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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alth�is�the�most�basic�condition�for�our�survival�and�social�development.�People's�health�is�the�demand�and�the�essence�of�

social� progress.�National� health� is� the� pursui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dream".�Nowadays,� people� are� still� in� the� way� of�

gradual�realization�of�the�importance�of�health�reserve,�medical�sense�in�work�and�life.�It�is�urgent�to�serve�the�strategy�“healthy�Chi-

na”,�improve�national�health,�and�care�for�the�health�of�our�people.�The�popularization�of�health�medicine�is�a�compulsory�course�and�

basic�project� for�national�health,�which� reduces� and� removes�physical� and�mental� handicap� of� the�people,�making� the�world� a�better�

place�for�people�to�live�in�and�promoting�social�civilization�to�a�higher�and�clearer�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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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健康是我们生存与社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国人健康是社会进步的诉求与要义；全民健康是绿色发展和圆“中国梦”

的追求与内容。 时下，储备的健康、医学常识与健康地工作、生活所需有缺口；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提高国民健康水平，多向度关护

国民健康，让他们康健是科普的使命和现实任务。 健康医学科普属全民健康的必修课与基础工程，减少、去除受众身心障碍，助其生

活幸福和推进社会文明需传播更多的指向性强、有效的这类科普资讯。

关键词：全民健康；健康科普；医学科普；健康中国；美丽中国

1 议题缘起

有关信息一览：

以下数据、情资的首发者是业内的权威者，其可信度、参

考价值大；此类资讯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收录了一点。

1.1�国人脑卒中发病率

脑卒中是导致国人第一大致残、致死之病，我国每年新

发脑卒中的患者超过 250 万， 死于脑卒中患者大于 150 万；

我国（大陆）40岁以上人群约有 1200 万人患过脑卒中。 我国

脑卒中发病率在上升，该病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

率、高复发率、高经济负担特点。

1.2�肺健康

慢阻肺是“沉默的杀手”，我国慢阻肺患者超过 1 亿，40

岁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为 13.7%， 该病死亡率颇高（2016

年，我国慢阻肺亡者为 87.63万，居致死单病种第三位）。慢阻

肺患病率、致残率、病死率高且高疾病负担，我们对它的认识

水平极低（对上海崇明县 60 岁以上人群常见慢性病的认知

调查显示，此人群对慢阻肺名称、危害性和疾病后果等知晓

率小于 2%），其诊断率、控制率也很低。 我国现有 3.4 亿烟民

和 7.14亿二手烟受害者，空气污染对大家呼吸系统健康有明

显的负影响；还有高死亡率的肺心病、高传染性的肺结核、尘

肺病。 肺癌是我国高发的癌症，它属癌症第一杀手，每年因它

而亡者超过 59万。 因此，我们须重视肺健康。

1.3�35-75 岁的国人近一半患有高血压

著名的《柳叶刀》杂志刊发的报告说，中国 35-75 岁成人

近 1/2 患有高血压，高血压群体接受治疗者不到 1/3，且仅有

5%的患病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国疾病预控中心的统计表

明，心血管病是增大国人死亡风险的首因，除人口老龄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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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45%的心血管病死亡率归因于高血压等病情突发的增加。

