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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智决策提供更好的证据支持
欧洲国家认可世界卫生组织行动计划
Better evidence for smarter policy making
European countries endorse WHO's action plan
来源：BMJ 2016;355:i6399 doi: 10.1136/bmj.i6399

为了利用有限的预算应对日益增长的
医疗需求、日渐老龄化的人口以及大量可
避免的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一些国家
争相竭力转型健康系统，而其决策者们正
在焦急寻求着正确的证据。使他们忧心忡
忡的并不是“识别”问题，因为健康系统转
型中的主要元素早已为人所熟知和接受。
而真正令决策者忧心的是如何去执行 1。

计划于前不久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地区委
员会上获得了全体 53 个成员国的响应支
持 2。行动计划旨在统一、强化并促进健
康政策制定过程中多领域、跨部门来源的
证据产生与利用，以使制定健康政策与健
康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健康 2020”
政策框架保持一致 3。获得同意的行动领
域方向有 4 个，其中一项是关于从研究到
政策过程中的知识转化及能力扩增。

洲区试图强化在决策过程中对证据与研

尽管该计划面向的是那些还不具备

究的运用，可谓适逢其时。其发布的行动

强健科研设施与战略的国家，但对西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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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如拥有令人称羡的国家健康研究所（NIHR）的

该行动计划第一阶段将持续 5 年，之后会有一

英国，该计划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即便在发
达的健康系统中，科研产出只是被储存，却鲜为使

个中期回顾，对是否需要调整做出评估。这一计划

用或者被忽略，这一问题也同样严重存在。可以有

策间鸿沟的路上能走多远，还很难说。希望这一计

根据地说，政策仍过分归因于政治意识形态或信
仰、缺少良好证据支撑 4。有时科研缺少影响力，因

划能够培育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让不同健康系统均

为学术研究人员提出的问题无法使决策者、实践者
及公众重视起来，抑或因为其时间表与决策者的需

身份，特别是在欧洲地区的工作，显得更具重要性，

求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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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尤其英格兰地区，我们看到过许多缺
少合理证据却被迅速执行的政策方案，比如健康检
健康培训者 6 和行使转诊计划 7 等案例。目前在
查 5、
英格兰诸多地区的权力下放解决方式，来自国家健
康体系（NHS）未来 5 年展望的新模式，以及近期为
征询意见推出的可持续与转型计划，都亟待独立且
合理的分析 8。尽管地方层面与国家层面均在推出
评估研究，但是待研究结果公布时可能还是为时已
晚，
无法影响到这些新的冒险政策的执行与效果。
然而，
即便证据存在且经过政府机构的评估，
部
长们也能够选择无视此证据，或者直接选择证据中
与其目标相适的部分。例如，
几经延期，
最终于2016
年8月公布的英国儿童肥胖行动计划，
其实就忽略了
许多由英格兰公共卫生局（Public Health England）提
出的证据 9。另外一个例子是困难家庭救助计划 10。
这一问题或多或少与证据的接受等级有关。
健康政策研究，尤其是公共健康相关的政策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一直被边缘化，而生物医学研究获得
的支持更多，被认为更具有威信，通常也能拿到更
多经费。生物医学研究固然很重要，但亟待研究者
们关注的其实是健康系统的重塑、健康政策的制定
与执行方式，以及执行过程中的优先排序这些问
题。这一领域的研究能力欠缺，在 WHO 欧洲区的
很多国家内，优先度都不高 11。
与此同时，
健康政策研究应有与决策者及践行者
协调设计的过程，
且必须通过提出正确问题、
使用正
确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式，提供附加价值促进健康事
业。研究的方向与设计不应被学术领域自有的议程
和兴趣完全牵制住。适当的设施与培训也是必需的，
这样，
研究者们能了解决策者的需求及其时间期限 12。
WHO 的行动计划承诺建立起一个知识转化的
专家网络，以支持决策过程中证据的收集、使用与
发布。根据计划，知识中介人的角色将得到强化，
在沟通证据收集与证据使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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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服能力限制与政治挑战并开始填补证据与政

能从中学习。随着英国退出欧盟，其 WHO 成员国

以确保其在跨国网络中交流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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