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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学生新型毒品相关知识态度与尝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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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ꎬ北京 １００１４４ꎻ２ 北京协和医院国际医疗部三病房ꎻ３.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大学生新型毒品的相关知识、态度以及尝试使用情况ꎬ为高校开展新型毒品防控教育与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大学生对待新型毒品知识、态度以及滥用倾向”的问卷ꎬ对多阶段整群抽取

的北京市 １１ 所大学 ９６５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ꎮ 结果　 大学生对于新型毒品的整体认知水平不理想ꎬ只有 ３８.２％的大学生知

道新型毒品对大脑的危害ꎬ５０.８％的学生认为新型毒品对身体的危害远小于海洛因等传统毒品ꎬ３７.１％的学生从来没有听

说过新型毒品ꎬ仅有 ３６.６％的学生希望获得与新型毒品相关的知识ꎮ 不同学校层次、不同专业、不同性别大学生新型毒品

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差异均有统计意义(χ２ 值分别为 ８.５７２ꎬ９.６３１ꎬ６.６７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大部分学生对待新型毒品的态度是

趋于正面的ꎬ不同学校层次、不同专业、不同些别大学生对待新型毒品的态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０.３５８ꎬ
０.６０５ꎬ０.６１７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有近 ２０％的学生不认为吸食新型毒品使人感到羞耻、自责ꎬ１０.１％的学生不认同吸食新型毒品

是自我毁灭ꎮ 大学生新型毒品的尝试率为 ０.５％ꎮ 结论　 大学生新型毒品的知识、态度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ꎮ 家庭、
学校以及社会应在日常生活中对学生进行相关知识及态度的正面教育与引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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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毒品是指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类

毒品ꎬ主要包括冰毒、摇头丸、Ｋ 粉、咖啡因等[１] ꎮ 其

危害程度与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毒品相比ꎬ具有更

强的精神依赖性ꎬ可造成严重的精神障碍ꎬ导致各种

暴力犯罪ꎬ易出现性冲动以及提高感染传染病的风

险[２] ꎮ 新型毒品的吸食主体是青年人ꎬ因为新型毒品

迎合了青年人喜欢寻求刺激、热衷于赶时髦的心理特

点ꎮ 国外报道显示ꎬ青少年中包括新型毒品在内的毒

品尝试率为 ４.０％ ~ １９.８％[３－４] ꎮ

国内研究显示ꎬ青年学生已经成为我国吸毒的主

要高危人群[５] ꎬ我国中学生及大学生的各种毒品尝试

率为 １.０％ ~ ７.８％[６－１０] ꎮ 大学阶段是人生中关键的过

渡阶段ꎬ相比于中学生来说ꎬ大学生自我意识增强ꎬ但
发展尚不成熟ꎬ与社会接触日益频繁ꎬ缺乏社会经验ꎬ
且易受情绪感染ꎬ因此容易尝试吸食新型毒品ꎮ 为了

解目前北京市在校大学生新型毒品的知识掌握、态度

和尝试情况ꎬ提高学生对新型毒品的防范意识ꎬ同时

为高校开展新型毒品防治教育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ꎬ
笔者于 ２０１５ 年对北京市 ９６５ 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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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ꎬ在北京市高

校中随机抽取一本院校 ４ 所、二本院校 ５ 所和专科院

校 ２ 所ꎬ再根据院校提供的各系、班级学生数量按比例

抽样ꎬ研究对象不包括成人高等教育学生以及普通高

等学校研究生ꎮ 共发放 １ ０００ 份问卷ꎬ回收 ９８８ 份ꎬ回
收率为 ９８.８％ꎻ有效问卷 ９６５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６.５％ꎮ 其

中ꎬ一本学生 ３２５ 名ꎬ二本学生 ４４９ 名ꎬ专科学生 １９１
名ꎻ理工类学生 ４９９ 名ꎬ医学类学生 １９３ 名ꎬ文科类学

生 １８９ 名ꎬ艺术类学生 ８４ 名ꎻ一年级学生 ２５９ 名ꎬ二年

级学生 ３８６ 名ꎬ三年级学生 ２３６ 名ꎬ四年级学生 ８４ 名ꎻ
男生 ３０４ 名ꎬ女生 ６６１ 名ꎮ ５５. ２％的学生来自城市ꎬ
４４.８％的学生来自农村或县城ꎮ 有７.８％的学生来自单

亲家庭ꎮ
１.２　 方法 　 在前期研究[１５－１６] 中设计的“甲基苯丙胺

滥用者对新型毒品的认知、态度以及滥用倾向”问卷

的基础上设计了针对大学生的“大学生对待新型毒品

的认知、态度以及滥用倾向”调查问卷ꎬ此问卷内容包

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年龄、性别等 １０ 个条目)、新型毒

品的相关知识(新型毒品的成瘾性、对脑部的危害、对
身体的危害、对社会的危害ꎬ共 １７ 个条目)、对待新型

毒品的态度(共 １１ 个条目)以及滥用倾向(共 ９ 个条

目)ꎮ 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用统一的指导语向研究

对象说明研究目的及意义ꎬ并强调匿名填写、所有调

查资料结果严格保密ꎬ对于有疑问的学生进行当场解

答ꎬ问卷当场填写和回收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ꎬ一般资料做统计描述ꎬ采用构成比描述大学生

