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5 年 1 月第 36 卷第 1 期

· 1 ·

Chin J Epidemiol，January 2015，Vol.36，
No.1

·述评·

推进我国伤害预防策略研究与应用
梁晓峰
【关键词】 伤害；伤害预防；暴力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on the injury prevention strategy research in China

Liang Xiaofeng.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Beijing 102206，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ang Xiaofeng，Email：
liangxf@hotmail.com
【Key words】 Injury；Injury prevention；Violence

伤害与暴力，包括道路交通伤害、溺水、中毒、跌
倒、自杀等，是全球面临的除传染病、非传染病之外

质量法规和卫生工作中增加了伤害预防工作内容。
根据这些法规，各地开展了较为深入的宣传工作。

的第三组重要健康问题，每年导致全世界 500 多万

2005 年在完成了 3 年全国伤害监测试点工作并

人死亡。在我国，每年因伤害与暴力导致的死亡约

取得试点经验后，由原卫生部下发了《卫生部办公厅

70 万人，约占人群总死亡的 9%，相当于每 45 秒就有

关于开展全国伤害监测工作的通知（卫办疾控发

一人因伤害或暴力死亡。伤害与暴力是我国 1～44

〔2005〕189 号）》，在全国首次建立以医院为基础的

岁人群的第一位死亡原因。大部分幸存的受伤者会

全 国 伤 害 监 测 系 统（National Injury Surveillance

遭受暂时或永久性残疾。

System，NISS）。经过近 10 年的发展与完善，中国疾

伤害与暴力不是意外，是可以被预防的。尽管

病预防控制中心在 NISS 的基础上逐步开展了全国

此观点还未得到公众和其他领域的广泛共识，但是

伤害综合监测，与国家质检总局共同开展全国产品

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伤害与暴力的定义、范围、发

伤害监测。此外，全国伤害专项人群调查、伤害相关

生机制和预防策略已经实现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发

行为危险因素研究等相关信息收集工作也有不断发

展。世界各国均致力于伤害预防策略的研究与转

展，为伤害预防优先领域的确定、伤害相关危险因素

化，有些国家已经成功实现了降低伤害死亡的目

的发现、伤害干预方法的选择以及伤害预防策略的

标。美国、澳大利亚、瑞典、法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立

制定与发展提供了较清晰的证据。

法，强化执法，在过去的 40 年中，道路交通伤害的死

为了较好运用全球伤害预防成功经验，探索适

亡实现了明显下降 ；澳大利亚等国家通过研究证

合我国国情的伤害预防策略与模式，中国疾病预防

实预防儿童溺水的有效策略被转化为相应法律，有

控制中心先后于 2006 年和 2013 年在全国组织开展

效预防儿童溺水的发生 。全球对暴力与自杀预防

了两轮为期 3 年的全国伤害干预试点工作。试点探

的关注，正在带动开展预防针对妇女、儿童暴力的运

索针对道路交通伤害、老年跌倒、儿童溺水、动物咬

动以及心理危机干预的全面发展

伤等不同伤害类型、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的伤害预

［1］

［2］

。

［3-5］

近年来，我国在伤害预防领域开展了有益的探

防策略研究。

索与实践，在伤害流行现状分析、伤害预防策略研究

2007 年在江西省崇仁县某镇开展了主要针对

与应用方面得到长足发展。在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和

儿童溺水的伤害干预试点项目，通过建立跨部门合

国际组织大力支持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

作工作机制，开展水井加盖、家庭安装栅栏门、教育

2002 年成立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

家长查找并消除家庭溺水危险因素，以及农忙时节

国性伤害预防控制工作自此全面启动。

推迟幼儿园放学时间、组织老年志愿者在池塘周围

我国自 21 世纪初即开始了伤害干预政策的开
发。在中国，
妇女儿童发展纲要、
道路安全法规、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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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等策略措施，使儿童溺水死亡大幅度下降。
2010 年起在大连、苏州等地开展了中国道路安
全项目，积极探索卫生、公安、交通、宣传等多部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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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以强化执法、社会营销、立法促进相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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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策略为应对，以能力建设为保障，使大连市超

进行转化，伤害防控的科研成果可以通过框架理论、

速驾驶率下降了 10%以上，苏州市酒后驾驶率下降

社会学方法以及成功案例科学地转化为政策制定者

了 5%。

和基层工作者能够接受的理念［6］，从而推动形成伤

自 2004 年起，在上海市长宁区开始老年人跌倒

害防控的政策并使干预经验得以广泛传播。

预防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公共卫生学方法，建立

我国伤害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而伤害预防在我

了多部门工作网络，通过确定老年人跌倒问题的发

国是相对年轻的学科，目前伤害防控能力与服务水

生情况，识别其相关危险因素，制定和评估干预策略

平尚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全面推进我国伤害防控工

措施，并实施各项干预和评价措施 4 个步骤，设计实

作需要加大政策力度和经费投入，拓展伤害防控领

施了老年人跌倒社区综合干预项目。该项目以社区

域的国际交流，加强多学科的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

为主体，以在社区生活的老年人群为干预对象，初步

加强多部门合作与沟通，将有效的干预策略整合到

形成了具有我国城市特色的老年人跌倒社区综合干

更为广泛的健康保健系统中，从而降低伤害与暴力

预模式。形成一个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卫生

所致的残疾及死亡，提高人群期望寿命，促进社会和

服务中心、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服务公司、志愿者

谐发展。

等多部门组成的老年人跌倒社区综合干预网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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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些地区的伤害防控未得到充分重视，更未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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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工作。公共卫生研究者必须将良好的干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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