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式袁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新时代健康理念咱愿暂 袁
使教育内容更系统化尧生活化和趣味化袁全面调动了

学生学习健康知识的积极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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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调查报告与分析窑
流动青少年照片之声健康项目定性评价

王子亮员袁圆袁余春艳员袁楼超华员袁崔元起圆袁猿袁廉启国员袁左霞云员袁朱倩倩圆袁涂晓雯员袁高尔生员袁程艳员

摇 摇 关键词院照片之声曰公共卫生研究曰定性方法

中图分类号院砸 员愿员郾 圆 文献标志码院粤 文章编号院员园园员鄄园缘愿园渊圆园员源冤员圆鄄员缘远苑鄄园源 阅韵陨院员园援员员愿源苑 辕 扎早早早憎泽圆园员源鄄猿园鄄员圆鄄圆猿

摇 摇 随着疾病谱改变和医学模式发展袁定性研究方

法被更多地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咱员 原 圆暂 遥 野照片之

声冶 渊 责澡燥贼燥增燥蚤糟藻冤 是参与式行动研究 渊 责葬则贼蚤糟蚤责葬贼燥则赠
葬糟贼蚤燥灶 则藻泽藻葬则糟澡冤的一种新方法袁通过让研究对象拍

摄照片尧开展讨论以分享感受尧观点和知识咱猿暂 遥 这

一方法由华裔学者 悦葬则燥造蚤灶藻 宰葬灶早 及其同事首创袁而
后被国外学者广泛运用于公共卫生研究领域咱源暂 袁且
被认为在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定性资料收集上具有明

显优势咱缘暂 遥 此外袁野照片之声冶本身是向研究对象

野赋能冶的过程咱缘 原 远暂 袁可以作为干预方法遥 本文以

野弱势环境中青少年的健康冶研究项目为例袁介绍

野照片之声冶的具体实施步骤及效果袁探讨其运用在

公共卫生研究与干预中的效果尧挑战与前景遥
员摇 对象与方法

员郾 员摇 对象 摇 野弱势环境中青少年的健康冶项目于

圆园员员 年 猿 月要圆园员源 年 缘 月在全球的 缘 个城市进行袁
目的是了解弱势青少年群体健康相关的促进或阻碍

因素遥 上海研究点将流动人口青少年作为研究人

群袁在中心城区中选择流动人口密集尧生活条件相对

较差的某镇作为研究社区袁寻找从事流动人口教育尧
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知情者袁在他们的推荐下平衡性别

和年龄招募 愿 名满足以下条件的青少年参与野照片之

声冶活动院员缘 耀员怨 周岁袁居住在该镇袁非上海户籍遥
员郾 圆摇 方法摇 野弱势环境中青少年的健康冶项目的定

性研究阶段采用野照片之声冶方法遥 流动青少年以

野我们社区的健康冶为主题袁以图像和文字作为自己

的野声音冶袁发掘与健康相关的事件及话题袁从而让

研究者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尧对健康的理解尧面临的

健康问题尧可获得的健康资源和健康的影响因素遥
在活动中参与者将学习拍摄技巧袁并用 源 凿 的时间

去拍摄能反映他们所在社区的与健康相关的画面袁
在拍照同时对照片进行一些文字描述和记录袁之后

与其他参与者一起开展讨论遥 野照片之声冶具体通

过以下步骤进行资料收集院渊员冤介绍项目情况遥 向

有兴趣参与野照片之声冶的流动青少年详细介绍项

目的情况袁包括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钥 为什

么邀请您参加这个项目钥 参加项目需要做什么钥 有

什么风险钥 有什么收益钥 一定要参加吗钥 中途可以

退出吗钥 如果对项目有疑问怎么办钥 等等遥 介绍情

况之后袁请参与者自由提问并给予解答袁 后请愿意

参加项目的流动青少年签署知情同意书袁如对象 约
员远 周岁袁还需请其家长签署监护人知情同意书遥
渊圆冤填写活动前问卷遥 参与野照片之声冶的流动青少

年在活动开始前填写活动前问卷咱苑暂 袁内容主要包括

两方面袁一是参与者的个人情况袁如性别尧年龄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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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尧工作居住情况等曰二是参与者的活动相关情

