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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和疾控局的指导下，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于2015年发起“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希望为慢

性疾病的防控带来积极促进作用。 

近年来，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肿瘤等慢性病发病

率呈快速上升且年轻化趋势。相比于其他三类慢性病，当前我国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在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病死率和疾病负担等指标上都处于高水平上

升趋势，已成为严重的医疗保健与公共卫生问题。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

慢阻肺、哮喘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意识还有待提高。目前，老百姓都

知道高血压、糖尿病，却很少有人了解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基层医疗机构

缺乏慢阻肺、哮喘等疾病的诊疗能力，社会对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关注度

始终偏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此类疾病的高发问题。

在此形势之下，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于2015年11月15日率先启动“

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项行动”。希望通过行

动，引导社会各界和公众关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实现全民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防治素养水平的明显提升。

传播主题：凝心聚力  共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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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君石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                                常继乐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                                王华宁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                        刘利群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                            安吉拉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王克安 

中华预防医学会                                            孔灵芝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梁晓峰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李长宁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杨洪伟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                            陶茂萱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                                        朱宝铎     

中国医院协会                                                张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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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会上，近2000名志愿者齐集北京园博园，挑战最大人体“肺”器官拼图吉尼

斯世界纪录，并获得成功。此举旨在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营造全

社会人人参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的社会氛围。

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新社、健康报、健康时报 

生命时报、新京报、京华时报、新闻晨报、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 

公益时报、法制晚报、人民政协报、中国医药报、北京晚报

医学论坛报、新民晚报、自我保健杂志、腾讯公益、新浪公益

新浪微博、凤凰公益、光明网、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新华网

中 国 网 、 搜 狐 健 康 、 医 学 界 、 丁 香 园 、 3 9 健 康 网 、 科 技 网

中国慢病管理网、千龙网、今日头条、乐视网、北京电视台

优酷、酷6网、爱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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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慢性病已经成为威胁我国人民群众健康的最重要的卫生问题，加强慢

性病管理，提高慢性病防治健康素养，控制慢性病发生发展是落实“健康中国”战

略的关键环节。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一起被世界卫生

组织列为全球四大慢性疾病。《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15年）》显

示，我国40岁及以上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病患病率为9.9%，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

率为68/10万，已经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在这个重要时期，启动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防治素养专项行动，以慢性病管理和素养提升为切入点，搭建部门协作、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慢性病防控新平台，探索慢性病防控工作新模式，是“推进健康中

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在行动开展过程中，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落实“预防为主”的工作策略。

二是要加强多部门合作。三是要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四是充分发挥基层卫生服务机

构的作用。

76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监察专员 常继乐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部门共同努力和全社会广泛参与，要更

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强调以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全民健

康素养，把“少得病、不得病、早发现、早治疗”作为“健康中国”建设的首选。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环节和有力抓手。

今天，我们在这里启动的“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 . 呼吸专项行动”就是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在慢性病防治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具体体现。专项行动以提

升人民群众健康素养为主要目标，通过动员多部门参与，广泛传播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防治知识，提升社会公众对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认知程度，创造利于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防治的社会环境。各级健康教育机构要积极参与到专项行动中来，以项目为

依托，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把专项行动工作与当前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重

点工作相结合。二是通过项目实施，加强基层健康教育专业人员的能力建设。三是

创新工作形式。健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健康教育服务的灵魂，应与时俱进、贴近

群众、相得益彰。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巡视员 王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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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发起并主办这样一个活动，目的就是要提高社会各界

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关注，提升公众的呼吸疾病防治素养，促进全社会参与呼吸疾病

防治的良好氛围。中心将以专项行动为契机，扎实工作，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慢性

病防治工作模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升相关机构特别是基层卫生计生机构

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工作能力，为满足公众健康需求，维护人民群众健康贡献力量。

也希望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一如既往地支持专项行动，对活动多指导，多提宝贵意

见和建议，及时指出问题，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和提高，共同推动专项行动科学、有

序、规范开展。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陈君石院士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目前有6亿人患有慢阻肺，平均每年约有270万人

死于慢阻肺，它是世界第四大致死原因，至2020年可能上升为世界第三大致死原

因。世界范围内，慢阻肺最常见的危险因素为吸烟。

关注慢阻肺，永远不晚。目前，中国正在为创造无烟环境而努力，“哈尔滨控烟

模式”被誉为“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黄金样本”，北京实施了“史上最严控烟令”。

今天，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素养专项行动的启动，将进一步唤起社会大众对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的关注，推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尤其是慢阻肺）工作，提高中

国居民的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无烟草行动技术官员 安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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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参与到呼吸专项行动中，是阿斯利康对中国呼吸健康事业承诺的延续。

希望通过这一新的合作平台，可以切实提升全国人民对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认

知，让尽可能多的患者及时地得到恰当的诊治，让疾病得到管理控制，让患者得到

轻松和缓解，让患者家庭仍然能得享天伦之乐。

今后，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践行阿斯利康的企业社会责任，凭借我们在这一

领域的丰富经验，优质的产品，携手整个医疗系统与医疗行业，为提升中国慢性呼

吸疾病诊疗水平，改善广大患者生活质量做出贡献！

阿斯利康业务部副总裁  张 辉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我国常见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一起被世

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四大慢性疾病。以慢阻肺为代表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病程长、

治疗负担很重、患者极其痛苦，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3》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呼吸疾病的两周就诊

率、两周患病率长期居第1位，呼吸疾病所致死亡占我国城市居民总死因的22.6%，占

农村居民总死因的25.1%。但是，在我国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与其他三种慢性病相比，

受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公众对常见呼吸疾病认知不足，防治素养不高。有调查显示：

呼吸疾病知晓率低，41%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慢阻肺，40%患者不知道吸烟是慢阻肺

