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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青少年问题行为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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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在中国青少年人口城市化水平加速的背景下，城市青少年对于社会规则和规范的顺从性较差，易于产生问

题行为。基于中国青少年首次生殖健康调查数据，使用二分类评定模型考察了城市青少年婚前性行为、吸烟成瘾和沉迷色情
读物的影响因素及其在这三类问题行为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问题行为尤其是吸烟成瘾行为的发生在男孩群体中更为突
出。父母亲较低的教育程度、亲生父母非双全家庭、非在校生身份、家庭更高的收入、独生子女身份、生活在欠发达的西部城
市是城市青少年发生某项或三项问题行为的危险因素。研究认为，城市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干预需要从“政府—学校—家庭”
这样的综合维度设置才可能有效。
〔关键词〕 问题行为; 青少年;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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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这一绝对数值与比例则分别高达 1． 02 亿
［2］
人与 12． 3% 。

引言

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开放政策的持续执行
与经济发展的持续升温，使得城市中的社会、家庭及

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控制政
策，尤其是人口流动控制政策开始疏松 ，而城乡发展
的差异持续失衡，大量的农村青少年，以求学、就业

学校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身在其中的青少年承
受的来自环境的压力有增无减； 同时，丰富资讯的快

等方式迁移流动到了城镇地区，尤其是迁移到高等
教育资源较集中、社会经济较发达、个人发展机遇较

速传递与生活方式的多样选择，导致城市青少年的
人口观念逐步走向开放，行为模式不断发生变化，这

好的城市地区，相应地造成了这些地区青少年人口
比重的升高，以及农村地区青少年人口比重的降低 。

一切都使其对于社会规则和规范的顺从性较差 ，从
而可能产生行为偏差，导致问题行为的出现，比如逃

实证研究也表明，青少年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远高于
［1］
全国平均水平 。 实际上，从 2010 年开始，中国农
村青少年人口持续减少，而城市青少年人口却持续

学、沉迷网络、吸烟、酗酒、滥用药物、过早性行为、打
［3］
架斗殴、威胁恐吓、暴力行为等 。 这些行为对青

增加。根据预测，到 2020 年，城市青少年人口将达
到 0． 85 亿人，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约为 11． 7% ； 到
〔作者简介〕 郭

少年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为此，
学界应高度重视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探索与研究 。
然而，由于针对青少年行为的全国性的调查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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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迄今，我们在国家层面对于中国青少年的问题
行为及相关健康领域内的问题行为的发生模式都缺
乏总体层面的了解。

二

概念界定与理论来源

1． 概念界定
问题行为一般是指不符合社会规范并引发某种
社会控制的行为，这个概念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
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克曼 （ Wickman） 提出来，随后受
［4 － 5］
。 而在以青少
到了研究者们持续而广泛的关注

中国城市青少年问题行为考察

行为并非都是在理性的状态下发生的，也并不完全
受个体的意志控制。 计划行为理论强调，个体行为
是由三个重要因素共同决定的，即实施某种行为的
态度、影响个体实施某种行为的主观规范以及个体
知觉到完成某种行为的难易程度 。这种理论范式的
确较为全面，但它更适合从结构方程模型的角度进
行计量研究，这在我们所获取的调查数据上很难有
效进行操作，所以也未能采用。
考虑到研究目的以及对于手中研究数据的可操
作性，本文采用生态系统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 。

年为研究对象的问题行为的国内外研究中 ，学者们
倾向于从酗酒、吸烟、过早性行为、滥用药品、沉迷色

在该理论 中，尤 里 · 布 朗 芬 布 伦 纳 （ Urie Bronfenbrenner） 指出，人的发展的生态学就是对人与人直
接生活的环境之间相互适应进行的科学研究 。这里

情、过失行为等方面进行，而且在十多年内具有很强
［6 － 7］
。 在本研究
的一致性，并具有一定的跨文化性

所说的人，是不断成长的、积极主动的人； 同时，环境
的特性也是不断变化的。这两者之间相互适应的过

中，我们结合此处对问题行为的定义与所使用的调
查数据本身涵盖的内容及其特点，重点关注于城市

程受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受环境所处
的大环境的制约。具体说来，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

青少年婚前性行为、吸烟成瘾、沉迷色情读物这三种
问题行为。

关注于青少年成长的小环境 ( 比如家庭结构、父母
的受教育程度、是否为独生子女; 受访者是否为在校

2． 理论来源
在社会科学的学术语境下，对于问题行为的研
究，研究人员多以健康信念模型 （ Health Belief Model） 、合理行动理论（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
计划行为理论 （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生

