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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吸烟男生对吸烟风险认知的质性研究

周摇 花,张摇 利

[摘要]目的:深入了解医学院校吸烟男生对吸烟风险的认知,探索维持吸烟行为的主观因素。 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对
13 名医学院吸烟男生进行深入访谈。 结果:医学院校吸烟男生对吸烟风险的认知可归纳为 3 个主题:吸烟风险认知的获取途

径、对吸烟潜在风险的认知和生活态度。 结论:认同吸烟有害健康的论断不是弃烟行为的促动因素,吸烟风险认知的片面性

和负性生活态度是维持吸烟行为潜在的主观因素,在对医学生吸烟行为干预之前,首先要协助其建立正确的吸烟风险意识和

价值观念。
[关键词] 吸烟;男生;风险认知;质性研究

[中图法分类号] R 192. 9摇 摇 摇 [文献标志码] A摇 摇 摇 DOI:10. 13898 / j. cnki. issn. 1000鄄2200. 2018. 03. 025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smoking risk cognition of male smoking students in medical college
ZHOU Hua,ZHANG Li

(School of Nursing,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moking risk cognition of male smoking students in medical college, and explore the
subjective factor of smoking behavior. Methods:Thirteen male smoking medical college students were deeply investigated using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ology. Results:The smoking risk cognition of male smoking students in medical college included the acquiring
way of smoking risk cognition,awareness of the potential risk of smoking, and life attitude. Conclusions:The harmful to health of
smoking is not an promoting factor of quitting smoking,and the one鄄sidedness of smoking risk cognition and negative life attitude are the
potential subjective factors of smoking behavior. Before intervening the smoking behavior among medical students, the smoking risk
awareness and values should be correctly established at first.
[Key words] smoking;male student;risk awareness;qualitative research

摇 摇 WHO 将烟草列为 21 世纪严重威胁人类健康且

可预防的公共卫生问题。 中国是烟草最大的生产国

和消费国,我国的吸烟人数达 3. 5 亿,每年死于吸烟

相关疾病的人数约 100 万[1],有 5. 4 亿人受被动吸

烟的危害[2]。 研究[3] 显示大学男生的吸烟现象普

遍存在,并呈现上升趋势,医学生作为未来公共健康

的维护者,在控烟工作中起到主力军的后备力量。
本文旨在对医学院校吸烟男生的吸烟风险认知进行

深入研究,探索维持吸烟行为的主观促动因素,为学

校实施有效的控烟干预提供依据。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采用目的抽样的方法,于 2016 年

1 - 5 月在蚌埠医学院招募来自不同年级、不同专业

的吸烟男生 13 名,年龄 19 ~ 25 岁,烟龄 3 ~ 6 年。
入选标准:每天抽烟 1 支及以上,持续 1 个月及以

上;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知情同意。
1. 2摇 研究方法摇 采用质性研究中现象学的研究方

法,对研究对象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深入访谈。 访

谈提纲如下:(1)对吸烟的健康影响认知;(2)认知

的吸烟相关的健康风险意义;(3)谈论吸烟与他们

未来情景的相关性(如工作、家庭及老年);(4)吸烟

有害健康知识与吸烟行为之间的关系。
1. 3摇 资料收集摇 选取访谈对象后,安排适宜的访谈

环境,提前预约访谈者。 全程录音,对访谈过程中的

非语言信息做好扼要的笔录,访谈时间 30 ~ 60 min。
收集资料与分析资料同步进行,资料以编码达到饱

和为止。
1. 4摇 资料整理与分析摇 访谈结束后 24 h 内将语音

转译成文本。 采用 Colaizzi 七步分析法,按照编码系

统将资料进行分类,逐级提炼资料的主题。
1. 5 摇 提高研究严谨性的措施 摇 依据 LLNCOLN
等[4]提出的质性研究信度的标准,选取具有代表性

的研究对象,本研究共访谈 13 名医学院校的吸烟男

生,在年龄、年级、专业等方面都具有代表性,研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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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提炼的主题能反映整体。 研究者通过初次约谈与

被访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提高访谈质量。 资料整理

后反馈被访者,再次确认,确保资料的真实性。

2摇 结果

2. 1摇 主题 1摇 吸烟风险认知的获取途径

2. 1. 1摇 大众的宣扬摇 源于社会媒介大众传递的信

息,所有的访谈个体都认同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对吸

烟健康风险的认知仅停留在表层的了解,缺乏深入

而深刻的认识。 个案 13:“吸烟肯定是有害健康啊,
怎么讲呢,所有吸烟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道理。冶个
案 1:“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呀,具体有什么样

