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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人民和政府上了一堂活生生的公共卫生与安全教育课。

短短两个月时间（2019 年 12 月 26 日第一例发现到 2020 年 1 月 29 日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启动Ⅰ级

响应），疫情从武汉开始迅速蔓延到全国。截至 2020 年 3 月 30 日 24 时，内地累计死亡 3305 人，累计

确诊病例 81518 例，海外累计死亡 33673 人，累计确诊病例 689930 例。a 一时间，武汉告急、湖北告急、

伊朗告急、意大利告急的惊慌之音遍布网络。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人们不禁要反思：人

类应该建立怎样的健康治理体系？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基本问题和关键节点是什么？

一、公共卫生体系是健康治理的重要基础

人类的繁衍生息是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个体的成长与群体的代谢都与疾病防治有关。从某种意义

上讲，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疾病的抗争史。为了预防与治疗疾病，在现代国家的组织体系下，人类建

立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医疗服务、医疗保险、药械供应四大系统。这四大系统相互衔接、相互配合，

构成了人类健康治理的有机体系。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是人类为了有效预防疾病，保障公众健康，通过公众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

和保健，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预防疾病发生、降低患病率的组织体系。疾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疾病

防治是现代国家的主要责任。因此，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必须由政府建立，并通过社会动员和全民

参与，建立人类的疾病预防体系，具有典型的公益性。人类健康的目标是少得病或不得病，而要少得病

或不得病，由个体参与形成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必不可少。但是，在个体的生命周期中，面对各种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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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体系是人类健康治理的重要基础，由于人类自身因素和环境诱发因素，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严重危害社会公众的健康。任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有一个从潜伏期、引发期到成

长期、暴发期的演化过程，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汉和全国的发展为例，分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基本问题、关键节点及其关键措施，提出要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在科学研判致灾机理的

基础上，准确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走势，并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走势，在关键节点发挥关键角色作用，

采取关键措施，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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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诱惑、工作的责任与压力、环境的污染、身体机能不可逆转的衰退等，疾病往往伴随着个体的生

命过程。政府的责任就是通过持续性的公众健康教育，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人类还面临着

许多流行病、地方病、传染病（如这次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的威胁。对这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个体

往往无能为力，而必须通过政府强力控制和社会动员才能延缓疾病的传播，因而更是国家责任。因此，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就像一道拦河坝，坝体越高，人类少得病或不得病的可能性越大，人类的疾病

预防能力越强。

医疗服务体系是人类为了有效治疗疾病，减缓疾病痛苦，恢复身体健康，通过专业人士的疾病诊断、

治疗、康复等过程解除病痛的专业组织体系。正是由于医疗组织的专业性，专业的医疗护理人员才具有

了极高的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使医疗服务过程具有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特征，即医疗组织和医生个人对医

疗服务的组织流程和病种、病情和病程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而医疗组织之外的患者个体和政府组织掌

握的信息十分有限。医疗服务体系具有一定的市场特征，具有一定的营利性。由于医疗服务是一个特殊

的消费过程，病患者是把自己的身体甚至生命交给医生进行治疗，充分体现了对医生这一角色的信任，

所以社会往往要求医生具有“仁心仁术”，使这一领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公益性特征。

医疗保险体系是针对医疗服务过程中病患者及其家属的经济支付能力不足而建立的筹资组织体系。

医疗服务的市场化特征需要患者支付一定的经济费用，毕竟医疗消费具有一定的个体差异性。由于医疗

消费需要经济支付，个体的患病程度和经济支付能力就会影响到个体对于疾病治疗的程度。疾病对于个

人而言是病痛威胁甚至是生命威胁，因而个人对于缓解病痛具有强烈的动机和意愿。疾病对于社会而言

是劳动参与率的降低甚至劳动能力的缺失，因而雇主或是政府也有消除病患的强烈动机。自从 1883 年

世界上第一个医疗保险制度在德国诞生以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纷纷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以强制性

筹资来化解因个人支付能力不足产生的医疗风险。医疗保险属于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和强制性。

药品药械供应体系是为了预防和治疗疾病以及病后康复而使用的针对性药品、药械、康复辅具等市

场供应系统。人的肌体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系统，靠多种营养素的均衡维持着生命体的存续和代谢。某

