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前，地球上的化学品约有 7000

万种，现在已经达到两亿种。化学品的快

速增加造成了新的环境与健康问题。

新污染物治理已进入国家“十四五”

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国务院在今年 5 月

出台了《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但新

污染物种类过多，相关管理仍面临挑战：

管哪些东西、管到什么程度、边界在哪

儿，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国在新污染物基础研究方面起步

并不晚，但是在科技支撑、法律法规、管

理体制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和短板，

制约了新污染物健康风险的科学评估和

精准管控。

环境中新污染物的发现与风险识别

是解决新污染物环境健康问题的前提，

这需要基础研究先行，对新污染物健康

风险有全面的认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桂斌：

新污染物风险管控基础研究需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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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要健康，周围的动物、环境也要健康。否则，脱离大环境而谈人类健康就

是一种奢望。为了寻找解决复杂生态和健康问题的合理方案，“全健康”(One

Health)理念应运而生，其核心是关注“人—动物—环境”的共同健康，从更宽泛的

视角解决复杂的健康问题。

几年前，“全健康”理念被引入中国，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相关实践尚处

于起步阶段。近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于北京中关村开展的高层次学术活动———

第 129 次“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上，数十位来自不同领域的院士专家围绕“环

境、生态与健康”的主题，就如何推进“全健康”理念在中国的落地实施展开深入

讨论。

本报编辑部整理了此次会议上 10余位院士专家的核心报告与观点，以飨读者。

以前我们提到疾病和健康，主要是关

注人类自身。今天要保证人类的健康，许

多大夫都会建议把“关口前移”到环境、生

态进行预防，否则得了病又花钱，人又受

罪，还不一定治得好。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环境、生态与

健康”，既是学科前沿交叉问题，又是实实

在在的社会问题，是国家的重要需求。推动

全健康这件事情，需要关注整个地球生命

共同体。即使是以人为中心，眼光和手段也

要超出人的范畴，把健康概念和管理拓展

到更大范围。只有将人类健康、动物健康、

环境健康当做一个整体加以管理，才能真

正实现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健康。全健康理

念的实施，需要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的

合作，需要政产学研的联合行动。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康乐：

关口前移推进全健康实施

空气污染是影响人体健康的最重要环境

因素之一。现在，我国室外空气质量得到明显

改善，但对室内空气污染的关注相对较少。人

在室内的时间远远超过室外，室内 PM 2.5对

健康的危害远超老百姓更关注的甲醛危害。

农村居民室内 PM 2.5污染的最重要来

源是煤和生物质等燃料的使用。随着生活水

平持续提高，农村生活用能已经向清洁能源

转型。2017—2021年期间我国 2+ 26地区完

成了电代煤、气代煤“双替代计划”，使室内

PM 2.5暴露水平下降了 40%以上，但北方地

区清洁取暖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不同于室外空气污染，由于住户之间的

差异，室内空气污染存在很大不同。吸烟、

烹饪以及开窗习惯等都会影响室内污染，

需要关注。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陶澍：

室内空气污染健康危害需重视

大脑需要睡眠来进行必要的修复和清

理，帮助大脑“清理冗余”。睡眠问题会增加

患精神疾病和高血压、心肌梗死等躯体疾

病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慢性杀手”。

睡眠与生态、气候、环境、生活方式、心理

压力都有关系。睡觉时光照会影响心跳和血

糖代谢。睡觉前看电子产品会导致入睡困难、

生物钟时相后移、褪黑素分泌降低等问题。通

过对 5万人进行线上调查，我们发现疫情期

间，我国大众失眠发生率高达 29.2%。

维持良好的健康，保持大脑功能，要从

良好的睡眠开始。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

维持良好健康从睡眠开始

过去 70 多年，中国健康事业取得史

无前例的成绩，但我国重大疾病防治依

然面临艰巨挑战。癌症、心脑血管、糖尿

病等传统重大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新

发突发传染病依然存在威胁。

我国医学科技创新能力仍显不足。

处方药物专利、大型医疗装备、临床治疗

指南标准 95% 以上都来自国外，这和我

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符。

为推进全健康理念实施，全方位、全周

期地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

和学科交叉。通过多种前沿优势学科交叉融

合，让医学成为一个出口，承接多种前沿先进

技术的落地和应用，推动医学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院长詹启敏：

“科技创新 +学科交叉”助力医学发展

当前，我国肿瘤发病总体呈上升趋势。

实际上，纯遗传因素引起的癌症仅占 10%

左右。大部分癌症是环境与基因交互作用

引起的慢性疾病。

研究表明，环境中某些天然或人工的

化合物可引起 D N A 突变，诱发动物癌症；

环境中的幽门螺杆菌等细菌和乙肝病毒、

人乳头瘤病毒等都是明确的致癌原。此外，

一些物理因素如电离辐射、紫外线等也是

致癌物。人类对环境致癌因素的反应有很

大的个体差异，阐明环境基因交互作用是

癌症防控的重要环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教授林东昕：

多数癌症源自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

气候变异可能带来一系列灾害和应

对问题。现在的极端气候、高温热浪等，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若干年前已经预测到

