不要有多个性伴。鼓励自己和伴侣接受 HIV 检
测，尤其如果你们想进行无保护的性行为，更要进行 HIV 检测； 
b. 每次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和水性润滑剂，尤其在肛交、阴道交的时

候； 
c. 如果你和不止一个人发生性行为，那么你可以用来降低风险的策略有： 

i. 减少性伴的人数和性邂逅的次数； 
ii. 减少或限制性行为的方式——更多进行口交、相互手交、股交、身体摩

擦和拥抱，少进行肛交； 
iii. 每次肛交或阴道交时，都使用安全套和水性润滑剂。 

  d. 对性伴坦诚地公开自己的性经历和性健康状况。 
 
如果你使用毒品，也不要和别人共用针具。 
 
“救命！昨晚发生了无保护的性行为，我是不是感染 HIV 了？” 
在你的工作中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鼓励朋友或工作对象坚持采取安全性行为

固然重要，但有时候，人们的行为会增加他们的感染风险——也许喝醉了，也许

在毒品作用下异常兴奋，也许有人给他们一大笔钱要求不用安全套性交，或者也

许性交的时候太兴奋。有时候，人们面对一个较强势的性伴，无法说服他采取安

全性行为；有时候，性行为实际上是强迫发生的。你需要了解清楚为什么没有使

用安全套，或者为什么安全套会破裂，以通过传授正确的信息和技巧，来避免重

蹈覆辙。工作对象是否使用了类型不对的润滑剂？安全套是否太旧（过期）了？

等等。 
 
你应该和工作对象坐下来，解释给他们听，无保护的性交意味着给了 HIV 一个

进入自己身体的机会，而不是进入的保证。 
第一，当然得看性伴是否已经感染了 HIV。这点几乎不可能核实，除非他非常

明确地告诉了你的工作对象。 
第二，如果性伴已感染 HIV，那么传播的几率会部分地取决于病毒载量，而病

毒载量的多少，又取决于感染时间的长短。 
第三，还与是否双方或一方患其他性病有关。性病会让 HIV 更可能传播。 
第四，与工作对象昨晚的性方式有关系。比如，是否有肛交或口交，是否在体内

射精，是否让前列腺液进入了对方的身体。 
第五，与是否使用了足够的润滑剂也有关，足够的润滑能降低出血和撕裂的几率。 
播和预防。 
 
可能还与性器官的生理特点有关——即阴茎的尺寸、直肠的舒张性（部分取决于

性经验和性技巧）。 
 
可信的研究⑨在将所有这些因素考虑在内以后，估计如果有一万人接受了受 HIV
感染的血液的输入（比如发生事故后），其中九千人会被 HIV 感染——每次输

                                                        
⑨ Griensven F van, Thanprasertsuk S, Jammaroeng R, Manserg G, Naorat S, Jenkins RA, Ungchusak K, 
Phanuphak P, Tappero JW and Bangkok MSM Study Group., Evidence of a previously undocumented epidemic of 
HIV infection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Bangkok, Thailand. AIDS 2005, 19:52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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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的传播效率高达 90％。然而，如果有一万人被一个感染 HIV 的男性无保护地

肛交插入，估计 50 人会被 HIV 感染（每次性行为的传播效率为 0.5％）。这说

明如果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哪怕对方是 HIV 感染者，也并不一定意味已被

感染。不安全性行为代表被感染的机会。 
 
传播的几率如下表所示。我们假定每次有一万人与某个 HIV 感染源之间发生了

某种行为，右栏的数字就是估计的感染个数。记住，尽管有些几率可能看起来小

得惊人，但是许多人的性行为是很频繁的，而且，这些微小的几率到底造成了一

些亚洲城市 15－28％的 HIV 流行率。买彩票中奖的几率也很微小，但每个星期

都有几百人中奖！ 
 
各种暴露途径的每次风险行为感染 HIV 的几率表⑩ 

 
 
警告 
以上信息极具敏感性，公共卫生专家一般不提供给公众知晓，以防有人认为：才

0.5％的几率？我宁可冒险了……请将该信息仅仅用于帮助有过不安全性行为的

人分析风险度，绝对不要用作你和伴侣的预防策略！ 
 
也请注意，这些仅仅是每次性行为的几率。如果每周或每月好几次发生性行为，

感染的几率就叠加了！在曼谷，2005 年的一项调查 发现，在经常光顾娱乐场所

的男男性接触者中，28％的人是 HIV 阳性。 
 
在其他几个亚洲城市里，研究发现感染率超过了 5％。 

                                                        
⑩ See European Study Group on Heterosexual Transmission of HIV (1992). "Comparison of female to male and 
male to female transmission of HIV in 563 stable couples". BMJ. 304 (6830): 809-813. PubMed and Varghese, B., 
Maher, J. E., Peterman, T. A., Branson, B. M. and Steketee, R. W. (2002). "Reducing the risk of sexual HIV 
transmission: quantifying the per-act risk for HIV on the basis of choice of partner, sex act, and condom use". Sex. 
Transm. Dis. 29 (1): 38-43. Pub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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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传播疾病及其传播的可能和不可能情况11 

 
什么是性传播疾病？ 
性传播疾病又称性传播感染、性病，是通过人类之间的性接触（阴道交，口交，

或肛交）进行传播的一种疾病或感染。有些性传播疾病还可以通过母体传给婴儿，

并通过共用注射器具进行传播。性传播疾病与一个被称作生殖道感染的更为广泛

的感染种类有所交叠。 
 
性传播疾病的症状是什么？ 
这因性传播疾病的种类而异。性传播疾病可能会导致生殖器官本身出现症状，也

可能在阴道、阴茎或肛门周围的皮肤出现症状。性传播疾病也可能引发整个人体

系统的症状，导致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出现问题。其他的性传播疾病（例如衣原体、

淋病、人类乳头瘤病毒、乙型肝炎，以及生殖器疱疹）往往不会出现任何症状。

所以，无症状的感染者可能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感染；虽然如此，他们对其他人

来说仍然可能具有传染性。 
 
性传播疾病的症状包括： 

 尿频。这也可能是膀胱感染的症状之一。 
 在阴茎或肛门出现溃疡或疮。 
 腹股沟周围或屁股之间瘙痒。 
 阴茎流脓，和/或小便疼痛。 

 
为什么我们应当留心那些无症状的性传播疾病？ 
无症状的性传播疾病可以传染给他人并导致严重的并发症，尤其在感染者没有获

得治疗的时候。一个患有性传播疾病的人，感染其他性病的风险也会更高。 
 
为什么性传播疾病与 HIV 的预防有关？ 
首先，因为性传播疾病的传播方式与 HIV 极为相似。而那些患有性传播疾病而

不去治疗的人，也更容易感染 HIV 并将 HIV 传播给他人。 
 
为什么患有性传播疾病的人会更易感染或传播 HIV？ 
性传播疾病往往在口腔、肛门或阴茎上引起生疮、损伤或擦伤，这为 HIV 感染

提供了方便的“入口”。总之，在接触到病毒的情况下，性传播疾病的患者更易

感染 HIV。 
 
HIV 和性传播疾病的区别是什么？ 
其实 HIV 也是一种性传播疾病。它属于性传播疾病中既可以通过性途径，又可

以通过其他途径传播的那一类（就是说可以通过共用针具或注射器感染，通过输

入被 HIV 污染的血液感染，或通过一个感染 HIV 的母亲传染给她的新生儿，

这一类性传播疾病的另一个例子是乙型肝炎）。其余类型的性传播疾病则只能通

过性途径传播。 
 
                                                        
11 来源：SQWISI PowerPoint 演示文稿，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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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疾病能否根治？ 
由细菌引发的性传播疾病能够用医药根治，通常是在医护人员监督下使用抗生

素。目前还无法根治诸如 HIV、HPV、肝炎和疱疹这一类病毒性的性传播疾病。 
避免有风险的性行为，可以减小感染性传播疾病的风险。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减

少风险： 
• 在口交、肛交、阴道交中使用安全套。 
• 使用水性润滑剂，尤其是在肛交的时候。 
• 减少性伴人数。 
• 如果你 近接受过或正在接受某种性传播疾病的治疗，你就必须确保你的性伴

也接受治  疗， 以此来避免再次感染。性伴即使没有任何症状，也应当接受治

疗。 
• 不要共用性玩具——如果共用，在你每一次和不同的伴侣使用它们的时候，都

必须在外面 罩一个新的安全套。 
• 保持生殖器卫生。  
 
怎样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感染性传播疾病？ 
性传播疾病可能有症状，也可能没有症状。如果没有明显症状，你确认自己是否

感染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性病门诊进行检测。 
 
如何自检性传播疾病？ 
定期检查你的生殖器和肛门部位有没有性病的迹象，这是一分钟之内就能做到

的。这种检查也同样适用于查出其他不适，如皮疹和内嵌毛。做法如下： 
1. 带上一面小镜子。找一个私密的地方，脱去全身衣物。 
2. 检查你的全身，尤其是那些有性接触的部位。在你的阴茎、肛门或睾丸及其

周围，是否有任何疮、水疱、皮疹、瘙痒、红斑、肿粒、异味或分泌液？ 
• 托起睾丸，查看底下。 
• 如果你没有割过包皮，应将包皮上翻。 
• 查看你的肛门与睾丸之间的区域。 
• 仔细检查你的阴毛，查看是否有微小的虫卵、肿块或虱虫（比如阴虱） 
• 轻轻挤压你的阴茎，查看是否泌出现有异味或呈奶油色的液体（注意，男性这

样做时常会出现一点分泌物，分泌本身并不意味着你患有性传播疾病。） 
3. 如果你查出性传播疾病的迹象，就应当立即去性病门诊就医！大部分城市都能

获得友善而保密的性病医疗服务。 
 
阴茎卫生小提示： 

 保持生殖器的清洁和健康十分重要，尤其是对保留包皮的男性来说。 
 生殖器应当每天用温和的肥皂和水清洗。 
 避免使用强力或香味浓烈的肥皂，因为它们可能刺激阴茎。 
 清洗后，应该擦干包皮底下。 好不要任其潮湿，因为这会助长细菌的滋生。 
 在性交前后都排出尿液。这样可以避免感染深入阴茎。 
 定期自检生殖器，查看有无疮、肿块、分泌物或寄生虫。 
 如果安全套导致龟头受摩擦，可以试着在安全套内面涂抹一些润滑剂，但不

要过量， 以免安全套可能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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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性传播疾病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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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艾滋病自愿咨询和检测

（VCT） 
 
 
目标：增强参训人员对 VCT 服务的理解，并提高他们为 MSM 人群提供 VCT 服

务的技能； 
 
建议时间：3 小时 
 
课程设计： 

序号 活动 方法 建议 
时间 

1 介绍 VCT 的基本知识 讲课、提问、讨论 20  
2 如何在中小城市针对 MSM 开展

VCT 服务 
讲课、提问、回答 1 小时 

3 VCT 案例分享和讨论 案例分享、讨论 40 
4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讨论 1 小时 

 
 
 

给培训员的建议 
 
活动 1: 介绍 VCT 的基本知识 

 如果参训者在培训前已经对 VCT 有一定的认识，甚至有提供 VCT 服务的经

验。那么，培训员在介绍 VCT 的基本知识时，可采用提问加回答的方式。

如：培训员首先提出问题，“什么是 VCT”，待部分参训人员回答了该问题后，

再给出建议性的答案。 
 本节介绍的 VCT 基本知识包括：什么是 VCT，以及 VCT 的目的和作用。（培

训员可参考 3-CK1 制作幻灯片）。 
 
活动 2：如何在中小城市针对 MSM 开展 VCT 服务 

 介绍近期的艾滋病流行特点。自 2007 年起，性传播已成为中国 主要的艾

滋病传播途径，MSM 人群也成为艾滋病流行的重点人群之一。2008-2009 年, 
在中国 61 个城市开展的 MSM 人群调查显示在大中城市的 MSM 人群平均艾