1.4�糖尿病是我国高发的慢性病

糖尿病是我国高发且患病率逐年上升之病，20-79 岁的

国人平均每十一个人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 成年糖尿病患者

大多罹患 2 型糖尿病，患病原因有：遗传因素、肥胖、精神因

素、饮食结构、病毒感染；几乎所有的青幼年（0-19 岁）糖尿病

者都属 1 型糖尿病，发病率相对成人较低。 世界卫生组织的

统计显示，糖尿病并发症有 100 多种，该病是已知并发症最

多的病。 糖尿病发病后 10年左右有 30%-40%的患者至少会

有一种并发症（并发症有牙周病、肾病、眼病、心血管病等），

而且并发症药物治疗难以逆转；患糖尿病或有妊娠糖尿病高

风险的孕妇会给自身和胎儿带来罹患肥胖症、糖尿病、高血

压、肾病等高风险。

1.5�超重肥胖导致慢性病高发

北京市体检中心的《北京市 2016 年度体检统计报告》表

明：该市成人、青少年和男性、女性，超重肥胖的检出率均排

在前三位。 它警示：长期超重肥胖会生成多种慢性病；必需选

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使自己的体重等符合健康标准。

1.6�两种癌症

时下， 我国结直肠癌发病率居各种癌症第 3 位，2009 年

其每 10万人死亡率为 14.23%，死亡率居癌症第 5位。我国结

直肠癌患者 5 年生存率在 50%左右，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

中晚期，治疗效果不佳；结直肠癌早期诊断率仅为 10%（美国

结直肠癌发病率、死亡率明显下降，与其早期筛查密切相关）

[5]

。 我国前列腺癌发病率城乡差别有近 10 倍；此癌高危人群

是：年龄＞50 岁男人；年龄＞45 岁且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男

人等。我国初诊前列腺癌患者仅有 1/3 为局限性病变，大部分

前列腺癌患者因疾病分期晚、丧失了根治机会。 高危人群筛

查、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提高此癌患者生存率的好方法。

[6]

1.7��白领们健康状况不佳

《中国家庭报》等发布的《一线城市白领健康状况及就医

行为报告》说明，慢性病年轻化趋势在增速，2017 年，慢病患

者量为 32%；高血压、癌症患者和糖尿病患者平均年龄下降

了 0.78岁和 0.5岁。 高血压、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胃炎、甲状

腺癌、龋齿是白领群体高发慢病。 白领中胃炎就诊量占男性

白领总就诊量 2.17%，居榜首；女性白领该比例为 1.06%；女

性疾病里不孕、 不育和多囊卵巢综合征分居第 2、 第 4 位。

2013 年至今，一线城市白领癌症患者平均年龄从 36.65 岁降

到 35.86岁。

1.8�儿童健康水平总体状况有待改善

我国儿童健康水平在提升， 但总体状况还应完善（2011

年，我国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千分之十五，在 193 个国家

中排名 83 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我国儿童疾病谱在变化，除肺炎、腹泻等外，出生缺陷、遗

传相关疾病、新发传染病、儿童意外伤害、儿童慢病已成为负

影响儿童健康的主要问题。 儿童的许多疾病早发现、及时诊

断、有效治疗可降低死亡率、提高治疗效果并降低并发症导

致的家庭、社会的巨大经济负担等。2015年，我国超重儿童有

3434 万人；1990-2015 年间，5-9 岁儿童超重率由 7.84%增至

18.47%， 超过全球平均水平；10-14 岁与 15-19 岁两个年龄

段超重者有很多。 中国营养学会的《中国儿童肥胖报告》说，

与正常体重儿童相比，超重儿童发生高血压、高甘油三酯、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的风险分别为 3.3 倍、2.6 倍、3.2 倍。

当下，我国儿童哮喘患病率以每 10 年约 50%的速度递增（上

海 0-14岁儿童哮喘患病率达 7.57%，为全国之最），儿童哮喘

良好控制率仅为 3%； 大部分患病儿童没得到规范、 及时治

疗。 一些家长对儿童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哮喘病认知水

平较低，对患儿无系统的疾病管理，导致治疗依从性低，哮喘

病情反复加重，疾病控制状况不理想。 儿童是推动、实现永续

发展的后备军，他（她）们是民族的未来，社会发展的质量、品

位与儿童的健康状况正相关。 多角度增强儿童和中小学学生

的体质、体能，此事不能小觑；儿童健康、发展关联、影响着家

庭幸福、社会进步。 所以，家庭、学校、社会当关注、长久地施

力，以让儿童们茁壮生长、天天向上，直至成为高品质社会的

优秀建设者。

2�繁荣健康医学科普是全民健康的实需与紧

迫任务

2.1�推进社会发展、文明，全民健康是头等大事

国民健康是发展之本，其健康实况乃发展质量之名片或

招牌；实现全面小康和圆“中国梦”，全民健康至关重要。 身体

健康，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有健康才有将来，“健康中国”应

人人参与、负责。 践行健康中国战略，要让健康医学科普“花

艳、果甜”，成功率高，

[12]

