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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 缘 所高校大学生
对抗生素使用知识、态度与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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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员援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圆援药学院袁江苏 南京 圆员员员远远冤
摘

了解南京市高校大学生对抗生素使用知识尧态度与行为现状袁分析影响因素袁为制

要院

定促进合理用药的政策提供建议遥

自制 缘 分李克特量表袁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袁对南京

市 缘 所高校的 远员愿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遥

共 远园园 位大学生完成问卷调查袁抗生素使用

知识的回答正确率为 缘缘援园苑豫袁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表明袁专业尧性别尧户口性质是影响抗生素使用的显
著因素遥

在校大学生缺乏正确的抗生素使用知识尧全面准确的态度和合理的用药行为袁应该

加强对大学生尤其是非医学专业大学生的药品知识教育，改变错误的用药观念和不良用药习惯，
提倡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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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员员 年袁世界卫生组织渊宰匀韵冤将世界卫生日

高校学生对抗生素的合理应用认识不足袁 掌握抗生

的主题设为野抵御耐药性要要
要今天不采取行动袁明天

素相关知识正确率较低袁不良用药行为率较高遥大学

就无药可用冶袁表明抗生素耐药已经成了一个严重的

生作为国家未来的引领者袁对抗生素的使用认知尧态

全球性问题遥 抗生素不合理使用导致大量耐药菌株

度及行为会对其他群体产生重要的影响袁 因此帮助

的产生袁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袁抗生素无需医生处方

他们纠正错误的用药认知袁走出用药误区袁成为正确

也可以轻易获取袁当然中国也不例外袁并且已经成为

使用药物的宣传主力袁 对未来抗生素的管理具有深

了世界上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袁抗菌药物

远的意义遥

应用的中位数比例高达 苑怨豫袁每年有 愿 万人死于抗
生素的滥用遥

一直以来袁卫生服务提供者被认为是药品不合

一尧 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调查对象

理使用的源头袁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袁信息时代

以南京市高校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袁 随机抽

的来临袁公众对于自身健康的关注日渐增强袁用药及

取 缘 所高校袁包括 圆 所医学院校和 猿 所非医学院校遥

咱员暂

诊疗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也明显突出遥 在陈强等 对
西北民族大学进行的调查中发现袁医学生和非医学
生对抗生素的相关知识了解程度及其使用情况存在
显著性差异袁并且抗生素知识匮乏是由于相关知识
咱圆暂

学习不够造成的曰同样袁在曲艳辉 的调查中也发现

共发放问卷 远员愿 份袁回收 远园园 份袁有效问卷率员园园豫遥
渊二冤调查内容与方法

通过分层整群抽样法发放问卷袁 在 猿 所非医学

院校随机抽取 员 个专业的大一至大三各 员 个班级的
学生曰圆 所医学院校随机抽取临床专业的大一至大

基金项目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野基于 粤酝杂 策略导向的医院抗菌药物管理模式构建院综合评价与准实验干预研究冶

渊苑员远苑猿员源苑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远原园远
作者简介院陆婷婷渊员怨怨猿原 冤袁女袁江苏兴化人袁硕士研究生在读曰李歆渊员怨苑愿原 冤袁男袁江苏武进人袁博士袁副教授袁研究方向为药

事管理尧药物政策尧医药卫生管理研究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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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 员 个班级袁大五则以实习地为单位袁问卷由调查
员现场发放袁当场回收遥

采用问卷形式院 第一部分用以获得被调查者
的社会人口学特性曰 第二部分调查大学生对抗生
素认知尧耐药性及使用方面的信息曰第三部分通过

窑圆苑缘窑

渊三冤问卷描述性分析
员援 抗生素使用知识

抗生素使用知识正确率为 缘缘援员豫袁未达及格线袁

表明大学生在这方面存在较大的错误认知遥 缘员援圆豫

的人不知道抗生素只能用于细菌性感染袁远圆援园豫的

李克特量表统计大学生对抗生素使用的态度袁包

人在普通感冒是否由病毒引起的问题上回答错误袁

括抗生素选择与使用模式曰 第四部分调查大学生

前两者的错误认知导致超半数的人认为抗生素能让

使用抗生素的行为频率袁 包括剂量依从性和疗程

普通感冒好得更快遥 有 缘源援园豫的人知道抗生素属于

依从性遥

处方药袁应该凭处方购买袁且在抗生素就是消炎药尧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能够预防感染提高免疫力的观点上持反对意见的占

