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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河南省两城市高中生文化定位、饮酒期望、

自我效能与饮酒行为的研究
钱玲

胡桃Ｉａｎ Ｍ．Ｎｅｗｍａｎ侯培森

【摘要】

目的

探讨河南省两城市高中生文化定位、饮酒期望、自我效能和饮酒行为之间的关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

系，为有针对性地设计预防控制青少年饮酒教育项目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方法，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对河南省郑州、信阳两市６所高中２７５６名高一、二学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利
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和ＳＡｓ ８．１０软件完成数据分析。结果调查学生饮酒率为５６．５％。文化定位总均分为

３．２５（３，０９，３，４２）；饮酒期望总均分为３．０２（２．８１＇３．２３）；饮酒自我效能总均分为７９．６４（６０，３６，
９３，２１）。传统文化定位、西方文化定位、饮酒积极期望、饮酒消极期望、饮酒自我效能、饮酒行为各因
素之间均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过去３０ ｄ内较少的饮酒天数与较高的饮酒自我效能和饮酒消极期
望、较低的饮酒积极期望和西方文化定位直接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一０．３４６、一Ｏ．２８２、Ｏ．２３４和
０．１６２），与中国传统文化定位无直接相关。结论调查学生饮酒情况比较严重，不同饮酒信念和文化
定位影响饮酒行为的发生，预防控制青少年饮酒教育活动可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

【关键词】饮酒期望；自我效能；健康教育；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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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饮酒被列为世界范围的主要公共卫生问

在饮酒行为控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３＇４Ｉ。该理论认

题…，青少年饮酒则是全球公共卫生和政策关注的

为有两种信念因素对饮酒行为的发生和维持起着重

重点之一１ ２Ｉ。社会认知理论（ｓｏｃｉ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要作用：一种是在特定情境下的饮酒自我效能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另一种是饮酒期望（ａｌｃｏｈｏ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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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ｅ），同时强调社会文化环境在信念和行为
模式发展中的作用。目前我国少数针对大学生开展
的饮酒行为影响因素调查涉及了部分饮酒期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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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但对处于身心发展剧烈变化阶段的青少年、

