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教育

【基金项目】 　 重庆市卫生计生委医学科研项目(２０１４２０２０)ꎮ
【作者简介】 　 张黎(１９７４－　 )ꎬ女ꎬ重庆荣昌人ꎬ大学本科ꎬ主管护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区护理教育和社区卫生服务ꎮ
【通讯作者】 　 李军ꎬＥ￣ｍａｉｌ:ｌｉｊｕｎ１９６９０９０４＠ ｑｑ.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４

护理专业学生未来吸烟意向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黎１ꎬ朱晓彬２ꎬ李军３

１.重庆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基础护理教研室ꎬ重庆 ４０００１６ꎻ２.重庆医科大学学生处第四学生办ꎻ３.重庆医科大学管委会

　 　 【摘要】 　 目的　 了解护理专业学生未来吸烟意向及影响因素ꎬ为在护理专业学生中开展控烟教育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

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２ 月对重庆市主城区 ２ 所公立医学高等学校的 ５ ２０３ 名在校护理专业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ꎮ 结果　 ４４１ 人(８ ５％)表示将来好朋友让自己吸烟时会吸ꎻ６８８ 人(１３ ２％)表示将来从事较多社交工作时会吸

烟ꎮ 对将来从事较多社交工作是否会吸烟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性别、年级、学历、本人及关系密切人吸烟情况ꎬ控烟相

关知识、态度及对社会控烟环境的感知等 １５ 个因素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护理专业学生

未来吸烟的危险因素为男性、现在吸烟、曾经尝试过吸烟、母亲吸烟、烟草知识得分低、认为吸烟的人朋友多、经常看到媒体

上演员吸烟ꎻ保护因素为高学历、反对恋人吸烟、积极参与学校控烟活动(Ｐ 值均<０ ０５)ꎮ 结论　 护理专业学生未来吸烟

意向受多种因素影响ꎮ 应加强护理专业学生控烟教育ꎬ控制女性吸烟率上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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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因烟草使用每年要夺走 １５０ 多万 ２０ 岁以上

女性的生命[１] ꎮ 全球男性烟草使用已处于缓慢下降

阶段ꎬ烟草生产商和销售商把目光聚集在女性身上ꎬ
使女性吸烟率仍处于上升阶段ꎮ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ꎬ
到 ２０２５ 年ꎬ全球女性吸烟率将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２％上升

到 ２０％[１] ꎮ 女性吸烟比男性危害更大ꎬ戒烟更难[１] ꎬ
同时影响子女的吸烟行为[２] ꎮ 为了解以女性为主的

护理专业学生将来吸烟情况ꎬ笔者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１２
月在重庆主城区 ２ 所公立医学高等学校的护理专业学

生中开展调查ꎬ为在护理专业学生中开展控烟干预活

动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对重庆市主城区 ２
所公立医学高等院校护理专业在校的 ５ ３８２ 名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ꎮ 发放问卷 ５ ３８２ 份ꎬ回收问卷 ５ ２５８ 份ꎬ
回收率为 ９７ ７％ꎻ剔除无效问卷(问卷超过 １ / ３ 未填

写及未回答未来是否会吸烟)后获合格问卷 ５ ２０３ 份ꎬ
合格率为 ９９ ０％ꎮ 其中女生 ４ ９１３ 名(９４ ４％)ꎬ男生

２９０ 名 ( ５ ６％)ꎻ本科生 ２ ０２３ 名 ( ３８ ９％)ꎬ 专科生

２ ６９７名(５１ ８％)ꎬ中职生 ４８３ 名(９ ３％)ꎻ一年级学生

２ １９０ 名(４２ １％)ꎬ二年级 ２ ３４９ 名(４５ １％)ꎬ三年级

６６４ 名 ( １２ ８％)ꎮ 年 龄 １７ ~ ２４ 岁ꎬ 平 均 ( １９ ２ ±
１ ２６)岁ꎮ

５０２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２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自行设计问卷经信效度检测ꎬ问卷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 ７２０ꎬ结构效度检验公因子与预