采用 耘责蚤阅葬贼葬猿援员 和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进行分析袁主要为

绝大多数渊苑员援圆豫尧远缘援猿豫冤袁在抗生素会产生不良反

面袁结果由得分统计袁正确得 员 分袁错误或不确定得

被调查者赞同静脉注射抗生素的效果比口服好这个

信度分析尧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遥 在使用知识方
园 分袁园耀缘 分计为知识水平低袁远耀员园 分计为水平高袁

做卡方检验曰在使用态度方面袁积极程度得分依次为
缘尧源尧猿尧圆尧员 分袁将均分进行正态性检验袁不符合正态
分布渊在越圆援圆愿苑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采用秩和检验曰在使用行

为方面袁行为合理程度得分依次为 缘尧源尧猿尧圆尧员 分袁得
出均分不符合正态分布渊在越圆援怨远远袁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采取与
态度部分相同的处理袁统计学检验水准为 园援园缘遥

二尧 结果与评价
渊一冤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共 远园园 人袁 其中男 圆源园 人 渊源园豫冤袁女

猿远园 人渊远园豫冤曰年级分布为大一 员远缘 人渊圆苑援缘豫冤袁大
二 员远猿 人渊圆苑援圆豫冤袁大三 员猿源 人渊圆圆援猿豫冤袁大四 怨愿 人
渊员远援猿豫冤袁大五 源园 人渊员远援猿豫冤袁大一尧大二尧大三年级
样本数比较均衡袁大四尧大五年级学生因在外实习袁

故样本量较少遥 医学专业学生 猿缘苑 人渊缘怨援缘豫冤袁非医

应的问题上有 愿员援苑豫的大学生表示赞同遥 近一半的
错误观点袁 并且超半数比例的人不了解甚至没有听
过细菌耐药性遥 具体结果见表 员遥
表员

抗生素使用知识得分情况

咱灶渊豫冤暂

得园分
渊答对冤 渊答错尧不确定冤
使用范围
圆怨猿渊源愿援愿冤
猿园苑渊缘员援圆冤
属于哪类药
猿圆源渊缘源援园冤
圆苑远渊源远援园冤
是否就是消炎药
员苑猿渊圆愿援愿冤
源圆苑渊苑员援圆冤
是否产生药品不良反应
员员园渊员愿援猿冤
源怨园渊愿员援苑冤
是否预防感染尧提高免疫力
圆园愿渊猿源援苑冤
猿怨圆渊远缘援猿冤
是否减少普通感冒的并发症
圆怨源渊源怨援园冤
猿园远渊缘员援园冤
普通感冒是否由病毒引起
猿苑圆渊远圆援园冤
圆圆愿渊猿愿援园冤
是否让普通感冒好得更快
圆愿怨渊源愿援圆冤
猿员员渊缘员援愿冤
静脉注射的效果是否比口服要好 猿圆远渊缘源援猿冤
圆苑源渊源缘援苑冤
细菌耐药性的含义
圆源员渊源园援圆冤
猿缘怨渊缘怨援愿冤
知识点