对新型毒品知识的掌握情况、态度以及滥用倾向ꎬ采
用 χ２ 检验比较不同特征研究对象对于新型毒品的认

知及态度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大学生新型毒品相关知识的知晓率　 北京市大

学生新型毒品相关知识掌握最好的 ５ 道题(怀孕妇女

吸食新型毒品易导致胎儿畸形和孕妇死亡ꎻ吸食新型

毒品不会成瘾ꎬ没有危害ꎻ吸毒会导致抵抗力下降ꎻ吸
毒者自残自杀率高ꎻ服用新型毒品后可出现幻觉妄

想)的正确率在 ８０％ ~ ９０％之间ꎬ其中新型毒品带给孕

妇及胎儿的危害知晓率最高ꎬ为 ９０.１％ꎮ
相关知识知晓率最差的 ５ 道题(只使用 １ 次新型

毒品也会改变脑功能ꎻ新型毒品对身体的危害远小于

海洛因等传统毒品ꎻ吸食新型毒品可增加感染艾滋病

的风险ꎻ与传统毒品相比ꎬ吸食新型毒品与否是可以

自己控制的ꎻ没听说过新型毒品)知晓率均低于 ６０％ꎻ
只有 ３８.２％的大学生知道新型毒品对大脑的危害ꎻ
５０.８％的学生认为新型毒品对身体的危害远小于海洛

因等传统毒品ꎮ
χ２ 检验结果发现ꎬ不同学校层次、不同专业、不同

性别大学生新型毒品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８.５７２ꎬ９.６３１ꎬ６.６７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一本学生、医学专业学生、女生对新型毒品的知

晓率高于其他批次、非医学专业、男生ꎮ
在被问及是否希望获得有关新型毒品的信息ꎬ只

有 ３６.６％的学生回答希望获得ꎮ 被问及希望获得新型

毒品相关信息的途径ꎬ５６.８％的学生表示希望从专业

教师或学校获得ꎮ
２.２　 大学生对待新型毒品的态度　 不同学校层次、不
同专业、不同性别大学生对待新型毒品的态度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分别为 ０.３５８ꎬ０.６０５ꎬ０.６１７ꎬ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北京市大学生对待新型毒品的态度(ｎ ＝ ９６５)

态度 人数 报告率 / ％
吸食新型毒品使人感到羞耻、自责 ７８４ ８１.３
吸食新型毒品是自我毁灭 ８６７ ８９.９
吸食新型毒品可以消除烦恼 ８４ ８.７
年轻人体验下新型毒品很正常 ３４ ３.５
吸食新型毒品显得有个性、与众不同 ３０ ３.１
吸食新型毒品很新潮、时尚 ２８ ２.９
吸食新型毒品可以提高学习效率 ２２ ２.３
吸食新型毒品是高级享受 ２０ ２.１
吸食新型毒品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１８ １.９

２.３　 大学生对新型毒品的抵御能力　 在北京市大学

生对 ９ 个不同情境新型毒品的抵御能力中ꎬ态度最坚

决、绝不吸毒的是 Ｑ２ 和 Ｑ９ꎻ态度最模糊的是 Ｑ３ꎬ即超

过一半的大学生与爱人发生冲突不太能抵御吸毒的

冲动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北京市大学生在不同情境下对新型毒品的抵御能力选择构成(ｎ ＝ ９６５)
题目 会 不好说 不会
你将要参加一个聚会ꎬ在那里会结交一些新朋友ꎬ你觉得服用新型毒品可以让你放松且更 ２６(２.６９) ３４(３.５２) ９０５(９３.７８)
　 自信ꎬ你会使用吗?
你丢了一份很好的工作ꎬ情绪很低落ꎬ 会在家吸毒吗? １６(１.６６) １９(１.９７) ９３０(９６.３７)
你和所爱的人发生争执ꎬ很生气ꎬ想麻醉自己ꎬ能抵御吸毒的冲动吗? ５７５(５９.６０) ２７(２.８０) ３６２(３７.５１)
深夜还不能入睡ꎬ家中有毒品ꎬ你能抵御吸毒的冲动吗? ７８４(８１.２４) ３３(３.４２) １４７(１５.２３)
刚结束一件非常重要的关系ꎬ感觉很郁闷ꎬ你能抵御吸毒的冲动吗? ７９０(８１.８７) ２５(２.５９) １４５(１５.０２)
独自一人在家ꎬ感觉很孤单寂寞ꎬ你能抵御外出吸毒的冲动吗? ８２２(８５.１８) １５(１５.５４) １２７(１３.１６)
受到好友的指责ꎬ感到受到了伤害ꎬ你会想吸食毒品改善心情吗? ６４(６.６３) １９(１.９７) ８７９(９１.１０)
你的好友心情很糟ꎬ他想和你谈谈并一起吸食毒品以缓解心情ꎬ你能抵御吸毒的冲动吗? ８０８(８３.７３) ２３(２.３８) １３４(１３.８９)
你的朋友中了彩票ꎬ想吸毒庆祝一下ꎬ你会和他们一起吸食吗? ２９(３.０１) １６(１.６６) ９２０(９５.３４)