先设计的维度吻合ꎬ显示信、效度较好[３] ꎮ 由经统一

培训的调查员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ꎬ学生独立

在 １５ ~ ２０ ｍｉｎ 内完成ꎬ当场收回问卷ꎮ 问卷内容包括

人口学基本信息ꎬ本人、父母和好友吸烟情况ꎬ未来吸

烟意愿ꎬ媒体控烟感知度ꎬ参与学校和社会控烟活动

等ꎮ 对烟草危害程度的认知ꎬ采用等级原则进行赋

分ꎬ最低 １ 分ꎬ最高 ５ 分ꎬ得分越高表明认为烟草的危

害越大ꎮ 控烟相关知识 ２７ 道ꎬ答对 １ 道记 １ 分ꎬ答错

或不知道为 ０ 分ꎮ 烟草危害认知和控烟知识得分均以

中位数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ꎮ
１.２.２　 相关定义　 现在吸烟:自调查 ３０ ｄ 内ꎬ至少 １ ｄ
吸过烟ꎻ尝试吸烟:调查前曾经吸过烟(吸一二口也

算) [４]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对问卷进行统一编号ꎬ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１
建立数据库ꎬ双人录入数据并进行数据核对ꎬ无误后

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ꎬ以 Ｐ<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护理专业学生吸烟行为和未来吸烟意向　 ５ ２０３
名学生中ꎬ现在吸烟者 ２２２ 名(４ ３％)ꎬ其中男生 ７８ 名

(２６ ９％)ꎬ女生 １４４ 名(２ ９％)ꎮ 尝试吸烟者 １ １７４ 名

(２２ ６％)ꎮ 在问及将来是否吸烟时ꎬ４４１ 名(８ ５％)表

示将来好朋友让自己吸烟时会吸ꎬ６８８ 名(１３ ２％)表

示将来从事较多社交工作时会吸烟ꎮ ６０％的现在吸烟

者和 ２５ ２％的尝试吸烟者表示将来从事较多社交工

作时会吸烟ꎬ不同吸烟行为的学生未来吸烟意向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现在吸 ＝ ４７９ ６０４ꎬχ２

尝试吸 ＝ ２４４ ３７９ꎬＰ 值

均<０ ０１)ꎮ
２.２　 不同特征护理专业学生未来吸烟意向比较　 不

同特征护理专业学生未来吸烟意向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护理专业学生未来吸烟意向构成比较

组别 人数 会吸 不清楚 不会吸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９０ １１９(４１.０) ５０(１７.２) １２１(４１.７) ２２３.８２３ ０.０００
　 女 ４ ９１３ ５６９(１１.６) ６６２(１３.５) ３ ６８２(７４.９)
年级
　 一 ２ １９０ ２９３(１３.４) ２７１(１２.４) １ ６２６(７４.２) ２７.４５６ ０.０００
　 二 ２ ３４９ ３３０(１４.０) ３６９(１５.７) １ ６５０(７０.２)
　 三 ６６４ ６５(９.８) ７２(１０.８) ５２７(７９.４)
学历层次
　 本科 ２ ０２３ ２４４(１２.１) ２５５(１２.６) １ ５２４(７５.３) ６７.３９５ ０.０００
　 专科 ２ ６９７ ３４９(１２.９) ３４７(１２.９) ２ ００１(７４.２)
　 中职 ４８３ ９５(１９.７) １１０(２２.８) ２７８(５７.６)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３　 关系密切者吸烟对护理专业学生未来吸烟意向

的影响　 母亲吸烟的学生中有 ５４ ５％表示未来从事

较多社交工作会吸烟ꎬ高于仅父亲吸烟(１０ ６％)及父

母均吸烟者 ( ２５ ０％)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８７ ７３５ꎬＰ＝ ０ ０００)ꎮ 好朋友大部分吸烟者有 ３１ ０％
表示未来会吸烟ꎬ与好朋友全部吸烟(２１.６％)、少部分

(１２.９％)及不吸烟(１１.２％)的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３４ ０４５ꎬＰ＝ ０ ０００)ꎮ
２.４　 控烟知识、态度和环境对护理专业学生未来吸烟

意愿的影响　 吸烟危害认知程度和控烟知识得分方

面ꎬ低分组的学生更倾向于未来从事较多社交工作时

会吸烟(２０.８％ꎬ１４.５％)ꎬ与高分组(１２.８％ꎬ１２.０％)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１６ ４５０ꎬ７ ９８２ꎬ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对烟草态度方面:不反对恋人吸烟ꎬ不赞成护

理人员是不吸烟的榜样ꎬ参与学校控烟活动不积极ꎬ
认为吸烟的人朋友会更多的学生未来吸烟意愿比例

(２６.７％ꎬ３０.８％ꎬ１４.０％ꎬ２７.９％) 高于持相反(１２.４％ꎬ
１２.５％ꎬ１１.１％ꎬ１２.２％)及中立态度者(２１.７％ꎬ２０.９％ꎬ
０ꎬ１８. ６％)ꎬ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χ２ 值 分 别 为