得员分

圆援 抗生素使用态度

在抗生素使用态度上采用李克特 缘 点量表法进

学专业学生 圆源猿 人渊源园援缘豫冤袁医学专业抽取班级为

行统计袁结果见图 员遥 结果显示袁在选择抗生素种类

学专业样本量多于非医学专业遥 来自农村 圆源源 人

同抗生素使用的品种越多尧 量越大越能有效地控制

大一至大五袁非医学专业为大一至大三袁所以造成医

上存在偏差的被调查者占近 圆园豫的比例遥 远豫的人赞

渊源园援苑豫冤袁城镇 猿缘远 人渊缘怨援猿豫冤遥每月生活费臆缘园园 元

感染遥 在停药节点上袁超过 圆园豫的人认为一旦感觉

员 缘园园 元有 猿圆缘 人 渊缘源援圆豫冤袁员 缘园员耀圆 园园园 元有 员园猿

明显药效则应改用其他抗生素遥 在购买方式上袁

要来源于课堂知识尧药店尧医师尧家长和朋友袁分别为

据自己的经验进行选择遥 超出 苑缘豫的人赞同过度使

有 员员 人渊员援愿豫冤袁缘园员耀员 园园园 元有 员猿圆 人渊圆圆援园豫冤袁员 园园员耀

良好就该立即停药袁圆缘豫的人表示短时间内未得到

人渊员苑援圆豫冤袁跃圆 园园园 元有 圆怨 人渊源援愿豫冤遥 用药习惯主

猿缘援远豫的人优先选择药店推荐的抗生素袁 有些则根

怨远渊员远援园怨豫冤尧员猿园渊圆员援苑豫冤尧员愿源渊猿园援豫苑冤尧员愿园渊猿园援园冤和

用抗生素会产生耐药性的严重后果袁 而剩余比例的

员园渊员援苑豫冤人遥

渊二冤问卷结果信度分析
本文利用内在信度进行问卷的信度分析袁采用

粤造责澡葬 信度系数法遥 得出 悦则燥灶遭葬糟澡爷泽 琢 值为 园援愿圆愿袁

基于标准化的 悦则燥灶遭葬糟澡爷泽 琢 值为 园援愿源远袁 两个系数
都在 园援愿耀园援怨 之间袁可见该量表信度可以接受袁整体
上不需要进行修改遥

人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明显的误区遥 在对医生处方
的态度上袁 认为当前普遍存在医生给患者使用不必
要的抗生素的人超出 缘园豫袁认为这可能是经济利益
引起的也超出 缘园豫遥

猿援 抗生素使用行为

在抗生素使用行为频率部分袁 采用李克特量表
设计袁统计结果见图 圆遥 远员援苑豫的被调查者表示近 猿

窑圆苑远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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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谱优于窄谱
新品比老的效果好
贵的比便宜的效果好
贵的比便宜的不良反应少
使用的种类越多袁越能有效控制感染
使用的量越大袁越能有效控制感染
应该使用单一品种
应该频繁更换
一旦感觉良好就立即停药
短时间内未明显好转则改用
优先选择药店药师推荐的种类
凭个人经验选择种类
过度使用会产生耐药性
存在医生给患者使用不必要抗生素的现象
存在因经济利益给患者过度使用的现象
若就诊时不开抗生素袁不再选择这个医生
感冒发烧时袁不开抗生素则不是个好医生
园豫

员园豫

极不赞同
不赞同
无所谓
赞同
极为赞同

圆园豫

图员

猿园豫

源园豫

缘园豫

抗生素使用态度分布图

远园豫

苑园豫

愿园豫

怨园豫 员园园豫

过去 猿 个月内袁无处方却购买使用
就诊时袁主动要求医生给我开处方
一生病就要求医生马上使用静脉注射
感冒时袁无论是否有医嘱都会使用
发炎就用抗生素
严格遵循医嘱如何服用

从来没有
偶尔
经常
频繁
非常频繁

凭个人经验决定如何服用
使用量自己决定袁严重则加大药量
服用时用茶水等饮料或者干咽
使用前检阅药品说明书
使用前检阅药品的有效期和生产日期
服用已经超过有效期的抗生素
过期的抗生素直接扔掉
自己备有抗生素袁以备生病时使用
园豫

