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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试行稿），是中国男同健

康论坛接受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的委托，由中盖艾滋病项目资助，并与

娱乐场所经营者参与男性健康合作体、多方面专家合作执行的项目。

目前，我们形成的这个“试行稿”，经过了对沈阳、南京、成都三个

城市MSM浴池情况和艾滋病工作的调研，经过了项目组、技术顾问的三次

集中讨论，还在几个城市对“指南”初稿组织了座谈讨论，并在南京、西安

两个城市进行预实验和组织讨论，广泛征求意见，并吸收了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先后在天津、深圳举办的“MSM洗浴场所

高危行为干预培训班”的有关信息和经验，以及项目汇报会上有关专家的意

见，从形成初稿到形成目前的试行稿，先后进行了若干次认真修改。

 
我们希望，这个“指南”对推动MSM浴池的艾滋病干预服务，促进

MSM人群艾滋病工作的拓展和深化，对争取务实的艾滋病预防效果，能够

具有积极可行的推广价值。

同时，我们希望，各地在试行这个“实施指南”的过程中，根据工作实

践，对这个“实施指南”的不足和错误之处，积极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以

利完善和推广。

在此，以男同社区为基础的中国男同健康论坛，诚挚的感谢中国性病艾

滋病防治协会对中国男同健康论坛执行本项目给予的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

诚挚的感谢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赵金扣、张云项目官

员对中国男同健康论坛给予的信任和支持！

同时，也诚挚的感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吴尊友主任、徐杰老师，在多次交流MSM浴池艾滋病干预问题时提供的宝

贵意见！

诚挚的感谢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戴志澄名誉会长，中盖艾滋病项目

国家项目办鲍宇刚主管，对这个“指南”提供的宝贵意见！

同时，感谢南京市中盖项目办在完成本“指南”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与合作！

感谢娱乐场所经营者参与男性健康合作体在执行本项目中的密切合作！

                               
                                                                   中国男同健康论坛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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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在全国大中型城市中，不同经营规模和经营方

式的MSM浴池很多，是城市中MSM人群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

是MSM人群的主要商业性“消费社区”形式之一。

（2）多项调查研究结果显示，MSM浴池是消费者容易发生

性接触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场所之一，MSM浴池顾客群中的HIV感

染、性病感染情况，都明显高过其他活动方式的MSM群体。

（3）以往MSM社区志愿者组织开展的艾滋病干预服务，多

以MSM浴池作为“社区基地”。目前，进一步动员和有计划的组

织MSM浴池的经营者在场所自行开展日常的高危行为干预服务，

这是促进MSM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向目标人群深入，努力扩大干

预服务覆盖率，努力争取目标人群行为改变效果的有效策略。

但是，这项工作的开展，在政策倡导与协调、工作机制、综

合干预服务、合作与管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难度。

这个“实施指南”，既总结吸收了以往工作中形成的宝贵经

验，对以往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形成了新的纠正和应对措

施，因此，这也是一项有所创新的艾滋病工作。

（4）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开展MSM浴池的高危行为干预

服务工作，需要认真维护MSM浴池经营者相对独立的主体性与合

作伙伴地位，需要多方面的有效合作。因此，这个“实施指南”

强调了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的合作机制构建和作

用。

 一、背 景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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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的实际情况和

各方面的需求，在形成本“实施指南”的过程中，吸收各方面意

见，反复讨论，并经过积极协调，本“实施指南”的推广对象，

目前主要是提供给中盖艾滋病项目，并由执行机构有计划的开展

推广试点工作。

2）执行这个“实施指南”推广工作的试点城市，在有关执

行机构协调下，由该市的中盖艾滋病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牵头协

调和组织有关各方面的合作，有计划的实施这项推广工作。

3）推广这个“实施指南”的城市，需要以这个“实施指

南”为指导框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有步骤的制

定可行的推广计划。

二、说 明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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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员和促进MSM浴池的经营者、员工成为参与MSM人群艾滋

病干预服务的社区合作伙伴。

2）营造MSM浴池的艾滋病教育环境，鼓励和帮助MSM浴池经营

者组织员工对顾客开展日常的艾滋病干预服务。

3）促进MSM浴池的顾客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改变不安全的性行

为。

4）促进MSM浴池的顾客了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有关政策，解除

疑虑，自愿接受正规的VCT检测服务、性病诊治服务，以及HIV感染者

的治疗、随访等后续服务。

5）建立适应MSM浴池需求和特点的艾滋病干预信息服务、咨询

服务、转介服务、诊治服务等技术支持/合作机制。

6）促进在MSM经营性活动场所开展艾滋病工作的政策改善。

三、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的目标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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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造场所内的艾滋病教育环境

2）开展适应MSM浴池特点的日常干预服务

3）开展HIV检测的转介服务

4）开展性病诊治的转介服务

5）开展有关艾滋病工作的合作

6）提供有关行为改变和艾滋病工作的信息反馈

四、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的内容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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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员MSM浴池经营者参与高危行为干预服务的策略

