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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健康生活

随着现代社会和科学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
活不断丰富，可是健康状况却不容乐观。据权威部门报告，
70%以上的职业人群有不同程度的亚健康状态，全国共有
高血压患者1.6亿，糖尿病人4000万以上，每年新增癌症
病人200万。

要健康，首先要懂得如何健康生活。宁波人的健康状
况如何？又有多少人懂得如何健康生活？几天前，市疾控中
心公布了“2016年宁波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结果。监测结
果显示，2016年，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18.65%，不
仅比2015年提升了3.21个百分点，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2016年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共收回调查问卷3967份，
城乡人口比1.101，男女性别比11.09。调查对象文化
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占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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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
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
信息和服务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
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健康素养
对个人健康意义重大。健康素养能
综合反映个人整体健康自我管理能
力和健康素质。大量研究表明，健康
素养和期望寿命、生命质量高度相
关。

“2016 年宁波居民健康素养”
监测结果显示，2016 年我市民健康
素养水平为 18.65%，比 2015年提升
了 3.21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每 100
个 15-69 岁的市民中，约有 19 个人
具备基本的健康素养，了解基本健
康知识和理念、掌握健康生活方式
和行为内容并具备基本的健康技
能。根据 2010 年全市人口普查数
据，我市 15～69 岁常住人口共计
626 万人，那么据此估计全市 15～
69 岁的人群中具备健康素养的人
数大约有117万人。

从监测结果看，宁波人的健康
素养呈现为“三高两低”：

已初步形成科学健康观的比例
为37.99%。

调查显示我市居民对于健康的
定义、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大量
出汗后补充淡盐水、健康体检等问
题的理解正确率均超过 65%，说明
我市居民科学的健康观已初步形
成。值得一提的是，科学健康观的问
卷题目中，母乳喂养的益处知晓率
较低，仅有 1/3 的对象知晓母乳喂
养的全部优点，应继续加大宣传，强
化母乳喂养意识，提高母乳喂养率；
促进心理健康的正确方法知晓率也
较低（57.30%），也应加强促进心理
健康方面的宣传。

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水平已相
对较高，为55.78%。

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水平在六
类健康素养中最高（55.78%），这与
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有
关，如“非典”、甲型 H1N1 流感、
H7N9禽流感、埃博拉病毒、日本核
泄漏、食品安全、职业伤害、地震、洪
涝灾害、泥石流、极端气候等，政府
不断加大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工作的力度，广泛传播安全急
救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群众安全
急救意识不断提高，更加关注对安
全急救知识的获取和利用，对提升
居民安全与急救健康素养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居民已初步具备传染病防治知

识的比例为32.36%。
近 10年来我国几乎每 1至 2年

就有 1 种新发传染病出现，如埃博
拉、寨卡等。我市作为国际化的港口
贸易城市，拥有 200 多万的流动人
口，给全市的传染病防控带来巨大
的挑战。了解常见传染病防治知识、
掌握正确的预防要点与每位居民息
息相关。调查结果显示，通过这些年
的健康宣传，乙肝的传播方式、犬伤
处理、疫苗接种禁忌事项的知晓率
均已较高，但是关于咳嗽打喷嚏时
如何掩住口鼻这种最简单的常识，
知晓率却仅有28.8%。

慢性病防治和基本医疗素养是
短板。

监测结果显示居民慢性病防治
素养仅为 10.75%，为六类健康问题
中素养最低的一项，即仅有十分之
一的居民具备慢性病防治素养。根
据市疾控中心历年监测数据，我市
居民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和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等慢性病导致的死亡
占比超过居民总死亡数的 80%，慢
性病仍然是居民疾病负担的首位，
而我市居民对高血压、糖尿病等常
见慢性病的防治知识却普遍一知半
解。

