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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药物滥用的多元化和年轻化趋势愈加明

显ꎬ青少年药物滥用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之一[１] ꎮ 青少年时期是成长的关键时期ꎬ因为青

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均正处于发育阶段ꎬ容易被各种因

素影响[２] ꎮ 而青少年的药物滥用行为会导致严重的

身体损害和抑郁、自杀意图与自杀尝试等心理问题ꎬ
甚至会产生各种违法犯罪行为ꎬ造成巨大的社会问

题[１] ꎮ 因此ꎬ了解青少年药物滥用现况及其影响因

素ꎬ可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应预防政策提供科学的

依据ꎮ

１　 青少年药物滥用现状

２０１４ 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数据[３] 显示ꎬ２０１４ 年

新发生药物滥用者中年龄≤２０ 岁者占 １０.６％ꎬ２１ ~ ３０
岁者占 ４９.４％ꎬ提示药物滥用者存在明显的年轻化趋

势ꎬ以无业、低学历、未婚男性为主ꎮ 而国外研究[４] 也

显示ꎬ药物滥用以 １８ ~ ２５ 岁的青少年为主ꎮ
调查显示ꎬ青少年除吸烟、饮酒外成瘾物质使用

率为 １.８５％ ~ ２３.４％[５－１３] ꎮ 广东省 １２ ~ １９ 岁学生中ꎬ
曾非医疗目的使用阿片类药物和镇静类药物的学生

分别有 ７.５％和 ４.８％[９] ꎮ 我国西南某省 １３.５％的学生

曾有过吸毒行为ꎬ其中有 ４０.９％的工读学生和 ２.５％的

普通中学生曾使用过毒品[１０] ꎮ 南通市大学生曾经使

用过毒品者占 ３.６％ꎬ曾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使用过

镇静催眠类药物者占 １１.７％[１１] ꎮ ２０１４ 年美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ꎬ九 ~ 十二年级学生有 ２３.４％曾

使用过非法药物[８] ꎻ美国的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

(ＮＳＤＵＨ)数据显示ꎬ１２ ~ １７ 岁青少年 １５.１％有阿片类

药物滥用和依赖行为[１３] ꎮ 国外青少年非医疗目的使

用处 方 药 及 非 处 方 药 行 为 的 发 生 率 为 ６. ２％ ~
２０.０％[１４－１６] ꎻ而我国也出现青少年非医疗目的使用

“止咳水”和复方甘草片等精神活性药物的现象[１７－１８] ꎮ
因合成毒品具有兴奋、致幻等特殊功效ꎬ被越来

越多的药物滥用者所喜爱和追捧ꎬ青少年合成毒品的

滥用形势日益严峻[１９] ꎮ 在 ２０１４ 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

数据中ꎬ合成毒品的滥用率为 ４５.２％ꎬ且 ４６.１％的滥用

者开始滥用毒品年龄<２５ 岁[３] ꎮ 合成毒品会使大脑神

经细胞发生不可逆性的损害ꎬ还会导致打架、斗殴等

暴力犯罪及自伤、自残、自杀等问题ꎬ严重影响青少年

的身心健康ꎮ

２　 影响因素

青少年时期是成长的关键时期ꎬ探究青少年药物

滥用的影响因素对其药物滥用行为的预防和矫正有

重要的意义ꎮ 青少年药物滥用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ꎬ
主要有以下 ５ 个ꎮ
２.１　 心理因素　 研究表明ꎬ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原因主

要包括好奇、追求欣快和刺激等[７ꎬ２０] ꎻ而拥有自我中

心、自觉孤独、抑郁、敌意、易冲动和情绪起伏大等人

格的青少年发生药物滥用的可能性会增加[２１－２２] ꎮ 青

少年的身心发育还未成熟ꎬ缺乏深入分析问题的能

力ꎬ自我控制能力相对较弱ꎬ但又对自身的控制能力

过于自信ꎬ出于好奇、追求时髦、满足虚荣心或盲目的

从众心理ꎬ易发生药物滥用行为ꎮ 学习、待业、失业及

紧张的家庭关系、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等产生的压

力ꎬ会使许多心理承受力不足的青少年试图用成瘾性

物质来麻醉自己ꎬ以缓解心理压力[２ꎬ７ꎬ２３] ꎮ
２.２　 认识程度和应对态度　 调查发现ꎬ认为非医疗目

的使用处方药或非处方药不会危及健康或不清楚的

中学生有 ３４.３３％ꎬ而认为非医疗目的使用药物无危害

的中学生更有可能出现非医疗目的用药行为(ＯＲ ＝
１.２４ꎬ９５％ＣＩ＝ １.０２ ~ １.５０)ꎬ可见对具有依赖性的药物

危险性的认知缺乏是引发非医疗目的药物使用行为

的重要危险因素[２４] ꎮ 青少年防毒、反毒意识薄弱ꎬ对
于药物滥用的危害没有深刻彻底的认识ꎬ更有的将药

物滥用行为看成是一种时髦的表现ꎬ或认为能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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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提升性能力等ꎻ同时青少年对自身的控制力过于

自信ꎬ认为自己能够对抗毒瘾ꎬ导致盲目吸毒、染上毒

瘾[２２ꎬ２５] ꎮ
２.３　 社会因素　 不良的社会环境如不良的学校风气

及同伴的药物滥用行为是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危险因

素[２ꎬ１０ꎬ２６－２９] ꎮ 网吧、ＫＴＶ、酒吧等娱乐场所的兴起ꎬ为
青少年药物滥用提供了场所ꎮ 不良的学校风气如师

生关系、同学关系恶劣ꎬ以及打架、吸毒等不良行为ꎬ
会使青少年发生药物滥用行为的概率增加ꎮ 同时ꎬ青
少年强烈的从众心理使他们极易被同学和同伴等影

响ꎬ一旦在同学或同伴中出现药物滥用行为ꎬ药物滥

用行为会迅速扩散ꎮ
２.４　 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具有

重要的作用ꎬ其中包括家人的不良作用、家庭关系、家
庭结构、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教育方式ꎮ
２.４.１　 家人的不良作用　 研究表明ꎬ父母和家人中有

