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疾控传播便函〔2023〕20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 

2021 中国健康科普大赛获奖结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控中心，中心直属

各单位、总部各处室：  

为大力促进全国卫生机构开展健康科普传播工作，努力创作

更多优秀的科普作品，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中华

预防医学会、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 2021中国健

康科普大赛。自大赛启动以来，活动得到了全国各级疾控机构的

大力支持和配合，相关单位精心组织、踊跃投稿，共征集科普作

品四千八百余件。经大赛组委会的多轮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征

集和评奖活动已圆满结束，经公示无异议。现将获奖情况正式公

布（详细见附件）。请各单位转发辖区相关单位和个人。希望获奖

单位和个人再接再厉，在今后的工作中创作更多大众喜闻乐见的

健康科普作品，为推动“健康中国 2030”实施做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1.最佳贡献奖和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2.微视频类获奖作品名单 

3.长图文类获奖作品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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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3年 1月 6日 

 

 

 

 

 

 

 

 

 

 

 

 

 

 

 

 

 

 



 

   
 

- 3 - 

附件 1 

最佳贡献奖和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 
 

最佳贡献奖获奖单位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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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微视频类获奖作品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制作人/制作单位 

一 

等 

奖 

终结结核流行，自由健康呼吸 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 

控烟 藏语 西藏自治区疾控中心 

远离旱獭、沙漠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疾

控中心 

《正视抑郁症》 北京市海淀区心理康复医院 

善待自己，你就是健康的主人 河北省疾控中心 

警惕沉默杀手慢阻肺 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 

你的行为 他会模仿 刘仲珂、彭尧、张进/河南省疾控中心 

预防野生蘑菇中毒系列短视频 湖南省疾控中心 

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 福建省卫健委、福建省疾控中心 

“土”味情话：快去打疫苗啊《谁早打了疫苗

谁安全》 
姚承理/甘肃省金昌市疾控中心 

二 

等 

奖 

疫情居家近视防控 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 

珍惜生活，远离烟草 刘筱榕/湖南省长沙县疾控中心 

唐僧智斗邋遢怪 江苏省疾控中心儿健所 

艾滋病最大的并发症——社会歧视 安徽省芜湖市妇计中心 

共筑免疫长城，我参与，我尽责，我健康 北京市疾控中心 

青少年控烟公益宣传片 辽宁省辽阳市疾控中心 

今天你窝沟封闭了吗 辽宁省辽阳市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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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个勾勾 从今天承诺戒烟 湖北省宜昌市疾控中心 

《江都区健康素养知识公益宣传》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疾控中心健康科普创

作团队 

为何我们总在深夜 emo《e个人 momo地哭》 
万海清、司红玉/江西省疾控中心； 

陶依然、王嘉琪、钟维娜/江西师大 

孙悟空之紫霞仙子送的三颗色素痣 上海市中山医院 

《预防艾滋 拒绝毒品 珍爱生命》 黄竹林、谢知、周瑛瑛/长沙市疾控中心 

新冠肺炎日常防疫指引消毒篇 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 

《消失的仕女图》 安徽省宣城市疾控中心慢地科 

控烟微视频《超人爸爸》 重庆市合川区健康教育与信息管理中心 

孩子眼睛痒，小心过敏性结膜炎 
李磊、徐维蔓/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

心；韩晔、洪玮/北京市疾控中心 

冷链食品系列 01 餐饮业加工存放进口冷链食

品有哪些注意事项？ 

韩晔、洪玮、段佳丽、赵榕、于礼/北京市

疾控中心；王梓莉/有来医生 

走向户外 目浴阳光 河北省石家庄市疾控中心 

健康双重保护《疫苗要打口罩要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 

三 

等 

奖 

艾滋病预防知识 翟艳春、孙勇/北京市密云区疾控中心 

情景剧《回家》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疾控中心 

万播笛唱健康汉语 贵州省疾控中心 

眼镜一家的烦恼 刘仲珂、彭尧、张进/河南省疾控中心 

《小数字大健康》10-偏食的团团《健康素养促

进行动》 
福建省疾控中心、福建省健康教育促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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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数字大健康》20-“肺”来横祸 福建省疾控中心、福建省健康教育促进所 

