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项目之四 

 

1.推荐奖种：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2.项目名称：《漫画脑卒中》 

3.推荐单位：首都医科大学 

4.推荐意见： 

该成果是脑卒中领域首本由医生创作的漫画科普图书，采用漫画及问答的

形式，从教读者看懂脑血管开始，生动形象地解答了 250 余个有关脑卒中的问

题，分八个环节向读者进行了讲述，基本涵盖了临床上最常见的、患者及其家

属最关心的脑卒中相关内容，凝聚了作者多年临床经验，内容符合各个年龄段

的患者、家属以及广大学生，对于提高读者对脑卒中防控整体意识具有很大的

帮助，其中一些知识点甚至可以作为临床医生的教材，受众面广泛。该图书选

题内容、表现形式、创作手法上都有一定的创新，具有一定创作难度和较大的

可读性，图书内容丰富严谨、具有一定时代性和探索性，对国民科学文化素质

的提高、科学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都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产生了较显著的社

会效益，推荐其申报 2018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医学科学技术普及奖。 

5.项目简介： 

目前,脑卒中已成为我国居民死亡和成人致残的首位病因，防控形势严峻，

国家已经启动脑卒中筛查和防治工程，推动卒中的早防早治,并？？出“重心下

沉”至基层百姓。但我国居民对脑卒中防治知识知晓率低，文献报道脑卒中患

者对卒中全部危险因素的知晓率仅为 6.42%-10.62%，患者家属为 7.32%。作者

缪中荣致力于脑卒中防治一线工作 25 年，深知脑卒中重在群防群治，特别是要

提高百姓自身的防控意识，因此他开始从繁忙的临床和科室管理工作分出精力

开展脑卒中的科普，希望全民行动一起防控脑卒中。 

《漫画脑卒中》是我市脑卒中防治领域首套全民科普书籍，也是第一本由脑

卒中诊疗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缪中荣教授全程

主导编创的脑卒中疾病知识普及读物。作者亲力亲为撰写漫画脚本，提供直接

的绘画创作视角、内容，与画师反复沟通修改，交流短信达到 2 万多条，对全

书漫画的构思设计参与度为 100%。本书采用问答形式，从教读者看懂脑血管开

始，生动形象地解答了 250 余个有关脑卒中的问题，包括危险因素控制、早期



症状识别、各种诊断方法、内外科治疗、康复和护理等八个环节，基本涵盖了

临床上最常见的、患者及其家属最关心的脑卒中相关内容，凝聚了作者多年临

床经验，图文并茂的方式和问答的对话内容符合各个年龄段的患者、家属以及

广大学生，对于提高读者对脑卒中防控整体意识具有很大的帮助，其中一些知

识点甚至可以作为临床医生的教材，受众面广泛。 

 该书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第十个“世界卒中日”首发 6 万册，受到了广大

读者和业界的广泛好评，连续多周位于当当网医学新书排行榜的前列。宁浩、

水均益、黄渤等健康宣传者倾力推荐本书，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北京卫视

的《养生堂》和《健康北京》、搜狐健康等栏目也纷纷对作者和本书进行了专题

报道。本书曾先后荣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

作品奖”金奖、2017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唯一获奖的科普类作品），

国家科技部 2016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2016 年国家卫计委委管出版物主题宣

传激励项目“最佳图书”以及 2016 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老龄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向全国老年人推荐优秀出版物等多个奖项，作者缪中荣本人也因此