的重要病因，84%患者不了解慢阻肺的分级；疾病控制情况不理想，仅35%的慢阻肺

患者病情控制稳定；治疗依从性差，仅约50%的慢阻肺患者遵医嘱用药，一旦病情

缓解42%的患者会停药。公众和患者的知识不足，素养不高，成为我国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防治的一个重要问题。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素养专项行动的开展非常及时和必要，它以传播慢呼

吸系统疾病知识、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水平为主要目标，呼吁广大医务工作者积极参

与到专项行动中来，为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水平、为实现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克安
（受中国工程院钟南山和王辰两位院士委托代为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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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of Venue Image

2015.11.15   北京.园博园

呼吁关注肺部健康    千人挑战“人体组成的最大器官图形”

启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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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
共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     
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院协会、中国社区卫生协会、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世界健康基金会 /中国呼吸疾病联盟、中国县级医院联盟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慢病管理网   阿斯利康中国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义工联、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印刷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健康中国行 - 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  呼吸专项行动

40岁以上符合以下情况 

应警惕慢阻肺病 
长期吸烟    活动后气急    咳嗽咳痰三个月以上√ √ √

常规做肺功能检查 

   凝心聚力   
共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     

健康宣传员

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院协会、中国社区卫生协会、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世界健康基金会 /中国呼吸疾病联盟、中国县级医院联盟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慢病管理网   阿斯利康中国  

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义工联、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印刷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关 注 慢 阻 肺

凝心聚力 共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健康中国行 - 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

呼吸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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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动会介绍

第14个世界慢阻肺日来临之际，“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

项行动”15日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为呼吁大众关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启动会组织近2000

志愿者，挑战世界上最大人体肺器官拼图，并成功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

二、监测时间： 2015年11月15日-11月24日

三、监测媒体：平面、网络、微博、微信、电视、网络视频 （广播不在监测范围内）

四、媒体监控分析

综述：据新生代全媒体舆情监测系统监测统计，信息总数为955频次，平面30频次；网

络655频次；微博171频次；微信81频次；电视11频次；视频7频次。报道总篇幅/时长为：

网络报道816310字，微信105965字，电视报道21.53分钟。

通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效的结合，形成了一个立体并深入化的全媒体平台，使得本次

活动传播效果最大化，其中平面媒体基本覆盖人数达15546000 人（不计入传阅率）。

属  性 平  面 网  络 微  博 微  信 电  视 视  频

正  面 19 393 105 64 9 5

中  性 11 262 21 17 2 2

负  面 0 0 45 0 0 0

总  计 30 655 171 81 11 7

1、传播趋势

从趋势图可以看出，活动举行当日，网络、微博及微信媒体就开始实施即时传播，传播

量爆发于16日，各媒体平台均在聚焦传播报道，其中以网络媒体为首，19日起趋于平稳。

2、调性分布

从调性分布可以看出，本次活动传播整体调性积极客观。其中正面占比62%，主要为传

播活动的意义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知识点；中性占比33%，主要由“北京青年报”首

发，关注焦点为在雾霾天室外号召重视肺健康引起质疑，引起媒体及网民关注讨论；负面占

比5%，主要为网民个体对于吉尼斯表现形式的意见和看法，声量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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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媒体分布

从媒体分布图可以看出网络媒体以其稿件落地快，周期短，转载方便等优势，在报道量

中占到了69%的比例，其次是社交媒体微博、微信，分别占比18%、8%。平面媒体和视频分

别为3%和1%。广播媒体因监测技术问题，本次尚未纳入。
五、小结

本次监测发现，参与本次活动报道的媒体覆盖报纸、网络、微博、微信、视频等全媒体

形式，地域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和全国各省份，澳门日报、大公网等港澳媒体

也进行了转载报道。虽然存在争议，但焦点在于吉尼斯挑战的形式而非活动本身，媒体传播

的总体调性积极客观，对活动实施了有效的传播。

4、媒体与调性分布

从媒体与调性分布图可以看出，平面、网络、微博、微信、电视、视频均在积极客观传

播“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项行动”的意义和行动的相关内容。

在新媒体（微博、微信）平台有小量网民认为人海战术的吉尼斯没有实际意义，争议点

主要在吉尼斯，对活动传播的影响较小，社交平台，网民言论难以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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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哮喘患者逾3000万人

本报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潘跃）“健康
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
专项行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京举行。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一起
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四大慢性疾病。中国
的哮喘患者高达3000多万人。

《 中 国 居 民 营 养 与 慢 性 病 报 告 （ 2 0 1 5
年）》显示，2012年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
为68/10万，居心脑血管病、癌症之后，为我国
居民第三位慢性病死因；40岁以上人群慢性阻
塞性肺病患病率为9.9%。

新闻背景：“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 · 呼吸专项行动”日前在北京启动。

在北京，近2000名志愿者齐集北京园博园，拼出人体“肺”的器官图，以这种方式呼吁公众对慢阻肺的重视。
而实际上，对于这种4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接近10%的疾病，很多人却知晓并不多，慢阻肺实际是一个贫穷疾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峰告诉记者，慢阻肺是一个代表贫穷和落后的疾病，在西部发病还是比较重。
从宁夏、青海，到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这一条线，是我国慢阻肺流行较重地区。这不仅仅和气候有关，也
和当地医疗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

但不光是贫穷地区，即便是发达地区，对于慢阻肺也存在很多认识不足。当出现明显的胸闷气喘症状时，疾病已
发展到中晚期，这时会增加康复的难度，还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

慢阻肺健康宣传员郎永淳向公众宣传慢阻肺自测的方式：40岁以上，如果符合“长期吸烟、活动后气急、咳嗽
咳痰三个月以上”三条中的任意一条，即应该去医院进行肺功能检测，确认是否已经患上慢阻肺。

确诊只需要很简单的检查，“目前肺功能筛查是诊断慢阻肺最容易、最准确的方法，只要‘吹一口气’就可以帮
助患者达到‘早发现、早治疗’的理想效果，所以40岁以上人群应该每年进行肺功能检查。”空军总医院呼吸内科
医生黄燕说。

