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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与家庭控烟对中学生家庭二手烟暴露的联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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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学校与家庭控烟对中学生的联合作用ꎬ探讨其对降低中学生家庭二手烟暴露的有效性ꎬ以期为

中学生控烟工作提供新思路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在北京市东城区抽取 ４ 所中学的所有初一和高一学

生共 ２ １２５ 名开展问卷调查ꎮ 调查内容包括中学生个人基本信息ꎬ中学生家庭、学校和周围社会控烟环境情况及中学生控

烟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等ꎮ 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中学生的家庭二手烟暴露率为 ３３.４１％ꎮ 在校园内见过“明确禁烟标识”
的学生中ꎬ家里有限制吸烟规定的暴露率(４.９２％)低于家里没有规定的学生(５８.９４％)(χ２ ＝ ４５２.５７ꎬＰ<０.０１)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ꎬ父母至少一方吸烟与学生家庭二手烟暴露呈正相关(ＯＲ＝ ２２.８８ꎬＰ<０.０５)ꎻ有家庭限制吸烟规定分别与见过

校园内禁烟标识(ＯＲ＝ ０.０８)、在学校接受过控烟宣教(ＯＲ＝ ０.０８)对中学生的家庭二手烟暴露存在联合作用ꎮ 结论　 学校

与家庭的联合控烟措施能有效降低中学生家庭二手烟暴露率ꎬ较二者单独控烟作用更优ꎮ
【关键词】 　 吸烟ꎻ烟草烟污染ꎻ环境暴露ꎻ回归分析ꎻ家庭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Ｇ ７８　 Ｇ ４７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３￣０３４５￣０３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 ｓｍｏｋ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ＮＩ Ｎｉ∗  ＹＡＮＧ
Ｈｕｉｍｉｎ ＧＡＯ Ａｉｙｕ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 ＨＵＡ Ｃｈｅｎｘｉ ＫＡＮＧ Ｑｉｏｎｇ ＬＩ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ＱＩＮ Ｒａｎ ＣＨＥＮ Ｂｏｗｅ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
ｒｉｃ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２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ｅｘ￣
ｐｌｏｒｅ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 ｓｍｏｋ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ｓ ｓｏ ａｓ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ｗ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２ １２５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ｏｕ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ａ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ａｒ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ａ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ｅｃ￣
ｏｎｄ￣ｈａｎｄ ｓｍｏ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ａｓ ３３.４１％.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ｂｙ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ｏｎｅ ｐａｒｅｎｔ 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 ｓｍｏｋ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 ｈｏｍｅ  ＯＲ＝ ２２.８８ Ｐ<０.０５ .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ｓａｗ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 ｎｏ￣ｓｍｏｋ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 ｏｎ ｃａｍｐｕ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ｒａｔｅ  ４.９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ｅ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ｄｉ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５８.９４％  χ２ ＝ ４５２.５７ Ｐ<０.０１ .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 ｓｍｏｋ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ｈａｄ ｓ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ｂａｎ ｏｎ ｃａｍｐｕｓ  ＯＲ＝ ０.０８ ａｎｄ ｈａｄ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Ｒ
＝ ０.０８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ｅｃ￣
ｏｎｄ￣ｈａｎｄ ｓｍｏｋ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ｌｏｎ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ｍｏｋｅ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基金项目】 　 盖茨基金会项目ꎮ
【作者简介】 　 倪妮(１９９４－　 )ꎬ女ꎬ陕西省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向

为青少年控烟ꎮ
【通讯作者】 　 陈博文ꎬＥ￣ｍａｉｌ:ｂｏｗｅｎｃ＠ １２６.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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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烟暴露在青少年时期是十分重要的健康问

题[１] ꎮ 尚处于发育阶段的中学生ꎬ由于对外界有害因

素的抵抗力较弱ꎬ对毒物危害敏感ꎬ身体更易受损害ꎮ
研究显示ꎬ二手烟暴露对学生的认知和学习能力也会

产生影响[２] ꎮ 烟雾中的一氧化碳降低了血红蛋白的

携氧能力ꎬ阻碍神经发育ꎻ尼古丁也对脑神经有毒害

作用ꎬ长期暴露易出现头晕、注意力不集中ꎬ从而导致

思维迟钝、记忆力减退等问题[３] ꎮ 此外ꎬ二手烟暴露

也会增加中学生尝试吸烟的风险[４] ꎮ
家庭是中学生日常活动最主要场所之一ꎬ通过降

低家庭二手烟暴露率ꎬ能够有效减少烟草的被动暴露

带给中学生的健康影响ꎮ 在我国ꎬ中学生的家庭二手

烟暴露率为 ４４.４％[５] ꎬ较其他国家[６－７] 仍属较高暴露

水平ꎮ 本研究探讨家校联合控烟对于减少中学生家

庭二手烟暴露的有效性ꎬ以期为中学生控烟工作提供

新思路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５４３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第 ４１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３



