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义区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本报记者 白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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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白丁”到健康指导“达人”

□本报记者 李婧 文/摄

许丹丹

挖空心思
让居民控油少盐多走路

海淀区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尹丽华

“就在最近的大肠癌筛查中， 我
们社区就有居民被发现有早期癌变 。
今年我们顺义区参加大肠癌筛查的居
民里， 发现了9例早期癌变患者。 现在
居民们对我们倡导的健康生活越来越
重视， 每次组织义诊都有几百人来参
加， 特别忙。” 近日， 记者在采访中与
顺义区义宾社区的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员许丹丹攀谈了起来。

许丹丹是个善于唠嗑的东北姑娘，
今年37岁。 她不仅是义宾社区的工作
人员， 也是全市160000多名健康生活
方式指导员之一。 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员是掌握了较多健康生活方式知识和
技能， 能够承担起家庭和社区健康教
育、 健康生活方式指导作用的社区成
员， 不少社区为了提倡健康生活方式
都设置了指导员。 “健康生活方式指
导员可不是个虚职， 有不少事儿需要
操心， 组织讲座、 义诊， 安排健康小
屋， 随时接待来咨询和量血压的居民，
可以带动一批居民更加健康地生活 ，
还能提高生命质量呢 ！ 不仅是居民 ，
就是我本人自从当上了健康生活指导
员， 日子都越过越健康了。”

许丹丹说， 组织专家义诊和专家
讲座是社区居民最喜欢的提倡健康生
活方式的活动之一。 今年以来， 义宾
社区就组织了讲座 、 义诊不下10次 。
自三年前， 义宾社区设置专门的 “健

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以来， 该社区已
经开展了80余次的免费讲座和义诊 。
为了邀请到老百姓信服的专家来社区
开展讲座和义诊活动， 许丹丹挨个儿
给市里三甲医院打电话， “我们这儿
是郊区， 路途远， 而且都是义诊， 没
有报酬， 人家能来， 我都很感激。 这
些专家也很热心， 要不光靠我一张嘴
也是说不来的 。” 请来了大夫是第一
步。 然后， 许丹丹还要去每个单元门
口贴通知， 再给那些空巢老人或年纪
特别大的老人打电话， 提醒居民来参
加活动。 有时为了提高活动的趣味性，
许丹丹和同事们还在讲座中增加了有
奖竞答环节。 在义诊现场还设置趣味
运动项目 ， 比如套圈 、 投掷沙包等 ，
吸引居民来参加。 “三年前， 我们刚
刚开展活动时， 大约只有40、 50个居
民参加。 现在每次都有200人左右来参
加活动。 尤其是义诊， 特别受欢迎。”
今年以来， 北大医院、 积水潭医院等
老百姓认可的知名医院都组织专家过
来， 给义宾社区的居民开展过讲座或
义诊活动。

在自愿免费的基础上， 给居民做
高风险疾病的筛查也是健康方式指导
工作的内容。 许丹丹说， 社区曾经分
年龄段， 给居民进行过心血管疾病筛
查，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最近大肠癌
筛查工作越来越受到居民的重视。 “大

肠癌筛查工作的推进一开始有点困难。
因为这项检查有痛苦。 老百姓都觉得
自己没病， 不想去。 但其实健康不能
马马虎虎的。 ”许丹丹说，他们制作了
小手册， 还把能控盐、 控油的小容器
当作礼物发放给居民， 借机向居民宣
传健康知识， 鼓励居民参加体检。

在顺义区疾控中心， 记者了解到，
大肠癌筛查工作已经组织了四年 。
“我们对目标人群进行先期检查， 再选
出高危人群。 安排这些高危人士到有
专业资质和设施的大医院检查， 全程
都是免费的。 为了方便居民， 我们定
点合作医院甚至在周末增开了检查专
场 ， 为筛查服务 。” 顺义区疾控中心
的工作人员游凯介绍。 四年来， 顺义
区一共约有2.8万居民参加了大肠癌先
期检查， 有约2900人参加了大肠癌结
直肠镜检查。 仅今年以来， 就有150多
人在筛查中被发现有良性病变， 9人被
发现有早期癌变。 “应该说早发现能
有效提高治愈率、 五年生存率， 对个
人、 家庭和社会都有益。” 游凯说。

