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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医结合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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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健康中国视域下ꎬ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应从单纯医疗卫生健康促进向非医疗性健康干预与生物医学干预

相结合的方向转型ꎮ 围绕背景、思路、框架、流程等问题进行研究ꎬ试图构建“体医结合”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模式ꎮ 研究

认为ꎬ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主要由学校、社区、医疗卫生机构组织和实施ꎻ以“３(基础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
本技能) ＋６(安全与急救、科学健康观、健康信息、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基本医疗)”健康素养评价体系为主要内容ꎬ突
出运动与医学促进措施ꎻ通过学校健康教育、社区健康服务、医疗健康服务多元化途径提升青少年健康素养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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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ꎬ“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被纳入«“健康中

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ꎬ并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 １３ 个主

要指标之一ꎻ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２０％ꎬ２０３０ 年达到 ３０％的目标[１] ꎮ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

来、民族的希望ꎬ提高青少年健康素养水平是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ꎬ更是健康促进工作者的重要

责任ꎮ 运动与医学以实现人类的健康为共同目标ꎬ两
者交叉结合能更好地提升健康素养水平ꎻ “ 体” 即

“防”ꎬ“医”即“治”ꎬ以防为主ꎬ防治结合ꎬ联防联控ꎬ
“体医结合”将真正成为青少年健康的“守门员” [２] ꎮ

１　 提出背景

１.１　 健康素养正向影响健康结局　 健康素养(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ꎬ ＨＬ)被认为是维持全民健康最经济有效的策

略ꎬ且与健康结局有直接的相关关系[３] ꎮ 健康素养水

平的提升可促进人们积极地获取新知识、健康态度、
自我效能、健康行为ꎬ从而产生更好的健康结局ꎻ有效

降低医疗成本ꎬ缩短住院时间和减少使用医疗服务的

频率[４－５] ꎮ 健康素养水平亦可通过 ３ 点影响健康结

局:影响自我管理的动机、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技能ꎻ影
响医患沟通的知识、信念和决策参与能力ꎻ影响获取、
利用医疗保健的搜索技能、自我效能和自觉障碍[６] ꎮ
１.２　 健康素养实然解析　 ２０１７ 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为 １４.１８％ꎬ较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１.５８％增长了 ２.６ 百分

点ꎻ从知识、行为和技能来看ꎬ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

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素养水平依次为 ２５.８２％ꎬ
１４.３０％ꎬ１６.３８％ꎻ从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来看ꎬ安全与急

救、科学健康观、健康信息、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
基本医疗素养水平依次为 ４５.０９％ꎬ４１.１２％ꎬ２２.９２％ꎬ
１６.０６％ꎬ１５.７１％ꎬ１５.３４％ꎻ青少年年龄段(１５ ~ ２４ 岁)
健康素养水平为 １５. ５８％ꎬ初中文化程度群体仅为

９ ２２％ꎬ高中 / 职高 / 中专文化程度群体为 １８.８８％[１] ꎮ
大学生的健康素养尚处于较低水平ꎬ尤其是在健康生

活方式与行为和慢性病防治知识方面较差[７－８] ꎮ 我国

居民健康素养整体水平虽有明显的提升ꎬ但与«“健康

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仍存在一定的差距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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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技能将成为素养促进的重

点ꎻ青少年健康素养水平的高低与自身文化程度存在

直接关系ꎬ具体表现在对健康信息的获取、理解并利

用这些信息改善自身生活方式与行为ꎬ进而维护和促

进自身的健康状态ꎮ
１.３　 “体医结合”的作用 　 目前ꎬ我国在健康素养促

进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与创新可归纳为以下 ２ 点:
(１)顶层设计ꎬ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ꎬ共建共享ꎮ ２００５
年ꎬ国家科技部公益基金项目«中国公众健康素养调

查与评价体系建立»ꎬ拉开健康素养理论研究与实践

的大幕ꎻ以政府文件形式出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基本知识与技能»ꎬ为全民健康素养促进指明了方