◆如果当地的MSM社区志愿者组织和当地浴池经营者具有

良好的关系，可以通过一个和几个这样的志愿者组织对经营者进

行动员和组织。如果当地MSM社区志愿者组织没有和浴池经营者

的密切联系，或者他们之间存在很深的矛盾，也可以选择和浴池

经营者关系亲和的社区志愿者或者其他人进行动员。

◆项目办、CDC，或者艾协，需要安排专人和浴池经营者进

行交流沟通，把开展这项工作的支持性政策、合作机制、可以提

供的服务，合作要求等等，进行介绍和解释，解除他们的误解和

顾虑，争取他们的知情同意。

◆在当地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需要动员和吸

收当地MSM浴池经营者广泛参加，并当地MSM浴池形成开展高

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的正面舆论。

这样，可以减少浴池顾客对艾滋病教育的误解和顾虑，规避

哪家浴池做了这项工作会有顾客流失的情况。也可以规避有的经

营者出于商业竞争使用“报警”、造谣等手段，给开展这项工作

的浴池制造麻烦。

◆对MSM浴池经营者的动员，要充分了解他们开展这项工

作的条件和需求，这样，可以根据他们的具体条件和需求，设计

他们开展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适宜的内容和方式，并形成可行

的实施方案。

◆根据动员交流结果，应该形成他们接受合作的具体约定。

 
2）动员MSM浴池经营者参与高危行为干预服务的有关注意事项

◆以往，在一些卫生专业结构、NGO、MSM社区志愿者组

织中，存在着否认娱乐场所经营者参与艾滋病工作的公益性质，

对他们进行排斥的现象。

五、MSM浴池经营者的动员与合作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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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点，需要卫生专业机构、NGO、MSM社区志愿者组

织认真学习和理解有关的艾滋病政策，如“GIPA 原则”、“社

会干预基本原则”、“不评判原则”等。

◆以往，也存在着把艾滋病工作生硬的分配给经营者，而

项目要求和资源的分配对他们不透明，造成经营者和有关专业机

构、MSM社区志愿者组织产生尖锐矛盾的现象。

◆一些地方的MSM社区志愿者组织之间存在矛盾，而他们

都想把MSM浴池作为自己开展艾滋病工作的社区基地，因而也把

浴池经营者卷进了他们的矛盾之中。

◆因为MSM浴池经营者在参与艾滋病工作方面既具有一定

的积极性，也对通过参与这项工作可以得到官方和社会对浴池经

营活动的支持存在比较高的期望值，如希望可以杜绝有关政府部

门的干预、可以得到更多的物质和经费支持、可以保持比较绝对

的独立性、对他们的管理要求可以宽松，等等。所以，在对MSM
浴池经营者的动员中，需要对这些问题充分交流，争取他们的理

解，促进他们的合作。

◆根据艾滋病工作的政策原则，组织MSM浴池开展艾滋病

工作，不应该生硬干涉他们的经营活动。

但在合作过程中，组织者也需要和经营者开展有关法律、法

规、政策问题的交流和讨论，争取他们自觉提高合法经营，营造

健康安全消费环境的意识。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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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

工作，需要建立当地项目办、CDC、MSM社

区志愿者组织、MSM浴池经营者，以及有关

方面互相合作和互相监督促进的合作/协调机

制。建立这样的机制，才能使这项工作在政

策协调、工作计划和管理、资源提供、督导

评估等方面可行、有序、有效。

这个合作机制，要努力促使各方面的合

作责任制度化。

1）谁来牵头

目前，根据中盖艾滋病项目执行机构

的安排，由推广这个“实施指南”城市的中

盖艾滋病项目办公室负责牵头，组织和协调

有关各方面的合作，形成工作计划与合作分

工，建立起在当地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

预服务的合作/协调机制。

2）项目办负责牵头组织协调的主要工作

◎ 协调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如卫生厅

局、艾防办；卫生职能部门，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CDC）；官方背景的NGO，如当地