了，预言已经变成现实。

气象灾害会随着全球变暖进一步增

加，过去几十年增长了约 151%。我国是世

界上少有的气象灾害严重的国家，如南京

最近一个多月都处于高温状态，基本没有

下雨，长江水位极低，影响非常大。

要应对气候灾难，关键是预测，进而

采取一定防御措施，但这是非常难的一

件事。当前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事件、热

带大气季节类振荡、太平洋年代际涛动

等预报依然面临很大不确定性，气象灾

害往下游走，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预报也

需要加强。我们需要瞄准这些科学难题，

展开科学攻坚，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科

技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王会军：

让气候预测“跑赢”气候灾害

兽医公共卫生是国家公共卫生安全

“防护网”的关键环节，是保障动物和人类

健康的第一道“隔离带“和“防火墙”。但

兽医公共卫生安全当下仍面临多种风险

和挑战，如动物源人兽共患病、重大动物

疫病、动物源细菌耐药问题等。

以抗生素耐药性为例，近 40年来，针

对革兰氏阴性菌治疗产生的超级耐药性，

只有两种药———多黏菌素和替加环素可以

用。但这两个药目前在全球 60多个国家都

产生了耐药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动物大

量使用抗生素后产生的，治疗难度非常大。

只有基于全健康理念，突破人与动

物、国家与地域的界限，加强相关基础研

究和环境监测，才能助力重大公共卫生与

健康问题的解决。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院长沈建忠：

跨界合作健全兽医公共卫生体系

环境是抗生素细菌耐药性的主要储存

库，是耐药性的源和汇。

研究发现，污水经处理厂处理后，抗性

基因数量虽有所下降，但仍然相当可观。随

着耐药病原菌在环境中的迁移，我国各地

的污水处理厂都含有核心的抗性基因组。

市场上的生菜在清洗时很难彻底消除叶片

的微生物，包括带有潜在抗性基因的病原

菌。作为微生物“避难所”的微塑料表面潜

在病原菌的数量也明显高于自然环境。

我们要更加关注环境中的耐药病原

菌，特别是化学污染和生物污染的叠加效

应，控制甚至消除抗生素耐药性在环境中

的传播，规避由此带来的健康风险。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永官：

环境耐药病原菌传播需警惕

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入开展，

我国土壤污染加重的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但土壤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土地短缺、土壤退化、土壤污染并存，

是当前我国土地利用的现状。同时，我国

土壤污染防治面临新的挑战，如全国温室

大棚存在化肥、农药、抗菌剂等污染，全国

各省区市在产企业或工业园区周边污染

风险极大，相关土壤污染事件频发。

我国土壤污染量大面广、类型复杂，

防治基础比较薄弱，相关标准有待完

善。应对这些问题，需要建立土壤污染

防治的法规、政策、标准和技术指南，在

关键基础理论、防治方法、适用技术上

有所突破，以管控各类风险，确保吃得

放心、住得安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朱利中：

管控土壤风险确保“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氨苯砜（D D S）兼具抗菌抗炎双重作

用，被广泛应用于麻风、疟疾、银屑病等疾

病的治疗，也是疱疹样皮炎、线状 IgA 等

自身免疫性大疱病的“特效药”，至今仍无

替代药物。

D D S 自上世纪 50 年代应用至今使

数以亿计的患者受益，但也使千百万患

者发生致死性药物不良反应———氨苯砜

综合征（D H S）。鉴于此，进入新世纪以

来，D D S 逐渐退市，仅用于治疗麻风病。

我们研究发现了 D H S 的风险靶点，

消除了该药的不良反应，使疱疹样皮炎、

线状 IgA 等罕见病有药可治，也为开发

氨苯砜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等新的适应症

提供了安全保障。相关检测试剂盒预计

年底获批上市。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副校长张福仁：

找出不良反应靶点“老药”踏上新征途

脑血管病是我国致死率最高的一类疾

病，其复发是患者致残、致死最重要的原

因。从 1977年到 1997年，阿司匹林作为常

规治疗药物使脑血管病复发率从 20%降到

11%，此后国际上一直探索进一步降低复

发率的方法。

通过数据收集和多组检测，我们深度

挖掘了与脑血管病相关的潜在标记物和干

预靶点，研发了阿司匹林叠加氯吡格雷、格

瑞洛联合阿司匹林等 C H A N C E 系列联合

治疗方案，让脑血管病复发药物焕发新的

生机，降低了我国脑血管病复发率。相关治

疗方案也成为世界脑血管病研究指南的一

部分。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

“双剑合璧”加速创新药物研发

阿尔茨海默病（A D）是当前老年人中的

常见疾病。中国目前有 5000多万人存在不同

程度的认知功能障碍，今后仍有升高趋势。

我们绘制的首张中国 A D 发病地图显

示，南方低、北方高、西部更高，城市低、农

村高。这说明 A D 与环境、地域、生活方式

有潜在关系。我们研究发现中国人 A D 发

病风险基因的概率在国际上更低，这说明

国人 A D 发病率高可能与环境因素有关。

A D 发病有很多风险因素，如饮酒、脑

血管病、吸烟、高血压、抑郁、高血脂、不健

康饮食、缺乏锻炼、肥胖、糖尿病等。这些风

险因素其中有一部分是可控的，因此或是

未来控制 A D 高发的方向。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教授贾建平：

规避风险因素预防记忆衰退

让“全健康”理念落地 院士专家说

头发作为非侵入性的生物监测手段，

具有非侵入性、容易采样、稳定性强、方便

运输、可回溯时间长以及使用广泛等其他

生物材料所不具备的优势。

头发能否准确反映进入到人体血液里

污染物的量？头发里的污染源有多少来自内

源（血液）和外源（空气尘埃）？头发能不能监

测有机物？我们通过十多年的研究解决了将

头发作为生物监测手段推广的困扰。

以广东清远为例，当地和广东贵屿、浙

江台州被称为三大电子垃圾之都，最重要的

特征污染物是 PC B（印制电路板）。我们研

究发现头发中的内源环境印记约占 36%，外

源约占 64%，说明相关污染急需治理。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于云江：

一根头发里的环境秘密

（本报记者冯丽妃采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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