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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烟酒使用行为及其与无聊倾向、抵制效能感的关系ꎬ为改善大学生饮酒行为提供参考ꎮ
方法　 方便抽取黑龙江省 ４ 所高校的 １ ５３０ 名大学生作为被试ꎬ采用大学生无聊倾向问卷、抵制效能感量表和烟酒使用问

卷进行调查ꎮ 结果　 大学生吸烟率为 １０.１９％(１５６ / １ ５３０)ꎬ饮酒率为 ４８.０４％(７３５ / １ ５３０)ꎬ男生吸烟率、饮酒率均高于女生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１.９７ꎬ２７０.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无聊倾向(除创造缺乏外)与烟酒使用行为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ꎬ抵制效

能感与无聊倾向、烟酒使用行为均呈负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抵制效能感在无聊倾向预测烟酒使用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χ２ / ｄｆ＝ ３.８７ꎬＣＦＩ＝ ０.８９ꎬＴＬＩ＝ ０.９０ꎬＲＭＳＥＡ＝ ０.０５ꎬＳＲＭＲ＝ ０.０６ꎬＡＩＣ＝ ２７ ４３１.６３ꎬＢＩＣ ＝ ２７ ８１２.４８)ꎬ中介效应占比为 ３７.１４％ꎮ
结论　 无聊倾向既能直接影响大学生烟酒使用行为ꎬ同时也可通过抵制效能感影响烟酒使用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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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人们吸烟和饮酒行为(简称烟酒使用行
为)已越来越呈现出普遍化的发展态势ꎬ国内大学生
群体烟酒使用的发生率近年来也表现出上升趋势ꎮ
对多所高校的综合性调查发现ꎬ大学生的吸烟率为
８％ ~ ２０％ꎬ而饮酒率高达 ５０％及以上[１－２] ꎮ 烟酒使用
会极大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ꎬ伤害认知和身体功能ꎬ
同时容易诱发多种行为和社会问题[３－４] ꎮ 无聊是人们
在面对生活中贫乏的刺激或察觉为外部刺激与内部
标准不匹配时ꎬ无法体验充分的需求满足ꎬ所感受到
的无趣、空虚、无助、不愉悦等一种普遍的消极情绪体
验ꎬ具有激发个体后续行为表现的功能[５] ꎮ Ｗｅｇｎｅｒ
等[６]的研究发现ꎬ无聊体验高的青少年吸烟、饮酒、吸
毒等物质滥用行为发生率更高ꎮ 抵制效能感是指个

体对自己能否抵制某一行为(多指不良行为)的一种
自信程度ꎬ也是一种个体管理自身行为的能力感ꎬ属
于一种特定的自我效能感[７] ꎮ 有研究发现ꎬ抵制效能

感对个体的吸烟、饮酒等不良行为具有保护作用[８] ꎮ
部分研究也已证实ꎬ抵制效能感可能在其他心理变量

影响不良行为间起到调节或中介作用[９－１０] ꎮ 本文试

图对 １ ５３０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ꎬ以了解烟酒使用

的发生情况及与无聊倾向、抵制效能感的关系ꎬ为大

学生烟酒使用问题干预提供可能的手段支持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７ 年 ３—６ 月ꎬ方便抽取黑龙江省 ４ 所

高校ꎬ共调查 １ ６１８ 名大学生ꎬ收回有效问卷 １ ５３０ 份ꎮ
其中男生 ６５９ 名ꎬ女生 ８７１ 名ꎻ大一学生 ４３２ 名ꎬ大二

学生 ３８１ 名ꎬ大三学生 ３８８ 名ꎬ大四学生 ３２９ 名ꎻ文科

生 ６０４ 名ꎬ理科生 ９２６ 名ꎮ 年龄为 １７ ~ ２６ 岁ꎬ平均年
龄(２１.２０±３.６７)岁ꎮ 本研究获得佳木斯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学术伦理道德委员会批准ꎬ同时参加调查的学校

