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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青少年烟酒使用率逐年上升，并且其烟酒

使用呈现低龄化态势[1]。烟酒使用不仅损害青少年

身心健康，而且可能导致青少年抑郁、攻击、违法犯

罪以及自杀等一系列心理及行为问题 [2-4]。青少年

越早吸烟饮酒，越易烟酒上瘾[2，5]。根据成瘾物质的

入门理论，烟酒是青少年吸毒行为的入门物质，对于

吸毒青少年而言，一般先经历烟酒使用阶段 [5]。将

控烟、控酒纳入青少年吸毒预防干预方案是保障其

干预效果的一项重要措施 [6]，青少年毒品使用的预

防干预序列思路强调应先预防干预烟酒使用，对这

些行为的预防会有效降低其吸毒 [5]。因此，应积极

探索影响青少年烟酒使用的因素和影响机制，从而

对其有效预防和科学控制。

对于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而言，影响其发展的

主要环境因素逐渐从家庭转移到同伴，结交不良同

伴会增加青少年问题行为[7，8]。结交不良同伴是青少

年烟酒使用的重要风险因素[9，10]。鉴于结交不良同

伴情况类似的青少年烟酒使用的情况不同，有必要

探讨结交不良同伴与青少年烟酒使用之间关系是否

受到其它变量调节。

意志控制是个体抑制优势反应、激活次优势反

应以及探测错误的能力[11]。高意志控制强调对情感

和行为的控制，有利于个体从负性情感中转移并克

服强烈的情绪行为冲动，可减少烟酒使用[12]。生态

系统理论指出个体和环境会交互作用影响个体发展
[13，14]。个体特征和环境交互影响青少年发展，青少

年的问题行为是个体特征与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15，

16]。根据这一模型，结交不良同伴情况类似的青少

年会因自身意志控制水平的不同其烟酒使用不同，

换句话说，意志控制会调节结交不良同伴与青少年

烟酒使用之间关系。“风险缓冲模型”认为保护因素

可以削弱或者缓冲风险因素的不良影响[17]。根据这

一模型，意志控制（保护因素）会缓冲结交不良同伴

（风险因素）对青少年烟酒使用的影响，也就是说，结

交不良同伴较多的青少年，如果意志控制的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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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仍可较少进行烟酒使用。因此，提出假设：意志

控制会调节结交不良同伴对青少年烟酒使用的消极

影响。

1 方 法

1.1 被试

选取六所初级中学的 528名青少年（M=14.39
岁，SD=0.90）作为调查对象。其中，男生 273人，女

生255人；初一181人，初二173人，初三174人。

1.2 工具

1.2.1 不良同伴问卷 采用叶宝娟等编制的不良

同伴问卷[10]，问卷采用四点计分，从“没有”到“4个以

上”分别计 1~4分。该问卷主要反映青少年结交烟

酒同伴的数量，例如，“就你所知，你的朋友中有多少

人经常吸烟”。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结交不良同伴

越多。信度的区间估计可以补充信度点估计得到的

信息，Bonett-10 法是较准确地估计Cronbach’s α系
数置信区间方法[18]。本次测量该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0.83，95%置信区间为[0.81，0.85]。
1.2.2 意志控制问卷 采用叶宝娟等修订的青少

年意志控制问卷 [19]，共 16个题目。采用六点计分，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1 ~ 6分，分数

越高表示青少年的意志控制能力越强。本次测量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5，95%置信区间为 [0.83，
0.87]。
1.2.3 烟酒使用问卷 采用叶宝娟等编制的烟酒

使用问卷[10]，包含烟酒使用数量和频率两方面，共 4
个题目。问卷采用六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

烟酒使用越严重。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2，95%置信区间为[0.81，0.83]。
2 结 果

2.1 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表 1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结交不良同伴与青

少年烟酒使用呈显著正相关。意志控制与青少年烟

酒使用呈显著负相关。结交不良同伴与意志控制相

关不显著。

2.2 意志控制的调节作用

首先，将预测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将结交

不良同伴与意志控制的标准分相乘，作为交互项的

分数。采用回归分析检验意志控制对结交不良同伴

与青少年烟酒使用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

2所示，方程2中结交不良同伴对青少年烟酒使用的

影响显著，意志控制对青少年烟酒使用的影响显著。

方程3中，结交不良同伴×意志控制对青少年烟酒使

用的影响显著。

为考察意志控制如何调节结交不良同伴对青少

年烟酒使用的影响，分别取意志控制正负 1的 Z分

数，绘制交互效应图。简单斜率检验表明，对意志控

制水平高的青少年（如Z=1），结交不良同伴对青少

年烟酒使用无显著影响（β=0.05，t= 0.90，P>0.05）；

对意志控制水平低的青少年（如Z=-1），结交不良同

伴对青少年烟酒使用有极其显著影响（β=0.35，t=
7.49，P<0.001）。

表1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注：**P<0.01，***P<0.001，下同。

表2 以烟酒使用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附图 意志控制对结交不良同伴与烟酒使用的调节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结交不良同伴是青少年烟酒

使用的风险因素，青少年越多地结交不良同伴，越易

烟酒使用，与以往研究结论一致[8-10]。

本研究用“个体—环境交互作用模型”和“风险

缓冲模型”考察了意志控制对结交不良同伴与青少

年烟酒使用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意志

控制会降低青少年烟酒使用，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同

变量

1. 不良同伴

2. 意志控制

3. 烟酒使用

1
—

-0.04
0.24***

2

—

-0.16***

3

—

性别

年龄

不良同伴

意志控制

不良同伴×意志控制

R2

F

方程1
β

0.13
0.08

0.02
6.38

t
3.08**
1.86

方程2
β
0.13
0.03
0.22

-0.16

0.10
14.02***

t
3.18**
0.65
5.26***

-3.69***

方程3
β
0.14
0.03
0.20

-0.13
-0.15

0.12
13.85***

t
3.49***
0.70
4.61***

-3.15**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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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更进一步，本研究发现意志控制对结交不良

同伴与青少年烟酒使用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对于意志控制水平低的青少年来说，结交较多不良

同伴会使烟酒使用显著增加；对于意志控制水平高

的青少年来说，结交较多不良同伴其烟酒使用没有

显著变化，所以，意志控制缓冲了结交不良同伴对青

少年烟酒使用的风险作用（“雪中送炭”）。

本研究对于干预和预防青少年烟酒使用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首先，鉴于结交不良同伴对青少年

烟酒使用的风险效应，应适当监控其结交不良同伴

情况，避免其结交烟酒使用同伴，鼓励其结交不吸烟

饮酒同伴。其次，意志控制不仅可降低青少年烟酒

使用，而且可缓冲结交不良同伴对青少年烟酒使用

的风险效应，因此，应重视提高青少年的意志控制水

平。再次，低意志控制×高结交不良同伴的青少年

是烟酒使用的高风险人群，应重点加强对这部分青

少年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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