“从慢阻肺干预来说，接种疫苗和控烟是相对有效的手段。”梁晓峰说，因为感染也是造成慢阻肺的重要原因，
而且感染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有细菌性，有病毒性，还有衣原体感染等等。建议老年人及时注射肺炎疫苗及流感疫
苗，这样可以预防肺炎，防止肺部感染反复发作。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成为我国居民慢性病致死的第三位死因

                                  11月18日是世界慢阻肺日，                            
                                 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报告(2015年)》显示，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排在心脑血管病、癌症之后，成为我
国居民慢性病致死的第三位死因。专家表示，吸
烟、PM2.5等污染源都是导致慢阻肺的元凶。若40
岁以上人群出现“长期吸烟、咳嗽咳痰三个月以
上、活动后气急”三条中任意一个症状，就应去医
院进行肺功能检测，查看是否罹患慢阻肺。图为
“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现场观众。相关文
章详见本期23版。

慢阻肺是个贫穷病

1 2

3

北京1500余人雾霾天拼“肺”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15日下午宣布此次人
体拼成最大人体器官图案挑战成功。活动总负责人
称目的是呼吁人们关注肺部健康。

6

健康中国行关注慢性呼吸疾病

本报讯（记者张昊）近日，“健康中国行——全
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项行动”启动仪式在
京举行，近2000名志愿者在北京园博园挑战“世界
最大人体肺器官拼图”项目获得成功。此举旨在呼吁
全社会共同关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营造全社会人人
参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的社会氛围。

慢阻肺和哮喘是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但
大众对此知晓率极低。有关专家指出，由于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的症状与普通咳嗽类似，所以无论是慢阻肺
还是哮喘，都容易被患者误认为是普通感冒。因就诊
不及时，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人数已占城市死亡人
数的12.32%，占农村死亡人数的15.75%。因此专家
建议，40岁以上民众，如果符合长期吸烟、活动后
气急、咳嗽咳痰3个月以上3条中的任意一条，即应
该去医院进行肺功能检测，确认是否患上慢阻肺。

“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
吸专项行动”由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华预
防医学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健康教育中
心、阿斯利康中国等支持。

4

千人“拼肺”关注肺部疾病

本报讯  本报讯  在世界慢阻肺日到来之前，“健
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项
行动”在京启动，近2000志愿者齐集北京园博园，
挑战世界上最大人体肺器官拼图，并获得成功。此举
旨在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营造全
社会人人参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的社会氛围。

慢阻肺健康宣传员郎永淳向公众宣传慢阻肺自测
的方式：40岁以上，如果符合“长期吸烟、活动后
气急、咳嗽咳痰3个月以上”3条中的任一，即应该
去医院进行肺功能检测，确认是否已经患上慢阻肺。

有关专家指出，到2020年，慢阻肺可能会成为
全球五大最严重疾病之一，应着力加大慢性呼吸疾病
的防治力度，扩大防治范围，保障公众健康。由国家
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和疾控局联合指导，新探健康发展
研究中心主办，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等组织和机构技术支持，阿
斯利康中国公益支持的“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
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项行动”，将通过提升公众
疾病认知、提高疾病筛查治疗率以及加强基层医疗机
构对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能力3
方面入手，全面推进我国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工
作。（朱国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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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雾霾天拼＂肺＂
                                1500多人摆成人体肺器官图案 
                             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在北京      
                            丰台园博园内举行。来自高校及

社会公益组织的1500多人摆成了肺器官的图案。吉尼
斯世界纪录认证官邓恩女士宣布此次人体拼成最大人
体器官图案挑战成功。

8

及早发现慢阻肺从自测开始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

癌症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四大慢性疾病，其
中慢阻肺和哮喘是最为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但
大众知晓率却极低。

由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症状与普通咳嗽类似，
所以无论是慢阻肺和哮喘，都容易被患者误认为普通
感冒。尤其对老年人来说，随着机能衰退，理所当然
觉得气喘是衰老的标志，殊不知生命已遭到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侵蚀。

日前，在“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
进行动·呼吸专项行动”启动仪式上，慢阻肺健康宣
传员郎永淳向公众宣传慢阻肺自测的方式：40岁以
上，如果符合“长期吸烟、活动后气急、咳嗽咳痰三
个月以上”三条中的任意一条，即应该去医院进行肺
功能检测，确认是否已经患上慢阻肺。

由于大众重视程度不足，知晓率低等因素存在，
很多慢性呼吸道疾病患者未能及时就诊，导致出现了
因慢性呼吸道疾病死亡的人数占城市死亡人数的
12.32%、占农村死亡人数的15.75%的惊人数据。预
计到2020年，慢阻肺可能会成为全球五大最严重疾病
之一。高血压、糖尿病均已纳入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但截至目前，呼吸系统疾病却始终未能纳
入。加大慢性呼吸道疾病的防治力度，扩大防治范
围，保障公众健康，已势在必行。章苒

7

40岁以上人群慢阻肺发病率高达9.9% 

本报讯（记者贾晓宏）我国40岁以上人群中，慢
阻肺的发病率高达9.9%，遗憾的是，公众对此知之甚
少。在昨天下午启动的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
吸专项行动中，专家倡议：40岁以上，如果符合“长
期吸烟、活动后气急、咳嗽咳痰三个月以上”三条中
的任意一条，就应该去医院进行肺功能检测，确认是
否已经患上慢阻肺。

目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颇受公众重视，
但人们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关注度明显不够。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的症状与普通咳嗽类似，因此，无论是慢阻
肺，还是哮喘，都容易被患者误认为普通感冒。有些
老年人认为年纪大了，气喘很正常，实际上这种气喘
可能不是正常的衰老，病根儿在于慢阻肺。 

9

千人拼肺挑战倡导疾病防治

京华时报讯（记者任珊）在第13个世界慢阻肺日
到来之前，11月15日，在“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
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项行动”启动仪式上，近
2000名志愿者齐集北京园博园，挑战世界上最大人体
肺器官拼图，并获得成功。此举旨在呼吁全社会共同
关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营造全社会人人参与疾病防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一
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四大慢性疾病，其中慢阻
肺和哮喘是最为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大众知晓
率极低。