商议并获准后进行ꎬ调查前学生填写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研究工具 　 (１)大学生无聊倾向问卷( Ｂｏｒｅｄ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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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ｎｅｎｅｓ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ＢＰＱ) [１１] ꎮ
该问卷是黄时华等基于«无聊倾向量表»在国内进行
改编应用的ꎬ具有较好的信、效度ꎮ 问卷共 ３０ 个条目ꎬ
包含单调性、自控缺乏、创造缺乏、紧张感、约束感和
孤独感等 ６ 个维度ꎮ 采用 １“完全不同意”至 ７“完全
同意”计分ꎬ得分越高ꎬ表示无聊倾向水平越高ꎮ 在本
研究中ꎬ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ꎮ (２)抵制
效能感量表 ( Ｒｅｆｕｓａｌ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ｓｃａｌｅꎬ ＲＳＥＳ) [８ꎬ１２] ꎮ
Ｗｉｌｌｓ 等编制的评估对问题行为的抵制效能感的工具ꎬ
具体衡量了对吸烟、饮酒和吸毒诱惑的自我效能感ꎮ
量表共 ３ 个条目ꎬ采用 １“非常不愿意” 至 ５“非常愿
意”计分ꎬ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抵制效能感水平越高ꎮ
在本研究中ꎬ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１ꎮ (３)
烟酒使用问卷(Ｔｏｂａｃｃｏ ａｎｄ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Ｕ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ＴＡＵＱ) [１３] ꎮ 采用叶宝娟等编制的烟酒使用问卷ꎬ共 ４
个条目ꎬ主要评估个体过去 ３０ ｄ 内吸烟或饮酒的频率
和数量ꎮ 问卷采用 １ ~ ６ 分 ６ 点计分ꎬ其中依据烟酒使
用频率的条目可以得出被试的烟酒使用发生率ꎻ４ 个
条目总分则反映烟酒使用的程度ꎬ分数越高ꎬ烟酒使
用程度越高ꎮ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０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在施测过程中ꎬ选取多所学校、采用
集中或分散测试形式ꎬ由心理学专业测试人员进行问
卷施测ꎬ完成数据收集ꎮ 数据分析主要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描述统计、差异分析、相关分析等ꎬ用 Ｍｐｌｕｓ ７.０ 进
行中介效应分析、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等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烟酒使用情况　 在本次调查的大学生中ꎬ
吸烟学生为 １５６ 名ꎬ吸烟率为 １０ １９％ꎻ饮酒学生为
７３５ 名ꎬ饮酒率为 ４８ ０４％ꎮ 烟酒使用率男生 ( 吸烟
１９ ５８％ꎬ饮酒 ７２ ２３％) 均高于女生(吸烟 ３ ０９％ꎬ饮
酒 ２９ ７４％)ꎬ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１１１ ９７ꎬ２７０ ０８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２.２　 无聊倾向、抵制效能感与烟酒使用行为的相关性

大学生无聊倾向及各维度与烟酒使用行为呈正相关ꎬ
与抵制效能感呈负相关ꎬ除创造缺乏与烟酒使用外ꎬ
其余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抵制效能
感与烟酒使用行为呈负相关( ｒ ＝ －０.４０ꎬＰ<０.０５)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无聊倾向抵制效能感

和烟酒使用之间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１ ５３０)

无聊倾向 抵制效能感 烟酒使用
总分 －０.２８∗∗ ０.３５∗∗

自控缺乏 －０.２３∗∗ ０.３１∗∗

创造缺乏 －０.１１∗ ０.０９
紧张感 －０.１８∗∗ ０.１９∗∗

单调性 －０.１７∗∗ ０.２６∗∗

约束感 －０.２２∗∗ ０.２４∗∗

孤独感 －０.２０∗∗ ０.２７∗∗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抵制效能感在无聊倾向与烟酒使用行为间的中

介作用　 以无聊倾向作为自变量ꎬ烟酒使用行为为结

果变量ꎬ纳入抵制效能感为中介变量ꎬ进行中介模型

的检验ꎮ 结果显示ꎬ 拟合指标 χ２ / ｄｆ ＝ ３ ８７ꎬ ＣＦＩ ＝
０ ８９ꎬＴＬＩ ＝ ０ ９０ꎬ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ꎬＳＲＭＲ ＝ ０ ０６ꎬＡＩＣ ＝
２７ ４３１ ６３ꎬＢＩＣ ＝ ２７ ８１２ ４８ꎬ且无聊倾向→烟酒使用行

为、无聊倾向→抵制效能感、抵制效能感→烟酒使用

行为等 ３ 条路径的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ꎬ测量模型可以接受ꎮ 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

显著性ꎬ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ꎬ重
复抽样 ２ ０００ 次ꎬ考察效应值的置信区间ꎮ 结果得出ꎬ
从无聊倾向到烟酒使用行为的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

为(０ １３６ ~ ０ ３８３)ꎬ不包括 ０ꎬ表明中介效应有统计学

意义ꎮ 由此可以得出ꎬ抵制效能感在无聊倾向与烟酒

使用行为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ꎮ 计算具体效应值ꎬ无
聊倾 向 对 烟 酒 使 用 行 为 的 间 接 效 应 为 － ０ ２９ ×
( －０ ４５)＝ ０ １３(Ｐ<０ ０１)ꎬ决定系数为 ０ ０１７ꎻ无聊倾

