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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青少年流动人口的主要健康问题及健康寻求行为研究
A community-based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major health problems and health

seeking behaviors among migrant adolescents living in the urba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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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城市社区中青少年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可获得的相关信息和服务，以及在

寻求和使用这些信息及服务时存在的挑战和障碍。方法 分别对研究社区内 20 位从事城市流动人口或青少年相

关工作的主要知情者和 20 位流动青少年进行深入访谈，以生态学模型为框架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提取主题，比

较主要知情者与流动青少年的观点异同。结果 13 位知情者和 16 位流动青少年认为健康问题低于就业、上学等

问题; 9 位知情者和 15 位流动青少年认为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10 位知情者和 12 位流动青少年表示对社区资源

不熟悉; 15 位知情者认为社会平等提供服务，但保障程度不平等，12 位流动青少年认为社会地位和机会不平等。

结论 应关注流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提供公平的社会保障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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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已

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流动人口成为城市发展的重

要劳动力资源。据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 《中国农民

工调研报告》统计，2009 年度我国外出打工的流

动人口达 1. 45 亿人
［1］。2010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上海总人口为 2301. 9 万，其中外地来

沪常住人口为 897. 7 万，约占城市总人口的 39%。
流动人口分散居住于城市各区域，大多数为年轻

人，其中 15 ～ 30 岁约占总人口的 1 /2［2］。流动人口

从农村流向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具有经济上的低收

入性，生活上的贫困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

上的高度敏感性等特点，是弱势群体的一个组成部

分。15 ～ 19 岁的流动青少年由于正处于生长发育和

个体社会化的关键阶段，面临着更多的身体、心理

和社会适应上的健康挑战，因此更值得关注。为探

讨城市流动青少年的主要健康问题及其健康寻求行

为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于 2011 年 9 月对 20 位从事

流动人口相关管理工作的知情者和 20 位在上海居

住生活的流动青少年开展了深入访谈。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上海市西部某镇从事流动青少年相关

工作的知情者和流动青少年。
1. 2 方法

1. 2. 1 抽样方法 以上海市西部某镇为研究社区，

该区域处于 3 个区交界处的城乡结合部，是流动人

口居住相对聚集的区域。在研究社区内有目的地选

择 20 位从事流动青少年相关工作的知情者和 20 名

流动青少年。主要知情者包括居委会、街道、工作

单位及其他机关机构从事流动人口健康教育、服务

和管理的工作人员。20 名流动青少年年龄 15 ～ 19
岁，男性 10 名，女性 10 名。
1. 2. 2 研究方法 根据半结构化访谈提纲，对知

情者进行 1 h 的访谈。访谈目的是了解流动青少年

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及获取健康信息或服务的场

所，流动青少年寻求和使用健康信息及服务时存在

的主要挑战和障碍，以及他们认为向流动青少年提

供这类信息和服务的最佳途径。在知情者访谈之

后，对流动青少年进行个人深入访谈，了解流动青

少年的主要困难和健康状况，寻求健康信息和服务

的经历，对不同途径的评价，以进一步了解影响流

动青少年使用健康信息和卫生服务的因素。
1. 2. 3 质量控制 在私密环境里，由 3 名有定性

研究经验的调查员取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后，进

行一对一的个人深入访谈并配合录音和现场记录。
1. 2. 4 统计分析 使用定性分析软件 Atlas. ti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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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归类总结，研究引入健康行为的生态学模型

为分析框架
［3］，按生态学模型的将 “个人-人群-社

区-社会”确定为一级主题，并根据访谈对象的不

同类别建立可以比对的主题矩阵。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受访的 20 位知情者针对流动青少

年开展工作的年限 1 ～ 16 年，平均 (6. 1 ± 3. 4)

年; 20 位流动青少年在该社区的居住时间 3 个月 ～
15 年，平均 (4. 1 ± 4. 3) 年。
2. 2 知情者和流动青少年对健康问题和健康寻求

行为影响因素的观点 将流动青少年的健康现状与

健康寻求行为影响因素分为个人、人群 /组织、社

区和社会 4 个主题进行阐述。比较知情者和流动青

少年的观点 (表 1)。
2. 3 个人访谈情况

2. 3. 1 流动青少年的健康现状 流动青少年的身

体较为健康。受访的 20 名主要知情者中，13 人认

为其他问题如就业、上学给流动人口引发的困难比

健康问题要严重得多。而在表示健康需求低于其他

需求的 16 名流动青少年中有 11 人认为缺钱，怎么

挣钱才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流动青少年自我感觉压

力大、焦虑、担心、自卑，情绪起伏不定，易被小

事激怒在他们当中较为普遍，知情者也同样认为流

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青春期健康问题相对突出。
流动青 少 年 与 知 情 者 在 这 个 主 题 上 的 认 识 基 本

