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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发现·交流

也谈“人群＂是流行病学认识疾病
现象的视角
廖苏苏

张庆宁厚磊

【导读】流行病学研究疾病在人群中的分布，不仅是分析疾病及其影响冈素在个体间的变异
从而在个体特征上发现病因的方法，也是分析以人群为基本测量单位的群体特征、认识造成人群
之间疾病发生和存在状态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方法：流行病学不仅是研究疾病和健康现象的方

法，且更应恪守降低发病率、患病率和病死率等公共卫生目标，探索在人群层面防制疾病、促进健
康的策略和措施。要改善人群健康，不仅需要多学科的方法和视角，还应采用系统科学的思维，才
能对影响健康因素的多层次结构关系和作用过程及其背景等有整体认识。

【关键词】流行病学；公共卫生；人群；多学科合作；系统科学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ｉｏｇｙ”ｂｙ Ｓｏｎｇ ＬＭ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Ｎ ＬｌＡｏ Ｓｕ—ＳＵ．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ｎｉｎｇ．ＨＯＵ Ｌｅ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ｐｉ出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ｉ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口ｅｉｉｉｎｇ １ ００００５．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从０ Ｓｕ—Ｓｉｔ．Ｅｍａｉｌ：ｓｕｓｕｌｉａｏ⑥ｍｘ．ｃｅｉ．ｇｏｖ．ｃ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１ｅｖｅ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ｓｓ 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ｉ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ｅｖｅｌ．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ＤｌｉｎａｒＩｔＶ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拜读《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近期发表的宋雷鸣、

能推论相关因素与疾病的因果关系”（该刊第４３９

汪宁的文章“人群和组织：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合作的

页），作者随后更明确地将对人群进行分类比较的目

维度之一”ｎ１，认为该文作者把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

标总括为“往往能够统摄较大的样本量，并以此进行

的一个重要概念——“人群”和人类学的某些概念放

统计学分析。”（第４４０页）。可见文中仅把需要“人

在一起讨论很有意思。但作者对流行病学从“人群”

群分布比较”的原因解释为，对单个人或少数人观察

层面分析疾病和健康问题的目的的阐述不尽全面，

不能认识病因或者个体危险因素在个体与个体之间

特别是流行病学以人群整体为分析比较单位，通过

的复杂变异，所以需要观察大量的同样个体特征的

认识疾病和影响因素在人群间的差异，探讨如何在

入（作者所谓的“人群”），并与另外一群个体进行比

人群水平上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价值，在该文中没

较。这种人群分布比较，最终的结果只能认识哪些

有清楚阐述。

个体特征让某些人容易得病，也就是认识所谓“个体

该文作者认为，“人群”是“从非个体的角度分析

的危险因素”［２ ３。然而流行病学研究疾病分布最终

疾病和健康问题……流行病学要观察某些因素和疾

是要“研究如何防制疾病及促进健康的策略和措

病之间的关系，仅通过对某个个体或几个病例的观

施”旧－“。现代社会设定的控制疾病和促进健康目

察一般不够，往往需要观察大量的人群或者病例，才

标，不仅需要识别和治疗“危险的个体”（例如，比较
吸烟人群和不吸烟人群的疾病特征；让吸炯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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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例如，是否可以降低人群的“率”（发病率、患病

医学院基础学院流行病和卫生统计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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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而且需要采取人群层面的举措并用相应的指标

ｃｅｉ．ｇｏｖ．ｃｎ

率、死亡率、病死率等）。流行病学固然提供了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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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特征（例如，年龄、性别、是否吸烟）划分人群、进行

落、企业和族群”为例说明各类组织的不同联系方式

分布比较的视角，从而为认识哪些因素可使具有该

和形态，同时在论述中，又将“同学、同乡”认定为“非

特征的个体易发病做出了贡献，但流行病学并不仅

正式的组织关系”（第４３９页）。该文有关“组织”的

止于此，还要研究哪些人群水平的特征（例如男性吸

概念，似乎大大超出了社会学对“组织”的定义范

烟率、某城市成人吸烟率等）可能使某些人群比其他

畴。例如，社会学家Ｗｅｂｅｒ’５认为组织是“一种对外

人群有更多的“疾病”、“死亡”（例如，高发病率、高患

封闭或限制局外者加入的社会关系，其规则是由特

病率、高死亡率、高病死率等）。Ｒｏｓｅｔ２１曾这样表述

定的个人如领导者以及管理干部（通常同时具有代

该问题：“病冈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即影响个

表性权力）来执行的”。按照此定义，作者谈及“同

体得病的因素和影响发病率的凶素”，并以“有病的

学”或“同乡”不是“组织关系”．仅是“关系”而已，因

个体和有病的人群”区分这两个层面，把人群分布比

此作者提出的“组织”实际上用关系或者关系形式、

较分为“人群内比较”和“人群间比较”，这里“人群”