方法ꎬ在北京市东城区普通全日制初、高中随机抽取 ４
所(含初中、高中)中学的高一及初一全体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ꎬ对其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 ２ ３２０ 份问卷ꎬ回
收有效问卷 ２ １２５ 份ꎬ有效应答率为 ９１.６４％ꎮ 其中男

生 １ １２５ 名ꎬ女生 １ ０００ 名ꎻ初一学生 １ ４２６ 名ꎬ高一学

生 ６９９ 名ꎮ 研究对象现场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制问卷ꎬ问卷设计参考 ＷＨＯ«全球

青少年烟草调查问卷» ( ＧＹＴＳ) [８] 和相关文献[９－１０] ꎮ
内容主要包括:中学生人口学基本信息ꎬ中学生家庭、
学校和周围社会控烟环境情况以及中学生控烟相关

知识、态度和行为等ꎮ 现场调查以班级为单位ꎬ采用

匿名填写方式ꎬ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讲解后发放

问卷并指导学生填写ꎬ学生独立在规定时间内(初中

２０ ｍｉｎ、高中 １５ ｍｉｎ)完成后现场收回ꎮ 填写过程中要

求与调查无关人员回避ꎮ 家庭二手烟暴露指自调查

日起前 ７ ｄ 内ꎬ在家里见到有人吸烟[１１] 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经整理后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

进行数据双核查录入ꎬ使用 ＳＡＳ ９.２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清洗整理和分析ꎮ 分类变量的描述用百分率、构
成比等相对数指标ꎬ计数资料组间差异比较用 χ２ 检

验ꎮ 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

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中学生家庭二手烟暴露情况　 北京市东城区中

学生的家庭二手烟暴露率为 ３３.４１％(７１０ / ２ １２５)ꎮ 初

一学生的暴露率为 ３３.３１％ꎬ高一为 ３３.６２％ꎻ男生和女

生的暴露率分别为 ３２.７１％和 ３４.２０％ꎮ 家里有限制吸

烟规定的学生暴露率低于没有规定家庭的学生( Ｐ<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组别中学生家庭二手烟暴露率比较

组别 人数 暴露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年级 初一 １ ４２６ ４７５(３３.３１) ０.０２ ０.８９

高一 ６９９ ２３５(３３.６２)
性别 男 １ １２５ ３６８(３２.７１) ０.５３ ０.４７

女 １ ０００ ３４２(３４.２０)
家庭住址 东城区 １ １４３ ３６１(３１.５８) ３.７２ ０.０５

其他地区 ９８２ ３４９(３５.５４)
父母吸烟情况 双方都不吸烟 １ ２５１ ７４(５.９２) １ ０３３.５２ <０.０１

至少一方吸烟 ８７４ ６３６(７２.７７)
家里有无限制吸烟的 有 １ ０２３ ４６(４.４０) ７４６.３４ <０.０１
　 规定 无 １ １０２ ６６５(６０.３４)
是否接受过控烟宣教 是 １ ０４４ ３３４(３１.９９) １.８６ ０.１７

否 １ ０８１ ３７６(３４.７８)
是否在学校见过“明确 是 １ ３５３ ４３６(３２.２０) ２.６６ ０.１０
　 禁烟标识” 否 ７７２ ２７５(３５.６２)

　 注:()内数字为暴露率 / ％ꎮ

２.２　 控烟措施的分层分析　 分别在“是否见过校园内

‘明确禁烟标识’”和“是否在学校接受过控烟宣教”的
基础上ꎬ分析“家里有无限制吸烟规定” “父母吸烟状

况”对中学生家庭二手烟暴露率的影响ꎮ 发现在校园

内见过“明确禁烟标识”的学生中ꎬ家里有限制吸烟规

定的暴露率为 ４.９２％(３３ / ６７１)ꎬ低于家里没有限制吸

烟规定的学生 ( ５８. ９４％ꎬ４０２ / ６８２) ( χ２ ＝ ４５２. ５７ꎬ Ｐ <
０.０１)ꎻ父母均不吸烟学生的暴露率为 ５. ７５％ ( ４７ /
８１７)ꎬ低于父母至少一方吸烟的学生( ２８. ６８％ꎬ３８８ /
５３６)(χ２ ＝ ６５８.８１ꎬＰ<０.０１)ꎮ 在学校接受过控烟宣教

