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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physical� and�mental� health� and�“Healthy�China” need� the� assistance� and� escort� of� health� science�popularization�

and�medical�science�popularization.�Residents’ health� is� the� individual�and�social�wealth,� the�primary�and�support�of�social�develop-

ment�and�civilization.�It’s�our�priority�to�promote�scientific�development,�improve�people’s�happiness,�prevent�and�treat�diseases,�and�

improve�residents’ health�literacy�in�the�whole�region�and�life�cycle.�The�promotion�of�community�science�popularization�is�the�way�for�

teachers� to� serve� the�people.�College� teachers� should�do�more� to� enhance� the� influence,� radiation� and� sense� of� substitution� of� health�

and�medical�science�popularization.�Health,�medical�science�popularization�and�life�of� the�residents�are�intersected�as�a�whole;� there-

fore,�teachers�should�aim�at�the�needs�and�increase�their�contribution�to�strengthen�science�popularization,�as�well�as� improve�the�na-

tional�life�and�health�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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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民身心健康和“健康中国”需要健康科普、医学科普辅助、护航。居民健康乃个体、社会财富，是社会

发展、文明的首要与支撑；推进科学发展，提高人民幸福度，全地域、全生命周期地防病治病和提高居民健康素养

是先务。 助力发展社区科普是教师为民服务的路径，增强健康、医学科普影响力、辐射力与代入感，高校教师应多

施力。 健康、医学科普与居民生活、生命交集大，教师要瞄准需求，给力做强此科普；助提国民生活与健康水平，教

师要增加贡献度。

关键词：健康科普；医学科普；教师；社区科普；健康居民；健康中国

1 引言

推动“健康中国 2030”战略，健康科普、医学科普是抓手

和动力源，助你、我、他（她）生理、心理健康和圆“中国梦”，健

康、医学科普要扩容、升档、增能。 健康、医学科普及其发展事

关国民、民生和社会昌明，协力做大这类科普，让大家身心康

健是高校医科、药科与营养、保健专业以及这些院校附属医

院教师（以下简称教师）的使命和职业任务。 促使健康、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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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茁壮，增强其影响力、辐射力、代入感和增大它的业绩，

