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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大学与医学类院校
学生无偿献血的动因比较研究
陆佳玲 员袁孙

牧 圆袁屠小明 猿袁赵轶轮 源袁蔡旭兵 源

渊员援 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 圆援 康达学院袁 猿援 基础医学院

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曰源援 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袁

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园猿冤

摘

比较两类学校学生在无偿献血认知、献
以南京某综合性大学和某医学院校为例，

要院

血参与态度及献血动机方面的差异。

通过文献研究、专家咨询及焦点小组评分编制调查问

态度和动机差异采用 贼 检验。
卷。认知差异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综合性大学学生对无偿献血的

认知水平较低。医学类院校学生在献血参与态度方面的得分较高，
二者在献血感受上无差异。献血
在两校暂未献血人群中，
医学类院校学生自我
动机方面，医学类院校学生献血的利他性得分较高，
效能型和献血奖励型动机得分更高。

根据态度及
需加强对综合性大学学生献血知识的普及，

动机差异采取有针对性的献血宣传及招募。
关键词院无偿献血曰 综合性大学曰 医学类院校曰献血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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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院 粤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缘冤0员原园缘员原园园源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缘园员员猿

自 员怨怨愿 年 员园 月 员 日叶献血法曳颁布实施以来袁

校学生为研究对象袁 分析对比两类学校学生在无偿

我国的献血事业进入了法制化管理过程袁献血工作

献血认知水平尧献血态度尧献血感受尧献血动机上的

已从既往的有偿献血尧计划献血逐渐过渡到无偿献

差异袁 以便为卫生部门在此群体中开展有针对性的

血袁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基本满足了临床用血需求 遥

无偿献血宣传工作提供理论依据遥

咱员暂

然而袁近年来袁一些负面事件的频繁上演使得采供血
机构陷入信任危机袁献血量出现小幅度下降袁而二三

一尧对象与方法

线城市的用血量却在上升袁中心城市的供血压力更

渊一冤样本选择

为突出袁采供矛盾日益凸显袁发展无偿献血事业袁提

研究工作在南京某综合性院校和南京某医学类

高公民无偿献血积极性尤为重要遥 大学生是无偿献

院校进行遥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现场发放问卷开

血的主力军 袁一方面大学生身体素质良好袁另一方

展调查袁被调查人群分为两类院献血车内献血者和校

面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袁容易受舍己为人尧服务社会

内随机被调查的学生遥 共在两校收集到有效调查问

宣传教育的感召袁对血源的保证尧血液应急至关 重

卷 愿猿远 份遥 其中综合性大学 员愿苑 份袁包括 愿源 份已献

咱圆暂

要遥 研究表明袁在大学生中袁医学专业学生的献血率
高于非专业学生 袁国内外有众多学者就大学生无
咱猿暂

偿献血的认知尧影响因素等进行过讨论袁但单纯针对

血者和 员园猿 份未献血者问卷曰医科类院校 远源怨 份袁包
括 圆苑远 份已献血者和 猿苑猿 份未献血者问卷遥
渊二冤问卷设计

综合性大学与医学类院校学生无偿献血的分析比较

问卷编制过程中袁 通过文献研究及专家咨询确

不多遥 本文以南京地区某综合性大学和某医学类院

定问卷条目池 咱源原苑暂袁再通过焦点小组讨论确定问卷的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渊月运圆园员圆缘圆怨冤袁南京医科大学科技发展基金重点项目渊圆园员源晕允酝哉在阅园员苑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源原园愿原猿员
作者简介院陆佳玲渊员怨怨源原 冤袁女袁江苏南通人袁在读本科生曰蔡旭兵渊员怨远愿原 冤袁男袁江苏南京人袁主任医师袁研究方向为采供血

管理袁通信作者遥

初稿袁初稿通过了心理学尧统计学尧管理学及采供血
等领域专家的评定袁主要内容包括献血者基本特征袁

园援园缘袁表 猿冤曰而两校未献血者中袁此项得分无统计学
差异遥

表 猿 无偿献血参与态度得分

无偿献血相关知识的知晓程度袁无偿献血感受尧献血
态度及献血动机等遥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采用统计软件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袁两校学生无

偿献血认知差异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袁献血感受尧献
血动机尧献血态度的比较采用 贼 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二尧结