一致。

表 1 知情者与流动青少年对健康问题和健康寻求行为影响因素的观点

调查内容
知情者(n = 20)

观点内容 人数

流动青少年(n = 20)

观点内容 人数

个人现状

健康地位 低于就业、上学问题 13 低于其他需求 16

主要健康问题 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9 心理问题 15

青春期健康问题 4 青春期健康问题 5

人际作用

家庭作用 很重要，但普遍缺乏 8 很重要，支持来源 9

学校作用 学生获取健康知识的主要来源 5 学校有一点作用 6

工作场所作用 可提供部分信息 5 可以咨询 2

社会支持 缺乏情感支持 8 受本地人歧视 10

网络作用 作用较大 14 很方便 15

社区利用

社区资源 不熟悉 10 不熟悉，不知道怎么利用 12

社区服务 无主动寻求意识 9 没有感受到 5

社区工作者 缺乏信任 5 接触机会太少 2

社区总体 不愿意融入 8 希望融入 7

社会影响

文化因素 学历低、素质低、缺乏受教育途径 9 学历低、缺乏受教育途径 7

经济因素 收入低，经济压力大 12 经济压力大 8

政策因素 户籍限制 9 户籍限制 5

不熟悉政策 6 不了解政策 1

社会平等性 平等提供服务 15 社会地位不平等 12

保障程度不平等 15 机会不平等 12

2. 3. 2 人际间关系互动 在该主题下，健康信息和

服务的获取呈现出家庭 /学校 /工作场所的角色缺位

与网络等新兴人际沟通途径的替代作用。知情者认

为对于流动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而言，他们缺乏稳

定的人际间互动联系，因而无法获得以学校或者工

作场所为基础开展的健康教育和服务。父母在流动

青少年的人际关系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而家庭

照料、关爱和教育的缺失成为他们健康寻求另一障

碍。学校、工作场所的作用也很有限，1 名在工厂工

作的知情者指出“如果碰上私人老板，甚至会以经营

负担重为由，不愿承担社保责任”。有 12 名受访流

动青少年认为自己通过传统渠道获取健康信息和服

务的资源非常有限。而可喜的是传统人际交往的方

式正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网络的出现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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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新兴的途径。
2. 3. 3 社区利用需求和社区融入的障碍 在对社

区资源的利用这一主题上，知情者和流动青少年有

着较大的分歧。知情者认为社区服务和资源是充足

且平等地提供的，但流动青少年有防御机制，对社区

工作存在戒备心，不愿意融入社区。而实际上约有

12 /20 名受访流动青少年不知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在哪里。他们感受不到社区服务的存在，甚至以为

社区服务是不向流动人口提供的。且不同于知情者

的观点，流动青少年尽管对城市的不接纳有所抱怨，

但他们认同城市比家乡农村的进步，并且希望留在

城市继续发展。
2. 3. 4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影响 机会与

地位的不平等在该类别主题下出现较多。受访的 20
名主要知情者中有 15 人认为，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

时间、地点和便利程度对本、外地人而言是平等的，

但同时他们也认为与户籍挂钩的社保、教育、医疗制

度限制了流动青少年对促进健康的资源的获取。这

一观点也得到了流动青少年的证实。

3 讨论

流动青少年进入城市后，父母由于自身素质的

不足，在思想文化方面能给予的支持帮助很少。已

工作的流动青少年多在私营企业从事高强度长时间

的工作，这些企业由于社会责任体系尚不完善，有的

不愿承担外地人在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中的责任，

甚至有存在侵犯流动人口和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的情

况。青少年较少有时间和机会与亲友进行情感交

流，在流入城市后由于害怕被歧视或被拒绝也不愿

意主动向其他社会工作者或社会服务组织寻求帮

助
［4］。他们对家庭照料和关爱的强烈需求与现实生

活中的孤立无助形成矛盾，这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部分流动青少年的进入城市后社会适应性差，在人

