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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欣ꎬ教授ꎬ博士研究生导师ꎮ生活方式医学及公共卫生

专家ꎬ国际 / 美国生活方式医学会 ＩＢＬＭ / ＡＣＬＭ 认证专家ꎬ亚

洲生活方式医学会科研主委ꎬ中华生活方式医学会主任委员ꎮ
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特聘教授ꎬ博士研究生导师ꎬ山东省胸

科医院汉光国际感染性疾病研究中心首席专家ꎬ连续两届泰山

学者海外特聘专家ꎮ ２００３ 年 ＳＡＲＳ 之后ꎬ领衔建立中美合作汉

光国际感染性疾病研究中心ꎬ建立中国大陆首个结核病国际临

床参比实验室及山东省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及预警系统ꎬ
２００８ 年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ＮＩＨ 项目ꎬ为山东省首次独

立获得ꎮ 兼任美国 Ｂａｙｌｏｒ 医学院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ꎬ休斯顿

生活方式医学研究院创始院长ꎬ 创立“全人健康计划”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
ｔｉｖｅ)ꎬ针对慢性疾病开展生活方式医学专科诊疗与教学科研ꎮ 主要研究方向为分子流行

病学、疾病遗传易感性、生活方式与慢性疾病的预防与逆转ꎮ

生活方式医学

马欣１ꎬ２

(１.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２ꎻ
２.山东省胸科医院汉光国际感染性疾病研究中心ꎬ 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３)

摘要:生活方式医学是一门新兴医学专科ꎬ针对慢性疾病的成因ꎬ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循证医学改良ꎬ以非药物、非
手术的方式达到慢性疾病的预防、逆转与康复的目的ꎮ ２０１７ 年美国率先举办生活方式医学专科认证考试ꎬ并逐步

纳入全民医保体系ꎬ成为慢性疾病的一线治疗手段ꎮ 随后ꎬ世界各国纷纷成立生活方式医学会ꎬ积极参与这次全

球性的健康运动ꎬ以此作为各国医疗改革的重要方向ꎮ 我国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分别在“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

纲要”及“健康中国行动计划”中ꎬ着重提出“建立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和“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全

民健康理念ꎮ 生活方式医学在中国的落地发展将成为“健康中国”的重要学科抓手ꎬ为全民健康做出不可替代的

贡献ꎮ
关键词:生活方式医学ꎻ慢性疾病ꎻ循证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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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ａｒｄ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Ｍ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２０１７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Ｌ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
ｎａ ２０３０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ｉｓｓｕｅｄ ｂｙ Ｃｈｉｎ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６ ａｎｄ ２０１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ｈａｖｅ ｅｍ￣
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ｒ ｏｆ ｈｉｓ / ｈｅｒ ｏｗｎ ｈｅａｌｔｈ” .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３０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ｂｅ ａｎ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ｈｉｎａ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ꎻ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ꎻ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心脑血管疾病、肿瘤、代谢性疾病(肥胖、糖尿

病、高血脂)等慢性疾病占据全球疾病负担与医疗

开支的 ８０％ꎬ过去 ４０ 余年全球范围内的研究数据表

明ꎬ超过 ６０％以上慢性疾病成因是不良生活方式ꎬ
而遗传因素、医疗条件和环境因素仅占 ４０％ 左

右[１￣２]ꎮ 过去 １０ 余年ꎬ在严谨、科学的循证医学体系

内ꎬ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临床学科———生活方式医

学ꎬ融合营养科学、运动生理学、心理及行为科学、社
会人际关系学、睡眠科学、临床医学等ꎬ在机体、心
理、心灵 ３ 个层面ꎬ针对慢性疾病的病因给予个体化

的生活方式再造ꎮ 研究表明ꎬ强化生活方式干预治

疗对心脑血管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总体有效率(预
防、逆转、康复)超过 ８０％[３]ꎻ并通过改变数百个人

类基因的表达水平ꎬ抑制促癌基因的表达ꎬ加强抗癌

基因的表达水平ꎬ对肿瘤的发生、发展有明确的抑制

与逆转作用ꎬ有效提高肿瘤患者的 ５ 年存活率ꎬ被美

国肿瘤协会确定为肿瘤康复的 ４ 大要素之一ꎬ与其

他肿瘤专科共同构成疗效协同的综合治疗体

系[４￣５]ꎮ 生活方式医学已经成为各类慢病的一线治

疗手段ꎬ提升了综合疗效ꎬ并大幅降低了医疗费用的

开支ꎮ
２０１６ 年国家出台了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

要» [６]ꎬ其中“健康生活方式”是纲要中出现频率最

高的关键词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国家再次出台了«关于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７]ꎮ 文件中