使之是受众的“至亲好友”；健康医学

科普是全民健康和“美丽中国”的“复合维生素”与“面膜”，用

这类科普及信息多层面关照受众健康、安置受众情绪，让他

们生活安宁和助力民生不可或缺。 开眼界，指导、赋能受众和

助受众健康、全家乐是健康医学科普的意涵与本质；健康医

学科普是大众科普和城市文化、 乡村文化及其茂盛的构成，

引导受众科学地生活、工作，让他们少忧郁、烦恼，生活“清

爽”、舒适，健康医学科普兴盛是内需与抓手。 增加健康、医学

常识，增强我们的智性和健康技能，阻止、减少疾病生发，不

“朦胧”、直指人心的健康医学科普是利器；提升国人整体健

康素质，让人民共担健康之责、共享健康权利和共建健康中

国，健康医学科普必需多起来、强起来；推进健康教育，增大

健康人力资本和促进经济社会长足发展，要让健康医学科普

“神采飞扬”、惹眼和富含正能量。 健康医学科普是“名医”“大

药房”，助益受众养生[《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调查揭示，

52.8%的受访者被医疗养生谣言忽悠过；微信、电视、网站是

大家获得医疗、养生信息的要道；67.3%的受访者认为医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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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谣言催生了虚假保健品等不健康养生市场]、健身和拉提国

人健康素养以及营造健康城乡， 需要这类科普强力支持、助

推，它应丰富内涵和加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扩大健康医学科

普边界，让它不刻板、高冷，使之向心力大和尽量地“美”是这

类科普繁华的路向与方略。 基层群众和老乡的健康状况关

乎、映照着小康及其水平与社会发展的品质，老乡们健康若

长期有恙这会勒住、制约发展。 因而，有关各方应围绕、紧扣

全民健康这一主题，在人、财、物上增加投入，进而设计、实施

高质量的健康医学科普，以扩散、渗透相关的科普讯息。 一些

现象提醒，力保国人健康必须加持、深化健康医学科普，要在

增加其“净重”与牵引力；用健康医学科普培训、教育受众，从

而使国民健康水平升级，需要“温婉”“芬芳”的科普信息抚

慰、拉提。

2.2�健康医学类科普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工具

健康是我们生存与社会进步、文明的最基本条件，国人

健康是社会全面进步的诉求与要义，国民健康状况乃是社会

发展的显示屏。 全民健康是绿色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

的追求与重要内容。 当前，健康知识、医学常识在国民中的普

及度较低， 国民对医学知识等的了解程度与其健康地工作、

生活所需有缺口，与医学科技发展有“时差”。 落实《“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多向度关爱“他”健康、“她”健康，让受众

康健和打造健康家庭、 健康社区是科普的使命和现实任务；

健康医学科普属全民健康的必修课与基础工程，在健康领域

它有“头雁效应”，减少、去除受众身心障碍，助其生活美满需

要指向性、改造力强的这类科普资讯。 宽泛地传送基础性、科

学的健康类、医学类资讯，开展健康指导，让受众思想不浑

浊、精神不疲惫，生活开心，健康医学科普应加量、提质、增

效； 使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和达成“健康中国

2030目标”，健康医学科普是牛鼻子。减少病夫，让大家健壮、

阳光和脱病、脱贫，共同富裕，我们需被塑造力强、裨益度大

的科普信息浸染；安不忘危、治不忘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 必须不断地用精良的科普情资和科学思想、

科学文化武装受众。 由于许多国人日均食盐、 食油量超标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出，每人每天食用油、食盐的摄入量