生) 、大环境 ( 区域 ) 和进程 ( 年龄变化、教育程度的
获取等) 这三个重要的维度，在接下来的数据部分，
结合数据的有效处理，建立具备完全可操作性的分
析框架，并以二分类评定模型 （ Binary Logit Model）
作为技术支撑，从而进行科学的实证计量研究。

态理论（ 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 等经典行为科学
［8 － 11］
。
理论作为进行相关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

三

在这些理论中，健康信念理论模型强调从社会
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个体的心理过程，如用期望、思

1． 数据来源

维、推理、态度、信念等来解释和预测各种健康行为 。
由于影响青少年发生问题行为意向的因素可能并不
仅是对于健康的关注和考虑，因此该模型的有效性
不足。而合理行动理论是健康信念理论模型的扩
展，虽然它强调行为意向是决定行为发生的根本要
素，并且个体的行为意向受到“对行为所持的态度
( 即个体对从事某一目标行为所持有的正面或负面
的情感，由行为结果的主要信念以及对这种结果重
要程度的估计所决定 ) ”和“主观规范 ( 社会对行为

数据来源与统计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9 年中国青少年首
次生殖健康调查 ”，其调查对象是在中国大陆 30 个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居住、年龄在 15 － 24 岁之间的
未婚青少年。 考虑到青少年群体虽然年龄跨度较
小，但在生活状态上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进一步将调
查对象细分为三类： 学校青少年群体，即目前在校读
书的青少年群体，不区分住校还是走读，从年龄上
看，涉及初中阶段到研究生阶段的青少年 ； 家庭户工

的看法和观点 ) ”因素的影响，但是，合理行动理论

作、待业青少年群体，即在家居住、有工作或者目前
正在待业的青少年群体 ( 根据属地原则，调查时不

的前提是假设人们的行为实施受理性和意志的支
配，而本文所要研究的青少年问题行为并非是在理

区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 ) ； 集体户工作青少年群
体，即具有集体居住性质且有工作的青少年群体 。

性的状态下发生的，因而该理论在此使用也有很大
的局限性。对于计划行为理论而言，虽然它是将知

该调查对三类人群均采取分层和概率比例规模抽样
相结合的四阶段混合的抽样方法 ，共涉及 25 个省

觉行为控制加入到合理行动理论的架构中形成的一
个更为宽广的理论体系，并且这个体系认为个体的

( 自治区 / 直辖市) 、
40 个县 ( 市、区 ) 的学校、家庭户
和集体户。

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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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调查利用结构化问卷进行面访，共有访问员
579 名，督导员 155 名。 全国共发放问卷 22535 份，

如果抽过，你最近七天抽了多少根，”我们将每日吸
［12］
烟 10 根以上定义为吸烟成瘾 ，否则为非吸烟成

收回有效问卷 22288 份，有效问卷率为 98． 9% 。 在
调查中，为了获得高质量的数据，调查组织方针对访

瘾； 关于“沉迷色情读物”，根据问题“你是否看过黄
色网站或色情书籍音像制品？”识别，回答为“经常 ”

问员采用了督导员和第三方监察的双重方式 ； 针对
被访青少年，采用了营造独立环境、匿名、敏感部分

则为“沉迷色情读物”。 在这里，三组响应变量均用
虚拟变量表示，即“是”为 1，“否”为 0。

自填、投票箱方式回收问卷等多种方式 ，尤其注重性
别视角。最终，该调查取得的城镇青少年有效样本

本研究所采用的解释变量均为分类变量。为了便
于分析，
本研究基于原有问卷数据，
对将要分析的部分

为 9326 例，男性占 50． 03% 。
2． 变量测量

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
其中包括将连续性变量划分等
级使其变成分类变量、
对原有变量赋值的顺序进行调

用于分析的响应变量分别是青少年是否“发生
婚前性行为”、“吸烟成瘾”、“沉迷色情读物”。 关于

整。由于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源于对三个子总体的调
查数据，
因此在选择变量时，也特别考虑了不同问卷

“发生婚前性行为 ”，因为调查对象为未婚青少年，
因此根据问卷中的问题“是否已发生过性行为 ”就

并对部分变量进行了重新定义乃至
涉及对象的差异，
操作，目的是使研究的总体为“中国城市未婚青少

能识别； 关于“吸烟成瘾 ”，根据问题“你抽过烟吗？

而不是部分青少年，
如“城市学校青少年”。
年”，

表1

变量定义及其用于二分类评定模型分析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响应变量
婚前性行为
吸烟成瘾
沉迷色情读物
解释变量
性别
年龄
成年早期
青少年后期
青少年中期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是否在校生
在校生
家庭结构
亲生父母双全家庭
家庭经济背景 ⑤
中等收入家庭
高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
父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
高中 / 中专
大专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
高中 / 中专
大专及以上
小学及以下
区域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受访人教育程度
高中 / 中专
大专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样本数（ 个）