基本医疗素养指人们在科学就
医和合理用药方面的能力。监测结
果显示，具备基本医疗素养的人仅
为 12.98%。我市居民普遍存在用药
误区，超过40%的调查对象认为“久
病成医，慢性病患者可以根据自己
的感觉调整治疗方案”；60%的对象
不理解“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
容是什么及到哪里获得；约 70%的
对象不理解“OTC”标识的含义；近
一半（45%）的对象未掌握体温计正
确读数方法；关于肝脏位置及功能，
能正确理解的仅有 14.65%；1/4 的
对象认为输液见效快、有病首选输
液；30%的对象认为预防流感最好
的办法就是服用抗生素。

具备健康信息素养者仅有 1/4
（28.16%）。

健康信息素养是指人们获取、
理解、甄别、应用健康信息的能力。
本次调查中，重点考查了居民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态度、处理媒体
宣传中健康信息、查看预包装食品
包装袋信息、理解医学科普文章等
方面的能力。结果表明，我市居民健
康信息素养水平为 28.16%，提示城
乡居民健康信息素养水平仍然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

每100个宁波人
约19个懂健康 吃过晚饭，老张来到家附近的

小学操场，发现操场上早已是热火
朝天。跑道上，人们或快走或慢跑；
运动场上，一群青少年正在大汗淋
漓地打篮球；紧邻操场的羽毛球馆，
几位居民矫健地挥舞着手中的球

拍。
“现在的人真是越来越重视健

康了！”老张赞叹着，加入跑步的行
列。

确实，宁波人越来越重视健康
生活了。将2016年与2015年两个监
测年度的居民健康素养监测主要结
果进行比较,发现 2015 年我市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为 15.44%，2016 年为
18.65%，整体来看，我市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而宁波人对健康生活的重视，
以及健康素养水平的逐年提升，离
不开我市对市民健康的重视。为促
进广大市民拥有健康的生活，这几
年，我市出台了多项举措。举办“医
院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实践技能培
训班”、健康教育巡讲师“微讲座”演
讲技能比赛、鄞州区首届“万步有
约”职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启动
……这些活动成为向市民开展健康
宣传的有效途径。

据介绍，目前，我市已初步建立
起在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领导下，以
各级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为指导、以
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为骨干、以各基
层单位兼职人员为延伸、以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健康教育项目为载体、
较为完善的健康教育体系。先后组
建了健康巡讲专家团队、志愿者团
队和健康指导员团队，通过举办健
康教育讲座、发放图文健康传播材
料、播放相关视频节目、设置健康教
育宣传栏、开展健康咨询活动等形
式开展了大量的健康教育活动。

2009 年，我市启动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行动，成立了市、县两级行动
领导小组及行动办，着力推进四方
面工作。一是推进示范创建工作。截
至2016年12月底，全市累计创建示
范社区147个，示范单位98个，示范
食堂128个，示范餐厅69个。二是开
展系列宣传活动和健康讲座。以健
康教育巡讲“百千万”工程为抓手，
五年来，全市共开展各级讲座近 8
万场。三是推进特色专项行动。据统
计，已累计在全市 210 个学校班级
推广了学校“快乐 10 分钟”专项行
动，试点覆盖青少年学生超过 9000
名。同时各区县（市）结合慢病工作，
均积极开展了以食品营养标签教
育、窝沟封闭、口腔健康、减糖等为
主要内容的专项行动。四是培养了
一批“接地气”的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员 ，截 至 2016 年 底 ，我 市 各 区 县
（市）共计招募和培训健康生活方式
指导员近 5000名，指导群众覆盖人
次达25万人次。

自 2009年起，我市探索开展自
下而上的健康细胞建设模式。镇海
区招宝山街道率先开展以促进居民
健康素养、构建和谐社区为内容的
健康街道建设；2011 年全市实施

“健康促进百千万工程”，确定了 6
个乡镇（街道）、2 家企业为市建设
试点单位。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形式
多样的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已建成
健康步道83条，健康小屋（加油站）97
个，健康主题公园23个，健康学校88
所，健康知识一条街1条。19家医院
被省爱卫会、省卫生计生委命名为浙
江省健康促进医院，12家学校被命
名浙江省健康促进金奖学校。

