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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现状及其与生活技能水平的关系ꎬ为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降低青少年健康

危险行为的发生提供参考ꎮ 方法　 从北京市 １ 所完全中学选取初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ꎬ每个年级随机选取 ２ 个班级ꎬ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ꎬ共获得 ３０７ 份有效问卷ꎮ 采用«校内青少年生活技能评价量表» (修订版)和«中国青少年健

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中学生吸烟、饮酒、网络成瘾、自伤、自杀的发生率分别为 ２ ３％ꎬ
１２ ４％ꎬ４ ２％ꎬ１２ ７％和 １ ６％ꎮ 除自杀行为外ꎬ男生各种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率均高于女生ꎬ高中生高于初中生ꎮ 其中男、
女生吸烟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不同学段中学生饮酒和网络成瘾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１)ꎮ 存在

吸烟、网络成瘾或自伤行为的学生相比于没有该行为的学生ꎬ生活技能量表得分偏低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 ０１)ꎮ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ꎬ生活技能水平高是青少年发生健康危险行为的保护因素(ＯＲ＝ ０ ９５ꎬＰ<０ ０１)ꎮ 结论　 健康

危险行为在中学生中有一定的发生比例ꎬ生活技能教育对于减少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可能具有潜在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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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学生正处于生理、心理的迅速发育时期和行为

习惯形成的关键阶段ꎬ自主性强烈而自律性较低[１] ꎬ
易发生伤害行为和养成不良的生活方式[２] ꎬ如吸烟、
饮酒、网络成瘾、自伤和自杀等[３] ꎮ 这些不良行为与

生活方式将会持续影响当时及成年期的健康ꎬ并可能

引起其他社会问题[４] ꎮ 国内相关研究表明ꎬ青少年的

健康危险行为表现日益增多ꎬ并出现恶化趋势ꎬ可能

与青少年的心理社会能力不强有关[５－６] ꎮ 而生活技能

正是一个人心理社会能力的重要表现ꎮ 因此ꎬ针对青

少年的健康危险行为进行调查ꎬ并探究与生活技能的

关系ꎬ对制定相应的干预策略、降低青少年健康危险

行为的发生率、促进健康成长有着积极意义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从北京市 １ 所中学中选取初

一、初二、高一、高二年级ꎬ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

样ꎬ每个年级选取 ２ 个班ꎬ被抽取班级的所有学生作为

研究对象ꎮ 共发放问卷 ３０９ 份ꎬ有效问卷 ３０７ 份ꎬ有效

率为 ９９ ４％ꎮ 其中初中生 １６３ 名 ( ５３ １％)ꎬ高中生

１４４ 名( ４６ ９％)ꎻ男生 １４０ 名( ４５ ６％)ꎬ女生 １６７ 名

(５４ ４％)ꎻ独生子女 ２８２ 名(９１ ９％)ꎬ非独生子女 ２５
名(８ １％)ꎮ 年龄 １２ ~ １８ 岁ꎬ平均为(１５ ０±１ ７)岁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采用的«校内青少年生活技能评价

量表»(修订版)是在庄丽丽等[７] 编制的«校内青少年

生活技能评价量表» 基础上修订形成的ꎬ信、效度良

好ꎮ 该量表包含 ２１ 个条目ꎬ分为思维能力、自我认知

能力、有效交流—人际关系能力、调节情绪—应对压

力能力和同理能力 ５ 个维度ꎮ 量表采用 ５ 级评分ꎬ满
分 １０５ 分ꎻ各维度下题目得分相加得到对应得分ꎮ
«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 [８] 由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编制ꎬ是在美国青少年危险行为问卷