定义 / 编码

样本（ % ）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21． 65
11． 68
38． 95

0 = 女性）
虚拟变量（ 1 = 男性，

50． 03

0 = 否）
虚拟变量（ 1 = 21 － 24 岁，
0 = 否）
虚拟变量（ 1 = 17 － 20 岁，
参照组（ 年龄在 15 岁到 16 岁之间）

33． 15
49． 64
17． 22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31． 61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33． 11

0 = 其它情况）
虚拟变量（ 1 = 亲生父母双全，

94． 77

0 = 否）
虚拟变量（ 1 = 家庭人均年收入 1 万元到 4 万之间，
0 = 否）
虚拟变量（ 1 = 家庭人均年收入高于 4 万元，
参照组（ 家庭人均年收入 1 万元以下）

34． 85
5． 20
59． 95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参照组

48． 07
23． 23
6． 41
22． 28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参照组

43． 04
12． 56
5． 55
38． 84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参照组

39． 29
32． 94
27． 77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0 = 否）
虚拟变量（ 1 = 是，
参照组

53． 49
17． 78
28． 74
9，
326

备注： 百分比为加权后的值，样本数则是未加权之值。
数据来源： 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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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计方法
为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识别对中国城
市青少年问题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的变量的“净 ”作

四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由于我们已将研
用，
究的响应变量处理为二分变量，即“发生某问题行

1． 描述统计

为为‘1’，未发生为‘0’”，所以我们采用多元回归模
型中的二分类评定模型，具体分析筛选出来解释变

结果与分析

前面表 1 提供了关于中国城市青少年问题行为
发生及相关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从调查结

量对中国城市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的影响 。考虑到

果看，在调查对象中，有 21． 65% 的城市青少年发生
了婚前性行为，有 11． 68% 的城市青少年吸烟成瘾，

数据中变量的可及性及我们此处要定量研究的问题
行为有三个，因此，我们分别以这三个问题行为发生

有 38． 95% 的城市青少年沉迷于阅读色情读物。 对
此，我们再重点考察城市青少年不同问题行为在年

与否为响应变量，运行三套二分类评定模型，在考察

龄与性别这两个重要的人口特征上的统计分布 。
如图 1，从纵向的维度来看，三种问题行为都有

出哪些解释变量对某特定问题行为有显著影响的基
础上，比较影响因素对不同的问题行为影响的差异 。
本研究中，我们采用 STATA 软件 ( 10． 0 版本 ) 运行
统计模型。

图1

明显的年龄特征，即随着年龄的增加，行为发生的比
例增大，比如婚前性行为，在青少年中期 ( 15 － 16
岁) 阶段，只有 4． 80% 的发生了婚前性行为，青少年

中国城市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的年龄特征

后期( 17 － 20 岁) 增长到了 13． 5% ，到成年早期 ( 21
－ 24 岁) ，这一比例则大跨越地增长到了 43． 61% ，
是青少年后期的三倍还多。 而从横向的维度比较，
在每个年龄段，沉迷色情读物这种问题行为的发生
比例最高，婚前性行为次之，最后才是吸烟成瘾。
在性别的视角下 ( 图 2) 我们可以发现，每一种
问题行为，都是男性青少年发生的比例高于女性青
少年。无论男女，三种问题行为中，沉迷色情读物的
发生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婚前性行为，最后是吸烟
成瘾。特别地，对于吸烟成瘾这种问题行为，可看到
男性的比例高达 23． 50% ，而女性只有 1． 16% 。 这
说明城市青少年的吸烟行为主要发生在男性青少年
中。
2． 回归分析
为去除各特征变量之间的交叉和叠加影响，分
析在诸多影响中国城市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因素中哪
些因素的影响最显著，我们用二分类评定模型来考
经济与社会

图2

中国城市青少年问题行为发生的性别特征

察各变量的边际影响及相对重要性。 我们将“婚前
性行为”、“吸烟成瘾”、“沉迷色情读物”对其主要影
响因素分别进行了 Logistic 回归，发生该问题行为
“1”，未发生为“0”。
首先，
由表 2 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城市青
即性别与年龄对其三种问题行为具
少年的生物属性，
有一致的显著影响。相对于女性青少年，
男性青少年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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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三种问题行为的危险性更高： 男性青少年发生
婚前性行为的危险性是女性青少年的 1． 40 倍，发生