向[９] ꎻ以«健康 ６６ 条»为评价内容所构建的健康素养

评价指标体系ꎬ为全面开展健康素养促进工作提出了

选择路径ꎻ自 ２０１２ 年ꎬ全国健康素养监测工作连续开

展并逐步规范化ꎬ从健康素养 ３ 个方面、６ 类健康问题

全面评估健康素养水平ꎬ并成为健康中国建设的 １３ 个

主要指标之一[１０] ꎮ (２) 健康素养促进实证研究成效

显著ꎮ 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干预有效提高青少年的“大

健康”综合状况ꎬ包括身体的、心理的及社会适应能

力ꎻ强化生活方式干预ꎬ尤其是体育锻炼可降低不同

群体代谢综合征患者的血脂、血压及血糖水平ꎬ预防

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ꎻ健康信息知晓率的高

低决定青少年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技能、慢性

病及传染病防治的应用能力[１１－１３] ꎮ
学术界对“体医结合”概念的诠释各不相同ꎬ可归

纳为以下几类[１４－１７] :(１)临床实践视角ꎬ是一种慢性病

治疗与康复手段ꎬ如糖尿病、单纯性肥胖等ꎻ(２)知识

体系视角ꎬ“体医结合”是体育与医学的有机结合ꎬ强
调学科与知识结构相互补充与结合ꎻ(３)抽象概念视

角ꎬ指将体育科学理论及实践与现代医学相结合ꎬ依

托各方优势资源ꎬ促进全民健身与健康为主要目的的

一种健康管理模式ꎮ 综上所述ꎬ探索性地将“体医结

合”界定为体育科学理论及实践与现代医学相结合ꎬ
运用生物医学、非医疗性健康干预等多种体、医元素ꎬ
以提升健康素养水平为目的的健康素养促进模式ꎮ

“体医结合”对青少年健康具有以下作用:(１)防

病于未然ꎬ通过运动锻炼保持正常的身体形态ꎬ有效

预防肥胖及超重的发生ꎬ提高心肺功能及身体素质ꎻ
获取科学健身知识与技能ꎬ避免运动损伤的发生ꎻ改
善个体不良生活方式与行为ꎬ如久坐不动、手机依赖、
焦虑等ꎮ (２)既病之后辅助治疗ꎬ根据病情选择不同

的运动项目ꎬ采取相应的运动强度和运动量可提高身

体代谢速率ꎬ缩短治愈周期ꎻ锻炼频率的增加有助于

养成良好的运动锻炼习惯ꎮ (３)愈后ꎬ防止疾病的复

发及治愈后遗症ꎬ采用运动康复手段使人体功能从零

值到正值甚至更高ꎬ包括需要治疗的部位及整个身体

素质的全面提高ꎬ进而重返生活ꎬ回归社会ꎮ

２　 基本思路

“体医结合”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模式是以青少

年人群为核心ꎬ以学校、社区、医疗机构为组织和实施

场所ꎬ以“３＋６”健康素养评价体系为主要内容ꎬ梳理基

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 ３ 个方

面健康素养ꎻ安全与急救、科学健康观、健康信息、传
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基本医疗 ６ 类健康问题ꎬ整合

体育健康理论与技能、传统养生体育、运动康复资源、
现代医学理论与技能、传统中医养生等优质资源构成

健康素养促进的“体医”元素ꎻ“体医结合”提高个体获

取和理解健康信息ꎬ利用体医资源ꎬ做出正确决策ꎬ进
而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状态的能力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体医结合”模式整合思路

２.１　 健康态　 根据“３＋６”健康素养评价内容ꎬ绝大多 数青少年在健康状态学习体育运动与健身知识技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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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各项身体素质ꎬ掌握一项传统体育养生功法ꎬ如
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ꎻ定期进行医疗健康体检ꎬ
获取健康信息ꎬ树立科学健康观ꎬ真正成为健康第一