滥用药物行为是青少年发生药物滥用的危险因素之

一[２ꎬ２５ꎬ２８ꎬ３０] ꎮ 曾经有过药物滥用史的家庭对药物滥用

的容忍度和接受度高于从未有过药物滥用行为的

家庭ꎮ
２.４.２　 家庭关系　 研究发现ꎬ家庭关系非常矛盾者发

生非医疗目的药物使用行为是家庭关系和谐者的２.４８
倍[２４] ꎮ 当青少年与父母关系不和睦或与父母缺乏交

流时ꎬ他们常常会通过使用药物来逃避或缓解家庭环

境对他们所造成的压力ꎬ从而增加青少年药物滥用

率[２０ꎬ３１] ꎻ而家庭关系良好时ꎬ青少年药物滥用率则会

降低[７ꎬ２２ꎬ３２] ꎮ
２.４.３　 家庭结构　 研究发现ꎬ单亲和离异家庭的青少

年比双亲家庭的青少年更易发生药物滥用ꎬ单亲和离

异家庭是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危险因素[５ꎬ３３－３４] ꎮ 单亲和

离异家庭的家庭结构发生了破裂ꎬ导致家庭关系的失

调ꎬ从而严重影响青少年的生活ꎬ使他们无法享受来

自家庭的温暖和照顾ꎬ也无法得到正常的教育ꎻ家庭

关系失调更会给青少年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和痛苦ꎬ
使他们容易寄托于具有依赖性的物质ꎬ或向同学、同
伴寻求支持ꎬ 由于交友不慎导致药物滥用行为的

发生ꎮ
２.４.４　 父母文化程度 　 父母的文化程度是青少年药

物滥用的影响因素ꎬ父母的政治修养和文化修养均对

孩子有直接且极大的影响[３３] ꎮ 父亲文化程度为初中

及以下的青少年药物滥用率为 １５.２％ꎬ母亲文化程度

为初中及以下的青少年药物滥用率为 ８.８％[２０] ꎮ 父母

的文化程度越高ꎬ青少年发生药物滥用的机率就越

低[５] ꎬ可见父母的文化程度低是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危

险因素ꎮ
２.４.５　 家庭教育方式 　 不良的教育方式会使青少年

变得内向、孤僻、脆弱、固执、抑郁或产生逆反心理等ꎬ
使青少年易发生药物滥用ꎮ 有研究表明ꎬ有药物滥用

行为的青少年其父母的教养方式多为溺爱、过度保

护、过分干涉或严厉惩罚ꎬ且与父母间缺乏沟通交

流[３５－３６] ꎮ 溺爱、过度保护和过分干涉均会剥夺青少年

在成长过程中遭受适度挫折的机会ꎬ使他们心理承受

能力较弱ꎬ同时易导致脆弱、内向、孤僻、抑郁或逆反

等心理ꎮ 虽然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对青少年的不良行

为具有矫正作用ꎬ但惩罚过度会导致孩子产生抑郁、
敌对、内向、孤僻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ꎮ 有研究提示ꎬ
缺少父母监管与有父母监管的青少年相比ꎬ危险行为

发生的可能性更大[３７－３８] ꎮ 因此ꎬ科学的家庭教育方式

是青少年发生药物滥用的保护因素[７ꎬ３３] ꎮ
２.５　 吸烟、饮酒　 研究显示ꎬ青少年吸烟率为 １３.９％ ~
２４.０％ꎬ４.７％ ~ １１.６％的中学生在 １３ 岁前就尝试过吸

烟[５－８ꎬ３９] ꎻ而青少年的饮酒率更高达 ３３. ２％ ~ ６８. ９％ꎬ
４３.２％ ~ ４７.６％的学生初次饮酒年龄< １３ 岁ꎮ 研究发

现ꎬ目前有吸烟、饮酒行为的青少年ꎬ或曾有吸烟、饮
酒经历的青少年ꎬ更易发生药物滥用[２ꎬ２８] ꎮ

３　 青少年药物滥用的预防建议

政府、学校和家长均应对青少年药物滥用现状给

予相当的重视ꎬ加强青少年关于药物滥用方面的知

识ꎬ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药物滥用的危害ꎮ 政府应对毒

品严厉打击ꎬ并加强管理ꎬ还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ꎬ加
强宣传教育ꎮ 学校作为青少年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

所ꎬ应积极开展药物滥用方面的教育和宣传活动ꎬ同
时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ꎬ教育他们如何正确面对困

难、疏导压力ꎮ 家长要深刻认识到药物滥用的危害ꎬ
以身作则ꎬ尽量避免自身的不良行为对青少年产生不

良影响ꎻ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ꎬ采取正确的教育方式ꎬ
同时关注青少年学习、生活状况及药物滥用行为ꎮ 对

于青少年来说ꎬ同伴的影响极大ꎬ因此家长、老师及青

少年自身均应重视青少年的交友问题ꎮ 家长和老师

应密切关注青少年的交友状况ꎬ及时提供相关的意见

和建议ꎬ使青少年学会如何谨慎交友ꎮ 青少年自身应

当拒绝吸烟、喝酒等诱发药物滥用的高危因素ꎬ并尽

量避免与有药物滥用行为的人为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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