明确指出ꎬ预防为主ꎬ开展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ꎬ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ꎬ建立国人的健康

生活方式是实现规划目标最为重要的途径ꎮ 这一系

列的文件和举措ꎬ标志着我国的医疗大健康模式从

被动式医疗模式向主动式价值医疗模式(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ｂａｓ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转变ꎬ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ꎮ

１　 ２１ 世纪的健康危机

人类进入 ２０ 世纪以来ꎬ科学技术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进步ꎬ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ꎬ
人类的疾病谱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ꎮ 直到 ２０ 世

纪上半叶ꎬ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仅仅 ４０ 岁左右ꎬ大
量的生命被传染病夺走ꎮ 随着疫苗和抗生素的发明

和广泛使用ꎬ威胁人类生命的重大传染病被消灭和

抑制ꎮ 到 ２０ 世纪末ꎬ人类的平均预期寿命翻了一

番ꎬ达到 ７０ 岁以上[８]ꎮ 随之而来ꎬ非传染性慢性疾

病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原因ꎮ 当前ꎬ在美国ꎬ
６０％的成年人患有一种慢性疾病ꎬ４０％的成年人患

有两种及以上慢性疾病ꎬ慢性疾病占据了 ８０％以上

的成人死亡原因ꎬ慢性疾病的高发把美国的医疗费

用推升至每年 ３. ５ 万亿美金ꎬ 占美国 ＧＤＰ 的

１８％[９]ꎮ ２０１８ 年ꎬ全球药品销售额 １.２ 万亿美元ꎬ北
美占 ４８.９％[１０]ꎬ于此同时ꎬ美国每年有 １５０ 万人因

处方药中毒而就医ꎬ药物滥用已经成为人民健康的

重要威胁[１１]ꎮ
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年ꎬ经济社会得以迅猛发展ꎬ

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ꎮ 饮食

结构逐步西化ꎬ动物蛋白的摄入显著提高ꎮ 国人年

均禽畜肉食消费已经从 １９７８ 年的 １０.３ 公斤增长到

了 ２０１８ 年的 ６０ 余公斤[１２]ꎮ 西式快餐蓬勃发展ꎬ到
２０１７ 年ꎬ麦当劳在全国连锁店已达到 ２ ５００ 家ꎬ２０２２
年ꎬ将达到 ４ ５００ 家[１３]ꎮ ２０１９ 年ꎬ我国汽车保有量

超过 ２.５ 亿辆ꎬ成为世界第一ꎬ彻底改变国人的出行

方式[１４]ꎮ ２０１８ 年末ꎬ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５９.５８％ꎬ比 １９４９ 年末提高 ４８. ９４ 个百分点[１５]ꎮ
２０２０ 年ꎬ老年人口达到 ２. ４８ 亿ꎬ老龄化水平达到

１７.１７％ꎬ其中 ８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３ ０６７ 万

人[１６]ꎻ２０２５ 年ꎬ６０ 岁以上人口将达到 ３ 亿ꎬ成为超

老年型国家[１７]ꎮ
与此同时ꎬ我国慢性疾病来势汹汹ꎬ数据显示ꎬ

目前以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
尿病这 ４ 类重大慢性病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患者大约有 ４ 亿多人ꎬ占总疾病负担的 ７０％以上ꎬ占
总死亡人数的 ８８％[１８]ꎮ 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我国

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ꎬ全国现有高血压患者 ２.７ 亿、
脑卒中患者 １ ３００ 万、冠心病患者 １ １００ 万[１９]ꎮ 为

应对心脑血管病的高发病率ꎬ截至到 ２０１９ 年ꎬ全国

医疗机构认证的胸痛中心超过 １ ０００ 家ꎬ各类脑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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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心超过 ７００ 家ꎬ仍旧无法满足临床急救需