获得中国科协“2016 年十大科学传播人物”。 

应广大读者的要求，在北京市科委科普项目的大力支持下，本书于 2016

年底进行了第 2 版修订,使全书更美观简介，字体优雅，方便老年人群阅读，《漫

画脑卒中》（第 2 版）在大陆再版发行 10000 册。本书精美的内容和幽默的画风

也受到了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漫画脑卒中》于 2016 年初版权输出中国台湾

地区，2016 年 6 月 30 日正式出版，出版社金块文化公司为台湾知名的医学专

业出版公司，台湾版书名为《图解脑中风》，定价 299 元新台币，在台湾地区发

行 2000 册，读者通过博客来网站、星愿书网、上书网及门店有销售，首印图书

已销售空。2016 年 8 月，该书的印度尼西亚版本由当地出版社出版，首印 3000

册，该书为增强台湾同胞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群众卒中防治水平贡献了

力量。 

6.客观评价 

1.专家点评 

    多位科普专家对《漫画脑卒中》给予充分的肯定及大力推荐。中华预

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院士评价“本书思路新颖、设计严谨，凝聚了作者很多的



心血和辛勤的劳动，希望通过这本科普读物，向广大读者传达脑卒中可防可治

的理念，让更多人关注脑卒中，降低脑卒中对国人的危害！”  

2.医护评价 

    医学界的同道们同样认为本书针对脑卒中的科普非常重要且有效。协

和医院徐蔚海医生在丁香网上评论，缪博士的漫画在幽默之中让大家意识到预

防卒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相比于专业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漫画，是很棒的科

普形式之一。 

3.读者评价 

本书深受读者喜爱，在图书网站好评如潮。大部分读者反映“本书通过漫

画形式，阅读本书很快明白了许多脑血管疾病知识”，“简单易懂，适合老百姓，

呼吁大家关注脑卒中”。本书的内容“非常实用！堪称宝典级参考书，值得入手

一本！”一位读者评论中写道“认真拜读了一个晚上，真的好，给爸妈讲上面的

知识，结果人家说：我能看懂！漫画真的很科普。”一位读者表示“早点看就好

了”，其中透着遗憾之情，可见百姓对此类科普书籍的极度需求。 

本书还受到小朋友的喜爱。一位七年级的小读者说“作者想法太好了，想

都不敢想的医学知识通过漫画形式让它不分年龄段的简单易懂”，一家三代人都

能阅读。 

读者们也对作者的科普事业表示支持，“为缪医生的良苦用心点赞！做医学

科普真是太值得赞扬了！” 

4.媒体评价 

鉴于本书对社会的意义深远，自新书发布后，很多媒体或自由媒体人发表

了相关报道。 

科技日报在《漫画脑卒中》新书发布时发表快讯，评论称该书采用漫画问

答的形式，生动有趣、轻松易懂，帮助百姓建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的正确防治理念。对患者以及大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简单清晰的

答案和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央视《健康之路》，北京卫视《健康北京》、《养生堂》等栏目对作者和本书