员园豫

圆园豫

猿园豫

源园豫

缘园豫

图 圆 抗生素行为频率分布图

远园豫

苑园豫

愿园豫

怨园豫

员园园豫

个月从未有过未凭处方购买使用抗生素的情况袁

有显著性差异曰抗生素行为频率存在的差异主要体现

远猿援愿豫的人在就诊时从未主动要求医生开抗生素

在性别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与每月生活费上渊孕 越 园援园园远冤袁具体

治疗袁超 苑园豫的人从未一生病就要求注射抗生素袁
但也有 员园豫左右的人在感冒时无论是否有医嘱都
会使用抗生素遥 除感冒外袁有 圆园豫的人在发炎时使

见表 圆遥

缘援 医学生与非医学生高尧低年级对比

将一年级记为低年级袁 将医学生二至五年级

用抗生素遥 怨园豫左右的人在服用抗生素上可以严格

与非医学生二尧 三年级记为高年级袁 通过卡方检

遵从医嘱袁凭个人经验服用的仅占 员园豫袁因此自己

验袁结果显示袁低年级医学生与非医学生在抗生素

确定使用量以及用茶水等饮料送服的比例也相对

使用知识尧态度尧行为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袁但高

较低遥 猿园豫左右的被调查者从来不看或只是偶尔看

年级的医学生与非医学生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药品说明书袁并且确认有效期和生产日期遥 在过期
抗生素的处理上袁有不到 员园豫的人会继续服用袁也
有一半比例的人会选择直接丢掉遥 另外袁自备抗生
素的行为也是不提倡的袁 调查中有超过 圆园豫的人
有此误区遥

源援 不同人群抗生素使用知识尧态度尧行为

知识水平除了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差异 渊孕 越

园援猿愿远冤袁在其他 缘 个参数上均差异明显曰除户口性质
渊孕 越 园援园苑缘冤袁抗生素使用态度在其他 缘 个参数之间均

意义 渊孕约园援园员袁表 猿冤遥

渊四冤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
表 圆 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袁 在抗生素使用知识

方面袁除性别外袁在其他 缘 个参数上的差别均有统计

学意义袁将水平低赋值为 员袁高赋值为 圆袁将水平高低
作为因变量渊再冤袁将上述有差别的 缘 个参数全部纳
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模型袁 结果只有专业和户口进入回
归方程渊表 源冤遥

表 圆 的秩和检验结果显示袁 在抗生素使用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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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圆 人口学参数与使用知识尧态度尧行为之间的关联

参数

低

性别
男渊灶越圆源园冤
女渊灶越猿远园冤
年级
大一渊灶越员远缘冤
大二渊灶越员远猿冤
大三渊灶越员猿源冤
大四渊灶越怨愿冤
大五渊灶越源园冤
专业
医学渊灶越猿缘苑冤
非医学渊灶越圆源猿冤
户口
农村渊灶越圆源源冤
城镇渊灶越猿缘远冤
生活费
臆缘园园 元渊灶越员员冤
缘园员耀员 园园园 元渊灶越员猿圆冤
员 园园员耀员 缘园园 元渊灶越猿圆缘冤
员 缘园员耀圆 园园园 元渊灶越员园猿冤
跃圆 园园园 元渊灶越圆怨冤
知识来源
课堂渊灶越怨远冤
药店渊灶越员猿园冤
医师渊灶越员愿源冤
家长渊灶越员愿园冤
朋友渊灶越员园冤