据悉，此次活动由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和疾控
局联合指导，由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由阿斯
利康中国公益支持。活动将通过提升公众疾病认知、
提高疾病筛查治疗率以及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对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的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能力三方面入手，
全面推进我国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工作。

10

千人拼肺

对于吉尼斯世界纪录，国人一向乐此不疲，热
情不分伯仲，效果却是天差地别。比如前段时间那
份4192公斤的“最大份扬州炒饭”，因浪费食物被
取消纪录，因哗众取宠而沦为笑谈。可近日北京丰
台区园博园内“千人拼肺”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活动，却直击人心、引人警醒。

11月15日下午，在北京丰台区园博园内，来自高
校及社会公益组织的1500多人先是经过排队，然后逐
一进入预备好的拼图场地摆成了肺器官的图案，吉尼
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当场宣布此次人体拼成最大人体器
官图案挑战成功。活动总负责人介绍说，“千人拼
肺”的目的是呼吁人们关注肺部健康。

有些人对动辄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做法提出
质疑，还算理性之论；有的人则说在雾霾天组织这
么多人号召大家重视肺健康不太合适，就有点失之
偏颇了。恰恰是在雾霾天“千人拼肺”，才能形成
最佳的警示效果，才能引起人们对雾霾的足够重
视，志愿者们冒着浓霾参与这项活动的勇气和热
情，不是一个吉尼斯纪录就能褒奖的。所谓“项庄
舞剑，意在沛公”，“千人拼肺”，拼的是肺，冲
的是霾，挑战的是世界纪录，警示的是世纪难题。

最近有段关于雾霾的文字，在朋友圈和微信群
里疯狂“刷屏”——“相比于京霾的沉重，冀霾的
激烈，沪霾的湿热和粤霾的阴冷，我更喜欢郑州豫
霾的醇厚，它是如此真实，又是如此具体。泥土的
甜腥与秸秆焚烧的碳香充分混合，再加上尾气的催
化和低气压的衬托，使豫霾口感甘洌适口，吸入后
挂 肺 持 久 绵 长 ， 让 品 味 者 肺 腑 欲 焚 ， 欲 罢 不 能
……”这个段子写得越是文采飞扬，越是一本正
经，无奈和讽刺的意味就越强烈。同吸一片雾霾，
共面一种困境，这种荒诞的笔调，与“千人拼肺”
一样刺痛人心、振聋发聩。⑧4   （薛世君）

台媒称，最近北京天气遭受重度雾霾袭击，户
外都是一片灰蒙蒙，不少民众减少出门机会，不然
一定全副武装戴紧口罩。15日在北京丰台区的园博
园有1500人摆出人“肺”的图案，藉此让大家注意
肺部健康的重要性，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据台湾媒体11月16日报道，1500人聚集起来排
成的“肺”相当壮观，活动由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
心主办，总负责人陈先生表示，活动属于公益性
质，这颗“巨肺”由红色和蓝色两种颜色组成，肺
叶是红色，肺管则是蓝色，红色有警告的含意，希
望大家能重视慢性呼吸道疾病。

当 天 下 午 3 时 ， 吉 尼 斯 世 界 纪 录 认 证 人 邓 恩
（Dunn）宣布这次活动“最大人体器官图案”挑战
成功。但也有围观者认为，在雾霾这么严重的天气
还号召大家出门，不就是让大家的肺部受到空气污
染吗？不过活动聚集1500人围观，还排出了“巨
肺”，已成功吸睛造成话题。

15日，1500多人摆成人体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
斯世界纪录活动在北京丰台园博园内举行。活动总
负责人陈先生说，由人拼成的肺部图案主要采取了
红色和蓝色两种颜色：“肺叶是红色的，肺管是蓝
色的，用红色就是警示大家，一定要关注肺部健
康。”此次1500多人拼人体器官活动成功打破世界
纪录。图为在空中看到的“巨肺”图案。  

摘自CFP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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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1500人雾霾天
拼“巨肺”图案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北京1500余人 雾霾天拼巨肺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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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11月16日电   在11月18日世界慢阻肺日来临之际，近2000名志愿者15日齐集北京园博园，挑战
最大人体“肺”器官拼图吉尼斯世界纪录，并获得成功。当日，“健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
动·呼吸专项行动”同时宣布启动，此举旨在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营造全社会人人参与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的社会氛围。

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监察专员常继乐表示，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将慢阻肺的防治纳入考核目
标，2014年全国慢性病与营养监测将慢阻肺作为监测内容，持续开展动态监测，以评估我国慢阻肺的基本状
况、发展态势与防治效果。常继乐透露，由于老龄化、吸烟、空气污染与耐药病菌等因素的长期存在，慢阻
肺防治形势将会更加严峻。下一步将深入推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工作，逐步健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
治体系，强化源头治理，促进相关部门在烟草控制、环境整治、体育健身等方面采取联合行动，控制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的危险因素，卫生计生部门要健全覆盖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的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防治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生命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慢性呼吸疾病危害大、知晓率低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四大慢性疾病，其中慢

阻肺和哮喘是最为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大众知晓率极低。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报告（2015年）》显示，2012年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为68/10万，居心脑

血管病、癌症之后，成为我国居民第三位慢性病死因，40岁以上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病患病率为9.9%。而此前
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中国的哮喘患者高达3000多万。

“呼吸系统疾病对健康的危害巨大，但公众对其知之甚少。”有关专家称，惊人数据背后，除与患者自
身的慢病防治素养有限有关之外，还与健康教育和相关知识传播不足，政府对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投入和关
注不够有关系，“高血压、糖尿病均已纳入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但截至目前，呼吸系统疾病却始
终未能纳入。”

长期吸烟、咳痰，建议查查肺功能
由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症状与普通咳嗽类似，所以无论是慢阻肺和哮喘，都容易被患者误认为普通感