教师应关注、加持。

2 有关情资一瞥

2.1�癌症资讯

癌症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公共卫生问题，因人口老龄

化和生活方式改变等，导致癌症患者及负担在增长。 肺癌是

我国发生率、死亡率最高的癌症，5 年生存率为 16%，其发生

率、死亡率在上升。 长期接触厨房油烟和二手烟的女性患肺

癌的概率较大，我国肺癌发病趋势是：老年患者比例在增加；

50 岁以下人群成年女性发病率大于男性；晚期患者比例在增

大。 权威专家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85 岁时，累计患肺癌风

险为 36%；早期筛查可提高肺癌检出率 74.5%，降低肺癌死

亡率 20%。 乳腺癌属女性常见癌症，我国乳腺癌患者集中在

45 岁 -55岁； 京沪妇女患此癌有两个高峰年龄段：45 岁 -55

岁，70岁 -74岁。当下，白血病、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淋巴癌的

发生率位居儿童癌症前三名。 业内专家撰文说，50 岁以上的

男性是前列腺癌高发人群，随年龄增大其发病率渐升。 2015

年， 前列腺癌在上海市男性十种癌症排名中升至第四位；未

来几年内上海的前列腺癌发病率会在此排名中升到前三位。

吸烟、饮酒、缺乏身体运动、低蔬菜摄入、低膳食纤维饮食、体

重超标、糖尿病等 23 种可改变的因素能引发癌症发生；我国

成人癌症死亡的 45.2%归因于此 23种因素。上海市卫健委提

出：预防、降低癌症发生需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居民防癌、抗

癌要吃动平衡与健康体重相结合。《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

计划》的目标有：宣传防癌、抗癌知识，加强癌症早期筛查；将

全民知晓度提到 60%以上。 中科院院士、国家癌症中心郝主

任强调，防控癌症应解决四个问题：预防难、患者生存率不

高、医疗水平均质化程度不够与规范化诊疗质量待拉升。

2.2�心理、精神健康情报

《2017 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书》表明，有 73.6%的

居民心理亚健康。《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揭示，现在，我国 17

岁以下儿童少年中， 约 3000 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

（多动症、抑郁症、自闭症等）的困扰。 统计显示，到 2018年末

中国互联网用户数有 8.29 亿，其中学生占比为 25.4%。 我国

青少年过度依赖互联网的比例接近 10%，农村的此状况比城

市严重。 2018年 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网络游戏成

瘾”属精神疾病。 12岁至 16岁少儿是网络成瘾的高危人群，

研究表明，游戏成瘾的患病率约为 27.5%。预计到 2020年，国

人精神障碍类疾病负担将占我国总疾病负担 20%。

3�“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做优大众科普是

内需与保证

3.1�抬升国民健康素养，提高健康、医学科普的量、质乃

充分条件

人的现代化是科技、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前提与基

础，是社会现代化的要求、项目与标记；身、心健康乃人的现

代化之柱石与起点。 身心康健关系个人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健康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一个人不能少，一户不可缺。 我

国有近 14 亿人，任何一种疾病得病者都会不少，患者及家庭

和社会的负担会较重。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个人获取、理解健

康信息，并运用这些信息维护、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减少、

降低国人健康风险和患者及家庭的经济、精神负担，健康、医

学科普乃根基与高级教练，做大之是关键与刚需。 健康、医学

科普可祛除封建迷信、克陋习，批判伪科普、假科学，能戳穿

江湖游医和惑众之“大师”的嘴脸；此类科普是受众的“仙草”

