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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知信行”模式( knowledge － attitude － belief － practice model) 是一种行为干预理论。目前，“知信行”模式被

广泛应用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工作中。在禁毒防艾工作中，很多宣传教育也坚持运用“知信行”理论模式鼓励

支持禁毒防艾志愿者、学校、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积极开展禁毒防艾宣传教育。文章从“知信行”模式在

禁毒防艾工作中的发展与运用、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知信行”模式的现状及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推动“知信行”模式

发展的途径三个方面具体分析禁毒防艾“知信行”模式中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的发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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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宣传毒品艾滋病知识是形成正确的预防

态度与信念的基础，而正确的态度与信念则是行为

改变的 基 础。目 前，中 国 毒 情 形 势 依 然 严 峻，在

2017 年国家禁毒办发布的《2016 中国毒品形势报

告》中显示，截止到 2016 年底，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

人员中，35 岁以下青少年有 148. 6 万人，比 2014 年

占比提高了 1. 3%，吸毒人员出现低龄化趋势，其中

未成年吸毒人数达 2. 2 万人。而在 2015 年全国抓

获的 19. 4 万 名 毒 品 犯 罪 嫌 疑 人 中，未 成 年 人 有

3588 人，18 － 35 岁人员有 11. 5 万人［1 － 2］。毒品滥

用形势严峻，尤其是青少年吸毒状况不容乐观，禁毒

宣传教育效果需要提高。
“知信行”模式是指将接受的知识内化为信念，

进而支配人的行动的理论模式。大学生志愿者可以

通过多种方法将有关毒品的有害成分、有害性、以及

对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的危害等知识传授给社会

大众［3］。通过知识的传达，进而进行有效的分析与

思考，不断增强和树立远离毒品的信心，从而当社会

大众遭遇到可能涉及毒品问题或者艾滋病高危行为

时，就能形成自觉的抵御毒品与艾滋病的行动。

1“知信行”模式在禁毒防艾工作中的发展与运用

1. 1“知信行”模式理论基础

“知信行”模式 ( knowledge － attitude － belief －
practice model) 也叫“0086”模式，是改变人类健康相

关行为的模式之一，也是一种行为干预理论。“知

信行”理论认为: 信息→知→信→行→增进健康［4］。
知: 知识和学习，是基础; 信: 信念和态度，是动力;

行: 产生促进健康行为、消除危害健康行为等行为改

变的过程，是目标。“知信行”理论模式强调学习过

程中学习者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对所学知识

做了接受、内化并形成信念，并进而产生行为改变的

区分; 提出了合作学习、和谐互动等学习方法，对深

化现代宣传教育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心理学家 Woodworth 提出的 S － O － Ｒ 行为表

示认为人们在外界刺激下，通过知识的积累，信念的

建立等对外界作出行为反应。“知信行”理论模式

基于内外因作用原理和 S － O － Ｒ 行为模式，将人类

行为的变化分为获取知识、形成信念及改变行为三

个阶段，认为掌握的知识越丰富，实行的可能性越

强，知识是行动的前提，是力量的源泉［5］。见图 1、
图 2。

图 1 “知信行”理论模式

图 2 美国健康教育学家 Woodworth 的 S － O － Ｒ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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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知信行”理论模式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

性，被广泛运用于健康教育工作中。健康教育是教

育对象知识、信念和行为改变的统一［6］。
1. 2“知信行”模式在禁毒防艾工作中的运用

在禁毒防艾工作中，国家坚持在毒品产生地和

流出地进行打击堵截，并不遗余力地进行减少毒品

需求与供应工作，运用“知信行”行为干预理论模式

大力倡导以人为本的戒毒理念，鼓励支持禁毒防艾

志愿者、学校、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各职能部门积极开

展禁毒防艾宣传教育。通过向社会大众传授相关毒

品与艾滋病知识，扩展社会大众了解和掌握毒品艾

滋病知识的渠道，使社会大众对毒品艾滋病知识从

“无知者”变为“有知者”，改变社会大众关于毒品、
艾滋病的错误看法，进一步增强大众特别是青少年

抵御毒品危害的意识和能力，在持续性的宣传教育

中增强社会大众抵御毒品艾滋病侵袭的能力，并通

过“知”，进而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达到“信”，提升针对禁毒防艾信息的敏感性，并带

