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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医院新闻宣传与健康教育项目

工作简报
中国健康促进医院  口腔健康社区行

中国健康促进医院战略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3年9月7日,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支持、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

部新闻宣传中心）主办的“中国健康促进

医院战略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宣传司司

长毛群安、医政医管司副司长郭燕红、法

制司副司长赵宁等领导出席研讨会并致

辞。北京同仁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上海瑞金医院等十多家全国三甲医院院长

及陈香美院士等专家代表，以及中国健

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

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深圳等省(市)

健康教育中心(所)领导共五十多人出席会

议，会议还特别邀请了来自法国国立预防

与健康教育所(INPES)专家和香港港安医

院/健康生活促进中心的代表与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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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围绕创建健康促进医院的重要

意义、全球健康促进医院（HPH）网络

发展情况、全国健康促进医院试点项目推

进计划、医患沟通与健康促进、创建健康

促进医院与实现医学核心价值、医院健康

促进工作经验等多个主题展开了研讨。

与会专家和代表一致认为，健康教

育与健康促进是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基础和先导，是

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公众健

康素养，促进全民健康水平提高的优先战

略。健康促进医院不仅提供临床和疾病的

治疗服务，还应通过在诊疗过程中实施健

康促进，建立以病患需求和健康为中心的

医疗服务系统，通过与社区广泛的协作促

进公众健康水平的提高。健康促进医院的

目标是使医院成为健康促进中心，而不是

手术和药物治疗中心。医院健康促进的工

作对象不仅包括患者，也包括患者家属、

医院所在的社区居民以及医务人员自身。

创建健康促进医院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

趋势，是实现医学职业核心价值，全面贯

彻整体医学和人文医学观，从根本上解决

公众健康问题的重要策略。

会议宣布正式成立“全国医院健康

促进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颁发了专家聘

书，与会医院院长、专家就“医院健康促

进”在医院管理和发展中的重要性、共同

推进全国健康促进医院工作达成了共识，

会议决定下一步将在国家卫生计生委领导

下，在专家指导委员会指导下，由各参会

单位分工编写《健康促进医院指南》、

《分病种健康教育技术方案》和《医患沟

通指南》等技术文件，用于指导全国医院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规范、科学、有

序的开展。

本次研讨会，开启了我国医院健康

促进工作的新篇章，在中国健康促进医院

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介绍了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与法

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方面的交流合作情况，强调

如何学习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做好医院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将是近几年来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着力研究的课题之一。健康教育与健康

促进工作，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工作融入到预防、医疗、康复等各项医

疗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以及政策宣传领域。

毛群安表示宣传司和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愿意搭建一个平台，与医

院和健康促进医院项目的一些专家、机构共同研讨，充分发挥医院在

健康促进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健康促进医院项目的顺利实施。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毛群安司长讲话

充分发挥医院在健康促进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推动健康促进医院工作实施

CHPH
全国医院健康促进工作网络



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

基础。二是医院在健康促进工作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现

在的医疗卫生体系是一个覆盖城乡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医疗机构体系，为开展健康促进搭建了一个很好的网络。通过

这个网络即使边远山区的人民群众，也能够得到更好的专业知

识。医疗机构体系本身就是健康促进的重要场所和重要载体。

三是医务人员是健康促进工作的主力军。医务人员在健康知识

的教育和传播当中，应该发挥专业和权威作用。同时病人在得

病的时候，更容易接受并促进行为方式的改变。所以说，医

务工作者是我们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的主力军。我们在

《执业医师法》、《护士条例》、《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

范》、《医院评审标准》等很多法律法规中都对健康教育与健

康促进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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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副司长赵宁介绍说，卫生计生委非

常重视卫生基本法的立法工作，正在起草的《卫生法》中就有

一章叫健康促进或者健康与社会，将从法律和制度上更好地为

开展健康促进工作提供保障，同时促进社会公民从被动接受、

到主动获取健康知识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的转变。医院不仅是单

纯治病的场所，更是一个健康教育和宣传的基地。

医院是开展健康促进工作的重要场所和载体
医务人员是健康促进工作的主力军

从法律和制度上为健康促进工作提供保障
促进医院成为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基地

国家卫生计生委法制司赵宁副司长讲话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健康促进处处长石琦从项目背景、