和“广谱抗生素”“复合维生素”，它可助受众健康、快乐地生

活。 丰实健康、医学科普是大众科普繁盛与科学发展的逻辑、

趋势与诉求，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加人民

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繁荣健康、医学科普，增大其感召

力、影响力、拖曳力理由十足。 由上述高信度的讯息（国家职

能部门、 国家级专业学会等常公布涉及国人身心健康的情

资，此类消息高端、严肃的传媒也时有报道，限于篇幅，小文

仅罗列了这点大道消息）和拙文参考文献可了悟：恰切地干

预城乡居民生活、多侧面助其健康是时需，广泛、深入地实施

健康、医学科普现实性、急迫性强；践行“健康中国 2030”，提

高国民生活力、生活质量与健康素养、能力，丰富健康、医学

科普不言而喻、且须加速。 健康、医学科普是健康佳品与健康

的百科全书，及受众、及生命健康、及需求、及发展是健康、医

学科普的主题与行为动词。 强化居民健康意识、行为，促其生

活简约、低碳、适度和增强居民的健康力、生命力，教师可在

社区主导的框架内，借助社区这一平台用图文并茂或声光电

等方式在线上、线下开展亲民性强的系列化健康、医学科普。

促进受众身心健康，建造健康城镇与全面推进城乡现代

化建设，健康、医学科普要瞄准、回应受众、社会发展之需，提

供化解问题的实用方案与措施；这类科普应通俗易懂、多元

化，有前瞻性、导正性且召唤力强。 助国人生活美满、工作进

步与家庭康福，用健康、医学科普左拉右勾国人是“技术”与

要件；助增国人健康素养水平，使之身心舒畅，健康、医学科

普不能失毫厘，多向性、精度高、作用力大是此类科普进阶的

指向。 如此，教师要为健康、医学科普增加补给，助其蓬勃、精

准。 健康、医学科普属自然科学，也是社会科学，职业科普者、

教师要用情、用心地让此类科普与需求的契合度大，并有温

度、“感情”和人文关怀。 健康、医学科普即当代的悬壶济世，

它是受众的全科医师和家庭健康导航员； 此类科普充沛、温

情与亲善力大是提高国人生活品质和“健康国民”的必要条

件。 健康、医学科普是受众健康的守护者和防病之盾，“健康

中国”需要它助建、维护；这类科普可夯实贫困地区脱贫基

底，增强贫困人口脱贫之力，做好农民、农村、农业工作，促进

乡村振兴需要它关照、加油、牵拉。 如是，科普者要想法设法

让大家共同关注健康、医学科普并纳用之，以提高全民的健

68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二十三期

高职教育探索与实践

康素能。 现下，力助受众心理康健，科普者不能忽略、轻视，传

播心理健康知识，健全心理疏导机制，协助患者病理治疗和

提高国民心理健康水平，是健康、医学科普的靶点，也是此科

普的增长点。 抬升健康、医学科普的传播度、吸用率，用此类

科普庇护居民、改造农民，科普需准确、广角、安全、连续且能

见度大。 提高居民健康素养是个人、社会发展的大事，达致

“健康中国”，改善城乡居民健康状态，让居民整体健康水平

与年俱进至关重要；提升居民健康素养，让老人有健康的晚

年和促进劳动者全面进步，健康、医学科普要提质发展。 教师

是健康、医学科普的资源库，增加健康、医学科普花色品种，

助提此类科普动能，教师应增加科普的介入度、着力点。

3.2�社区是科普的主干道，“健康居民”和提高社区品质，

社区科普要富足、频献力

科普是国策（2002 年颁布了《科学技术普及法》），它属科

学文化与公共福利；科普乃智民、强民（脑力强、职业能力强、

体质强）、裕民之要措。 社区科普（受众是所有居民的基层科

普）是大众科普、公共文化和社会教育的重要构成，社区科

普，增大魅力、吸引力和居民的参与率、行动力为最。 富裕大

众科普和以文育人、文化中国，助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充分、

平衡，繁荣社区科普当然；助力降低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和我

们的基尼系数， 发展含社区科普在内的大众科普是硬任务，

且应持续、不懈，使科普强大。 放送、渗透科学思想、科学精神

（崇仰科学、真理，尊重事实、公理和客观规律，求真、务实、创

新，工作、生活以理智为依归，工作精益求精是基因），使受众

昭昭、有活力和工作不断进击是新时代科普的要务；发展科

普，科普者应在张扬、扩散科学精神方面浓笔重彩，同时还应

硬化国民们的科学意识。 为此，教师要研究、扶持科普，重在

增加科普的“净重”及其对受众的冲击力、指导力。 社区是科

普基站，传播科学，增大科普对居民生活、发展的关照度和科

普的完成度，社区科普应力争上佳和吸引男、女居民眼球，并

可科学地干涉居民生活。 社区是科普扎根、伸枝之域，驱除一