不超过 25 克与 6 克）等，工作节奏较快、压力不小，运动量又

小，再加上周边环境因素等的影响，我们的疾病名目、数量在

扩容、增多甚或与时俱进，为此，大家的健康需求、期待有很

多。 如是，健康医学科普的发展空间较大，做大此类科普的客

观性颇强；给力全民健康，健康医学科普理当不间歇和蓬勃、

进步。 走入、合理地干预受众的生活，去养生、健身等领域的

糟粕，为受众带来吉祥，需要让人敬而近之、强势的健康医学

科普；让健康医学科普“微言大义”、引人入胜，可缓解、化解

受众的切肤之痛等是科普昌盛的基本路线。英国哲学家大.休

谟说，“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 健康医学

科普是“健康讲堂”和幸福的缔造者，促进受众健康的生活、

工作和成长，这类科普必须“强壮”，贵在增加其辐射力、教化

力；达致科普目的，优化国民健康情势、提高国民幸福度，健

康医学科普要有“才”、有“神气”并且亲和力大。

2.3�完善、拉高国民健康素养，健康医学科普“长大”应提速

健康医学科普属大众科普的主板， 此类科普应“好看”

“好听”，有“温度”且“传真”，有利于增强受众的健康素养，让

他们达观、生活品质高；健康医学科普属受众的健康福利，使

它“走红”、奏效且受众“捧场”，端在科普迅速跟进需求，其情

资能无障碍地被接收、采纳。“美丽中国”始于全面地美化、优

化国人，健康是促进、达成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基本

项目；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全民健康是硬道理。 我国是人口

最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情告诉我们，大力开展健康医学

科普并让它发达，要坚定不移、长期不懈；健康医学科普属健

康智库和高级保健师，“操纵”受众，帮助他们打理健康和广

泛地增加健康红利，此类科普繁荣理所应当。 由上述罗列的

信息等可悟，达致全员、全生命周期卫生健康服务和全面提

升国民健康质量，我们任重道远；丰富受众健康、医学方面的

基本认知，让大家敬畏、珍惜、尊重生命和保护国民，需要实

在、可靠度大的科普消息和拉长健康医学科普短板。 实现全

民健康，急需广域地传递健康类、医学类常识和强化健康理

念；全领域改善国人的健康状况，需要精准营养和有效的疾

病预防与推动体育成为大家的生活方式等。 促使国人身心健

康、积极向上是健康医学科普的目的与“姿态”，这类科普应

守常、创新并举，贵在与需要无缝对接和受众满意、点赞。 让

国民远离邪教、落后，不参与荒唐之事，使我们的生活、工作

和健康均向好是健康医学科普的长期性任务与应有之义；营

造“绿色”城市、乡村和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增大健康医学科

普半径、拓宽科普面和充实科普项目、增大其作用力是重要

的环节与技术。 构建“健康中国”，健康医学科普应深度介入、

正面影响受众的生活、工作，要让它成为受众的“佳人”；得受

众心，让他们行有所止、能增加其“小确幸”并使之尽开颜是

健康医学科普的主旨。 健康医学科普是“高钙片”与高能营养

剂，推进全民健康，健康医学科普不能“浮悬”，它要进社区、

进家庭，让受众与之零距离。 让健康医学科普繁荣，使之年年

是“大年”是“健康中国”的重点事务与刚需；使受众、社会双

赢，健康医学科普要驶而不息，贵在向实、质优和高位成长。

3�助推全民健康，科普者应当做实、做优健康

医学科普

3.1�为全民健康操劳、效命是科普者的使命与职责

健康医学科普是我们健康的建筑师、理疗师，科普者（各

种新、老传媒和社区科普者等）应想民所思、急民所急，真诚、

真情地做好健康医学科普。 科普者是健康事业的推动者和科

普及发展的“操盘手”，践履《科普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

划纲要（2006-2020）》等，助促缩小人民整体健康状况与目标

值的差距，与国际先进水平的距离，科普者应为科普频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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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要关注困境受众，帮助弱势人群以及老人，重在顺应健