于在青少年中期 ( 15 － 16 岁) 阶段的城市青少年，进
入成年早期( 21 － 24 岁) 的城市青少年发生婚前性行

吸烟成瘾的危险性更是高至女性青少年的 27． 79 倍，
发生沉迷色情读物的危险性是女性青少年的 5． 25

为的危险性是前者的 13． 23 倍。而作为青少年成长

倍。在年龄方面，
随着年龄的增长 ( 进入下一级的成
长阶段，
比如由青少年后期进入成年早期) ，
中国城市
青少年发生这三种问题行为的危险性均增高，如相比
表2

历程中重要变量的教育则对其问题行为有不同的影
响，
更高教育程度的获取是促进婚前性行为和沉迷色
而对于吸烟
情读物这两种问题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
成瘾这样的问题行为的发生则成为保护因素。

中国城镇未婚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之二分类评定模型的参数估计
婚前性行为

吸烟成瘾

沉迷色情读物

发生比值

显著度

发生比值

显著度

发生比值

显著度

1． 403

＊＊＊

27． 792

＊＊＊

5． 252

＊＊＊

成年早期（ 21 － 24 岁）

13． 23

＊＊＊

4． 406

＊＊＊

3． 748

＊＊＊

青少年后期（ 17 － 20 岁）

3． 363

＊＊＊

2． 466

＊＊＊

1． 948

＊＊＊

1． 135

*

1． 250

＊＊

1． 084

0． 351

＊＊＊

0． 437

＊＊＊

0． 712

＊＊＊

0． 767

*

1． 461

＊＊＊

1． 231

*

性别
男性（ 1 = 是）
年龄

青少年中期（ 15 － 16 岁）

a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1 = 是）
是否在校生
在校生（ 1 = 是）
家庭结构
亲生父母双全家庭（ 1 = 是）

0． 871

0． 913

家庭经济背景
中等收入家庭

1． 592

＊＊＊

1． 523

高收入家庭

1． 449

＊＊＊

1． 001

初中

0． 729

＊＊＊

1． 032

高中 / 中专

0． 632

＊＊＊

0． 696

＊＊

0． 826

大专及以上

0． 604

＊＊

0． 486

＊＊

0． 957

*

＊＊＊

低收入家庭 a
父亲受教育程度
0． 889
*

小学及以下 a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

1． 058

0． 829

0． 818

＊＊

高中 / 中专

1． 036

0． 838

0． 707

＊＊＊

0． 740

*

0． 553

＊＊＊

0． 714

＊＊＊

大专及以上

1． 421

*

0． 740

东部地区

0． 635

＊＊＊

0． 679

中部地区

0． 772

＊＊

0． 860

高中 / 中专

1． 183

*

0． 666

＊＊＊

1． 030

大专及以上

1． 222

*

0． 607

＊＊＊

1． 303

小学及以下

a

区域
＊＊＊

西部地区 a
受访人教育程度
＊＊

初中及以下 a
样本量

9，
326

9，
326

9326

对数似然值

－ 3983． 68

－ 2565． 68

－ 5120． 99

似然比检验

1740． 9

伪判决系数

0． 1793

＊＊＊

1838． 55
0． 2638

＊＊＊

1901． 93

＊＊＊

0． 1566

数据来源： 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
注： a 为参照组； ＊＊＊ p ＜ ． 001； ＊＊ p ＜ ． 01； * p ＜ ． 05。

·78·

经济与社会

《城市问题》2013 年第 1 期

中国城市青少年问题行为考察

从青少年成长的小环境来看，学校在其中扮演
了一个重要的保护性作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校生

本次研究的计量结果，我们认为青少年问题行为的
干预需要从“个体—家庭—学校 ”这个综合维度出

发生这三种问题行为的危险性都小于非在校生 ，相
比于非在校生，在校生发生婚前性行为、吸烟成瘾、

发。

沉迷色 情 读 物 问 题 行 为 的 发 生 比 值 只 是 前 者 的
0. 35 倍、
0． 44 倍和 0． 71 倍。 而家庭层级的因素则
扮演着更复杂的角色。 比如，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
对于“婚前性行为”与“吸烟成瘾”来说是危险因素，
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发生婚
前性行为、吸烟成瘾的危险性是前者的 1． 14 倍和
1． 25 倍，而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对于沉迷色情读物
这种问题行为没有显著影响。 相反，家庭结构只对
城市青少年沉迷色情读物这种问题行为有显著影
响，相对于亲生父母非双全家庭，生活在亲生父母双
全家庭的城市青少年沉迷色情读物的危险性只是前
者的 0． 77 倍。