些居民的落后意念、言行，提高居民生活、生命质量，社区科

普应多点拨、辅佐。 以上讯息等提醒我们，维护国人健康，助

大家身心强健、生活惬意，需用健康、医学科普长期地熏陶、

照拂居民，这类科普当做优、蔓延，教师襄助不可或缺。 科普

是慧民、健民、强国的技法，实现“科学下嫁”（著名教育家陶

行知）和科学大众化，提高居民科学文化素质，加大科普与居

民、社会发展之需的耦合度乃技巧。 充实、提携各类劳动者，

助其职业发展和增强劳动者的生产力、创造力，社区科普可

从旁协助或拾遗补缺、强化；促居民与进步、文明同向、同步、

同行，社区科普要内容丰足、形式多样与简明扼要、不高冷。

传递科技常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完善居民、美化社区

乃社区科普的纲要，让科技改变生活、成就美好生活“落地”，

社区科普要形散（门类、方式多）神聚（宣传科学，提高居民科

学素养、健康素养乃圆心）。 一些国人心理健康有恙是个体与

社会发展的隐患，尤其是青少年心理、精神有疾，这类现象有

关方面要聚焦、助力、缓解、遏制。 助解、消化国民的心理健康

问题是一技术活，参与者需有资质、有能耐；知道居民“心”需

要，有效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各地的相关教师责无旁贷，要增

援、做义工。 社区是投送卫生健康与医学常识的前沿阵地，健

康、医学科普必须是社区科普的常设专题，教师要帮助社区

设计、推展此类科普。 全域性推进绿色生活、工作，助推人的

全面发展与经济、城镇高质量发展，社区科普有托底之效能。

增强社区科普的教化力、塑造力、建设力，教师应发力抬升科

普品质以及科普的进家入户率与居民受益率。

社区科普可丰富居民的认知、思想，增强其才干，有利于

达成共同富裕、社区雅致。 提高全民科学素养、健康素养，社

区科普能“抬底部”或拉长“短板”；教师应秉持俯首甘为孺子

牛的精神，有序地进社区或园区、厂区、乡村等实施科普。 营

造尊重、关爱生命，人人讲健康、追求健康的社会氛围是“健

康中国”之需；增强城乡居民健身意识，强化以健康为重、康

健为美的公共理念、行为乃健康中国之要求与保障。 健康中

国，社区科普是要素甚至是砥柱，它属助居民健康，建构健康

社区、健康城镇的“武工队”“县大队”；健康中国，社区科普须

为之鼓呼、添薪、保驾。 教师知识、文化底蕴厚，眼界宽、实力

强，优化社区科普，普及健康生活概念、方法（如推广《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助提居民幸福指数，教师应增大支持度和增

强科普气场。 增加居民生活与城乡建设的现代元素，全面改

善居民生活和“健康城乡”是社会现代化的方向与设定，提高

健康、医学科普活跃度、显示度，让其周全、有力和关注率大，

教师应熟悉国情、社区情或民情、民意，做此类科普的技术顾

问，或亲力亲为开展科普。 健康、医学科普是居民的“吉祥

物”，一定意义上，多种类、优质的健康、医学科普是居民身心

健康的诺亚方舟，达到此类科普目的，科普要微而实、小而

优，可解决实际问题和让居民知行统一。 这样，教师可与社区

合建社区科普中心、社区科普展区（科普内容要根据需要定

期更新）或科普讲师团等，以利近距离、面对面地向居民推介

以健康、医学科普为主打的科普信息。 社区科普者是社区科

普的生产者、推送者，使居民共吸、共用、共享科普资讯，科普

者要增加科普才能与敬业度，并争取、邀请教师相助；提高科

普效率、效益，科普者应了解社区居民构成及其思维方式、阅

读惯习，再编撰、传播科普小品、科学故事、科技小史等，以免

事倍功半或科普效果大折损。 使居民衣、食、住、行绿色与改

善居民生活、健康状况，让居民与科普频相会、成亲戚乃条

件；宽泛地传递健康、医学科普消息，且居民接纳、迅速响应

此类科普则是健康居民之保证。 大众科普是扩展现代文明的

助手，是城乡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分子，还是致富

（思想富、财富）之源。 社区科普乃大众科普的重要板块，社区

科普强，大众科普兴旺，科普效应强。 社区是城镇细胞、城镇

的窗口，社区科普属惠民工程与城镇基建项目，发展社区科

普会一好百好，科普可让居民们优雅，城镇靓丽、品位高。 教

师是科普的信源与科普基干，科普，教师要有“好为人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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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助社区科普发达和传播优秀文化、先进思想，教师要有