进行了专题报道，并在节目中向观众推荐。本书入选 2016 年由广电总局与全

国老龄委发起的向全国老年人推荐 50 种优秀出版物名单，央视《新闻直播间》



在报道中评论其“兼具科学性和实用性”。 

央视主持人水均益也大力推荐本书：“该书别具一格，作者从外科医生的专

业视角出发，更侧重于防控的科学性和治疗方案的细节问题。”电影导演宁浩对

本书给予高度评价：“外科医生写漫画科普，这个可以有！揭开脑卒中的神秘面

纱，帮助患者树立信心，帮助读者了解健康知识，满满的正能量，可喜可贺！”。 

7.推广应用情况 

1.作品出版情况 

《漫画脑卒中》一书于 2015 年 10 月出版，全书共计 236 千字，8.5 个印

张，第 1 版大陆共发行 60000 册，深受读者喜欢，现已售罄。应广大读者的强

烈要求，本书在北京市科委科普项目的大力支持下于 2016 年底进行了再版，大

陆首次发行 10000 册。另外，本书精美的内容和幽默的画风也受到了台湾同胞

的广泛欢迎，《漫画脑卒中》于 2016 年初版权输出中国台湾地区，2016 年 6 月

30 日正式出版，出版社金块文化公司为台湾知名的医学专业出版公司，台湾版

书名为《图解脑中风》，定价 299 元新台币，在台湾地区发行 2000 册，读者通

过博客来网站、星愿书网、上书网及门店有销售，首印图书已销售空。2016 年

8 月，该书的印度尼西亚版本由当地出版社出版，首印 3000 册，该书为增强台

湾同胞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群众卒中防治水平贡献了力量。 

2.推广宣传情况： 

（1）新书发布：2015 年 10 月 29 日是第十个世界卒中日，新书在奥林匹

克公园和人卫大厦分别召开了发布会，北京新闻对奥林匹克公园的活动和新书

进行了报道。著名导演宁浩及 20 家媒体在参加了人卫大厦的新书发布会，并以

患者家属的视角深刻反思了卒中科普的重要性，并作为代言人向广大读者推荐

本书，他认为疾病不可怕，怕的是无知，这本书通过漫画进行科普，更有利于

让老百姓加深对卒中知识的认知。随后，《协和八》、《薄三郎》、《中国卒中学会》

等健康公众号也发布推送，烧伤超人阿宝、张思莱、宁浩、生活与健康等网络

大 V 均通过微博向粉丝推荐了本书。 

（2）2016 年 11 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对图书做了推广活动，并在当当医学

分馆进行了首页轮转图的展示和介绍，连续多周位于新书排行榜的前列。 

（3）大众健康和新闻出版杂志通过封底宣传页面或者社长推荐栏进行了宣



传推广。 

3.围绕科普作品开展的科普活动情况： 

（1）卒中日系列活动，关注轻型卒中。 

活动时间：2015 年 10月-11 月 

活动内容：与“红手环走进第十个世界卒中日全国健康科普公益行动”结

合，向全国公众赠书《漫画脑卒中》活动开展情况：中国卒中学会红手环志愿

者服务团约 300 多单位在全国开展了卒中防治科普公益活动，在活动中，把《漫

画脑卒中》书籍的内容做成海报、壁报、宣传展板等向现场群众做宣传，另共

计向全国群众免费赠送 5000 册《漫画脑卒中》，有力地配合义诊、健康咨询活

动宣传了卒中预防知识。 

（2）“漫画，让医学变得简单”主题活动。 

活动时间：2016 年 5 月 

活动内容：利用“漫画脑卒中”的内容，通过中国卒中学会红手环志愿者

服务团旗下 405 家志愿单位的渠道，发动红手环志愿者在各种宣传阵地张贴科

普漫画，让更多人能够通过这个宣教平台持续地接受卒中科普知识。 

活动开展情况：中国卒中学会红手环志愿者服务团 405 家志愿单位（医院）

均在单位内的公开宣传栏、病区通知栏等地方张贴了宣传资料；有些医院还充

分利用本单位宣传部门的力量，专门设计制作宣传展板、制作微信宣传内容，

对活动的开展做出了很大的支持。据估计，阅读了漫画的患者和公众人数超过 

40000 人。 

4.普及应用效果 

（1）本书一经出版便成为了电视健康节目的热聊话题，把作者多年脑卒中

防治经验搬上荧屏，和观众互动。 

2015 年 11 月 25 日北京卫视《养生堂》对本书进行了介绍和推荐。 

2016 年 2 月 2 日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做了脑中风风险评估和积极防范

的专题节目，并邀请缪中荣教授作为嘉宾，其中主持人在节目中也介绍了《漫

画脑卒中》一书并向广大观众推荐。 

2016 年 3 月 7 日北京卫视《健康北京》栏目邀请了缪中荣教授对脑卒中的

防治进行了专题报道，其中节目过程中重点介绍了《漫画脑卒中》并向全社会



推荐。 

2015 年 12 月 22 日搜狐健康对作者和新书进行了专访，也提出重视年轻人

的卒中预防。 

（2）本书因其丰富的内容和优质的做工，及其在提高百姓卒中防控意识、

增强疾病管理水平等方面的突出贡献，仅 2016 年 1 年的时间就获得科普业内的

很多重要奖项，并在央视等媒体广为报道。 

本书荣获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

金奖；2017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唯一获奖的科普类作品）,国家科技

部 2016 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国家卫计委委管出版物主题宣传激励项目“最

佳图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向全国老年人推荐

优秀出版物，2016年 10月 10日央视新闻直播间对图书进行了报道和展示；2017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作者缪中荣本人也因此获得中国科协“2016 年十