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经超过 5%。在西南地区的主要城市，例如: 贵阳、重庆、

昆明和成都，MSM 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更是超过了 10%;  
 为 MSM 人群提供 VCT 服务，有助于发现这个群体中的 HIV 感染者，并为

其提供后续的预防、治疗和关怀服务。本节培训将根据红河兄弟关爱组在云

南省红河州的实践经验，介绍如何在中小城市针对 MSM 人群开展 VCT 服务

（详细内容参见 3-C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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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3: VCT 案例分享和讨论 
 将提前准备好的 VCT 案例(详见 3-CK3)发给所有参训者，请他们认真阅读，

并思考以下四个问题： 
 这个案例给我的 直观感受是什么？ 
 在案例中，求询者的言谈举止是否具有代表性？ 
 在案例中，咨询员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不够好？ 
 如果你是本案的咨询员，你会采取不同的咨询方法吗？ 

 参训者有 5 分钟时间阅读案例，然后花 10 分钟思考以上四个问题。在思考

时，可以和就近座位的参训者小声讨论。 
 培训员邀请参与者就以上四个问题逐一进行讨论，并对每个问题的讨论结果

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活动 4：角色扮演 

 将参训人员分成若干组（每 3 名学员 1 组，分别担任咨询员、求询者和观察

员）； 
 鼓励参训人员根据自己的 VCT 服务经验，同时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确定自己将要扮演的角色的性格特征和行为举止； 
 介绍规则：1）角色扮演的准备时间为 5 分钟。若需要，可就地取材地寻找

一些辅助用具，以达到角色演练的目的；2）每个小组的角色扮演时间为 15
分钟。若提前完成，请示意培训员。 

 当所有小组的角色扮演都结束后，先请观察员发表反馈意见(例如咨询员在这

个练习中运用了哪些知识技能？如何运用的？效果怎样？有什么需要改进

之处等。主要对扮演咨询员的人进行评论)，然后请求询者和咨询员就他们在

这个练习中的感受谈一些看法。 
 提醒观察员在反馈时要注意以下 3 点： 

 实事求是，对咨询员的优点和不足之处要具体说明； 
 就事论事，不评判； 
 好能提出改进建议。 

 后由培训员点评并总结所学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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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资 料 

 
3-CK1：VCT 的基本知识12  
 
1. 什么是 VCT ?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HIV Voluntary Counseling & Testing，VCT）是指人们在经

过咨询后能够使他们对于艾滋病检测做出明智的选择的过程。这一决定必须完全

是求询者自己的选择，并且这一过程是完全保密的。 
 
自愿咨询检测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做检测，有些人可能仅仅是接受咨询。因此，

VCT 的咨询应包括检测前咨询、检测后咨询、预防性咨询、支持性咨询和特殊

需求咨询等。 
 
有资料证明，鼓励有危险行为的人进行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检测，并且在检测前

后为受检者提供咨询，不仅可以尽早发现、及时治疗和预防感染、为受检者（特

别是感染者）提供心理支持，而且还可以促使受检者减少危险行为，预防艾滋病

病毒（HIV）的传播。 
 
在过去的 10 年，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初主要用于对有症状的人作出是否感染

HIV 的诊断。近年来由于开发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采取了降低 HIV 感染的干

预措施，以及能明显降低 HIV 母婴传播的简便可行的方法，加之 HIV 检测费用

的逐步下降和检测方法的质量保证，在人群中（包括高危人群、脆弱人群和普通

人群）推行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也变得更加可行和迫切，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较

为可行的选择。此外，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是预防和关怀规划的组成部分。通过

开展 VCT 可以推进 HIV 疫情监测管理、强化预防措施、促进关怀支持工作的开

展。并反映出对 HIV 感染者管理、治疗和支持的变化以及在人群中减少 HIV 传

播的重要性。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为，开展艾滋病自愿咨询和检测服务是人们进入艾滋病预

防、治疗、心理社会支持和关怀工作的切入点（见下图），恰当地推动艾滋病自

愿咨询和检测有助于打破由恐惧、歧视导致的艾滋病流行的恶性循环，无论对个

人、家庭，还是对社区和社会都有积极的意义。 

                                                        
12 摘自《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实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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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上存在着对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歧视与偏见，受检者经常会担

心检测的负面影响（如失业、离婚等），也有的是不愿或无力支付检测费用。因

此，自愿咨询检测强调的是“自愿检测”和“保密”原则，不是强制检测。 
 
2.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目的是什么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目的是预防艾滋病传播、减少艾滋病对个人、家庭和社会

的影响及为那些打算进行 HIV 检测的人们提供心理情感上的支持。这包括帮助

他们做出是否进行检测的决定，以及在检测后提供支持和促使作出行为改变的决

定。具体有以下几点： 
 通过控制艾滋病新发病例、降低 HIV 血清阳转率、控制性病感染等措施减少

HIV 传播； 
 加强对重点人群（如 MSM、高危场所女性、静脉吸毒者等）HIV 感染的预

防工作，包括减少他们的危险行为，促进安全行为； 
 帮助受检者及早获得医疗、转诊、关怀等服务及其它方面的支持。例如提供

关于预防艾滋病性病及其他相关感染的信息，建议进行性病检查和治疗等； 
 为 HIV 检测阳性和阴性的高危人群提供必要的医药、预防、关怀和心理方面

的服务。例如感染者常因药物的毒副作用及抗药性等不能坚持治疗，要帮助

他们设法坚持或服从治疗，按时复查，接受医生的指导或建议等； 
 为已经感染 HIV 或高危的育龄妇女提供有关避孕、计划生育、围产期保健等

指导信息和建议； 
 提供 HIV 感染会增加结核病发生危险的相关信息，并指导进行结核病检查和

治疗。 
 

预防母婴

传播 

接受检测结果

采取相应措施 促进改变危

险行为，采取

安全行为

计 划 将 来 生 活

（将来家庭、孩

子照料、遗嘱等） 

计生避孕服务 

获得安全套（男

用或女用） 
早期发现并

治疗机会性

感染

性病预防、

筛查和治疗 

早期寻求医疗

服务（抗病毒治

疗、预防结核

等）

自愿咨询检测

与其它预防治

疗及支持工作

的联系 

反对、减少对

感染者歧视 

得到社会/社区 
其它支持机构 
或组织的帮助 为感染妇女

提供产科服

务

转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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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作用是什么 
许多 HIV 感染者在感染早期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治疗与照料，使得他们较

早地离开人世，增加了对他人、家庭、社会 HIV 传播的危险性（如不能及时预

防家庭内、性伴间和母婴传播；不能采用抗病毒治疗降低传染性等），这对预防

控制艾滋病十分不利。因此，开展 HIV 抗体检测可使感染者争取在早期就得到

他们应该得到的治疗与照料，有利于个人（延缓发病，提高生活质量）、有利于

家庭和社会（降低传染性及在社会上的传播）。 
 

在阻断 HIV 的母婴传播方面，及时开展咨询与筛查 HIV 更有重要意义。因为除

了可以采取避孕、中止妊娠等措施外，围产期给予抗病毒药物治疗、选择剖腹产

及人工喂养等可使母婴传播率显著下降。国际经验证明，在夫妇间开展艾滋病自

愿咨询检测，可使性伴中的危险性行为有效减少。在一些 HIV 感染已达一定水

平的地区，鼓励人们接受自愿咨询和检测服务还可减少新感染的发生，这是一项

投入少，效果好的预防措施，对预防控制艾滋病有重要作用。 
 
 

3-CK2：如何在中小城市针对 MSM 人群开展 VCT 服务 

1. VCT（自愿咨询检测）推广和宣传的方法与技巧 
首先要让目标人群了解 VCT 是什么，检测后的一些风险，当地的疫情 解释什么

是阴性，阴性以后的鼓励改变危险性行为；什么是阳性，检测出阳性后的一系列

关怀服务。 
 
1.1 目标人群活动场所 
可以在广场，公厕，酒吧外展和同伴教育过程中，通过一些 VCT 方面的宣传材

料，酒吧等场所也可以粘贴一些宣传海报，告诉目标人群 VCT 的好处以及检测

出阴性和阳性的一些后续服务。 
 
1.2 网络 
可以通过 QQ 群，网站，聊天室每星期定期的宣传或张贴一些关于本组织 VCT
的阳性预防服务，和感染者关怀。 
 
1.3 人际关系网 
通过一些目标人群一些活跃的小群体，进行滚雪球式的宣传，就象种子一样，1
个人宣传给其他 2 个人，在由其他 2 个人分别去给 4 个人宣传。 
 
1.4 咨询交流的技巧 

 求询者清楚和理解保密原则 
 真诚 热情 温柔和主动 
 导所需的信息，开放和封闭的问题 
 提供准确的信息 
 积极倾听  适时提问  善用沉默 

 
2. VCT 实施和步骤 — 检测前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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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破冰环节 
2.1.1 自我介绍：1）递名片，显示规范操作；2）介绍组织背景以及自己身份 
 
2.2.2 知情同意： 告知检测对象将在采血前进行咨询，获取对方同意 
 
2.2.3 肯定对方行为：对咨询对象选择到活动中心进行检测表示感谢 
 
2.2.4 了解检测背景：1）了解求询者是否进行过检测，如果是， 近一次检测时

间地点在哪？；2）了解求询者从何种渠道知道小组检测服务，由何人推荐来的？ 
3）在“初筛检测登记表”上备注推荐人姓名 
 
2.2 介绍中心检测程序和保密措施 
2.2.1 介绍检测程序 

 介绍中心提供咨询和方便采血服务，并不进行学样检测 
 强调学样送往开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 
 强调采血医生均为具备医师资格的医生 
 强调采血均使用一次性针具和医疗耗材 

 
2.2.2 介绍保密措施 

 中心咨询在独立封闭的房间，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过程保密 
 检测结果统一管理，只有相应的咨询员知道，结果保密 
 中心采取首问负责制，检测前咨询，结果告知及阳性检测结果保密，不

要告诉包括男朋友和转介人员在内的其他任何人 
 强调历年未发生过因小组原因造成的泄密 

 
2.2.3 解释窗口期 

 介绍窗口期概念 
 窗口期是指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到能够检测出相应的抗体这段时间，

一般为 6 周 
 
2.3 了解求询者艾滋病预防意识和知识 
2.3.1 介绍艾滋病的基本知识： 

 介绍艾滋病传播途径。艾滋病三大传播途径为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

传播；其共性为体液交换；男男性行为中精液，血液和前列腺会造成传

播，唾液，汗液和泪液不会造成传播。 
 介绍艾滋病致病机理艾滋病并不会直接导致死亡，而是通过破坏人体免

疫系统，使人体感染其他机会性感染，进而死亡。 
 介绍潜伏期概念潜伏期即从艾滋病病毒侵入人体起至开始出现临床症状

为止的时期，成为潜伏期。艾滋病潜伏期平均为 7—10 年，在潜伏期内

的感染者表现与健康人一样，但具有传染性。 
 
2.3.2 介绍开远市感染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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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了解咨询对象性行为状况 
2.4.1 了解性行为状况 

 了解求询者是否发生过口交或肛交行为 
 
2.4.2 介绍各种性行为危险程度 

 肛交易造成龟头或直肠内壁粘膜破裂，如果不使用安全套，即使在未出

血的情况下也容易造成体液交换，极易感染艾滋病 
 口交时会分泌前列腺液，如口腔内有破损、溃疡和牙龈出血可能会造成

体液交换，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患性病可能造成生殖器出现破损或溃疡，会极大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2.4.3 了解安全套使用情况 

 鼓励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求询者 
 鼓励保持单一的、经检测为阴性的性伴的求询者 
 说明正确使用安全套可防治艾滋病和部分性病 
 强调目前开远感染疫情 
 强调艾滋病潜伏期长，且潜伏期期间无明显症状 
 倡导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和水性润滑剂 