底层情怀、平民意识，倾情为居民服务。

4�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教师应力助社区做大

健康、医学科普

4.1�健康居民是“健康中国”的基底与实需，健康居民，教

师当给力

社区是科普的最佳地带，健康、医学科普资讯是居民无

形的不动产及其进步资本。 助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我们的

目标：2020 年该指标超过 20%），使之生活充满阳光或生活甜

蜜，丰实健康、医学科普，提高其能级、景气度与收纳度是牛

鼻子。 国人健康是经社发展之支点和依托，与私与公，居民健

康都重要；健康、医学科普关乎科学发展大局，落实“健康中

国”战略，应让居民们与健康、医学科普握手、亲密。 增加居民

健康、医学基础性知识、技能，助妇女、未成年人、老人康健，

或患者康复是健康、医学科普的要义与繁荣取向；防病、治病

和健康促进、治未病，使健康、医学科普消息一目了然并嵌入

居民的生活、工作至要。 健康有道，健康、医学科普乃铺路石

和高速公路； 此类科普是社区科普的加分项和优先发展项

目，做强健康、医学科普乃壮大社区科普的应有之义。 发挥专

业优势，助健康、医学科普成长，用科普造福居民是教师的正

道；满足居民与社会发展的即时需要和近、中期需求，协建健

康村镇、健康城乡，教师要助健康、医学科普“肩宽、背厚、腰

圆”，并深入基层为居民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传达现代医学

常识，助提各种癌症的患者 5 年生存率（与发达国家相比，此

比率应抬升），直至让居民诗意地栖居在社区，教师要基于科

普、科学为居民效劳。 立足现况，助解发展的烦恼或实现知识

价值，教师可就社区科普发展和社区、城镇有效地助推“健康

中国”之事，申请、完成相关的应用性横向、纵向课题，供政府

职能部门参考；或带领学生做大样板、规范地田野调查，再撰

写、呈报可行性报告，协助省级及以下人民政府拟定、践履健

康居民、健康城镇等操作性强的细化方略。 科普是居民的“大

菜”，让居民无障碍接收健康、医学科普讯息，当让此科普新

颖、鲜活、“磁性”强；全方位拉提健康、医学科普质量，社区科

普者、教师要劳神费力。 社区科普者乃科普昌荣的关键人，科

普者强、社区科普丰盛。 健康、医学科普面广、细目多，开展这

类科普，科普者当勤奋学习、全心全意；创作或转载、改编健

康、医学科普作品，科普者应屏息凝神、一丝不苟。 增强科普

者工作能力，提高社区科普水平、战力，教师要指教、提拔或

传道、授业、赋能。 多层次助推社区科普丰茂与科普事业发展

是教师的义务与本职，协助社区开展性别化健康、医学科普，

适老科普；助科普者收集、整理资料，备好科普课；或校准待

发布的科普讯息乃教师介入科普的具体事务。

社区是健康、医学科普情报的传送高地，用这类科普知

会、帮助居民或抚慰一些居民，并为之带来欢乐是社区科普

的本能、“方程式”与落点。 时下，与膳食营养有关的慢性病威

胁着居民健康， 这些慢病增加了患者及家庭乃至社会的负

担。 扩充城乡居民营养知识，让居民吃饭科学和改善居民营

养状况可预防、减少许多慢病，健康、医学科普当为此效力、

站台、呐喊。 权威性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的“全球吃饭报

告”说：中国式饮食（高纳饮食和水果、杂粮不够）属“吃饭错

误”，因而被其批评。“上海市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结果

披露：该市居民肉类和烹调油、盐摄入量过多，谷薯类、蔬菜

类、乳类、大豆类摄入过少；营养素缺乏、过剩并存，超重、肥

胖问题凸显；儿童、青少年膳食结构要改进。 一日三餐吃、喝