(Ｙｏｕｔ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ＹＲＢＳＳ)基

础上根据我国国情修改而成ꎮ 本次从中选取吸烟、饮
酒、自我伤害、自杀、网络成瘾等健康危险行为的相关

问题进行分析ꎮ
１.２.２　 健康危险行为的定义[８] 　 吸烟:现在吸烟指

“在过去 ３０ ｄ 吸烟天数≥１ ｄꎮ 饮酒:现在饮酒指在过

去 ３０ ｄ 中至少喝过 １ 杯酒ꎮ 自我伤害行为:指在过去

的 １２ 个月内ꎬ有意伤害自己≥１ 次(如用烟头烫、用刀

片割伤、用头撞墙等)ꎮ 自杀行为:指在过去 １２ 个月

内ꎬ曾采取过自杀措施ꎮ 网络成瘾:(１)过去 ７ ｄ 内ꎬ平
均每天上网超过 ４ ｈꎻ(２)不上网时ꎬ仍在想网上的内

容ꎻ(３)因不能上网而感到无聊、焦虑ꎻ(４)期望上网时

间比目前更长ꎻ(５)上网的时间经常超过预期ꎻ(６)想

不上网ꎬ但无法自控ꎻ(７)因上网不能完成作业或干脆

逃学ꎻ(８)向家长、同学、教师隐瞒上网事实ꎻ(９)因上

网与教师或家长发生冲突ꎻ(１０)借上网以摆脱困境、
抑郁、无助或焦虑情绪ꎮ 根据 Ｙｏｕｎｇ[９] 使用的网络成

瘾诊断标准ꎬ结合本次调查实际情况ꎬ将(２) ~ (１０)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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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中出现 ４ 项及以上者定义为网络成瘾行为倾向ꎬ将
必须出现(１)和至少(２) ~ (１０)指标中的 ４ 项者ꎬ称为

网络成瘾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对
数据进行录入并核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 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对学生基本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ꎬ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

分析生活技能各维度与健康危险行为的关系ꎬ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生活技能对健康危险行为的整体影

响(α入 ＝ ０ ０５ꎬα出 ＝ ０ １０)ꎬＰ<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

率比较　 除自杀行为外ꎬ男生各种健康危险行为的发

生率均高于女生ꎬ其中吸烟行为的发生率男女生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６ ４４８ꎬＰ ＝ ０ ００４)ꎮ 除自杀行为

外ꎬ高中生的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均高于初中生ꎬ其
中饮酒、网络成瘾和整体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不同学

段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值分别为 ６ １９１ꎬ
１１ ２２２ꎬ８ ３４５ꎬＰ 值均<０ ０１)ꎮ 独生子女吸烟、自伤、
自杀和整体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均低于非独生子女ꎬ
饮酒和网络成瘾发生率均高于非独生子女ꎬ但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吸烟 饮酒 网络成瘾 自伤 自杀 健康危险行为
性别 男 １４０ ７(５.０) ２２(１５.７) ８(５.７) １９(１３.８) １(０.８) ４７(３４.６)

女 １６７ ０ １６(９.６) ５(３.０) ２０(１２.０) ４(２.４) ５１(３０.７)
学段 初中 １６３ １(０.６) １３(７.９) １(０.６) １９(１１.７) ３(１.９) ４０(２５.０)

高中 １４４ ６(４.２) ２５(１７.２) １２(８.３) ２０(１４.０) ２(１.４) ５８(４０.６)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２８２ ５(１.８) ３６(１２.８) １２(４.３) ３４(１２.２) ４(１.５) ８８(３１.８)

否 ２５ ２(８.０) ２(８.０) １(４.０) ５(２０.０) １(４.０) １０(４０.０)
合计 ３０７ ７(２.３) ３８(１２.４) １３(４.２) ３９(１２.７) ５(１.６) ９８(３１.９)

　 注:()内数字为发生率 / ％ꎮ

２.２　 是否发生健康危险行为中学生生活技能得分比

较　 中学生生活技能平均得分为(７９ ５±１２ ４)分ꎮ 现

在吸烟的学生在生活技能量表的各个维度得分及总

分上均低于现在不吸烟的学生ꎬ在生活技能总分与调

节情绪—应对压力能力维度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 ０１)ꎮ 除同理能力外ꎬ现在饮酒的学生生

