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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生活事件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吸烟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方法：按照多阶段随机整群取样方

法， 从全国抽取 10 个城市共 14 所中学的初一至高三 10313 名学生完成一般资料调查表和青少年主观社会经济地

位量表（SSS-CA）等。 结果：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吸烟行为得分显著负相关；生活事件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

吸烟行为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结论:生活事件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吸烟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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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ife events as mediator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moking in adolescents. Methods: According to random and many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 total of 10313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grade 7 to grade 12 were recruited from ten cities of China. They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Subjec-
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SSS-CA) and other scales. Results: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w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smoking; Life events played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moking. Conclusio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ife events can predict youth smok-
ing, and life events as partially mediator betwee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m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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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经 济 地 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具 有

主观和客观两种性质，其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sub-
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SSS）被很多研究者认为

能独立预测心身健康和危险行为， 其作用甚至超过

客 观 社 会 经 济 地 位 （objective social status，OSS）。
Starfield 等研究发现，SSS 对青少年众多的危险行为

产生影响，如攻击伤害、缺乏运动、长时间看电视、吸

烟饮酒、自杀等[1，2]。 同时，对青少年的其它心理健康

也产生影响，如抑郁、焦虑、自尊、失眠等[3，4]。 生活事

件压力给青少年带来了越来越多的 心理和行为 问

题，Karen 等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发现，生活事件可

能是影响低水平 SES 和不健康状况关系中的 社会

心理因素，原因在于低 SES 个体总是频繁且高强度

地暴露在压力和相应的情绪反应中 [5]。 Mcleod 也发

现，相对于那些高 SES 的人，低 SES 的人更频繁遇

到负性生活事件和持续的紧张刺激[6]。
Marmot 等对墨西哥青少年研究发现，低 SES 的

青少年会面临更多的自尊感降低， 负性生活事件增

加，进而引起更高的不安全感和心理应激，这时的青

少年需要借助吸烟等一些危险行为来释放自己，也

正是这些行为导致了青少年健 康 问 题 [7]。 Daniel 在

2006 年对美国 1021 名青少年进行追踪研究， 使用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来预测青少年吸烟发生率，
并探讨了生活事件在其中的作用。 结果发现低主观

学校地位和生活事件都增加了吸烟的发生， 但是并

没有发现生活事件在其中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原

作者认为这可能与生活事件量表使用 不当有关 [8]。
Adler 和 Operario 等人分别对墨西哥和美国样本研

究得出应激事件可能是低 SSS 影响健康的一个重要

途径， 认为负性生活事件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5，9]。
本研究欲探讨在中国青少年样本中， 主客观社会经

济地位与吸烟行为之间的联系， 并探索生活事件是

否在 SSS 与吸烟饮酒行为中起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从全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中随机抽取了 9 个省

份， 并从每个省份随机抽取 1-2 个城市进行取样。通讯作者：胡牡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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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取自北京、成都、长沙、沈阳、广州、无锡、银川、
沧州、苏州等城市共 14 所中学，共发放问卷 11817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313 份。其中男生 5171 人（约占

50.1%），女生 5142 人（约占 49.9%），初中生为 5799
人（约占 56.2%），高中生 为 4514 人（约占 43.8%），
平均年龄为 15.92±1.84 岁。
1.2 工具

1.2.1 青少年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量表（Subjective So-
cioeconomic Status Scale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SSS-CA）[10] 由胡牡丽编制，包括 2 个条目，一个是

与传统的 SES 指标相联系，用来评估其家庭在社会

等级中的定位 (简称主观家庭地位)；另一个是与生

活学习环境相联系， 用来评估其在学校环境中的等

级定位 （简称主观学校地位）。 1-5 分为低分，6-10
分为高分，量表总分 20 分。
1.2.2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11] 由刘贤臣

等编制，共 26 个条目，分为 6 个构想因子，即人际关

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丧失、健康适应和其他因子。
1.2.3 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行 为问卷 （AHRBI) [12]

由王孟成等编制，共 38 个条目测查 6 个领域的健康

危害行为。 本研究选取了其中的吸烟饮酒行为分量

表，一共 6 个条目，其中 3 个条目测查吸烟行为。 抽

烟的发生率以得分 2 分及以上为界。
1.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使 用 SPSS19.0A 和 MOS17.0 对 数 据 进 行 统 计