１００ ２５８ꎬ １２１ ９７８ꎬ １３ １７６ꎬ １７７ ４９３ꎬＰ 值均<０ ０５)ꎮ
对控烟环境感知中ꎬ从媒体上经常看到演员吸烟的学

生未来有吸烟意愿(２２ ４％)的比例高于有时看到者

(１２ ８％)和从未看到者(１１ ７％)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８３ １９３ꎬＰ＝ ０ ０００)ꎮ
２.５　 护理专业学生未来吸烟意向多因素分析　 以将

来从事较多社交工作是否吸烟作为因变量(不吸烟 ＝
０ꎬ吸烟＝ １)ꎬ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

自变量(性别:男 ＝ ０ꎬ女 ＝ １ꎻ尝试吸烟:尝试 ＝ ０ꎬ未尝

试＝ １ꎻ年级:一年级＝ ０ꎬ二年级 ＝ １ꎬ三年级 ＝ ３ꎻ学历:
本科＝ ０ꎬ专科 ＝ １ꎬ中职 ＝ ２ꎻ好朋友吸烟情况:都不吸

烟＝ ０ꎬ少部分吸烟＝ １ꎬ大部分吸烟 ＝ ２ꎬ全部吸烟 ＝ ３ꎻ
控烟危害程度的认识得分:低分组 ＝ ０ꎬ高分组 ＝ １ꎻ护
理人员是不吸烟的榜样:赞成 ＝ ０ꎬ不清楚 ＝ １ꎬ不赞成
＝ ２ꎻ媒体控制吸烟信息:经常看到 ＝ ０ꎬ有时看到 ＝ １ꎬ
从未看到＝ ２ꎬ没有注意 ＝ ３ꎻ未来吸烟意向:不吸烟 ＝
０ꎬ吸烟 ＝ １ꎻ现在吸烟:吸烟 ＝ ０ꎬ不吸烟 ＝ １ꎻ参与学校

控烟活动:积极＝ ０ꎬ不积极＝ １ꎻ吸烟学生的朋友:没有

差别＝ ０ꎬ更少＝ １ꎬ更多＝ ２ꎬ不知道＝ ３ꎻ父母吸烟情况:
都不吸烟＝ ０ꎬ仅母亲吸烟 ＝ １ꎬ仅父亲吸烟 ＝ ２ꎬ父母均

吸烟＝ ３ꎻ控烟知识得分:低分组 ＝ ０ꎬ高分组 ＝ １ꎻ对恋

人吸烟的态度:反对 ＝ ０ꎬ无所谓 ＝ １ꎬ不反对 ＝ ２ꎻ自媒

体看到演员吸烟:经常看到 ＝ ０ꎬ有时看到 ＝ １ꎬ从未看

到＝ ２ꎬ没有注意 ＝ ３)进行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性别、学历、现在吸烟及曾经尝试吸

烟、母亲吸烟、控烟知识得分、对恋人吸烟的态度、对
吸烟学生朋友多少的看法、是否积极参加学校控烟活

动、从媒体上看到演员吸烟的情况对学生未来吸烟意

向有影响(Ｐ 值均<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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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护理专业学生未来吸烟意向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５ ２０３)

自变量 Ｂ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１.１０２ ０.１５８ ４８.８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０１２(２.２１０~ ４.１０３)
学历 本科 －０.５０８ ０.１５６ １０.５８８ ０.００１ ０.６０２(０.４４３~ ０.８１７)

专科 －０.２９８ ０.１４８ ４.０３０ ０.０４５ ０.７４２(０.５５５~ ０.９９３)
尝试吸烟 尝试 ０.５８２ ０.１０５ ３０.７２２ ０.０００ １.７９０(１.４５７~ ２.１９９)
现在吸烟 吸烟 １.４５８ ０.１７９ ６６.４０８ ０.０００ ４.２９７(３.０２６~ ６.１０２)
父母吸烟情况 都不吸烟 －０.３５３ ０.３１５ １.２５９ ０.２６２ ０.７０３(０.３７９~ １.３０１)

仅母亲吸烟 １.２８４ ０.３７９ １１.４８８ ０.００１ ３.６１１(１.７１９~ ７.５８８)
仅父亲吸烟 －０.７５５ ０.３１２ ５.８４０ ０.０１６ ０.４７０(０.２５５~ ０.８６７)

