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笔谈

【基金项目】 　 高等学校２０１７年度省级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重点项目

(２０１７ｊｙｘｍ０１３４)ꎮ

【作者简介】 　 孙莹(１９８０－　 )ꎬ女ꎬ安徽芜湖人ꎬ博士ꎬ副教授ꎬ主要研

究方向为青少年发育与健康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２

全球视野下青少年卫生综合性课程体系建设

孙莹１ꎬ２ꎬ陶芳标１ꎬ２

１.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ꎬ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ꎻ２.人口健康与优生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摘要】 　 面向世界培养青少年卫生创新人才是中国公共卫生教育在新时期面临的新使命ꎮ 随着青少年卫生领域日

新月异的发展ꎬ教学与培训模式已无法与时代同步ꎮ 本文介绍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和重要国际组织有关青少年卫生教育

与培训课程核心内容和成功经验ꎬ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青少年卫生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和理论参照ꎮ
【关键词】 　 青少年ꎻ课程ꎻ健康教育ꎻ青少年保健服务

【中图分类号】 　 Ｃ ４１　 Ｒ １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６￣０８０５￣０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ＳＵＮ Ｙｉｎｇ ＴＡＯ Ｆａｎｇｂｉａｏ.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ｈｕｉ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３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ｈｉｇｈｌｙ￣ｓｋｉｌｌｅ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ａｓ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ｆａｉｌ ｔｏ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ａｎｄ ｍｅｅｔ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ｒｅｎｏｗｎｅｄ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ｂｒｏａ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
ｓ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当前全球 １０ ~ ２４ 岁青少年人口数达到历史最高

水平ꎬ青少年群体的健康将决定未来各国的发展ꎮ 面

向世界培养青少年卫生创新人才是我国公共卫生教

育在新时期面临的新使命ꎬ随着青少年卫生领域日新

月异的发展ꎬ教学与培训模式已无法与时代同步ꎮ 本

文试图介绍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和重要国际组织有

关青少年卫生教育与培训课程核心内容和成功经验ꎬ
以期进一步为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青少年卫生人才培

养提供借鉴和理论参照ꎮ

１　 全球和中国青少年健康问题的新趋势

全球公共卫生在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改善儿童健

康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ꎬ使得当前全世界 １０ ~ ２４ 岁青

少年人口数量达到人类历史最高纪录:１８ 亿ꎮ 无论是

中低收入国家中迎来的 “ 青少年人口膨胀” ( ｙｏｕｔｈ
ｂｕｌｇｅ)ꎬ亦或是高收入国家面临的“青少年人口断崖”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ｌｉｆｆ)ꎬ这一代青少年群体的健康将决定

未来各国的发展[１－２] ꎮ
青少年在躯体、心理、社会发展上存在特殊性ꎬ该

时期的健康与个体终身健康以及下一代健康密切相

关ꎬ青少年期成为影响终身健康不可忽视的生命历

程ꎬ也是具有巨大潜力的健康干预窗口期ꎮ 青少年意

外交通伤害、暴力、自杀与精神疾病风险突显ꎬ成年期

精神疾病多首次发病于青少年期ꎬ同时这一时期也是

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疾病等非传染性疾病危险因

素聚集的阶段ꎬ如吸烟、肥胖和活动不足[３] ꎮ
中国青少年在心理健康、青春期发育、营养、性与

生殖健康和伤害等方面也同样面临着日趋多样化的

健康问题ꎮ 青春期发动年龄的提前、青年结婚年龄的

延迟ꎬ导致性活跃的未婚少年群体基数不断增加ꎻ高
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成年期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

病年龄不断前移ꎬ不仅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ꎬ也是我

国公共卫生面临的重要问题[４] ꎮ

２　 全球青少年卫生课程的发展

２.１　 国际青少年卫生与医学协会最新推出的标准化

培训课程 　 国际青少年卫生与医学协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ＳＡＨＭ) 于 ２０１７ 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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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一套标准化课程[５] ꎬ可用于儿科医师和妇幼保健