综合性大学
员缘援愿愿远
员缘援猿员猿

医学类院校
员远援愿远源
员缘援苑源缘

贼值

原圆援缘怨苑
原员援圆园源

渊四冤两校献血者献血感受分析比较

渊分冤

孕值
约园援园缘
园援圆猿园

从表 源 可以看出袁 两个学校献血者的献血感受

基本相似袁两个学校分开袁分别将题项 缘 和题项 远 反
再 利 用 贼 检 验 将 两 校 得 分 进 行 比 较 袁贼 越原员援怨缘源袁孕越

两类院校中被调查者的性别尧出生地等基本信

参数
性别
女性
男性
出生地
城市
县城
乡镇
农村

参与者
已献血者
未献血者

向编码后与其他几项合并得到采血感受的总得分袁

果

渊一冤样本基本特征
息见表 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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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援员源圆袁 两个学校献血者的献血感受并无统计学差

异遥仅在野采血针头让我觉得恐惧冶一项中袁医科类院
校学生的认同度高于综合性大学学生袁 有统计学差

表 员 样本基本特征
综合性大学

渊豫冤
医科类院校

源远援愿
缘猿援圆

远园援圆
猿怨援愿

猿怨援远
圆园援怨
员远援远
圆猿援园

圆源援缘
员苑援苑
员怨援猿
猿愿援源

渊二冤两校学生无偿献血认知水平的分析比较
该综合性大学和该医学类院校已献血者对无偿
献血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存在差异袁前者对献血知
识的了解程度明显低于后者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袁而调查人群中两校未献血者对相
关知识的了解程度没有统计学差异遥

表源

渊豫冤
医科类院校 综合性大学
献血感受
采血针头让我觉得恐惧
圆远援猿
源员援猿
采血过程会使我感到疼痛
圆圆援缘
猿源援缘
看见血液流出让我觉得害怕
员缘援员
圆猿援苑
血液检测不合格让我感到焦虑
怨园援园
愿苑援远
采血的器具都是一次性的袁不会
怨员援员
怨圆援园
传播疾病
采血工作人员的良好服务会缓解
怨猿援愿
怨源援源
我的紧张
我担心在献血过程中不能享受到
猿远援猿
猿缘援远
良好的服务
两校已献血者献血感受认同程度

渊五冤两校学生献血动机
本次调查中袁影响献血行为的献血动机主要包括
利他尧自我效能尧献血奖励三种遥 利他性献血动机指献

表 圆 两校已献血者对无偿献血知识回答正确率的差异 渊豫冤

相关知识
综合性大学 医科类院校
成分献血
圆员援源
猿怨援怨
自体输血
圆缘援苑
园愿援猿
两次献全血的
远怨援园
缘园援园
间隔时间
江苏终身免费
猿猿援猿
缘猿援源
用血的献血量

异渊字圆越缘援缘圆远袁孕 越 园援园员怨冤遥

字圆 值
园怨援缘缘缘
员员援源缘缘
员园援员员猿

孕值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员园援圆远远

约园援园缘

血者不考虑自身利益袁为提升他人幸福感 咱愿暂袁帮助他
人尧缓解血荒等原因进行献血袁例如院献血会让人感觉
到能够帮助别人遥自我效能指个体在执行某一行为操
作之前对自己能够在什么水平上完成该行为活动所
具有的信念尧判断或主体自我把握与感受咱怨暂遥 自我效

能献血动机指个体认为自身有能力献血尧 为实现自
身价值而去献血袁如院如果我想献血袁我很快就能做
到曰献血对我来说是一种应尽的责任遥献血奖励型献

渊三冤无偿献血参与态度的分析比较

血动机指献血者受物质尧精神奖励而去献血袁诸如院

调查两校学生的周围人袁即家人及朋友对无偿

如果我去献血袁主要是为了物质上的回报曰参加无偿

献血的态度袁包括 远 个选项袁如您周围有多少人多次

献血能得到很多人的赞扬曰 我去献血是为了我和家

参加过无偿献血曰您周围有多少人阻止您参加无偿

人将来能免费用血袁 对两校学生献血动机总得分进

献血等遥部分题项反向编码后与其他题项得分相加袁

行比较袁结果见表 缘遥 医学类院校学生献血的利他性

得到周围人态度总得分遥 贼 检验结果显示袁在两校已

动机强于综合性大学献血者袁 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此

献血者中袁医学类院校在野周围人的献血态度冶方面

外袁两校未献血人群中袁医学类院校被调查者中出于

得分高于综合性大学袁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自我效能和献血奖励献血的动机强于综合性大学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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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献血者
综合性大学得分
园怨援苑缘园
员远援愿怨猿
圆缘援源圆猿