动更多更广层面的人参与禁毒防艾宣传教育，上升

到“行”，实现人人都是受教者，同时也是传教者［7］。
“知信行”行为理论模式在禁毒防艾宣传教育

中不仅强调大学生相关理论知识的获得和行为态度

的养成，在进行宣传教育过程中也将大学生放在一

定的社会环境下，通过教师的指导和其他志愿者的

合作，使社会大众获得更多的毒品及艾滋病知识。
应当在预防毒品与艾滋病宣传教育中，积极探索

“知信行”理论模式的运用，采取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贴近群众的禁毒法治宣传等全民禁毒防艾宣传

教育，普及毒品预防知识，使人民形成预防毒品艾滋

病的信念和态度，进而达到增强社会大众的禁毒防

艾意识，提高公民自觉抵制毒品危害能力的目的。

2 大学生志愿者在“知信行”模式的参与现状

大学生志愿者禁毒防艾宣传教育“知信行”行

为理论模式实施的过程结构如图 3 所示。
2. 1 大学生志愿者在“知”方面的参与现状

目前，中国已有禁毒志愿者 100 多万名，大学生

志愿者作为志愿者团队的中坚力量，积极开展各种

形式的志愿活动，及时将公布的依法严惩的毒品犯

罪典型案例向群众讲解宣传，发挥案例直观、生动的

震慑、教育作用，形成了禁毒防艾宣传教育的强大声

势，增强了全民法治意识。尤其在“6. 26”国际禁毒

日和“12. 1”世界艾滋病日期间，开展大型宣传教育

活动。进社区，播放以禁毒为主题内容的电影及禁

毒专题宣传片; 进学校，开展禁毒防艾宣传讲座，举

办“禁毒知识竞赛”，开展以禁毒为主题的书法绘画

及海报比赛等活动，丰富同学们的课外生活，增强对

禁毒知识的学习兴趣; 进单位，由大学生志愿者带领

参观并讲解禁毒宣传海报和宣传展板; 进家庭，发放

并讲解有关禁毒防艾的宣传教育资料; 进场所，开展

知识问答，举办以“参与禁毒”为主题的禁毒防艾文

艺表演; 进农村，开设“禁毒之声”广播栏目，传播禁

毒文化知识。

图 3 “知信行”行为理论模式的宣传教育过程结构

2. 2 大学生志愿者在“信”方面的参与现状

“信”是大学生志愿者宣传教育的内在动力系

统，只有大学生志愿者自己树立起了禁毒防艾宣传

教育的信念与信心，才能够调动社会大众对禁毒防

艾宣传教育的重视。对于大学生志愿者而言，坚决

树立服务社会理念，增强自身专业素质，不断增强责

任意识、忧患意识和机遇意识，践行志愿精神，不断

充实禁毒力量是题中应有之义。大学生志愿者在进

行禁毒防艾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自身也感受到了宣

传教育对于自己身心的调节作用，以及由此形成的

强大的信念，使大学生志愿者通过掌握毒品艾滋病

知识真正实现提高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的目的。在

宣传教育的同时，“知信行”理论的良性发展也提高

了大学生志愿者心理健康水平，带来了高质量的、愉
悦的宣传体验。良好的自主认知教育加强了对自身

坚定意志品质养成的人格教育，大学生志愿者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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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宣传教育仅仅是形式主义，大学生志愿者在通

