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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气候变化与人群健康
Special column: 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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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并将持续对人类健康造成广泛而严重的影响。世界卫生组织呼吁，
医疗卫生专业人员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公众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应当在气候
敏感性疾病监测、脆弱人群识别与照护、健康共益效应促进、风险沟通和环保倡导等方面采
取积极行动。本研究系统回顾了国内外医疗卫生人员对气候变化的健康风险认知和适应策
略研究进展，发现大多数人员基本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健康威胁，并采取了高温热浪和气候
敏感性传染病早期预警等有限的应对措施，但仍面临突出的挑战和障碍，需要更多的健康
风险评估信息、风险管理专业知识以及充足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资金支持。未来研究应加强
评估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认知程度与实际适应行动的关联性，并开展优先适应策略甄别、干
预措施效果和成本效益的分析，以帮助政府决策部门和医疗卫生人员积极应对。
关键词 ：气候变化 ；健康风险 ；医疗卫生人员 ；风险认知 ；适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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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应对行动，那么在气候变化情景下人群发病率和死亡率预计将在今后数十年

内大幅上升。气候变化对人群造成的健康风险包括因极端温度（热浪或寒潮）
造成的心血管疾病与死亡，极端天气事件（台风、暴雨等）造成的伤害、死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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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地威胁公众健康，并对医疗卫生系统造成额外负担。若不采取更多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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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limate change has widespread and serious impacts on human health and is
expected to be worse in the futur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has called for health
professionals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and protecting public
health, especially in climate-sensitive disease surveillance, vulnerable population identification
and care, health co-benefit promotion, risk commun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dvocacy.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dvances of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perceptions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on climate change-related health risks. We found that most health
professionals basically recognized the health threa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adopted a few early
warning strategies in coping with heat waves and climate-sensitive infectious diseases. However,
they still faced significant challenges and obstacles, and needed more health risk assessment
information, risk management expertise, and adequate health workforce and financial suppor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the assessmen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mate changerelated health risk perceptions and actual adaptation actions, and the evaluation on priority
adapt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interventions, aiming
to help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departments and health professionals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posi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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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影响，空气质量恶化加剧导致的呼吸系统疾

生人员最关切的公共卫生风险主要是高温热浪、暴风

敏感性虫媒与病原体时空分布变化引起的传染病流

气质量相关疾病和心理健康问题［10-11，13，19］。

病，粮食安全和食品质量下降造成的营养不良，以及

行等［2］；同时，低纬度地区的高温天气明显导致室外
作业工人意外伤害增加、劳动时间减少并且生产效率
下降

。

［3-4］

面对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迫切需要

相关部门制定公共卫生政策和气候变化适应措施，将

雨和洪水引起的医疗保健中断、媒介传染性疾病、空
在欧洲经济区（含所有欧盟国家以及挪威、冰岛

和列支敦士登）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国家传染病专家

都认为气候变化会影响食源性（70%）、水源性（68%）、

病媒传播（86%）和啮齿动物传播（68%）的疾病［20］。
其他国家相关研究表明，柬埔寨卫生人员［21］、埃塞俄

气候变化适应纳入卫生部门发展规划等［5］。医疗卫

比亚健康科学学生［22］和印度医疗实习生［23］都能识别

要职责［6-7］，利用其医学专业特长，在疾病监测、促进

我国绝大多数的卫生专业人员认识到气候变化已

生人员应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担当重

气候变化的额外健康风险和相对脆弱人群。

健康共益行为、政府风险沟通、接触行业领袖推动环

经发生并意识到其健康风险，但缺少风险评估的科学

变化与健康大会上明确呼吁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必须

江苏［29］和广东［30-31］等地，来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

保方面发挥独特优势。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6 年气候

知识。在中国辽宁［24］、黑龙江［25］、安徽［26］、山西［27-28］、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8］；其在《适应气

染病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卫生人员感

Building Climate-Resilient Health Systems）中也指出，

如疟疾、登革热和肾病综合征出血热流行 ；医院护士

候变化的卫生工作框架》
（Operational Framework for
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是增强卫生体系气候适应性的六
大要素之一［9］。