大科学传播人物”。 

（3）在北京地区开展社区普及。 

本书出版后，积极组织面向我市市民的科普推广活动，并联合北京市脑防

办开展了多次《漫画脑卒中》进社区宣传，累计直接受益市民超过 1200 人，受

益家庭超过 1000 家，该活动也得到了中国科协的肯定，授予作者“2016 年十

大科学传播人物”称号。 

8.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无 

9.代表性论文目录 

科普图书《漫画脑卒中》 

10.完成人情况，包括姓名、排名、职称、行政职务、工作单位、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的贡献 

1  缪中荣，教授，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担任《漫画脑卒

中》作者，负责该书的构思、创意、立题、组织实施全过程。创新性的将 25

年的脑卒中防治经验通过漫画问答的形式呈现出来，亲力亲为撰写漫画脚本，

提供直接的绘画创作视角、内容，与画师反复沟通修改，沟通短信达到 2 万多

条，对全书漫画的构思设计参与度为 100％，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向百姓科普



脑卒中的发生、发展及预后。并通过会议推介、专题宣教、深入基层、发放馈

赠等多种形式推动脑卒中科普知识的推广应用。 

2  徐贝贝，研究实习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在本书基本创作完成

阶段，本人承担与出版社的全程接洽工作，完善相关的重要手续文件，并与出

版社的工作人员共同完成出版的后续工作。在本书发布后，积极参与新书的推

广宣传工作。本人还承担本书获奖时相关文件的整理和完善工作。同时，在与

中国卒中学会红手环志愿团合作过程中，本人承担主要的联络协调工作，积极

开展卒中防治的科普公益活动。 

3  庞珂，护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作为《漫画脑卒中》一书的

创作团队成员之一，主要负责本书中护理及康复部分内容的撰写。通过发挥本

人的业务特点和在工作岗位上积累的经验，提出切实有效而且简便易学的对于

脑卒中患者的护理及康复要领，是对脑卒中整体治疗和管理的有益补充。在成

书之后，本人积极参与图书宣传及普及工作，开展公益性赠书活动、图书内容

宣讲等，扩大了本书的影响力，惠及更多群众。图书出版后，积极收集读者反

馈意见，为再版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4  周宁，策划编辑，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负责选题的申报，目录的调整，

对文字和图片内容进行科学性、政治性把关，对文字进行审改，三审三校、设

计、印刷等出版流程的管理，出版后期的宣传推广。 

5  周筠，副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带书稿多次下社区宣

传，搜集基层百姓需求，进行社区科普。 

6  彭光格，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参与部分章节的内容构思、人物

设计及素材搜集，收集并整合患者及百姓关于脑卒中最关心的问题，协助作者

与漫画完成人之间的沟通。由于漫画师缺少医疗专业知识背景，对部分较复杂

的概念及发病机制理解有难度。在作者表述完以后，与漫画师进行详细沟通和

解释，协助漫画师准确理解作者思路，一起寻找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本书发

布后利用手边的资源向周围的人积极宣传，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关于脑卒中最基

本的常识，加强脑卒中的群防群治。 

7  陈璐，助理研究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参与书稿意见和后期

修订，对大众关心的脑卒中问题进行汇总整理，在本书获奖时对相关文件进行



整理和完善工作，同时在本书发布后利用手边的资源向周围的人积极宣传，让

更多的百姓了解关于脑卒中最基本的常识，加强脑卒中的群防群治。 

8  贾白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参与部分章节的内容构思、人物

设计，收集患者关心问题并协助作者沟通。 

11.完成单位情况，包括单位名称、排名，对本项目的贡献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是本项目的主要依托单位，为本项目的开展

提供场所、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大力扶持医学科普工作，并为本项目的推

广提供了条件和部分资源。 

2  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承担了图书项目的出版资金投入，组织人力物力对项目进行加工和生产、

发行。主要包括选题论证、三级审读、排版设计、三级校对、付型、发印，通

过专业的出版活动，确保内容科学、严谨，表述流畅无语病，使书稿最终成为

符合国家质量要求的正式出版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