种或多种营养素的缺失会造成生命体的失衡甚至病变，这就需要外界的营养素或干扰素的介入与干预以

维持新的平衡，这就是药物治疗。长期以来，科学家针对不同群体身体、不同的营养素缺失和身体器官

病变，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甚至生命，研发了针对性药品和适用性医疗设备和康复器械，为解除人类

病痛、病（术）后康复、保障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这些满足个性化需求的药品和药械研发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研发厂商和机构需要通过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服务回收一定成本。因

此，这一系统是典型的市场行为，具有营利性的特征。

在人类医疗服务和健康治理的四个体系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在健康治理中具有基础作用。

离开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任何健康治理机制都是不健全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在健康治理中具有

“拦河坝”的基础性地位，是人类减少疾病、保障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只有将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纳入

健康治理体系，人类的健康目标，个体的防病治病目标，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目标和药品药械商的市场

目标才能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健康与长寿是人类永恒追求的目标。自古以来，人类就寻找各种健康长寿

的“灵丹妙药”，Grossman（1972）等提出了健康生产函数模型，用于分析影响人们健康的各类因素。a

科学家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健康长寿的秘诀就在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充分的睡眠、合理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乐观向上的心态等才是人们健康长寿的法宝。因此，只有将公共卫生体系融入到健康治理

其他三个领域，才能实现人类的健康治理目标。

然而，由于公共卫生体系是一类相对较纯粹的公共产品，正如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所言，“凡是

a M. Grossman,“On the Concept of Health Capital and the Demand for H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0, 
no.2, 1972, pp.223-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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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

物”。a 尽管公共卫生与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

但在常态下我们绝大多数人在行为上都漠不关心，

利益集团更不会将主要的资本和精力投入盈利较小

的公益事业之中，最终的结果是全球范围内公共卫

生事件频发。进入 21 世纪以来，从国内的“非典”“塑

化剂风波”“毒疫苗事件”和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

到国外的“埃博拉病毒”“美国流感”“非洲猪瘟”

和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对常态公共卫生的

忽视所导致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基本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重大突发事件

都有一个从潜伏期、引发期到成长期、暴发期的演

化过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也是如此。管理的要义

就是把脉事件演化的规律，在资源整合基础上通过

科学的流程设计，实现管理目标控制。

在图 1 中，当事件还未产生危害时则处于临界

线以下的潜伏期，而当事件开始对人类及其活动产

生危害处于临界线以上时，根据事件对人的危害程度，可分为引发期、发展期和暴发期。突发事件在引

发期、发展期和暴发期的演化过程中都存在着不同的关键节点，在不同关键节点选择不同的管理工具组

合可改变突发事件走向，这就是突发事件防控的意义和关键所在。

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国蔓延之后，尽管疫情来势凶猛，但由于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强有力的社

会动员和快速反应，疫情在两个月之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正是我们遵循了突发事件演化过程中把握

关键节点的规律，采取了及时得力的防控手段，为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图 2）。

武汉防控疫情“封城”之后，2020 年 1 月 23 日，浙江、广东、湖南率先在全国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Ⅰ级响应，由省级政府行使响应指挥权，以有效阻断与武汉邻近地区的人口流动，救治本省范围内的新

冠肺炎感染者。当全国多省出现感染病例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时，2020 年 1 月 25 日，中

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以统一应对全国的疫情，同时多省派出医疗队驰援武汉。经过两个多月

的全力救治，2020 年 3 月 7 日，武汉首批方舱医院中规模最大的武汉客厅方舱医院患者全部清零，至此，

内地新冠肺炎疫情得到初步控制。

从武汉和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化过程可以看出，在关键节点采取关键措施，任何突发事件都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被预防与控制，但如果在关键节点未

能采取关键措施或采取措施不当贻误战机则可能酿

成大祸。因此应急管理的基本问题是，在关键节点

的约束条件下，采取行之有效的关键措施，以实现

突发事件对人们生命、财产和社会生活秩序影响的

最小化。这里的关键节点的判断取决于决策者的风

险意识，关键措施的采用取决于决策者的责任意识，

损失最小化的目标选择取决于决策者的决策取向。

a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年，第 48 页。

图 1   突发事件的演化过程与关键结点

图 2   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演化过程与关键结点

图 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演化特点与关键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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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突然发生，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