的影响不清楚,吸烟使肺癌的患病几率增加,但是这

只是一个数字呀。 在医学上只讲吸烟有害健康,但
是自己也没有多想。冶 个案 7:“吸烟有害健康这 6
个字从小就知道的,我最近一直在上的每门课都在

讲,吸烟会导致各种癌,什么肺癌呀,那个叫什么癌

呀,太多了记不得。冶
2. 1. 2摇 个人亲身体验摇 访谈对象通过个人的吸烟

经历深切感知到吸烟对健康的影响,吸烟引起自身

身体机能的改变和不舒服的体验。 个案 2:“自己曾

经感受过的,冬天抽烟后痰不断,身体比较难受,身
上有一种疼痛感。 影响自己身体机能,感觉现在身

体没有抽烟前身体的爆发力好。 天冷的时候,起来

都会感觉很难受,胸骨、咽喉、锁骨。冶个案 3:“身体

机能没有以前好,抽烟后感觉跑步刚跑一段就有点

儿喘,记忆也没有以前好了,尤其是学医的,需要记

忆的东西多,记知识感觉么有以前快。冶个案 9:“哎
呀,(认真严肃的表情……)这个我认识巨深,首先

我学医之前吸烟跟这个肺癌,后来学医之后吸烟跟

这个口腔卫生,牙周炎这个是最主要的,还有鼻腔,
然后咽喉,随着你这个循环全身都有影响的。冶个案

12:“感觉肺的功能下降了,感觉运动能力没有以前

强了。冶
2. 1. 3摇 从周围人的吸烟经历获知摇 部分的吸烟男

生从周围吸烟群体的经历中获知吸烟对健康的危

害。 个案 6:“我爷爷就是吸烟,然后就是有慢性支

气管炎,晚上睡觉喉咙就是有痰。 我吸烟多的痰比

较多,就是那种脓痰。冶个案 2:“我周围的亲戚吸烟

的特别多,我爷爷就是吸烟,吸了一辈子的烟,是老

烟民吧,后来得了肺癌离世了……(哀伤的表情)冶
2. 2摇 主题 2摇 对吸烟潜在风险的认知

2. 2. 1摇 忧虑摇
2. 2. 1. 1摇 潜在健康威胁摇 吸烟对健康的潜在危害

是毋庸置疑的。 在研究中发现部分吸烟男生对吸烟

潜在的健康危害非常担忧,在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

中,看到吸烟者肺部的标本,他们感到非常恐怖。 在

生活中,他们对吸烟导致的健康威胁感到后怕,自己

抽烟多的时候,有自感患病的忧虑状态。 个案 2:
“自己都是学医的,这方面接触的比较多,吸烟人的

肺部和不吸烟的人是不一样的,实验课上看到过吸

烟者肺的标本,吸烟人的肺看起来比较恐怖,看到后

的想法是烟不能抽了。冶个案 13:“因为我爷爷就是

肺部出问题,然后到后来就出了血了,也是吸烟引起

的。 这个窒息感觉是世界上最难过的。 自己的内心

有点害怕。 (嘿嘿作笑)是有点恐惧的。 因为他出

不了气,就用嘴大声大声地呼气,特别难受。冶个案

11:“有时候害怕啊,有时候抽抽抽,那一天,几乎特

别闷,然后又比较痛,我就想我会不会得癌症啊。冶
2. 2. 1. 2摇 心理依赖摇 WHO 将吸烟定义为一种慢性

尼古丁成瘾性疾病。 部分男生认为自己对烟有心理

依赖现象,成瘾性使自己难以摆脱吸烟的行为。 个

案 13:“比如说,对我的影响就是,有烟瘾,我感觉吸

烟的人都有瘾。冶个案 5:“心理上,比如说压力的时

候,会用吸烟去缓解压力,我觉得这会成为一种依

赖。冶
2. 2. 1. 3摇 社交需求摇 大部分大学男生认为吸烟是

一种社交方式。 吸烟是维持社会关系的纽带,是办

事找工作、社会应酬的手段。 个案 12:“但是这也是

应酬的一种方式,对吧,他别人有不吸的但是肯定有

吸的,比如说领导、上级,这都是一种应酬,然后拉近

