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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口腔健康教育进社区活动初见成效
2012年，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

民观看1310场，实际参加现场活动约

院、3114个门诊电视上，每小时播放

生部新闻宣传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372502人次，活动时间总计2665.5小

2次卫生部口腔活动宣传片，累计播放

了“口腔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进社区活

时。并在“全国医院新闻宣传和健康教

120天，共计30万小时。

动”。活动自2012年9月20日至2012年

育项目”所涉14个省市，700家合作医

12月31日,围绕 “健康口腔，幸福家
庭——关爱自己，保护牙周”的活动主
题，开展了为期100余天丰富多彩的口
腔健康宣传活动。
本次活动有统一的活动主题、宣
传材料和活动要求，达到了形象上的

全国活动开展情况掠影
山西省将口腔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活动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行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进社区活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大巡讲等活
动有机结合，进行口腔卫生宣传教育与行为干预。

统一。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各省健
康教育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在
“四个一”标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地开展具有本省特点的现场活动，达
到了形式上的多样化。通过为期近4个
月的健康教育与咨询活动，丰富了广
大居民的口腔保健知识，提高了大众

山西省大同市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播放
“健康口腔 幸福家庭”口腔防治宣传片

山西省侯马市 “爱牙日”前后在路西
小学开展生动形象的口腔知识讲座

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爱牙日”在解放路
第二小学开“健康口腔 幸福家庭”现场会

的口腔保健意识。
活动启动后，各省级健康教育机
构积极响应，并认真贯彻落实通知要
求。组织省内医疗机构、医科院校参与
活动部署，成立工作小组，安排专人负
责具体实施。积极协调街道办事处、居
委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小区
物业管理人员、中小学校、村委会等相
关机构，将活动深入到了社区、学校、

山西省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主任为朝阳街小学生普及口腔防
治知识

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专题讲座现场

河南省借助“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平台，在全省广泛深入地开展
了口腔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活动。

乡村中去。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户
外电子屏、宣传展板、宣传手册、手机
短信等多种宣传形式，号召社会各界积
极行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
活动期间,全国14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内的119个县、市，共有802个
社区开展口腔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进社

河南省洛阳市嵩县进入乡镇开展口腔保健知识讲座

河南省新乡市新乡县集中几个社区举行声势浩大的宣传

区活动。共举办专题讲座891场，开展

吉林、辽宁、湖南等省市在各地承担工作任务的医疗机构成立了专门的工

咨询活动986场，共有医务工作者5720

作小组，借助医院的信息平台、家长学校、老年大学等平台，派出专人进社区举

人次参加了活动。通过各项活动发放手

办牙周病的讲座、为社区居民进行免费口腔卫生保健咨询服务、现场发放宣传手

册277271册，播放宣传光盘并组织居

册及资料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行成社会各界踊跃参与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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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健康教育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毛群安主任在专家研讨会上致辞

原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李全乐处长致辞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做 “儿童肺炎链球菌疾病的防制对策”的主题发言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申昆玲教授主持“新生儿免疫知识普及讲座”和“疫苗接种妈
妈手册”两份项目传播材料的研讨

2013年3月6日下午,肺炎链球菌性

原卫生部疾控局李全乐处长、

中参加会议并提出宝贵建议，要求中心

疾病健康教育专家研讨会在京召开，

妇社司曹彬处长、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各职能部门发挥健康传播优势，作好疫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

（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毛群安主任、

苗接种健康传播的各个环节，为今后预

心）陶茂萱副主任主持会议。会议就疫

陶茂萱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防接种健康传播提供好的借鉴。

苗流通和使用法律法规要求、儿童肺

心曾光教授、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免疫

李全乐处长在会上介绍了近几年

炎链球菌疾病的防制对策、“爱在百

规划中心王华庆副主任、北京儿童医

我国在疫苗接种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天——中国宝贝健康行动” 暨肺炎链球

院申昆玲副院长、杨永弘教授、清华

并充分肯定开展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健

菌性疾病健康教育与健康传播项目框架

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李希光主任等

康教育与健康传播项目的重要性，需

和实施方案、项目传播材料和项目核心

领导、专家参加了会议。

要进一步深化预防接种的推广和普及

信息等4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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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群安主任感谢各位专家在百忙之

