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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女性吸烟率总体低于男性ꎬ但近年来女性的

烟草流行形势严峻ꎬ尤其是青少年女性的传统烟草和

电子烟使用均呈上升趋势[１] ꎮ ２０１４ 年中国青少年烟

草使用调查显示ꎬ 初中女生的尝试吸卷烟率高达

７.１％ꎬ且有 ３６.８％的女生曾听说过电子烟[２] ꎮ 由于青

春期是健康行为建立的关键时期ꎬ青少年女性的吸烟

问题需要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ꎮ 本研究旨在分析 １２
~ １８ 岁青少年女性的烟草流行情况和影响因素ꎬ为实

施青少年控烟计划提供参考ꎮ

１　 烟草在青少年女性中的流行情况

１.１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流行情况　 全球范围内大多

数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女性吸烟率均低于男性ꎬ并随

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长ꎮ 如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 １５ 岁的韩国男

女生现在吸烟率比为 ２. ８８ ∶ １ ( 男生 ７. ５％ꎬ 女生

２.６％) [３] ꎬ并且高中男女生吸烟差异大于初中ꎻ美国高

中生现在吸烟率的男女比为 １.２６ ∶ １(男生 １４.８％ꎬ女
生 １１.２％)ꎬ高于初中生的 １.０７ ∶ １(男生 ３.０％ꎬ女生

２.８％) [４] ꎮ 此外ꎬ由于社会观念和经济水平等差异ꎬ大
多数欧美高收入国家的女性吸烟率较高ꎬ男女差异小

于低收入国家(如非洲、东南亚等地区)ꎬ意大利 １３ ~
１５ 岁 青 少 年 女 性 吸 烟 率 ( ２６. ３％) 高 于 男 性

(２０.６％) [５] ꎮ ２０１４ 年我国初中女生现在吸烟率为

２.２％ꎬ男生为 １１.２％[６] ꎮ 虽然相较欧美等国家还处于

较低水平ꎬ 但呈逐渐上升趋势ꎬ 并且高年级女生

(２.６％)的烟草制品使用率已高于 ２０１８ 年成年女性

(２.１％) [７] 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

高ꎬ青少年吸烟的男女差距可能会进一步减小ꎮ
１.２　 不同吸烟状态青少年的性别差异　 虽然青少年

女性的烟草使用率均低于男性ꎬ但男女生尝试吸烟率

的差别小于现在吸烟率ꎬ不吸烟者的未来吸烟意图差

异更小ꎮ 如北京初中男女生尝试吸烟率比为 ２.４２ ∶ １
(男生 １７.４％ꎬ女生 ７.２％)ꎬ低于现在吸烟率比 ３.０７ ∶ １
(男生 ４.３％ꎬ女生 １.４％) [８] ꎻ而 １３ ~ １５ 岁不吸烟的韩

国男女生未来吸烟意图比例仅为 １.１７ ∶ １(男生 ８.４％ꎬ
女生 ７.２％) [９] ꎮ

有研究发现ꎬ女生一旦开始吸烟ꎬ未来戒烟意愿

也低于男生ꎬ如我国现在吸烟的初中生中ꎬ有戒烟意

愿的女生比例(５７.７％)低于男生(７３.７％) [２] ꎬ各省市

情况类似[８] ꎬ且女性戒烟的成功率也低于男性[１０] ꎬ可
能是由于男女吸烟原因不同导致的ꎮ 总体而言ꎬ虽然

青少年男女的现在吸烟差距明显ꎬ但女生的未来吸烟

意图已经接近男生ꎬ且女生一旦开始吸烟ꎬ将更难戒

断ꎬ因此青春期早期的女生控烟显得尤为重要ꎮ
１.３　 女性青少年中不同烟草制品使用情况　 虽然青

少年女性对大部分烟草制品的使用率均低于男性ꎬ但
其对新型烟草制品的使用呈增长趋势ꎮ 研究发现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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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高中生使用各种烟草制品的男女比例为 １.１７ ∶ １ ~
５.６５ ∶ １ꎬ其中水烟(１.１７ ∶ １)、烟斗(１.５２ ∶ １)和电子