关系吧,也有这样的因素在里面。冶个案 2:“来到大

学,进入一个新的生活圈子,刚开始大家都感觉很陌

生,用烟的方式可以拉近关系和增进感情,有利于人

际交流。冶
2. 2. 1. 4摇 二手烟危害摇 吸烟不仅危及吸烟者本人

的健康,被动吸烟者也会因为吸入“二手烟冶罹患疾

病。 大多吸烟男生并不关注吸烟对自己健康的危

害,更多在意的是让周围的人免受二手烟危害。 个

案 6:“对周围的人影响比较大,二手烟危害更大一

点。 周围的人会受二手烟或者三手烟的危害。 长时

间抽二手烟,可能对他们身体造成危害。冶个案 7:
“还有导致身边的人吸二手烟,关键身边的人吸二

手烟这样不太好,自己无所谓,自己……(呵呵作

笑),但是我不想让身边的人受危害。冶
2. 2. 1. 5摇 经济负担重摇 大学生作为学生群体,没有

经济收入能力,经济支付能力主要来自父母的供给,
部分学生感觉吸烟的额外开支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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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负担。 个案 6:“毕竟自己还是学生,自己没有挣

钱,都是父母给的生活费,吸烟在经济上有负担

呀。冶个案 11:“还有就是经济开销,呃,以后,你现在

抽烟是十块到二十的,你以后抽烟肯定是五十的六

十的。 还有,像以前也算过,啊,你就一天抽,抽十块

钱的啊,你抽三十年,能买辆车了,对吧。冶
2. 2. 1. 6摇 家庭责任感摇 传统观念中认为男性在一

个家庭中是核心力量,将来作为父亲的角色,承担着

重要的家庭重任,为后代树立榜样作用,同时应该为

家庭营造健康而优质的生活环境。 个案 3:“男生抽

烟烟瘾的话,不是讲最好戒烟两年内不要有小孩,考
虑到生活上,将来肯定会戒的。冶个案 7:“比较主要

的还是家庭吧,因为我爸年轻的时候也吸烟,但是自

从我出生了之后,我爸就戒烟了,我感觉确实对家庭

不太好。冶个案 13:“想到过对自己以后生育肯定有

一点影响。冶个案 5:“家庭,如果在家庭吸烟,会让家

人受到二手烟、三手烟、四手烟之类的危害,或许将

来有小孩之后,肯定会对他们的成长和智力有影

响。冶个案 12:“因为年纪越大自己的责任越大,以后

要承担的东西很多,以后会有自己的家庭孩子,万一

你自己垮了怎么办? 平常的时候还是爱护自己

的。冶个案 8:“家里有父母、妻子和小孩在的话,我是

坚决不会抽烟的,因为吸二手烟的人比吸一手烟的

人危害更大,第二点是考虑到整体环境,不能给小孩

子做坏的榜样。冶
2. 2. 1. 7摇 工作使命和社会认同度摇 医学生将来作

为医务工作者,作为公共健康的维护者和促进者,肩
负着医务工作者的重任和使命,在病人面前做好表

率,树立良好的个人职业形象,增加病人对自己工作

的信任度。 医院是严禁吸烟的公共场所,个人的吸

烟行为会受到周围人的反感,影响社会的认可度。
个案 4:“工作上肯定会有限制,就我学的专业,在病

人面前肯定不能抽烟,在医院是公共区,不能抽烟

的,算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冶个案 7:“自己是个医生,
吸烟自己满嘴一股烟味,感觉都会影响病人的心