 
2.4.4 评估阳性结果接受程度 

 给求询者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会有什么反应 
 解释本次检测为初筛检测，可能出现假阳性 
 介绍艾滋病是可以控制、可以治疗的 
 及早检测，及早发现，及时接受治疗，可以有效的维持生命 

 
2.4.5 介绍中心阳性后续服务 

 介绍中心阳性后续服务流程 
 中心将为初筛阳性人员提供免费的确认检测服务 
 中心将为确认阳性人员提供免费的 CD4 检测服务 
 中心将为CD4细胞数低于 350的感染者联系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治疗 
 强调中心首问负责制，针对同一感染者的所有服务将有同一名咨询员提

供 
 
3. VCT 实施和步骤 — 结果告知检测后咨询 
3.1 阴性结果 

 告知阴性结果 
 解释阴性的结果意义。阴性意味着在检测时没被感染 
 再次确认求询者是否理解阴性结果的含义以及安全性行为的重要性 
 谈一下什么是“窗口期” 
 鼓励他以后坚持安全性行为并了解今后将如何保护自己不陷入危险中 

 
3.2 不相信结果 

 试图理解他为什么不相信结果的原因 
 帮助他告诉你为什么会认为检测结果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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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必要，把他转介到专业医务人员那获取信息 
 
3.3 阳性结果告知 

 把结果拿给求询者 
 解释阳性结果的含义。阳性意味着你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给感染者有足够的时间消化结果，保持沉默 
 稍后，试图给求询者一个机会表达他心情和他所关心的问题 
 跟进感染者提出的即刻关心的问题，如：我知道我要死了；我现在生病

了，生活将一片混乱；我怎么告诉身边的人我感染了   
 计划跟进感染者。在第一次检测后咨询中也许没有包括他所有关心的问

题，所以一个 24 小时的后续跟进是有必要的 
 与感染者计划咨询后他需要即刻见面的时间，评估是否有需要即刻和咨

询员见面的必要，见面后准备干什么 
 给感染者一些能马上得到的帮助资源，如：热线电话（艾滋病，自杀，

同志，相关的）包括工作人员的电话 
 给感染者有关感染艾滋病后如何生活的信息，如：医疗转介，支持小组，

心理变化，资料等多方面信息。 
 
4. 评估与反馈 
4.1 自我评估 

 可以通过小组每月例会，把检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拿出来和工作人

员分享 
 每季度整理一个案例分析，让其他工作人员提供更多的意见和建议 

4.2 随访 
 阴性随访，可以促进行为改变，安全性意识。 
 阳性随访，形式多种，可通过电话，见面等来了解感染者身体和心理状

况。 
 

3-CK3：VCT 案例
13
  

咨询时间：1999 年 7 月 

咨询地点：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999 年 7 月的一天，我正在咨询室坐班，一名年轻的男性走了进来。这名男子

看上去很紧张，从开始交谈到整个咨询的过程中，他的耳朵都在不时的闪动。 

 

我知道他是来寻求帮助的，但对咨询员很不信任。于是，我用非常友好的语气和

称呼询问是否可以帮助他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开始对话—— 

    (求询者：H,咨询员：I) 

H：我是来替一个朋友问问你们有关艾滋病的事。 

I：可以，你有什么不清楚的尽管问，而且我们的谈话是保密的。 

H：你对同性恋怎么看？ 

I：同性恋跟异性恋一样，是恋爱的双方对彼此的爱情，不一样的是异性恋

                                                        
13摘自《艾滋病咨询员访谈录》之上册 -《我在听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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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男女之间，而同性恋则是在男男或女女之间，怎么，您的朋友是同性恋？ 

H：是的，听说同性恋会感染艾滋病？ 

I：是啊，可也要看每次的具体行为方式和情况。 

 

谈话顺利进行，他的紧张情绪渐渐消除，坦白说实际所说的“朋友”就是“自己”，

从网上知道肛交会传染艾滋病后，担心自己被感染，在此之前对咨询犹豫再三，

并对咨询点作了几次考察，终于下决心来到这里。  

 

他告诉我，有一个自己十分喜欢的男友，并希望能与他厮守终身。可突然有一天，

其他的朋友告诉他，他的男朋友有很多性伙伴，有男有女，观察了几个月后，他

确认了朋友们告诉他的事实。他十分痛苦，因为自己一直希望能与自己相爱的人

有始终如一的爱情。 经过半年的感情煎熬，他终于与其他关心他的男性朋友们

发生了多次性关系，而且每次都不使用安全套。 

I：为什么不用安全套？ 

H：有什么好用的，在我们圈子里性行为很普遍，特别象我们这些情感受挫

的人，大家彼此同情，乱交的行为很普遍，谁会那么在乎用不用安全套。 

I：每次都不用吗？ 

H：不用。 

I：那每次出血吗？ 

H：有的时候也会出血？双方都出血，但有时候只是我出血。 

I：你对艾滋病怎么认识的？ 

H：我只知道同性恋会传染艾滋病。 

 

显而易见的是，他对相关知识缺乏全面而准确的了解。我对他的危险行为和艾滋

病的知识体系进行了评估，帮他分析确实存在感染 HIV 的危险，并讲解了艾滋病

传染的四个要素，与他一起认识他的行为的危险性，并指出乱性的危害和使用安

全套的价值。 

 

在这一过程中他对咨询员的信任渐渐增强，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状态——  

H：听你这么说，我确实不应该自暴自弃。 

I：是的，看样子你的心情好多了，那能不能告诉我，你的 后一次性行为

在什么时候？ 

H：应该在 3个月以前，因为这一段时间，我感觉很乏力，没有精神。 

 

接下去，我对他对检测结果的认识和应对阳性结果的能力进行了评估，并讲解了

结果的含义、安排检测事宜，预约检测后咨询并做好了准备。 

尽管还不知道这名男子将面临什么样的结果，但在我们面对面的交流中，我感觉

到了他从不信任到信任，从吞吞吐吐到直言相告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我的咨询是

一种莫大的肯定。在检测前咨询中，态度友好、保证谈话的隐私性、对同性性行

为的认同，对建立和谐的咨询关系，了解性行为细节，进行危险评估是十分重要

的。在检测前咨询中，与求询者讨论窗口期、检测结果的意义、将行为危险评估

与健康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并给予心理情感支持和认同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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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实地外展服务 
 
目标：增强参训人员对外展服务的理解，并提高他们在 MSM 场所提供外展服务

的技能； 
 
建议时间：2.5 小时 
 
课程设计： 

序号 活动 方法 建议 
时间 

1 介绍外展服务的基本知识 讲课、提问、讨论 1 小时 
2 小组活动: 制定外展活动计划 小组活动、讨论 1.5 小时 

 
 

给培训员的建议 
 
活动 1: 介绍外展服务的基本知识 

 外展服务是通过“走出去”的方式接触更多的 MSM 人群，并为其提供艾滋

病相关服务。本节讲解的主要内容如下，培训员可参考 4-CK1 制作幻灯片。 
 什么是外展服务？ 
 为什么要在 MSM 人群中开展外展服务？ 

 外展服务的内容和方式 

 准备和计划外展活动 

 外展活动的注意事项 
 如果参训者在培训前已经对外展服务有一定的认识，甚至有提供外展服务的

经验。那么，培训员在介绍上述内容时，可采用提问加回答的方式。如：培

训员首先向参训者提出问题，“什么是外展服务？”，待部分参训者回答了该

问题后，再给出事先准备好的建议性的答案。 
 
活动 2：小组活动 

 将参训人员分为 3-5 个小组。每组选一名主持人和一名汇报人。 
 根据活动 1 中介绍的准备和计划外展活动的具体内容，请各小组在 40 分钟

内讨论并制定一份外展活动的计划；外展活动的地点不限，可以是酒吧、公

园或桑拿等。 
 提醒各小组汇报人，她/他将代表小组向大组汇报其外展活动的计划，汇报时

间不超过 10 分钟； 
 请各小组汇报人分别就其外展工作计划做一个 10 分钟的介绍。在每组汇报

结束后，安排一个简短的（5 分钟左右）提问与回答的环节； 
 小组汇报结束后，大组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这些外展活动计划的可行性如何？如果可行性高，为什么？如果不高，

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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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计划对外展活动的实施有何影响？ 
 培训员总结大组讨论的结果。 

29



 

30 

参 考 资 料 

 
4-CK1：如何开展外展服务？14 
一、 什么是外展服务 

外展服务是由专业人员独自或依靠志愿者及社群中的媒介人士，到MSM聚集的场

所（如酒吧、公园、桑拿等），直接接触MSM，通过面对面交流、辅导、谈心和

服务，提供预防STD/AIDS知识等为其服务的信息，倡导安全性行为，从而促进行

为改变，达到健康发展的目的。 

 

二、 为什么要在MSM中开展外展服务 

MSM主动以其身份到相关的机构去寻求帮助或服务非常难。专业人员通常到活动

场所提供相关服务，同时推介进一步的活动或服务，会有良好的效果。 

 

三、MSM中开展外展活动的内容和方式 

1.外展的服务内容 

(1)提供宣传材料、安全套和润滑剂 

发放艾滋病相关的宣传材料、安全套和润滑剂是干预项目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

接触 MSM 的主要方式之一。可以利用这一方式和 MSM 聊天，讨论安全性行为和为

MSM 提供咨询。通过这些活动，达到促进 MSM 安全性行为的目的。 
 

(2)推介 

提供检测咨询服务，介绍获得安全套和润滑剂的渠道，以及获得医疗、社会帮助、

经济服务的印刷品的途径等，另外，外展人员还应阐述与服务机构的联系、机构

的授权等。 

 

(3)讨论高危行为 

外展接触时，首先要与对象建立相互信任，然后才可能开始讨论与性有关的高危

行为。外展人员需要告知服务对象自己来自于哪个组织，以表明外展活动是机构

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这样做有助于增强服务对象的信任感，同时促进组织的品

牌形象的建立。在讨论高危性行为时，应与服务对象的具体行为相联系，以帮助

其看到危险、做出针对性的决策。 

 

(4)解释降低危险的渠道及方式 

以安全行为层次图为框架让MSM理解不同的可选择的减少危害的对策，如：节欲

→避免有液交换的性活动→使用安全套。应尽可能多的和完整的围绕这些建议进

行交流。 

 

                                                        
14 摘自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出版的《艾滋病防治工具书—MSM 人群分册》一书，并在原文基础上做了少

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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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鼓励、动员外展对象参加拟定的活动（如培训、主题聚会等） 

动员时应告诉交流对象参加活动的时间、活动地点、参加的好处等。 

 

2.常见的外展服务形式 

(1)向干预对象散发各种预防艾滋病免费宣传品和安全套为主的外展干预方式 

这是志愿者比较普遍的实施方式。但因目标场所的性质不同，有街头、公园、公

厕等非经营场所，也有酒吧、浴池等经营场所，因此在散发方式上会有所不同。 

 

(2)以演艺表演的方式进行防病的宣传 

在酒吧、街头、公园等有演艺表演活动的场所，经志愿者说服、动员和指导参与，

请那些职业或者业余表演者在表演中加进预防艾滋病宣传的内容。北京、成都、

沈阳、大连一些酒吧的职业表演者在小品、搞笑性的歌舞节目中以寻找伙伴、询

问在座的客人是否携带了安全套的情节注入行为干预内容，很能调动现场气氛和

客人的参与。 

 

(3)以自娱自乐的小群体游戏方式进行防病的宣传 

这种方式大体是酒吧里进行。由志愿者介入和组织，在MSM喜欢进行的互动游戏

中注入了行为干预的内容。比如，以出牌的方式让参与者为HIV感染风险程度排

序，并提供安全套、有欣赏性的防病宣传图片做为小奖品。 

 

(4)以酒吧聚会或者特意组织的游园、郊游、聚餐等方式进行灵活的行为干预活

动，有的以改变习惯的交友方式为主，并在活动中注入行为干预内容 

如在北京，由“北京同志热线”组织的有着固定场所、固定时间的联谊性体育活

动已经坚持了数年。 

 