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其本身具有成因复杂性、

分布差异性、传播广泛性、危害严重性等特点。从其演化过程分析，则具有潜伏期长、引发期突然、发

展期迅速、暴发期全面、消亡期漫长（在突发事件演化曲线中暴发期之前上行坡形较陡，之后下行坡

形迟缓）等的特点（图 3）。因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基本问题，就是在科学研判致灾机理的基础上，

准确分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走势，并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走势采取与之相应的关键措施，以最大

限度的保障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研判致灾机理是为了消除公众的恐惧心理和寻求治疗方案，分析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走势是为了在不同阶段选择所要采取的关键措施，只有关键措施（金钢钻）与关键时点

所要解决的问题（瓷器活）相匹配，才能最大限度、最小成本地化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造成的危害和

影响。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关键节点与关键措施

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化潜伏期长、引发期突然、发展期迅速、暴发期全面、消亡期漫长的特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应着眼于事件演化的全流程，识别和研判其关键节点，并在关键节点采取相

应的关键措施。

（一）常态和潜伏期的应急准备与预防机制建设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风险无处不在，这些风险和危机就潜伏在我们的

生活和工作之中。只有建立有效的预防机制，采取有效的预防手段，才能有效地遏制风险，或者在风险

即将来临时，通过一定的处置手段将风险消灭于萌芽之中。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增加，使我们所处环境中的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与危机不

断增加。公众的公共卫生习俗、健康意识和健康常识不足，人群聚集传染性疾病风险增加，食物链中异

质性基因介入所导致的病变，人类基因突变所造成的交叉性感染等等，这些病理性风险一直潜藏于人类

的机体之中，一旦环境诱发，则会成为突如其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实上，人类一直与病毒共舞，

当人体的免疫力强过病毒时，病毒潜藏于人体之中，当人体的免疫力弱于病毒时，病毒则对人体产生危

害。

在常态和病患的潜伏期，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关键节点，首先是要建立突发公共卫生风险认知

体系。风险和危机是人类正常生活中的失序状态，认知风险就是要分析和研判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

发生后的危害程度，由此形成风险分析矩阵。公共卫生风险认知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往往通过医学科学

家专家团队的长期、系统分析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决策咨询。风险认知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取决于专家团

队的专业化水平和风险意识，它需要长期、持续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其次是要进行科学系统的风险教

育与风险沟通。公共卫生风险一旦发生，对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都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公共卫生风

险教育就是通过医学专业组织和专业团队，对一定领域、一定时期的可能风险，以普通民众喜闻乐见、

可理解、可接受的方式，传递到普通百姓，进而转化为普通百姓的风险意识、风险常识、风险知识和风

险应对技能。再次是要进行系统持续性的风险学习。公共卫生风险无处不在，公共卫生风险会危及每一

个普通大众。因此，普通大众在生活和工作中必须进行风险学习，学习了解风险演变的一般规律，学习

风险传递的一般路径，学习风险影响的程度和危害，学习应对风险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与此同时，乐观的生活心态、科学合理的膳食营养、适量的健康运动、充足的睡眠等健康生活方式，

以及定期体检、重视身体的变化和异常并及时转化为健康行动，是提升普通大众自身免疫力从而保障健

康的关键。事实上，我国在长期的公共卫生风险管理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公共卫生风险预防体系，诸

如公共卫生与疾病预防体系、健康教育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等，但由于市场化导向，这些部门的功能大

大弱化，风险预防的职能几乎没有任何发挥。公共卫生风险预防体系的弱化，使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003 年的“非典”、2018 年的“毒疫苗事件”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都是公共卫生风险预防体系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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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我们的警告和报复。

要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危机发生之前的应急准备十分必要。应急准备就是要从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的全要素、全流程出发，首先从战略上健全“一案三制”的应急战略管理体系，即从中央到地

方及生产与生活组织，完善和健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应急管理组织

体制（垂直分工部门联动）、各层政府各级部门密切衔接有效合作的应急管理机制（各司其职各尽所能）

和规范管理依法管理的法制体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要以平战结合、常态工作与应急工作相结合

的原则，从应急管理全流程健全完善应急管理全过程的应急准备，包括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与装备、

应急产业等。再次要着眼于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从应急管理全要素的视角，健全完善应急管理全要素的

应急准备，如公共危机的公民教育、应急心理准备等，培养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安全常识、安全知识和

安全技能，最终实现我国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引发期、发展期的预警机制建设与先期处置