责任人ꎮ 该阶段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经常性的体育运

动锻炼结合健康体检树立青少年主动健康理念ꎬ倡导

青少年在未病或将达到亚健康状态前ꎬ以体育运动及

健康教育为手段ꎬ结合健康体检ꎬ把防病关口前移ꎬ通
过非医疗性健康干预促进健康知识与技能的提升ꎬ使
青少年免于患病ꎮ
２.２　 亚健康态　 当处于亚健康状态ꎬ通过传统体育养

生和传统中医养生进行干预ꎮ 传统养生体育受中医

传统养生思想的影响ꎬ内涵是培育人体的正气 (真

气)ꎬ提高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ꎬ从而达到治未病ꎬ练
习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六字诀等传统运动养生功

法ꎬ维持身体形态ꎬ提高心肺功能ꎬ调节心理状态ꎬ有
效改善亚健康状态ꎻ传统体育养生运动和身体功能练

习预先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ꎬ防止疾病的产生、传变

和复发ꎻ利用亚健康中医常见证候分型对五脏进行论

治ꎬ明确各证型与五脏的生理、病理关系ꎬ预防疾病的

发展ꎮ
２.３　 疾病态　 当出现临床症状并表现为疾病状态后ꎬ
由医疗卫生机构结合运动处方进行临床干预ꎻ通过生

物医学药物使疾病得到控制ꎬ运动处方恢复身体功

能ꎬ进而达到“愈后防复”的效果ꎮ 针对青少年健康状

态发生发展的阶段ꎬ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根据医学检测

结果结合青少年运动习惯开设专门的运动处方ꎬ青少

年群体具体实施处方ꎬ并监控自身的运动强度、运动

量ꎬ形成自我管理能力ꎮ 通过体育和医疗元素相融合

的手段进行综合干预ꎬ使其主动接受健康知识与技

能ꎬ改变传统健康理念ꎬ改善不良生活方式与行为ꎬ形
成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ꎮ

３　 模式框架

以学校、社区、医疗机构为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

组织和实施的主要场所ꎬ各部门发挥自身优势并融合

健康素养促进体医元素ꎬ有针对性地制定健康素养促

进内容ꎬ部门之间相互协同ꎬ共同促进健康素养的提

升ꎮ 见图 ２ꎮ

图 ２　 “体医结合”模式基本框架

３.１　 学校健康教育　 相对于一般人群而言ꎬ学生因学

习和生活场所相对集中ꎬ组织学生便利ꎻ学校有较为

完善的学生组织网络ꎬ开展健康促进工作组织难度较

小ꎻ学校配备专门的体育与健康师资ꎬ设有不同规模

的校医务室ꎬ配备专门的医护人员ꎬ健康促进人力资

源相对易得[１８] ꎮ 强化运动健康课程学习ꎬ掌握科学运

动健身知识与技能ꎬ并付诸于行动ꎻ建立常态化的青

少年体育竞赛机制ꎬ广泛开展校级层面的体育竞赛ꎬ
如校综合性运动会、各单项体育竞赛、校园马拉松、夜
跑等ꎻ班级或专业层面的赛事交流ꎬ提高技能ꎬ增强体

质ꎻ利用学生社团开展社团体育活动ꎬ将体质健康促

进内容纳入社团建设中并付诸于实际ꎮ

３.２　 社区健康服务　 出于社交、健身休闲、健康服务

等需求ꎬ社区成为青少年主要的活动场所ꎮ 社区卫生

健康服务中心(社区医院)、社区物业管理中心是项目

实施和维护的主体ꎻ社区卫生指导员、家庭医生定期

开展健康知识讲座与竞赛活动ꎬ对青少年建立健康档

案ꎻ社区物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划片区对口宣

传ꎬ并利用社区广播、广告位、显示屏推送健康信息ꎻ
社会体育指导员利用社区绿地、湖泊、健身区域进行

运动健身指导ꎬ使其获得运动技能和健身方法ꎻ对肥

胖、超重的青少年开设运动处方健康干预ꎬ形成自我

健康管理能力ꎮ
３.３　 医疗机构健康服务　 医疗机构主要承担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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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康复、护理等职责ꎬ服务内容、技术核心、人员设