情。冶个案 5:“在工作中,如果周围的同事都不抽烟,
就自己一个人抽烟,也许他们都会很烦你,身上真的

好难闻呀。冶
2. 2. 2摇 否定和质疑摇
2. 2. 2. 1摇 自我安慰摇 自我安慰是吸烟男生一种常

用的心理慰藉。 他们用身边的典型事例或者是个人

认为可代偿的方式进行自我安慰,弱化内心对吸烟

的风险认知,从而强化个人维持吸烟的行为。 个案

9:“烟是一方面,像我平时抽时间健健身,多运动的

话,身体很好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而且像我爷爷现

在都 80 多了,他都一直抽烟,感觉他身体现在还特

别好,而且家里人抽烟特别多,而且没有什么问

题。冶 个案 11:“经常传一个那个段子,就是什么,
嗯,它就是雷锋啊,张学良啊,丘吉尔。 雷锋不抽烟,
不喝酒死得早。 张学良又抽烟又喝酒,丘吉尔又抽

烟又喝酒,都活了 90 多啊,100 多那种。冶 个案 3:
“像我爷爷现在都 80 多了,他都一直抽烟,感觉他

身体现在还特别好,而且家里人抽烟特别多,而且没

有什么问题。冶个案 7:“(呵呵做笑),有的人吸烟吸

久了吸一辈子也不会得肺癌。 因为我认识一些亲戚

吧,老了吸烟的也比较多,我感觉大部分他们身体都

比较硬朗一点。冶
2. 2. 2. 2摇 侥幸心理摇 研究中发现心存侥幸的心理

也是大学生对吸烟风险产生错误观念的因素。 错误

的认为自己总是幸运的,风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

能性很小。 个案 1:“有时候单纯地说吸烟有害健

康,吸烟使肺癌比例增加多少,只是单纯的一句话,
单纯的一个数字,没有说吸烟一定会导致什么病,还
是一个几率的问题。冶个案 12:“我认为吸烟对健康

风险的发生性应该是很小的,哪能说那么巧自己就

这样,哪有那么巧都发生在我身上呢。冶个案 7:“可
我总觉得不可能每个吸烟的人都比不吸烟的人寿命

短,吸烟对健康的影响不具有普遍性。冶
2. 2. 2. 3摇 潜在的风险是可以把握和调控的摇 量变

引起质变是一种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被他们简单地

运用在对吸烟风险的认识中。 吸烟男生认为把吸烟

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可以避免潜在的风险。
个案 9:“风险,什么事情都是你只要不是太频繁,太
多,你一天一支,也啥事没有吧,主要是量的把握吧。
吸烟顶多是影响,不可能说决定什么,到一定量才决