医学等专业工作者使用(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ａｎｄ － ＣＭＥ /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 Ｈｅａｌｔｈ － 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ａｓｐｘ)ꎮ 该课程体系在编制前开展了多轮需求评

估、广泛参考了青少年卫生教育资源以及青少年医学

培训课本ꎮ 目前这套课程包含 ３ 个维度下的 １０ 个学

习目标单元:(１)常规青少年健康保健ꎻ(２)知情与保

密ꎻ(３)生长发育ꎻ(４)性与生殖健康ꎻ(５)心理与行为

健康ꎻ(６)物质使用与滥用ꎻ(７)安全与暴力ꎻ(８)进食

异常与超重 / 肥胖ꎻ(９)运动医学ꎻ(１０)向成人保健的

过渡ꎮ 见表 １ꎮ 课程资源包括阅读与视频、交互式学

习机会和授课单元资料ꎮ ＳＡＨＭ 鼓励该套课程能广泛

运用于青少年卫生或其他专业工作者的教学、培训ꎮ

表 １　 国际青少年卫生与医学协会

(ＳＡＨＭ)编制的青少年保健医学课程体系

模块 主要内容
常规青少年健康保健 青少年积极发展和动机性访谈

预防性服务
不同文化背景的特点
减轻伤害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为人父母的预期指导

青少年期生长与发育 生理发育
社会与认知发育
性别认同与性取向的发展

知情与保密 保密相关法律
义务报告

性与生殖健康 避孕
妊娠相关咨询
流产
性传播感染
月经周期和常见经期疾病
男性青少年生殖健康
性少数青少年群体

心理与行为健康 筛查
转诊与治疗
自杀的预防与管理

进食障碍与超重 / 肥胖 进食障碍
饮食失调
超重 / 肥胖

物质使用与滥用 筛查与咨询
社区资源

安全与暴力 伤害预防
躯体暴力预防
亲密伴侣暴力和性侵犯
青少年司法相关体系
欺凌与网络欺凌

运动医学 运动前筛查
常见意外伤害
女运动员三联征和相对能量缺乏
脑震荡

向成年保健的过渡 青少年卫生保健计划
慢性疾病

２.２　 世界卫生组织青少年卫生相关培训资源 　 １９９６
年 ＷＨＯ 开始投入资源支持健康服务提供者的能力建

设培训ꎬ包括 ２００４ 年出版的«护士与助产士教育:青
少年健康与发展» (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ｄｗｉｆｅ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６ 年推出的

«健康保健提供者青少年健康培训项目» (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
ｅｒｓ) 及 ２０１０ 年补充的后续材料«青少年工作辅助指

南»(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Ｊｏｂ Ａｉｄ)ꎮ 但以上资源中所提出的能

力建设框架主要存在 ２ 个不足:没有包含青少年卫生

服务中实际运用的能力以及关注的服务提供者范围

较窄ꎮ
２０１５ 年ꎬＷＨＯ 出版了«初级保健工作者需掌握的

青少年健康与发展核心技能» (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 [６] ꎬ旨在帮助各个国家发展能力为基础的青

少年健康与发展教育项目ꎬ包括岗前和在职培训ꎬ如
何评估和改善青少年健康的结构、内容和质量ꎬ促进

初级保健工作者为青少年提供更高质量的保健服务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墨尔本大学开设的«全球青少年卫生»在线课程

由墨尔本大学儿科学与默多克儿童研究中心在 ２０１５
年开设的«Ｇｌｏｂａｌ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ꎬ是首个青少年卫

生相关的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 ＭＯＯＣ)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ｏｒｇ / ｌｅａｒｎ / ｙｏｕｔｈ￣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ｌｌａｂｕｓ)ꎬ２ 位主

讲教师分别是国际青少年卫生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ＩＡＡＨ)主席和柳叶刀青

少年卫生委员会主席ꎮ 该课程探索影响全球青少年

健康与福祉的动态因素ꎬ改善青少年健康对个人、社
区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ꎮ 适用于任何对青少年卫