要[２０]ꎮ 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 ３８０ 万ꎬ死亡人数

约 ２２９ 万ꎬ发病率及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１]ꎮ 以

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为代表的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患病率居高不下ꎬ我国总患病人数近 １ 亿[２２]ꎮ
过去 ４０ 年ꎬ我国的糖尿病发病率呈爆炸式增长ꎬ
１９８０ 年ꎬ成人中糖尿病发病率为 ０.６％[２３]ꎬ２０１８ 年ꎬ
发展到 １１％ꎬ目前超过 １ 亿人患有糖尿病ꎬ并有 ３.４
亿人处于糖尿病前期ꎬ其中ꎬ４０ 岁以下患者超过一

半[２４]ꎮ 我国的药品销售额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４ ０００ 亿人

民币ꎬ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４ 万亿人民币ꎬ人均医疗花

费也增加了 １０ 倍之多[２５]ꎮ 随着国家医保的 １００％
全民覆盖ꎬ慢性疾病的高发已经使国家医保支出不

堪重负ꎮ 如果不对疾病的病因采取行动ꎬ慢性疾病

的流行和高涨的医疗费用ꎬ将不会得到有效的遏制ꎮ
研究表明ꎬ慢性疾病的主因是不良生活方式ꎬ包

括不当的营养、缺乏运动、睡眠障碍、过大压力、不良

人际关系、烟酒的损害ꎬ因此ꎬ慢性疾病从病因上也

被统称为“生活方式病” [１￣３]ꎮ

２　 医不治己－关水龙头ꎬ还是擦地板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在美国加州召开的美国心

脏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ｅ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ＨＡ)年会上ꎬ
时任大会主席、５２ 岁的著名心脏介入科医生 Ｊｏｈｎ
Ｗａｒｎｅｒ 教授在大会期间突发心肌梗塞ꎬ心脏骤停ꎬ
所幸现场有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心脏科医生ꎬ给予

了最专业的急救ꎬ得以幸免于难ꎮ 这条新闻很快上

了美国的新闻头条ꎬ引起广泛关注ꎬ为什么美国最优

秀的心脏科专家ꎬ却英年罹患致命心脏病[２６]ꎮ
美国心脏学会成立于 １９２４ 年ꎬ目前是全球最大

规模的心血管学术团体和非营利组织ꎬ全球会员超

１ 万余名ꎬ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ꎬ通过慈善捐款ꎬ先后融资

４５ 亿美金ꎬ资助了大量的心血管领域的研究ꎬ推动

心血管疾病突破性治疗手段的发明和临床应用ꎬ并
制定心血管病的最新诊疗指南ꎬ在全球范围内是公

认的权威学术团体ꎮ 其中ꎬ最早的心脏除颤仪、心脏

起搏器、人工心脏瓣膜等技术的发明和临床应用ꎬ都
得到过 ＡＨＡ 的资助ꎬ先后产生了 １０ 位诺贝尔医学

奖得主ꎮ 但时至今日ꎬ美国每年仍有超过 １００ 万人

罹患急性心肌梗死ꎬ８０ 万人发生脑中风ꎬ１ ６５０ 万人

患有冠心病(占成年人口的 ８％)ꎬ超过 １ 亿人患有

高血压ꎬ心脑血管疾病仍是美国民众的第一位死亡

原因ꎮ 显而易见ꎬＡＨＡ 作为心血管疾病的全球性旗

舰学术组织ꎬ为疾病诊疗技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

贡献ꎬ但是对疾病预防研究和技术推广的重视还远

远不够[２７]ꎮ
目前ꎬ美国大约有 ８０ 万执业医生ꎬ２００９ 年ꎬ在

美国加州开展了一个小样本的医生健康生活方式的

调查ꎬ发现 ５３％的医生自述压力过大ꎬ３５％缺乏运

动ꎬ３４％睡眠不足ꎬ２７％不吃早餐ꎬ１３％服用镇静药

物ꎬ７％有抑郁情绪ꎬ４％吸食大麻[２８]ꎮ 医生群体对

健康生活方式和疾病预防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身体力

行ꎮ 全球范围内研究表明ꎬ在现代医学教育体系中ꎬ
针对慢性疾病的病因诊疗ꎬ缺乏系统性的知识传授

和技能培训ꎬ当前的医生、护士等医务工作者的知识

体系和技能体系中缺乏针对疾病病因的预防、逆转、
和康复的基础知识和基本临床技能ꎮ 这是全球性的

问题和危机ꎬ也是医不知己的问题所在ꎮ

３　 人类的第四枚苹果－生活方式医学

早在 ２５００ 年前ꎬ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说ꎬ
保持健康的简单方法就是“少吃多劳作”ꎮ 同时代