在义宾社区， 记者还看到了一个

小隔间， 虽然只有两平方米， 但装修
精致。 小隔间里有量身高称体重的仪
器， 还有血压仪等设备。 “这叫健康
小屋， 方便社区居民随时来称一称体
重 ， 测血压 。 老年居民尤其喜欢这
里 。” 许丹丹说 。 记者还在 “健康小
屋” 里看到了专门控盐的 “挖盐勺”，
有刻度的 “控油壶” ……记者刚拿起
来想细端详端详， 许丹丹就唠叨起来，
“日行10000步、 吃动两平衡、 奶豆天
天有。 盐， 每天每人不超过6克， 就是
这勺子， 三勺。 油不超过20毫升……
喏， 只有这么多！” 说着， 许丹丹还递
给记者一根量腰围的尺子， “量一量
吧， 腰围不超过80厘米才算达标。”

许丹丹说， 这些数字可不是她编
的 ， 作为一名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
她要参加每月一次的培训， 培训课程
包括烹饪专家讲解健康饮食、 运动专
家讲解健身常识， 三甲医院和疾控中
心的专家讲解医学知识。 她现在在常
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早发现和预防，
以及控制体重、 血压、 血糖和血脂方
面都掌握了不少知识和技能。

今年59岁的尹丽华， 做健康生活
方式指导员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医学 ，
两年前 ， 经朋友介绍做起了指导员 ，
为居民带去健康的生活理念。 现如今，
她已经成为社区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达人”。

尹丽华自称是一名性格开朗， 积
极阳光的人， 自从当了健康指导员后，
自己就有一种使命感， 要把学到的知
识教给大家， 指导居民如何健步走更
锻炼、 如何减盐减油减糖。 海淀区疾
控中心组织社区居民学习柔力球和防
跌倒毛巾操 ， 尹丽华都是积极参加 ，
提前学习， 然后再为大家指导动作。

在海淀区温泉镇航材院社区， 随
时都可以看到尹丽华的身影。 她经常
跟在遛弯、 锻炼的老年人身后， 找机
会和这些老人攀谈， 告诉他们正确的
健康生活方式。 有几次， 尹丽华发现
一位76岁的老奶奶总是一个人遛弯 ，
而且经常走很多圈， 尹丽华好心地和
这位老奶奶聊起来。 “起初， 老奶奶
并不理解， 还以为是遇到了坏人， 不

愿意多搭理我。” 尹丽华说， “后来，
我告诉她我的身份， 然后说自己就住
在这个小区， 慢慢得到了理解。 老奶
奶一个人遛弯很危险， 因为岁数大随
时都有可能发生紧急情况， 万一旁边
没有人， 多可怕呀！”

宣传如何正确锻炼才是对身体健
康有益的方式， 是尹丽华做指导员工
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 尹丽华告诉记
者， 曾经自己就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案
例： 因为自己也喜欢爬山， 经常在途
中看到由于身体不适而发生不幸的事
件。 “前年， 我和朋友一起爬山， 中
途休息的时候 ， 朋友突然间嘴唇发
紫、 脸色煞白， 我赶紧拨打了120。 好
在当时我会急救措施， 处理得当， 朋
友没有生命危险。” 她说。

今年， 航材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保健科医生韩艳华负责健康生活指导
员的培训与指导工作， 组织了高血压
糖尿病俱乐部。 作为指导员， 尹丽华
教俱乐部成员做毛巾操， “他们年龄
都比较大， 最大的俱乐部成员都85岁

了， 仍然学得特别认真， 大家学会了，
如果遇到雾霾天， 就可以在家锻炼了，
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尹丽华说。

除了身体健康知识的传授， 尹丽
华还很关注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 。
“刚好社区医生教了我一些心理疏导
的小知识， 我就想起了身边的一个老
朋友 。” 尹丽华告诉记者 ， 这位朋友
有两个精神发育迟缓的女儿， 丈夫又
早年间去世了， 心理承受的压力比较
大。 因为随着年龄不断地增大， 不知
道该怎么对待自己的两个女儿， “于
是， 我用学到的知识给她做了心理疏
导， 还教了她如何教两个女儿的好方
法， 得到了老朋友更深的信赖与感激，
我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 她说。

今年的9月1日健康生活方式日当
天， 尹丽华所在的社区接到海淀区疾
控中心的邀请 ， 参加 “和谐我生活 、
健康中国人” 大型健康生活方式日宣
传活动。 “作为指导员， 我又积极行
动， 为做好柔力球表演出谋划策。 最
后比较完美地完成了我们表演， 收到
了台下观众一片掌声。” 尹丽华说。

“在做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的两
年里， 我成长了很多， 不仅掌握了许
多保健知识， 还结识了许多朋友， 明
白了 ‘我一个人健康不如大家一起健
康’ 的理念， 所以我要尽可能带动社
区居民一起掌握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
为我的退休生活增添了不少色彩。” 尹
丽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