那些容易让人误解的口腔小知识 口一、董晓静/河北省邯郸市第三医院 

夏天口罩不能摘 重庆市南岸区疾控中心 

防疫说唱 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融媒体中心 

《南充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冠疫苗接种温

馨提示》 
杨晓冬/四川省南充市疾控中心 

《爱情不是退让，人生中最重要的是自己》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卫健局、福建省福州

市晋安区疾控中心 

漫画治疗抑郁症 王福阳/浙江省乐清市妇幼保健院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全过程》 钟若曦、吴承刚/广东省疾控中心 

最好的生日礼物 江苏省疾控中心儿健所 

《接种新冠疫苗共筑健康长城》 
吴华、王伟、张俊丹、王军、田美梓/辽宁

省大连市疾控中心 

花城健康行快板剧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疾控中心 

结核菌的自白：预防结核、健康呼吸 湖南省祁东县疾控中心 

蓝天保卫战 李建云/云南省疾控中心环境卫生所 

洗手卫健康 
曾邦伟、刘佩君、张巧禹、陈丽丽、张洋

妹/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手足口真面目——手足口又双叒叕来了！ 上海市疾控中心 

搬东西这件小事，您做对了吗？ 邢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布病”拍案惊奇 重庆市疾控中心地寄所 

《全程及时接种疫苗共筑孩子健康未来》 深圳市宝安区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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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健康成长记 学会减糖 生活健康又甜蜜 郭丹丹/北京市疾控中心 

《“豆”挺好，要“慧”吃》 贾海先、李春雨、赵耀/北京市疾控中心 

阿福健康小贴士之爱眼篇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疾控中心 

《不吸烟的你更酷》大学生控烟主题 MV 贵州省疾控中心 

网购收快递，消毒是第一；看看发货地，谨慎

靠自己！ 

张朝烨、耿岳、宋海鑫、段慧慧、张晓雨/

山东省乐陵市融媒体中心 

布病防控宣传情景剧【老邓的转变】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疾控中心 

优 

秀 

奖 

《一分钟了解免疫规划战“疫斗”士疫苗》 陕西省疾控中心 

《糖尿病 Diabetse Mellitus饮食注意事项》 汪言/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市疾控中心 

艾滋病-预防篇 浙江省杭州市疾控中心 

结核病防控科普知识 童颜/四川省南充市疾控中心 

《BMI你达标了么？》 上海市闵行区疾控中心 

狡猾的入侵者 江苏省疾控中心儿健所 

防控新冠德尔塔毒株的“五个关键点” 朱红军、井海陵/江苏省宿迁市疾控中心 

远离尘肺 从我做起 广东省佛山市职业病防治所 

距离 王翠侠、闫歌/河南省疾控中心 

《接种疫苗让爱延续》 湖南省江华县疾控中心 

重庆妹儿话防痨 重庆市结核病防治所 

含糖饮料“这个杀手有点甜“ 北京市丰台区疾控中心 

警惕毒蘑菇 赵子晗/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注意事项》 福建省卫健委、福建省疾控中心 

控制血糖 预防并发症 福建省疾控中心、福建省健康教育促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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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全接种疫苗》 戴丽芳/贵州省疾控中心 

《一分钟了解免疫规划，远离“肝”扰，保护

小心肝》 
陕西省疾控中心 

《打赢尘肺病防治战疫》 广东省佛山市职业病防治所 

新冠疫情未没停，防护意识要绷紧 广东省江门市疾控中心 

氚的自白书 中国疾控中心辐射安全所 

健康花鼓 李兆喜/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疾控中心 

《家庭炒菜减盐小妙招》 董建红/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疾控中心 

《肥胖来袭，你中招了么？》 上海市闵行区疾控中心 

请多夸夸咱们的宝贝 王会艳/北京儿童医院 

科学健走 北京市疾控中心 

《人体王国》—高血压篇 
张微、严亚琼、李芳、周小琦、赵思琪、

张晓霞、金琦曼/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 

警惕电子烟的危害 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 

控氡防癌 从我做起 中国疾控中心辐射安全所 

高温作业 慎防中暑 广东省佛山市职业病防治所 

三好少年《三好少年》 王翠侠、闫歌/河南省疾控中心 

《虎纠防艾歌》防艾新说唱 
张晓阳、刘万福、张宏/福建省福州市疾控

中心 

外出游玩戏水，警惕血吸虫病！ 
周汇、韩智、刘冠芳/湖南省岳阳市疾控中

心 

拥抱爱，拒绝“艾”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卫健局、福建省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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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晋安区疾控中心 