非小事，它关系大家的生理健康与社会进步；助促居民知道、

瞄准先进、文明，自觉改善生活方式和吃得健康、安全，教师

要俯身社区，释放自己的科普势能，为居民送健康、送文明。

居民是科普的消费者和科普终端， 居民少参与或不待见，科

普失意义甚或无价值。 因而，教师应与居民沟通、交流，了解

其希冀，再与社区联手开展社区科普，重在增强科普的针对

性、现实感，使之受用、受到欢迎。 健康中国，“健康家庭”乃基

石；健康家庭，母亲、妻子是主力，它需要母亲、妻子经营、调

教。母亲是“健康家庭”（2019 年 4月，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

据表明， 普及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后，2014 年我国 5 岁以下

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已降到 0.3%，感染乙肝病毒的儿童减少

了近 3000 万人）的管家与建筑师，提高母亲科学文化素质与

健康素养有事半功倍之效。 如此，各地的社区拟为母亲特设

科普“频道”，教师应强化社会责任感、担当感，在抬升母亲健

康素质（我国是全球出生缺陷率很高的地区，每年新增有出

生缺陷的患儿有 90 万左右；遗传、环境是形成要因，前者影

响占比在 70& 到 80%。 提升人口素质须开展新生儿疾病筛

查，以控制出生缺陷，提高新生儿健康品质]）、能力上多使劲。

促使居民理解科学，增加其智识和塑造现代性城乡，社区科

普应“扩编”、增质、强效。 教师是社区科普“外脑”，助健康、医

学科普繁盛，让居民的膳食结构合理和健康地生活，教师应

支招、作为，下沉村、镇、乡开展“短平快”的科普应然。 健康、

医学科普科目多，开展这类科普科普者要有准备、精心，应善

做善成；助居民安康、社区祥和乃至形塑青春之民族（习近

平，2019，4、30），教师应施所长、尽所能，增大科普马力。 健

康、医学科普技术性颇强、要求严格，开展此科普要小心翼

翼，不能急就章，教师可为社区拟定此类科普清单，让社区整

合社区内、外资源落实；或为社区提供短小精悍的健康、医学

科普作品；也可进企业、公司，进街道、楼宇、居委会等提供菜

单式科普服务；或借助以画面为主的课件等面向居民开多方

向、互动式科普讲座。

4.2�社区是健康、医学科普重地，教师应在此发光、发热

和增加科普贡献率

社区是科普的桥头堡和健康大讲堂， 使居民亲近健康、

医学科普， 增强居民对此科普的依从性和促居民行为革命，

此类科普要增大“响度、音色”，其一招一式都应工笔。 社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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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牵涉面大、课目多且重要，不能单由社区科普者操劳，教师

要分担责任和增力；教师智识、学术积累丰厚，助促科普“高

大上”，向居民投送健康、医学消息正当、正常，此乃教师报效

人民之途。 没有人一生无健康问题，健康，涉及各个年龄段居

民，健康，无有人是局外人、旁观者。 力促居民自我保护、使己

长期康健，健康、医学科普须清晰、亲和、科学，且居民要与健

康、医学科普相濡以沫。 借梯登高是社区科普丰盛的策略、方

式，教师是此阶梯；做大健康、医学科普，教师是第一外力。 健

康、医学科普具有普适性、公益性、储备性、指向性，它能让受

众的生活乃至人生更好，成为社会进步、文明的需要者。 缓

解、消灭居民的小病、大病或各种慢病，助居民身心同健康与

延年益寿是健康、医学科普的“职务”与重心。 教师乃健康、医

学科普发达倚重的力量，他们应“出山”为此类科普多“填词”