(5)非正式座谈和现场交流的活动 

各地的志愿者在一些有影响力的专家和人士到该地开会和进行其他工作的时候，

动员酒吧等场所的经营者合作，邀请这些专家到酒吧和客人座谈、对话、咨询。

因为这种活动是自由访谈方式，所以，气氛生动、踊跃，较受欢迎。 

 

(6)对MSM特定小群体的介入，主要体现在对男性性工作者的干预 

对活动场所相对固定、人员较集中的性工作者，志愿者以争取经营者或“妈妈桑”

合作为前提，开办讲授式或参与式的行为干预讲座，主要介绍性病、艾滋病危害

以及传播动态，安全套作用和使用技巧。 

 

(7)对“家族式”小群体的外展 

比如北京、天津、沈阳、成都的志愿者小组，采取和他们的核心人士建立朋友关

系，主动送去行为干预宣传资料，传递有关HIV感染的信息，协助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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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争取酒吧等经营者的同意与合作，推出针对MSM预防艾滋病的小型平面展览 

 

(9)动员、组织干预对象进行性病、艾滋病检测作为外展工作的一部分 

 

(10)组织较大型的集体性外展活动 

 

四、如何准备和计划外展活动  

1.准备 

(1)计划内容 

◆确定目标人群和项目目标。 

◆ 选择、确定场所。 

◆确定参与工作的适合的专业人士和志愿者并组建外展服务队伍。 

 

(2)计划保障 

◆确保政策与环境的支持。 

◆ 确保整个外展活动的技术和经费支持。 

◆ 确定外展场所并获得支持。 

◆确保志愿者数量和参与活动的时间。 

 

(3)计划准备 

◆应确定在何时、何地开展何种项目。（依据目标对象聚集地及时间）。地点

如：酒吧、公园、茶室、浴室、游泳池、公厕等。 

◆场所确定后，在正式外展前，应在不同的时间段观察所拟定的场所，确认项

目实施的 佳时间。并向场所的拥有者介绍项目和外展人员，知会外展内容，

以获得支持。增强活动的可见度、强化合法性、建立外展人员的可信度。 

 

(4)外展志愿者的选择 

◆选择的原则：根据外展工作的种类和特点及场所来选择志愿者或活跃人士参

与。不一定按照统一的标准来进行。根据需要，例如发放安全套、润滑剂；发

放宣传品；同伴教育、组织活动等内容，依据志愿者所拥有的不同特点安排相

应的工作。 

◆选择的参考因素： 

 是否愿意做外展工作； 

 是否有时间； 

 出入相应场所的频率； 

 在场所是否活跃； 

 在场所的人群中是否有人缘； 

 是否接受过相关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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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展人员的理想条件： 

  选择、培养外展志愿者和组建工作积极主动的外展工作者队伍是外展活动的 

  基础。一般对外展工作者的条件要求是： 

 能体现MSM群体的多样性； 

 可以实现在MSM和社会群体同样的良好沟通； 

 熟悉MSM的亚文化； 

 本土化，即应是本地人； 

 本身是MSM（不是必须的，非MSM同样可成为外展工作者），因为他们更

了解行为改变的障碍及其克服办法，是项目与MSM之间的独特的“中介

人”，同时还可作为模范的同伴。 

 

(5)在制定计划过程中，应该以下几个注意事项： 

◆ 好有MSM志愿者或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整个项目的计划。 

◆确定目标人群的时候，务必注意在场所的外展工作的目标人群的局限性。 

◆外展活动的受益人群包括： 

★经常到MSM活动场所的人群 

★与上述MSM有密切联系的人群 

★活动场所经营者或工作人员 

  ◆而很难受益于外展活动的人群有： 

★基本不去那些场所的人； 

★与外界联系较少的人群； 

★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士 

  ◆在选择、确定场所时，一定要了解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志愿者已经开展了 

外展展工作，避免不同的志愿者或志愿者工作组在工作中产生冲突，影响 

外展效果。 

  ◆外展工作人员活动时，要注意性别差异。一般女性外展工作人员比男性 

容易开展工作。因为男性外展工作人员容易被场所人士发生误解，造成不必 

要的麻烦，影响工作的开展。如果一定是男性外展工作人员， 好要有身份 

是MSM的志愿者陪同。 

 

五、外展服务中的注意事项 

1.在社区中建立外展服务点 

如有可能，可在临时租用房、酒吧、茶室或项目机构内的办公室等建立外展服务

点，作为外展人员的“家”，以此为提供教育、材料、服务的基地，提供目标人

群聚会、活动的场所，增强项目的可视性并保证与目标对象的长久接触。专业机

构应该帮助志愿者或志愿者小组建立起这样的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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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小组工作 

对不熟悉外展场所或不经常出入该场所的志愿者，活动时要以小组的形式进行。

情况比较复杂的场所，4名以上人员一起去。在对场所熟悉，同时场所内的人熟

悉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以后则2人同去。这样可以相互鼓励和支持，促进干预活

动的连贯性，并增加安全性。 

 

3.不要急于把话题引到艾滋病上
15
 

在外展地接触新的服务对象时，不要急于把话题引到艾滋病上，可以先和对方闲

聊，了解其兴趣点，然后再确定交流的主要内容和时间长短。在交流过程中，可

以试探性地问对方是否了解艾滋病知识，是否使用安全套和润滑剂，如果对方对

此话题表现出一些兴趣，可以逐步把谈话拉入正题，向对方详细讲解艾滋病知识，

并发放安全套、润滑剂和宣传材料；如果对方对艾滋病的话题不感兴趣，则 好

继续谈论对方感兴趣的话题，但时间不宜太长。 
 

4.保持与目标对象的接触和联系 

为提供系统、多样的服务，保持与目标对象的联系是重要的。当新接触到一个目

标个体时，应尽可能给对方留下可以提供支持和帮助的联系方式，以示尊重对方。

为了使对方能够感到工作人员的友好和尊重隐私， 好不要要求对方填写包括：

姓名、称呼、绰号、家庭地址、邮政地址、联系电话、可联系的其他人、 常去

的场所等内容的联系表。 

 

5.作好记录 

专业人员参加外展工作时，任何一次超过5分钟的接触都应被记录。可设计制作

记录表，记录内容包括：接触的日期、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地点、交流的内容要

点、发放的资料和材料、接触时的自然氛围等。 

 

6.明确身份 

外展人员应该在所有外展的时间携带工作证明；让外展对象知道你的工作权限，

什么是你可以决定的，什么不能；要注意保密；要让项目人员或你的工作同伴知

道你在哪里；有困难时应及时向项目管理人员咨询。 

 

7.及时发现和解决外展中的障碍和问题 

外展工作中，有时候会因为缺乏对MSM的接触和了解而碰到一些问题，比如不被

MSM所接受等。这时，可以通过和志愿者一起去发宣传材料、安全套和润滑剂等

工作慢慢建立联系，去的次数多了，就会被MSM接受。有时也可在一些小地方，

如在茶室订几张桌子，邀请MSM聊天和讨论其他感兴趣的话题。建议依靠当地适

合的志愿者或活跃人士开展。 

 

                                                        
15 引自《红河兄弟关爱组 MSM 艾滋病干预模式回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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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人群分成不同的小圈子，少数的志愿者没有办法接触很多的人。针对这种情

况的解决方法主要是发展不同圈子内的MSM作为志愿者。有个别的志愿者喜欢“出

头露面”，工作组人员应该根据其特点安排工作，以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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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网络干预 
 
 
目标： 

 增强参训人员对网络干预的认识和理解，并提高其在 MSM 人群中开展网络

干预的能力。 
 
建议时间：1 小时 30 分钟 
 
课程设计： 

序号 活动 方法 建议 
时间 

1 什么是网络干预 讲课、提问、分享、 
讨论 

30 分钟  

2 网络干预实施指南 讲课、提问、回答 1 小时 
 
 

给培训员的建议 
 
活动 1: 什么是网络干预？ 

 先简单介绍什么是网络干预？网络干预，又名网络外展，其目的是通过互联

网接触一些行为较隐蔽或更习惯在网上做文字交流的 MSM，以弥补实地外

展的不足。网络干预的内容包括：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和技能，解答网友对

艾滋的疑问，以及发布艾滋病相关活动和服务的信息。 
 询问参训者是否曾经参与过网络干预活动？如果是，请 3-5 个参训者分享其

网络干预的经验。分享内容可包括以下： 
 何时开始做网络干预的？ 
 通过什么方式开展网络干预？ 
 网络干预的优势、劣势、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分享结束后，邀请其他参训者对这些分享做一个简单的反馈，然后说明，培

训将会在下一个环节详细介绍网络干预的方法和技巧。 
 
活动 2: 网络干预实施指南 

 简单介绍红河兄弟关爱组针对 MSM 开展网络干预的工作。关爱组自 2008
年起开始这项服务，小组成员建立了两个 QQ 群，同时利用云南省知名同志

网站 - 云同网的聊天室，宣传艾滋病相关知识和技能，解答网友对艾滋的疑

问，同时发布关爱组的活动和服务信息。截止 2011 年底，关爱组通过网络

共服务了 857 人次。 
 网络干预一项较新的服务，为了完善这项服务的内容和流程，红河兄弟关爱

组在国际艾滋病联盟中国办公室的支持下，于 2010 年开发了一份针对 MSM
开展网络干预的实施指南。本环节就根据这份指南（详见 5-CK1），介绍网

络干预的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实施网络干预前的准备工作、网络干预在实

施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以及实施后的评估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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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资 料 

 
5-CK1：针对 MSM 开展网络干预的实施指南 
一、网络干预的主要内容 
通过网络宣传，促使干预对象的高危性行为发生改变—— 
◎ 通过网络干预使 MSM 人群正确知晓艾滋病知识，并对艾滋知识的相关问题

引起充分重视； 
◎ 通过网络干预发掘隐蔽 MSM 人群； 
◎ 通过网络干预及交流促进行为改变； 
◎ 通过网络干预使社区 MSM 人群思想自我认同； 
◎ 通过网络干预减轻 MSM 人群心理压力； 
◎ 通过网络干预动员 MSM 人群 VCT 咨询检测 
（一）网络干预的基本原则 
1、保密：对于朋友或工作对象所面临的问题应予以保密。你可以用你工作中或

社交活动中所认识的人作为列子，但要确保你谈话的对象不会知道他们是谁。

保密对于维持工作对象的信任十分重要。 
2、尊重：永远接受你谈话的对象——即使他们并不相信你说的，拒绝接受你的

建议或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不要评价他们。 
3、匿名：如果你谈话的对象不希望透露他的姓名、年龄或其他私人信息，不应

强求。要尊重他的隐私权！ 
4、专业：如果你遇到了一个你希望成为朋友或发生性关系的人，也不要在工作

期间这么做。在工作时间里，你代表的是你所加入的组织，不应该挑逗别人。

也不应该利用你的工作身份来获取工作对象的电话号码或住址。 
 

二、实施网络干预的准备 

针对 MSM 网络干预，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一）形式分析 

在开展干预工作之前，除了要对当地艾滋病疫情情况及艾滋病防治相关资源

有充分的了解之外，还要了解掌握 MSM 人群的以下信息： 
·MSM 人群的艾滋病感染危险、流行状况和发展趋势； 
·有关 MSM 艾滋病防治的政策和已经开展的相关工作； 
·MSM 社群志愿者组织（小组）防治艾滋病工作的现状； 
·MSM 人群对行为干预活动的认识、需求以及参与状况； 
·MSM 人群的多元性行为方式、性关系方式和性活动方式； 
·社会对 MSM 的歧视，MSM 由此承受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压力。 
（二）组织机构的准备工作 
1、组织机构的准备 
·建立组织、管理、协调当地 MSM 行为干预的工作平台，包括提供 VCT 服务、

性病诊治服务的技术工作平台和为 HIV 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提供治疗、关怀和