项目目标、工作任务、组织管理等四个方面介绍了2013年健康

促进医院试点项目方案。强调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是逐步促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各级医疗机构都

有责任和义务将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有效融入到预防、医疗、

康复等医疗卫生服务的过程中。

项目总体目标是在所有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

健康促进医院试点，探索和总结医院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的

有效模式和典型经验，改善就医环境和诊疗服务，提高医院

职工、患者和家属、社区居民的素养，最终改善居民的健康

素养水平。项目具体目标是，在每个省选择2～4个点（地级

市、州），每一个点至少要创建6家健康促进医院（包括各级

医院），全国达到110个项目点，创建660家健康促进医院。

石琦还谈到健康促进医院是更好落实“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工作方针的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健康促进处处长石琦介绍方案

2013年健康促进医院试点项目方案介绍
（宣传司健康促进处）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郭燕红副局长讲话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强调，医院健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当前我们国家

正处在不断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健康教育与健康促

进是我们医疗卫生工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八大

报告中明确提出,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

总书记在辽宁调研时也特别提到，人民的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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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健康促进医院、实现医学核心价值

法国国立教育预防研究院limbourg女士介绍了法国国立教育

预防研究院机构职能、全球健康促进医院（HPH）网络发展状

况、加入HPH国际网络条件与流程、HPH国际网络发展计划等四

方面的基本情况。Limbourg女士表示HPH国际网络希望通过与各

个国家有关部门加强交流，在HPH网络发展方面、医院HPH创建

方面、医务人员培训和后续专业发展方面等开展合作。

全球健康促进医院（HPH）网络及
法国开展情况介绍

法国健康促进医院工作网络协调员Limbourge女士作专题发言

医患沟通与健康促进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袁钟社长作专题发言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指导与培训部程玉兰副主任主持会议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指导与培训部田向阳主任作专题发言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在“医患沟通与健康促

进”专题发言中谈到，医患沟通中重要一环是医患信任。强调

医务工作者在不断提升知识、经验、技术的同时，更应重视博

爱、仁爱精神的修养。同时还提出好的医患沟通也需要语言、

肢体等综合沟通技巧的培养。

全球健康促进医院954家，大部分集中在欧洲国家，法国

专家今天介绍的国际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我们非常希望

在卫生计生委的领导下，在各位专家与医疗机构的支持和参与

下，能够很快在全国建立健康促进医院工作网络。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指导与培训部主任田向阳作了“创建健

康促进医院、实现医学核心价值”的专题发言。从中国人所面

临的疾病现状和沉重的疾病负担到技术至上主义的医学发展模

式存在的弊端以及医学的核心价值并非是医治病痛而是人对人

生命的关爱和保护和医学教育忽略了很多人文教育等四方面内

容作了阐述。随后对医学职业精神、中国“上医治未病”医学

内涵和生物-心理-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作了介绍。最后强调健

康促进医院应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具有崇高职业素养的医护

人员，安全优美的就医环境，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体现医学

核心价值的职业文化，以患者为核心的医院管理，履行医学对

全民健康负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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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医院院长伍冀湘谈到吴英恺院长在创建安贞医

院时的建院理念“要办成一个医、教、研、防、国际交流五

位一体的医学中心”。这个理念是医院学科带头人最先进的

理念。介绍了北京同仁医院主要从四个方面开展健康促进工

作：一是规范管理体系；二是提升团队能力；三是推进科研

的进程；四是提供优质的服务。着重介绍了2003年在人民大

会堂启动的“光明行”活动，活动遍及中国大陆、朝鲜、柬

埔寨、蒙古、越南、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使众多白内障

患者重获光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副书记李赣介绍了本院基本

情况。并从医务人员健康教育培训，“候诊瞬间健康教育”服

务模式、老中医工作室下社区模式、上海市青少年科技人才培

养、上海地铁中医健康文化区、媒体合作等方面介绍健康促进

工作思路和专科特色。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教授结合自己40多年的从医经

历，深切体会到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

提出五点建议：一、国家政府应该非常重视健康教育与健康

促进工作；二、各位院长积极参加健康促进医院，这是非常

正确的理念；三、卫生计生委与医务人员和院长联合起来向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呼吁在医院建立健康教育中心；