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预防医学会等，为

组织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

和当地有关政府部门，如公安、工商、卫生

防疫等部门，进行多种方式的政策协调和政

策倡导工作。

◎ 协调和组织制定在当地开展MSM浴池

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的实施（项目）计划。

◎ 督导（项目）计划的执行和管理，协

调解决执行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 牵头组织合作教育培训，建立合作方

互相监督的机制和意见通道，并搜集和沟通

有关监督意见。

  
3）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的合

作分工

①当地的卫生行政部门，如卫生厅局、

艾防办

◆对有关政府部门开展政策协调和政策

倡导工作。

◆对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进

行政策指导。

◆对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进

行政策性的监督。

②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以及当地执行中盖艾滋病项目的NGO，如当

地的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预防医学会

◆开展政策协调和政策倡导工作。

◆组织制定在当地开展MSM浴池高危行

为干预服务工作的实施计划。

◆负责（项目）计划的实施和管理，协

调解决执行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按照（项目）计划，负责有关经费和

IEC材料的分配与提供，如免费发放的

安全套、营造艾滋病教育环境的宣传材

料等，督导经费和材料的使用和管理。

◆按照（项目）计划，保障HIV检测、性

病诊治、HIV感染者治疗的咨询、检测、

治疗专业服务平台的合作，督导合作中

六、建立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

干预服务工作的合作机制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 8 —

的管理，协调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

◆按照（项目）计划，对各方面合作者

分工开展的（项目）计划实施情况，组

织督导评估。

③当地的MSM浴池经营者：在MSM浴

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中，浴池的经营者

是合作主体，各方面合作者都需要尊重他们

的意见，为他们参与这项公益活动提供服务

与支持。

MSM浴池经营者在合作中的合作责任，

主要是：

◆反映需求，参与计划制定，参加合作

教育培训。

◆组织员工参加有关培训。

◆制定在本场所内开展高危行为干预服

务的实施计划

◆安排和管理场所内日常进行的艾滋病

干预服务工作。

◆合作开展有关的艾滋病监测工作。

◆监督其他合作方的工作，搜集和提供

有关的信息反馈。

◆接受督导和评估。

④当地的M S M社区志愿者组织：在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中，当地的

MSM社区志愿者组织需要转换角色，需要由

原来的直接执行者转换为和MSM浴池经营者

密切合作的合作伙伴，并在MSM浴池高危行

为干预服务工作的合作机制中，发挥参与组

织协调，可以为浴池开展的工作起到“服务

中心”的重要作用。

◆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

的政策倡导；

◆参与形势分析和计划制定。

◆参与MSM浴池经营者的动员。

◆动员MSM社区支持MSM浴池的干预服

务工作，形成社区支持舆论；

◆制定与浴池经营者合作的计划，并协

助浴池经营者制定自行在场所内开展高

危行为干预服务的实施计划。

◆与MSM浴池经营者密切合作，为MSM
浴池开展的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形成

提供——咨询服务、转介服务、信息服

务、社区协调服务的服务平台。

◆与MSM浴池经营者密切合作，开展互

相配合的具体干预服务工作，如定期的

现场咨询服务、干预培训。

◆根据浴池经营者的合作要求，参与项

目管理，为他们提供项目管理服务。

◆对在浴池干预服务中发现的HIV感染

者，提供社区关怀服务。

◆参与督导评估，参与（项目）计划执

行中的监督。

⑤有关的医疗专业机构：主要是建立了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的对口合作

关系，纳入了合作机制，并具有可靠专业资

质、技术、设施的HIV检测、性病和艾滋病

诊治服务机构，

◆为MSM浴池和MSM社区志愿者组织的

转介对象，提供态度友好，技术可靠的

HIV检测、性病诊治服务。

◆为检测出的HIV感染者提供治疗/随访

服务。

◆进行有关的疫情监测，提供有关的疫

情信息。

4）建议

根据经验，吸收在当地的MSM娱乐场所

经营者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营者参与合作，

对于说服动员MSM浴池经营者的参与、协调

当地MSM浴池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协调浴池

经营者和其它场所经营者的关系、协调MSM
社区志愿者组织之间的关系，协调经营者和当

地MSM社区的关系，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还可以根据情况吸收有关专家参与合

作，提供有关的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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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势分析：对在当地MSM浴池组织开展

艾滋病干预服务工作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和

评估。

重点的分析评估内容在以下几个方

面——

◆当地的政府部门，如卫生技术部门和

行政部门之间、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

是否在艾滋病工作上具有良好的政策协调关

系，对开展这项工作是否可以给予支持。

◆当地的MSM浴池经营者，以及MSM
社区志愿者组织的合作情况与合作条件。

◆可以保障和争取到的支持资源。

◆可以预料的困难问题，以及应对策略。

 

七、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的

实施策略与步骤

提示：

对在当地MSM浴池开展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组织进行形势分析，应该吸收和组织各方面合

作者共同参与，需要就有关问题充分交流，促进共识，形成各合作方理解的应对策略与合作

约定。在进行形势分析时，不要回避难点和矛盾，尽量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

        ◇现实的法律环境问题。可以解决什么？还难以解决什么？

        ◇合作各方的期望值问题。可以满足什么？还难以满足什么？

        ◇合作关系和管理要求问题。需要坚持什么？

2）制定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

的实施（项目）计划

◆这个（项目）计划中，应该对当地开

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进行形势

分析，制定可行性策略，落实（项目）计划

实施的步骤等。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项目）计

划中落实各方面合作者的合作责任，并落实

项目经费、安全套等资源的分配计划；落实

技术支持措施；管理监督机制；督导评估的

内容、方法、安排；鼓励机制等具体事项。

◆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为开展MSM

浴池艾滋病干预服务合作项目制定出循序渐

进的、可行的、可评估的具体产出目标。

3）材料准备：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

服务工作必备的材料，主要是——

◆营造艾滋病教育环境的宣传材料。

包括可以统一设计、印制、发放的“政策上

墙”、“信息上墙”的公益广告。

◆免费提供，质量可靠，配置了人体润

滑剂的安全套。

◆提供性病、艾滋病咨询服务、检测/诊
治服务的转介材料，如转介卡。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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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在浴池内组织短时间干预培训的

