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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四城市１ ３～１ ５岁初中生酒精和
其他药物滥用现状调查
钱玲

易厚广

田本淳

目的

【摘要】

张巍

张继彬

了解中国四城市１３～１５岁初中生有关酒精和其他药物滥用的现状。方法

于

２００３年９月采用两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北京、杭州、武汉和乌鲁木齐４市２５所中学的初中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利用ＥｐｉＩｎｆｏ软件完成数据分析。结果

在７３４４名初一至初三年级的１３～１５岁学生

中，３６．５％的学生尝试过饮酒，１４．４％的学生在调查前３０天内饮过酒，９．９％的学生曾经喝醉酒，
５．１％的学生曾因为喝酒而陷入麻烦；使用过其他成瘾性药物的学生占１．６％，且存在城市间差异。随
着年级的增高、年龄的增大，发生饮酒和其他药物滥用情况的比例逐渐增高；男生的比例明显高于女
生。在调查前一学年中，５１．９％的学生接受过饮酒知识教育，２７．６％的学生接受过拒酒技能教育。
结论

目前四城市１３～１５岁初中生中发生饮酒和其他药物滥用行为的情况比较严重，针对不同地

区、不同性别、年龄青少年的特点，开展安全饮酒和药物滥用预防健康教育非常必要。
【关键词】饮酒；药物滥用；健康教育；初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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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范围内，每年因酒精引起的死亡占总死

北京、武汉、杭州、乌鲁木齐市的初中学生酒精和其

亡的３．２％（１８０万），占全球疾病负担的４％ｕ１。虽

他药物滥用现状，为制订青少年酒精和其他药物滥

然多数国家中酒精所致死亡多发生于４５～５４岁年

用预防和控制策略提供依据。

龄段，但初始饮酒年龄、饮酒模式与成年人酒精滥用
对象与方法

之间存在高度相关，研究未成年人饮酒问题非常重
要汜－。本文结果作为全球学校学生健康状况调查

１．调查对象：调查总体为四城市年龄在１３～１５

（ＧＳＨＳ）的一个模块，系统地、有代表性地描述中国

岁的初中学生。根据调查精确度（±５％）、学生参与
率（８０％）和调查总体大小估计每城市应调查初中学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１１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钱
玲、田本淳、张巍、张继彬）；海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易厚广）

生数约１８７５人左右。
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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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抽样：各城市采用两阶段整群抽样方法抽取