生感兴趣的人群ꎬ尤其适用于具备一定医学相关基础

的本科生ꎮ 在线课程每周学习时间 ３ ~ ４ ｈꎬ共 ６ ~ ８
周ꎮ 见表 ３ꎮ
２.４　 欧洲 ＥｕＴＥＡＣＨ 的免费培训课程　 “欧洲青少年

保健与健康有效培训”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ＥｕＴＥＡＣＨ)课程ꎬ是来自瑞

士洛桑大学和欧洲多所大学青少年卫生专家组成的

多学科网络ꎬ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

及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紧密合作ꎮ 现已成功为俄罗斯、
葡萄牙、科索沃、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家免费提供青

少年卫生保健相关课程和培训ꎮ
ＥｕＴＥＡＣＨ 课程的每个模块是交互式的ꎬ鼓励听课

对象的积极参与ꎮ 共有 ４ 个主题:基本主题、特定主

题、公共卫生主题和其他主题等ꎬ包括 ２５ 个模块ꎬ内容

涵盖青少年期的概念、生物—心理—社会发育和亲青

服务的设计等ꎮ 每个模块的课程均由青少年现实中

遇到的具体问题引出ꎮ 所有课程免费在网站上提供

下载(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ｉｌ.ｃｈ / ｅｕｔｅａｃｈ / ｅｎ / ｈｏｍｅ.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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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ＷＨＯ 提出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者青少年健康与发展相关核心能力

维度 核心能力 技能

青少年健康与发展和有效 理解青少年正常发育对健康的影响ꎬ及其在 使用生长发育曲线评价线性身高与体重ꎬ识别发育偏离
　 沟通的基本概念 　 健康保健和健康促进中的意义 采用 Ｔａｎｎｅｒ 分期法评估青春期发育ꎬ识别青春期发育提前与延迟

评估青少年发育阶段(早、中、晚期)
健康生活方式咨询与促进

与青少年服务对象有效互动 与青少年共同制定与信任的成人沟通方案
评价性别规范对青少年健康行为和结局的影响
开展社会心理评估ꎬ早期发现青少年社会、教育和家庭环境中危险
　 与保护因素
提供与家庭背景、年龄和发育水平相适宜的咨询和信息ꎬ根据青少
　 年需求调整交流方式ꎻ借助视觉辅助设备或信息技术
敏感的开展体格检查ꎬ检查前明确解释
咨询结束给予总结ꎬ整合治疗方案及支持性咨询等信息

法律、政策和质量标准 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相关法律和政策 在卫生机构与社区倡导青少年卫生服务
管理常见伦理问题
评价青少年对健康和卫生服务决策的能力

为青少年提供符合标准的高质量卫生服务 确保卫生服务与当地标准(或 ＷＨＯ 全球标准)一致
根据青少年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调整保健内容
与学校和社区为基础的项目积极合作ꎬ促进结构化随访与转诊方案
为青少年提供尊重而具保密性的卫生服务ꎬ并与家长、监护人和社
　 区成员沟通

有特定健康问题青少年的 评估生长与青春期发育 评估正常生长与青春期发育
　 卫生保健 男性青春期发育延迟的处理

女性青春期发育延迟的处理
身材矮小的处理
性早熟的处理
促进经期卫生

提供计划免疫 为青少年提供疫苗、副作用相关信息和咨询
根据国家政策有效实施和随访计划免疫(白喉－破伤风二联疫苗、Ｂ
型肝炎疫苗、人乳头状瘤病毒、流感等)

管理青少年常见健康问题 腹痛与腹泻
贫血、镰刀细胞性贫血和地中海贫血
疲劳
头痛
皮肤问题
体像障碍
视力和视力不良转诊
呼吸系统感染
常见矫形问题(后背痛、脊柱侧凸)
口腔健康问题

评估与管理心理卫生问题 情绪健康评价
自伤与自杀行为危险因素评估与管理
创伤后应激障碍
情绪障碍(抑郁症状、抑郁发作和焦虑障碍)
行为问题(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品行障碍)
体像障碍和进食障碍
发育障碍(智力低下、广泛性发育障碍)
幻听、幻觉等
必要时转诊