的孔子提倡“中庸之道”ꎬ作为保持健康的处世之

道ꎮ 两千多年前ꎬ«黄帝内经»中提出“上医治未病ꎬ
中医治欲病ꎬ下医治已病”ꎮ

人们很早就发现ꎬ人的健康水平取决于个人的

生活方式ꎬ而生活方式并非是单纯的生活习惯ꎮ 生

活方式的真正定义为:基于个人信念和价值观所形

成的一整套人的行为方式ꎮ 生活方式的基础在于个

人的心灵认知层面ꎬ这是一个核心概念ꎮ 也是生活

方式医学诊疗的关键出发点和作用点ꎮ
２０００ 年ꎬ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ꎬ对生命及健康

的认知提高到了分子水平ꎮ 转眼 ２０ 年过去了ꎬ生命

科学进入了后基因时代ꎬ人们对疾病的认知更加深

入、精准到基因水平ꎬ产生了大量的基因诊断技术ꎬ
肿瘤靶向药物ꎬ以及在基因检测基础上对高危人群

的早期发现和干预等ꎮ 目前ꎬ在美国有逾 １ ５００ 万

肿瘤幸存者ꎬ恶性肿瘤整体 ５ 年存活率接近 ７０％ꎬ先
进的治疗技术使癌症成为慢性疾病ꎬ而非绝症ꎮ 然

而ꎬ美国的肿瘤发病率却高达 ４５０ 例 / １０ 万人年ꎬ
远超我国 ３００ 例 / １０ 万人年[２９]ꎮ 人们发现人类健

康的主要威胁是后天的不良生活方式(６０％以上的

病因)ꎬ而遗传因素仅占 １５％[３]ꎮ 更加重要的是ꎬ人
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基因的表达水平ꎬ从而影响

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逆转、甚者康复[４]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在美国休斯敦德克萨斯医学中

心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ｅＢａｋｅｙ 教授及其学生 Ｄｅａｎ Ｏｒｎｉｓｈ 等

心脏科专家在临床上发现ꎬ患有冠心病的患者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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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药物非手术的生活方式改良ꎬ１ 个月后ꎬ患者的心

绞痛等心肌缺血的症状及心衰症状可以得到明显地

改善[３０￣３１]ꎮ 美国著名医院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 心脏外

科主任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 Ｅｓｓｅｌｓｔｙｎ 教授ꎬ也证明通过强化生

活方式干预治疗ꎬ冠状动脉内的斑块可以减少ꎬ冠心

病可以得到有效的逆转[３２]ꎮ １９７４ 年ꎬ由北京阜外

医院刘力生教授领衔开展的“首钢高血压预防控制

研究”ꎬ首次证明生活方式改良可以有效控制高血

压ꎬ预防脑卒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３３]ꎮ １９８３ 年ꎬ
中、英、美三国联合开展著名的“Ｃｈｉｎａ￣Ｃｏｒｎｅｌｌ￣Ｏｘ￣
ｆｏｒ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由美国康奈尔大学 Ｃｏｌｉｎ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教
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陈君石教授、英国牛津大学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ｅｔｏ 教授等领衔ꎬ在中国 ６５ 个县开展营养

与各类慢性疾病风险的研究ꎬ研究表明ꎬ过多的动物

蛋白(肉蛋奶)摄入增加心脑血管病、肿瘤、肥胖、糖
尿病的风险[３４￣３５]ꎮ 在此基础上ꎬ２００５ 年ꎬ畅销书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ｙ”正式出版ꎬ英文版销量超过 ２００
万册ꎮ １９８６ 年ꎬ由北京阜外医院李光伟教授等领衔