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超过临界值而对公众健康开始出现危害或可能出现危害时，最重要的是发现这

一临界值，并能够准确传递到政府决策部门进而采取相应的关键措施。

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演化的特征，任何突发事件包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演化为重大风险事件之

前总会有许多征兆，这些征兆都可用一系列指标来测度。对于一些自然类事件，人们可以选择一组物理

指标来描述自然现象的演变过程，并基于长期的科学研究，寻找或设定临界区间值，以临界区间值变化

来反映自然现象的变化对人类的影响，物理学上的传感器就是对这一原理的应用。应用传感器原理监测

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生产安全事件已经被人们普遍运用，如对土壤结构监测预警泥石流，对煤矿瓦斯

浓度监测预警煤矿爆炸等。而对于一些涉及人群活动的社会事件，由于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反映人的活

动从量变到质变过程的指标和预警值的选择和确定则相对困难。特别是内隐于人的肌体中的病理演化及

在人群中传播的公共卫生事件，更是难以判断。然而现代信息技术、统计科学和大数据分析为人们研究

和判断人的行为变化及其趋势提供了相对清晰的分析路径，如这次疫情初期对感染人数、增长趋势和传

染路径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统计分析，为确定传染病等级和危害程度提供基础数据。基于这些基础数据和

长期的科学研究积累，应该能够进行相对准确的传染疾病风险预警。

社会事件的风险与危机预警具有较强的基础性，往往不会显山露水，因而在应急管理中不会被重视。

在常态下，人们更多地关心经济增长指标（金融领域对风险研究和风险控制关注较多，其实也是关心经

济指标）和社会和谐指标，而对于社会经济的风险指标，则往往忽视较多。实际上，在应对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过程中，识别风险，研判风险，关键时点敢于提醒、敢于报警、敢于吹哨，才是真正的负责

任和担当。同时，在我国层级分工的政府管理体系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信息

传导机制，能够将基层的预警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到高层政府。2003 年“非典”之后，我国建立了“中

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的“疫情信息高速公路”，但是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中，这条“疫情信息高速公路”并没有发挥其信息直报的功能。

因此，为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突发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尤为重要的是预防体

制机制建设基础上的预警体制机制建设。完备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预警体系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专业的危机预警研究体系，通过长期持续的专业研究，摸清公共卫生领域风险与危机的发生演

化规律及关键节点，并提出不同关键节点上可选择的关键措施组合方案；二是应急预警科普宣教体系，

将专业机构研究发现的预警知识，以普通受众可接受、可理解、最简单的方式传递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

群体，启发普通受众的正确行为选择；三是基层组织或单位的“首席应急官”体系，在全面风险管理时

代，基层组织要有专人负责本部门本单位的风险认知和风险研判；四是应急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即通过

法律授权的权威部门向社会公众以最直接、最简单、可理解、可接受的形式发布信息，实现最大限度的

社会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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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发期、发展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对，还必须及时进行先期处置。先期处置的关键是及

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第一响应人”机制，通过靠近风险点并有能力对现有风险进行一

定程度的识别和简单处置的一类人员，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最先发现的医生、所在医院管理者、基层

公共卫生管理人员、部分患病者及其家属等，尽可能控制事态的扩大。

（三）暴发期的应急处置与社会动员

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入到暴发期，就意味着事态扩大。唯有全力应急处置，方可使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影响最小化。

首先，要按照事先制定并经过演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按图索骥进行处置。处置的关键是

依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演化程度确定应急响应的级别，以明确现场指挥权限和资源动员的程度与范

围。因此，应急预案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成为国家“一案三制”应急战略管理内容的缘由。2003 年“非典”之后，我国初步建立了国家应对突

发事件应急总体预案和应急预案编制指南及管理办法，在公共卫生领域也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总体

预案，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预案管理体系，对各级政府和部门及企事业单位预案管理提供了有力

的指导。但是，在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预案管理中，预案编制组织过程的随意性（闭门造车）、

预案对于本级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针对性（上下一般粗）、预案演练的形式化（重演少练或不练）、预案

评审缺乏专业性（随意组织）等问题在基层预案管理中时有发生，从而降低了应急预案对于突发事件处

置的指导性，这些问题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前期处置中均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应急预案的目的就是在突