康和人民幸福之大义，努力经营健康医学科普，增加其与受

众、社会发展需要的匹配度、融合度。 健康医学科普以受众为

本，满足其生活、健康乃至发展的需求为要，致力拉高国民的

健康素质（2015 年，我国具备此素质的国民比例约为 10%）、

科学素养（2015 年，我国具备此素质的国民比例为 6.2%）,科

普者应扛起重任，秉持问题导向、增加科普业绩。 用浅显易

懂、有功效的健康医学科普资讯为受众提供靶向服务和个别

化服务，有助于疏解受众焦虑，满足其健康之时需，这样，此

类科普要兼顾宏观、微观两个方面，而且应开门见山、一目了

然，贵短、贵精；健康医学科普是全民健康、健康中国之基，它

也是重大的系列课题，这类科普无小事，自我加压、全面增强

科普能力，科普者应持续习得、奋进。 让健康医学科普“亲”、

让科普“近”，将健康医学科普“洒”向社区和每个人而且接受

度大，此乃科普的要点、落点。 为此，科普者当眼观四野、耳听

八方，把握热点、呼应关切，继而经常推送简洁、有趣和受用

的科普信息。

3.2�剔除妨害健康的因子和提升国民健康素养， 科普者

当积极作为

科普信息是公共传播品和教科书，它是受众生活、工作

需要的“软件”；科普国民、科普中国和全面地靓化中国，要在

织好科普的密网，用各种科普情资正面激励、诱导受众，以让

大家生活营养均衡、工作“绿色”，并增大获得感、幸福感以及

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度。 达成全民健康、美丽中国需要针对性、

教导性、助长性强的科普信息普照、滋润、提携受众；[19]科普

者是健康医学科普信息与受众的连接者、传导者，助推“健康

中国”，科普者当了解国民之实需和有关动态，应整合科普资

源，源源提供优秀的科普产品；基于健康医学科普等逐步成

为科普的资优者或“金牌科普者”，科普者宽泛地读书、进修

与辛勤劳作、做贡献势不可免。 健康医学科普专业性、科学性

强，涉及的项目较多，让它伴随受众并增强其公信力与疗效，

转播、摘编或创作此类科普信息，科普者要小心翼翼，不能马

虎。 文字、细部决定着科普的质量、功效，有效传递相关情报

和增强预防、“碾压”疾病和延年益寿的功能，健康医学科普

的细节乃关键，因而，它的细部必需认真打磨、完善。 增加健

康医学科普的青睐度、“战斗力”， 做此类科普理应严肃、严

谨，一丝不苟；增加健康医学科普的“势能、动能”，给力解民

忧、谋民利和可“感动”受众，科普者要不忘初心，强化问题意

识并尽职尽力地推展科普。 城乡社区是科普重地和传送健康

医学科普消息的高地，又是此类科普丰茂之场域，做大健康

医学科普，要有配套的系列动作且使科普信息有魅力、持续

的吸引力；让健康医学科普是社区之友，使居民心态乐观，会

生活、全家康健以及提高他们的幸福体验度等，做好健康医

学科普势在必行。 健康医学科普当充盈、 货真价实和普惠居

民，它可“量身定制”甚至有交互性等；做强这类科普，实现其价

值，社区科普者应担当，增强服务意识和学研不停、多出力。

4�结束语

让受众身心康健、 生活惬意和全方位提升其幸福感，需

要形态多样、暖心的健康医学科普；提高国人健康质量和生

活、生命品质，此类科普当增大与实需的联系度、契合度，它

应“细腻”、管用。 健康科普、医学科普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

内容都要有，它们要“深情厚谊”“情深意长”且有助于社会

“春暖花开”直至增大国家的硬、软实力。“现代化是一个多方

面的变化过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一切领域”（政治学

家塞?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人的现代化、社会

现代化，需要健康医学科普辅助、拉动；让生活“简单”、甜蜜

蜜和国人笑口常开，健康医学科普应清新、“缤纷”和多多益

善。 实现全民健康、“做身体健康的民族”（习近平，2018,4）和

继续扮靓中国， 进而在全球增加中华民族的分量与注目度，

健康医学科普当在国人中“落户”并有代入感，发展科普要增

加其体量和按下“快进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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