开展长达 ３０ 年的“大庆糖尿病预防研究”ꎬ首次证

明“生活方式干预能够有效地在高危人群中预防糖

尿病ꎬ减少糖尿病人并发症ꎬ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率

和死亡率”ꎬ第一次回答了“糖尿病能否被预防”的
难题[３６￣３７]ꎮ ２００８ 年美国加州大学的 Ｄｅａｎ Ｏｒｎｉｓｈ 教

授发现ꎬ对前列腺癌患者给与生活方式干预治疗 ３
个月后ꎬ超过 ５００ 个与肿瘤相关的基因发生表达水

平的变化ꎬ证实肿瘤在分子水平发生了逆转ꎬ血液肿

瘤标志物 ＰＳＡ 也发生了明显下降ꎬ肿瘤体积也在缩

小ꎬ这是人类首次在分子水平证实肿瘤可以通过生

活方式改良得以预防和逆转[４]ꎮ 美国时代周刊以

封面文章的形式ꎬ报道了这一重要研究成果ꎬ题目是

“你的 ＤＮＡ 不再是你的宿命” [３８]ꎮ ２０１８ 年ꎬ美国肿

瘤学会将生活方式改良作为癌症患者成功幸存的重

要治疗手段ꎮ 经过 ４０ 多年的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

临床研究发现ꎬ生活方式的干预可以大幅降低慢性

疾病风险(糖尿病 ９３％、冠心病 ８１％、中风 ５０％、、肿
瘤 ３６％) [３]ꎮ

１９８９ 年ꎬＥｒｎｓｔ Ｗｙｎｄｅｒ 教授正式提出生活方式

医学 (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的名称ꎬ １９９９ 年ꎬ Ｊａｍｅｓ
Ｒｉｐｐｅ 教授出版了第一部生活方式医学的专著[３９]ꎮ
随着大量研究证据的积累ꎬ医学界对生活方式与疾

病的关系形成了共识ꎬ２００４ 年ꎬ美国正式成立了生

活方式医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ꎬ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ｒｇ / )ꎬ紧随其后ꎬ欧

洲、澳洲、亚洲生活方式医学会相继成立ꎬ并逐渐成

为医学界的新领域ꎮ ２０１１ 年ꎬ美国联邦医保(Ｍｅｄｉ￣

ｃａｒｅ)正式纳入第一个非药物非手术治疗和逆转心

脑血管疾病的项目 (Ｄｅａｎ Ｏｒｎｉｓ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Ｒｅ￣
ｖｅｒｓ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美国生活方

式医学会举办第一次专科医生考试ꎬ标志着生活方

式医学正式成为美国主流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此

时美国生活方式医学会的 Ｌｏｇｏ 恰好又是一枚苹

果ꎬ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改变人类生存方式的三只苹

果———伊甸园里的果子、砸到牛顿头上的苹果、和乔

布斯的苹果ꎬ难道预示着改变人类的第四只苹果即

将来临?

４　 生活方式医学的学科特点－全人健康

早在 １９４８ 年ꎬ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就提出人体

的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ꎬ而在机体、心理及社会人

际关系方面的全人健康[４０]ꎮ 大量研究也证实了ꎬ人
际关系危机导致慢性心理压力ꎬ最终导致机体慢性

疾病ꎬ譬如ꎬ肿瘤、心脑血管病等ꎮ 因此ꎬ人的健康是

身、心、灵 ３ 个层次的全人健康概念ꎮ
生活方式医学以关注全人健康为诊疗原则ꎬ６

大支柱学科学科组成中ꎬ营养科学、运动生理学、睡
眠科学、戒烟限酒关注机体健康ꎬ压力控制科学关注

心理健康ꎬ社会人际关系学关注心灵健康ꎮ ３ 个层

次、６ 个方面缺一不可ꎮ
生活方式医学的诊疗思路及流程ꎬ① 从机体、

心理、心灵 ３ 个层次寻找疾病的病因ꎬ达到病因诊断

的目的ꎻ② 针对生活方式病因ꎬ从身、心、灵 ３ 个层

面开具生活方式医学处方ꎻ③ 通过认知行为治疗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ＣＢＴ)ꎬ改变患者认

知ꎬ形成对健康和疾病的崭新的认识ꎻ④ 通过建立

激励随访(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ｉｎｇ) 机制ꎬ强化患

者的认知改变ꎬ维护治疗性行为改良并产生可以感

知的疗效ꎬ形成正反馈的良好效果ꎻ⑤ 稳定的医患

关系ꎬ帮助患者建立终生健康生活方式[４１]ꎮ
２０１８ 年生活方式医学被美国医学院学会评为 ５

大新兴的医学专科ꎬ成为各类慢性疾病的一线治疗

手段ꎮ 生活方式医学具有 ５ 大学科特点ꎬ① 生活方

式医学是一门严谨、科学的循证医学体系ꎬ在大量的

临床研究的基础上ꎬ建立起来的临床医学专科ꎬ具有

确信疗效ꎬ与其他临床学科(药物、手术等)共同构

成综合诊疗方案ꎮ 这有别于我们常见的功能医学、
替代医学、养生玄学等非循征医学学派ꎻ② 生活方

式医学是对慢性疾病病因的一线治疗手段ꎬ通过对

生活方式病因的诊断和改良ꎬ实现对慢性疾病的根

本性治疗ꎬ达到预防、长期缓解和康复的疗效ꎬ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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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全生命周期的治疗和健康管理ꎮ 这有别于我们