况袁如拍照经历尧是否拥有相机尧对野照片之声冶活动

的期待等遥 渊猿冤开展项目培训遥 由专业摄影师和研

究者对参与对象进行为期半天的培训袁培训内容主

要包括院运用实例讲解照片如何成为传递信息的视

觉语言曰介绍通过照片讲述故事的基本要点曰教授相

机的功能和使用技巧曰介绍参与者在拍摄过程中潜

在的风险及如何将风险降至 低曰练习如何取得他

人同意以拍摄有人物的照片并获得其签署的照片使

用同意书遥 渊源冤发放相机袁活动预热遥 为每位参与

者发放相机袁回顾相机的使用方法和技巧曰布置特殊

的拍摄任务袁让参与者逐渐熟悉如何通过照片反映

特定的主题渊例如院字母拍摄练习要参与者出去寻

找他们周围类似某个字母的事物进行拍摄袁如野蕴冶
形状的路灯或者野载冶状的阴影冤曰让参与者练习在拍

照同时做一些文字描述帮助记忆照片的内容和拍照

时的想法曰介绍如何从相机中下载照片曰指导如何挑

选照片用于小组讨论曰模拟小组讨论袁让参与者练习

如何表达照片背后的含义遥 渊缘冤确定拍摄主题遥 向

参与者强调此次野照片之声冶活动的主题为野我们社

区的健康冶曰对野青少年眼中的健康冶进行开放式的

讨论袁引导参与者发散性地思考什么是健康袁健康有

哪些影响因素袁如何用照片表现关于健康的主题遥
渊远冤参与者进行拍摄遥 拍摄活动持续 源 凿袁参与者到

社区拍摄任何他们认为与自己健康相关的事物尧人
物或现象等袁同时用一些文字记录拍照时的想法遥
渊苑冤开展小组讨论遥 每次拍摄活动后袁研究人员组

织参与者对所摄照片展开讨论袁并在获得对象的同

意后袁对讨论过程进行录音遥 首先袁每位参与者从其

拍摄的照片中挑选 猿 耀 缘 张自己认为 重要或 喜

欢的用于讨论曰其次袁小组讨论主持人引导参与者按

照 杂匀韵宰藻阅 框架渊 泽藻藻灶袁澡葬责责藻灶蚤灶早袁燥怎则袁憎澡赠袁凿燥冤 咱愿暂

对照片进行阐述院你在照片中看到了什么袁现实中发

生了什么袁这张照片跟我们健康的关系袁这一现象为

什么存在袁我们能对此做什么曰然后主持人引导参与

者对照片反映的健康问题展开讨论院这种现象会对

流动青少年的健康产生什么影响袁流动青少年的此

类健康问题严重吗袁遇到这类健康问题时怎么办袁如
何改善社区里流动青少年这方面的健康等曰 后大

家为讨论过的照片配上标题和一段文字描述遥 渊愿冤
填写每日活动反馈问卷遥 每天的拍摄和讨论结束

后袁参与者填写每日活动反馈问卷咱苑暂 袁反映他们对当

天活动的感觉以及是否有所收获遥 研究人员根据问

卷结果适当调整之后的野照片之声冶活动遥 渊怨冤填写

结束后问卷遥 野照片之声冶活动全部结束后袁参与者填

写结束后问卷咱苑暂 袁内容包括参与者喜欢的活动内容袁
在活动中的收获袁以后参加类似活动的意愿等遥

员郾 猿摇 资料分析摇 对录音资料进行转录袁采用粤栽蕴粤杂援 贼蚤
苑郾 园对录音文本和照片文本渊标题尧文字描述冤进行编

码尧分析曰应用 耘曾糟藻造 圆园园苑 录入问卷数据袁进行描述

分析遥
圆摇 结摇 果

圆郾 员摇 基本情况 摇 愿 名流动青少年中袁男生 猿 人袁女
生 缘 人曰员缘 耀 员苑 周岁 源 人袁员愿 耀 员怨 周岁 源 人曰苑 人与

家人同住袁员 人住在单位宿舍曰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员 人袁初中未毕业 猿 人袁初中毕业 猿 人袁高中毕业 员
人曰圆 人无业也未找工作袁圆 人在找工作袁源 人有全职

