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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和大家探讨的内容我要和大家探讨的内容

• 什么是公共卫生安全？

中 公共 安 临 些挑战• 中国公共卫生安全面临哪些挑战？

• 中国公共卫生安全有哪些机遇？中国公共卫生安全有哪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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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共卫生安全？什么是公共卫生安全？

• WHO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定义是：WHO全球公共卫生安全的定义是：
•为尽可能减少对危及不同地理
区域以及跨国范围公众群体健
康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脆弱性康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脆弱性
而采取的预见性和反应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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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共卫生安全？什么是公共卫生安全？

• 21世纪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健康三
大新的威胁：大新的威胁：
–新发和再现传染病
–生物恐怖生物恐怖
–大规模有毒化学废物的倾倒

•这些威胁严重地影响到国民的生命
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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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公共卫生安全？什么是公共卫生安全？

• 国家安全就是保护国家主权，国民的
生命和自由。生命和自由。

• 因为公共卫生安全问题涉及国民的安
全和自由，所以是和国防安全,金融安全和自由，所以是和国防安全,金融安
全,信息安全一样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

•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有能力、没有任何 个国家，无论多有能力、
富有或者技术先进，都无法单独预防、
发现和应对所有的公共卫生威胁。因
此公共 生安全 个 安此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又是一个国际安
全问题。

2009-2-17 5



中国公共卫生安全面临哪些挑战？中国公共卫生安全面临哪些挑战？

•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再讲一个并非耸人听闻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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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故事

• 2002年底我回国找工作时应邀做了一个”生物恐

个真实的故事

2002年底我回国找工作时应邀做了 个 生物恐
怖离我们有多远”的讲座，其中描述的一个故事
不幸和一个多月后发生的事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不幸和 个多月后发生的事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
处

“金秋送爽 正是观看球赛的大好时光 星期– “金秋送爽，正是观看球赛的大好时光。星期
天下午3点，南方某市大型露天赛场，数千球
迷正沉浸在激烈的比赛中 空中有一架小型迷正沉浸在激烈的比赛中。 空中有 架小型
飞机拉着一条巨大的气球标语，为当地一家房
地产公司做广告 （谁也没注意到飞机上掉下地产公司做广告。（谁也没注意到飞机上掉下
一些白色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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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故事

–星期一晚上开始，市内几家大医院的急诊室
都陆 来 相 病 高都陆续来了不少症状相似的病人。高烧，咳
嗽，气促，全身无力。有的是一家人都病了。
有几个昨天还很正常看球赛的小伙子因呼吸
困难须人工插管用呼吸机。很奇怪，所有的困难须人 插管用呼吸机。很奇怪，所有的
病人都看了昨天的球赛

–病人还是不断到来 可是医院已经连加床的病人还是不断到来，可是医院已经连加床的
地方都没有了。已经有两个病人死了。媒体
报道引起全城恐慌 当卫生当局知道是炭疽报道引起全城恐慌。当卫生当局知道是炭疽
爆发时，发现市里现有抗菌素远远不够。抢
救病人的人工呼吸机也十分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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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们当中不少人恐怕还对2003年5月的–我们当中不少人恐怕还对2003年5月的
北京情景记忆犹新:

•当时, SARS肆虐北京. 闹市区几乎看
不到人 高速公路也没见几辆车不到人, 高速公路也没见几辆车.

•宽敞的首都机场空荡荡, 豪华的高
级宾馆没人住级宾馆没人住.

•一直是车水马龙, 热气腾腾的中国首直是车水马龙, 热气腾腾的中国首
都这时是一片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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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3日,北京长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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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面在不远的将来

有无可能重现？有无可能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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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

• 2013年6月初 全球变暖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个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

2013年6月初，全球变暖达到 个新的高峰。

• 连续一周，中国各大城市出现反常的高温。
电力超负荷 空调停了 为 热 许多电力超负荷，空调停了。因为天热，许多
人睡不着，晚上就通宵在街上打麻将。

• 最近股市又现牛市，全民炒股。海外金融
大鳄再次兴风作浪 上海深圳金融风暴再大鳄再次兴风作浪，上海深圳金融风暴再
现。熊市让许多人破产，一辈子积蓄瞬间
烟消云散 跳楼的有 但更多的是中风和烟消云散。跳楼的有，但更多的是中风和
心肌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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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

• 京、沪、津、渝和羊城从六月初开始医院

个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

京、沪、津、渝和羊城从六月初开始医院
中风和心梗病人剧增,六月中旬大小医院都
已经连加床的地方也没有了。

• 情况继续恶化， 差不多每五家就有一个中
风或心梗病人。病人中出现不少医生，完

中 或 病全是累出的中风或心梗病。
• 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中国城市几乎瘫痪了：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中国城市几乎瘫痪了
到处一片混乱，高价也雇不到护理人员。
许多人没有办法，只好请假在家照顾中风
和心梗的亲人 大多数企业和政府机构因和心梗的亲人，大多数企业和政府机构因
此没法正常运转。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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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很不想看到上面的情景发生我真的很不想看到上面的情景发生

然而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然而这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 现在中国有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庞大的中风和
心肌梗塞的高危险人群，目前大部分高危险
人群的危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评估和控制，人群的危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评估和控制，
许多人都因此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 我们每个人都能不时听到这类不愿意听到的我们每个人都能不时听到这类不愿意听到的
消息：王均瑶,高秀敏，候耀文…

• 我们没有理由放任上面的假想情景有变成现• 我们没有理由放任上面的假想情景有变成现
实的任何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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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

• 如果不能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经济繁荣是建
立在沙堆上的 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其立在沙堆上的,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其
实历史早就有警示：