冒。尤其对老年人来说，随着机能衰退，理所当然觉得气喘是衰老的标志，殊不知生命已遭到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侵蚀。

在慢阻肺日前夕，慢阻肺健康宣传员郎永淳向公众宣传慢阻肺自测的方式：40岁以上，如果符合“长期
吸烟、活动后气急、咳嗽咳痰三个月以上”三条中的任意一条，即应该去医院进行肺功能检测，确认是否已
经患上慢阻肺。

有关专家指出，因知晓率等因素存在，很多慢性呼吸疾病患者未能及时就诊，导致出现了“因慢性呼吸
疾病死亡的人数占城市死亡人数的12.32%，占农村死亡人数的15.75%”的惊人数据，“到2020年，慢阻肺
可能会成为全球五大最严重疾病之一，我们应着力加大慢性呼吸疾病的防治力度，扩大防治范围，保障公众
健康。”

世界慢阻肺日：
千人拼“肺”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14

11月15日，1500多人摆成人体肺器官图案
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总负
责人陈先生说，由人拼成的肺部图案主要采取了
红色和蓝色两种颜色：“肺叶是红色的，肺管是
蓝色的，用红色就是警示大家，一定要关注肺部
健康，共同对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图为在空
中看到的“巨肺”图案。（摘编自 中新网）

15

千人拼成“肺器官”图案

17

15日下午在北京丰台区园博园内，1500多
人拼成人体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
从中午12点30分开始，来自北京各高校、公益
组织等相关单位的活动参与者们开始进入园博
园做准备。下午2点左右，大家开始排队，逐一
进入预备好的拼图场地。  据北京青年报

 16

北京1500人雾霾天拼“肺”图案
打破吉尼斯纪录

1500余人拼＂肺＂图案
破吉尼斯纪录

15日下午2点，千人组成人体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
斯世界纪录的活动在北京丰台园博园内举行，来自高
校及社会公益组织的1500多人摆成了肺器官的图案。

当天下午3点10分左右，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邓
恩（Dunn，音译）女士宣布此次人体拼成最大人体器
官图案挑战成功。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是新探健康发展
研究中心，活动总负责人陈先生介绍，活动的目的是
呼吁人们关注肺部健康。

1500余人拼“肺”图案 
从中午12点30分开始，来自北京各高校、公益组

织等相关单位的活动参与者们开始进入园博园做准
备。下午2点左右，大家开始排队，逐一进入预备好的
拼图场地。

50多岁的李阿姨介绍，她们单位一共有150多位
同事参加活动。李阿姨说，在来之前，大家一起接受
过简单的培训。一位来自高校的女学生说：“我们学
校一共来了80多个学生。”除此之外，还有多所高校
的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此次活动的总负责人陈先生介绍，活动是公益性
质，主要目的是号召大家重视肺健康。陈先生说，由人
拼成的肺部图案主要采取了红色和蓝色两种颜色：“肺
叶是红色的，肺管是蓝色的，用红色就是警示大家，一
定要关注肺部健康，共同对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挑战是否有意义？ 
吉尼斯纪录认证官邓恩女士说，此前，在这一项

目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由印度创造的。印度曾经在
今年年初用900多人拼成人体器官创造了这一项目上最
新的纪录。此次1500多人拼人体器官，如果成功则必
定会创造新的纪录。

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李先生介绍，公司这边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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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下午在丰台区园博园内，1500多人
拼成人体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从中午
12点30分开始，来自北京各高校、公益组织等相关
单位的活动参与者们开始进入园博园做准备。下午
2点左右，大家开始排队，逐一进入预备好的拼图
场地。活动总负责人介绍，活动的目的是呼吁人们
关注肺部健康。 

18

雾霾天千人拼“肺”引争议

21

雾霾天千人拼“肺”引争议

22

动姐说

北京千人雾霾天拼肺

11月15日，北京持续雾霾，然而这天却有1600
多人在北京丰台园博园内摆成肺的图案，为了破吉尼
斯世界纪录。活动总负责人介绍，活动的目的是呼吁
人们关注肺部健康。雾霾天让1000多人站在室外拼
肺，这不就是对肺不好吗？

对这一活动会有一些硬性要求，例如入口和
出口的设置只能有单一出入口，人数如何计算要
有严格的过程，对场地也有一定要求。

参与者入场后站在指定位置，并穿上主办方
发放的雨衣，戴好帽子。主办方通过航拍器进行
录像让邓恩女士确认是否符合要求。邓恩女士提
出，除了录像，还需要拍摄照片。在多次调整之
后，邓恩女士表示队形符合挑战要求，可以开始
计时5分钟的挑战。

有围观的市民赵先生说，自己最近总听说有
地方在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些世界纪录是
否有意义，我也想不通。”另一位市民也表示：
“组织这么多人，花这么多财力物力，感觉有些
浪费。”对此，活动负责人陈先生说，11月18日
是世界慢阻肺日，自己所在的研究中心就想在慢
阻肺日到来的时候举办活动，号召大家重视肺部
健康，对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有人就提出可
以举办这项活动，我们觉得这个活动很形象，号
召力也比较强，所以最终就决定通过人体拼图的
形式向大家发出号召。”对于活动的花费，陈先
生说：“花费并不大，主要依靠志愿者的参与和
支持。”

关于在认证吉尼斯世界纪录时是否会考察活
动的意义和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李先
生说：“只要不是伤风败俗或者产生浪费，或者
导致不良后果的，我们一般不会过多注意挑战纪
录的目的性和意义。”（郑青） 

接上页

年过四旬去测测肺功能

我国40岁以上人群中，慢阻肺的发病率高
达9.9%，遗憾的是，公众对此知之甚少。在昨
天下午启动的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
专项行动中，专家倡议：40岁以上，如果符合
“长期吸烟、活动后气急、咳嗽咳痰三个月以
上”三条中的任意一条，就应该去医院进行肺
功能检测，确认是否已经患上慢阻肺。