转介服务的支持平台。 
·建立专家网络，提供技术支持，做好计划、实施、督导和总结工作。 
·组织当地 MSM 人群中志愿者，建立网络（聊天室、论坛、QQ 群）开展工作。 
2、材料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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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完善符合 MSM 人群需要的行为干预材料； 
·网络问卷的开发材料； 
·进行反馈与评估的有关材料。 

 

三、网络干预的实施 

网络干预的实施，工作人员应具有亲和力、耐心、语言表达能力强、交流技

巧、艾滋病/性病知识、VCT 咨询知识。也可在工作中灵活调整。 
（一）信息发布 
·利用当地小组的网络平台在网站、论坛、QQ 群、微博、聊天室进行信息发布 
（二）发布内容 
·谈心：交流同志情感、自我认同、兴趣爱好、婚姻、家庭压力等等话题 
·信息传递：HIV/AIDS 基本知识、性病知识、VCT 咨询 
（三）讨论形式 
·问题、话题讨论：结合 MSM 人群的需求进行问题的称述，或选择一个固定的

话题进行讨论，当然在讨论中如果碰到新的话题也是大家都感兴趣的话题也可以

随时更改，配合社区人群一起讨论。 
·心理支持：在工作中倾听 MSM 人群的情感倾诉，并一同交流，可以共情但不

要同情，理解是 好的办法。 
·问卷：在网络干预的同时可以出一些问题来询问 MSM 人群，这样可以了解

MSM 人群对问题的认知度，你可以把错误答案和对的答案相应给出，看他们所

选择的是否正确， 后不管他们的回答是对是错，都应在把正确的答案公布，并

进行讲解。 
（四）转介 
1、VCT 服务工作准备 
·了解和尊重目标人群的需求； 
·掌握适应 MSM 人群特点的心理支持、咨询服务策略； 
·建立针对 MSM 人群的健康服务信息传播和转介的机制。 
2、VCT 的服务内容 
·健康教育、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咨询； 
·个人危险因素评估； 
·探讨行为改变的可能性及方法； 
·有关 HIV 抗体检测信息； 
·提供 HIV 抗体检测； 
·解释检测后阳性或阴性结果含义； 
·HIV 感染者的关怀和转介； 
·促进行为改变。 
3、性病诊疗服务 
·提供规范的性病诊疗服务，包括查体、实验室检测、诊断、治疗、健康教育、

促进安全套使用及感染者转介等； 
·提供 HIV、HBV 和 HCV 等抗体检测； 
·对性病诊治中发现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转介到可提供有效支持和诊疗

的机构。 
（五）记录 
·对每次网络干预进行记录，并对网络的干预记录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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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团队发展 
·培训：通过对志愿者的培训和信息交流，了解各自的工作特点和方法，具体分

工落实责任制，对行为干预达成共识 
·搭建工作平台：搭建多部门参与的行为干预工作平台，支持、帮助、扶植社群

志愿者深入社群开展行为干预活动，扩大行为干预在目标人群中的覆盖率和影响

力。 
·完善工作机制：①建立健全以专业机构为主导，专业人员与 MSM 人群互动合

作的行为干预工作网络；②明确各方面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力；③制订干预活动各

方面参与者的自我监督和互相监督机制；④建立促进 MSM 社群组织和个人广泛

参与的机制，加强社群志愿者的能力培养；⑤制订广泛覆盖 MSM 人群的行为干

预策略和计划。 
 
四、网络干预活动评估及反馈 

（一）网络干预的目标 
通过网络干预使 MSM 人群正确知晓艾滋病知识，并对艾滋知识的相关问题引起

充分重视，发掘隐蔽 MSM 人群，通过交流促进行为改变及自我认同，减轻 MSM
人群心理压力，动员 MSM 人群进行 VCT 咨询检测，达到控制 HIV 在 MSM 人

群中传播的目标。 
（二）评估与反馈 
·评估：是对整个活动实施的过程、结果与影响做系统性定量调查、分析、与总

结。 
·反馈：是对活动实施中工作对象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收集，获取工作对象

的需求，从而改进往后的工作质量。 
1、评估与反馈的准备  
·每月召开小组工作列会，对整个网络干预情况提交书面报告，包括活动进展情

况介绍、产生的影响和效果、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改进的意见和建议等。 
2、材料准备 
·干预活动或项目计划书 
·网络干预活动痕迹管理的信息和数据，包括： 

*技术文档记录：调查、访谈所收集的原始资料和撰写的报告； 
*聊天记录的剪切，进行资料存档 

  *网络干预反馈信息收集表格的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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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如何筹备一个培训班 
 
 
目标： 

 使参训人员了解和熟悉筹备培训班的 8 个主要环节及其注意事项。 
 
建议时间：1 小时 
 
课程设计： 
序号 活动 方法 建议 

时间 
1 如何筹备一个培训班？ 讲课、提问、分享、 

讨论 
1 小时 

 
 

给培训员的建议 
 
活动 1: 如何筹备一个培训班？ 

 首先向参训人员说明，培训前的筹备工作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到培训班的

实施、质量和结果。任何一个成功的培训，必定有一定充分的准备过程。 

 可以简单介绍本次培训的准备过程，并说明不同的培训班可能对培训的准备

过程有不同的要求。但总的来说，筹备一个培训班通常包括 8 个环节：选拔

参与者、选拔协助小组、与协助小组一起工作、设计培训内容、准备培训课

程、制定培训班日程、后勤安排、培训结束的安排。 

 详细讲解筹备工作的 8 个环节（参见 6-CK1），并请参训人员提问并发表观

点。 

 提醒参训人员，在组织大型或小型集体活动时，也可参照上述 8 个环节来开

展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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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资 料 

6-CK1 筹备和协助培训班
16
 

在实施一个培训前，需要做以下 8方面的准备工作: 

 

1. 选拔参与者 

寻找参与者的时候，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选择适当的人数。您可能想组织一个小组（以便提供集中支持）或者一个大组

（从而讲解大量内容）。 

●找到相关的人。您可能会具体说明，您所需要的参与者是回到自己的组织机构

之后将运用这些技能并/或对其他人进行培训的人们。 

●确保参与者的人员构成。您可能希望参与者具有类似的经历，从而确保授课内

容的均衡性；或是协助一群具有不同经历的参与者进行具体的学习。您还需要考

虑参与者性别均衡的问题。 

●以正确的参与水平为目标。您可能会要求参与者不得缺席或早退。此外还要明

确的是，人人都应当参与。 

●制定培训计划之前应当征求参与者的意见。除了询问参与者目前的经验水平之

外，您可能希望请参与者事先说说他们对培训班有什么期望。准备实施培训之前

与参与者交谈，有助于确保把培训内容设定在适当的水平之上，并确保培训材料

和活动适用于每个人。这一点应当成为您的培训需求评估的一部分。 

 

2. 选拔协助小组 

每一名协助者都需要获得一系列基本的知识、技能和态度。协助小组如果具有多

样化的成员，每人都能贡献自己特殊的技能，那么这个小组就是 理想的。做计

划的时候，您可能会把以下特点的组合作为目标： 

●多元化的人员构成。多元化的协助者队伍有助于确保观点和想法的平衡。 理

想的状况是，协助者来自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背景，具有不同的语言技能和性别。

协助者小组成员能使用的语种应当与参与者的第一语言相对应。 

●具有培训主题的实际操作经验。如果某些协助者（ 好是同伴教育者和外展工

作者）在主题领域内具有经验，那么他们可以帮助大家应对实际问题，例如如何

在社区层面上把理论和时间结合起来。 

●具有培训主题的技术知识。例如关于治疗艾滋病、乙肝和结核病的医疗知识，

或者人权方面的法律知识。 

 

3. 与协助小组一起工作 

重要的是，无论是作为专业人员还是一个群体，协助小组一定要具有良好的协作。

以下是建立良好团队的一些方法。 

●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为了做到这一点，您可以运用参与式活动和工具来分

享彼此的信息。例如，分享展示各自生活中重大事件的时间表。 

●建立协助者之间的了解。分享关于您的技能和有待提高的领域的信息。例如画

一幅自画像，在画像的一侧写出自己在协助工作方面的优势，在另一侧写下自己

的弱点。 

                                                        
16 摘自联盟开发的出版物《通过美沙酮维持治疗实施艾滋病预防及降低危害.同伴教育者培训员手册》，在

原文的基础上增加一份培训评估表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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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同事之间的了解。不同的小组成员具有不同的工作风格和偏好。开始协助

工作之前，可以通过“我喜欢同事这样做……”、“我愿意看到同事这样做……”、

“我不喜欢同事这样做……”等活动来探讨这个问题。 

●制定协助小组合约。 

 
 
●一起熟悉培训要点。通读培训手册或者其他材料，达成普遍一致的认识，并澄

清不明确的地方。 
●分配职能和职责。确定每天和每场培训中由谁负责什么工作。协助者可能愿意

两人一组，相互支持，共同设计和开展培训。对于不参与培训的协助者，明确他

们的职能是很有帮助的，例如他们应当帮助开展小组工作，还是随时准备回答问

题？ 
●确保延续性。在可能的情况下，确保所有协助者都可以出席整场培训。 
 
4. 设计培训内容 
对培训班进行精心的准备，有助于增强协助者的信心，确保参与者获得 佳的学

习经验。对培训班总体架构的设计应当和每一次培训活动的设计一样仔细。 
 
培训班的常用框架 
●培训班开班及介绍。欢迎大家，并帮助参与者和协助者相互认识。 
●后勤。提供餐饮时间、场所设施和开支等方面的信息。 
●期望。明确参与者对培训班的希望和忧虑。 
●基本规则。参与者制定基本规则，以便对大家应当怎样合作达成共识。这项工

作有时也称作“小组合约”，从而说明这些规则不是协助者强加给大家的。 
●目标和日程。说明培训班的目标、内容、方法和时间分配。虽然培训班一开始

的时候就把培训日程告诉参与者，但是培训日程一般都是可以调整的，这样就能

对活动进行回顾和调整，从而满足参与者的需求和兴趣。 
●热身游戏。目的是帮助参与者放松下来，相互认识，并给予参与者更大的活力

和热情。 
●蜂鸣小组。这是由参与者组成的若干小组，可以加快活动节奏，快速了解参与

者的观点。 
●实地工作。向参与者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新获得的技能付诸实践。 
●“停车”大白纸。让协助者和参与者把需要在某个阶段加以讨论，但目前还不

适宜讨论的问题先记下来。 
●小组和大组工作。目的是开展参与式活动，进行焦点讨论，获得广泛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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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目的是就某个议题提供信息或者分享经验。 
●培训班小结。对目前所涵盖的内容进行总结（通常在每天开始培训的时候由参

与者进行小结）。 
●协助会议。（通常才每天培训结束的时候进行）目的是获得对培训活动和协助

工作的反馈，并制定第二天的培训计划。 
●跟进行动计划。目的是让参与者明确，为了运用自己获得的新技能和新知识，

他们将才培训之后采取哪些具体的步骤。 
●培训班的评估。目的是让参与者评估培训班的优点和缺点，帮助协助者通过参

与者的反馈来完善将来的活动。评估的方式很多，但 常用的是评估表（问卷调

查）。读者可参考附件 2 来设计自己的评估表。 

 

●培训结束。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来结束培训。参与者

可能希望得到结业证书。 
●协助者简介。目的是讨论培训班的总体优点和不足。 
 
5. 准备培训课程 
每一次课程本身都像一个小型培训班，需要思考和计划。 
●确定主题和目标。 
●选择 2-3 个要讨论的要点。 
●确定培训课程的各个组成部分。先介绍主题或者活动，以及它与之前的课程有

什么联系。选择您将使用的参与式活动，并思考您将用多少时间进行分享和讨论。

确定您将如何结束活动。还要考虑您是否将使用活力激发器、破冰工具或其他具

体游戏。 
●对培训课程的每个部分进行时间分配。这有助于确保 大程度地实现学习目

标。有些主题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实践，有些则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加以讨论。 
●准备材料。制作和整理参与者和协助者将在活动中用到的材料。 
●培训演练。确保对所有小组活动的指示都是明确的。 
●确定小组的规模和构成。运用不同的活动把参与者分成若干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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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定培训班日程 
制作参与式培训班日程的时候，协助者需要考虑一系列因素。 
●培训班的时间长度。您可能希望组织一次长时间的培训，或者组织两次时间较