烟(１.５７ ∶ １) 的男女差异较小[４] ꎮ 近年来ꎬ美国青少

年传统烟草消费下降而替代产品增加[１１] ꎬ２０１４ 年美

国女高中生的电子烟使用率(１１.９％)甚至超过了传统

香烟(７.９％) [１２] ꎻ荷兰 １２ ~ １６ 岁的女生中电子烟曾经

使用率(２９％)也高于传统香烟(２１％) [１３] ꎮ 虽然我国

初中女生过去 ３０ ｄ 的电子烟使用率仅为 ０.５％ꎬ但知

晓率高达 ３６.８％[２] ꎬ电子烟在中国年轻群体中流行率

也逐渐增加[１４] ꎮ 香港的一项研究发现ꎬ不吸烟的女生

对电 子 烟 的 易 感 性 ( １２. ８％) 甚 至 略 高 于 男 生

(１２.１％) [１５] ꎮ
研究还发现ꎬ 使用电子烟可增加女生的抑郁

(２８.７％ꎬ４５.９％)和自杀倾向(１４.０％ꎬ２６.７％) [１６] ꎬ并显

著增加使用传统烟草的风险(ＯＲ ＝ ６.９７ꎬ９５％ＣＩ ＝ ４.４７
~ １０.８６) [１７] ꎮ 任何形式的烟草制品使用都危害青少

年健康ꎬ社会和有关部门需密切关注青少年女性使用

新型烟草的变化ꎬ加强监测并实施有效的控制措施ꎮ

２　 青少年女性烟草使用的影响因素

２.１　 个人因素　 研究发现ꎬ女性青少年更易受消极情

绪的影响而使用烟草缓解压力或控制情绪[１８] ꎬ如感知

压力增加美国女生使用雪茄的风险(ＯＲ ＝ ３.９６ꎬ９５％ＣＩ
＝ １.７６ ~ ８.９１)ꎬ且高于男生(ＯＲ ＝ １.６３ꎬ９５％ＣＩ ＝ １.１４ ~
２.３４) [１９] ꎮ

此外ꎬ虽然青少年女性对烟草危害的认识普遍高

于男性[２０] ꎬ但对中风、心脏病等具体健康风险仍认识

不足ꎮ 青少年普遍认为吸烟可增加魅力和成熟度ꎬ女
生希望借此来控制体重和情绪ꎬ而男生则好奇于吸烟

的愉悦和刺激感[２１] ꎮ 另外ꎬ烟草作为礼品在社交场合

的频繁传递ꎬ使青少年将其视为必要的社交工具ꎬ如
有 ３.８％的中国初中女生认为在聚会等场合吸烟让人

感到舒服[２] ꎮ 可见青少年女性的不良情绪和对吸烟

的认识偏差是其吸烟的风险之一ꎮ 此外ꎬ成绩差和零

花钱多也可增加初中女生的吸烟风险[２２] ꎮ 因此ꎬ可根

据不同特征采取针对措施ꎬ重点关注压力大、情绪低

落和认知错误青少年女性ꎮ
２.２　 同伴的影响　 同伴吸烟增加了烟草的可获得性ꎬ
也形成了青少年女性间的吸烟氛围和人际压力ꎮ 有

朋友吸烟的伊朗女孩吸烟的风险为无朋友吸烟者的

４.４ 倍(９５％ＣＩ ＝ １.４９ ~ １２.９０) [２３] ꎮ 另有研究发现ꎬ同
伴吸烟对女生的影响 (ＯＲ ＝ ８. ６９) 大于男生 (ＯＲ ＝
４.９９) [２４] ꎮ 可能与女生的社会身份相关ꎬ为了避免被