有关宣传挂图、道具等。

◆对在场所内开展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

作/活动进行记录和管理的有关表格等。

4）技术支持与HIV检测和性病诊治服务平台

的准备：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

作，必须具备以下几个可靠的服务平台——

◆当地卫生专业部门，当地NGO，以及

MSM社区志愿者组织根据合作要求为浴池经

营者提供项目管理服务、技术支持服务、信

息服务的工作平台。

这个平台，就是组织协调执行本项目工

作的合作机制。

◆MSM社区志愿者组织为浴池的转介对

象提供咨询服务、转介服务的工作机制。

◆接受浴池转介对象的性病专业诊治服

务平台。

◆接受浴池转介的HIV检测咨询/检测服

务平台，

◆对检测中发现的HIV感染者的后续服

务平台。

5）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的合

作教育：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的

合作，MSM浴池的经营者和员工具有相对独

立的主体性与合作伙伴地位，根据以往的经

验教训，这项工作具有创新性，为了规避工

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开展这项工作的合作

教育，是不可缺失的重要工作。

进行合作教育的主要内容：

◆开展MSM 浴池艾滋病干预服务的形势

教育。

◆开展有关法律、法规，艾滋病政策，艾

滋病工作一些基本原则和指导理念的教育。

◆开展MSM浴池艾滋病干预服务工作的

合作机制、合作要求。

◆MSM浴池经营者参与这项工作的公益

性质，教育各方面合作者在和经营者的合作

中需要注意和规避什么？

◆提高各方面合作者对执行项目的认

识（需要认识和做到什么，如项目计划的实

施；经费管理；接受督导/评估的要求）。

◆讨论形成必要的工作制度。

◆经过合作教育，订立各方面开展MSM
浴池艾滋病干预服务工作的合作协议，促使

这项工作有章可循。

提示：

◇根据经验，邀请本地或者外地已经开展MSM浴池艾滋病合作的MSM社区有影响力人

士、娱乐洗浴场所的经营者来交流感受和经验，现身说法，对动员当地MSM浴池经营者合

作开展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具有积极的动员说服作用。

◇开展合作教育，需要把支持在MSM浴池开展艾滋病工作的具体法规、政策交给大家，也

需要进行涉及浴池经营和消费活动的有关法律、法规等有关法律内容的讨论。

以往的经验说明，进行法律内容的教育和讨论，不会造成MSM浴池经营者的敏感，反而可

以调动他们参与艾滋病工作的积极性。

◇根据经验，各地的MSM社区志愿者组织在开展当地MSM浴池外展服务中，采取“定

点、定人、定时”，并佩戴志愿者标志和建立工作制度的做法，在他们与浴池经营者合作

开展和管理日常的干预服务工作，开展有关转介服务工作中，是需要形成合作制度的可行

性宝贵经验。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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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SM浴池经营者和员工的干预服务能力培训

① 培训目标：

动员M S M浴池经营者和员工的积极参

与，掌握一定的艾滋病干预服务能力。

② 培训的主要内容

◆了解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

的法律和政策；

◆了解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

的合作机制和分工，了解合作要求，以及鼓

励机制等；

◆掌握一定的性病、艾滋病传播和预防

的知识；

◆进行执行项目工作有关纪律要求的教

育，如保护个人隐私等；

◆根据他们的反映，形成他们自行在场

所内开展艾滋病干预服务的具体计划。

③ 培训形式：

进行MSM浴池经营者和员工的干预服务

能力培训，各地都要考虑应该适应经营者和

员工的什么特点，采取什么策略，设计什么

样的培训方式才能达到培训目标。

根据经验，建议对MSM浴池经营者和员

工的干预服务能力培训，采取培训人员参与

式和专家参与专题简单讲授与点评相结合的

培训方式比较适宜。

但是，这种方式需要进行事先的设计和

主持人的训练。

④ 培训效果评估：

评估培训效果，不宜泛泛进行有关艾滋

病知识知晓率的调查，而要重点评估培训对

象对开展这项工作是否比较理解，是否掌握

了执行这项工作的一定能力。

建议，评估培训效果的核心指标，可以

针对以下几点：

◆对当前（当地）MSM社区中艾滋病疫

情的了解情况；

◆浴池环境中容易传播的疾病；

◆推广使用安全套的疾病预防作用；

◆动员顾客接受HIV检测具有什么积极

作用；

◆浴池顾客的性病、艾滋病咨询、诊治

需求向那里转介；

◆你对做这项工作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提示：

组织MSM浴池经营者和员工进行干预服务能力培训，需要注意：

◇不过于占用他们的工作时间，可以根据他们的营业时间，设计时间短、分主题几次完成的

培训。

◇因为MSM浴池的员工流动性很大，对他们的培训，需要定期重复举办。

◇培训的内容不要过于专业，要通俗易懂。

◇根据以往的教训，培训活动要注意规避培训内容产生“帮助”他们对性病、艾滋病自行诊

断和自行买药治疗的误导，因此，不要过多讲授疾病的症状、诊断、治疗等专业知识。

◇举办培训活动，要征求他们的意见，不要随便拍照，摄像。

7）营造艾滋病教育环境

① 策略：

在MSM浴池营造艾滋病教育环境，最好

在这个城市的MSM浴池中普遍进行动员，促

进普遍实施，形成舆论。

营造这样的环境，不仅仅是对浴池顾客

进行艾滋病宣传和教育，而是具有以下三个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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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策略作用：