分析。

2 结 果

2.1 不同 SSS 和性别、年级的吸烟行为比较

把 SSS 的两条目———家庭地位和学校地位分别

考虑， 按每一条目得分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比较两

组青少年吸烟行为差异。结果见表 1。吸烟行为的年

级、性别差异也显著。

表 1 性别、年级和 SSS 在青少年吸烟行为上的差异

注： **P＜0.01，***P＜0.001，下同。

2.2 生活事件各因子与 SSS、吸烟行为的相关

生活事件各因子与主观家庭地位和学校地位都

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与吸烟行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见表 2。

表 2 生活事件各因子与 SSS、吸烟行为的相关分析

2.3 主客观 SES 与吸烟行为的相关分析

主观家庭地位和主观学校地位均与吸烟行为得

分显著负相关（r=-0.05，r=-0.06，P＜0.01）。
2.4 生活事件、SSS 和吸烟行为之间的关系

2.4.1 生活事件在主观家庭地位和吸烟关系间的中

介作用分析 拟定的模型如图 1 所示， 模型拟合指

标良好，CMIN/DF=10.32，CFI=0.94，NNFI=0.85，NFI=
0.94，RMSEA=0.031。 从直接效应来看，主观家庭地

位、生活事件对吸烟行为直接效应显著，从间接效应

来看， 生活事件在主观家庭地位和吸烟行为中起部

分中介作用。

生活事件

-0.16*** 0.14***

主观家庭地位 -0.11*** 吸烟

图 1 生活事件在主观家庭地位与吸烟间中介作用模型

2.4.2 生活事件在主观学校地位与吸烟间中介作用

分析 拟定的模型如图 2 所示，模型拟合指标良好，
CMIN/DF =10.79，CFI =0.93，NNFI =0.83，NFI =0.93，
RMSEA=0.036。 从直接效应来看，主观学校地位、生

活事件对吸烟行为直接效应显著，从间接效应来看，
生活事件在主观学校地位和吸烟行为中起部分中介

作用。

生活事件

-0.14*** 0.14***

主观学校地位 -0.12*** 吸烟

图 2 生活事件在主观学校地位与吸烟间中介作用模型

3 讨 论

首先，本研究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主观

家庭地位的高、低分组在吸烟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 主观感知自己家庭地位低的青少年吸烟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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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 Starfield 等人认为， 和别人家的家庭地位相

比，低主观家庭地位因为不利的家庭环境，会少了更

多获得成功的机会， 于是只好选择吸烟等行为来麻

痹自己 [1]。 另一方面，主观学校地位的高、低组在青

少年吸烟行为中也存在显著差异。 这和 Miranda 的

研究结果有点不一致， 这可能是他选择的墨西哥青

少年这一样本和社会文化背景差异[13]。 其中，来自低

主观学校地位的青少年在吸烟行为得分中要显著高

于来自高主观学校地位的青少年。 Glendinning 等人

认为低主观学校地位的青少年为了交到朋友和提高

自己在同伴中的影响， 可能通过使用非法物质这一

途径[14]。
其次， 青少年生活事件各因子与吸烟行为得分

有显著的正相关，即生活事件得分越高，吸烟得分也

越高， 吸烟行为发生就更多。 这与 Daniel 和 Randy
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说明生活事件确实导致了吸

烟行为的发生。青少年长期经受着负性生活事件，不

利于身心健康，为了找到一种宣泄的途径，于是增加

了吸烟行为， 而这些行为又对健康造成进一步的危

害，并会产生其他危险行为，从而引起一些潜在的社

会危害[8，15]。
再次， 青少年生活事件各因子都与主观家庭地

位、主观学校地位得分有显著的负相关，即主观社会

经济地位得分越低，则经受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这

一 结 果 支 持 了 Karen 的 研 究 结 果 和 理 论 假 设 ，低

SES 个体总是频繁且高强度地暴露在压力和相应的

情绪反应中，相对于那些高 SES 的人，低 SES 的人

更频繁遇到负性生活事件和持续的紧张刺激[16]。
最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发现，生活事件在主观

家庭地位和主观学校地位与吸烟关系中都起部分中

介作用， 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既可直接作用于吸烟

行为，也可以通过生活事件间接作用于吸烟行为。这

一结果支持了 Adler 等人应激事件可能是低 SSS 影

响健康的一个途径的观点 [5]。 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带来的无尊严和不信任的压力感， 或其表现出来的

心理状态，如焦虑、痛苦和失衡等情绪直接通过神经

递质影响着健康，或者通过相应的方式影响着行为。
相反， 高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青少年所获得的安全

感和希望却能提供心理支持来 对抗应激性 生活事

件，维护身心健康，避免危险行为如吸烟等的发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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