的学生分组中ꎬ 家里 有 限 制 吸 烟 规 定 的 暴 露 率

(４.３７％ꎬ２３ / ５２６)低于没有规定的学生(６０.０４％ꎬ３１１ /
５１８)(χ２ ＝ ３７１.７０ꎬＰ<０.０１)ꎻ父母都不吸烟的学生暴露

率(５. ６３％ꎬ３６ / ６４０) 低于父母至少一方吸烟的学生

(７３.７６％ꎬ２９８ / ４０４)(χ２ ＝ ５２８.４８ꎬＰ<０.０１)ꎮ
２.３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是否有家庭二手烟

暴露(有＝ １ꎬ没有＝ ０)为应变量ꎬ将单因素分析变量纳

入方程中ꎬ并设置哑变量观察两种学校控烟教育分别

与家庭控烟措施联合对中学生家庭二手烟暴露的交

互作用ꎮ 结果显示ꎬ家住其他地区(ＯＲ ＝ １.４７)、初一

(ＯＲ ＝ １.４３)、父母至少有一方吸烟(ＯＲ ＝ ２２.８８)、家庭

没有限制吸烟规定(ＯＲ ＝ １３.４７)与中学生家庭二手烟

暴露呈正相关ꎮ 同时ꎬ家里有限制吸烟规定与见过校

园内禁烟标识( ＯＲ ＝ ０. ０８)、在学校接受过控烟宣教

(ＯＲ ＝ ０.０８)都对中学生的家庭二手烟暴露存在联合

作用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中学生家庭二手烟暴露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２ １２５)

自变量 β 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家庭住址
　 东城区 １.００
　 其他地区 ０.３９ ０.１５ ７.０５ ０.０１ １.４７(１.１１~ １.９６)
年级
　 初一 １.００
　 高一 －０.３６ ０.１５ ５.４８ ０.０２ ０.７０(０.５２~ ０.９４)
父母吸烟情况
　 双方都不吸烟 １.００
　 至少有一方吸烟 ３.１３ ０.１６ ４０２.２４ <０.０１ ２２.８８(１６.８５~ ３１.０７)
家里有无限制吸烟的规定×是否见过学校控烟标识
　 没有规定×没见过标识 １.００
　 没有规定×见过标识 －１.８６ ０.２７ ８９.３０ <０.０１ ０.１４(０.０６~ ０.２１)
　 有规定×没见过标识 －０.３２ ０.１６ ５.５２ ３.７３ ０.７３(０.５３~ １.０１)
　 有规定×见过标识 －２.４８ ０.２４ １１１.１１ <０.０１ ０.０８(０.０５~ ０.１３)
家里有无限制吸烟的规定×是否接受过学校控烟宣教
　 没有规定×没接受宣教 １.００
　 没有规定×接受宣教 －０.３６ ０.１５ ０.７７ ０.３８ １.１３(０.８６~ １.５０)
　 有规定×没接受宣教 ０.０３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８５ １.０３(０.７６~ １.４０)
　 有规定×接受宣教 －２.４６ ０.２６ ９３.３４ <０.０１ ０.０８(０.０５~ ０.１４)

３　 讨论

中学生二手烟暴露的主要场所是家庭[１２] ꎮ ２０１１
年北京市大兴区的调查结果显示ꎬ中学生的二手烟暴

露率为 ４５.６８％[１３] ꎮ 在 ２０１３ 年全国青少年二手烟暴

露研究报告[１４]中ꎬ北京市中学生的家庭二手烟暴露率

为 ４６.４％ꎬ均高于本研究结果ꎮ 可能由于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北京市颁布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 [１５] 正式生

效ꎬ条例的实施具有一定的警示和提醒作用ꎬ且对控

烟宣传的力度加大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吸烟者的吸

烟行为ꎬ尤其是对父母的影响ꎮ 但相比于其他国家仍

属于较高的暴露水平ꎬ尤其是在有父母吸烟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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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学生的暴露率达 ７２.７７％ꎬ说明在我国家庭仍是中