向对烟酒使用行为的直接效应为 ０ ２２(Ｐ<０ ０１)ꎬ决
定系数为 ０ ０４８ꎻ抵制效能感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３７ １４％ꎮ

图 １　 大学生无聊倾向抵制效能感和烟酒使用的结构方程模型

３　 讨论
本研究得出ꎬ大学生吸烟率为 １０ １９％ꎬ饮酒率为

４８ ０４％ꎬ男生吸烟率和饮酒率均高于女生ꎮ 孙锦峰

等[１４]对郑州市某高校大学生的吸烟流行特征调查得

出ꎬ大学生吸烟率为 ８.５６％ꎮ 邢睿等[１５] 比较不同民族

地区大学生的吸烟状况ꎬ得出大学生的整体吸烟率为

１６.１％(男生 ２９.２％ꎬ女生 ２.５％)ꎬ其中汉族学生的吸

烟率最高ꎬ为 １８.９％ꎮ 对合肥市大学生的饮酒现状调

查发现ꎬ高达 ８０.２％的大学生最近 ３０ ｄ 内摄入酒及酒

精相关饮料ꎬ其中男生为 ９２. ３％ꎬ女生为 ６８. ８％[１６] ꎮ
冷启艳[１７]在烟台地区的调查也发现ꎬ大学生的饮酒率

为 ６８.４５％ꎬ其中男生的比例更高ꎮ 虽然不同调查区

域、不同高校、不同民族等对大学生的吸烟率和饮酒

率有一定影响ꎬ但大学生的烟酒使用率比较高ꎬ状况

较为严重ꎬ尤其体现在男生群体上ꎬ值得学校卫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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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注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大学生无聊倾向与烟酒使用行为

呈正相关ꎬ抵制效能感与无聊倾向、烟酒使用行为呈

负相关ꎮ 无聊体验涉及倦怠、空虚、焦躁、不安、无趣

等的ꎬ这种体验会激发个体去寻求有意思的、挑战性、
刺激性的活动ꎬ吸烟和饮酒不仅能给大学生带来感官

上的刺激ꎬ还可能使大学生在同伴中获得一定的“威

望”ꎬ精神上得到满足ꎬ因此可能会诱发高频的烟酒使

用行为来应对生活中的无聊体验ꎮ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等[１８] 在

澳大利亚的青少年群体中发现ꎬ无聊体验与青少年饮

酒行为存在密切的联系ꎮ 对个体吸烟的心理动机分

析也发现ꎬ社会接纳、成瘾 / 习惯需求、愉悦感和无聊

是其主要动机因素[１９] ꎮ 由此可认为ꎬ大学生无聊倾向

与烟酒使用行为呈正相关ꎮ 抵制效能感对烟酒使用

行为的影响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ꎮ 林丹华等[１２]

调查了工读生物质滥用行为的影响因素ꎬ其中抵制效

能感对吸烟、饮酒及吸毒行为有负向预测作用ꎮ 社会

认知理论认为ꎬ个体的效能感对特定行为的习得、维
持和消退有重要作用[２０] ꎮ 而其中抵制效能感被认为

是个体行为改变和不良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ꎮ 结合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抵制效能感作为一种特定的自我效

能感ꎬ可能是大学生烟酒使用行为的重要保护因素之

一ꎮ 此外ꎬ本研究还发现无聊体验对大学生抵制效能

感水平有负向预测作用ꎮ 相关研究发现ꎬ高无聊体验

的个体对自身内部状态的意识觉察相对消极ꎬ会直接

导致对自身体验、评估和判断的偏差ꎬ涉及较低的自

尊、自我控制、自我效能感ꎬ如无聊会影响个体的情绪

调节自我效能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

能感等[２１－２３] ꎮ 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无聊体验同样与

抵制效能感存在负向关系ꎮ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ꎬ确定了抵制效

能感在无聊倾向和烟酒使用行为之间具有中介作用ꎮ
前人研究已提示ꎬ抵制效能感常作为个体或外界因素

诱发不良行为的中介或调节变量ꎮ 如许颖等[７] 研究

发现ꎬ抵制效能感在父母因素影响青少年新媒介依赖

行为间起中介作用ꎮ 在本研究中ꎬ这种影响机制表

明ꎬ一方面无聊倾向对大学生烟酒使用行为有直接影

响ꎬ无聊体验会诱发个体的烟酒使用行为ꎻ另一方面ꎬ
无聊还可能对大学生的意识觉察、自我认知及评价等

带来消极影响ꎬ这种影响似乎是一种相对微弱但一直

蔓延的机制ꎬ这种机制作用于大学生的抵制效能感进

而间接影响他们的吸烟和饮酒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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