过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大众对毒品艾滋病认知的动机

的驱使下逐步认识到自身能力的不足，能够认清禁

毒防艾宣传教育对于一名大学生志愿者的重要意

义，从而更为主动、积极、自觉地进行志愿者活动。
同时利用同伴教育，让更多的大学生建立起抵御毒

品的信念。
2. 3 大学生志愿者在“行”方面的参与现状

“行”即影响社会大众在禁毒防艾方面的重视与

切实行动，是“知信行”行为模式中最为重要的环节，

也是大学生志愿者禁毒防艾宣传教育的最终目标，这

就需要社会大众践行远离毒品艾滋病的理念，达到宣

传教育的目标。大学生志愿者在运用“知信行”行为

理论模式进行宣传教育过程中，从终身宣传教育观出

发，把社会大众的活动态度、活动习惯、终身预防毒品

艾滋病意识和社会大众参与能力纳入到大学生志愿

活动服务中来，而且将提高自身素质，树立终身学习

观念根植于宣传教育中。因此，运用“知信行”理论模

式实施禁毒防艾宣传教育时，并不是禁毒防艾知识的

单向灌输和传递，而是将大学生志愿者和社会大众都

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当面临毒品时，才能

在对错、取舍方面，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并同时提

升社会责任感，使社会更方便有力地组织大学生志愿

者进行禁毒防艾志愿活动。

3 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推动“知信行”模式发展的途径

做好禁毒防艾工作关键在于预防，预防工作关

键在于教育。因此，推动“知信行”模式也是非常重

要的。
3. 1 相关组织机构参与途径

2016 年 5 月中国青年志愿者“飞天旗帜”搭乘

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飞上太空。“中国青年志愿者

飞天旗帜”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

精神曾激励众多青年投身到志愿服务事业中来。因

此在禁毒防艾宣传教育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等组

织机构的作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际，

组织机构可以借助禁毒宣传教育“6. 27”工程，禁毒

宣传教育三年规划的良好机遇，培养更多优秀大学

生志愿者。尽快建立职能配置完善，团队岗位设置

科学合理，与毒情形势和禁毒工作任务相适应的禁

毒宣传队伍，把禁毒防艾宣传教育工作作为象征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义举善举来做好。同时，发挥好

共青团、学校的枢纽作用，使之成为政府相关部门和

社会组织沟通的桥梁，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禁毒防艾

宣传工作的重要枢纽。
3. 2 政府部门参与途径

要健全禁毒预防机制，深化禁毒宣传教育离不

开政府的支持与引导。政府需建立健全大学生志愿

者禁毒防艾宣传教育模式，不断完善弥补禁毒防艾

宣传教育工作中发现的不足。重要的禁毒防艾活动

宣传效果优于一般性宣传活动，鼓励并支持大学生

志愿者在重点时段，尤其是“6·26”国际禁毒日和

“12·1”世界艾滋病日期间的宣传教育，强化全社

会的禁毒宣传教育。督促建立更多的禁毒预防教育

基地和示范学校建设，动员社会公众参与禁毒防艾

宣传教育斗争。政府需把禁毒防艾等法律法规作为

普法工作的重点内容，将禁毒防艾宣传教育工作纳入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8］。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加

强全民禁毒防艾意识，树立禁毒防艾理念非一日之

功，强化禁毒宣传教育离不开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
要充分利用禁毒教育基地开展禁毒防艾宣传活动，加

强大学生志愿者队伍建设，扩大禁毒防艾宣传力量。
3. 3 社会各领域参与途径

在大学生志愿者“知信行”行为干预理论的实

施中，为了促进社会大众自我意识的培养，迅速地发

展和培养良好的禁毒防艾的意识，必须要创设良好

的宣传教育环境。首先要加强社会层面的宣传，营

造良好地社会环境，通过学校、社区和社会宣传认识

禁毒工作的重要性，这会更有利于大学生志愿者参

与到禁毒防艾宣传工作中［9］。其次组建更多的禁

毒志愿者组织，以带动到各行各业，让大学生禁毒防

艾志愿者可以轻易参与。可将禁毒防艾宣传纳入到

公益广告宣传中。组织协调新闻出版单位和媒体记

者广泛开展禁毒防艾宣传，转变成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向社会传播; 在禁毒宣传教育工作中，也要实是

求事地揭露吸毒等社会丑露现象; 同时，支持大学生

志愿者建立自有宣传阵地，同大学生志愿者宣传密

切配合，提高禁毒防艾的宣传力度［10］。

4 总结与展望

面对当前突出毒品问题，做好禁毒防艾宣传教

育义不容辞。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全局的高度，指明了今后禁毒工作发展的方向和举

措。运用好“知信行”理论模式为大学生志愿者进

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禁毒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出了更高要求，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指导性和针对

性，是大学生志愿者有力推进禁毒防艾宣传教育工

作的基本遵循。 ( 下转第 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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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若进一分，人民的生命健康便退一寸! 打

赢禁毒人民战争，需要大学生志愿者洁身自好，积极

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不仅自身主动拒绝毒品的

诱惑，加强对毒品、艾滋病知识的了解，还要充分利

用“知信行”模式，向社会大众及吸毒人员宣传相关

知识，在禁毒防艾宣传教育工作上有所作为。大学

生志愿者应做好表率，把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禁毒防

艾志愿中，在“防毒拒毒”宣传教育工作上甩开膀

子、做出“样子”。因此，在大学生志愿者宣传教育

“知信行”行为理论模式的实施中，要按照宣传教育

多样化，宣传教育阶段相延续的思路，建立以学校，

社会组织等社会平台，大学生志愿者为依托，政府管

理部门为保障的立体化宣传活动机制，不断提高社

会大众正确、积极向上的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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