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略
提供 ＨＩＶ 预防、筛查、管理与保健服务 略
促进体力活动 体力活动的重要性及国际推荐体力活动适宜量
评估营养状况ꎬ管理营养相关疾病 向青少年及其监护人开展健康饮食宣教

评价年龄别体质量指数
管理青少年肥胖
管理营养不良与微量营养素缺乏
评价特殊需求青少年营养状况

包括失能的慢性疾病管理 向慢性疾病青少年传授自我管理技能
评价青少年治疗依从性
帮助青少年及其家庭转诊

物质使用与滥用筛查与管理 戒烟支持和治疗
评价酒精使用和酒精滥用管理
评估药物使用

预防暴力ꎬ为受害者提供一线支持 略
意外伤害的预防与管理 略
地方病的早期发现与管理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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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墨尔本大学«全球青少年卫生»在线开放课程

周次 课程内容 视频 阅读材料

１ 青少年健康导论:发育和生态学视角(Ⅰ) １４ ５
　 青少年健康为何重要

　 青少年卫生的概念框架

　 青少年的定义

　 历史长河中青少年期的变迁

　 青春发动期与青少年生长

　 青少年期脑发育

　 青春发动期与健康

　 角色转变:婚姻与为人父母

　 角色转变:避孕

　 角色转变:教育与就业

２ 青少年健康导论:发育和生态学视角(Ⅱ) １３ １
　 危险与保护因素:概念、同伴关系、家庭、教育与社区

　 青少年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经济因素、权利与性别、
　 　 人口迁移、广告与市场

　 社会劣势青少年

３ 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Ⅰ)课程作业 １８ ２
　 全球青少年死亡率

　 青少年疾病负担

　 性、生殖与孕产妇健康

　 青少年心理健康

　 青少年酒精与药物使用

４ 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Ⅱ) ９ １
　 感染性疾病

　 慢性疾病与残疾

　 营养问题

　 体力活动与静坐

　 伤害风险

５ 青少年健康政策、规划与干预项目(Ⅰ) １１ １
　 家庭、政策与青少年健康

　 教育中的健康促进行动

　 学校课程中整合健康教育

　 学校为基础的干预

　 同伴影响

　 立法、税收、社交媒体

６ 青少年健康政策、规划与干预项目(Ⅱ) １２ ２
　 青少年健康服务的缺口

　 青少年健康服务:知信行

　 青少年友好的健康服务

　 青少年健康服务平台:责任框架

７~ ８ 课程作业 ２ １ １

２.５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设的«青少年卫生»证书课

程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人口、家庭与生

殖健康系针对该校硕博研究生以及非该校学生开设

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证书课程(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获得证书需要在 ３ 年内修完系列青少年卫生相关课程

(最低 １８ 个学分)ꎬ主要核心内容包括青少年妊娠、物
质滥用、暴力预防和心理健康促进(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ｈ￣
ｓｐｈ. ｅｄｕ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ｓ－ｆｏｒ

－ｈｏｐｋｉｎｓ－ａｎｄ－ｎｏｎ－ｄｅｇｒｅ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
ｈｔｍｌ)ꎮ
２.６　 全美青少年卫生领袖教育(ＬＥＡＨ)项目 　 青少

年卫生领袖教育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ꎬＬＥＡＨ)项目是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妇幼健

康局资助的青少年卫生专家长期培训项目( ｈｔｔｐｓ: / /
ｍｃｈｂ.ｈｒｓａ.ｇｏｖ /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ｓｐ)ꎬ涵盖多学科专业

培训ꎬ包括青少年医学、心理学、护理学、社会学和营

养ꎮ 开设 ＬＥＡＨ 项目的有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华盛

顿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明尼苏达大学、阿拉巴

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波士顿儿童

医院ꎮ １９７７ 年以来该项目已培养超过 ５００ 名投身于

青少年卫生的专家ꎮ

３　 我国青少年卫生课程建设

３.１　 引进消化　 青少年卫生教育最早在美国、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开设了正规课程或短期培训项目ꎬ美国医