Ｆ８、Ｆ１０；西方文化取向Ｃ２包含维度Ｆ４、Ｆ５、Ｆ７、Ｆ９。

对饮酒期望、文化定位、饮酒自我效能与饮酒行为的

维度Ｆ６是中立维度。Ｃ１、Ｃ２均分由各自所包含的

关系，尚未进行过系统研究。因此，探讨在我国文化

问题分值之和求平均；Ｃｌ、ｃ２均分越高，调查对象中

背景下的青少年饮酒期望、自我效能和饮酒行为之

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倾向性越强；文化定位Ｃ为

间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有

Ｃ１、Ｃ２之和的均值。②ＣＡＥＱ通过６９个问题从８

助于了解影响青少年饮酒行为的信念和文化背景因

个维度：Ｆ１总体负面认知、Ｆ２总体正面认知、Ｆ３躯

素，也为设计预防控制青少年饮酒教育项目提供理

体广隋感调节、Ｆ４礼仪应酬、Ｆ５个人名誉、Ｆ６传统饮

论依据。

酒习惯、Ｆ７性期望、Ｆ８父母／家庭影响来衡量我国
对象与方法

青少年的饮酒期望¨２’＂。。问题设置采用５点Ｌｉｋｅｒｔ
量化法。饮酒积极期望Ｅ１包含维度Ｆ２、Ｆ３、Ｆ４、

１．调查对象：调查总体为河南省郑州、信阳两城

Ｆ６、Ｆ７；饮酒消极期望Ｅ２包含维度Ｆ１、Ｆ５、Ｆ８。Ｅ１、

市所有高一、二年级学生。根据调查容许误差

Ｅ２均分由各自所包含的问题分值之和求平均；Ｅ１、

（１０％）和学生参与率（９０％），以５０％作为学生饮酒

Ｅ２均分越高，调查对象对饮酒的积极、消极期望越

率的估计值，估计每城市应调查学生数约１３００人左

强；饮酒期望Ｅ为Ｅ１、Ｅ２之和的均值。③ＣＡＳＳＥ

右。本次在两城市６所高中（重点、普通和职高各２

通过３０个问题从４个维度：Ｆ１自我压力、Ｆ２社会

所）共抽取了２８００名调查学生，其中有效调查人数

环境压力、Ｆ３过度饮酒、Ｆ４情绪／情感影响来衡量

为２７５６人，有效率为９８．４％。调查学生中，郑州市

中国青少年的饮酒自我效能ｎ ２Ｉ。问题设置采用百

学生１４０９人（男生６２９人，女生７８０人），平均年龄

分尺度法。各维度均分为所包含问题的分值之和取

１６（Ｑ２５～Ｑ７５，１６～１７）岁；信阳市学生１３４７人（男

平均；总均分（Ｓ）为全部问题的分值之和取平均。ｓ

生７０８人，女生６３９人），平均年龄１６（Ｑ２５～Ｑ７５，

均分越高，表示调查对象对饮酒的自我控制能力越

１５～１７）岁。两城市学生性别、年龄构成的差异均有

强。对“饮酒者”的定义则根据调查学生在过去１年

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０．０１）。

和过去３０天内发生过饮酒行为的天数来进行。１

３『：

２．方法：

在过去１年内从未喝过酒的学生为“不饮酒者”；在

（１）抽样：各城市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

过去１年里饮酒天数少于２０ ｄ，且在过去３０ ｄ内饮

取调查样本。首先按照学校类型（重点高中、普通高

酒天数少于３天的学生，或者在过去１年里饮酒天

中和职高）分层，每种类型随机抽取１所高中；在抽

数少于１０ ｄ，且在过去３０ ｄ内饮酒天数在３—５ ｄ的学

取学校中，按照高一和高二年级分层，在每一年级随

生为“偶尔饮酒者”；其余学生为“经常饮酒者”。文

机抽取班级，被抽中班级的所有学生均参加调查。

中饮酒者包括偶尔饮酒者和经常饮酒者。

（２）调查内容：根据文献复习。７’８。，结合当地实

（３）调查方法：采用匿名问卷调查方法。调查由

际情况设计调查问卷，并在预实验基础上修改完成

学校统一安排时间在教室进行，调查前要求学校人

问卷设计。内容包括：基本情况、饮酒行为发生情

员回避，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指导学生完成问卷。

况、中国青少年文化定位量表（ＣＣｏＱ）、饮酒期望量

调查员在检查无漏填、缺页后收回问卷，并统一上交

表（ＣＡＥＱ）和饮酒自我效能量表（ＣＡＳＳＥ），后三个

问卷。

量表由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大学酒和药物滥用防治中

３．统计学分析：问卷在经过编码后，使用Ｅｐｉ

心提供，其设计、编制和验证均在我国青少年中进

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双录入和核对。利用ＳＰＳＳ

行，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９‘１ ３Ｉ。其中：①ＣＣＯＱ通

１２．０和ＳＡＳ ８．１０完成数据分析，其中量表测量结果

过７８个问题从１０个维度：Ｆ１尊敬长辈、Ｆ２服从权

采用正态性检验、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进行描述，

威、Ｆ３孝敬父母、Ｆ４恋爱观、Ｆ５消费观、Ｆ６性别歧

采用秩和检验进行差异性比较；定性资料的描述和

视、Ｆ７对西方文化的兴趣、Ｆ８民族自豪感、Ｆ９外在

差异比较利用率及Ｃｈｉ—Ｙ２检验进行；利用结构方程

形象、Ｆ１０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来测量我国青少年

模型（ＳＥＭ）分析资料的相关性，该模型假设文化定

的文化定位。９。２Ｉ。问题设置采用５点Ｌｉｋｅｒｔ量化

位、饮酒期望和饮酒自我效能影响饮酒行为，文化定

法。中国传统文化取向Ｃ１包含维度Ｆｌ、Ｆ２、Ｆ３、

位同时也影响饮酒期望和饮酒自我效能（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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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定位、饮酒信念和饮酒行为之间的ＳＥＭ分析（ｒ）