吸烟的同伴排斥ꎬ更希望通过吸烟获得社会认可和归

属感ꎬ而男生吸烟常出于个人动机ꎮ 因此ꎬ女性青春

期早期控烟的同伴教育至关重要ꎮ

除传统的线下交友外ꎬ网络社交对女生的健康行

为也有直接影响ꎬ社交网站的同伴吸烟增加了美国高

中生的吸烟风险(β ＝ ０.０７ꎬＰ<０.０１) [２５] ꎮ 由于社交焦

虑的困扰ꎬ女生对社交网络(尤其是智能手机)的依赖

程度更高ꎬ导致受到网络烟草暴露而开始吸烟的风险

高于男生[２６] ꎮ 由此ꎬ应当加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ꎬ
帮助其辨别和拒绝有害信息ꎮ
２.３　 家庭环境　 父母吸烟可增加青少年女性吸烟风

险ꎬ我国初中生吸烟风险随父母吸烟增加ꎬ尤其受母

亲影响更大[２７] ꎻ１４ ~ １７ 岁欧洲女生(ＯＲ ＝ ３.３６ꎬ９５％ＣＩ
＝ ２.５６ ~ ４.４０) 受母亲吸烟的影响也大于男生(ＯＲ ＝
１.７７ꎬ９５％ＣＩ＝ １.３５ ~ ２.３１) [２８] ꎮ 减少家庭被动吸烟是

青少年控烟的有效途径ꎬ但目前中国初中女生的家庭

二手烟暴露率仍高达 ４２.１％[２９] ꎮ
此外ꎬ由社会经济地位导致的吸烟不平等现象仍

存在ꎬ尤其高收入国家中低家庭经济地位的青少年吸

烟风险更大[３０] ꎬ且在女生中更明显[３１] ꎮ 可能是由于

家庭经济地位低常伴随着父母较低的教育水平和更

多的吸烟行为示范ꎬ与低教育程度父母相比 (母亲

３６％ꎬ父亲 ３７％ )ꎬ受中高等教育的西班牙父母吸烟率

更低(２５％ꎬ３０％)ꎬ并降低子女的吸烟风险(ＯＲ＝ ０.７０ꎬ
９５％ＣＩ＝ ０.５４ ~ ０.８９) [３２] ꎮ 另外研究发现ꎬ与家人一起

生活可降低韩国女生吸烟的风险(ＯＲ ＝ ０.６１)ꎬ但与男

生无关[２４] ꎬ可能是由于父母的监督和交流降低了风

险ꎮ 我国北京也发现ꎬ与父母交流少是增加中学生吸

烟的风险因素之一(ＯＲ ＝ ３.６２) [３３] ꎮ 提示控烟工作中

可辅以父母戒烟措施ꎬ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保护作

用ꎮ 此外ꎬ应关注低社会经济群体ꎬ避免吸烟不平等

现象ꎮ
２.４　 学校环境　 有效的学校控烟政策和教育可减少

青少年女性吸烟风险[３４] ꎬ台湾女生的吸烟风险因学校

控烟活动或课程的缺少而上升(ＯＲ ＝ ３.１０ꎬ９５％ＣＩ ＝
１.２７ ~ ７.５５) [３５] ꎮ 有研究发现ꎬ学校实施包括大众传媒

在内的多因素干预措施比传统的课程更为有效[３４] ꎮ
此外ꎬ教师的吸烟行为是学生的重要榜样ꎬ可增

加学生的吸烟风险ꎮ 美国的研究发现ꎬ教师吸烟对女

生(ＯＲ＝ １.４０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５ ~ １.８６) 的影响大于男生

(ＯＲ＝ １.２０ꎬ９５％ＣＩ ＝ ０.８３ ~ １.７３)ꎬ且女生受女性和年

轻教职工的影响更大[３６] ꎮ 此外ꎬ学校周围较多的烟草

零售点也增加学生吸烟风险 (ＯＲ ＝ １.１１ꎬ９５％ＣＩ ＝ １.００
~ １.２３) [３７] ꎮ
２.５　 媒体暴露　 青少年女性的吸烟行为受非尼古丁

因素(如香烟的外观和触感、媒体广告等)的影响比尼

古丁更显著ꎮ 营销商开发超长款卷烟ꎬ设计烟草标语

(如柔滑)和包装(纤薄)等[３８] ꎬ并宣传香烟缓解压力、
减重的作用ꎬ将吸烟与独立和魅力等特征联系起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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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诱女性吸烟[３９] ꎮ 从 １９６７ 年开始ꎬ美国面向女性的