短的培训，中途休息一段时间。中途休息让人们有时间思考或者尝试他们到目前

为止所学到的东西。 
●每天的时间分配。一定要围绕休息时间和用餐时间来安排培训。看看培训班通

常在什么时候结束，以及参与者是否需要在培训的 后一天赶早回家。 
●在什么时候讨论不同的主题。您可能希望在上午过到一半的时候，也就是大家

的精力 充沛的时候，讲解 难的问题。 
●平衡节奏和方法。培训班开始的时候（这时候大家都有很多要说，而且很活跃）

您可能希望把每次课程安排的比较长，在培训班中后期（这时候参与者可能会感

到疲倦）安排参与式课程。此外还需要平衡每天所开展的活动的类型，从而确保

活动的多样性。午餐之后的课程一般是 难开展的，因为参与者饭后可能会感到

困倦。 
●保持连贯性。每一节课程都应当是通向 终目标的一个逻辑性步骤。 
●安排足够的学习时间。在培训班期间培养长久性的技能是要花时间的。您可能

希望安排足够的时间把几次课程讲好，而不是尽量讲授很多课程。如果课程时间

比预期的要长，可以安排一些闲暇时间，讨论一下“停车场”里面的问题。 
 
7. 后勤安排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由有经验的人为负责培训班的行政和后勤安排，让协助者

专心开展培训。但是，协助者可能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投入： 
●确保具有适当的设备。例如，您可能需要很多大白纸或者投影仪。 
●制定预算或者筹资。可能可以从当地公司获得办公用品等资料，或者免费茶点。 
●对培训班的记录做出安排。如果需要对培训班进行记录，那么就需要安排一名

记录员。培训开始之前，确保记录员明确地知道应当把那些记录纳入报告。 
此外，预订培训地点的时候，您还需要认真考虑以下问题： 
●培训地点是否舒适？位置是否合理？例如，选择参与者日常工作地点之外的地

点可能比较有帮助，这样可以避免大家分心。在培训地点住宿，可以使参与者把

精力集中在培训主题上，而不必每天回家，而且还有助于加深参与者之间的相互

了解。 
●是否满足参与式方法的需求？例如，您可能需要小组工作或者绘画的空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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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足够的墙面来展示工作内容。 
●是否能容纳非正式的布局？例如，您可能希望参与者做成一圈或者半圈，而不

是很正式地一排排坐下来。对小组工作而言，您可以安排一些桌椅，或者参与者

也可以坐在地上。不断调整座次安排，让人们不断和不同的人坐在一起，这样可

以使整个环境轻松活泼。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文化敏感性。 
 
8. 结束培训 
结束培训班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举行正式的结业典礼。 
●培训班概览。协助者（或者参与者）画一幅图画，展示出培训班上开展过的活

动，请参与者说说在活动中学到了什么，以及这对他们的工作有什么重要意义。 
●“学习球”游戏。大家站成一圈，请参与者把一个球扔给另一名参与者，请他

说说培训期间他从扔球的那个人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 
●想象中的礼物。把参与者分成两人一组，请他们互赠一份想象中的礼物送给对

方，并说说培训期间和对方一起工作的感受。还有一种比较正式的方法，那就是

请参与者彼此颁发结业证书，并讲几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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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培训/协助技巧 
 
目标： 

 提高参训人员对培训/协助技巧的认识和掌握； 
 增强他们在培训或会议中应对不同风格的参与者的能力； 

 
建议时间：1.5 小时 
 
课程设计： 

序号 活动 方法 建议 
时间 

1 十大培训/协助技巧 讲课、提问 45 分钟 
2 如何应对不同风格的参训者 讲课、提问、分享、

讨论 
45 分钟 

 
 

给培训员的建议 
 
活动 1: 培训/协助技巧 

 首先说明，一名优秀的培训员除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应深谙各种培

训技巧，例如：如何读懂参训者的肢体语言；怎样妥善统筹时间；如何让培

训充满趣味等等。就像烹制一道佳肴，鸡、鸭、鱼等原料必不可少，而填加

油盐酱醋这些佐料更能将原料的美味发挥得淋漓尽致； 
 讲解培训员需要掌握的 10 个培训技巧（参见 7-CK1），并强调这些技巧同样

适用于会议或集体活动中的主持人和协助者。 
 讲解完毕后，邀请参训人员提问和发表见解。 

 
活动 2：如何应对不同风格的参训者？ 

 在培训和会议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参与者，他们的不

同点可能会给培训和会议增添乐趣、创意和惊喜，也可能给培训员/协助者

和其他参与者带来一定的困扰，导致培训或会议目标无法顺利完成。如何看

待和应对不同类型的参训者，是培训员/协助者需要了解和掌握的一项重要

技能。本节介绍在培训和会议中常见的 6 种不同风格的参训者及其应对方法

（参见 7-CK2）； 
 采用互动式的方法来介绍 6 种不同风格的参训者。例如：在介绍“喜好争辩

的参与者”时，你可以先问大家之前是否在培训和会议中接触过类似的参与

者？如果是，先请他们分享他们的应对方法，再给出你事先准备好的建议性

的答案； 
 介绍完毕后，询问除了这 6 种类型外，还有没有其他常见的类型？如果有，

请他们分享并讨论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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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7-CK1:培训员的十大培训技巧 

一名优秀的培训员除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应深谙各种培训技巧，比如：

如何读懂参训者的肢体语言；怎样妥善统筹时间；如何让培训充满趣味等等。就

像烹制一道佳肴，鸡、鸭、鱼等原料必不可少，而填加油盐酱醋这些佐料更能将

原料的美味发挥得淋漓尽致。以下是培训 需要掌握的 10 个培训技巧： 
 
1. 制定时间表  
每个人都需要有一定计划。时间表就好像是一幅地图，指导着培训目标的完成。

对时间的安排可以进行讨论和展示，而且可为每一部分设定大致的时限。时间表

还可以不时地提醒培训员进行到哪儿了。  
 
2. 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  
培训内容必须与参训者的工作内容息息相关。如果不能在工作中运用所学到的知

识和方法，将无法衡量学习效果，而这恰恰是培训成功与否 重要的指标。  
 
3. 把成年人当作成年人来培训  
现在的培训已不仅仅以培训员讲课和演示的方式进行，还需要鼓励参训者 大限

度地参与到培训中来。因此，作为培训员你应该：  
1)给予参训者一定的挑战；  
2)尊重参训者的建议和意见；  
3)使他们有可能影响或改变学习过程或某一个学习内容；  
4)给他们自我发现和自我学习的机会；  
5)给予他们专业的反馈。  

 
4. 保证均等的参与  
一些性格外向、比较自信的参与者可能在讨论中扮演主角，主导讨论内容和进程。

作为培训员，你应该确保其他人也有公平参与的机会，具体方法有： 
1) 采用轮流的方式，使每人都有发言的机会；  
2) 避免与那些想要主导讨论的人有过多的眼神交流；  
3) 直接向那些沉默不语的人提问；  
4) 谢谢他们愿意将自己的想法与人分享，然后可以说："让我们来听听其他 人
的想法。"  
5)私底下提醒那些喜欢主导讨论的人，让人们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可能导致其他人

失去公平参与讨论的机会。也可寻求他们的帮助，使较沉默的人也能畅所欲言地

发表观点  
  
5. 拿出你的 佳状态  
人们往往对培训有很高的期望。因此，培训师需要拿出 100％的热情和激情。如

果事情并不象计划的那样顺利，你应试着作调整：  
1) 处理问题时要有自信。软弱和缺乏果断将会使你的学员在过程中渐渐丧失信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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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发现在培训安排上有任何不妥之处，应即使向参训者说明实情。 
 
6. 回顾  
在每天结束时或者第二天开始时，回顾一下大家已学过的内容。可以通过如下方

式进行：  
1) 培训师做一个简短的总结；  
2) 所有学员轮流发言，回顾到目前为止他们学到 有用的是什么? 
 
7. 善于倾听  
倾听是一个培训员必备的品质。倾听时要专注，而且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倾听他们说什么和怎么说； 
2) 观察学员的肢体语言，消极的态度通常表现为：  
 -眼珠不停地转动  
 -极力避免眼神的交流  
 -把胳膊和腿相互交叉  
 -将胳膊折叠放在脑后，身体后倾  
 -频频离开教室  
3) 当你注意到一个问题，仔细听清他所表达的含义，这样你才能作完整地回答。

运用以下技巧，你可以取得更佳的效果：  
 -复述他们的问题，以确保你对问题的理解是正确的；  
 -不要一味反驳，给自己和他人多一些思考的空间。  
 
8. 提供良好的学习氛围  
当人们学习了某种技能，在运用之前需要有机会去实践。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创

造学习气氛：  
1) 运用幽默和自我否定；  
2) 强调从反馈中学习的重要性；  
3) 进行角色扮演，并及时反馈  
4) 鼓励参训者互相学习  
 
9. 让培训更有趣  
如果有轻松的学习环境人们可以学得更好，也可以从中获得乐趣。但这并不意味

对学习的不重视。培训师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让学员保持轻松的心情：  
1) 讲一些合适的笑话；  
2) 自我解嘲； 
3) 用一些奇闻、轶事、案例来解释枯燥的理论；  
4) 进行一些简短、有趣的游戏；  
5) 保持欢快的节奏。  
 
10. 应对不同风格的参训人员 
在培训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参与者，他们的不同点可能会

给培训增添乐趣、创意，也可能给培训员和其他参与者带来一定的困扰，导致培

训目标无法顺利完成。如何看待和应对不同参训者的特点，也是培训员需要了解

和掌握的。我们将在下节内容中，详细介绍 6 种类型的参训者及其应对方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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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就不在赘述。 
 

7-CK2: 如何应对不同风格的参训者？17 

1. 极好争辩的人 

特点： 
 好斗的性格；  

 喜欢当场发诘难； 

 也许本性是好的，但被一些个人或工作上的问题所困扰。 

 

应对办法： 

 首先严格控制住你的脾气,不要让整个小组都激动 

 诚意地试着找出他做的有价值的地方并表示同意 

 当他发表一个明显错误的言论时，与大家分享他的言论，并请大家就此发表

各自的观点； 

 后一招，在休息时与他私下谈谈，试着发现是什么在困扰他，看是否能争

取他的支持 

 

2.过分健谈者 

特点： 

 也许想突出表现或哗众取宠 

 也许非常见多识广，且倾诉欲望强烈 

 

应对办法： 

 先不要着急，他的这种倾诉欲望也许会慢慢减弱； 

 用这样的话打断他：“你的观点确实很有意思，现在让我们看看其他人怎麽

看” 

 请他为一个小的讨论做总结； 

 如果他问了一个自认为很有水平的问题，你不妨对他说：“你的问题很有深

度，相信你对此已有很多思考，不如我们先听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3.漫无边际的闲聊 

特点： 

 讲一些漫无边际的话 

 注意力不集中 

 

应对办法 

 当他稍微停顿时，感谢他的发言，把他的注意力拉到主题上来，紧接着继续

你的话题； 

 告诉他他的观点很有意思，但要态度友善地指出：“我们有些偏离主题。”； 

 这样的人不适合做小组讨论的主持人； 

 

                                                        
17 摘自《企业内部培训师培训技巧》，在原文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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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沉默不语 

 不自信、没把握 

 对培训内容漠不关心、自视清高                                                     

 害羞胆怯 

 

应对办法： 

 先找出他的兴趣点，看什麽事情能激励他，然后再做出举动； 

 问他到目前为止，对上述观点有什麽看法，以此来提高他的参与度； 

 如果他的座位临近你，问问他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让他觉得他是在跟你谈话

而不是对着大家说话； 

 如果他是“自视清高”型，就首先请教他的经历，再询问他对此问题的看法，

但要把握好尺度，以免引起其他人的不满。 

 