２．８１～３．２８）；文化定位Ｃ分值的最小值、最大值分
果

别是１．７４、５．００，中位数３．２５（Ｐ２５～Ｐ７５＝３．０９～

１．饮酒行为发生情况：调查对象中不饮酒者、

３．４２）。比较不同特征学生的Ｃ１、Ｃ２均分和总均分

偶尔饮酒者、经常饮酒者的比例依次为４３．５％

Ｃ，可看出（表２）：不同城市、学校类型学生在Ｃ２均

（１１９９／２７５５）、４２．９％（１１８１／２７５５）、１３．６％（３７５／

分和总均分Ｃ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２７５５），两城市学生均存在性别、年级差异（表１）

０．０５）；不同年级学生和具有不同饮酒行为的学生在

（Ｐ值均为０．００１＜０．０１）。男生饮酒率显著高于女

Ｃ１、Ｃ２均分和总均分Ｃ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生；高二年级学生显著高于高一学生，而高二年级

（Ｐ＜０．０１）；不存在性别差异（Ｐ＞０．０５）。

文科班学生饮酒率显著低于同年级理科班和职业班

对不同饮酒者文化定位进行两两比较的秩和检
验（校正ａ＝０．０１７），显示不饮酒者的中国传统文化

学生。
２．文化定位衡量：调查对象中国传统文化取向

定位均分高于偶尔饮酒者（Ｐ＝０．００３）；不饮酒者、

Ｃ１分值为１．６６、５．００，中位数３．４５（Ｐ２５～Ｐ７５＝

偶尔饮酒者和经常饮酒者的西方文化定位均分之间

３．２６～３．６６）；西方文化取向Ｃ２分值最小值、最大

存在两两差异（Ｐ值均＜０．００１），饮酒行为发生越频

值分别是１．８１、５，００，中位数３．０３（Ｐ２５～Ｐ７５＝

繁的学生，显示出的西方文化倾向越强。

表１

河南省两城市部分高中学生有饮酒行为人数和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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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河南省两城市不同特征学生的文化定位（Ｃ）均分
［Ｐ５０（Ｐ２５，Ｐ７５）］

不同饮酒行为的学生在Ｅ１、Ｅ２均分和总均分Ｅ上
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０．０５）；不存在城
市、学校类型上的差异（Ｐ值均＞０．０５）。
对不同饮酒者饮酒期望进行两两比较的秩和检
验（校正ａ＝０．０１７），显示不饮酒者、偶尔饮酒者和经
常饮酒者的饮酒积极期望和消极期望均分之间存在
两两差异（Ｐ值均＜０．００１），饮酒行为发生越频繁的
学生，显示出的对饮酒积极期望越强，而消极期望
越弱。
４．饮酒自我效能衡量：调查对象Ｓ分值的最小
值是０．００，最大值是１００．００，中位数７９．６４（Ｐ２５～
Ｐ７５＝６０．３６～９３．２１）。比较不同特征学生的饮酒
自我效能Ｓ分值（表３）：不同城市、学校类型、性别、
年级学生和具有不同饮酒行为的学生在Ｓ分值上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０．０５）。对不同饮酒
者饮酒自我效能进行两两比较的秩和检验（校正ａ＝
０．０１７），显示不饮酒者、偶尔饮酒者和经常饮酒者的