学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提供官方认证的

青少年医学考试ꎮ 随后在新西兰和欧洲国家ꎬ如英

国、瑞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土耳其

和以色列逐渐得到广泛发展ꎬ但多由医学院校的儿科

系承担ꎬ授课对象也多为从事临床工作的专业医师ꎮ
美国、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等国家在医学本科生的 ３ 年

(６ 个学期)培训中ꎬ纳入了青少年卫生相关课程ꎮ 澳

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针对儿科实习医师提供为期 ９ 周的

“儿童青少年健康”专业轮转ꎬ青少年卫生相关内容所

占比例不断增加ꎮ 接受青少年正常发育、疾病负担以

及社会心理危险筛查( ｈｏｍｅꎬ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ꎬｄｒｕｇ
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ꎬ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ꎬ ＨＥＡＤＳＳ)及青少年卫生服务中的医学伦理等相

关知识、技能培训[７－９] ꎮ
国际组织如 ＷＨＯ、国际青少年卫生与医学协会

(ＳＡＨＭ)和欧洲青少年卫生保健有效培训联盟( Ｅｕ￣
ＴＥＡＣＨ)等提供的青少年卫生服务培训课程体系ꎬ及
世界一流大学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等

在医学生培养中开设的青少年卫生和健康课程体系ꎬ
对我国青少年卫生人才培养有着重要的启示ꎮ
３.２　 建设我国的青少年卫生与健康课程　 全球 ９０％
的青少年成长于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ꎮ ２０１３ 年ꎬ我
国 ０ ~ １４ 岁儿童少年人口数为 ２.２ 亿ꎬ０ ~ １９ 岁青少年

人口数超过 ３ 亿ꎬ占总人口的 ２２.５４％[１０] ꎮ 青少年卫

生服务在我国卫生体系中是薄弱环节ꎬ在管理、服务

提供和利用方面都存在诸多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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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尚无青少年卫生(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 青
少年医学(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课程体系与培训模式ꎮ
妇幼保健医学本科教育、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硕博

研究生培养中开设的«儿童青少年卫生学»等专业课

程中以儿童青少年身心发育特征和主要健康问题等

知识体系的传授ꎬ缺乏卫生服务核心技能的培训ꎬ包
括如何与青少年讨论性传播感染、如何早期发现并处

理青少年心理困扰、学校为基础的暴力预防与受害者

一线支持等特定技能ꎮ 因此ꎬ建立一套多层次的青少

年卫生人才培养体系和专业技能培训成为当务之急ꎮ
我国依托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的科研优势和

专业优势ꎬ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青少年卫生专业人

才培养途径ꎬ意味着不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的课程体

系ꎬ在我国富有特色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积淀多年

的«儿童少年卫生学»等课程体系的基础上ꎬ广泛吸收

发达国家主流课程体系的优点ꎬ涵盖主要的核心内

容ꎬ形成一套体系完整、特色鲜明、内容多样、选择自

主并紧跟国际青少年卫生人才培养方向和目标的新

模式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ＰＡＴＴＯＮ Ｇ ＣꎬＳＡＷＹＥＲ Ｓ ＭꎬＳＡＮＴＥＬＬＩ Ｊ Ｓꎬｅｔ ａｌ.Ｏｕｒ ｆｕｔｕｒｅ:ａ ｌａｎ￣

ｃｅｔ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Ｊ] .Ｌａｎｃｅｔꎬ２０１６ꎬ

３８７(１００３６):２４２３－２４７８.

[２]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ｔｈ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ａ ｂｒｉｅｆ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 １１－ １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ｕｎｆｐａ.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ｄｆ / Ｏｎｅ％２０ｐａｇｅｒ％２０ｏｎ％２０ｙｏｕｔｈ％２０ｄ

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ＧＦ.ｐｄｆ.

[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ＫＡＳＳＥＢＡＵＭ ＮꎬＫＹＵ Ｈ Ｈꎬｅｔ ａｌ.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０ ｔｏ ２０１５: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Ｉｎｊｕｒ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２０１５ Ｓｔｕｄｙ[Ｊ] .ＪＡＭＡ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２０１７ꎬ１７１(６):５７３－

５９２.