科学减糖为健康加分《科学减糖为健康加分》 安徽省芜湖市疾控中心 

《控姐说健康》系列健康科普：二娃近视了？！ 赵子晗/湖北省疾控中心 

新冠防控 0803 山东省青州市卫生健康局 

被洪水浸泡过的私家车如何消毒？ 王翠侠、闫歌/河南省疾控中心 

大众人群 艾滋病防治宣传 江西省瑞金市疾控中心 

健康排石操 安徽省广德市人民医院 

乐享健步走 悦享新生活 湖南省郴州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科 

《主播说疾控，今天我来说》 
周汇、韩智、刘冠芳/湖南省岳阳市疾控中

心 

儿童预防免疫规划公益广告勇气篇《广东省预

防接种门诊接种室》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疾控中心 

科学防疫健康生活七字诀小歌谣《科学防疫健

康生活》 
江苏省昆山市健康促进中心 

《康小宁的心理健康课》 浙江省宁波市康宁医院 

布病系列—什么是布病 陕西省疾控中心 

倡导公勺公筷，保健康传递爱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感染科/孙立平 

布病系列—当心买回布病羊 陕西省疾控中心 

加油，开学季！疫情防控必修课 江苏省疾控中心儿健所 

DR.CDC一家的健康生活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上篇 
刘维斯/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 

电子烟危害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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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认识雾霾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疾控中心 

让健康“面面”俱到 
张晓华、王诗雨、邓姝颖、柳絮/湖北省襄

阳市疾控中心 

自由健康呼吸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疾病预防控制处 

疾控小卫士之蟑螂的危害及防治 山东省济南市疾控中心 

劳逸结合享受生活 赵子晗/湖北省疾控中心 

《吃得饱，不如吃得巧》 闫馨誉/广东省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岗前职业健康体检一定要做吗？ 张晴、张泽/北京铁路疾控中心 

老年人有这些情况，警惕中风光临 安徽省皖南康复医院 

诺如病毒是个啥 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 

防控诺如系列 04 儿童最易感染诺如 家庭该

如何预防 
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 

《脑卒中的预防》 刘磊/北京市海淀医院 

如何保护婴幼儿的口腔健康 北京市海淀区疾控中心 

《接种新冠疫苗共筑免疫》 北京市疾控中心 

防控诺如系列 05 感染诺如不要怕，大多轻症

好得快 
北京市疾控中心 

《原创快板书疫苗接种阻疫情》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文化和旅游局 

秋冬传染病系列 02 教你三招 预防秋冬季传

染病 
北京市疾控中心 

《接种新冠疫苗共建健康天津》 陈伟、刘锐、曲江文/天津市疾控中心 

防控诺如系列 01 诺如疫情高发，校园该如何 北京市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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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 

关注受艾滋病影响儿童 山东省临沂市疾控中心 

携手防疫抗艾 共担健康责任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疾病预防控制处 

《肠道如何，也可从“便便”的多种心态判断》 唐超/上海普陀区利群医院 

艾滋病= 世界末日 安徽省宣城市疾控中心艾防科 

防控诺如系列 06 诺如病毒感染者呕吐物的消

毒方法 
北京市疾控中心 

《假期防疫小贴士》 刘黎、刘辉、叶盛/江苏省南京市疾控中心 

聊一聊关于预防接种那些事儿 江柳/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疾控中心 

就诊小贴士 山东省禹城市人民医院 

《这些人不能接种新冠疫苗》 重庆市九龙坡区疾控中心健康教育科 

《XG疫苗阵线联盟》 北京友谊医院 

和烟瘾做个了断，拥抱 3分钟美好 曲晨、毛涛/江苏省疾控中心 

结核杆菌逃亡记 4-利器一出无遁形 
宋春发、钟涛、刘盛元、张洁、杨南森/广

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慢性病防治院 

疫情之下，家长如何做好心理调适应对高考 
梁月竹、李海英、李京渊、王长虹/北京市

精神卫生保健所 

文房四宝战结核 安徽省宣城市疾控中心结防所 

《中风那些事》 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护理部 

勤喝白开水最健康 赵子晗/湖北省疾控中心 

《慢性肺病干粉吸入剂使用方法》 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护理部 

疫战飞扬 江西省赣州经开区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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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群艾滋病宣传视频 浙江省绍兴市疾控中心 