5. 非主流 

特点： 

 参训者提出一个非主流、甚至是有明显错误的观点或评价 

 

应对办法： 

 说“我明白你的感觉”或“那也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 

 说“我明白你的看法，但让我们看看真实的情况…”， 好能用有说服力的

数据和信息来解释。 

 

6. 表达障碍者 

特点： 

 口头表达能力有限； 

 他已明白你的意思，但不能短时间内组织自己的语言； 

 

应对办法： 

 说：“看得出你的理解很到位，让我来重复一下（你的观点）…”，然后用更

清楚的话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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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热身活动 
 
热身活动是参与式培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也是培训员需要掌握的一项技能。

热身活动可以运用在培训的不同环节，它不仅能活跃气氛，增进参训者对彼此的

了解，促进团队建设，还有助于启发参训者对某个问题的思考和感悟。本节介绍

6 个热身活动18，培训员可根据各自的需求把它们运用到培训中。 
 

1. 透支(无能为力) 
时间：2-5 分钟  
人数：不限  
步骤： 
1) 把一根直径 12 毫米的绳子拉直后放在地上； 

2) 让队员们在距绳子 30 厘米处站立； 

3) 让他们下蹲，双手分别紧握脚后跟； 

4) 他们的任务是跳跃通过绳子，而手脚不能松开。如果有人完成这个动作，将

赢得一张 100 元纸币。他们只能向前跳跃，不能滚动或者倒下，同时双手紧

握双脚，不能放松。 

5) 所有人都放弃后，告诉大家在团体活动中，有时可能根本不能“赢”。成功

和失败不是 重要的——关键是通过参与学到一些新的东西。对于看起来似

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有些的确无法办到，但有些却也未必。总之，大

家重在参与，乐在其中。  
备注：这是一个适合在培训之初开展的有趣游戏，目的是说明：即使优秀的人也

会在一些游戏中失败。  
 
 
2. 生死与共 

时间：5-8 分钟  
人数：8-12 人 

步骤： 

1) 培训员挑选 4-6 对选手上台（两人 1 对，一人较强壮，另一人较瘦小），培

训助手在每对选手面前的地上铺开 1 大张报纸； 

2) 培训员讲解游戏规则，告知 后从报纸上站不住的一对选手即为第一，并与

培训助手示范一次； 

3) 各对选手站到报纸上，培训员计时，数 10 下，坚持不住者被淘汰； 

4) 培训助手把进入第二轮的各对选手面前的报纸撕掉一半，让选手站上去，培

训员计时，数 10 下，坚持不住者被淘汰 

5) 培训助手把进入第三轮的各对选手面前的报纸再撕掉一半，让选手站上去，

培训员计时，数 10 下，坚持不住者被淘汰，依此进行，直至产生 后一对

能坚持的选手； 
                                                        

18 摘自《团体心理活动游戏大集合之趣味热身活动》，并在原文基础上做了少许修改。

http://eblog.cersp.com/userlog16/33152/archives/2006/1894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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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培训员宣布获胜者并颁发小奖品。  
 

 
3. 穿越生死线 

时间：5-10 分钟 
人数：3-5 人 
步骤: 
1) 培训员请 3 名选手上台，助手在 4 米外拉起一根离地 1 米的绳子； 
2) 培训员讲解游戏规则，告知选手可以以任何姿势穿过绳子（即“生死线”）

不碰绳子、而且姿势 有创意者即为第一； 

3) 各选手全部被用红布蒙上双眼； 

4) 助手撤掉绳子； 

5) 培训员拉着第一个选手原地转两圈，使其面向 4 米外的绳子站定； 

6) 选手开始在培训员的夸张、紧张的大声提示下“穿越生死线”（根本不存在） 

7) 第一个选手“穿过”后取下红布，第二个选手开始，依次进行； 

8) 培训员请大家评选姿势 搞笑、 独特、过程 辛苦者为第一； 

9) 培训员宣布获胜者并颁发小奖品。  
 
 
4. 绘画高手大赛 

时间：5 分钟 
人数：3-5 人 
步骤： 

1) 培训员请 3-5 名选手上台； 
2) 培训员讲解游戏规则：选手蒙上眼睛，在白板上画自己的脸谱，限时两分钟； 

3) 助手给选手眼睛蒙上布条，领到白板前；主持人下达开始的口令，并计时。  
时间一到，停止绘画，解除布条； 

4) 培训员请观众评议“ 佳脸谱”； 

5) 培训员宣布获胜者并颁发小奖品。 

备注：预先备好干净的布条。 

 
 
5. 指鹿为马 

时间：5 分钟 
人数：3-5 人 
步骤： 

1) 培训员挑选 8 名擅长表演的选手上台（可以是 4 男 4 女); 
2) 培训员讲解游戏规则：先由助手表演一套动作（有特定寓意，比如背老人过

小河）给第一位选手看；第一位选手根据自己的理解，把动作表演给第二位

选手看；第二位选手再表演给第三位看，…… 后是第七位选手表演给第八

位选手看。 

3) 培训员先问第八位选手：你看到的动作寓意什么？再问第七位、第六位、……

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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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训员讲解此游戏的寓意，接着指出在日常交往中，沟通不足经常会导致错

误理解对方的意思。所以，要加强沟通技能的学习; 
备注：当助手表演动作给第一位选手看时，其他选手须面墙站立；第一位表演给

第二位看时，其他选手仍须面墙站立；直到 后一位。另外，动作每人只准表演

一次。   
 
6. 谁是 可爱的帅哥？ 

时间：5 分钟 
人数：1+全体男性参训者 
步骤： 

1) 培训员请 1 名选手上台，请其面墙站立； 
2) 培训员讲解游戏规则，告知选手通过回答一连串二择一的问题，选出今天   

可爱的帅哥； 

3) 培训员请全体男参训者起立，待选手回答问题后，不符合条件的坐下； 

4) 培训员：“你心目中 可爱的帅哥身高超过 1.72 米，还是低于 1.72 米？ 

5) 培训员：“你心目中 可爱的帅哥是戴眼镜，还是不戴眼镜？” 

6) 培训员：“你心目中 可爱的帅哥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7) 培训员：“你心目中 可爱的帅哥是穿浅颜色衣服，还是穿深颜色衣服？ 

8) 当只剩下 后一位男士时，培训员停止提问，请选手转过来，欣赏自己选出

来的 可爱帅哥； 

9) 培训员请帅哥上台，与选手并肩面对观众而立，给予祝福，颁发纪念品； 

备注：主持人结合现场具体情况，不断提问，直至剩下一位男士为止  。 

 
 
7. 抛球 

时间：20 分钟 

人数：10 人以上 

步骤： 
1） 培训员请所有人围成一个大圈，间隔稍松一些； 
2） 培训员告诉游戏规则：首先进行一个皮球的传递，皮球传递是通过抛球来 

不可以太近， 好是传给对面的人。要求是皮球只能传给没有接过球的人 
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能同时接两次皮球。球落地或着有人接到两次，则游 
失败，重新开始。 

3） 等到大家熟悉规则之后，加大游戏难度，告诉大家抛球只能抛给上一回合抛 
过的人，同时用 2 个球、3 个球，三个球连续的在圆圈中传递。记下时间。 
继续加大难度，可以再加一个球，一共 4 个球，同时，在这 4 个球中，可 
将一个球按照与其它 3 个球相反的顺序逆抛。记下时间。 

4） 可以增加到 6 个球； 

5） 游戏结束时，邀请所有人思考和讨论两个问题： 

 如何提高团队的效率？ 
 一旦有人出错，我们应该怎么做？ 

备注：该游戏适合在户外空地上进行，需提前准备 6 个小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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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蜘蛛网 

时间：15-20 分钟  
人数：全体人员，13 人一组为 佳  
步骤：  
1) 培训员先找一位领导及一位观察员，单独向领导交代任务并给他一份说明

书，其内容如下： 

 全体人员必须从网的一边通过网孔过到网的另一边；  
 在整个过程中，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得触网；  
 每个洞只能被过一次，即不能两人过同一洞； 

 你们的目的是要获取 好成绩； 

2) 由领导回到小组中传达培训员的指令； 

3) 培训员及观察员开始观察小组在听到领导分配任务时的反应，以及他们的计

划能力； 

4) 观察员记录小组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都出现些什么问题，包括计划方面，沟

通方面；  
5) 游戏结束后，培训员邀请大家讨论三个问题： 

 你认为本次活动的计划做得怎样？ 

 该游戏 难的地方是哪里？你们是如何克服难处的？  
 在活动过程中，你感觉团队的合作精神如何，团队成员之间是否有信任

感？ 
备注： 该游戏也称为“电网游戏”，是户外拓展项目中一个很好的团体游戏项

目。因为它编织的网很象蜘蛛网，所以也称为蜘蛛网游戏。游戏的目的是让学员

们体会计划的重要性及团队合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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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红河州 MSM 参与式社区评估[PCA]工作报告 
 
一.社区背景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是云南省的重工业地州,人口约 400
万,根据国家卫生部公布的 2%-4%的比例计算,红河州约有男男同性恋 4-8 万人;
由于红河州的特殊地理位置,在 90 年代初至今成为了毒品危害较重的地区,艾滋

病也随之在吸毒人群中蔓延开来,随着国家对毒品走私的打击和吸毒人群的有效

干预,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也从吸毒逐渐转变为性传播,加之针对男男同性恋的

干预相对小姐的干预起步要晚,所以艾滋病在男男同性恋中的传播趋势不容小视;
开远市位于红河州的中部,人口 29.9 万,与个旧,蒙自及文山州相邻,是国家重工业

城市及红河州的物资集散地,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较多,也是云南省毒品灾害较重

的地区之一;开远也是红河州城市化进程较快,社会发展及社会接受度较高的城市

之一,由此可见,开远的同性恋的活跃程度比州内的其他城市要高得多;开远在

2003 年由李刚牵头成立了专为同性恋服务的公益性组织:红河兄弟关爱组,工作

组从 2003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 MSM 人群中防治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及行为干预的

工作,工作也覆盖了红河州的大多数城市,也覆盖到了相邻的文山州,因此形成了

以开远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工作模式,而开远,个旧,蒙自也是工作开展及社会交

流比较频繁的三个地方,开个 蒙三地的社会文化程度也比较相近,也是 PCA 工作

选定在开远,个旧,蒙自开展的重要原因. 
 
二.工作背景 
[PCA]是参与式社区评估的英文缩写,顾名思义 PCA 就是在社区中有社区成员参

加的一项调查工作,目的在于了解社区被访人群的生活现状,社会容纳度,接触范

围,社会及心理压力,性行为方式及需求的情况,此次的 PCA 工作在红河州选定了

开远,个旧和蒙自作为工作社区,调查的人群则是社区中的MSM人群,工作从 2007
年 11 月初开始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历时 2 个月;由国际艾滋病联盟提供项

目,红河兄弟关爱组施行,开远市健康教育所协调指导;工作是选用先期培训的项

目工具以活动的方式开展,让目标人群自愿的积极的参与到活动中来,从而收集到

有用的信息,为制定下一年的工作项目计划提供参考. 
 