控烟知识得分 低分组 ０.１９２ ０.０９１ ４.４２７ ０.０３５ １.２１２(１.０１３~ １.４４９)
对恋人吸烟的态度 反对 －０.７５７ ０.２７３ ７.６８５ ０.００６ ０.４６９(０.２７５~ ０.８０１)

无所谓 －０.６１４ ０.３１１ ３.８８９ ０.０４９ ０.５４１(０.２９４~ ０.９９６)
参与学校控烟活动 积极 －０.２９６ ０.１０６ ７.７３５ ０.００５ ０.７４４(０.６０４~ ０.９１６)
吸烟学生的朋友 更多 １.２４６ ０.１５４ ６５.３６０ ０.０００ ３.４７７(２.５７１~ ４.７０４)

没有差别 ０.６７３ ０.１２７ ２７.９３８ ０.０００ １.９６０(１.５２７~ ２.５１５)
更少 ０.５４５ ０.１６６ １０.７７８ ０.００１ １.７２４(１.２４５~ ２.３８７)

从媒体上看到演员吸烟 经常 ０.６４０ ０.１５５ １７.０３６ ０.０００ １.８９６(１.３９９~ ２.５６９)
有时 ０.２４２ ０.１３０ ３.４５０ ０.０６３ １.２７４(０.９８７~ １.６４４)
从未 ０.０１８ ０.１８８ ０.００９ ０.９２４ １.０１８(０.７０４~ １.４７３)

３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ꎬ１３.２％的护理专业学生表示将来

从事较多社交工作时会吸烟ꎮ 原因可能是中国文化

一直认为“烟”是社交的媒介ꎬ社交成了影响吸烟者吸

烟的主要因素[５] ꎮ 而医疗卫生行业社交需求多ꎬ较其

他人更多把吸烟作为增加正性情绪的手段[６] ꎮ
本研究显示ꎬ母亲吸烟的学生更倾向于未来从事

较多社交工作时会吸烟ꎮ 父母的吸烟行为促使孩子

尝试吸烟行为发生[７] ꎬ尤其是母亲吸烟的学生更易尝

试吸烟[８－９] ꎬ而尝试吸烟者更倾向于未来吸烟[１０] ꎮ 以

女性为主的护理专业学生ꎬ既是明天的医务工作者ꎬ
也是将来家庭教育主要承担者ꎬ她们对烟草的态度和

行为将直接影响着病人和下一代对烟草的认知和行

为ꎮ 因此ꎬ在护理专业学生中进行控烟教育ꎬ树立对

烟草的正确认知对我国的控烟事业将产生深远的

影响ꎮ
对烟草的认知、态度影响着学生吸烟意向[１０] ꎮ 本

研究显示ꎬ烟草知识知晓多、认为烟草的危害严重、反
对恋人吸烟、不认同吸烟者朋友多、对控烟持积极态

度的学生更倾向于将来不吸烟ꎮ 因此ꎬ加强护理专业

学生烟草危害教育ꎬ强化学生的控烟责任意识ꎬ激发

学生参与控烟的使命感ꎬ让吸烟的学生为了自己和家

人的健康尽早戒烟ꎻ对于不吸烟的学生ꎬ希望他们为

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ꎬ行动起来ꎬ为创建无烟家庭、无
烟工作场所、无烟公共场所共同努力ꎮ

学历对未来吸烟意向有影响ꎬ低学历者更倾向于

未来会吸烟ꎬ与现在吸烟现象一致[２ꎬ１１－１２] ꎮ 说明加强

国民文化教育ꎬ提高民族素质对控制我国现在和将来

吸烟率都有重要的作用ꎮ 控烟社会环境影响着学生

吸烟意向ꎮ 本次研究显示ꎬ经常看到媒体上演员吸烟

的学生吸烟意向较高ꎮ 再次说明媒体宣传对控烟起

着重要的作用[１３] ꎮ 国家广电总局于 ２０１１ 年下发了

«关于严格控制电影、电视剧中吸烟镜头的通知»ꎬ细
化了控制电影和电视剧中吸烟镜头的要求ꎬ演视人员

吸烟对学生的影响将逐渐被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及

吸烟有害健康的观念取代ꎮ
综上所述ꎬ加强护理专业学生烟草危害教育ꎬ帮

助她们树立积极控制烟草流行的态度ꎬ开展形式多样

的控烟教育活动ꎬ在公共空间上传播健康的知识信

息ꎬ引导其成为具有控烟影响力的人群ꎬ对护理专业

学生未来吸烟控制具有重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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