中生中，７３９３名学生的年龄在１３～１５岁之间，占

调查样本¨ｏ，第一阶段以初中学校为抽样单位，第二

８２．０％，其中由于初四年级学生人数太少（４９名），

阶段以班级作为抽样单位，被抽中班级的所有学生

本文结果分析将不予考虑。７３４４名初中生的人口

均参加调查。北京、武汉、杭州和乌鲁木齐市四城市

统计学特征见表１。

各抽取的２５所学校均参加了本次调查，学校应答率

２．尝试饮酒情况：３６．５％的学生曾经尝试过饮

为１００％，各城市调查有效问卷数依次为：２３４８、

酒，存在城市、性别、年龄和年级间差异（表２）。北

１９４７、１８０２和２９１８份，学生应答率均在９８％以上。

京市学生的尝试饮酒率最低，为３２．９％，而乌鲁木齐

（２）调查内容：①调查对象基本人口学特征；②

市最高，为４１．２％；各城市学生的尝试饮酒率均呈现

尝试饮酒情况；③在过去３０天内的饮酒情况；④醉

同样变化趋势，男生高于女生，年龄大的学生高于年

酒发生情况；⑤接受饮酒健康教育的情况；⑥其他成

龄小的学生，高年级学生高于低年级学生。３１．３％

瘾性药物使用情况。本文的“尝试饮酒”是指第一次

的学生在１３岁或更小年龄初次尝试饮酒，其中乌鲁

喝酒而不是抿一下酒；现在饮酒是指在过去３０天

木齐市学生的比率为３５．３％（３４．９％～３５．６％），低

里，至少有１天喝过一次酒。

于武汉市学生的３７．６％（３７．３％～３７．８％），杭州市

（３）调查管理：按照ＧＳＨＳ统一要求和操作规范

和北京市依然较低，分别是３３．３％（３３．１％～

进行调查管理∞一。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负责组织和

３３．６％）和２７．４％（２７．３％～２７．６％）。各城市学生

进行调查。调查采取匿名和自愿参加原则，学生在

所呈现的性别、年龄和年级差异与尝试饮酒率相同。

一节课时间内完成问卷。

３．现在饮酒情况：１４．４％的学生在过去３０天内
２００２软件完成资料

至少有１天喝过酒，其中９．２％的学生有１—２天喝

分析。由于抽样的复杂性，根据学校抽取概率、班级

过酒，２．３％的学生有３—５天喝过酒，存在城市间、

抽取概率、学校和学生的无应答调整因子以及年级

性别、年龄和年级间差异（表３）。分析饮酒来源发

内性别比对每份问卷进行加权，并采用９５％可信区

现，５．２％的学生是自己购买，４．８％来自于家庭，

间（ａ）说明结果，根据可信区间判断不同特征学生

１．２％来自于朋友。尽管不同性别、年龄和年级学生

之间的结果差异。

获取酒的来源均以上述三种途径为主，但除了在各

３．统计学分析：用Ｅｐｉ

Ｉｎｆｏ

结

年级学生中，这三种途径的分布与总体保持一致外，

果

７．５％的男生主要是自己购买酒，而女生的酒来自于
１．基本人口学特征：在四城市调查的９０１５名初
表１
城市

性
男生

家庭为多（４．０％）；１４岁年龄组学生的酒来自于家

四城市学生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人数和经权重后的构成比，％）

别

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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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

７６６（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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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１

４ ５ ７ 丘～ ４６

４７

３
２

６ 吼～

４

５

０

７ 互～ ４２

３

２ 孓～ ２６ ４
２

１

４
７

４

９

４０

９ ＿二～ ９∞８∞●∞２甜

６

３６．５

（４３．７～４４．１）（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５）（３８．６～３９．０）（４２．３～４２．８）（２５．１～２５．６）（３４．３～３４．７）（４４．５～４４．９）（３６．３～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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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居多（５．４％），而１５岁学生以自购酒居多

·４８５·

为６５．７％（６５．３％～６６．０％），其次是北京市５７．６％

（７．７％）；各城市之间，杭州市学生的酒来自于家庭

（５７．４％～５７．７％）和武汉市４８．３％（４８．０％～

途径的比例占８．３％，北京市学生为３．６％；乌鲁木齐

４８．５％），最低是杭州市３３．３％（３３．０％～３３．６％）。

市学生来自于自己购买酒的比例为６．１％，显著高于

２７．６％的学生报告在前一学年里曾在学校接受

其他三市。随着年级的增高，年龄的增大，从上述三

过“拒酒技能”的教育。各城市学生对此的报告率从

种途径获取酒的比例逐渐增大。

高到低依次为北京市［３３．６％（３３．４％～３３．８％）］、

４．醉酒发生情况（表４）：９．９％的学生曾经喝醉过

乌鲁木齐市［３１．３％（３０．９％～３１．６％）］、武汉市

酒，其中８．３％的学生喝醉过１～２次。随着年级的增

［２０．０％（１９．８％～２０．２％）］和杭少｝ｌ市［１７．４％

高，年龄的增大，醉酒发生率以高于２个百分点的速度

（１７．２％～１７．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逐渐上升，仍以醉酒１～２次为多；男生醉酒发生率是