010丙肝隐匿危害大筛查 赵莹、吴伟慎、刘锐/天津市疾控中心 

科学防艾，如何避免高危行为 
刘洋、赵娜、林铃、李娜、李玉乐、董哲/

北京协和医院《协和医学杂志》编辑部 

母乳喂养正确姿势 北京市丰台区疾控中心 

新冠疫苗接种后防疫措施不能少 浙江省桐乡市疾控中心 

《吸烟少年追梦启示录》 江苏省无锡市疾控中心 

健康素养提升行动 段佳丽、黄剑辉、洪玮/北京市疾控中心 

《你好我是福小艾》 
张晓阳、刘万福、张宏/福建省福州市疾控

中心 

《守护自我，守住你的生活》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卫健局、福建省福州

市晋安区疾控中心 

洪灾过后的家庭消毒四步法终稿 上海市疾控中心 

《如何营养点外卖》 
马蕊、赵耀/北京市疾控中心、北京市卫生

健康委 

《窝沟封闭儿童口腔保健科普短视频》 湖南省天元区疾控中心 

红丝带访谈实录 陈腊梅/湖南省开福区疾控中心 

痛风那些事 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护理部 

《是一念深渊，还是身如渊渟岳峙》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卫健局、福建省福州

市晋安区疾控中心 

《艾上惊魂，走不出的恐惧心魔》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卫健局、福建省福州

市晋安区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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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宝宝说“不要不要”时 上海市儿童医院 

《心血管疾病营养处方》 
浙江省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营养

科 

《打疫苗的事情你听我说两句》 重庆市巫山县卫生健康委 

自从移民到了中国——HIV吐槽日记 
梁清儿、李颖诗、古羽舟、陈韵聪、韩志

刚/广东省广州市疾控中心 

劳动危害需重视 赵子晗/湖北省疾控中心 

病毒来了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艾滋病科普(2) 湖南省邵阳市疾控中心 

《爬行吧！ 宝贝——遇见更精彩的自己》 
仝莉、周丽琼、陈永华/云南省玉溪市妇幼

保健院 

艾情风波（字幕版） 湖南省浏阳市疾控中心 

一起打疫苗 义维/湖南江永县疾控中心 

《自律带来自由，“艾”到我位置》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卫健局、福建省福州

市晋安区疾控中心 

宝宝走路八字脚，怎么办 上海市儿童医院 

宝宝吃手要紧吗 上海市儿童医院 

《孩子厌学了父母应该怎么办》 周璇梓/北京丰台妇幼 

《嘉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嘉兴科普》 浙江省嘉兴市疾控中心 

《第 6课精神疾病徐治疗谨遵医嘱稳疗效》 浙江省宁波市康宁医院 

《我抑郁了却难以启齿》 北京市海淀区心理康复医院 

除四害大作战 赵子晗/湖北省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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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看真心，体检报告里的真与假》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卫健局、福建省福州

市晋安区疾控中心 

结核病防治要注意啥？（第二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 

《孕妇入院前准备》 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护理部 

警惕禽畜传播疾病 赵子晗/湖北省疾控中心 

手上这个地方没有肉，小心这种病！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防汛视频成片 赵子晗/湖北省疾控中心 

《控姐说健康蛋白质饮食小贴士》 赵子晗/湖北省疾控中心 

《如何科学午睡》 
陈文、陈依琳、何欣榆/广东省广州医科大

学 

《病毒性肝炎预防篇（二）》 安徽省芜湖市疾控中心 

脱隔离服 上海市闵行区疾控中心 

诺如病毒防治主题班会 李静洁/四川省自贡市疾控中心 

婴幼儿心肺复苏这些要点，家长们知道吗？ 首都儿科研究所 

《新冠防控》 浙江省宁波市疾控中心健教所 

中风急救歌 
杨小华、欧阳勇征/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

医院 

注意饮食卫生 推行公勺公筷《首都市民卫生健

康公约文明用餐之注意饮食卫生》 

肖琴、孔浩南、杨茗、杨秋、张睿、祖伟/

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 

海姆立克法 江苏省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假如时光可以穿越之拒绝野生毒蘑菇 
蔡川奇/福建省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急诊 E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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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肺结核 黑龙江省疾控中心 