发事件来临之前有所准备，如果预案编制不清晰、响应机制不明确、部门责任界定不清楚，一旦突发事

件发生，到时候只能手忙脚乱，无章可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案管理必须建立在系统的风险评估和应

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之上（金钢钻与瓷器活的适配），针对本级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级别，明确各责任部门在

事前、事中、事后的责任，形成总体预案、专项预案、部门预案、基层组织预案和预案操作流程指南的

预案体系。

其次，要最大限度地配置各类应急资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旦进入暴发期，各类应急资源在一定

时点上会奇缺，如这次疫情危机中的口罩、医用防护服、专业医护人员等。我国垂直分工的政府管理体

系和举国体制在应急资源配置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512 汶川地震”开始的省际对口支援、全国

性跨区域资源调配、社会力量的无偿捐赠等，在重大突发事件应急资源保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在

应急资源的精细化配置机制上，在历次重大突发事件中仍有改进的空间，如这次疫情初期武汉红十字会

的所作所为、云南大理的截留应急物资等。突发事件应急资源的配置，对于突发事件有效处置具有十分

关键的影响，有时候一点物资在应急状态下可能影响着事件的成败。因此，根据突发事件的响应级别，

由所在地地方政府全责负责应急物资的配置十分必要。即当一类突发事件启动更高一级的应急响应时，

由突发事件事发地政府全责负责应急资源的接收、调配和精准发放应该成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基本规

则。

再次，要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基础上的风险沟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沟通，其目的是向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准确提供相关风险的真实信息，以利于其做出相对正确的行为决

策，避免谣言四起所造成的次生灾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旦暴发，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基于健康考虑

的求生本能，往往会带来诸多失常的行为选择，如疫情初期许多人逃离武汉、国外疫情加剧时许多华人

华侨逃离回国等，这并无可厚非，属于人在紧急状态下的本能选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信息管理

部门，应该告知当事人和利益相关者正确的行为规则，如逃离期间的自我防护和不扩大传染范围、隔离

期间的家庭防护和对疫情的学习和了解。任何重大突发事件一旦暴发，都会有大量善意或恶意的谣言漫

天飞舞，处置部门的责任就是要以及时的信息公开、适时的信息引导和必要的信息管控，来降低谣言对

社会公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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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亡期的医疗救治与社会保障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入消亡期，繁重而紧张的应急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但由于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演化中的消亡期漫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全社会的影响依然严重，对一些群体的影响时间可能更为

久远，因而需要更加细微的专业工作来抚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不同群体的身体和心理创伤。

为平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公众健康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影响，进入消亡期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主要瞄准以下三类人群。一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接的身体伤害（亡）者及其家属。对于伤者的

持续医疗救治和对死者家人的抚恤是政府的责任。因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类公共危害品，个人及家

庭在公共危害面前往往无能为力。二是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因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造成的心理伤

害者，包括病患者及其家人、现场救护医务人员、现场处置警务人员和部分社会公众。特别是这次疫情

病毒机理不清、超短时间集中救治、超长时间集中隔离、感染之后的集中死亡等给不同人群所带来的心

理恐惧，需要较长时间的心理危机干预。三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包括收入低下人群、流浪拾荒人群、流

动性群体和中小企业业主等。事实上，任何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这些群体都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其抵御

任何风险的能力极其脆弱。因此，消亡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工作重点，是在政府专业救治的基础上借

力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灾后建设，通过精准识别被救助者和政府社会救助政策的灵

活运行，最大限度地消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响；通过专业的心理服务社会工作，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创伤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危机干预；运用预防性、前瞻性的社会保障政策，实现

救危与救市结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有效应对，是潜伏期的应急准备与危机预防机制、引发期和发展期的危机预警

机制、暴发期的应急处置机制和消亡期的社会保障机制的有机结合。我们首先需要大量的、默默无闻的

公共卫生工程师来筑牢公共卫生和公众健康的堤坝，也需要当坝体面临危险时以其专业精神、危机敏感

意识和责任担当敢于报警和吹哨的报警员为我们敲响警钟，更需要当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来临时勇于牺

牲、敢于逆行的专业救治队伍来减缓突发公共卫生危机，还需要专业细致的社会心理医师来消除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对社会各群体的创伤。因此，在关键节点，发挥关键角色作用，采取关键措施，方可有效化

解危机，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甚至转“危”为“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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