四、充分利用医院走廊、学术礼堂等场所建立常态化健康教

育模式；五、加强等级医院评审、重点专科评审中健康教育

与健康促进评分比重，从制定政策和实际的医院管理出发,真

正重视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李赣党委副书记作专题发言 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汤捷主任作专题发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陈香美教授发言

医院与健康教育机构健康促进工作经验介绍

北京同仁医院伍冀湘院长作专题发言

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汤捷,从组织相关工作标准的

制定和开展创建工作两个层面，介绍了广东省近几年健康促

进医院创建工作的整体情况，结合政策标准制定和创建过程

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操作方法，详细介绍相应策略、工作思

路和取得的成果。

医院与健康教育机构健康促进工作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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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徐水洋,从健康

教育专业机构作为技术部门，如何推进全省健康促进医院创

建工作的角度分享了有关经验,并为全国健康促进医院的推广

提出五点建议。一、做好各级领导和各级医院的宣传推广工

作；二、健康促进医院与医改、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相结合；

三、健康促进医院与现有的医院管理理念相融合；四、行政

推动是全国范围内开展健康促进医院创建工作的有力保障；

五、系统地整理和引进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促进医院的一

系列理论，加快跟国际接轨，成立世界卫生组织健康促进医

院中国评审委员会。

北京安定医院马辛院长、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刘新民书记、

北京安贞医院魏永祥院长、北京宣武医院刘佑琴主任、首都儿

科研究所张宝元主任，分别从运用科学方法推动健康教育和健

康促进工作、加强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合作、如何积极参与项

目推进、呼吁设立健康教育专门编制、健康教育从儿童抓起等

方面发表了各自的建议。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徐水洋所长作专题发言

北京安定医院马辛院长发言

北京安贞医院魏永祥院长发言

首都儿科研究所张宝元主任发言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刘新民书记发言

北京宣武医院体检中心刘佑琴主任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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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同研讨有关规范、指南、手册的起草工作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任学峰研究员分别介绍了《健康促进

医院指南（大纲草案）》、《分病种健康教育技术方案（框

架草案）》、《医患沟通指南（框架草案）》编制目标和总

体思路，并就每个文件主持分组研讨。参会嘉宾就编制、试

点与推广等主要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副院长韦建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任军助理分别结合医院管理和实际可能遇到的情况，提出简化健

康促进医院创建标准和评分体系，便于医院理解和实际操作；指南可以统一，但创建过程中要保持各家医院特色，同时各级医

院要发挥自身优势并承担相应任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杨伟国书记认为，三

级甲等医院在创建健康促进医院过程中的主要任务还是医疗、

教学为主体。目前部分大型医院医务人员已将健康教育融合在

医疗工作当中，结合上海市对医院编制和机构设置有关规定，

目前还不能设立健康促进科，表示在全国推行健康促进医院创

建过程中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任学峰研究员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分工，各参会医院、健康教育专业机构代表都领取并承担了相应任务。

石琦处长进行了总结发言，中国健康促进医院战略研讨会成功圆满结束。

本次会议宣传司毛群安司长、医管局郭燕红副局长、法制司赵宁副司长从宣传、医管和立法的角度谈了医院健康促进的重

要性，成立了“全国医院健康促进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颁发了专家聘书，与会医院院长、专家达成了一些共识。为全国健康促

进医院试点项目的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健康促进医院事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北京世纪坛医院任军院长助理发言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韦建瑞党委书记发言

上海瑞金医院杨伟国党委书记发言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指导与培训部任学峰研究员介绍相关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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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全国医院健康促进专家指导委员会”并颁发专家聘书