际交往沟通中存在障碍，因而反映出导致较多的心

理健康问题。英国著名的“曼彻斯特调查报告”曾指

出，教育中家庭因素的重要性几乎两倍于社区与学

校两项因素的总和
［5］。在家庭教育难以发挥作用的

情况下，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是帮助弱势群体构建支

持体系，改善和适应其社会生活环境的一个途径
［6］。

相较于其他自上而下的城市社会服务机构和服务方

式，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决定了其与流动青少年

有面对面的交流和更深入的了解，能够真正从他们

的需求出发，提供更实用的社会服务，构建稳固的社

会支持体系。此外，健康信息和服务的获取呈现出

家庭 /学校 /工作场所的角色缺位与手机短信、互联

网络等新兴的人际沟通途径的替代作用，传统人际

交往的方式正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而改变，移动通

讯、互联网络的出现为健康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

新兴的可利用途径。而民间组织的发展、社区功能

的扩展，促进民间组织和社区共同合作，也是扩展社

区服务至流动人口的一条道路
［7］。

社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由于流动青少年

中存在既不就学、也不就业的这么一种状态，通过学

校和工作场所无法将服务传递给这群人，因此社区

应成为流动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重要载体。社区

工作者有更多机会同他们接触交流，能够更深入了

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实际需要，可为他们提供便

捷的服务，社区所提供的服务有助于消除城市对流

动人口的流入社会的排斥，增进他们对城市社会的

归属感
［8］。但社区服务提供者，如居委工作人员的

困境在于事务繁杂，常常一人身兼数职，在多个条线

无法兼顾的情况下，往往会忽略本就弱势且较难触

及的流动人口，导致听说并去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流动人口远远少于本地居民
［9］。目前，各级行政

机构下很少有专职从事于流动人口服务的社区工作

者。因此，社区需加强对流动人口及流动青少年的

服务宣传。上级管理部门可将流动人口明确纳入社

区服务范围，或专设流动人口健康教育工作者，并制

定相应考核标准。
当前活跃于各城市的流动青少年人口几乎没有

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要超过对农村的认同，他们

向城市的流动正朝着“全职非农”、“融入城市”转

变
［10］。然而流动青少年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愿望

与城市体系对他们的客观排斥，形成了巨大的矛盾。
尽管能够为青少年流动人口提供的服务政府部门众

多，司法部门的法律援助服务，劳动部门的就业咨询

与职业介绍服务、民政部门的社会救助服务、文化部

门的文化娱乐服务、团委和教育部门的思想道德和

人文科学教育等，但现实状况是政府为他们提供社

会福利服务总体仍然不足，流动青少年很难找到有

效途径获取服务资源。由于他们并不具有市民身

份，户籍制度和与之相关的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

社会保障体系将他们排斥在了城市体系之外，因而

缺乏平等获取资源和服务的机会，本研究与以往研

究学者在这方面的发现一致
［11］。由于健康的公共

政策是最广泛的、生态学意义上的用于增进人们健

康状况的政策
［4］，公共卫生问题受到多因素的影响，

(下转第 7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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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我监测依从性、主动参加康复活动等遵医行

为均高于对照组，与张敏等
［8］

的研究一致，说明临

床护理路径健康教育能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调查显示，观察组患者出院 6 个月、12 个月的

疾病复发率均低于对照组患者 6 个月和 12 个月的

复发率，与孙思宁等
［9］

的研究结果一致，通过对患

者及家属开展健康教育，使患者能够坚持规律用

药，积极开展康复活动，有效减少了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复发，延缓其社会功能缺陷和衰竭，提高其生

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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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涉及多部门的利益，而一个健康的公共政策的实

施需要多部门的协调和支持才能实现，因此，在解

决流动人口健康信息和服务提供的问题上，政府的

政策主导作用尤为关键。
生态学理论认为包括各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

在内的各支持性生态系统的建立，有助于增进个体

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进而有利于个体问题

的解决。根据生态学理论，结合流动青少年社区生

活及资源获取现状与社区服务的运行模式，本研究

认为，在流动青少年社区服务供给主体的确立中，

需构建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社区、学校和民间社

会服务组织在内的社会支持网络，整合各供给主体

的服务资源，明确它们各自在流动人口社会服务中

的功能作用，为共同提高流动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作

出合力。
(志谢: 本研究得到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和英国阿斯利康公司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在项目开

展和资料收集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计

生部门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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