讲文明  铸健康 安徽省淮北市爱国卫生运动管理中心 

要戒烟就现在 安徽省芜湖市疾控中心 

疫情防控小提示 7 山东省禹城市融媒体中心 

预防流感有妙招 江苏省疾控中心儿健所 

防艾动画一安全套的使用 赵子晗/湖北省疾控中心 

肺结核的传播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高桥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流行感冒科普视频 马高峰/山东省陵城区人民医院 

打疫苗无间道天台版（0922）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疾控中心 

《接种疫苗保障健康》 彭浪/四川省泸州市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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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长图文类获奖作品名单 
奖项 作品名称 制作人/制作单位 

一 

等 

奖 

饮食好习惯 公筷分餐 今天开始用起来 陈晓/安徽省绩溪县疾控中心 

咳咳~安安生病了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慢性病防治院 

艾不迷茫，爱有微光 谢年华/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 

控制不住自己？你家娃可能是“哪吒”转世！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难掩的艾 
龙强、邹薇/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疾控中

心、南大一附院感染科 

抗疫不缺席 留守不缺爱长图 李静洁/四川省自贡市疾控中心 

有一种“痛”叫黄体破裂 

欧泳琳、邓宇梦、杨晓彤、江欣、李婷/广

东省广州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山一

院妇产科 

老年痴呆漫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熬夜危害大，你伤得起吗？ 刘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二 

等 

奖 

一个 19岁“男同”少年之死 深圳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 

拉完粑粑看一眼，等于做次小体检 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医院 

你的不快乐，我懂！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我要做一个好菜 
张晓华、王诗雨、邓姝颖、付世睿/湖北省

襄阳市疾控中心 

渣男尼古丁和他的兄弟们 重庆市沙坪坝区疾控中心 

西游新记之职业病防治宝典 广东省佛山市职业病防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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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做“聋”的传人 广东省佛山市职业病防治所 

居家防护要点 山东省德州市疾控中心 

孤独谱系障碍 
梁月竹、黄庆之、李海英、王燕/北京市精

神卫生保健所 

送给盐都居民的新冠防控歌 李静洁/四川省自贡市疾控中心 

“核”你聊聊碘-131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一图读懂德尔塔 浙江省安吉县疾控中心 

接种新冠疫苗 共建健康屏障 徐蓝波、万海清/江西省疾控中心 

麻风病，你真的了解吗 
熊立、杨军、张竞文、向昆/云南省疾控中

心 

快看，这里有你想要了解的补水小知识！ 安徽省疾控中心 

丝状疣：HPV感染与脖子上的小肉疙瘩 上海市中山医院 

结核病防治 项江韵、周杨/重庆市健康教育所 

《答好高考疫情防控附加题》 江苏省常熟市疾控中心 

公民卫生应急素养—用知识解决突发事件 山东省德州市疾控中心 

三 

等 

奖 

广告里天天喊的“宿便”是真的吗 蔡波、张凌云 /江苏省南通市疾控中心 

不吃晚餐能减肥？结果事与愿违... 蔡波、张凌云 /江苏省南通市疾控中心 

精神分裂症漫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心衰患者居家护理手册 湖北省武汉科技大学孝感市中心医院 

河南城乡地区居民防控新冠病毒行为准则 彭尧、张进、刘仲珂/河南省疾控中心 

刷牙时泡沫越多刷得越干净吗 蔡波、张凌云 /江苏省南通市疾控中心 

“童·画” _ 舌尖上的小当家，食品营养他们 北京市西城区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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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甲状腺结节不是“劫” 
陆培蓉、谭凯文、冯晓雯/广东省广州医科