目前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颇受公众
重视，但人们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关注度明显不
够。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症状与普通咳嗽类
似，因此，无论是慢阻肺，还是哮喘，都容易
被患者误认为普通感冒。有些老年人认为年纪
大了，气喘很正常，实际上这种气喘可能不是
正常的衰老，病根儿在于慢阻肺。 

（摘自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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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语连珠
◎嚣尘 辑
“只要是跟人数有关的世界纪录我们势在必

得。”
 ——北京雾霾天千人拼“肺器官”图案，破

世界纪录。网友神评。

20



总结报告
Summary Report

3138

健康中国行
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
呼吸专项行动启动会 

凝心聚力   共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健康中国行
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
呼吸专项行动启动会 

凝心聚力   共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雾霾天千人拼图“肺器官”引争议

1500余人拼“肺”图案打破吉尼斯纪录 活动组织者向市民发放宣传材料

昨天下午2点，千人组成人体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在丰台园博园内举行，来自高
校及社会公益组织的1500多人摆成了肺器官的图案，昨天下午3点10分左右，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
邓恩（Dunn，音译）女士宣布此次人体拼成最大人体器官图案挑战成功。此次活动的主办方是新探健
康发展研究中心，活动总负责人陈先生介绍，活动的目的是呼吁人们关注肺部健康。但有围观者提
出，在雾霾天组织这么多人号召大家重视肺健康是否不太合适。因近日国内不少地方都开展了挑战吉
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一些市民对这类活动的意义也提出质疑。

 1500余人拼“肺”图案打破吉尼斯纪录
昨日下午在丰台区园博园内，1500多人拼成人体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从中午12点30

分开始，来自北京各高校、公益组织等相关单位的活动参与者们开始进入园博园做准备。下午2点左
右，大家开始排队，逐一进入预备好的拼图场地。

一位50多岁的李阿姨介绍，她们单位一共有150多位同事参加活动。李阿姨说，在来之前，大家
一起接受过简单的培训，“主要是告诉我们在认证的过程中不要动等一些基本的内容。”一位来自高
校的女学生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我们学校一共来了80多个学生。”除此之外，还有多所高校的学
生也参加了这次活动。 转下页

23 23

此次活动的总负责人陈先生介绍，活动是公益性质，主要目的是号召大家重视肺健康。陈先生
说，由人拼成的肺部图案主要采取了红色和蓝色两种颜色：“肺叶是红色的，肺管是蓝色的，用红色
就是警示大家，一定要关注肺部健康，共同对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下午2点左右，进入内场的人们根据脚下画好的点站好位置，并穿好主办方发放的红色和蓝色雨
衣，戴上帽子，几经调整之后，基本的肺部图案已经形成。之后，工作人员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
官邓恩女士的要求多次进行调整，在准备就绪后。主办方播放了5分钟的音乐，参与者需要在这5分钟
之内严格保持队形。5分钟后，邓恩女士在查看了照片和视频后宣布，作为由人体拼成的世界最大的人
体器官图案，该项目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功。

挑战吉尼斯纪录是否有意义引热议
吉尼斯纪录认证官邓恩女士说，此前，在这一项目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由印度创造的。印度曾

经在今年年初用900多人拼成人体器官创造了这一项目上最新的纪录，此次1500多人拼人体器官，如
果成功则必定会创造新的纪录。

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李先生介绍，公司这边对这一活动会有一些硬性要求，例如入口和出口
的设置只能有单一出入口，人数如何计算要有严格的过程，对场地也有一定要求。北青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从大家开始逐一入场，邓恩女士和李先生等就一直站在入口处监督每一位参与者入场，参与者
在入场时发放一张纸质入场券，然后将入场券的副券撕下放入纸箱内，借以准确清点人数。

参与者入场后站在指定位置，并穿上主办方发放的雨衣，戴好帽子。主办方通过航拍器进行录像让
邓恩女士确认是否符合要求。邓恩女士看过航拍内容后表示，红色和蓝色的图案中，出现了一些白点，
根据规定，除了红色和蓝色不允许有其他任何颜色的点出现。同时，邓恩女士也提出，除了录像，还需
要拍摄照片。在多次调整之后，邓恩女士表示队形符合挑战要求，可以开始计时5分钟的挑战。

有围观的市民赵先生说，自己最近总听说有地方在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些世界纪录是否有
意义，我也想不通。”另一位林先生也表示：“组织这么多人，花这么多财力物力，感觉有些浪
费。”对此，活动负责人陈先生说，11月18日是世界慢阻肺日，自己所在的研究中心就想在慢阻肺日
到来的时候举办活动，号召大家重视肺部健康，对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有人就提出可以举办这项
活动，我们觉得这个活动很形象，号召力也比较强，所以最终就决定通过人体拼图的形式向大家发出
号召。”对于活动的花费，陈先生说：“花费并不大，主要依靠志愿者的参与和支持。”

关于在认证吉尼斯世界纪录时是否会考察活动的意义和目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李先生
说：“只要不是伤风败俗或者产生浪费，或者导致不良后果的，我们一般不会过多注意挑战纪录的目
的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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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天拼“肺”不合适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日前，千人组成人体肺
器官图案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在丰台园博园内
举行，来自高校及社会公益组织的1500多人摆成了肺
器官的图案，最终，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邓恩女士
宣布此次人体拼成最大器官图案挑战成功。

最近京城的雾霾比较严重，环保部门也在提示
人们“尽量减少出门”。然而，尽管天气不好，
1500多人还是按照要求，有组织地来到户外，拼接
出肺器官图案，最终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而且据说此活动的目的还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肺部
健康。在笔者看来，在污染的天气里举办这类公益
活动，其本身也颇具讽刺效果。既然口号是重视肺
健康，那为何不找个没有污染的好日子呢？对此，
活动负责人表示：“活动并不是特意选在雾霾天进
行的，一个多月以前活动日期就定下来了，很难说
改就改。”对于这种说法，笔者表示理解。毕竟
1500多人的活动，还有各方出席嘉宾，更改日期确
实不易。可是，如果是别的活动还好，这偏偏是个
倡导健康的公益活动。活动在污染天中进行，其公
益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甚至是反作用。这样看
来，此活动是否真的有必要坚持进行？