定,你一天吸的多绝对是导致肺癌的原因,如果不到

一定的量或者时间的话它顶多是个影响因素,不可

能作决定因素。冶个案 12:“我每天抽的量比起那些

抽几十年的老烟民来说少很多,我觉得只有达到一

定的量才会致病,控制量的话还是可以避免的。冶
2. 3摇 主题 3摇 生活态度

2. 3. 1摇 年轻无所畏惧的心理摇 个别人有着年轻人

不服老的心态,忽视或者高估自己的身体状态,从而

低估了吸烟的风险。 个案 4:“具体去想的话,感觉

想也没用。 毕竟现在还年轻,身体的各个功能在最

佳状态,抵抗力很强。冶个案 6:“但是也想过自己还

年轻,吸烟没事,对这也就为所谓了。冶
2. 3. 2摇 坦然面对,活在当下,及时行乐的心态摇 部

563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8 年 3 月第 43 卷第 3 期



分访谈对象喜欢选择随心所欲的生活状态,未曾考

虑遥远的未来,认为未来的生活还很遥远,没有考虑

过对未来的潜在风险,无视吸烟的潜在风险,选择自

己随性的生活态度。 个案 3:“现在感觉那个比我还

比较远,还没有考虑。冶个案 7:“老了么,吸点儿烟也

无所谓(开心地笑)。冶个案 9:“老年还比较遥远,还
没有想过老年的时候。冶 个案 12:“想过他的风险

(笑)还是感觉无所谓,类似于老庄那种思想,逍遥

行,人生在世及时行乐。 还是人生在世要及时行乐,
没有刻意地去追求在一这些东西。 你觉得自己过得

开心就好了,真的,我一直都是这样。冶
2. 3. 3摇 沮丧、气馁和自暴自弃摇 访谈中发现,少数

的男生感觉年老的时候,自我社会价值降低,高龄会

对社会带来负担,他们对老年生活有着听天命、尽人

事的思想,从而降低了对吸烟风险的意识。 个案

12:“老年的话,到年纪大了,有时候就是有一种消

极的思想,我有时候这么想的,活时间长了也是一种

受罪,真的。 我就感觉我的心态和别人的不一样,有
的人感觉长寿是福,但是我感觉,长寿它在一定程度

上不一定是福,它会给下一代造成压力,然后你自己

动作缓慢、迟钝,什么事都要让别人帮忙,觉得自己

老了不中用了,对老年的这个影响。 如果它减少寿

命,那我感觉这都是天意。冶

3摇 讨论

3. 1摇 吸烟健康风险的认知和吸烟行为有鲜明的矛

盾冲突摇 理性行为模型和认知理论[5 - 6]均认为卫生

保健知识和信息是建立正确的态度,进而改变健康

相关行为的基础。 态度是行为改变的动力。 只有当

人们了解了有关的健康知识,才能建立起正确的态

度,才有可能主动地形成有益于健康的行为,改变危

害健康的行为。 有研究[7] 表明,人群对吸烟危害知

识认识的缺乏和对控烟的态度是维持吸烟行为的重

要因素。
本研究显示医学院校吸烟男生对吸烟风险的认

识并没有对吸烟行为造成影响,作为医学生对吸烟

危害的认识水平高于一般人群[8],虽然能够意识到

吸烟对健康的潜在风险,但是仍然会选择吸烟行为,
存在知而不行的现象,与许琪等[9 - 10] 研究结果一

致。 可能与他们认为自己还年轻无所畏惧的心态有

关。 认为吸烟导致的疾病多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
使得部分学生存在侥幸心理,与杜卉[11] 的研究结果

一致,自以为疾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12]。
此外,他们都知道吸烟危害健康这个观点,但是

片面的认为吸烟的危害是长期蓄积的漫长过程,低
频的吸烟,烟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再通过外在的

健身运动等方式可以抵消潜在的危害,对健康造成

的危害不会太大,部分学生对吸烟危害健康的严重

性和疾病的易感性的错误理解,从而降低对吸烟风

险的判断,因此,可以通过转变错误的观念来协助吸

烟男生正确地认识吸烟的风险。
3. 2摇 家庭责任、经济负担和社会认同与吸烟风险的

认知密切相关摇 访谈资料分析可见,在对吸烟的认

知方面,他们更关注对家庭责任感、社会职业认同度

和经济负担方面的潜在影响,远高于对自身健康的

潜在危害。 在 13 例访谈对象中,有 10 例考虑到自

己将来在家庭中承担的责任,未来作为一个父亲的

家庭角色,在成立独立的家庭后,可能会考虑戒烟以

减少对家庭的危害。 他们都认为自己以后是一名医

务工作者,对公众健康的促进作用,考虑到吸烟行为

会影响到个人的职业形象和公众的职业素养认可

度。 部分被访者认为吸烟的经济花费,从长期的吸

烟效应上来看是巨大的经济透支。 这可能与快速发

展的社会有关,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年轻人面临

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社会责任感,更多关注个人未来

的家庭生活和作为男性肩负的家庭重任。
3. 3摇 关注吸烟男生的负性生活态度,促进心理健康

摇 本研究显示医学院校吸烟男生在对吸烟风险的认

知中,表现出气馁、无所谓的负性生活态度,无视吸

烟的风险,选择随心所欲的生活方式。 因此,在大学

校园生活中,关注大学生的个人生活,主动发现并及

时疏导负性生活态度观,引导形成积极的生活观,保
持大学生拥有健康的心理,避免消极态度误导对吸

烟的风险认识。
综上所述,本研究关注医学院校吸烟男生这个

特殊的群体,从深入访谈了解医学院校吸烟男生对

吸烟风险的认知,他们对于吸烟风险认知比较局限,
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这个论断,但是对吸烟的危害

认识仅限于表浅理解,并且存在知而不行的现状。
对吸烟风险的认知表现出忧虑、否定、质疑和负性生

活态度。 作为健康教育者,应该主动指导医学吸烟

男生错误的吸烟风险意识,协助形成健康的风险观

念,为转变吸烟行为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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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生队伍建设,对全科医生的签约服务提供奖励

政策,鼓励他们积极开展签约服务。 只有给全科医

生配套联动的政策支撑,赋予他们管理人民健康的

权力和动力,才能把健康中国的根基扎牢,以更高的

效益去守护人民的健康。
3. 4摇 影响全科医生执业满意度的因素分析摇 本研

究结果表明,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对于执业满意度的

总体评价不高,持满意态度的仅有 24. 81% 。 影响

执业满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

负荷、奖金分配和医患关系等。 尤其是奖金分配问

题,全科医生满意的仅占 20. 41% 。 分析认为,全科

医生的执业满意度对全科医生的工作积极性有着直

接的影响作用。 对全科医生的数量以及质量水平也

有着密切的联系。 全科医生执业满意度的降低最终

会影响基层医疗的普及以及全科医生队伍的稳定

性[20 - 21]。 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完善全科医生

激励机制,缓解全科医生工作压力,改善基层医疗机

构卫生环境,多渠道激励全科医生优秀人才向基层

转移。 只有高度重视全科医生们的未来职业发展以

及福利待遇等相关问题,保障全科医生应有的权益,
重视基层卫生人员的执业满意度,才能使他们以饱

满的工作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积极地、主动地投入

到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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