置以“疾病”为中心而开展ꎮ 健康素养促进进程中ꎬ医
疗机构提供专业的医疗技术支持ꎬ针对青少年常见疾

病开展健康教育、检测相关指标、评估功能等ꎬ确保项

目实施过程的安全性、专业性及医疗保障ꎻ将健康促

进纳入医疗就诊环节ꎬ使青少年明确发病的原因、如
何防治与康复ꎬ倡导青少年积极进行体育锻炼ꎻ加强

运动疗法与临床干预的融合ꎬ将部分亚健康、慢性病

青少年的治疗场所从医疗机构转移到健身场所ꎬ明确

运动项目、运动强度、运动量及运动频率ꎬ提高运动疗

法技能及慢性病、传染病防治能力ꎮ

４　 实施流程

在“３＋６”健康素养评价体系框架内ꎬ以学校主导、
社区助力、医疗支持协同促进青少年健康素养ꎮ “体

医结合”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模式是一个基础模块ꎬ
可针对青少年群体不同健康状态、不同需求ꎬ进行项

目化的实施ꎮ 见图 ３ꎮ

图 ３　 “体医结合”模式实施流程

４.１　 组建专业团队　 学校层面:将卫生健康教育及体

育与健康教育课程师资紧密结合起来ꎬ以健康素养基

本知识与理念、基本技能为主要内容ꎬ并纳入校医务

部门ꎬ定期开展健康体检与疾病普查活动ꎻ学校相关

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并对开展情况进行监督、评估ꎮ 社

区层面:将社区卫生健康服务人员、家庭医生、社区物

业管理人员组织在一起ꎬ以各类健康服务活动为主ꎬ
健康教育、普及健身知识为主要目的ꎬ并接受相关部

门的监督ꎮ 医疗机构层面:将医疗机构内传染性疾病

防治、慢性病防治、中医养生、康复治疗与运动康复等

领域的专家组织到一起ꎬ以疾病防治、健康生活方式

与行为为主要内容ꎬ结合运动干预手段ꎬ并对其进行

监控与评估ꎬ同时接受多方的监督ꎮ
４.２　 健康素养实际干预　 学校健康促进开设卫生健

康课程、体育与健康课程ꎬ以运动健身、卫生健康教

育、青少年身心发育和疾病特征、饮食与营养、常见疾

病为主要内容ꎬ提升青少年基本知识和理念、基本技

能素养ꎻ丰富健康素养促进活动ꎬ举办各级各类健康

讲座、健康知识竞赛等活动ꎬ提升核心信息知晓率ꎬ获
取更多健康信息ꎻ开展各种运动竞赛、健身及趣味活

动ꎬ提高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ꎬ使更多青少年从久坐

行为中解脱出来ꎮ

社区服务工作人员通过传统手段结合“互联网＋”
的思维ꎬ以健康宣传和推送健康信息为主要目的ꎬ定
期开展健康素养培训与科普知识讲座ꎮ 纳入社区医

疗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家庭医生及社会体育指导员ꎬ
开展各类健康服务活动:(１)普及健康教育及体育锻

炼知识ꎬ推广运动促进健康理念ꎻ(２)结合社区健身设

施ꎬ对每一位前来咨询或就医的青少年开展体力活动

评估ꎬ并进行现场指导ꎬ协同社区医生使其获得运动

处方ꎻ(３)为青少年建立健康档案ꎬ对口联系 ３ ~ ５ 名成

员ꎬ定期进行健康教育及健身指导ꎬ督导运动处方实

施情况ꎮ
医疗机构健康服务专业医师将健康素养促进融

入到整个就诊过程ꎮ 使青少年患者知晓自身发病的

原因、如何防治与康复ꎬ获取健康信息、基本医疗知

识ꎬ健身技能ꎮ 传染病、慢性病很大程度上与个体的

生理卫生、运动习惯有关ꎬ除临床治疗外ꎬ应使青少年

获取更多的传染病、慢性病防治知识与技能ꎮ
４.３　 协同补位ꎬ利用多方资源　 健康素养促进具有长

期性ꎬ并非仅在学校期间所能完成ꎬ而是长期积累形

成的过程ꎻ且学校不可能完成“３＋６”健康素养促进体

系所有内容ꎬ这就需要社区、医疗机构进行补位ꎬ整合

多方资源ꎬ发挥社区、医疗机构在健康素养促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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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ꎮ 把握协同促进是关键ꎮ 学校健康教育难以