◆普遍营造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

服务工作的法律、政策支持环境。比如“法

律政策上墙”的策略与形式，这也是对社会

各方面开展艾滋病政策教育，进行政策倡导

的必要手段。

◆普遍营造M S 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

务工作的支持舆论，对于MSM浴池经营者、

顾客，以及社会黑恶势力制造麻烦，都具有

“正气压倒邪气”的威慑作用。

◆普遍营造MSM浴池艾滋病干预服务工

作的宣传环境，对于消除经营者、顾客对于

艾滋病问题的恐惧和躲避，具有积极的教育

作用。

② 形式：

根据以往开展场所艾滋病外展干预工作

的经验，营造MSM浴池的艾滋病教育环境，

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挂牌。根据经验，经过和浴池经营

者一段时间的合作，由当地官方卫生机构署

名，为浴池颁发“艾滋病教育基地”等名称

的牌匾，这是娱乐场所经营者欢迎的做法。

利用挂牌方式和浴池经营者形成合作关

系，这也是促进MSM浴池开展艾滋病干预服

务的鼓励机制之一，同时，也是把浴池的干

预服务工作纳入艾滋病工作管理系统的必要

策略。

◆张贴公益广告。设计制作并张贴适应

MSM浴池环境的公益广告、宣传画。

这种公益广告的内容，基本为三部分：

政策内容；警示信息；干预服务内容和服务

通道信息。

宣传画的内容和设计，必须具有严肃

的政策性、科学性、警示性，也要具有吸引

MSM注意和接受的特定趣味性。

◆设立宣传栏/角。根据经验，在MSM浴

池也可以征求经营者的意见，设立艾滋病教

育宣传栏/角。

宣传栏/角的内容，对于宣传MSM浴池开

展艾滋病工作的政策支持背景，消除顾客对艾

滋病问题的恐惧，具有积极务实的作用。

宣传栏/角基本具有四个内容：

① 艾滋病教育宣传材料；

② 宣传品和安全套的摆放（根据经验，

这里不适宜摆放由顾客自己取用的安全套，

而是设置用安全套形成的宣传内容）；

③ 浴池代表参加有关培训或者会议、专

家到现场服务与督导等内容的新闻图片；

④ 有关进行艾滋病教育的知识图片。

◆ 设立公益广告灯箱。在MSM浴池的适

宜位置，可以设置公益广告灯箱。

一些经营者建议，在浴池顾客容易发生

性行为的地方设置配置有安全套的公益广告

灯箱，具有实用的艾滋病教育作用。

但是，要特别注意，在潮湿环境下设置

灯箱，防潮质量要可靠，要安排专人定期检

查，确保安全性。

◆其它可以开发的IEC材料。在浴池的一

些公共用品上印制艾滋病教育的内容。根据

调查，因为MSM浴池的毛巾很多是顾客自带

或者购买，不适宜印制艾滋病教育内容。

 
8)浴池经营者和员工自行开展的日常干预服务

① 策略：

MSM浴池经营者和员工自行开展的干预

服务，以方式简单、普及，可以兼及适应不

同的经营方式、不同类型的顾客、顾客的不

同接受心理为主要策略。

② 形式：

MSM浴池经营者和员工自行开展的日常

干预服务，主要是：

◆安全套的免费发放。根据经验，需要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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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安全套随意免费发放造成的资源浪费同