知识水平渊人冤
高
孕值

员员园
员苑愿

员猿园
员愿圆

员圆圆
怨猿
源愿
圆猿
圆

源猿
缘园
愿远
苑缘
猿愿

员员源
员苑源

圆源猿
远怨

员猿员
员缘苑

员员猿
员怨怨

怨
苑圆
员缘源
猿愿
员缘

圆
远园
员苑员
远缘
员源

圆猿
苑猿
苑源
员员园
愿

苑猿
缘苑
员员园
苑园
圆

态度渊分冤
中位数渊四分位间距冤

园援猿愿远

园猿援远渊猿援员袁源援园冤
园猿援愿渊猿援缘袁源援圆冤

约园援园员

园猿援缘渊猿援圆袁猿援怨冤
园猿援苑渊猿援猿袁猿援怨冤
园猿援愿渊猿援缘袁源援猿冤
园猿援愿渊猿援缘袁源援圆冤
园源援猿渊源援圆袁源援缘冤

约园援园员

园猿援怨渊猿援远袁源援猿冤
园猿援缘渊猿援圆袁猿援愿冤

园援园圆员

园猿援愿渊猿援源袁源援圆冤
园猿援愿渊猿援圆袁源援员冤

园援园员猿

园猿援源渊圆援缘袁猿援怨冤
园猿援远渊猿援员袁猿援怨冤
园猿援愿渊猿援源袁源援员冤
园猿援怨渊猿援缘袁源援猿冤
园猿援远渊猿援猿袁源援员冤

约园援园员

园猿援怨渊猿援源袁源援源冤
园猿援苑渊猿援圆袁猿援怨冤
园猿援愿渊猿援缘袁源援圆冤
园猿援远渊猿援圆袁源援园冤
园猿援缘渊猿援圆袁猿援远冤

窑圆苑苑窑

孕值

行为渊分冤
中位数渊四分位间距冤

孕值

约园援园员

源援园渊猿援远袁源援圆冤
源援员渊猿援愿袁源援源冤

约园援园员

约园援园员

源援员渊猿援远袁源援源冤
源援员渊猿援苑袁源援源冤
源援园渊猿援远袁源援猿冤
源援员渊猿援怨袁源援猿冤
源援员渊猿援愿袁源援员冤

园援圆愿猿

约园援园员

源援员渊猿援愿袁源援猿冤
源援员渊猿援远袁源援源冤

园援园愿远

园援园苑缘

源援员渊猿援苑袁源援源冤
源援员渊猿援苑袁源援猿冤

约园援园员

猿援远渊圆援远袁源援员冤
源援员渊猿援远袁源援源冤
源援员渊猿援愿袁源援源冤
源援员渊猿援怨袁源援猿冤
猿援愿渊猿援远袁源援员冤

约园援园员

源援园渊猿援愿袁源援圆冤
源援园渊猿援远袁源援源冤
源援员渊猿援愿袁源援源冤
源援员渊猿援愿袁源援猿冤
源援员渊猿援缘袁源援猿冤

项目
使用知识水平高
使用态度积极
使用行为合理

医学生渊灶越远愿冤
员怨渊圆苑援怨冤
远源渊怨源援员冤
远远渊怨苑援员冤

圆源渊圆源援苑冤
愿愿渊怨园援苑冤
怨缘渊怨苑援怨冤

字圆 值
园援圆员圆
园援远猿缘
园援员猿员

方面袁除户口性质外袁在其他 缘 个参数上的差别均有
统计学意义袁将态度总分在 猿怨 分渊猿 分伊员猿冤以下设
为消极袁赋值为 员袁猿怨 分及以上设为积极袁赋值为 圆袁