大学 

摆脱”塑“缚 黄婉婷、卢敏洁/广东省广州医科大学 

一支香烟的自白：我是怎么一步步掏空你的健

康 
姚敏、肖清心/湖北省襄阳市中心医院 

糖尿病&水果的摄入 何欣榆、赵成志/广东省广州医科大学 

冬季“呕吐病”的元凶 曹亿会、张竞文、向昆/云南省疾控中心 

糖人杀——谁是凶手 重庆市江北区疾控中心 

按图索骥：12-14岁人群这样接种新冠疫苗 湖南省长沙市疾控中心 

尿布 PK纸尿裤 首都儿科研究所 

守护健康 从“齿”刻开始 丁翔/江西省宜春市疾控中心 

记忆都去哪了-别让时间“痴”了你的记忆 王文舸 李文鹏/北京铁路疾控中心 

@南通人，这份春节健康小贴士请收好！ 蔡波、张凌云 /江苏省南通市疾控中心 

保安人员防护要点 山东省德州市疾控中心 

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示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管理服务评价中心、黑

龙江省疾控中心 

抗疫防痨，让呼吸更自由、更健康 
刁美玲、张姝婷、李柏/辽宁省大连市疾控

中心 

住防疫漏洞，夯实防控大堤！农村防疫 我们倡

议 

王晓婷、景一鸣、尹士平/山东省济南市疾

控中心 

“膝“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王晶、夏欢、胡文娟、吴霞、明娟、柳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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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光荣/湖北省鄂州市中心医院、鄂州市疾

控中心 

【肿而言之】可怕，得了鼻咽癌到底该咋办 
刘吉平、李亚洲/浙江省中国科学院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 

期望寿命，你真的了解吗？ 蔡波、张凌云 /江苏省南通市疾控中心 

乳房疼痛不适，会是乳腺癌吗 罗斌/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肥胖拍了拍你 
许璐璇、杨雨家、罗咏琳/广东省广州医科

大学 

三分钟，短吗 江苏省疾控中心 

减油长图 广东省疾控中心 

优 

秀 

奖 

《三减三健之健康口腔》 湖南省渌口区疾控中心 

出行需谨慎，防护要做好 郑静/四川省疾控中心 

艾防漫画新番第二话来啦！ 江苏省疾控中心 

《新冠防护》 何广标/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疾控中心 

宾馆防护要点 山东省德州市疾控中心 

你是被吼大的吗？ 梁月竹/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 

健康晚饭怎么吃----囡囡有话说 韩婷婷/北京铁路疾控中心 

无声的呼吸杀手——空气污染与 COPD 
杨晓彤、涂立蓉、何珊珊/广东省广州医科

大学 

减盐长图 广东省疾控中心 

防“艾”于未然 吴泽金、李周妍/广东省广州医科大学 

当代“渣男”自我救赎图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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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十八般武艺 田月明/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减糖长图 广东省疾控中心 

这个病毒都不知道，还敢爆肝工作？ 尹纯礼/上海市宝山区疾控中心 

灭蟑螂，最靠谱的是这 2招 广东省深圳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 

挺胸抬头，从现在“坐”起 
张帅静、周灵姿/广东省中山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深圳) 

科学“防痨”，健康你我 苏文静/广东省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理解包容乐观，家邻同仁和睦 
黄庆之、李京渊、梁月竹、李海英/北京市

精神卫生保健所 

防癌体检一图读懂 余慧/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 

回家吃饭，一起减“碳” 屠瑞莹/北京市疾控中心 

爱眼护齿，明眸皓齿工程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疾控中心 

19-3款儿童安全座椅，保护不同年龄宝宝 上海市疾控中心 

艾防漫画出新番啦！ 江苏省疾控中心 

戒烟后变胖了，是不是白戒了？ 倪骋/上海市宝山区疾控中心 

疾控中心送给家长一份“神兽归笼”家长移交

指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 

应急响应级别调整，宝宝如何接种疫苗？ 安徽省疾控中心 

待在家不出门，不叫居家隔离 安徽省疾控中心 

牛奶知多少 安徽省疾控中心 

流感高发季，预防知识早知道！ 安徽省疾控中心 

携手抗疫防痨 守护健康呼吸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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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眼睛，光明的未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 

碘缺乏知识科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 

分餐制的前世今生 
许宇喆,陈俊宏/广东省中山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 

警告！您的大脑已被控制！ 北京市西城区疾控中心 

一图读懂如何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黄庆之、李京渊、梁月竹、李海英/北京市

精神卫生保健所 

《一“尘”不染，远离职业危害》 湖南省岳麓区疾控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自我防控 24小时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管理服务评价中心 、黑