工作曰源 人的经济来源为工作收入袁猿 人为家人资助袁
员 人为之前的工作收入遥 愿 名流动青少年均没有自

己的相机袁圆 人从未使用过相机拍照袁缘 人很少使用

相机拍照袁员 人有过一些拍照经历遥
圆郾 圆摇 野照片之声冶实施总体情况摇 流动青少年在源 凿
活动中一共拍摄了 员 远猿园 余张照片曰拍摄场景包括

住家尧小区尧菜场尧街市尧工业园区尧学校尧球场尧网吧

等多个场所袁基本覆盖了流动青少年生活尧工作尧学
习尧娱乐的各类环境曰收集的定性资料经整理分析共

形成 员员圆 个编码尧猿怨源 条引用记录袁引用记录 多的

主题包括流动青少年的居住环境尧公共服务利用尧工
作尧上海户籍造成的差异和歧视尧父母关爱的缺失尧
对健康的认知等遥 在拍照过程中袁由于之前对拍摄

主题进行了发散性的思考和讨论袁流动青少年能较

容易地受到激发尧联想事物与健康的关系袁有目的地

去寻找拍摄对象袁而拍照本身的趣味性也对青少年

产生了较大吸引力袁他们会主动去挖掘有意义的信

息袁思考如何更生动地将其呈现出来袁并以有优秀的

作品为荣遥
圆郾 猿摇 野照片之声冶对研究主题的反映

圆郾 猿郾 员摇 家庭因素与健康渊照片 员尧圆冤 摇 流动青少年

认为家庭因素与健康的联系 为紧密袁如家庭成员

的关系尧家庭暴力尧教养方式尧重男轻女观念等袁此
外袁缺乏父母照料陪伴问题对流动青少年来说十分

普遍袁也是造成健康危害的主要原因遥

摇 摇 注院野流动儿童的父母都忙于赚钱养家袁没时间照顾孩子遥 如

果这时有一辆车开过来怎么办钥 谁来为流动儿童的安全负责钥 父母

们袁请照顾好你们的孩子浴冶
照片 员摇 他们的安全谁来管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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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注院野一个小孩子孤孤单单地在家电回收市场附近转悠袁他既

没有小伙伴玩袁也没有大人照看袁上海本地同龄的孩子袁现在大概都

在幼儿园里上学或在爷爷奶奶的怀抱里撒娇吧遥冶
照片 圆摇 寂寞童年

圆郾 猿郾 圆摇 生活环境与健康渊照片 猿尧源冤 摇 流动青少年

将生活环境作为一个与健康相关的重要主题进行了

讨论袁他们提到流动人口大多居住在出租房屋尧用工

单位提供的宿舍或自建棚屋内袁由于收入水平低袁流
动青少年的居住空间小尧环境差尧卫生条件恶劣袁甚
至存在安全隐患遥

摇 摇 注院野这是我们小区一角的垃圾池袁里面好多建筑垃圾大半个

月才会有人来打扫一次遥 家住在这里附近的人一定很痛苦遥冶
照片 猿摇 小区一隅

摇 摇 注院野这里是流动人口聚集地的典型布置袁有的人家把灶台搭

在阳台上袁用几块板挡挡风袁从地下走过的人都心惊胆战袁感觉这个

灶房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遥冶
照片 源摇 摇摇欲坠的灶房

圆郾 猿郾 猿摇 工作与健康渊照片 缘尧远冤摇 工作相关问题是流

动青少年考虑到自身健康时提及较多的话题袁研究对

象认为流动青少年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很难找到野体面

的工作冶袁大部分流动青少年工作压力大袁表现为劳动

强度大尧工作时间长袁另外工作条件简陋尧劳动保护措

施缺乏使流动青少年面临职业危害的风险遥
圆郾 源摇 野照片之声冶的干预效果摇 野照片之声冶方法不

仅使研究结果更为丰富可靠袁还加强了参与者在发

现问题尧与人交流等方面的能力袁并让他们获得了更

多的关于健康服务尧社会资源的信息遥 在活动开始

前袁参与者对野照片之声冶活动的期望有院学习使用

相机并拍摄一些好看的照片曰学到一些平时学不到

的东西曰有一段和他人一起的有趣的经历等遥 结束后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袁参与者参加活动的收获有院更
好地理解了健康的含义袁更多地了解到上海流动青少

年面临的困难袁学习了如何与他人交流和讨论袁学会

了关心他人袁学会了如何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袁学
习了如何使用相机和用照片反映自己的观点等遥

摇 摇 注院野这是流动工人的两双鞋袁一双上面落满了油漆尧很脏袁是
他在工作中穿的袁另一双非常干净遥 虽然流动人口的工作条件很差袁
但他们出门时仍会换上很干净的鞋袁希望自己是一个体面的人遥 这