“谱曲”，以让居民更多地分享健康、医学科普红利。 刻下，高

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和不少体检指标超标是很多居民的体

征，且这样的居民比例在扩大并有低龄化之势。 拥有、保持健

康，城乡居民须信赖、服从科学，生活不能粗放、任性，人人需

每天按照标准控制盐、油、糖的摄入量。 社区是科普热土和康

健养成所，促使居民“管住嘴、迈开腿”（普查显示，当前上海

市成年居民身体活动不足率为 28.04%，超重率为 32.14%，肥

胖率达 9.41%）且一以贯之，并对海量的“保健品”情资保持警

惕性，教师要及时传布正能量。 让健康、医学科普成为居民的

“亲信”，使居民有自我管理健康的好习惯，且助患者乐观、开

朗和科学地护养病体，健康、医学科普应有的放矢、有爱意。

居民健康是我们“强起来”的根本与迫切需要，基于健康、医

学科普和播撒先进文化做居民的好朋友，让居民常获得“小

确幸”，东、西、南、北的教师要无私援助、奉献。

居民健康， 需要健康科普护佑 [已知的人类疾病有几千

种，其中传染性疾病有 1415 种（62%源于其它动物）]、炼成，

居民高品质生活需有医学科普护航。 居民健康乃个体、社会

的财富，是社会全面进步的首要与支撑；促使经济增长与可

持续发展，让人民多获发展之利和满意、高兴，全地域、全生

命周期地防病、治病和促进居民健康乃先务与实事。 健康、医

学科普与居民的生活、生命交集大，做此类科普繁荣者，教师

要跟踪、对接新需求，增加科普新品。 有关现象说明：健康、医

学科普及壮大正当时，刷新居民认识、扩展其知识视域，不让

伪健康科普、伪医学科学流布、放肆，必须扩大健康、医学科

普谱系，让此类科普充裕、饱满；增强居民健康素能，推进“健

康中国”和助升城镇文明度，应加大健康、医学科普的笼罩

力、导向力，社区科普要尽职、兜底。 健康及其管理人人是第

一责任人，传递居民应知应会的健康、医学知识、技能，教师

应协助社区做实、做细科普。 科普属教师公务，他们助社区科

普花茂、果累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不降身价；做科普类网红

教师、社区科普专家乃教师的本分与“正形”。 助促居民每天

的身体活动时间达标，使之“脑清目明”身强体壮，社区科普

当实在、实惠和粘度、甜度高。 提高居民睡眠质量与情绪管理

能力，助居民科学地养身、健身、康护，健康、医学科普须靠

谱、升涨。 实现“健康中国”，当使居民向健康、医学科普“看

齐”，唯此科普是从；让居民共谋健康，力助改善一些居民的

生存状态和化解患者及家庭的精神压力，应增大健康、医学

科普的促进力、抚慰力。 构建健康大环境与宜居生态，铸造健

康的民族，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的社区是主阵地，社区科普

者、教师应让健康、医学科普适销对路和覆盖全社区、辐照所

有居民。 在以糖尿病、脂肪肝为代表的慢病发病率渐升的情

势下，教师要增强推展健康、医学科普的敏锐度、力度，贵在

让居民们听健康、医学科普话、跟其走。

5�结语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进步效命是高校的功能，科普乃高

校法定任务（2018 年末，中科院褚君浩院士建议：有条件的高

校拟设立科普专业，以培养专业科普者和促进科普繁荣），从

事科普教育、科普宣传、科普管理和参与科普公益项目是教

师为社会服务的路径。 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全民健康

素养，应让我们与科学为伍、有科普相伴；抬升国民综合素

能，达致既定的发展愿景，教师做“光荣的科学宣传员”（中科

院原副院长竺可桢）和科普马前卒理之所至，大专院校当激

励、表彰此行为。 助科普发展、繁荣，用科普、科学（百年前“五

四”运动高扬、倡导的一大主题）改造、惠及国人和助建一流

大国，高校拟用政策（可依据《国家科普法》《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列》，推出本校科普贡献奖励方法）、机制、舆论让教师有

做科普的热情、意向和内驱力，使之生产各类科普产品。 力促

教师抬升科普段位，使健康、医学科普茂荣，高校要年年褒奖

本校对校外科普、社会科普有贡献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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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网格化的气象预报预警服务提供技术支撑， 向林业、

农业等相关部门开放气象数据接口，整合、交换和共享气象

信息， 促进特色农业和种养大户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作，强

化气象大数据在农业生产、山洪地质灾害防治、森林火险预

警监测等领域的作用;同时与林业、农业等部门进行联合，针

对病虫害的防治、农作物创收等进行探讨和研究，开发适合

于本地农作物增收的预报系统，提高气象服务融入乡村振兴

的效率。

3.2.3�夯实人工影响天气的科学工作

对空中的云水资源进行合理的运用，积极的开展人工降

雨、消雹以及驱雾等技术性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减少自然

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4�小结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

是根本。 叙永县气象局将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挥优势，顺

势而为，让气象服务工作更好融入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振

兴提供更高效的气象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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