活技能量表的各个维度得分及总分均低于现在不饮

酒的学生ꎬ在有效交流—人际关系能力维度上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ꎮ 除同理能力维度外ꎬ有网络成

瘾的学生在生活技能量表的各个维度得分及总分上

均低于无网络成瘾的学生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存在自伤行为的学生在生活技能量表

的各个维度得分及总分上均低于不存在自伤行为的

学生ꎬ在生活技能总分、自我认知能力维度、调节情

绪—应对压力能力和有效交流—人际关系能力维度

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有自杀行为

的学生在生活技能量表的各个维度得分及总分上均

低于无自杀行为的学生ꎬ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 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是否发生健康危险行为中学生生活技能得分比较(ｘ±ｓ)

健康危险行为 人数 统计值
生活技

能总分
思维能力

自我认

知能力

有效交流 /
人际关系能力

调节情绪 /
应对压力能力

同理能力

吸烟 是 ７ ６４.８±１１.７ １６.４±４.７ １４.２±６.１ １８.９±３.９ ７.０±３.３ ９.０±３.４
否 ３０１ ７９.８±１２.３ １９.７±３.８ １６.９±５.１ ２１.０±３.８ １１.０±３.２ １１.１±２.９

ｔ 值 ２.６８９ １.９２３ １.３２４ １.４９１ ３.２４８ １.８２９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饮酒 是 ３８ ７６.３±１４.５ １８.９±３.６ １６.４±５.１ １９.６±４.１ １０.３±３.８ １１.０±２.９
否 ２７１ ８０.０±１２.１ １９.８±３.９ １６.９±５.１ ２１.２±３.８ １１.０±３.２ １１.０±３.０

ｔ 值 １.６７２ １.３１９ ０.６６１ ２.３７６ １.１８０ ０.０９５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网络成瘾 是 １３ ６１.０±９.１ １４.８±５.２ １０.５±５.９ １８.３±４.６ ８.２±４.３ ９.９±４.１
否 ２９６ ８０.２±１２.０ １９.９±３.６ １７.１±４.９ ２１.１±３.８ １１.０±３.２ １１.１±２.９

ｔ 值 ５.２４４ ４.６０６ ４.５８８ ２.５９６ ３.０５９ １.３６７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自伤 是 ３９ ７１.４±１２.８ １８.８±４.０ １３.９±４.６ １８.３±３.８ ９.９±３.７ １０.５±３.０
否 ２６６ ８０.６±１２.０ １９.８±３.８ １７.３±５.０ ２１.４±３.７ １１.０±３.２ １１.１±３.０

ｔ 值 ４.３０６ １.４１６ ３.８５９ ４.８７１ ２.００７ １.２１０
Ｐ 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自杀 是 ５ ７３.０±６.５ １７.３±１.７ １２.８±４.３ １９.６±２.２ １０.８±３.４ １０.０±１.２
否 ２９３ ７９.６±１２.５ １９.７±３.９ １７.０±５.１ ２１.１±３.９ １０.９±３.３ １１.０±３.０

ｔ 值 １.０５０ １.２５５ １.６４２ ０.８３７ ０.０４０ １.７２１
Ｐ 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合计 ７９.５±１２.４ １９.６±３.８ １６.９±５.１ ２１.０±３.８ １０.９±３.３ １１.０±３.０
　 注:健康危险行为信息有缺失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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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以

健康危险行为作为因变量ꎬ以学段、性别、是否独生子

女、是否住校、学习成绩、生活满意度、心情状态、与同

学关系、与老师关系、家人管教方式和生活技能总分

共 １１ 个变量为自变量ꎬ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进行分析ꎬ结
果显示ꎬ学段、与老师的关系、家人管教方式和生活技