龙江省疾控中心 

孩子鼾声背后的秘密 黄昕/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疫”图读懂】之春节健康宝典系列 张和悦/山东省青岛市疾控中心 

儿童发病率极高，家长需警惕这种传染病 北京市房山区疾控中心 

室内空气隐形杀手--氡 中国疾控中心辐射安全所 

减肥中的这些事您了解吗 邓梦迪/安徽省亳州市疾控中心 

毒蘑菇很难辨 火眼金睛也认不出 湖南省疾控中心 

湖 冬春季疫情防控小知识 湖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  

拒绝儿童常见病，养成健康好习惯 ——

“5-2-1-1-0” 
王国辉/辽宁省疾控中心 

糖尿病的饮食误区，你还深陷其中吗？ 许雯/江苏省礼河卫生院 

喝粥养胃？关于胃的养生“误区”你要知道 唐红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糖人”日记 重庆市万州区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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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要健康，快来打苗苗+01 江西省新建区疾控中心 

什么是登革热？ 江西省铜鼓疾控中心 

你真的了解狂犬病吗？ 安徽省疾控中心 

健康要加油，饮食要减油 安徽省疾控中心 

划重点！新冠肺炎健康科普小知识来了！ 安徽省疾控中心 

实施封闭管理的小区居民应该怎么办？ 安徽省疾控中心 

几个“小动作”，解决蚊子困扰“大问题”！ 李惠琴/浙江省建德市疾控中心 

国庆节假期公众出行防疫六要点 福建省卫健委、福建省疾控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指南（就医人员篇） 福建省卫健委、福建省疾控中心 

轻网红“植物酸奶”，值得为它打 Call吗？ 贾海先、李春雨、赵耀/北京市疾控中心 

腰酸背痛就是肾虚？年轻人，这些常见行为正

在伤害你的肾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新冠肺炎防护指南（学生） 福建省卫健委、福建省疾控中心 

光盘行动 不负“粮”心 北京市房山区疾控中心 

学校结核那些事_01 郭金/江西省青山湖区疾控中心 

多图读懂 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事宜 丁翔/江西省宜春市疾控中心 

警惕！手足口病高发期，如何做好居家消毒 安徽省疾控中心 

日常防疫科普_20210927103038 湖南省疾控中心 

糖尿病足 钱艳婷/浙江省嘉兴市第二医院 

孩子的牙齿不齐、咬合不好最佳矫正治疗时机

是？ 
王雪东/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防护指南（老年人篇） 福建省卫健委、福建省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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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防疫十条行为准则 福建省卫健委、福建省疾控中心 

7年前震惊广东的这种病，都是因为它… 广东省深圳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正确使用消毒剂的

“五加强”“七不宜”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管理服务评价中心、黑

龙江省疾控中心 

打疫苗后，娃手臂又红又肿，怎么办？ 苏萍/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疾控中心 

他需要的是现在 北京市平谷区疾控中心 

外出旅游莫大意，个人防护要牢记 王蔚佳/浙江省金华市疾控中心 

预防手足口病 健教所/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疾控中心 

《[微信红包] HPV疫苗！送给女神们的节日专

属礼物！（附接种门诊名单）》 
邱晓菲/山东省青岛市疾控中心 

老年医学科抗衰老有一套，爷爷奶奶也可以“乘

风破浪” 
康琳/北京协和医院 

艾防漫画新番第三话来啦 江苏省疾控中心 

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 郑静/四川省疾控中心 

发生高危性行为后，72小时内做这事，还有救！ 广东省疾控中心 

八类场所防控长条图 苏凤华、薛锦锋等/北京市东城区疾控中心 

世界无烟日 _ 不吸游烟，勿做行走的污染源 倪骋/上海市宝山区疾控中心 

学校流感疫情如何防控？ 安徽省疾控中心 

走进“第七大营养元素”——膳食纤维 安徽省疾控中心 

你还在这样给宝宝洗澡吗？90%妈妈看完都后

悔了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扎心了：过个暑假，孩子近视度数涨不少， 江苏省常熟市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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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 