６．其他药物滥用情况：１．６％的学生报告曾使用

女生的２．３倍。四城市学生发生醉酒的频率从高到

过毒品（如大麻、冰毒、摇头丸、鸦片、海洛因等），其中

低依次是武汉市、乌鲁木齐市、杭州市和北京市，差异

１．２％报告用过１～２次。各城市间比较，以武汉市和

有统计学意义。６．７％的学生在１３岁或更小年龄即

杭州市高于乌鲁木齐市和北京市，分别是２．５％、

发生过醉酒。男生、高年级学生、年龄大学生在１３岁

２．２％、１．３％和１．０％；，男生高于女生（２．２％和

或更小年龄时发生过醉酒的频率显著高于其他学生。

０．９％）；高年级高于低年级（从初三至初一依次是

５．１％的学生至少有１次因为饮酒而陷入麻烦

１．９％、１．５％和１．１％）；１５岁学生高于１４岁和１３岁

（如感到不舒服、生病、与家人或朋友发生矛盾、打架

学生（２．３％、１．２％和１．４％）。

或逃学），其中４．３％发生过１～２次。武汉市和乌鲁

１３．９％的学生报告在过去３０天内有人向他们提

木齐市学生发生此类情况的频率相对较高（６．２％左

供毒品。以乌鲁木齐市学生的报告率最高，为１５：６％

右）；各年级学生的发生率（％）之比为１：１．３：１．５；

（１５．４％～１５．９％），其次是武汉市［１４．３％（１４．１％～

１３～１５岁学生的发生率（％）之比为１：１．４：１．７；男

１４．５％）］和杭州市［１４．０％（１３．８％～１４．２％）］，最低

女生之比为１．９：１。

是北京市，为１３．４％（１３．２％～１３．５％）；男生高于女

５．接受安全饮酒健康教育的情况：５１．９％的学生

生（１４．６％和１３．１％）；初一年级和初三年级高于初二

报告在前一学年里曾在学校接受过“不饮酒有益”的

年级（１４．８％、１４．６％和１２．７％）；１５岁学生高于１４岁

教育。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以乌鲁木齐市最高，

和１３岁学生（１４．６％、１３．１％和１４．１％）。

表３
城市
北京

性
男生
１７．５

别

年龄（岁）
女生
１０．６

（１７．３～１７．７）（１０．５～１０．７）
杭州

２０．９

四城市学生的现在饮酒率（经权重后的率及９５％ａ）

１５．０

１３
８．８

（８．７～９．０）
１２．９

１４

１２．８

年
１５
１７．６

（１２．７～１３．０）（１７．４～１７．８）
２０．Ｏ

２１．４

初一
８．１

（７．９～８．３）
１２．８

级
初二

初三

１１．１

１７．７

合计
１３．０

（１０．９～１１．３）（１７．４～１７．９）（１２．８～１３．１）
１４．７

２４．６

１８．１

（２０．６～２１．３）（１４＿８～１５．３）（１２．５～１３．２）（１９．７～２０．４）（２１．０～２１．９）（１２．４～１３．２）（１４．４～１５．１）（２４．２～２５．Ｏ）（１７．９～１８．４）
武汉
乌鲁木齐

１９．６

９．７

（１９．３～１９．９）

（９．５～９．９）

１６．３

“．１

１３．６

１５．９

１４．３

１１．１

１４．９

１６．１

（１５．８～１６．７）（１０．７～１１．４）（１０．７～１１．５）（１４．４～１５．３）（１５．５～１６．７）
合计

１８．５

１０．２

１４．７

１４．２

１５．２

１５．Ｏ

（１３．４～１３．９）（１５．５～１６．２）（１３．８～１４．８）（１４．３～１５．２）（１３．９～１４．６）（１４．９～１５．５）（１４．８～１５．２）

１１．１

１５．Ｏ

１７．９

８．８

（８．４～９．３）
１０．１

１６．３

１４．６

１３．７

（１５．８～１６．７）（１４．２～１５．２）（１３．４～１３．９）
１２．９

１８．２

１４．４

（１８．３～１８．６）（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９～１１．２）（１４．８～１５．１）（１７．７～１８．１）（９．９～１０．３）（１２．８～１３．０）（１８．１～１８．４）（１４．３～１４．５）

＊１：在其生活中至少喝酒喝醉过１次；２：在其生活中有１～２次喝醉过酒；３：初次喝醉酒的年龄是１３岁或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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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提示家庭内必须加强对酒的管理，同时也应重视家
长的教育，学会怎样与孩子沟通，教会孩子拒酒或安
青少年饮酒是全球公共卫生和政策关注的一个