能总分是健康危险行为的相关因素(Ｐ 值均<０ ０５)ꎮ
其中高中生的风险是初中生的 ２ ２０ 倍ꎻ与老师关系不

好的学生发生健康危险行为的风险非常高 ( ＯＲ ＝
１１ ５５)ꎻ家庭管教宽容的学生风险较低(ＯＲ ＝ ０ ５５)ꎻ
生活技能得分高具有保护作用ꎬ可以降低中学生发生

健康危险行为的概率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中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相关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３０７)

因素 Ｂ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学段
　 高中 ０.７８６ ０.０１３ ２.２０(１.１８０ ~ ４.０８４)
与老师的关系
　 一般 ０.５７１ ０.０６２ １.７７(０.９７２ ~ ３.２２７)
　 不好 ２.４４７ ０.０４７ １１.５５(１.０２９ ~ １２９.６９５)
家人管教方式
　 宽容 －０.６０１ ０.０４９ ０.５５(０.３０２ ~ ０.９９７)
生活技能总分 －０.０５４ <０.０１ ０.９５(０.９２３ ~ ０.９７２)
常量 ３.０８５ <０.０１ ２１.８７

　 注:学段以初中为参照ꎬ与老师的关系以好为参照ꎬ家人管教方式以

严格为参照ꎮ

３　 讨论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影响极

大ꎮ 本调查显示ꎬ２ ３％的学生正在吸烟ꎬ１２ ４％的学

生过去 ３０ ｄ 内喝过至少 １ 杯酒ꎬ远低于北京市部分区

县[４ꎬ１０－１１] 和全国[１２－１３] 的发生水平ꎮ 网络成瘾发生率

为 ４ ２％ꎬ低于全国 １８ 省市的平均水平(８ ６％) [１４] ꎮ
１２ ７％的学生有自伤行为ꎬ１ ６％的学生自杀未遂(采

取措施试图自杀)ꎬ与北京市顺义区的调查结果相

符[１５] ꎮ 本研究的健康危险行为发生率较其他研究偏

低的原因可能是受样本量限制ꎬ且因调查可行性排除

了初三、高三等 ２ 个问题高发年级ꎬ从而低估了健康危

险行为的真实发生率ꎮ 但有 ３１ ９％的学生至少有 １
种健康危险行为ꎬ比例仍然较高ꎬ需要引起重视ꎮ

除自杀行为外ꎬ各种健康危险行为的发生率男生

均高于女生ꎬ高中生高于初中生ꎮ 与男生较女生更易

冲动、喜欢冒险刺激ꎬ而高中生随着年龄的增长面临

更多的学习和生活压力相关[３] ꎮ 独生子女整体健康

危险行为发生率低于非独生子女ꎬ可能是因为他们受

到的关注和关爱更多ꎬ家长能够更多的帮助解决问

题、面对障碍并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１６] ꎮ
生活技能是指个体采取适应和积极的行为有效

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需要和挑战的能力ꎬ主要包

括 １０ 项核心技能[１７] ꎮ 研究发现ꎬ生活技能在促进儿

童身心健康以及社会适应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１８－１９] ꎮ

该中学学生的生活技能量表得分平均为 ( ７９ ５ ±
１２ ４４)分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存在任一健康危险行为的

学生相比于没有该健康危险行为的学生ꎬ在生活技能

量表的各个维度得分及总分上均普遍偏低ꎬ且除自杀

行为以外ꎬ各组的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说明

存在健康危险行为的学生生活技能水平较低ꎬ需要更

多、更有效的生活技能教育或干预ꎮ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

显示ꎬ生活技能得分高是健康危险行为的保护因素ꎬ
即生活技能可以降低中学生发生健康危险行为的概

率ꎬ与胡晓远等[２０] 的研究结论一致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Ｂｏｔｖｉｎ 等[２１] 进行的预防吸烟干预研究表明ꎬ生
活技能训练的方法能够被学生、教师和学校领导所接

