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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院士：医疗对健康只起8%作用
民众须警惕“过度诊断”

 

“高血压是疾病吗？”

“高血压需要治疗吗？”

“如果你得了高血压，你治疗吗？”

在今天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没有像往年那样致开幕辞，

而是选择在特邀报告环节连续抛出这三个问题，开启了其题为《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

考》的报告。他还颇有兴致地告知与会者，这个报告将涉及一些“颠覆性的意见”，但都有依据，“是个人

一家之言，只提供一个侧面”。

在提出第一个问题后，韩启德自问自答：“不是，高血压只是危险因素。”他援引《辞海》里的说法，

疾病是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有一定表现的病理过程。疾病必须要有劳动能力受到

限制或者丧失，并且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而大多数高血压病人没有这些情况，因此不是疾病，是危险

因素。

既然不是疾病，需要治疗吗？韩启德曾面向500多位博士生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1/3的人没有举

手，没举手的说：“既然不是疾病，我为什么要治疗呢？”那些举手的人则说，“大家都知道高血压要治

疗，而且是危险因素”。接着，韩启德告诉这500多人一个研究结果：对高血压病人的降压治疗可以降

低25%～30%的心脑血管事件危险，这个作用很显著。

说完以后，他再次问，高血压需要治疗吗？这一次，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是需要治疗的”。

紧接着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得了高血压，你治疗吗？很自然的，大家都举起了手。

这时，韩启德又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数据：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10年心血管事件（心肌梗塞

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统计为15%左右。降低30%发生率，即降为10.5%，也就是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

者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受益，还有可能存在药物副作用，加上服药的经济负担。

现在再问：“你愿意终身服药吗？”

全场静默了。

医疗并非如想象中的那么全能，一定要摆正医疗的定位。韩启德说：“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的作

用，更多的是由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经费保障来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看法。”

“小概率要干预效果绝对是很小的，但是要落实到个人的话，谁也不能确定自己是在1%的人里面，还

是在99%里面的人。”韩启德接着以高血压、糖尿病前期、骨质疏松举例说，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

的实际结果是，极少有个人因采取措施而受益，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其中有些人的健康反而因

此受到损伤。

让韩启德担忧的是，这是公众所不了解的，尤其这种情况在疾病筛查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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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美国一项研究为例，这项研究涉及7．6万例病人，55岁～74岁的男性，一半人每年测一

次PSA（前列腺癌的一种筛查方法），一半人不做检查，结果怎么样呢？筛查组发现前列腺癌每1万人中

有108人，对照组只有97人，前者增加了12%，也就是说PSA筛查以后发现的病人增加了。但是13年以

后，结果是，这两组检查和不检查，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没有任何差别。

无独有偶，再来看肺癌，美国做了45万人的研究，做各种筛查办法和不筛查比较，发现每年做X胸片

和不筛查差别，每年做两次以上高频度的X胸片检查，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如果做胸片再加做痰细胞检

查和单独胸片检查比较，死亡率似乎降低，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别。

回归到一个普通民众更能理解的问题：我们做常规体检还有意义吗？

韩启德说，有一个研究表明，除去老年人，做不做健康体检，对死亡率并没有影响。

“但现实是，几乎所有的民众，不管做出什么检查结果都会鼓励他进一步去检查，再加上现在的医患

关系，更要查了。”韩启德如是说。

怎么办？这位国际知名病理生理学家并未给出具体的建议，但他给出了一个原则——针对低概率事

件要作出合理决策，从而降低危险因素，提高筛查干预措施的效率。

此外，还要解决观念问题，“医疗费用”解决基本医疗问题时疗效非常好，而如果用在后期临床晚期病

人身上，花很多钱但疗效很差。“同样的钱如果用在基本的医疗上，获益的人数就会非常多。所以，我们

要把这个钱用到最合理的地方去”。

“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

为它不知何时为止。”韩启德说，“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

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

本报昆明5月24日电（原标题：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发表“颠覆性”报告称医疗并不如想象中全

能——医疗对健康只起8%作用 民众须警惕“过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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