• 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后相当一段时间缺乏社会
协调发展 不能实现人口城市化 其原因就协调发展，不能实现人口城市化，其原因就
是工业革命带来经济发展但没有带来公共卫
生安全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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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个故事告诉我们: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

年 英 个城市光 急性传染病霍• 1853年,英国三个城市光死于急性传染病霍
乱的就高达10，675人。

• 1854年, 伦敦一条街附近曾经出现两周内死
500多人的悲剧500多人的悲剧。

• 悲剧迫使人类学习。于是传染病控制，检疫，
免疫接种，安全用水和污物处理等技术出现
了，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体系使城市首次在了，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体系使城市首次在
历史上成为比农村更健康的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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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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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告诉我们:

• 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必须与时俱进，SARS过去了，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必须与时俱进， 过去了，
新的公共卫生安全威胁还会出现。

• 公共卫生安全一直面临“财神跟着瘟神走”的• 公共卫生安全一直面临“财神跟着瘟神走”的
尴尬局面，只能说明我们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
的忍耐度高于对战争和其他威胁的忍耐度的忍耐度高于对战争和其他威胁的忍耐度。

• 在现在和平时代，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性已经
不言而喻。

• 没有公共卫生安全 我们不但不能满足现代人没有公共卫生安全，我们不但不能满足现代人
的需求还要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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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卫生安全面临的挑战

• 新发和再现传染病观念落后是中国提高公共卫新发和再现传染病
• 未富先老
人口基数大 性别失衡 素质不高

• 观念落后是中国提高公共卫
生安全水平的最大障碍之一• 人口基数大，性别失衡，素质不高

• 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生物恐怖，

生安全水平的最大障碍之一。

• 慢性病恶性爆发是中国公共
• 自然灾害，
• 医疗质量 医患关系

• 慢性病恶性爆发是中国公共
卫生安全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医疗质量，医患关系

• 伤害
卫生安全面临的最严重挑战
之一。

• ……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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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人40年经历了西方人400年的时代变化

•二十年城市饭桌变迁（82年到02年）
鱼肉 禽畜（ 克 克）水产（–鱼肉： 禽畜（62克-104克）水产（22-
45）

–谷类： 70克- 47克

脂肪供能比 （25% 35 4%）–脂肪供能比 （2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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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肥胖是可以传染的而且，肥胖是可以传染的

•对12067人长达32年的研究发现，肥
胖是可以“传染的”。人与人之间的胖是可以 传染的 。人与人之间的
传播是目前肥胖流行的一个可能原因。

• Nicholas A. Christakis, M.D., Ph.D., M.P.H., and James H. Fowler, Ph.D. The Spread of Obesity in a Large 
SocialNetwork over 32 Years。n engl j med 357;4 www.nejm.org july 26,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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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实是中国的现实是…

年经济起飞用完了 年以来 十年的健康资• 20年经济起飞用完了1949年以来三十年的健康资
源积累，我们还在透支。

• 中国SARS前并没有很好地投资公共卫生安全。

• 中国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需要公共卫生中国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需要公共卫生
安全。

• 中国大量的高危人群不预防 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慢中国大量的高危人群不预防, 旦出现大规模的慢
病恶果“中风”“心肌梗塞”爆发，后果不堪设
想。想。

• 中国人多，老龄化，双重疾病负担，现有哪个国
家的模式都解决不了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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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卫生安全有哪些机遇？

执政党十七大提出的 以人为本 解

中国公共卫生安全有哪些机遇

• 执政党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解放思想，

• 中国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SARS后有重
大进展，科学地投资健康，大进展，

•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有丰
富的经验

通过健康管理提高全民的
富的经验

• 国人的健康意识SARS后极大提高健康素质进而提高
• 和平崛起的中国有能力投资公共卫生安
全

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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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健康完全健康 绝对死亡绝对死亡

健康 低危 中危 高危(亚临床) 疾病与损伤 濒死健康,低危,中危,高危(亚临床),疾病与损伤,濒死

出现临床症状（疾病）
严重1%

卫生资源

高危险状态（早期病理改变）

疾病
1%

19%
70%

高危险状态（早期病理改变）
慢性病

19%

中危险状态 80%
30%

低危险状态

相对健康/一般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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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如何提高全民健康素质？健康管理如何提高全民健康素质

提高健康素质方法

出现临床症状（疾病）
指导改掉不健康习惯
根据地不同疾病要求
协调疾病的治疗

提高健康素质方法

高危险状态（早期病理改变）
指导改掉不健康习惯

发 病变

协调疾病的治疗

高危险状态（早期病理改变） 早期发现病变早期干预
评价危险程度，减少危险

中危险状态
指导改掉不健康习惯
评价危险程度
减少危险

低危险状态
指导培养健康习惯
评价危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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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和微观健康管理
警惕的医护人员警惕的医护人员
高效的卫生官员

健康素质良好的大众健康素质良好的大众

先进的科学技术
严格的检疫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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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的卫生消毒



要提高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水平

• 我们不能犯美国已犯的错误:2万亿美金的“诊断

要提高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水平

我们不能犯美国已犯的错误:2万亿美金的 诊断
和治疗”系统解决不了三亿人的健康问题，2007
年我们的GDP只有2.7万亿美金。年我们的 只有 万亿美金。

• 要保障13亿中国人的公共卫生安全，为国际公共
卫生安全做贡献，我们必须进行战略转移,从只卫生安全做贡献，我们必须进行战略转移,从只
关心20%人的看病问题到关心以80%健康人为主的
所有人的健康。

• 没有公共卫生安全，就没有小康社会，也没有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

• 提高中国的公共卫生安全水平，应该通过健康管
理提高全民健康素质，构筑公共卫生安全防御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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