将积极程度作为因变量渊再冤袁将上述有差别的 缘 个

孕值
园援远源缘
园援源圆缘
园援苑员愿

医学生渊灶越圆愿怨冤
圆圆源渊苑苑援缘冤
圆愿猿渊怨苑援怨冤
圆愿苑渊怨怨援猿冤

高年级
非医学生渊灶越员源远冤
园源远渊猿员援缘冤
员圆源渊愿源援怨冤
员猿源渊怨员援愿冤

园援园园远

园援猿源愿
咱灶渊豫冤暂

表 猿 基于年级的医学专业与非医学专业抗生素使用情况比较
低年级
非医学生渊灶越怨苑冤

园援缘园园

字圆 值
愿苑援员愿缘
圆苑援员愿苑
员苑援远源源

孕值
约园援园员
约园援园员
约园援园员

三尧 讨论与建议
渊一冤抗生素使用知识不足
描述性结果表明袁 在校大学生的用药习惯主要

参数全部纳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模型遥 结果只有性别和

来源于医师与家长袁 具备较丰富医学知识的医师对

表 圆 的秩和检验结果显示袁 在抗生素使用行

的袁这点在 月藻造燥灶早蚤葬 的调查中得到佐证咱猿暂遥 本调查中

义袁将行为总分在 源圆 分以下渊猿 分 伊员源冤设 为不 合

远高于谢俊等咱源暂的结果渊猿员援怨缘豫冤袁但在抗生素会产

专业进入回归方程渊表 源冤遥

其影响往往是积极的袁 而家长的影响却是值得商榷

为方面袁 只有性别和生活费上的差别有统计学意

远员豫的医学生清楚地知道抗生素属于处方药袁 要远

理袁赋值为 员袁源圆 分及以上设为合理袁赋值为 圆袁将

生不良反应上袁正确率低袁笔者认为可能是在使用抗

合 理程 度作 为因变 量渊再冤袁 将性 别和生 活费 纳 入

生素治疗过程中袁还未出现过重大不良反应事件袁故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模型遥 结 果只有 性别 进入回 归方 程

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遥 苑员援圆豫的被调查者同意抗生素

渊表 源冤遥

不等同于消炎药袁这说明此概念已经基本被认可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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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源 人口学参数与抗生素使用知识尧态度尧行为的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

参数
知识因素
专业院医学渊非医学为参照冤
户口院农村渊城镇为参照冤
态度因素
性别院男渊女为参照冤
专业院医学渊非医学为参照冤
行为因素
性别院男渊女为参照冤

月值

杂援耘 值

韵砸 值

怨缘豫悦陨

孕值

员援员猿苑
原园援远怨缘

园援圆圆圆
园援圆员猿

猿援员员苑
园援源怨怨

圆援园员怨耀源援愿员猿
园援猿圆怨耀园援苑缘苑

约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员

原园援苑圆愿
员援愿缘圆

园援猿缘远
园援缘园源

园援源愿猿
远援猿苑圆

园援圆源园耀园援怨苑员
圆援猿苑圆耀员苑援员员愿

园援园源员
约园援园园员

原员援怨缘远

园援远源苑

园援员源员

园援园源园耀园援缘园圆

园援园园圆

大部分普通感冒是否由病毒引起的问题上袁两类学

成功的经历袁而且作为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袁大学生

生的正确率都偏低袁这可能是因为公众对感冒的病

对自我用药的行为更加自信遥 超过 缘园豫的被调查者

种本质认识不清袁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有那么多的人

认为由于利益的驱动袁 医生给患者使用不必要抗生

会在感冒时选择使用抗生素袁并且超出 缘园豫的被调

素的情况普遍存在袁 笔者认为这是当前医疗形势所

查者认为抗生素可以减少感冒的并发症遥 近一半的

造成的袁 医患关系的日益紧张使公众对医生的误解

人同意静脉注射抗生素的效果要好于口服袁正如赵

越来越深袁而且这种现象确实少数存在着遥

光禄咱缘暂提到的在平时门诊中袁学生要求输液治疗的

通过上述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的结果袁 可以进一

情况较为普遍遥 在细菌耐药性方面袁近 远园豫的人不

步得出结论院 男性使用态度积极程度要显著低于女

致这一批人更不可能了解抗生素滥用会产生耐药

比较细心袁依从性好袁在药品使用行为中更为理性遥

知道耐药性的含义甚至从未听说过耐药性袁这就导
性袁甚至超级细菌遥
通过上述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的结果袁 可以进一

步得出结论院医学生抗生素使用知识水平高的程度
要显著高于非医学生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是非医学生的

猿援员员苑 倍遥 可能的原因是袁相对于非医学生而言袁医

性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是女性的 园援源愿猿 倍遥 原因可能是女性

医学生使用态度积极程度要显著高于非医学生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是非医学生的 远援猿苑圆 倍遥原因可能是医学生具

备较高的药品知识袁从而在用药态度上也更为积极袁
与 悦澡葬灶咱员园暂和 运怎扎怎躁葬灶葬噪蚤泽 等咱员员暂 的结论相似袁认为用
药知识得分较高者袁可能会有更正确的用药倾向遥