本文系统综述了医疗卫生人员对于气候变化健

知到气候变化的热浪威胁以及相关敏感性疾病影响，
也认同气候变化增加健康风险［32］，在校的临床医学、
预防医学和护理专业医学生们也有类似认知［33-34］。

上述国内外研究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定性访谈

康风险的认知、适应行为和应对策略的相关研究，总

研究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及其

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展望，为我国今后的相关研究

病、脆弱人群等方面的认知。具体研究对象涉及公共

结了目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提供参考。

卫生部门负责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医院护士、临
床（专科、全科）医生、医学生等。研究地域主要集中

1 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认知研究

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开展了气

候变化健康风险认知的研究，且以发达国家地区居
多。在美国，多数环境健康官员（66%） 、公共卫生
［10］

部门负责人（60%） 认同气候变化和健康风险在其
［11］

在健康风险的影响范围、严重程度以及气候敏感性疾

辖区内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并且，其认知随

时间推移有所变化，在不同地域也呈现一定的差异。
相较 2008 年，2012 年美国医疗卫生人员中秉持 “ 不确

定 ” 观点的明显减少，风险认知出现了两极分化［12］：

一项针对卫生部门主管的调查显示加利福尼亚州几
乎所有负责人（94%）认为气候变化对公共卫生构成

在美国、欧盟等英语国家和地区［35］，基于中国的研究
在近年逐渐兴起。总体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疗卫
生人员都明显感知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威胁，而且

普遍关注热浪威胁、极端天气（暴雨、洪涝）影响以及
媒介传染病流行风险。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医疗卫
生人员可能对风险认知更全面，例如关切精神心理健
康、营养等间接影响。

2 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适应行为和策略研究
2.1 应对角色和作用

学者 Gill 等［36］、Ramanathan 等［7］、Shin 等［37］都在

威胁［13］，但是纽约州只有少数负责人（32%）认为在

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
《英国医学杂志》撰文号召医

床医生调查（非裔美国医生［15］、胸科医生［16］、哮喘和

界定［38］和角色作用［39］的讨论较多，例如 ：更好地监

他们的管辖区内有气候变化发生

。美国的三项临

［14］

生必须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关于医生的责任

过敏专科医生［17］）和一项公共卫生护士调查［18］皆表

测和评估气候变化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向公众阐明

经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了部分患者的健康。美国医疗卫

健康所取得成就的威胁 ；能够协调同行在机构和社

明，这些医疗专业人员确信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已

生态系统破坏、粮食作物产量下降和海洋酸化对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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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中发挥重要作用，呼吁更广泛的公众向政府施压而

善部门间组织和资源规划，以及制定纳入气候风险因

行业领袖充分接触而促进可持续目标实现

高温热浪或者寒冷的应对，这些项目都需要医疗卫

影响政策和行动

；强调低碳经济的健康共益，与

［40］

。

［41］

不同医生职能的划分决定着他们在气候变化应

对中发挥不同特殊作用。初级卫生保健医生容易被公
众信任

，能更好地传递健康风险信息。全科医生在

［42］

实际应对中具有潜在优势

，可以借鉴其临床经验

［43］

素的卫生政策等措施来克服。干预项目的评估集中在

生部门或医务人员的参与。2003 年热浪袭击欧洲后，
法国建立了热浪早期预警系统，该应对计划的实施

使 2006 年热浪期间超额死亡率较 2003 年热浪期间明

显降低［48］。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在 2009 年的高温热

和方法，借用 “ 管理不确定性 ”“ 稳态自适应系统 ” 等

浪后也引入了高温与健康干预机制，经过评估发现，

远地区人群脆弱性和医疗服务可及性差，增强偏远地

车使用率、急诊科就诊率都有明显降低［49］。在加拿大

复杂人类问题的处理方式应对气候变化

。鉴于偏

［44］

区基层人员的适应能力尤其重要［45］。气候变化适应

也需要相关人员的协作。有研究以澳大利亚健康促进

协会国家健康促进从业人员核心能力为基础，审查气
候变化与促进健康行动之间的协同作用，证明了方案

规划、评估和伙伴关系建设等核心能力与执行气候变
化减缓和适应战略高度兼容

。

［46］

2.2 适应行为和策略

当前国际上关于医疗卫生人员适应行为和策略

的讨论较多，其中少量文献通过现场调查和访谈来了
解适应行为现状，但尚无研究专门评价医务人员适应
行为或评估其主导干预措施的效果。美国加州地方公
共卫生机构实施了热应急计划、传染性疾病监测等相