表缘

医学类院校得分
员园援猿怨猿
员苑援远员苑
圆远援员怨员

窑缘猿窑
渊分冤

两校学生献血动机比较

贼值
原猿援员缘怨
原员援怨圆远
原员援远苑远

具有统计学差异遥

未献血者
孕值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远
约园援园怨

综合性大学得分
园怨援园圆园
员源援愿源缘
圆圆援源怨源

医学类院校得分
员园援员猿猿
员远援猿远猿
圆缘援员苑圆

贼值
原猿援怨缘猿
原猿援圆苑猿
原源援远远怨

孕值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的特点袁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遥比如医学类院校学生

三尧讨

论

对无偿献血知识比较了解尧利他性献血动机更强袁对
采血针头的恐惧感更高袁 在医学院校开展的无偿献

大学生不仅是无偿献血的主要对象袁在无偿献

血志愿者招募活动中袁 更多强调无偿献血行为的公

血工作的宣传和服务等工作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袁

益属性袁 血液供应的现状以及无偿献血对拯救患者

无偿献血的诸多宣传招募措施都是以在校大学生为

生命的重要性等袁在采血过程中袁通过更加人性化的

对象遥

服务袁更加宽松舒适的采血环境袁以缓解学生对采血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袁综合性大学的学生对无偿

的恐惧和担忧遥 在以综合性大学学生为对象的无偿

献血相关知识的了解程度低于医学类院校的学生遥

献血志愿者培训中袁 应强化无偿献血基本知识的宣

一方面袁医学生更易接触相关知识袁更易受无偿献血

传袁包括献血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尧献血流程尧血液的

知识的普及袁如医学院的图书馆有较多医学杂志尧医

用途和流向等遥

学院教师授课时会提及相关知识遥 另一方面袁由于

暂未献血的大学生虽由于种种原因暂未献血袁

专业的特殊性袁医学生组织进行的志愿活动更多集

但这类人群是潜在的献血者袁 也是无偿献血宣传招

中在医院尧卫生部门等袁不少同学在参与无偿献血服

募的重要对象遥对两校暂未献血人群的调查表明袁医

务工作时袁对献血知识有了进一步了解遥 而综合性

学类院校学生更易出于自我效能和献血奖励进行无

大学学生了解献血知识的途径相对较少遥

偿献血遥众多研究显示袁自我效能是促进献血行为发

在周围人态度方面袁医学类院校学生周围人对
无偿献血的参与程度高于综合性大学学生袁这可能

生的核心因素 咱员园暂袁是个体对自身参与献血的信心和

能力的评估遥 针对综合性大学学生自我效能型献血

与医学类院校学生接触到的人群特殊性有关袁老师尧

动机更弱的特点袁 可通过献血志愿者对其进行宣传

亲友更可能是从事医学相关行业的袁对无偿献血现

与招募策略袁 志愿者对自身献血经历的分享有利于

状更了解袁对献血知识更熟知袁因而对无偿献血的参

提高被干预者的信心袁 使其明白献血是在自己能力

与态度更为积极遥 而综合性和医学类大学学生在

范围以内袁不需要经过太大努力就可以完成的事情遥

野献血的感受冶方面并无太大差异遥 但在野采血针头

总而言之袁通过形式更加丰富的宣传和招募活动袁形

让我觉得恐惧冶一项中袁医学类院校学生的认同度高

成良好的无偿献血氛围袁让大众以无偿献血为己任袁

于综合性大学学生袁医学类院校学生对于采血针头

有热情尧 有信心参与献血才有利于无偿献血工作的

反而更感到恐惧袁这与其平日受到的医学知识教育

健康发展遥

是密不可分的袁医学类院校学生比普通学生更加了
解采血针头的危害袁如被刺伤可能会引起血液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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