传统的临床医学ꎬ大多是针对病征的诊疗ꎻ③ 生活

方式医学是对患者心、身、灵 ３ 个层次的综合诊断和

治疗ꎬ是全人健康的概念ꎬ而非头疼医头ꎬ脚疼医脚ꎻ
④ 生活方式医学是个体化医学ꎬ针对每个患者不同

的发病原因ꎬ对病因进行诊断ꎬ并开具生活方式医学

处方ꎬ因此是一对一的临床学科ꎬ而非公共卫生服

务ꎻ⑤ 生活方式医学是以非药物、非手术的手段ꎬ对
慢病进行预防、逆转和康复ꎬ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ꎬ
配合其他临床手段ꎬ逐步减少对药物的依赖ꎬ最终实

现降低医疗费用ꎬ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作用ꎬ是真正

的价值医疗体系ꎮ

５　 生活方式医学的发展未来

医学发展的最高境界是治未病ꎬ生活方式医学

发展的愿景是“世界上所有医务工作者都获得以循

证为基础的生活方式医学的培训和认证ꎬ践行健康

生活方式ꎬ并在行医过程中ꎬ针对患者病因ꎬ将生活

方式医学作为一线治疗手段”ꎮ
当前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ꎬ医疗费用持续上

涨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ꎬ生活方式医学将

在根本上变革医学的发展模式ꎬ改变诸多产业的发

展方向和人民的生存方式ꎬ最终实现人民健康水平

提高ꎬ医疗费用可控的局面ꎮ 随着学科的壮大ꎬ将会

影响国家立法和行业规范:① 医生有责任告知患者

生活方式医学也是治疗选项之一ꎻ② 生活方式医学

成为医疗大健康从业人员的培训、资格认证和继续

教育 ＣＭＥ 的内容ꎻ③ 立法要求医疗机构提供健康

饮食ꎻ④ 立法要求食品公司标注健康食品内容ꎬ禁
止垃圾食品的广告ꎻ⑤ 立法限制药厂过度广告ꎻ⑥
立法引导餐饮业向健康方向发展ꎻ⑦ 增加医保对生

活方式医疗服务的报销比例ꎻ⑧ 完善大众健康生活

方式的教育ꎻ⑨ 生活方式医学会不受食品工业、医
药企等商业利益左右ꎮ

６　 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医学

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和养生哲学尤其重视治未

病ꎬ强调“天人合一”和“精气神”全人健康的理念ꎬ
以“扶正祛邪ꎬ辩证论治”为原则ꎮ 在理念上ꎬ生活

方式医学与传统中医高度一致ꎬ并承担着西医体系

中的“扶正”的学科功能ꎮ 生活方式医学在中国的

发展ꎬ必将吸收中国传统医学的智慧ꎬ发展出更具优

势的学科特色ꎬ为全民健康做出巨大的贡献ꎮ ２０１８

年ꎬ大陆、台湾、香港的医学同道们共同成立“中华

生活方式医学会”ꎬ以此推动生活方式医学在大中

华地区的学科发展和实践ꎬ通过人才培训、社区慢性

疾病管理、大众健康教育等手段ꎬ积极参与“健康中

国”的事业ꎬ并取得了初步的成绩ꎮ

７　 结束语

改革开放 ４０ 年ꎬ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迅猛发

展ꎬ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ꎬ随之而来的

现代生活方式疾病也困扰着国民健康ꎬ成为国家财

政和百姓家庭的沉重负担ꎮ 舍本求末的现代医疗模

式ꎬ根本无法扭转医疗费用高涨的趋势ꎬ国家急需一

个科学、有效、可持续发展的医疗大健康服务标准及

模式ꎮ 生活方式医学的产生和实践将从根本上解决

全民健康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ꎬ为实现“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目标”提供重要的学科支撑、人才体系和

崭新的大健康服务模式ꎮ 我们坚信生活方式医学将

在中国健康事业中得到大力的发展ꎬ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做出积极的贡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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