烟草广告使其吸烟率增加ꎬ尤其在青少年女性中(１.７
倍)更明显[４０] ꎮ ２０１８ 年中国互联网烟草营销数据也

显示ꎬ青少年和女性群体已成为烟草营销的主要对

象[４１] ꎮ 此外ꎬ影视作品中的吸烟场景尤其是其中优雅

和时尚的女性吸烟形象ꎬ也增加了青少年的吸烟风险

(ＯＲ＝ １.９３ꎬ９５％ＣＩ＝ １.６６ ~ ２.２５) [４２] ꎮ ２０１５ 年ꎬ我国颁

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ꎬ禁止一切大众传媒和公

共场所的烟草广告ꎬ但 ２０１９ 年中国控烟协会的调查

中ꎬ仍有高达 ６３.７％的烟草销售点存在广告[４３] ꎮ
２.６　 社会环境　 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效应是导致吸烟

性别差异的原因之一ꎮ 西班牙的性别不平等指数

(ＧＩＩ)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０.６５ 下降为 ２０１０ 年的 ０.０９ꎬ同时

男女性的吸烟流行逐渐趋于相同[４４] ꎮ 但许多东亚国

家如中国和韩国ꎬ受传统价值观和习俗的影响ꎬ女性

吸烟受到抵制ꎬ使得青少年女性的总体吸烟率远低于

男性[４５] ꎮ 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东亚国家的追

求现代和时尚的女孩们开始挣脱束缚ꎬ吸烟的男女差

异逐渐减小ꎮ
此外ꎬ社会来源的烟草制品易得也是青少年女性

吸烟的原因之一ꎮ 研究发现ꎬ马来西亚城市地区的女

生从商业来源获得香烟的可能性是男生的１２.５倍[４６] ꎮ
提示严格监控烟草制品来源是青少年女性控烟的重

点之一ꎮ

３　 建议和对策

为有效实施青少年控烟计划ꎬ应当将性别特点纳

入考虑ꎮ 本文总结发现ꎬ不良情绪、对吸烟认知错误

以及高年级的青少年女性是吸烟的高风险群体ꎬ应作

为重点人群加以关注ꎮ 家庭、学校探索有效的教育方

式和途径ꎬ帮助其应对不良情绪和疏导压力ꎬ提高对

吸烟的正确认知ꎻ注意网络社交对女生吸烟行为的影

响ꎬ并有效发挥家庭对女生的社会支持作用ꎬ适当限

制其对智能手机等社交网络的使用ꎬ鼓励线下社交和

互动ꎮ
其次ꎬ学校、家庭和社区应当联合起来发挥教育

作用ꎬ纠正同伴、父母和教职工(尤其是母亲和女性教

师)对青少年女性的影响ꎮ 学校和社区可以以学生为

桥梁实行家庭教育ꎬ辅以父母戒烟措施ꎻ在实行青春

期早期同伴教育的同时ꎬ帮助青少年女性学习如何抵

抗人际关系中的吸烟诱惑ꎬ拒绝同伴提出的不合理请

求ꎮ 此外ꎬ对于电子烟等新兴烟草制品ꎬ社会及教育

部门需加强重视ꎬ尽快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将电子

烟纳入常规控烟教育中ꎮ
最后ꎬ为改善目前十分普遍的女性二手烟暴露情

况[４７] ꎬ国家和政府对公共场所和室内禁烟的推进也至

关重要ꎮ 虽然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未成年人

保护法»和«烟草专卖法»均有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

草的条文ꎬ但屡禁不止的违法现象说明执法措施还有

待落实ꎬ同时与之配套的地方条例还应补充具体的处

罚措施和实施细则ꎮ 此外ꎬ鉴于烟草业采用了基于性

别的营销策略ꎬ控烟工作也应与时俱进、对症下药ꎬ结
合新媒体针对促销策略的特点逐一展开ꎬ警惕互联网

平台广告软性植入的隐蔽性ꎬ并改善以学校为基础的

传统干预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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