替代ꎬ社区服务不容忽视ꎬ医疗机构的支持十分必要ꎮ

５　 结语

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工作重要且不易ꎬ必须要有

明确的思路和基本的框架ꎬ具有可操作性的流程ꎮ 本

研究在“３＋６”健康素养评价体系框架内ꎬ梳理“体医结

合”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的基本思路ꎻ以学校、社区、
医疗机构为健康素养促进组织和实施的主要场所ꎬ将
体医元素融入健康素养促进内容ꎻ重点通过学校健康

教育、社区健康服务、医疗健康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实

施流程确保青少年健康素养促进可行有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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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杂志社遴选的编委让我尽到了职责义务

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ꎬ我在«中国学校卫生»发表 １０ 多

篇关于近视的研究ꎬ引起了时任社长袁长江编审的关

注ꎮ ２００８ 年初ꎬ开始接受杂志社的审稿任务ꎬ审稿类

别主要为“视力保护”ꎮ 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１１ 年来平均每

年审稿量为 ２５.５５ 篇ꎮ
审稿过程中ꎬ认真履行职责ꎮ 一方面对杂志社负

责ꎬ尽力保证论文的科学性、质量ꎬ曾于 ２００８ 年发现 １
篇抄袭文章ꎻ另一方面对作者负责ꎬ逐字逐句地评点ꎮ
因此ꎬ评审意见的字数较多ꎬ通常为 ７００ ~ ９００ 字ꎬ为作

者修改提供参考ꎮ 通过审稿ꎬ及时跟踪学科进展ꎬ提
高了业务水平ꎮ

目前ꎬ我已经是«中国学校卫生»杂志第八届编委

会的编委ꎬ成为为数不多的来自疾控中心的编委之

一ꎬ深感责任重大ꎮ 许多年来ꎬ我做到“爱我学科ꎬ爱
我杂志”ꎬ全方位尽心尽力履行编委职责ꎬ积极撰写或

组织投稿ꎻ认真、快速审稿ꎻ特别注意对«中国学校卫

生»文章的引用ꎬ如 ２０１７ 年在«预防医学论坛»以通讯

作者发表论文 ９ 篇ꎬ引用«中国学校卫生»６０ 篇(次)ꎬ

其中«近 ４０ 年来大连市学生营养工作回顾»一文引用

２４ 篇(次)(该篇文献共 ３１ 条)ꎻ此外ꎬ注重“纽带”作

用ꎬ认真完成杂志社交办的各项任务ꎬ热心帮助基层

发表科研论文与成果ꎮ

５　 杂志社描绘的未来让我感到了使命光荣

«中国学校卫生»的学术水平是儿少卫生 / 学校卫

生学科的晴雨表ꎬ学校卫生实际工作和理论研究多在

这本杂志及时呈现ꎮ 学科的目标人群是生命 ２ ０００ ｄ
至生命 １０ ０００ ｄ 的学生ꎬ此阶段的儿童青少年看似健

康ꎬ其实面临着诸多健康问题ꎬ如心理卫生问题和精

神障碍、伤害、近视、肥胖以及健康危险行为等ꎮ 促进

儿童青少年的健康ꎬ预防常见健康问题ꎬ需要向前延

伸至学龄前期乃至生命的准备和孕育阶段ꎬ要注重

“全生命周期”视角ꎬ要提升“大卫生” “大健康”思维

能力ꎮ 作为与«中国学校卫生»杂志共成长的一名学

校卫生工作战线上的“老兵”ꎬ当继续创新工作ꎬ致力

于儿童青少年健康维护ꎬ为儿少卫生 / 学校卫生事业

做出应有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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