学生二手烟暴露的重灾区ꎮ 可能由于家庭吸烟环境

相对宽松ꎬ没有严格的奖惩制度ꎬ使得在家里发生吸

烟行为的比例要高ꎻ其次ꎬ家庭的活动区域较小ꎬ且多

为室内环境ꎬ相对在空间上限制了吸烟场所范围ꎬ更
容易发生暴露ꎮ 提示应该把家庭控烟环境的改善作

为中学生控烟工作中的重点ꎮ
本研究显示中学生的家庭二手烟暴露主要来自

吸烟的家长ꎬ父母至少有一方吸烟和家庭没有限制吸

烟规定都是重要的危险因素ꎮ 长期以来ꎬ希望可以通

过对家长的教育宣传能够改善学生的家庭二手烟暴

露现状[１６] ꎬ但由于宣传方式单一、内容简单ꎬ不能引起

家长足够的重视ꎬ实施效果不明显ꎮ 学生在学校里接

受的各种控烟教育ꎬ大多也是被动灌输知识ꎮ 提示在

控烟宣传上应该多采用创新的宣传手段和方式ꎬ提升

内容的丰富度ꎻ同时在针对学生的教育上更多提倡培

养和调动学生的主动性ꎬ避免烟草暴露ꎮ 二者联合发

挥作用ꎬ将更有利于中学生家庭二手烟暴露的减少ꎮ
此外ꎬ低年级学生发生家庭二手烟暴露的危险是高年

级学生的 １.４０ 倍ꎬ且由于低年级学生相对可塑性强、
依从性高的特点ꎬ中学生的控烟工作可以重点从低年

级学生开始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在家校控烟措施的联合作用

下ꎬ中学生的家庭二手烟暴露率都低于两方面措施单

独实施时的暴露率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在控制了混杂

因素后ꎬ２ 种学校控烟方式分别与家庭控烟方式联合

作用的 ＯＲ 值较各自单独作用时更低ꎬ提示学校与家

庭联合控烟作用对降低中学生家庭二手烟暴露可能

优于两方面的单独作用ꎮ 既往研究中ꎬ研究者习惯于

将家庭和学校拆分成 ２ 个独立体系[１７－１８] ꎬ单独针对不

同人群采取相应干预措施ꎮ 其实ꎬ作为中学生学习和

生活的最主要场所ꎬ家庭和学校之间是相互影响的ꎮ
学生在学校接受控烟教育ꎬ会影响其在家庭中对烟草

的行为选择ꎬ即在家庭设置限制吸烟规定并劝导父母

戒烟ꎬ可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ꎬ尽量主动避免自

己暴露于二手烟环境中ꎮ 针对我国的控烟现状ꎬ通过

在学校对中学生开展控烟教育ꎬ加强其对烟草的认

识ꎬ再由学生去影响家庭的吸烟行为[１９] ꎬ以减少学生

自身烟草暴露及周围人烟草使用水平的方式是可

行的ꎮ
综上ꎬ家庭控烟是改善中学生周围控烟环境ꎬ降

低其烟草暴露的重要举措ꎮ 学校和家庭的联合控烟

措施对降低中学生的家庭二手烟暴露率更为有效ꎮ
因此ꎬ在积极向父母开展控烟宣教的同时ꎬ也可以尝

试通过对中学生的教育引导来主动避免自身二手烟

暴露ꎬ同时带动和影响父母烟草观念和行为的改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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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ｂａｃｃｏ ｕｓ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 Ｊ] . Ｓｅｍｉｎ Ｏｎｃｏｌ
Ｎｕｒｓꎬ２０１６ꎬ３２(３):１９７－２０５.

[１７] ＲＡＴＳＣＨＥＮ Ｅꎬ ＴＨＯＲＬＥＹ Ｒꎬ ＪＯＮＥＳ Ｌꎬ ｅｔ ａｌ.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 ｓｍｏｋ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Ｊ] .Ｔｏ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２７( ２):１５５－
１６２.

[１８] ＨＩＬＬＩＡＲＤ Ｍ ＥꎬＲＩＥＫＥＲＴ Ｋ ＡꎬＨＯＶＥＬＬ Ｍ Ｆꎬｅｔ 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ｂｏｕｔ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 ｓｍｏｋｅ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Ｊ] . Ｎｉｃｏｔｉｎｅ Ｔｏｂ Ｒｅｓꎬ２０１５ꎬ１７(９):１０６７－１０７５.

[１９] ＭＢＵＬＯ ＬꎬＰＡＬＩＰＵＤＩ Ｋ ＭꎬＡＮＤＥＳ Ｌꎬｅｔ ａｌ. 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 ｓｍｏｋｅ ｅｘ￣
ｐｏｓｕｒｅ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ｍｏｎｇ ｏｎｅ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２１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ｄｕｌｔ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Ｓｕｒｖｅｙ ( ＧＡＴＳ) [ Ｊ] . Ｔｏ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２５(ｅ２):ｅ９５－ｅ１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２－１４ꎻ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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