工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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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接种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控制传染病的手段，是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的重中之重，需要加强管理，优先掌握，广泛宣传”
——雷正龙副局长在“爱在百天—中国宝贝健康行动”启动仪式的讲话（摘要）
免疫规划工作是我国卫生事业成效

孩子家长开展健康教育，使大家了解疫苗接

最为显著、影响最为广泛的工作之一。

种的重要性和意义，提高目标人群预防接种

预防接种是传染病预防控制策略中最经

相关的健康素养水平，有利于促进儿童的健

济、最有效、最方便的手段。2007年我

康水平。

国实施扩大免疫规划后，全国范围国家

相信开展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健康教育与

免疫规划疫苗种类由6种扩大到14种，预

健康传播项目会对预防接种起到促进作用，

防的传染病由7种增至15种，充分体现了

在此，预祝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健康教育与健

关注民生、以人为本，以及提供公平、

康传播项目，爱在白天——中国宝贝健康行

均等的卫生服务理念。

动取得成功。

健康教育是宣传和落实国家政策和
原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雷正龙副局长在启动会上致辞

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手段。对准妈妈和

“爱在百天——中国宝贝健康行动”肺炎链球菌性疾病
健康教育与健康传播项目启动会在京成功举行
为提高广大家长对儿童肺炎球菌性
疾病的认识，加强公众对及时全程接种疫
苗、预防儿童肺炎球菌性疾病的重视，在
2013年4月25日以“宝宝健康——从接种
疫苗开始”为主题的第28个全国儿童预防
接种日来临之际，在原卫生部疾病预防控
制局的指导下，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
部新闻宣传中心）联合中华预防医学会、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共同举办的“爱在
百天——中国宝贝健康行动”肺炎链球菌
性疾病健康教育与健康传播项目启动会于
2013年4月20日在京成功举行。本项目主
要活动形式主要涉及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科
普课堂、面对面健康传播、媒体沙龙和大
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陶茂萱

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健康传播课程。来

原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雷正龙副

副主任、苑绍琦副书记、王新伦高级顾

自长沙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林希建科

局长，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

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

长、北京清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刘兆

传中心）毛群安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蔡

王华庆副主任等领导、专家，及各地疾病

秋主任、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医院陈

纪明副会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

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妇幼保健院

秋萍主任分别就预防接种知情告知工作

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教授，原卫生部免疫

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情况、本项目课件、妈妈手册和妈妈班

众传播等项目。

专家委员会委员、亚洲儿科感染疾病学会

在下午的师资培训会议上，中国健

候任主席杨永弘教授，原卫生部疾病预防

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田

控制局免疫规划处李全乐处长，中国健康

向阳研究员与人民大学的胡百精教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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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开展经验进行了介绍。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助理田向阳研究员讲授“健康传播科学
与艺术”
中国人民大学胡百精老师讲授“新媒体与健康传播”
长沙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林希建科长介绍当地预防接种知情
告知工作情况

④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刘兆秋主任给大家介绍妈妈手册和课件

⑤

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医院陈秋萍主任介绍妈妈班的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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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宣传预防接种政策和肺炎链球菌性疾病防制知
识,倡导社会各界关注儿童健康”
——毛群安主任在“爱在百天—中国宝贝健康行动”启动仪式上的讲话（摘要）
在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支持下，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
中心）联合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医
学会儿科学分会，组织开展“爱在
百 天 —— 中 国 宝 贝 健 康 行 动 ” 暨 肺 炎
链球菌性疾病健康教育与健康传播项
目，今天这个项目正式启动。
大家都知道，肺炎是全球严重的公
共卫生问题之一，尤其是导致儿童死亡的
主要感染性疾病。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
每年有超过1亿5000万的5岁以下儿童罹患
肺炎；全球每年超过150万儿童因肺炎失
去生命；每20秒就有1个儿童死于肺炎。
据原卫生部2011年《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发
展报告》中统计，肺炎是中国5岁以下儿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毛群安主任在启动会上致辞