复工复产三情形 苏凤华、薛锦锋等/北京市东城区疾控中心 

湖南雨灾后接种新冠疫苗 河南省疾控中心 

新冠疫情常态化学生防控指南 陆洲/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疾控中心 

叮咚- 您有一份糖尿病测试题待查收 
万海清、司红玉/江西省疾控中心；周恩慧、

谢欣苒、苏嘉晖、张子蕾/江西师大 

认识“户外杀手”——蜱虫 安徽省疾控中心 

公众疫情防控须知 韩梦/湖北省疾控中心 

胖宝宝修炼手册 上海市疾控中心 

诺如病毒和小龙女的约会 张政/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疾控中心 

防血栓，动起来 浙江省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打完新冠疫苗就感冒了？巧了不是？ 上海市疾控中心 

开学啦，小糖友的家长们必备攻略！ 王倩秋、杨正兄/江苏省连云港市一院 

疫情未远离，防控习惯还要记 张姝婷、薛红圆/辽宁省大连市疾控中心 

科普漫画之眼肌训练 江苏省金坛区疾控中心 

2021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来了！ 安徽省疾控中心 

黄金期的男人，小心坠入青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 

响应号召，共同战“疫”，我接力 景一鸣、王晓婷/山东省济南市疾控中心 

幽门螺杆菌健康宣教 杨梦/江苏省连云港市一院 

安全购物十条提示 韩梦/湖北省疾控中心 

节后打工第一站，我们一起苗苗苗！！！ 谷臣琳/上海市宝山区疾控中心 

质子重离子治疗 中国疾控中心辐射安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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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直肠癌早筛让癌症防治赢在起跑线上 上海市中山医院 

新冠肺炎防护指南（社区工作人员） 福建省卫健委、福建省疾控中心 

颈动脉疾病的二三事 上海市中山医院 

艾滋病职业暴露科普 
施玉华、霍俊丽、韩瑜、马艳玲、刘秀娟、

张竟文/云南省疾控中心性艾所、信息中心 

一图读懂“三减”那些事儿（GIF长图） 广东省疾控中心 

疫情防控常态化居民个人健康防护指引之乘坐

交通工具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 

你家熊孩子调皮捣蛋真的是因为“熊”吗？ 
杜川、张世琳、汪忠鸿/湖北省荆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 

熬夜欠下的睡眠债，你拿什么还？ 北京房山区疾控中心 

辐射与我们的生活 中国疾控中心辐射安全所 

布病知识小笔记 防治办法看这里 丁翔/江西省宜春市疾控中心 

调整状态 从“心”起航丨开学前做好心理调适

很关键（学生篇 
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健教所 

公民防疫科普知识九宫格 江苏省苏州市疾控中心 

个人防护“9个牢记”——GIF图集 广东省疾控中心 

麻风防治 100问 湖南省疾控中心 

听医生的话 VS听妈妈的话 项燮/安徽省芜湖市疾控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村卫生室人员接诊

十须知 

福建省医学会、福建省医学会科学普及分

会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说说“胆”的那些事 张洪义ˎ齐中/北京天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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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涝灾害系列一图读懂 彭尧、张进、刘仲珂/河南省疾控中心 

乘坐市内公共交通 这样防护最省心 韩梦/湖北省疾控中心 

鼻子里的那些“不速之客” 浦诗磊/上海市儿童医院 

你的血型是方形的吗？要不为什么你长得这么

正 
俞明欢/上海市宝山区疾控中心 

“三减三健”科普长图 广东省疾控中心 

关于结核你知道多少-与结核菌的对话 彭浪/四川泸州市疾控中心 

提倡使用公勺公筷 马志明、王芳/北京市博爱医院 

又是一年雾霾季，快来 get防霾新技能 北京房山区疾控中心 

核事故后的稳定碘预防 中国疾控中心辐射安全所 

复工复产后在单位如何做好防护（H5）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管理服务评价中心、黑

龙江省疾控中心 

新冠肺炎流行阶段不同人群应该如何戴口罩

（H5）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管理服务评价中心、黑

龙江省疾控中心 

怎样做好居家消毒 韩梦/湖北省疾控中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如何保证孩子上好

网课、保护视力两不误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管理服务评价中心、黑

龙江省疾控中心 

常见传染病科普系列 刘婷/山东省疾控中心 

最美莫过夕阳红，走近老年期抑郁 郭小兵/北京安定医院 

别让产后“大肚腩”偷走你的美丽—腹直肌修

复 
程晨、赵珊/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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