在规范构建健康素养监测体系
的同时，我市还不断探索新形势下
健康促进与教育的模式，与各级媒
体联办《小米健康所》、《健康生活开
讲啦》、《健康说》、《健康零距离》等
电视、电台健康专栏，变单一媒体的
传播为多媒体共同发声，实现健康
宣教效果的最大化。

这些健康支持性环境为市民的
健康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健康促
进专项行动、各类健康宣传活动及
健康讲座，更是让宁波人的健康素
养大大提高。去年下半年，首批
38个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市揭晓，宁
波名列其中。

宁波人健康素养逐年提升

尽管宁波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逐年在提升，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但是，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
所所长贺天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全 民 健 康 素 养 促 进 行 动 规 划
（2014～2020年）》明确要求，2020年
实现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到
20%，东部地区提高到24%，相对这一
目标，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仍有一
段差距，实现规划目标要求需要政
府、专业机构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宁波该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健
康素养，以实现24%的规划目标？记
者就此特别采访了多位专业人士。
专家们在建议提高健康素养监测工
作水平的同时，提出了三大建议。

建议一：将健康素养纳入经济
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健康素养是健康的主要决定因
素，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

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是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的综合反映。世界卫生组织
研究表明，健康素养是预测人群健
康状况的较强指标，和人均期望寿
命、生命质量高度相关；提升公众健
康素养可有效减少健康不公平，显
著降低社会成本；政府应将健康素
养纳入公共卫生政策，作为卫生和
教育等政策的明确目标。健康素养
是健康的直接反映和重要决定因素，
因此，健康素养应当成为评价和预测
人群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作为衡量
卫生工作成效、国民健康水平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纳入到经济社
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建议二：加强重点地区、人群、
领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从监测结果看，城乡居民的健
康素养水平差距进一步在拉大，城
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2016 年提升

到 24.44%，而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只有 12.26%，城市居民健康素养
几乎高出农村居民一倍。不同人群
的健康素养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农
民健康素养水平最低。

针对这一监测结果，专家们建
议加大农村和山区等重点地区，青
少年（高中、职高、大中专学生）、中
老年人、农民和企业工人、慢性病患
者等重点人群，科学就医、合理用药
和疾病防治等重点领域的健康教育
工作。针对不同人群、不同健康问
题，开发有针对性的健康传播材料
和工具，尽快建立和完善全市的健
康教育传播材料云资料库，实现实
时更新和共享。

继续加强与教育部门协作，提
高大、中、小学校健康教育课程开课
率和教学质量，积极开展健康促进
学校创建活动，力争在儿童、青少年

时期养成良好的健康意识和卫生习
惯，使其终身受益。

建议三：积极探索提高居民健康
行为和健康素养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依托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
健康促进学校、健康促进企业、健康
促进医院等活动平台，以学校、厂矿
企业、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和乡镇卫生院（室）等场所为阵地，
广泛开展以改善健康行为形成为目
的的综合干预活动，开发有效的干
预措施，促使居民在掌握健康知识的
基础上逐步改善并固定健康行为，形
成健康习惯。针对当前居民缺乏的慢
性病防治知识和基本医疗知识，制定
科学、可行及有效的传播策略，充分
利用电视、广播、微信、互联网、手机
APP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媒体传
播形式，广泛开展以提高全民健康素
养为目的的健康传播活动。要针对我
市的实际情况，对外来务工人员聚集
地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和宣传
工作，采取广播、电视、宣传栏、传单
折页以及一些互动形式，拓宽外来务
工人员的信息渠道，扩大他们的健康
信息量，帮助外来务工人员掌握相关
的医改政策，增加科学就医和合理用
药的常识，促进他们掌握健康知识，
树立健康意识，提高健康素养。

将健康素养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不同年龄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布（2016年） 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布（2016年） 不同职业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布（2016年）

你懂得多少你懂得多少？？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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