此外，吉尼斯纪录的初衷是鼓励大家“挑战自
我、超越极限”，而此次1500多人在空地上摆出个
肺部图案，这样的纪录就算挑战成功也没有多少实
际意义。这回1500人挑战成功，下次安排个1600
人就可以再次刷新纪录，靠“人海战术”创造的纪
录实在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笔者建议，类似这
样的公益活动，主办方可以多“头脑风暴”一下，
设计些有意义、有价值的环节，这样才能让传播效
果深入人心。另外，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话，那活
动还是改天吧！

赵欧仁（清华大学品牌战略专家）

话题：

日前，千人组成人体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斯世界
纪录的活动在北京丰台园博园内举行，来自高校及社
会公益组织的1500多人摆成了肺器官的图案，最终，
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邓恩女士宣布此次人体拼成最
大器官图案挑战成功。

既然口号是重视肺健康，那为何不找个没有污染
的好日子呢？对此，活动负责人表示：“活动并不是
特意选在雾霾天进行的，一个多月以前活动日期就定
下来了，很难说改就改。”对于这种说法，笔者表示
理解。毕竟1500多人的活动，还有各方出席嘉宾，更
改日期确实不易。可是，如果是别的活动还好，这偏
偏是个倡导健康的公益活动。活动在污染天中进行，
其公益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甚至是反作用。这样看
来，此活动是否真的有必要坚持进行？笔者建议，类
似这样的公益活动，主办　方可以多“头脑风暴”一
下，设计些有意义、有价值的环节，这样才能让传播
效果深入人心。另外，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话，那活
动还是改天吧！——据《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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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天拼“肺”不合适

微 议
雾霾天拼“肺”不合适
日前，千人组成人体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斯世

界纪录的活动在北京园博园内举行，来自高校及社
会公益组织的1500多人摆成了肺器官的图案，最
终，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邓恩女士宣布此次人体
拼成最大器官图案挑战成功。

最近京城的雾霾比较严重，环保部门也在提示人
们“尽量减少出门”。然而，尽管天气不好，1500多
人还是按照要求，有组织地来到户外，拼接出肺器官
图案，最终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据说此
活动的目的还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肺部健康。这偏偏
是个倡导健康的公益活动。活动在污染天中进行，其
公益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甚至是反作用。这样看
来，此活动是否真的有必要坚持进行？

千龙网

雾霾天室外号召重视肺健康引质疑
一位40多岁的参与者林女士说：“这几天雾霾天，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了，为了今天这个活动我

一大早就赶来了，你说这个活动是号召大家重视肺健康的，可是我们顶着雾霾在这儿站好几个小时，
这不就是对肺不好吗？”一位戴着口罩的吕先生说：“我自己就肺不好，这几天天气也不好，只能戴
着口罩来啦，听说一会儿正式开始就不让戴口罩了。”

北青报记者查阅昨日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昨日空气污染一度处于“重度污
染”，并附有提示“尽量避免出门”。对此，活动负责人陈先生说：“活动并不是特意选在雾霾天进
行的，一个多月以前活动就定下来了，组织了1000多人参与，还邀请了相关的领导出席，相关的准备
都做好了，活动日期很难说改就改，很不巧今天是个雾霾天。”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李先生也证
实了这一说法：“活动一个多月前就在筹备了，日期是很早就定好了的。”

但仍有参与者抱怨在雾霾天参加户外活动。陈先生说，此前并没有注意考虑雾霾天气的影响，活
动本意是倾向于烟草对肺部健康的损害，“现在也希望这项活动在号召大家重视肺部健康的同时，再
提醒大家注意雾霾天对肺部的影响”。

 文/本报记者  高语阳     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线索提供/史女士

追问
 还有多少荒唐的吉尼斯纪录等待打破？
10月23日，为纪念扬州建城2500年，扬州市制作了4192公斤重的“最大份炒饭”，一开始成功刷

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此后，该扬州炒饭被大量装进垃圾车，舆论怒斥其浪费。吉尼斯官方确认这一
消息后，取消了其世界纪录。

仅仅半个月后，11月7日上午，18441人在河北香河跳起改编版的广场舞《控烟小苹果》，创造世
界最大规模排舞纪录，打破2007年美国亚特兰大17200人的最大规模编排舞纪录，新的吉尼斯世界纪
录诞生。

吉尼斯在国内已然成为了一种“现象”。从最大元宵、最大月饼，甚至还有最大剁椒鱼头、最大餐
桌，再到万人刷牙、洗脚、打麻将。有人形容中国的吉尼斯，就是靠“量多体大人海”战术刷存在感。

也有人将矛头直指吉尼斯世界纪录本身，其从见证人类智慧、技能、力量、自然界奇妙现象、社
会神奇现象，转而认证那些刻意搞怪甚至是荒诞的人为纪录，吉尼斯的存在就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意
义。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诸多吉尼斯挑战者已经偏离了“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初衷，在国
内更是沦为了炒作的手段。

 文/本报记者  高语阳综合媒体报道

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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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天拼“肺”不合适

日前，千人组成人体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斯世界
纪录的活动在丰台园博园内举行，来自高校及社会公
益组织的1500多人摆成了肺器官的图案，最终，吉尼
斯世界纪录认证官邓恩女士宣布此次人体拼成最大器
官图案挑战成功。