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多更全面的医学知识遥 农村户口

渊三冤抗生素使用行为不合理

大学生抗生素使用知识水平高的程度要显著低于城

有近 员 辕 员园 的人过去 猿 个月存在无处方却购买

镇户口大学生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是城镇户口大学生的

使用抗生素的行为袁 笔者认为一部分原因是患者图

园援源怨怨 倍遥 这可能是因为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

方便袁无处方购买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费用袁另外更

差异袁农村的经济尧文化尧教育水平等方面与城镇相

加主要的原因则是当前国家药品供应体制的不完

差较大袁在抗生素知识的宣传方面做得也远远不够遥

善袁患者有机会无处方在零售药店购买抗生素遥有部

渊二冤抗生素使用态度存在误区

分大学生在治疗过程中随意增减药量袁 用茶水等饮

描述性结果表明袁在抗生素的选择上面袁错误率

料送服甚至干吞药袁与雷会雯等咱员圆暂的结果相近袁这不

达 源园豫左右袁高于程菊斐等咱远暂的调查结果袁这是公众

仅会产生药品的不良反应袁 而且会增加对有关脏器

心理上的误区所致袁要知道是药三分毒袁新药尧贵药

的损害袁对健康非常不利袁这也是因为大学生贪图一

都具有不良反应和治疗效果的两重性遥 停药节点上

时的方便袁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没有足够重视遥药

咱苑暂

的错误比例虽然低于蔡玲等 的调查结果袁但也足

品说明书及有效期往往被忽视袁 正如本调查结果显

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遥 抗生素药效的发挥必须以达

示袁比例高达 远园豫袁笔者认为原因是他们觉得说明

到有效的血药浓度为前提袁当达不到有效血药浓度

书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袁自己不能全面读懂或理解袁而

就停药或换药时袁不仅不能彻底杀灭细菌袁反而会使

且内容中的不良反应总是避重就轻袁 所以干脆置之

细菌产生耐药性遥 优先选用药店医师推荐的抗生素

不理遥在过期抗生素的处理上袁需要注意的是药品一

种类的比例与 粤造鄄月葬噪则蚤 等 咱愿暂的结果相近袁可能在公

旦过期变质就该彻底销毁袁 最好的办法是交回医院

众心目中药店医师掌握着较多的医学知识袁所以更

药房集中处理袁以免污染环境袁特别是一些特殊性质

加专业遥 另外袁凭个人经验选择使用抗生素的比例

的药品袁如青霉素等袁如果自行处理袁防护不当或者

也高于雷世鑫等 的 猿员豫袁这大概是因为过去治疗

散发到空气当中袁就可能造成过敏意外遥所以在处理

咱怨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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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药品上也不能掉以轻心袁更不能因为只过期了

药行为方面有重要意义遥
源援 倡导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健康意识与习惯

几天还继续服用袁这种对人体的伤害是极大的遥
通过上述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的结果袁 可以进一

窑圆苑怨窑

为了从源头上减少药物特别是抗生素的使

步得出结论院男性使用态度积极程度要显著低于女

用袁大学生应该注重提高自身免疫力遥 其次袁在自

性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是女性的 园援员源员 倍遥 可能是因为女性

主用药时袁应该向专业人员咨询袁仔细阅读药品说

更关注健康行为的合理性袁在用药过程中具备更好

明书袁避免不合理的用药行为曰另外袁在医院看病

的依从性遥

时袁 主动向医生咨询药品可能的不良反应及服药

渊四冤政策建议

的注意事项曰最后袁抓住每一次学校尧社区开展健

员援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

康讲座的机会袁本着对自己健康负责的态度袁安全

政府应加大督查力度袁对于不按规定出售处方

合理用药遥

药的行为袁一旦发现则从重处罚袁以逐渐杜绝此类现
象遥 有 员 辕 缘 左右的被调查者袁他们的用药习惯主要
来源于药店袁因此药店应按规定配有足额的执业药
师袁定期对销售员进行专业培训袁使其可以在公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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