关计划，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但成效一般，
亟须更新

；此外，公共卫生护士认识到，用以应对

［13］

环境和气候变化健康威胁的资源和人员非常有限［18］。

2014 年出现类似的高温热浪时，慢性病发病率、救护

蒙特利尔的热行动计划中，医疗卫生人员负责跟踪随
访高危人群、紧急医疗救助等行动。研究表明，该计

划有助于在炎热期间降低居民死亡率，特别是老年人
和低教育程度社区居民的死亡率下降幅度更大［50］。法
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热浪早期预警和行动计划主

要包括温度触发阈值（最高温、最低温）、信号发布机

构、目标人群界定和公共卫生应对措施等要素，而其

主要特征是及时准确的预警、定制信息传达和对脆

弱群体的适应行动通知以及对一般人群的避暑建议。
然而，也有研究发现适应策略无显著效果。多伦多市

1996 年以来实施的寒冷天气方案并没有明显地降低
多伦多市寒冷温度相关的死亡率［51］。目前国内城市深

圳、南京等地在陆续开展夏季高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干预研究，应当考虑系统地进行干预效果的评价［52］。

针对气候变化情景下传染病的传播，中国传染病医生

3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如，改善农村医疗保健设施）将是重要的防控策略［26］。

的作用给予了高度关注，而针对各类人员的调查分析

中国政府发布的缓解和适应措施，愿意采取适应行

略实施受限。总体而言，当前研究设计和方法较单一，

认为，跨学科和跨区域的合作以及必要的资源支持（例
中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人员大多数支持
为，但实际适应行为受限，战略措施和相关行动之间
存在不一致性

。在地方实际适应和应对过程中，专

［27］

业信息、资源获取和多部门合作的障碍尤为突出

。

［13］

学界对于医疗卫生人员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

揭示了该群体实际气候风险认知程度较高，但适应策
研究内容深度和进展仍然比较局限，亟待突破。
3.1 研究内容深度不足和理论框架欠缺

目前研究结果都仅是描述性的，迫切需要进一步

他们认为应建立的适应措施包括 ：加强或改进现有

的研究，以确定促使地方卫生部门和医疗卫生人员发

专业培训方面提升能力，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政策

气候变化。尽管部分调查反映医生和其他临床专业人

的疾病监测系统和病媒监测，在基础设施和内部卫生

和准则，加强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强调社区参与
传染病干预等

。

［28］

评价综合适应策略的研究多是针对极端天气事

件展开。根据印度医疗卫生部门应对热浪、洪水、飓
风等极端事件的现场调查

，其应对准备存在诸多

［47］

障碍，但可通过建设具有气候适应性的基础设施，改

挥积极和有效作用的影响因素，从而有效适应和减缓
员判定其病人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并不能证明
调查对象报告的特定健康影响与气候有关，因此需要

考虑主观判断如何更好地与客观行为定量评价相结
合来评估健康影响。在卫生专业人员中，尽管缺乏自
我评估的知识，但对气候变化损害健康的认同度似乎

很高 ；他们对更多额外资源的呼声很高，但具体需求

www.je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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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先次序并不明确，有效解决的措施更不明晰。医