受ꎬ干预后学生的吸烟率降低ꎬ而且更关心家长及伙

伴吸烟对自己的影响ꎮ 之后的研究也证明了生活技

能教育在不同年龄、性别的青少年中减少或推迟健康

危险行为发生的有效性ꎬ包括吸烟、饮酒、物质滥用和

自杀等[２２－２３] ꎮ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ꎬ生活技能教育已被全球许多

国家所接受ꎬ 并被认为是减少健康危险行为、促进青

少年健康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２４] ꎮ 通过生活技能教

育ꎬ 提高心理素质ꎬ 使儿童青少年具有良好的行为准

备ꎬ 将知识、态度和价值观转化为积极、健康的行为ꎬ
进而减少健康危险行为[１８] 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师生关

系好、家庭管教宽容的学生健康危险行为发生风险

低ꎮ 可能是由于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和谐的家庭氛围

等社会支持有助于青少年生活技能的提升[２５－２６] ꎮ
综上所述ꎬ学校和家庭应根据学生的性别和所在

学段等特征ꎬ有针对性地尽早开展生活技能教育ꎬ尤
其是高中生ꎬ应帮助他们识别健康危险行为ꎬ掌握必

要的技能ꎬ以达到预防、控制和减少青少年健康危险

行为发生的目的ꎮ 当然ꎬ这也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

的共同努力ꎬ实行多方面的综合性干预措施ꎬ促进青

少年健康成长ꎮ 另外需指出的是ꎬ目前大多数生活技

能教育主要是在普通儿童青少年人群或高危人群中

进行的初级预防ꎬ 对于有多种问题行为青少年的二级

预防效果仍有待研究ꎬ可将此作为未来工作的一个新

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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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中小学生洗手知识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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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２２５００１

　 　 【摘要】 　 目的　 了解扬州市中小学生洗手相关知识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ꎬ为制定中小学生洗手干预策略及预防相关

传染病提供依据ꎮ 方法　 分层整群随机抽取扬州市中小学生 ６９７ 名进行问卷调查ꎬ对中小学生洗手知识与行为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ꎮ 结果　 中小学生洗手知识总体知晓率为 ５９.５４％ꎬ９５.０％的中小学生有洗手习惯ꎮ 洗手知识方面ꎬ高年级好

于低年级(χ２ ＝ １７.５５ꎬＰ<０.０１)ꎻ在洗手行为方面ꎬ低年级好于高年级ꎬ城市好于农村(Ｐ 值均<０.０１)ꎬ且与母亲文化水平呈正

相关( ｒ＝ －０.１７４ꎬＰ<０.０１)ꎮ ３０.７％的学生认为洗手困难的原因是“没有时间”ꎬ１８.８％的学生会因为“水龙头不足”而影响洗

手ꎮ 结论　 扬州市中小学生洗手知识与行为整体较好ꎬ但洗手意识仍需提高ꎬ洗手设施有待改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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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生是传染性疾病(如感染性腹泻、急性呼

吸道传染病、 手足口病、 沙眼等) 的高危人群[１] ꎬ
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扬州市江都区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均为呼吸道传染病ꎬ发病人数以小学居多[２] ꎮ 保持良

好的手卫生习惯能有效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传播[３] ꎮ
本文通过对扬州市中小学生洗手相关知识与行为进

行调查ꎬ了解扬州市中小学生洗手知识与行为现状及

其影响因素ꎬ为开展正确洗手健康教育工作和预防相

关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９—１１ 月ꎬ在扬州市 ７ 个县区中选

择性抽取有学校卫生机构、能较好完成调查任务的 ２
个县区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每个县区抽取小学、
初中、高中各 ４ 所ꎬ其中城市和农村各 ２ 所ꎬ小学、初
中、高中分别指定为五年级、初二年级、高一年级ꎬ每
所学校抽取 ２ 个班所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共发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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