在个体层面，我们发现问题行为的发生在男孩
群体中更为突出，尤其是吸烟成瘾这种对人群健康
有极大副作用的问题行为在男孩群体中更为盛行 。
而根据研究，在未来 10 年甚至更长的时期，由于出
生性别比失衡及诸如“女孩歧视 ”等社会文化语境
的持续影响，青年人口的性别比偏高现象会有较之
现在更为加重的趋势，即未来男性青年人口规模仍
［13］
旧要远高于女性青年人口规模 。 这势必使得我
们要特别关注与城市男性青少年这个群体密切相关
的吸烟成瘾问题。
在家庭层面，家庭层级的因素扮演着更复杂的
角色。父母亲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在减少青少年某
一问题行为的发生上都产生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而

再从家庭经济和家庭教育两个维度来看，前者
成为青少年发生问题行为的一个危险因素 ，总体来

家庭更高的收入却成为青少年发生问题行为的危险
因素。结合巴勃 （ Barber） 的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

看，来自中高收入家庭的青少年相比于来自低收入
家庭的青少年发生三种问题行为的危险性都要高 。

行为对青少年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 ，如认知、情
感、行为和社会能力的发展，父母较少的行为控制能

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则对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产生
有差异性的作用，例如，父亲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成为

显著地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而较多的

前两种问题行为的保护因素，即父亲受教育程度越
高，城市青少年发生婚前性行为和吸烟成瘾的危险

父母行为控制能预测到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减
［14 － 15］
。同 样 地，加 兰 波 斯 （ Galambos ） 、巴 克
少

性越低； 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则成为第三种问题行为

（ Barker） 和阿梅达（ Almeida） 的研究也发现，父母的
［16］
行为控制能抑制青少年外化问题的增加 。 因此，

的保护因素，即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青少年
沉迷色情读物的危险性越低。

在经济尤其是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与未来 ，我
们必须呼吁家庭从“以经济建设为核心 ”的怪圈中

最后，在大环境方面，也即从区域层次来看，经
济社会更为发达的东部城市的青少年发生问题行为
的危险性，相比于欠发达的西部城市青少年更低 。
例如，相比于西部城市青少年，东部城市青少年发生
婚前性行为、吸烟成瘾、沉迷色情读物问题行为的比
0． 68 倍和 0． 55 倍。
值分别是前者的 0． 64 倍、

五

结论与讨论

走出来，回归到家庭本位，加强与子女的沟通交流，
对他们的行为和心理进行有效的引导。 特别地，在
中国差异化计生政策的语境下，中国的城市青少年
更多的是独生子女，而根据前面的研究发现，独生子
女发生问题行为尤其是婚前性行为、吸烟成瘾问题
行为的危险性都较高。 同时，随着中国城市家庭稳
定性减弱及离婚率的升高，家庭类型的变动可能会
更频繁，这会使得更多的城市青少年不能与自己的
亲生父母生活在一起。 而根据前面的计量研究，亲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愈来愈多的城市
人群分散在各个社会阶层中，他们存在着各样的问

生父母非双全家庭对于青少年的一些问题行为也是
危险因素。巴克认为，父母监督和管理的缺乏会导

题行为，而这些问题行为大都是在青少年这个时期
形成的。青少年是家庭的希望、社会的延续、国家的

致孩子与处境不利的同伴的关系越来越近 ，或者会

未来，是未来城市发展的生力军。为此，学界有责任
对城市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产生、特点及模式进行广
泛的研究，为政府推出预防和减少城市青少年问题
行为的干预及指导措施提供相应的实证支持 。结合
经济与社会

促使孩子想从外界寻求在过于自由的家庭中缺失的
［14］
人际联系 。因此，如果家庭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
中缺乏监管与引导，那么青少年发生问题行为的危
险性势必加大。
在学校层面，我们发现在校生发生这三种问题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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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危险性都小于非在校生。 同时，更高受教育
程度的获取是对青少年负面性最强的吸烟成瘾问题
行为发生的保护因素。 因此，我们未来需要在学校
教育中尝试有效地导入合适的课程，引导青少年能
有良好的价值取向，避免不健康行为的发生。
最后，在干预政策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虽同
处城市，但是区域差异尤其是东西部区域间的差异
广泛存在。我们的研究发现，相比于欠发达的西部
城市青少年，东部城市青少年发生问题行为的危险
性更低。因此，在国家层面，关于青少年健康心理行
为的知识普及传递应该更多地放在西部这些落后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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