童死因的第二位。在儿童重症肺炎中约有

生部门、医疗机构、大众媒体重视肺炎

时候应该及时给孩子进行预防接种，

50%是由肺炎链球菌引起。肺炎链球菌除

球菌性疾病防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加

以增强儿童防病能力。

了引发肺炎还会导致菌血症、中耳炎和脑

强全国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的防制水平。

快要到来的4月25日是全国儿童

膜炎等疾病。严重情况下也可造成包括智

今年本项目将重点面向孕晚期妇女和

预防接种日，今年的主题“宝宝健

力低下、瘫痪、耳聋、死亡等的后遗症，

0-2岁婴幼儿家长，妇幼保健院、疫苗

康 —— 从 预 防 接 种 开 始 ” 。 在 全 国 儿

给患儿带来一生的遗憾。

接种单位和儿童医院医务人员，媒体记

童预防接种日来临之际，启动这样健

国务院印发的《卫生事业发展

者等目标人群，在北京、上海、天津、

康教育与健康传播的项目，希望通过

“十二五”规划》的总体目标中也明

广东、重庆、成都、厦门、南京、杭

专家和医务人员共同努力，媒体朋友

确提出“十二五”时期将婴儿和5岁以

州、长沙、沈阳等城市开展多种形式的

的支持，能够引起社会公众对肺炎链

下儿童死亡率分别控制在12‰和14‰

健康传播活动。

球菌性疾病危害的广泛关注，积极参

以下，预防接种是控制儿童肺炎链球

我们把这次活动的宣传口号设

与到项目中来，大力宣传预防接种政

菌性疾病发病，有效降低5岁以下儿童

计 为 “ 爱 在 百 天 —— 中 国 宝 贝 健 康 行

策和肺炎链球菌性疾病防制知识，倡

死亡率的重要策略之一。

动”。为什么讲“爱在百天”呢？大

导社会各界关注儿童健康，共同我们

为了正确有效地针对目标人群普及

家知道，孩子出生后3-5个月时，免疫

国家儿童的健康水平，提高全国肺炎

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健康教育知识，提高

力降至最低，母传抗体水平下降，这

链球菌性疾病的防控水平，共同促进

医务人员相关疾病的防制能力，促进卫

个阶段孩子容易得感染性疾病。这个

婴幼儿健康成长。

肺炎链球菌性疾病健康教育与健康传播项目核心信息
1．肺炎是我国5岁以下儿童的主要死因之一。重症肺炎中，约有一半是由肺炎链球菌
引起的。
2．儿童感染肺炎链球菌会导致肺炎、菌血症、脑膜炎和中耳炎等疾病，是儿童致死或致
残的重要原因之一。
3．孩子出生后3-5个月时，免疫力降至最低，容易发生肺炎链球菌感染。
4．肺炎链球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并已出现多重耐药菌株，肺炎链球
菌感染后的临床治疗日益困难。
5.儿童肺炎链球菌性疾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极高度优先”使用疫苗预防的疾病。
6．肺炎球菌疫苗是用来预防肺炎链球菌感染性肺炎的疫苗，及时、全程、规范地接种肺
炎球菌疫苗，能有效保护儿童免受肺炎链球菌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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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活动承办：中国卫生科教音像出版社 互力健康传媒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陶茂萱
副主任宣讲核心信息

电话：010-64269805 传真：010-6424433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安华西里一区12楼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6层 邮编：1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