结构及其变化过程等更恰当。对“关系”的研究不

是基于社会结构、自然环境等来划分的。仅仅把人

仅可以认识影响个体的危险，而且多个人群之间关

群分布作为比较个体特征差异的方法，充其量只能

系特征的分析比较，也是进行人群疾病预防的重要

认识疾病和健康促进的部分问题（个体危险因素），

基础。

造成“有病的人群”的因素需要在“人群”层面测量，

感谢该文作者提出“人群”这样一个流行病学非

通过“跨人群”比较才能得以认识，且只有认识这类

常重要的研究视角进行剖析。在此本文还欲分享与

“人群危险因素”，才能对具体人群防制策略（例如高

“人群”和改善人群健康有关的一些观点。

危人群策略还是全人群策略¨１、资源配置、改善环境

近几十年来形成的“现代流行病学”对我国流行

等）做ｆ十ｊ相应选择，最终实现“人群”层面的疾病控制

病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一引，但反观现代流行病学在

目标（降低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和病死率等）。以

国际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界引起的争论一。“，却在国

该文作者列举的艾滋病问题为例，无论在高流行还

内反响甚微。其中争论最重要的一点是，现代流行

足低流行地区，基于个体特征认识的艾滋病危险凶

病学的发展趋势使流行病学脱离了人群的公共卫生

素无非是与感染者有无保护的性行为、共用针具注

目标，仅仅追求象自然科学一样发现“普适

射以及输入感染者的血液或血制品。但即便是影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规律”，用还原论（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ｔ）思维推动

个人感染的危险ｌ天】素也不仅限于个人“有危险行

流行病学研究集中关注于个体水平危险因素的独立

为”，在其生活人群或者地区传染源数量的多少（患

作用上，“人群”只是大数量个体的集合，用以处理个

病率水平，这是人群特征而非个体特征）也影响个人

体变异；为此，“现代流行病学”兴趣集中在设计分析

的感染风险；而造成某些地区艾滋病发病率高于其

方法精细发展上，忽视对个体之上人群水平因素、危

他地区的重要原凶，是该人群中“有更多的人有危险

险因素间的关系和危险因素的作用背景等层面的探

行为”（即高暴露率，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中期我国中

索分析。这种发展方向背离了流行病学是公共卫生

原地区很多村民参与非法不安全采血浆活动；云南

的一个基本学科，而前者又是建立在人群层面上的

省某些地区相对容易获得毒品以及静脉吸毒者中共

理念。现代流行病学在还原论理念引导下，尽管“发

用针具注射毒品率很高等群体特征）。近年来随着

现”了很多疾病的个体危险因素，其中有些发现也为

抗病毒治疗的实施和推广，延长了感染者的生存期，

疾病控制指出了重要方向，但其中相当一部分研究

由此艾滋病患病率、感染者平均病毒载量水平等可

未对人群疾病发生和流行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这

能发生改变，这些人群层面的特征变化将如何影响

不仅使公众对流行病学发现的诸多危险因素感到无

某人群／地区未来艾滋病发病率的趋势，如何考虑相

所适从，也使流行病学本身的价值受到质疑¨“。

应的疾病控制策略措施以及如何评价这些策略措施

我们支持该文作者提出的基本观点：疾病控制

的效果，要认识这些问题不能脱离对“人群”层面特

和健康促进需要多学科的视角和合作。但多学科不

征的分析比较。

仅是流行病学和人类学界合作，更不仅是运用人类

此外，该文作者提出人类学中的“组织

学中的“组织”的概念，还需要借鉴该学科其他方法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是研究人群水平特征一个重要概念，
将组织定义为“包括人ｆｒｉｔｈ互交往或联系的各种方

学和视角，例如文化人类学和整体论的认识等ｎ ３。，对

式、过程和形态等”（第４３９页），并以“家庭、宗族、村

的是，改善人群健康，不仅需要多学科方法，更重要

认识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问题很有裨益。需要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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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用系统科学（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思维和研究方
法，认识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微观、个体、人群因素，
探索这些多层面因素问的关系、作用背景及其过程

等０４。用多学科和系统科学认识疾病和健康问题，

应该说不是单纯的方法学问题，其核心是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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