全饮酒的技能。学校饮酒健康教育的开展不仅仅覆

焦点。虽然不是所有的青少年都饮酒，饮酒的青少

盖男生，女生的饮酒问题也应该受到教育者关注；不

年也并非都是危险饮酒，但青少年中的某些饮酒模

仅局限于学校内部，还应延伸至家庭和社会，以起到

式和普遍存在的冒险心理使之处于一定的危险之

共同监督和引导的作用。

中Ｈ］。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正处于孩童时期和青

四城市中，北京市１３～１５岁学生的尝试饮酒率

春期的生理变化之中，对酒精的作用更敏感，也更容

和在１３岁及以下开始尝试饮酒的比率显著低于其他

易导致生理上更大的潜在危害Ｈ，。另外，相对于非

三城市学生；现在饮酒率与乌鲁木齐市学生相近，显

饮酒者而言，饮酒的年轻人更容易发生烟草使用、其

著低于其他两城市。而杭州市１３～１５岁学生的尝试

他药物滥用行为和危险性行为”１。酒精使用问题不

饮酒率和在１３岁及以下的尝试饮酒率虽然低于武汉

仅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发育，对学校环境和学生的课

和乌鲁木齐市，但现在饮酒率却明显高于其他三城

余生活也产生消极影响№一。

市。结合学校饮酒健康教育开展情况，北京市和乌鲁

调查表明，超过三分之一的１３～１５岁学生曾经

木齐市在学校开展“不饮酒有益”知识和“拒酒技能”