张照片反应了这种差距遥冶
照片 缘摇 距离

摇 摇 注院野这样的工作袁应该要带防护面罩吧袁否则会造成对视力的

损伤遥 流动人口从事的很多工作缺少劳动防护袁他们自己也缺少自

我保护的意识遥冶
照片 远摇 眼前的危险

圆郾 缘摇 参与者对野照片之声冶的评价摇 每日的活动反

馈问卷显示袁参与者觉得活动 有用的是让他们对

流动青少年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更为了解袁谈到了很

多和健康相关的话题袁与他人交流更多袁提高了语言

表达能力袁有机会让社会知道流动青少年的生活状

态尧向大众表达自己的想法袁感受到社会对流动青少

年的关心等遥 参与者 喜欢的活动经历是使用相机

拍照和从他人那获得支持意见渊远 票冤袁挑选尧介绍照

片以及与他人交流得到了 源 票袁思考照片传递的信

息得到了 猿 票遥 大部分参与者对活动感到满意袁除
了 员 人表示不确定外袁其余 苑 人均表示下次还愿意

参加此类活动遥
猿摇 讨摇 论

野照片之声冶借助视觉影像为载体袁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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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了平等尧开放尧具有创造力和分享性的交流氛

围袁有学者认为袁野照片之声冶方法能够帮助研究者

了解研究对象的关注点袁以一种新的视角袁而非从研

究者本身的观察和认识出发来理解问题袁从而加强

研究的质量和准确性咱猿袁缘暂 遥 在以青少年为对象的研

究中袁野照片之声冶提升了趣味性袁加强了青少年参

与研究的意愿曰打破了成人和青少年之间传统的层

级关系以增加青少年和研究者的交流尧分享信息和

观点曰其 成功之处就是弥补了青少年的认知和表

达水平的局限袁让他们从自身的生活体验出发袁通过

可视化的照片来反映和交流一些对他们来讲难以形

成概念以及难以表达的问题咱缘暂 遥 上述优势在野弱势

环境中青少年的健康冶项目中得到了体现袁虽然野社
区的健康冶尧野健康的影响因素冶对青少年来说是较

为宽泛尧复杂的概念袁但参与对象通过野照片之声冶
拍摄了大量富含信息的图片袁并引发了有针对性的

讨论袁使项目获得了丰富的研究结果袁实现了传统定

性方法可能难以达到的效果遥
除了帮助研究者实现研究目标袁野照片之声冶还

能够激发研究对象的潜能袁他们被鼓励去思考尧表
达袁并认识到自己的想法受到重视袁从而更有自信及

行动力咱缘暂 遥 该项目采用野照片之声冶方法同样实现

了研究之外的溢出效应袁流动青少年更清楚地意识

到自己的需求袁了解已有资源并与外界建立联系袁提
高人际技能以促进自身社会网络的发展遥 参与此次

活动被普遍认为是有收获的体验遥 野照片之声冶的

野增能冶效果在社会工作领域已经受到学者关注咱远暂 袁
其在公共卫生干预中的作用也应得到进一步开发尧
利用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野照片之声冶方法对研究人员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袁在本项目中袁研究者必须在前期做

大量准备工作以确保各项流程顺利进行袁并且要充

分投入时间尧精力以帮助流动青少年理解研究的主

题袁解决他们在拍摄和讨论中遇到的障碍遥 另外袁
野照片之声冶的开放性要求研究人员能在众多的话

题中敏感地发现尧归纳问题袁提炼主题遥

野照片之声冶不但帮助研究对象反映他们关注

的问题和需求袁其产生的视觉影像资料还可以让决

策者对某个问题有更形象和深刻的了解袁从而对政

策制定的过程产生影响咱怨暂 遥 由于条件限制袁野弱势

环境中青少年的健康冶项目很难全面评估其在影响

社会政策方面的成效袁但作为行动导向型渊葬糟贼蚤燥灶鄄燥鄄
则蚤藻灶贼藻凿冤的研究方法袁野照片之声冶方法善于发现问

题尧促进行动与改变咱愿暂 袁在公共卫生政策研究中具

有积极前景遥
志谢摇 该研究得到了阿斯利康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

卫生学院和全球儿童慈善组织野国际计划冶合作的青少年健

康项目的支持袁上海市普陀区计生委尧桃浦镇计生办在项目

实施中给予了许多帮助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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