三.信息分析 
现在对在 PCA 工作中收集和了解到的一些信息(根据工具)进行分析; 
1.危险行为:此工具目的是要了解被访者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了解情况(包括一些

个人理解),我们对整个社区中的约 37人做了此项调查,得出的结论令人担忧,37人
中 40%的人很清楚,40%的人比较清楚,20%不太清楚;由此可见,大多数人知道艾

滋病的基本知识,部分人是知道但不知道怎样写和说,而一小部分人却什么都不清

楚,出现了例如: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同时戴 2 个安全套比戴一个安全的回答,
接吻到底会不会传播艾滋病的提问;当听到这样的提问和回答时,不禁要问我们花

了很长时间进行的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有效吗?如果有效地话,那又有多

少效果呢?有多少人真正的了解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呢?发放的宣传材料又有多少

人仔细的阅读过呢?连基本知识都不知道何谈很好的预防和保护,我们知道如何

预防艾滋病不止是知道怎样戴安全套这样简单;通过此工具我们知道了艾滋病宣

传教育工作的成效到底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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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命线:此工具主要了解被访者从记事开始到现在的一些生活情感经历,以及对

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对他们的影响,从结果来看,绝大部分人对于自己的交友

经历比较在意,情绪拨动也会较大,同时男男同性恋之间的性接触比较突出? 情绪

波动也会较大,反而对自己的成长经历不会太关注?由此可以看出同志之间和异

性之间一样,都希望自己有一段美满的爱情. 
 
3.地图:此工具主要是了解当地的 MSM 人群日常活动的一些场所和地点,通过让

被访者简单的画出地图或在现有的地图上标出,可以清晰的看到各地经常有

MSM 人群活动的地方一般都是在例如:公园,文化宫,公厕,网吧等,了解了以后可

以更容易发现目标人群.同时也显现出，在目标城市，SMS 人群之间的接触更趋

于隐蔽场所，同时也说明了在地区缺乏了可以让人群放心的聚集场所。 
 
4.社会关系图:通过拟定一个中心人物,让参与者描绘出拟定人物的社会关系,以及

关系的密切程度,用不同的线和距离的长短表示出来;例如:我们拟定过一个"40 岁

的已婚男同志,在政府工作",参与者会很快的列出与之有关系的人包括妻子,儿女,
父母,领导,同事,朋友等.我们知道,当他们在列出这些人物关系时他们会容入这个

假定角色或者说会以假设的角度去考虑和发现问题,对于他们自己所列出的每个

关系人物的特性和重要程度其实都是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判断,从一个侧面可

以看出每个参与者对自己的生活环境以及身 边的每一个人的态度是怎样的.显
现出的是,大家比较在意的是自己的子女,父母,朋友,因为这些直接关系到他本人

在家庭和社交中的威信和地位.同时发现大家的接触范围和常人是差不多的，反

而要面对的和承受的压力要比常人多得多，这些压力主要来自家庭的不理解，朋

友的异样眼光和排斥，工作和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 
 
5.服务指南:我们通过这个工具需要让大家知道当有需求或困难时应该找哪个部

门来帮助自己,例如:需要安全套时,大家知道要找工作组可以免费得到,当受到敲

诈勒索时,应该及时的报警,当需要做VCT时找当地的CDC;虽然这些问题很简单,
但也是与平时生活 密切的.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对VCT的检测的理解程度和排斥

心理,普遍担心的是对检测结果的承受能力,也暗示着责任机构对后续工作的开展

能力,我们要先问自己在做VCT检测工作时有能力做好持续的关怀和随访工作吗? 
 
6.因果关系图:通过原因导致现状导致结果的方式,不断的发现参与者对于艾滋病

或与艾滋病相关的一些问题的知晓度,理解度和判断能力.能更细腻的把生活中可

能发生的问题展现在参与者的面前,让所有人参与分析和解决,让其知道某些问题

的严重性,可以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提高安全意识和防范意识.这些暴露出的问

题 也显现出了对于艾滋病及其传播普遍存在的侥幸心理和无知及自以为是的错

误观点. 
 
7.力量分析图:在此单元内,参与者们都积极的参与讨论,讨论中心是现在的国家和

社会及家庭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政策,法律和接受能力;利用态度和接受能力,法律

和政策之间的对比体现出利弊的强弱;也看到了大家对<同性婚姻合法化>,希望

国家出台保护同性恋的法律政策,希望社会能很好的接受同性恋,希望能改善自己

和家庭之间的关系等的一些期望.同时也可看出,现在的社会和家庭唯一带给的只

有压力,歧视和偏见,大家对现在的社会有很多的抱怨和憧憬.大家也提出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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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如：通过媒体宣传报道扩大社会影响面，通过组织的工作影响政府态度，

终得到理解、宽容、尊重、合法化。 
  
8．问题树: 
使用方法:画一课巨大的树干,并在树根下面写下问题.树叶上面写下答案 
使用问题树能帮助社区人员在日常生活中, 
与艾滋病相关的问题以级它形成的原因 
使用问题树有利于提供一种审视与艾滋病相关的 
问题的视觉和非威胁性方式 
可以识别出与此问题的相关的主要原因和结果。 
知道主要原因和结果背后的各种问题 
开始寻找应对这些成因和介绍结果的方式 
参加人数:1 次 16 人 学生 5 人 上班族:5 人 中年:3 人.外来人员:3 人 
目的:讨论无保护肛交会有什么害处 
活动的过程和所得到的结果: 
讨论过程中大家都说出了.好处和坏处,比如说本来是有安全意识的,不过就被激

情麻痹了.激情过后想想又可怕(开远) 
还有的说不好意思去买安全套,所以只能不用了(开远).遇到帅哥就不想用.觉得帅

哥很干净(蒙自). 
带安全套就是穿袜子洗脚.不是很舒服所以很不愿意使用(个旧) 
有位朋友提出了几点.1.加强社区内的安全套的发放,2.多搞一些外展,活动.3.加强

工作人员的社区凝聚力 4.为社区人群树立正面的形象 
问题树能明确问题的根源和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抓住问题根本.来解决问题. 
  
9．章鱼图： 
使用方法，要求社区人员画出章鱼的头和枝体， 
从而展示了社区人群面临 HIV 感染时的风险行为 
已级存在的于这些行为之后的问题。 
使用章鱼图有利于用富于娱乐性和视觉性的方式来谈论有关艾滋病的非常个人

化的敏感信息 
可以识别出与艾滋病相干的风险，认识出使人们面临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因素， 
同时知道这些因素的后面存在的问题，知道社区人群已具备的关于脆弱性的预防

知识， 
知道帮助人群减少艾滋病的脆弱性和其他方法 
目的:讨论社区人群感染 HIV 的行为和风险 
参加人数:1 次 16 人 学生 5 人 上班族:5 人 中年:3 人.外来人员:3 人 
活动的过程和所得到的结果:社区人群把题目讨论出来. 
以及自己对 HIV 的理解感染的风险程度提出了问题: 
艾滋病知识认识度不够,艾滋病预防宣传力度不够.没有专门的发放安全套的地点,
很多人行为意识上都愿意改变,但是一旦遇见感觉比较好的人就会被激情冲昏了

头脑. 
章鱼图能直观的反映出社区人群对艾滋病的了解程度有多少.并有助与项目的开

展找到方向. 
  

57



 

58 

10．每日活动图 
目的:重社区人群的日长生活进行调查 
活动过程和所得到的结果:每日活动图让我们知道社区人群在一天中如何分配时

间的， 
就人们所扮演的角色来说明图表内容所代表的意义 
可以让工作组了解到不同人所面临的问题和障碍， 
发现一天之中的重要时段，从而让工作组找到了对社区人员的进一步了解! 
卡片分类 
这一工具是对问题进行分类的一种简单的方法` 
使用卡片分类有助于对信息和小组织机构进行归类 
把项目评估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整理成为遍于管理的数据， 
根据活动可行性，对其加以分类 
检验那些活动具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那些没有！ 
目的:结合实际的要求.为项目提出实际的可行性建议. 
活动过程和得到的结果:同志在社会中.得到社会的包容.媒体, 
学校还有希望建立同志活动场地. 
社区人群都希望得到同志婚姻合法化,提出保护同志的法律 
宣传教育.媒体正面宣传,对大众进行宣传,让社会了解同志. 
开设心理咨询.不对同志产生歧视. 
  
11．风险游戏 
使用这项工具可以显示出与艾滋病相关的行为的风险水平 
使用风险游戏有利于提供给我们有关艾滋病的行为和风险且不具威胁性的方式 
探究人们关于分享水平的认识和态度 
识别出可能成为将来的优先行动的风险行为领域 
风险游戏可以提高社区人群的预防艾滋病的意识， 
目的:清晰的表现出社区人群对.感染艾滋病的途经的了解程度.为进一步加强宣

传教育的工作提供依据. 
活动过程和得到的结果:了解到了.社区人群对危险性行为和感染艾滋病的了解程

度还不够. 
使 PCA 小组认识到加强社区的宣传教育.使社区部分人群认识到艾滋病. 
通过这个游戏小组发现部分社区人群对带不带安全套,或者是,有些人不愿意出来.
这样使工作组的,工作加大难度 
 
12.自画象 
目的:画出社区人群心目中的自己,进一步的给小组了解到社区人群的想发和需求

活动过程和得到的结果: 
形式轻松愉快,充分表现了社区同志的想象力的绘图工具.大家对自己样子的多姿

多彩 
从中表达了.社区同志的生活状态.和美好未来的想象.. 
让大家知道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从而让工作组对社区人群的了解提供了很好

的信息. 
  
还值得注意的是被访者在参与整个活动的过程中的态度是否端正,刻意回避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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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信任度和接受程度,这也是我们要注意和克服的问题,首先只有我们自己有一

个端正的态度,赢得很高的信任度,有非常准确的表达能力时,才能更多的更准确

的得到反馈的信息. 
 
四.总结 
在过去的2个月中,我们利用所学到的知识和技巧和社区中的大部分MSM人群一

起讨论和发现了一些关于艾滋病与同性恋以及社会现状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

MSM 人群中艾滋病的传播,怎样让大家很清晰的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怎样让大

家能更好的享受安全的性,怎样提高社会的接受程度,怎样促进国家出台相关法律

政策,怎样处理家庭关系等;这些问题中有些是我们一直在做的,有一些可能是我

们目前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至少知道了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的工作指明方向,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能更好的为红河的乃至全省以及全国的 MSM 人群服务. 
 
五.自我总结 
PCA 工作是红河兄弟关爱组也是所有参加的志愿者的第一次,在 2 个月的工作中,
暴露了我们存在的问题,一是:组织能力不强.二是:控制能力较弱.三是:交流沟通能

力有待提高.四是: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不够.五是:思维能力弱.总结出五点,也是今

后我们自己要提高的方面;非常感谢国际艾滋病联盟提供的项目支持,让我们有机

会展示自己和发现自己;感谢开远市健康教育所的大力配合.项目结束了,可能完

成的质量不太理想,但我们尽力了,这是我们的开始,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

将迎难而上,不断的学习和提高自我能力,更好的完成工作. 
 
                                                   红河兄弟关爱组 
                                                    马彬 保超 
                                                      200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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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培训评估表 
 

XXX 培训评估表 

XXXX 年 X 月 XX 日.培训地点 

 

 各位好，XX 机构期待您对本次培训提出您真诚的意见和建议，以帮助把 

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1. 您对本次培训的整体印象和评价？ 
 
 
 
 
2. 在整个培训过程中，您 喜欢的内容或环节有哪些？为什么？ 
 
 
 
 
3. 在整个培训过程中，您 不喜欢的内容或环节有哪些？为什么？ 
 
 
 
 
4．在整个培训中，有没有某一个或几个人(包括参训人员、培训员和工作人员)
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有，为什么？ 
 
 
 
 
5．您对促使我们办好下一次培训班的建议和意见？ 
 
 
 
 
6．您是否期望在今后的工作中类似的培训？如果是，您需要哪些支持以助你开

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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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请给下列问题在相应的栏目中打勾。 
 非常不满意 不太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满意 
7.1 培训日程/内容安

排 
 

     

7.2 培训方法和技能      

张老师      
王老师      
李老师      

7.3 您在培训中的 
参与 

     

7.4 后勤安排      
住宿      
午餐      
茶歇      

培训材料发放      
 
 
8. 其它建议和意见： 
 
 
 
 
 
 
 
非常感谢！ 
 
 
以下内容可自由选择填写或者不填 
 
姓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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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

附件三



中等风险



无风险



低风险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支 持 社 区 应 对 艾 滋 病

中小城市MSM综合干预模式

回顾报告和培训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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