饮过酒，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１３岁或更小年龄就尝

教育情况略好于其他两城市；而杭州市报告在前一学

试过饮酒，１４．４％的学生在过去３０天内至少喝过一

年接受过“不饮酒有益”知识教育的学生仅占三分之

次酒，９．９％的学生曾经喝醉酒，５．１％的学生曾因为

一，接受过“拒酒技能”教育的学生不到五分之一。在

喝酒而陷入麻烦，１．６％的学生使用过成瘾性药物。

此，虽然不能排除其他如家庭因素的影响，但在一定

虽然与孙江平等＂ｏ １９９９年对中国五省市中学生饮

程度上可以说明开展学校饮酒健康教育所产生的效

酒行为调查结果比较均偏低，但由于调查地点和目

果。然而，在总体上，各城市开展学校饮酒健康教育

标人群的不同，缺乏足够依据表明该年龄段学生的

尤其是技能教育方面普遍存在不足，尚需要引起卫生

饮酒行为发生率有逐渐降低趋势。既往研究表明，

工作者，尤其是教育工作者的共同重视。

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发生饮酒行为，且饮酒量比女生

随着年级的增高，年龄的增大，各城市学生的醉

大。本次调查同样发现，男生的饮酒行为发生率是

酒发生率以高于２个百分点的速度逐渐上升。在醉

女生的１，５倍，现在饮酒率是女生的１．８倍，男女性之

酒学生中，三分之二学生是发生在１３岁及以下。由

间的差异大于孙江平等＂１的调查结果。然而越来越

于青少年本身的生理发育情况和缺乏对自身行为和

多的近期研究发现男女性之间的差异正在缩小，女

周围环境的控制能力以及缺乏保护自身免受伤害的

生在饮酒量、饮酒频率和饮酒模式上愈加与男生接

能力，非常容易发生醉酒或由于饮酒而陷入麻烦。

近Ｈ１。调查还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大，男女生饮酒行

因此在教育青少年有关饮酒知识和拒酒技能的同

为发生比例均明显上升。如果不采取相应的预防控

时，还应教育他们安全饮酒的知识和技能，使青少年

制措施，在儿童少年时期就进行关于饮酒问题的健

学会保护自己，免受伤害。

康教育，在饮酒行为发生前正确引导青少年认识酒、

与孙江平等＂１调查比较，四城市１３～１５岁学生

学会有效拒酒和安全饮酒，由此造成潜在的疾病负

的毒品使用率较低。然而相对于在过去３０天内有

担和未来劳动力的损失将是不容忽视的。

人向其提供毒品的１３．９％的学生报告率，迫切需要

各城市男生中，大约每２个男生就有１个曾经

对学生这一脆弱人群开展毒品和药物滥用方面的健

尝试过饮酒，北京市尝试饮酒的女生占四分之一，其

康教育。在学生尚未发生毒品使用行为前防患于未

他城市每３个女生就有一个曾经尝试饮酒。分析现

然，填补学生在知识和技能上的空白，将会使学生在

在饮酒情况则发现每５个男生中有１个在过去３０

诱惑面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远离毒品。

天里至少喝过一次酒，女生的比例则为十分之一；不

四城市１３～１５岁初中学生在饮酒和毒品使用

管是男女生，其所饮酒主要来源于商店购买和家庭。

方面存在一些共同点，但不同城市、不同性别、年龄

由于本调查未涉及学生饮酒场所的问题，不能说明

和年级的学生，其尝试饮酒行为、现在饮酒行为以及

来源于家庭的酒是指学生在有其他家庭成员陪伴下

其他药物滥用等行为具有不同的特征。各地学校在

的家庭饮酒还是从家中拿酒出去与他人同饮，但可

开展安全饮酒和预防药物滥用健康教育时，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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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况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７：１０７一１１１．
ＩＣＡＰ． ＩＣＡＰ Ｂｌｕｅ Ｂ００ｋ：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ｓ ｆｏｒ础ｃｏｈｏｌ Ｐ０１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Ｍｏｄｕｌｅ １１：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１１ｄ～ｃｏｈ０１．

本地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教育策略和措施，采用多
渠道的影响和干预，如同伴教育、家庭和社会参与等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ＵＳＡ，２００５．１０１．１０３．

以求取得好的效果。

。

ＨｉｂｅｌＩ Ｂ，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Ｂ，Ａｈｌｓｔｒｏｍ Ｓ，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ａｌｃｏｈｏ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八】ｇ

（对北京、武汉、杭州和乌鲁木齐四城市的调查负责人及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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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山东省东营市农村地区肺结核病患者筛查方法的探讨
李建明

尚金花

徐文生

张立军

贾秀峰

我国肺结核病患者发现率低已影响了“全国结核病防治

村３例的有１６个村，占１４．２９％；新发现病例主要为老年人，

规划（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实施…，提高发现率成为当前我国

是重要的传染源。③不同症状者病例检出情况：在１１８７名

结核病防治工作中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为探讨有效的结

咳嗽咳痰３周以上者中检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１２３例，检出

核病例发现方法，提高发现率，我们于２００５年５—６月在山东

率１０．４５％，检出涂阳患者２４例，检出率２．０２％；在１２２４名

省东营市农村地区进行了肺结核病患者筛查方法的研究。

咳嗽咳痰３周以下者中检出活动性肺结核患者３５例，检出

１．对象与方法：①在东营市所辖５个县区中选择东营区

率２．８６％，涂阳患者６例，检出率０．４９％。咳嗽咳痰３周以

牛庄镇、河口区新户乡、广饶县大码头乡、利津县北宋镇，垦

上症状者中活动性肺结核病患者检出率、涂阳检出率分别是

利县黄河口镇等５个乡镇，１６．３万人，进行结核病筛查研究。

３周以下者的３．７倍和４．１倍，经统计学检验，ｘ２值分别为

②采用集中推荐方式怛Ｊ，对可疑肺结核症状者和密切接触者

４８．５８、１１，２２；Ｐ值均＜Ｏ．Ｏ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次采取

进行检查；根据文献［２］的方法测算受检人数，确定每个乡镇

集中推荐方式筛查发现活动性肺结核病例其效果显著。证

受检人群比例为１．５％；由乡村医生负责逐村宣传、筛查受检

实在农村地区开展集中推荐方式筛查结核病是提高病例发

人群，摸底造册；受检人群集中组织到乡镇卫生院接受检查。

现率的一种有效的途径怛Ｊ。研究结果显示，在农村有近７０％

③由调查员按照筛查登记册，以村为单位对就诊者检查登

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和涂阳患者未被发现，与２０００年全国

记，对咳嗽咳痰３周以上和咯血、血痰者直接拍胸片，同时留

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基本一致旧１。对咳嗽咳痰３周以

取３种痰样（夜间痰、晨痰、即时痰）进行痰涂片检查，对咳嗽

上症状者为重点对象进行集中推荐筛查，可以提高肺结核患

咳痰≤３周和密切接触者进行胸透，胸透异常者拍ｘ线片、查

者的检出率。在疫情较高的农村地区开展结核病集中推荐

痰。质量控制由山东省结核病防治中心专家对全部调查资

筛查是行之有效的；一是短时问内能早期发现大量结核病

料、ｘ线片、痰涂片进行复核。

例，二是在农村能与农民面对面宣传结核病防治政策和知

２．结果与分析：①病例发现：检查可疑肺结核症状者及

识，可以有效地影响患者就医行为，提高就医意识。

密切接触者２４１１人，占总人口的１．４８％，胸部ｘ线２１９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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