全国医院健康促进专家指导委员田向阳副主任

委员表示：这个专家委员会成立意义重大，将对中

国健康促进医院工作的开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明

年开始，我们要在全国全面推进健康促进医院的试

点工作。今天成立专家委员会，是一次具有重要历

史意义的时刻。我们接受的聘书，份量很重，意味

着我们将在推进全国健康促进医院这项事业中，承

担更重的责任。大家都尽一份力，共同推进中国健

康促进医院工作顺利进行。

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发出“关于开展2013年慢性病系列宣传日活动”的通知，要求充分发挥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作

用，依托“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口腔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进社区（简称：口腔健康社区行）”等活动，针对患者、高

危人群等重点人群，积极推动慢性病防治宣传教育活动广泛开展。

2013年9月20日是第25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主题是“关爱老人修复失牙”。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北京

市卫生局和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于2013年9月13日在北京共同举办“2013年全国爱牙日口腔健康知识竞赛暨口腔健康社区行”活

动，号召家庭和全社会关注和重视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王斌、北京市卫生局副巡视员

张建枢、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陶茂萱、形象大使谭晶和团结湖社区居民以及媒体记者等400余人参加了活动。中国牙病防治

基金会、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和来自团结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专家及医务工作者在现场为群

众讲解口腔健康知识，提供义诊咨询和口腔检查服务。

7

全国口腔健康宣传形象大使谭晶在活动现场倾情演唱，并与现场居民游戏互动

关爱老人 修复失牙——2013年全国爱牙日口腔健康知识竞赛 

暨口腔健康社区行在京举行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王斌出席活动并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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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担任职务

毛群安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司长/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研究员 主任委员

陶茂萱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主任/教授 副主任委员

田向阳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助理/主任医师 副主任委员

石  琦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宣传司健康促进处处长 副主任委员

袁  钟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常务委员

谢启麟  中国医师协会 常务委员

伍冀湘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常务委员

魏永祥 北京安贞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常务委员

辛有清 北京友谊医院执行院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常务委员

刘新民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党委书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常务委员

汪爱勤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 常务委员

马  辛 北京安定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常务委员

罗  毅 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 常务委员

栗占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博士后导师 常务委员

陈香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教授/肾病科主任/肾脏病研究所所长/
肾病专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常务委员

霍  勇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常务委员

林江涛
中日友好医院/教授/呼吸内科主任/大内科和内科教研室副主任/

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常务委员

曾小峰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内科学系副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常务委员

黄晓军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血液科主任/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所长/

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常务委员

任  军 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助理/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常务委员

王深明 中山大学第一医院院长/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常务委员

严  励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副院长/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常务委员

韦建瑞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常务委员

杨伟国 上海瑞金医院党委书记/卫生管理副研究员 常务委员

李  赣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党委副书记 常务委员

朱宗明 湖北省十堰市大和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技师 常务委员

程玉兰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研究员/指导与培训部副主任 常务委员

任学锋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研究员 常务委员/秘书长

刘秀荣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主任医师 常务委员

汤  捷 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常务委员

韩铁光 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中心主任/健康教育副主任技师 常务委员

张立强 上海健康教育所所长 常务委员

徐水洋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所长 常务委员

余永明 中国卫生科教音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 常务委员

付新华 全国医院新闻宣传与健康教育项目副主任 常务委员

张国平 北京世纪坛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委员

刘  影 北京同仁医院健康教育专干/助理研究员 委员

史  楠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办副主任 委员

刘佑琴 北京宣武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 委员

冯晓玲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 委员

崔艳玲 广州红十字会医院/宣传策划部主任 委员

陈清蓉 湖北省十堰市健康教育所所长 委员

陈启超 湖北省十堰市健康教育所副所长/副主任医师 委员

丁  园 上海健康教育所所长助理 委员

张宝元 首都儿科研究所/疾控处处长 委员

西英俊 北京安定医院 委员

王  磊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 委员

刘承志 湖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 委员

全国医院健康促进专家指导委员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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