[４] 　 陶芳标.将青少年健康促进融入生命全程[ Ｊ] .中华预防医学杂

志ꎬ２０１７ꎬ５１(９):７７７－７８０.

[５] 　 ＣＯＬＥＳ Ｍ Ｓꎬ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Ｋ Ｂ.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ｉｓ ｈｅｒｅ: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

ｔｙ ｆ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 .Ｊ Ａｄｏｌ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７ꎬ６１

(２):１２９－１３０.

[６]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ｔｏｏｌ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ｃｅ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ｓ[Ｚ].ＧｅｎｅｖａꎬＳｕ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ＷＨＯꎬ２０１５.

[７] 　 ＬＥＥ ＬꎬＵＰＡＤＨＹＡ Ｋ ＫꎬＭＡＴＳＯＮ Ｐ Ａ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Ｊ] .Ｉｎｔ Ｊ Ａｄｏｌｅｓ Ｍ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６ꎬ２８(３):２３３－２４３.

[８] 　 ＳＡＷＹＥＲ Ｓ ＭꎬＳＡＮＣＩ Ｌ ＡꎬＣＯＮＮ Ｊ Ｊꎬｅｔ ａｌ.Ａ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ｇｅｎｄａ ｉｎ ａｄ￣

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Ｊ] . Ｉｎｔ Ｊ Ａｄｏｌｅｓ Ｍ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０７ꎬ１９

(３):３０５－３１５.

[９] 　 ＥＭＡＮＳ Ｓ ＪꎬＡＵＳＴＩＮ Ｓ ＢꎬＧＯＯＤＭＡＮ Ｅꎬ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 ｈｅａｌｔｈ￣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 ｓｃｉｅｎ￣

ｔｉｓｔ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Ｊ Ａｄｏｌ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０ꎬ４６(２):

１００－１０９.

[１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Ｍ].北京:中国统计

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１７ꎻ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１９

 







































































 



文献快报(５):青少年期自伤个体 ２０ 年后的健康结局
为了解青少年期自伤的个体远期社会心理结局状况ꎬ澳大利亚默多克儿童研究中心的 Ｂｏｒｓｃｈｍａｎｎ 博士对从澳大利亚

维多利亚州 ４４ 所学校随机选取的 １ ９４３ 名青少年在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年 ８ 次随访和电话访谈资料进行了分析ꎬ试图解答青少年

期自伤的个体在 ３５ 岁左右不良社会心理结局(如社交障碍、焦虑以及药物成瘾等风险)ꎮ 参与研究的青少年最早进入调查

的平均年龄为 １５.９ 岁ꎬ最后一次随访平均年龄为 ３５.１ 岁ꎬ主要调查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包括离异或分居、失业、领取政府救

济金、财务危机等)、常见精神障碍(抑郁症和焦虑症)和物质滥用ꎬ结果显示ꎬ约 ８％的个体报告青少年期至少有 １ 次自伤行

为ꎻ相比于青少年期无自伤行为的同龄人ꎬ研究对象在 ３５ 岁时失业导致财务危机的风险增加 １.８８ 倍ꎬ罹患抑郁症和焦虑症

的风险增加 １.６１ 和 １.９２ 倍ꎬ每日吸烟风险增加 ２.００ 倍ꎬ每周大麻使用风险增加 ３.３９ 倍ꎮ 提示青少年时期常自我伤害的人

群更容易在成年后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心理问题ꎻ除严重的大麻使用之外ꎬ多数健康问题与青少年时期和自伤现象并存的精

神问题及物质滥用问题有直接的关联ꎻ自伤行为不应单独看待ꎬ或仅视为青少年时期的一种短暂行为ꎬ应将其作为危险行

为的“标志”ꎮ 建议对存在自伤问题的青少年进行多方面的干预(包括心理层面的辅导以及行为层面的约束)ꎮ

[来源:ＢＯＲＳＣＨＭＡＮＮ ＲꎬＢＥＣＫＥＲ ＤꎬＣＯＦＦＥＹ Ｃꎬｅｔ ａｌ.２０￣ｙｅａ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ｓｅｌｆ￣ｈａｒｍ: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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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学系ꎬ合肥(２３０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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