　 注: ()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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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大学生新型毒品的使用情况　 ６.７％的大学生的

朋友或者同学曾经吸毒ꎬ而曾经尝试吸食新型毒品的

学生只有 ５ 名ꎬ占 ０.５％ꎮ 吸食新型毒品的动机是好奇

(２ 人)、寻求刺激(１ 人)、受他人影响(１ 人)及减肥(１
人)ꎮ 毒品获得渠道是朋友 / 同学(３ 人)、邻居(１ 人)
及黑市(１ 人)ꎮ 吸食场所为歌舞厅( ２ 人)、学校( ２
人)、无固定吸食场所(１ 人)ꎮ

３　 讨论

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ꎬ抽取了北

京市不同层次的大学(一本、二本、专科)以及不同专

业学校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具有代表性ꎬ能较为客

观地反映目前北京市大学生新型毒品相关知识的掌

握、态度以及尝试使用情况ꎬ结果显示ꎬ有 ６２.９％的大

学生听说过新型毒品并了解种类ꎬ远高于王新华等[１１]

的研究结果ꎮ 尽管如此ꎬ大学生对于新型毒品的整体

认知水平不理想ꎬ主要表现在无法区别新型毒品与传

统毒品ꎬ特别是对于新型毒品的成瘾性和对人体的危

害ꎬ尤其是对脑部的危害以及增加感染艾滋病等传染

病的风险认识不足ꎮ 提示大学生对于新型毒品相关

知识的掌握属于模棱两可的状况ꎬ与杨丽等[１２] 的研究

结果相近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虽然大学生对于新型毒品

的认知状况不理想ꎬ但仅有 ３６.６％的学生希望获得相

关知识ꎬ低于张燕翔等[１３]的研究ꎮ 对新型毒品的认知

状况不佳ꎬ同时又缺乏求知欲ꎬ使得大学生受新型毒

品侵害的可能性变大ꎮ 因此ꎬ在大学中特别是非一本

院校、非医学专业、男生中开展新型毒品知识的普及

或开展相关教育刻不容缓ꎮ 本研究发现ꎬ大部分的学

生对待新型毒品的态度是趋于正面的ꎬ与曹洁频等[１４]

的研究一致ꎮ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ꎬ有近 ２０％的学生不

认为吸食新型毒品使人感到羞耻、自责ꎬ１０％的学生不

认为吸食新型毒品是自我毁灭ꎮ 上述学生存在使用

新型毒品的可能ꎮ
对北京市大学生不同情境新型毒品的抵御能力

的调查结果显示ꎬ大学生在处理爱情问题时最容易发

生冲动ꎬ易发生吸毒的危险ꎮ 研究还显示ꎬ有 ６.７％的

大学生周围的朋友或者同学曾经吸毒ꎮ 相关研究显

示ꎬ大学生吸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朋友的哄骗[９] ꎮ
所以家庭、高校和社会应该加强毒品教育和法律知识

方面的教育ꎮ 本次调查还发现ꎬ北京市大学生尝试新

型毒品的比例为 ０.５％ꎬ低于相关研究[９] ꎮ ５ 名曾尝试

新型毒品的学生中ꎬ有 ３ 名获得的渠道为朋友 / 同学ꎬ
还有 １ 名获得渠道是邻居ꎬ从侧面验证了大学生更易

受熟人尤其是朋友的影响ꎮ 因此ꎬ在对大学生进行新

型毒品相关知识教育的同时ꎬ家庭、学校和社会也应

重视教导大学生如何正确对待朋友关系以及如何分

辨并拒绝熟人的不正当要求等人际交流技巧ꎮ
综上所述ꎬ大学生对于新型毒品相关知识、态度

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ꎬ而这些均是吸食新型毒品

的危险因素ꎮ 面对国内外日益泛滥的毒品ꎬ尤其是新

型毒品ꎬ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应在日常生活中对学生

进行相关知识的正面教育与引导ꎮ 高校应开设毒品

知识选修课ꎬ强调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的区别以及新

型毒品的成瘾性及特殊危害ꎬ有利于学生深入系统地

了解毒品的危害ꎬ及时消除他们对新型毒品错误的认

知及态度ꎬ最终远离新型毒品的诱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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