注：经秩和检验，。Ｐ＜０．０５；

６

Ｐ＜０．０１

饮酒自我效能均分之间存在两两比较的差异（Ｐ值
均＜０．００１），饮酒行为发生越频繁的学生，显示出的

３．饮酒期望衡量：调查对象饮酒积极期望Ｅ１

饮酒自我效能越弱。

分值最小值、最大值分别是１．００、５．００，中位数２．８９

５．文化定位、饮酒信念和饮酒行为之间的相互

（Ｐ２５～Ｐ７５＝２．５３～３．２１）；饮酒消极期望Ｅ２分值

关系：ＳＥＭ分析（图１）显示模型拟合度较好

最小值、最大值分别是１．００、５．００，中位数３．１８

（ＳＲＭＲ＝０．０６７；ＲＭＳＥＡ＝０．０３９）。①过去３０ ｄ内

（Ｐ２５～Ｐ７５＝２．８０～３．５５）；饮酒期望Ｅ分值的最小

较少的饮酒天数与较高的饮酒自我效能和饮酒消极

值、最大值分别是１．００、５．００，中位数３．０２（Ｐ２５～

期望、较低的饮酒积极期望和西方文化定位直接相

Ｐ７５＝２．８１～３．２３）。比较不同特征学生的Ｅ１、Ｅ２

关（相关系数分别是一０．３４６、一０．２８２、０．２３４和

均分和总均分Ｅ（表３）：不同性别、年级学生和具有

０．１６２），与中国传统文化定位无直接相关。②较高

表３

河南省两城市不同特征学生的饮酒期望（Ｅ）及饮酒自我效能（Ｓ）均分［Ｐ５０（Ｐ２５，Ｐ７５）］

注：经秩和检验，。Ｐ＜Ｏ．０５；巾＜Ｏ．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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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传统文化定位与较低的饮酒积极期望和饮酒