最近京城的雾霾比较严重，环保部门也在提示人
们“尽量减少出门”。然而，尽管天气不好，1500多
人还是按照要求，有组织地来到户外，拼接出肺器官
图案，最终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且据说此
活动的目的还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肺部健康。在笔者
看来，在污染的天气里举办这类公益活动，其本身也
颇具讽刺效果。既然口号是重视肺健康，那为何不找
个没有污染的好日子呢？对此，活动负责人表示：
“活动并不是特意选在雾霾天进行的，一个多月以前
活动日期就定下来了，很难说改就改。”对于这种说
法，笔者表示理解。可是，如果是别的活动还好，这
偏偏是个 倡导健康的公益活动。活动在污染天气里进
行，其公益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甚至是反作用。这
样看来，此活动是否真的有必要坚持进行？

    吉尼斯纪录的初衷是鼓励大家“挑战自我、超
越极限”，而此次1500多人在空地上摆出个肺部图
案，这样的纪录就算挑战成功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笔者建议，类似这样的公益活动，主办方可以多“头
脑风暴”一下，设计些有意义、有价值的环节，这样
才能让传播效果深入人心。①4

雾霾天拼“肺”不合适

日前，千人组成人体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斯世界
纪录的活动在丰台园博园内举行，来自高校及社会公
益组织的1500多人摆成了肺器官的图案，最终，吉尼
斯世界纪录认证官邓恩女士宣布此次人体拼成最大器
官图案挑战成功。

在笔者看来，在污染的天气里举办这类公益活
动，其本身也颇具讽刺效果。既然口号是重视肺健
康，那为何不找个没有污染的好日子呢？活动在污染
天中进行，其公益效果自然也大打折扣，甚至是反作
用。这样看来，此活动是否真的有必要坚持进行？

此外，吉尼斯纪录的初衷是鼓励大家“挑战自
我、超越极限”，而此次1500多人在空地上摆出个肺
部图案，这样的纪录就算挑战成功也没有多少实际意
义。这回1500人挑战成功，下次安排个1600人就可
以再次刷新纪录，靠“人海战术”创造的纪录实在没
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另外，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
话，那活动还是改天吧！

（据《北京晨报》）

 京千五人拼“肺”破紀錄

【香港中通社十六日電】十一月十五日下午二
時，千人組成人體肺器官圖案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的
活動在豐台園博園內舉行，來自高校及社會公益組織
的一千五百多人擺成了肺器官的圖案，下午三時十分
左右，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官鄧恩女士宣佈此次人體
拼成最大人體器官圖案挑戰成功。

市民質疑活動意義

此次活動的主辦方是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活
動總負責人陳先生介紹，活動的目的是呼籲人們關注
肺部健康。但有圍觀者提出，在霧霾天組織這麼多人
號召大家重視肺健康是否不太合適。因近日國內不少
地方都開展了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的活動，一些市民
對這類活動的意義也提出質疑。

健力士紀錄認證官鄧恩女士說，此前，在這一項
目上的健力士世界紀錄是由印度創造的。印度曾經在
今年年初用九百多人拼成人體器官創造了這一項目上
最新的紀錄，此次一千五百多人拼人體器官，如果成
功則必定會創造新的紀錄。

活動當日重度污染

一位四十多歲的參與者林女士說：“這幾天霧霾
天，我能不出門就不出門了，為了今天這個活動我一
大早就趕來了，你說這個活動是號召大家重視肺健康
的，可是我們頂着霧霾在這兒站好幾個小時，這不就
是對肺不好嗎？”

根據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公佈的數據，當日
空氣污染一度處於“重度污染”，並附有提示“盡量
避免出門”。對此，活動負責人陳先生說：“活動並
不是特意選在霧霾天進行的，一個多月以前活動就定
下來了，活動日期很難說改就改，很不巧今天是個霧
霾天。”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日前，千人组成人体
肺器官图案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活动在丰台园博园
内举行，来自高校及社会公益组织的1500多人摆成了
肺器官的图案，最终，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邓恩女
士宣布此次人体拼成最大器官图案挑战成功。

赵欧仁：最近京城的雾霾比较严重，环保部门也
在提示人们“尽量减少出门”。然而，尽管天气不
好，1500多人还是按照要求，有组织地来到户外，拼
接出肺器官图案，最终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而且据说此活动的目的还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肺部健
康。在笔者看来，在污染的天气里举办这类公益活
动，其本身也颇具讽刺效果。既然口号是重视肺健
康，那为何不找个没有污染的好日子呢？对此，活动
负责人表示：“活动并不是特意选在雾霾天进行的，
一个多月以前活动日期就定下来了，很难说改就
改。”对于这种说法，笔者表示理解。毕竟1500多人
的活动，还有各方出席嘉宾，更改日期确实不易。可
是，如果是别的活动还好，这偏偏是个倡导健康的公
益活动。活动在污染天中进行，其公益效果自然也大
打折扣，甚至是反作用。这样看来，此活动是否真的
有必要坚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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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千五人拼“肺”破紀錄

北京一千五百多人拼成人體肺器官圖案

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新華網） 雾霾天拼＂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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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 议 书
凝心聚力  共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在11月18日“世界慢阻肺日”到来之前，今天，我们在园博园做了一次极其有意

义的公益活动。你，我，他，超过1500人，聚沙成塔，合力拼出一个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人体肺器官图形。

为什么要这么兴师动众？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位居我国城乡主要疾病死亡率首位，和其他致死性疾病相比，

呼吸系统疾病的知晓率极低。

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希望通过我们的举措，凝聚

全国乃至世界的目光，呼吁越来越多的人凝心聚力，关注、抗击，最后战胜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

在此，我们发起倡议：

1、积极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告诉自己要做到：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劳逸结合、

戒烟限酒、预防疾病；

2、四十岁以上的人，应该每年像做高血压检测一样做肺功能检测，早发现疾病，

早进行规范治疗；

3、向家人、朋友、同学、同事，传递疾病（如慢阻肺，哮喘）的危害，口耳相传，

迅速提升社会大众对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知晓率和诊治率，提高生活质量，减轻疾病

负担！

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项目办公室

2015年11月15日 凝心聚力 共抗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
凝心聚力   共抗慢病

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项目办公室
公益支持：阿斯利康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