人员调查抽样框［18］。部分研究的调查结果可能高估

疗卫生人员主导的应对气候变化专门干预措施实施不

了全国地方公共卫生部门主管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真

以形成明确且有效的应对实践和干预指导方案。目前

程度、种族、性别、公共卫生工作年限、政治观点、

价，但极端温度对健康的影响在城市内部存在差异，

有待加深［18］。大多数据是基于参与者对调查问卷的

足，相关效果评估研究也非常缺乏，这进一步导致难
国际上尝试开展了热浪或者寒冷应对项目的干预评

而干预收益的空间变异性并未纳入研究考虑范围［50］。
当前我国研究停留在认知态度调查方面，总体上

缺乏完善的理论框架指引，缺乏风险认知科学测量工
具。来自中国各个地域的横断面研究只提供了部分卫
生专业人员的看法，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的全体医务人

员。具体而言，几乎全部的横截面研究是在一个或几
个独立区域（市级或省级）进行的，研究结果可能无

实认识和程度［11］。被调查者的人口特征（年龄、教育

卫生部门类型等）信息收集不足，认知影响因素分析
自我意愿收集的，这可能会导致选择偏倚。因为如果

参与者对气候变化的态度遵循了特定的价值取向或
主题，他们本身可能更倾向于填写调查问卷。研究结

论的适用性受到样本规模和样本地域范围的限制［45］，
需要在所有受影响的国家地区进行类似的调查和深
入分析，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11-12］。

法推广到中国其他区域的卫生专业人员。被调查的疾

4 研究建议与展望

疾控中心的样本较少。此外，对城市医疗机构卫生专

定量评估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认知程度、适应行为意愿

乡镇卫生院或村级诊所

医疗卫生人员优先适应策略甄别、干预效果评估和干

控中心工作人员以省级疾控中心较多，而县级和地级

业人员进行的研究，其结果很可能无法推广到农村、
。今后的研究可以扩大样

［26］

本，科学设计调查抽样框，纳入更多在基层、在前线
工作的县级和地级市疾控中心及农村、乡镇的卫生工
作人员

。

［53］

国内当前尚无评价卫生部门和医疗人员应对气

候变化效果的实证研究。国内气候变化的社区干预刚
刚起步

，需要建立一个由卫生部门主导，且气象、

［52］

未来研究应注重构建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科学

以及实际适应行为的关联。积极开展医疗卫生机构和
预措施成本效益分析，并注意分析效果的时空变异
性。探索如何构建以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为核心的具有

气候恢复力的卫生体系，尤其针对偏远脆弱、卫生资
源缺乏的地区，以最终实现显著地降低气候变化造成
的经济和健康损失。

综上，气候变化造成的人群健康威胁亟待各方采

环境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合工作组来共同推进，并形成

取应对行动，而医疗卫生专业人员一直奋战在保护公

温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干预工作，但尚未进行干预效果

预措施现状，将更有效地发挥其重要引领作用。目前

长效机制。近年来，深圳、南京等城市在开展夏季高
的定量评价。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健康
风险的优先策略选择和成本效益评估，证据还非常匮

乏，相关部门决策者很可能会由于不清楚方案成本和
预期效益，而否决或推迟实施其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行动 。
［5］

3.2 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局限

目前健康风险认知研究全部以横截面调查设计

为主，即开展主观问卷调查、电话访问和定性访谈等，
其中问卷条目的设置参差不齐，缺乏科学可比的标准

化测量工具。虽然以现有文献为基础的调查工具经过

了焦点小组讨论开发，并得到了公共卫生同行的审
查，但这些工具普遍没有进行正式试点测试和信度效

度检验。美国多项问卷调查存在低回答率的问题，由
此导致的无应答偏倚值得担忧。调查框的代表性程度

众健康最前线，准确评估其风险感知、行为应对和干
国内外有限的调查研究表明，全科医生、专科医生、
护士、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其他医疗卫生人员基本认
识到气候变化对公众健康的严重威胁，但在实际应对
中遇到挑战和障碍，需要更多风险评估信息及风险管

理专业知识、充足的专业人员和资金支持，来开展有
效的健康应对。各个层级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倡导气

候变化健康应对和可持续生态系统的号召和行动都
显得非常迫切［6］。

（志谢 ：感谢华南师范大学徐茗丽博士在文献检

索和文章润色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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