时，需要向M S M浴池经营者和员工充分说

明，免费发放安全套，是开展艾滋病教育，

促进干预对象的行为改变的手段和方式，免

费提供使用不是目的。

在浴池内发放安全套的主要方式是：

① 在衣箱内配合转介卡置放。

② 制作和使用装置有安全套的衣箱钥匙

链。在浴池中，每个浴池顾客为了自己衣物

的安全，都需要领取和在手腕、脚腕佩带不

容易丢失的衣箱钥匙链，这个方法具有适应

浴池需求的可及性。

③ 特定位置的置放，如在桑拿室、休息

室、包间等处，配合灯箱，置放安全套，方

便顾客拿取和使用。也有一些经营者提出了

在桑拿室配合灯箱设置随手按压取用的固定

大瓶装人体润滑剂的建议；

④ 服务员的发放。在实施了以上方法的

前提下，由服务员直接为顾客发放安全套，

主要是提供给那些需要再次使用的顾客。

⑤鼓励浴池经营者和员工开发适应浴池

顾客需求，促进他们行为改变的可行性安全

套发放方式，并及时总结经验，予以推广。

◆组织举办小型、形式灵活的现场干预

培训活动。组织举办这种现场干预培训活动，

需要事先设计培训的核心内容，设计可以吸引

浴池顾客参与的互动演示、游戏方式。

组织举办这种现场干预培训活动，可以

与MSM社区志愿者组织合作，由他们定期进

入浴池组织进行培训，也可以和卫生专业机

构的现场咨询相结合。

根据浴池经营者和员工的意愿，也应

该支持他们自己组织这样的现场干预培训活

动，并由社区志愿者组织和卫生专业机构给

予技术支持，现场督导。

◆组织举办现场咨询活动。组织由卫生

专业人员或者社区志愿者进行的现场咨询活

动，应该注意：

① 卫生专业机构或者社区志愿者组织需

要根据浴池经营者的意见，形成参加人员和

活动内容的计划；组织举办现场咨询活动最

好是定期的，可以预告的。

② 要设计安排好以浴池员工的参与带动

顾客接受的活动方式。

③ 要以现场咨询服务带动性病、艾滋病

诊治的转介服务。

④ 在现场咨询服务中，要利用这个机会

积极宣传当地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

务工作的合作机制，宣传政策，一方面促进

浴池顾客消除顾虑，一方面为浴池经营者合

作开展这项工作给予政策支持和社会信誉的

鼓励。

⑤ 需要提示，进行现场咨询，不必详细

介绍疾病的症状、治疗方法等专业知识，要

注意规避咨询对象因此自行诊断，自行购药

治疗的不科学做法。

◆开发安全套和安全性用品的社会营销

方式。这种社会营销方式，事实可以证明，

普遍设置安全套自动销售设施的做法，效果

并不明显。

根据调查，各地MSM人群聚集的活动场

所，已经有不少经营者自行进行着安全套、

人体润滑剂，其它安全性用品的销售。如果

以开展MSM浴池艾滋病干预服务为契机，为

开发场所内的安全套和安全性用品的社会营

销方式，形成可行性的方法与合作、管理机

制，给以政策支持和鼓励，这会是促进艾滋

病干预服务可持续的一个创新。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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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开展性病艾滋病咨询/检测/治疗的综合转

介服务

① 策略：卫生专业机构要提供友好可靠

的技术性服务，以提高MSM浴池经营者在顾

客中的商业信誉为鼓励机制。

② 形式：

在MSM浴池内开展性病艾滋病咨询/检测/
治疗的综合转介服务，主要有以下的做法：

◆发放性病诊治和HIV检测服务的转介

卡。转介卡不是宣传卡，转介卡的内容，

要适应服务对象进行性病、HIV检测、艾滋

病治疗的需求，明确公示为他们提供可靠咨

询、检测、诊治服务的机构，乃至个人的准

确联系信息。

转介卡还需要针对服务对象的需求，根

据有关政策，明确提出有关的服务承诺，如

保密、匿名、价格合理透明等。

◆设立转介专线。这个转介专线，不是

咨询热线，应该是由浴池经营者掌握安排，

和接受经他转介的对象，并给予可靠服务的

对口机构所建立的联系专线。

建立这个联系专线，最好双方都落实可

以负起责任的专人。

根据经验，接受浴池经营者转介的第一

级对口接受对象，最好是当地在艾滋病综合

防治工作和社区服务中具有一定的公信力，

具有比较可靠的咨询/转介服务实践经验，具

有管理机制的MSM社区志愿者组织。

社区志愿者组织可以发挥“同伴教育”

作用，消除转介对象害怕暴露个人隐私的顾

虑，深入和转介对象的交流，提供检测/治疗

/感染者随访前的咨询服务，并进行有针对性

的再转介。例如，向对口性病诊治机构的转

介、向对口HIV检测专业机构的转介、向HIV
感染者治疗管理机构的转介，向感染者关怀

组织的转介。

他们还可以对接受转介的对口机构或者

组织进行协调与监督。

设立这样的专线，对于经营者，也可以

提高他们在浴池顾客中个人的人际关系影响

力与商业信誉。

10）搜集反馈信息

反馈信息的搜集，重点是以下几方面：

◆MSM浴池开展这项工作的情况，包括

管理工作的问题。

◆艾滋病干预服务对象的反映。

◆有关艾滋病疫情的动态信息。

◆对合作中有关问题的反映，包括监督

和改进意见。

◆根据反馈信息，及时沟通，及时协调。

提示：

◇对浴池经营者和员工自行开展的干预服务工作，要尊重经营者的意见，对于开展这些活动

的成本、可及性、有效性，合作条件与要求，以及管理机制和管理要求，要充分协商，要保

障透明度，要征求他们在合作中的充分知情同意。

◇在浴池中开展干预服务活动时，尽量不要拍照、录像、录音，以免引起浴池顾客的恐慌。

有关痕迹记录资料责成专人负责，不得向无关人员，如服务员、顾客透露。

◇专业人员与MSM社区志愿者，不得随意带领和项目工作无关的人进入浴池观摩、考察，随

意进行访谈。如果需要有关人员进行观摩、考察活动，必须通报项目负责人，由项目负责人

征得浴池经营者的知情同意。

◇在进行项目工作的报道时，是否可以公开浴池的名称、地址等，必须征得浴池经营者的知

情同意。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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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项目的整体管