对饮酒的期望可预测将来饮酒的可能性和饮酒

消极期望、较高的饮酒自我效能相关（相关系数分别

量心１＿２３］。自我效能是个体对自身控制能力的信心，

是一０．２５８，～０．１６９和０．１３８）。③较高的西方文化

自我效能愈高，饮酒量就愈少或愈能抵制饮酒的诱

定位与较高的饮酒积极期望、较低的饮酒消极期望

惑；个体自我效能和饮酒行为的关联在不同文化背

和饮酒自我效能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０．５７５，

景中均得到证实怛１’“１。

一０．３４２和一０．４９２）。④较高的饮酒积极期望与较

由于饮酒行为是一种可学习的行为，而青少年

低的饮酒消极期望和饮酒自我效能相关（相关系数

阶段是个体行为和生活习惯养成的重要阶段，青少

分别是一０．２３５和一０．４６１）。⑤较高的饮酒消极期

年早在发生饮酒行为之前，就已经通过对父母和同

望与较高的饮酒自我效能相关（相关系数是０．３０９）。

伴的行为结果观察、对社会文化规范和习俗的学习

讨

论

形成了自身对饮酒的期望，并学会了一些反映个体
自我效能的技能和行为模式¨’４’２１。。同时，社会文化

青少年饮酒现象不容忽视。与成年人相比，青

环境本身的改变也会对饮酒有关信念和行为模式产

少年正处于孩童时期和青春期生理变化之中，对酒

生显著影响。有关研究发现：文化变迁对人们的饮

精的作用更敏感，也更容易导致生理、心理发育上更

酒行为有着某些重要影响ｂ’６’２引，发展中国家本土的

大的潜在危害ｕ“。另外，相对于非饮酒者，饮酒青

有关饮酒传统文化模式常常由于提倡低危险行为而

少年更容易发生吸烟、药物滥用和危险性行为’１“。

产生保护作用，减少饮酒危险∽’２ ３Ｉ。文化规范和价

青少年饮酒还与成人期酒精依赖有关联，可能导致

值观既可作为饮酒危险因素，也可以是保护因素。

其成年后不良习惯的养成及各种慢性病如慢性胃

本次调查同样发现，在文化定位、饮酒期望、饮

炎、胃溃疡、肝硬化、心血管疾病等患病率的升高及

酒自我效能和饮酒行为之间存在普遍的关联，饮酒

死亡率增加等不良后果。１ ６｜。本次调查发现５６．５％

积极期望、饮酒消极期望和饮酒自我效能不仅直接

的学生发生过饮酒行为，与孙江平等‘１７。１９９９年对

影响饮酒行为发生，也通过相互之间的影响来间接

我国５省市中学生饮酒行为调查结果相似，而低于

对饮酒行为产生作用，而这种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又

上海、北京市青少年的８０％以上饮酒率１７１，其原因

受到文化定位，尤其是西方文化定位的影响。饮酒

可能与城市大小以及对饮酒者的定义不同有关。与

积极期望越高者，其饮酒消极期望和饮酒自我效能

国内外同类研究结果相似的是¨８‘驯，本次调查男生

越低，也越容易发生饮酒行为；饮酒消极期望越高

饮酒率是女生的１．４倍；重点高中学生的饮酒行为发

者，其饮酒自我效能越高，发生饮酒行为的可能性也

生率相对较低，职业高中学生经常饮酒行为发生率

越低。将这种关联置于不同的文化定位下，则发现

明显偏高；高二年级学生中饮酒行为发生率显著高

具有越强西方文化倾向者，其饮酒积极期望越高、饮

于高一学生。大力开展预防青少年饮酒教育活动，

酒消极期望和饮酒自我效能越低，也越容易发生饮

降低青少年饮酒行为发生非常必要。

酒行为，而具有较强中国传统文化倾向者，成为饮酒

饮酒期望是指个体对饮酒行为的积极或消极后

者的可能性较小。本调查结果不仅证实了文化定位

果的一种相信程度，可分为积极期望和消极期望两

与饮酒信念以及青少年饮酒行为的联系，同时也佐

类。消极期望是指对于饮酒可能产生消极后果的期

证了“文化规范和价值观既可作为饮酒危险因素，也

望，如“饮酒有损身体健康”、“饮酒会使人举止失当”

可以是保护因素。发展中国家本土的有关饮酒传统

等，积极期望是指对于饮酒可能产生积极后果的期

文化模式常常由于提倡低危险行为而产生保护作

望，如“饮酒能为聚会助兴”、“饮酒可以使人放松”

用，减少饮酒危险”这一观点旧’１９１；更进一步证明在

等，这两种期望并不是对立的，个体可以同时产生高

我国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饮酒期望、饮酒自我效能

的或低的消极和积极期望。对不同性别、年龄和文

与饮酒行为发生之间关联的存在，与“饮酒消极期望

化背景人群的研究均显示饮酒期望与行为相关联，

是饮酒行为保护因素，积极期望是危害因素¨…；自

其中消极期望可视作饮酒行为的保护因素，而积极

我效能愈高，饮酒量就愈少或愈能抵制饮酒的诱惑”

期望是危害因素，消极期望对饮酒及其引起的问题

结论一致Ｈ７，２ ０；。提示，在设计预防青少年饮酒教育

行为有重要的预防和调节作用。饮酒期望可预测饮

项目时，应以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心理认知，教授

酒行为的发生。青少年在尚未尝试饮酒前，根据其

他们正确的饮酒期望，增强其对饮酒行为的自控能

－２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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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自信心，同时帮助他们正确理解和对待西方文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ｉｅｓ，ｓｅｌｆ－ｅｆｆｌｃａｃｙ，ａｎｄ

化价值观念为主要原则。同时，各地、各学校应根据

ｐａｔｔｅｍｓ．１３３ｒｄ
Ｈｅａｌｔｈ

本地具体情况铡定相应的教育策略和措施、确定相

例

应的教育内容，以求取得更好的效果。

Ａｎｎ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Ｅｘｐ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ｃａ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Ｐｈｉｌｅｄｅｌｐｈｉａ，ＵＳＡ），２００５
ＩＭ，钱玲，ＳｈｅｌｌＤＦ，等．中国青少年饮酒期望量表的

Ｎｅｗｍａｎ

编制．中国行为医学科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５（３）：２７４ ２７６．

调查结果还显示，饮酒期望的性别年级差异与

例

Ｎｅｗｍａｎ

ＩＭ，钱玲，ｓｈｅｌｌ ＤＦ，等．饮酒期望的衡量以及中国青

饮酒行为的性别年级差异、饮酒自我效能的学校类

少年饮酒期望量表的开发．中国卫生统计，２００６，２３（５）：４２６—

型和性别差异与饮酒行为的学校类型和性别差异同

４２９．

步，这种联系的一致性将为在我国文化背景下验证

Ⅲ

ｊＣＡＰ．

ＩＣＡＰ 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ｐｆ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饮酒期望、饮酒自我效能和青少年饮酒行为之间的
因果联系提供了依据。

文

Ｈｉｂｅｌｌ Ｂ，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ａｌｃｏｈｏｌ

员、参与调查的学校和学生以及所有为飒查成功做出贡献的入）

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ｆｏｒ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ｐｏｌｊｃｙ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ｓ

１ １：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ｌｃｏｈ０１．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ＵＳＡ，２００５：１０１—１０３．

蚓

（感谢河南省健康教育所、郑州市和信阳市组织调查的有关人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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