理：

开展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工作，

是一项多方面合作的综合性工作。而且，需要

得到资源保障、合作条件保障、合作制度保

障。因此，这项工作需要以项目方式在一定地

区和时间内实施，并实行项目管理。

需要强调，对本项目各方面的合作方需

要按照项目计划明确合作内容，明确合作责

任，明确管理要求。

2）MSM浴池经营者对自行开展干预服务工作

的管理

MSM浴池艾滋病高危行为服务工作的

一线组织者是MSM浴池经营者，但是，他们

还缺乏进行项目管理的经验，并且，不要增

加他们经营活动以外的工作负担，所以合作

开始，要对他们进行项目管理工作的详细说

明，以及需要接受督导评估的动员和说明。

① MSM浴池经营者的管理策略：根据

经验，主要是以下几点：

◆结合浴池领班和服务员的工作分工，

安排专人负责专项工作。

◆安排专人定期检查。

◆促进和协调浴池经营者与当地MSM社

区志愿者组织合作，由社区志愿者组织指定

专人协助浴池经营者进行项目工作的管理。

◆浴池经营者也可以委托当地MSM社区

志愿者组织负责项目工作管理，并订立合作

协议。

② MSM浴池经营者的主要管理内容：

◆对在浴池内自行开展的干预服务工

作，要组织和督促员工按照项目计划按时完

成，并保障项目计划要求的质量和数量。对

改变原定计划的原因，要及时通报协调。

◆教育员工遵守项目工作的有关要求，

如保护顾客的个人隐私、对项目的有关信息

不随意散布，等等。

◆对在浴池内自行开展的干预服务工

作，包括营造艾滋病教育环境设施的维护和

内容更新，要进行工作痕迹记录。

◆严格按照项目计划的经费分配预算，

以及有关的财务制度，按时提供自行开展干

预服务工作经费使用的合法有效票据。

◆按照项目的合作要求，按时提供工作

报告。

3）合作各方的管理：

执行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项目

的各方合作者，也需要对本身执行的项目工

作，按照项目要求，执行以上的管理内容。

八、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

工作的管理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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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督导工作的层次：

MSM浴池艾滋病干预服务工作是一项

多方面互动合作的综合性工作，加强项目执

行中的检查督导，是保障这项工作和谐、有

序、有效开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也具有一定

的特殊性。

组织进行这项工作的督导，基本体现于

以下几个层次：

◆项目资助方，或者项目执行机构的上

级管理机构对本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的督导；

◆项目负责机构或负责人对各个合作方

执行项目情况组织的督导；

◆各个项目合作方对承担的项目工作进

行的交叉督导和自行督导。

  
2）督导内容：

这里所指的督导，具有以下两个内容：

◆技术支持性的督导：主要是在执行项

目的过程中，对各项工作中发现的欠缺和问

题，组织有技术支持能力的合作者进行检查

督导，分析问题，并提出改进和调整措施。

◆项目执行情况的督导：这项工作，也

要根据项目执行情况进行阶段督导。

主要的督导内容是：

◆检查实施项目计划中投入的资源，如

工作人员、经费和工作时间等。

◆检查实施项目计划的过程，如工作步

骤的实施与开展的工作情况。

◆实施项目计划的产出结果。如举办的

活动、发放的物品数量、干预服务的人数、

活动覆盖的人数、得到转介的人数等。

3）督导方法：如查阅项目执行情况的有关资

料；现场观察；召开座谈会；个别访谈；专

题讨论等。在督导工作实践中，往往是几种

方法综合进行。

4）督导工作的要求：

主要有以下几点：

◆督导人员应了解实际情况，掌握有关

知识技能，有一定现场工作经验，熟悉项目

工作以及督导评估指标与要求。

◆督导前要熟悉需要督导的内容，了解

项目计划。

◆在督导中，通过多种方法搜集信息，

努力掌握全面情况。

◆提出督导意见和建议，参与解决有关

问题的协调。

◆撰写督导报告，报告应及时提交督导

工作的主持方。

◆跟踪被督导方对督导报告的反馈及改

进情况。

九、MSM浴池开展高危行为干预

服务工作的督导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 17 —

1）评估的内容

①过程评估：主要收集投入、产出、结

果的信息，评估项目活动的工作过程指标完

成情况。

过程评估的主要指标是：

◆项目计划中的人员、经费投入与应该

进行的活动，例如参加活动的人数、类型、活

动次数、时间、效果是否符合计划中的指标。

◆项目活动的主要产出结果，如讨论的

结论、现场培训的效果评估、咨询结果等。

◆形成了什么经验？遇到了什么新的挑

战？怎么应对挑战？ 
◆哪些活动是有效的，哪些活动效果不

好？

◆如果没有完成计划中的指标，原因是

什么？

②效果评估：对项目活动应产生的效

果，根据项目进行中有关活动的评估结果，

或者组织专项的调研活动，进行总结统计和

分析，产生评估结果。

效果评估的主要的指标是：

◆干预服务对象对MSM人群艾滋病形势

的认识情况。

◆干预服务对象的行为改变情况

◆干预服务对象接受性病和HIV检测的

转介情况

◆项目取得的创新性和可推广性

注意，有关评估指标，可参考当地执行

的项目指标制定。

2）督导评估对象的准备：

按照合作要求，参与MSM浴池高危行为

干预服务的合作各方，需要为接受督导评估

作好以下准备工作：

① 介绍项目执行情况的准备：召集项目

工作情况汇报会，准备工作总结或者自我督

导报告，总结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准备

好项目人员和有关目标对象的联系方式，以

便于督导评估人员进行调查访谈。

② 材料准备：做好用于接受督导评估的

各项材料准备。包括：项目活动项目计划；

项目活动的痕迹记录，如发放宣传材料、

安全套记录；咨询、转介记录；活动的签到

表、照片、记录、效果评估调查问卷等；重

要的协议和收到的文件；财务记录等。

③ 有关人员、场所和场地的准备：在督

导评估过程中，通常要配合督导评估人员组织

进行现场考察、访谈、小组座谈等。所以，也

需要做好接受访谈的人员、接受检查的工作场

所、进行以上工作的合适场地准备。

十、MSM浴池开展高危行为干预

服务工作的评估

提示

督导评估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

◇摆正位置，切忌在项目活动进行中对项

目执行方指手画脚；

◇督导评估的意见和建议要具体，具有可

操作性。

◇督导评估组的建议，应统一认识，不要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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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场所经营者参与MSM人群的“防艾”工作，符合中国政府制定的

坚持“政府主导，多部门参与，全社会动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政府方针。

□ 娱乐场所经营者参与MSM人群的“防艾”工作，符合中国政府自2005
年以来对MSM人群“防艾”工作制订的“以目标人群为中心”、“以社区为

基础”开展综合防治工作的指导政策。如《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长期规划》、

《行动计划》等有关文件中鼓励MSM干预对象与社区参与“防艾”行动的指

导政策。

□ 娱乐场所经营者参与MSM人群的“防艾”工作，符合2006年1月29日
国务院公布，自2006年3月1日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中的有关法律规定。

□ 娱乐场所经营者参与MSM人群的“防艾”工作，符合早在1994年巴黎

艾滋病首脑会议上，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42个国家的政府代表签署并承诺在艾

滋病工作中贯彻的“GIPA原则”——

“促进艾滋病病人、感染者及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PWHAs）更大程

度的参与，无论是在伦理学还是在国家有效的艾滋病防治方面都是至关重要

的。”

签署和发表“联合声明”的这些国家的政府，提出了郑重的政治承

诺——“政府支持艾滋病病人、感染者及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全面参与各层次

（国家、地区和全球）的对艾滋病流行的控制”。

这次会议的文件解释说，原来使用的术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经

被广泛一致的扩展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受艾滋病影响的人们”，而“受艾

滋病影响的人们”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群分类，而是一连续的群体。

附件一、娱乐场所经营者参与MSM人群

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指导政策

MSM浴池高危行为干预服务指南
（试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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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场所经营者参与MSM人群的“防艾”工作，符合国际社会总结与

倡导的，中国政府通过签署有关国际文件也接受的“社会干预基本原则”：以

干预对象为中心的原则，干预对象参与原则；社区参与原则；社会科学指导原

则；社会性别平等原则；可持续原则。

□ 娱乐场所经营者参与MSM人群的“防艾”工作，符合联合国艾滋病规

划署理事会成员于2005年就MSM人群“防艾”工作问题提出的政策倡导与呼

吁。

符合2006年6月在纽约召开的，中国政府也参加的“全球艾滋病高层会

议”提出的政治承诺——“鼓励男男性行为者—尤其是艾滋病感染者—参与项

目的设计、实施和监督”；“向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组织提供支持”。

□ 娱乐场所经营者参与MSM人群的“防艾”工作，符合2006年6月在纽

约召开的，中国政府也参加的“全球艾滋病高层会议”提出的政治承诺——

“支持私营部门与社区更多的参与行动，包括增强民众的权利与义务，采取符

合伦理要求的有效的抵制艾滋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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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于2006年1月29日发布了第457号《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正式颁布了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艾滋病防治条

例》。

其中，第六十四条说明，1988年1月14日发布的《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

规定》同时废止。

在《艾滋病防治条例》中规定：

第二十九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应

当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

第六十一条：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查验服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或者允

许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从事服务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

定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部门依法吊销其执业许可证件。

□  2007年6月25日，由国家商务部、卫生部联合下发了“卫监督发

（2007）221号”文件，发布了《住宿业卫生规范》、《沐浴场所卫生规

范》、《美容美发场所卫生规范》三个国家卫生管理法规。

其中，《住宿业卫生规范》的第二章第五条第五款；《沐浴场所卫生规

范》的第四章第二十三条第四款，均规定：“（经营）场所内应放置安全套或

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应当提供性病、艾滋病防治宣传资料。”

附件二、娱乐场所内放置安全套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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