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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健康产业应该在清晰、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下完成规划、布局、建设并良性可持续地发展下去。下面就哲学对 

健康产业布局的影响谈一些粗浅的认识。由于经济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逐渐出现了健康产业，健康产业的发展 

体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转型，也体现了文明理念的进步，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 

的重要因素。本文在简要解释健康产业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健康产业的布局的现、 并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对健康 

产业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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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产业是在经济大发展 以后突然加速成长起来的一个 

产业。健康产业的出现，是人类文明理念转变的重要体现，随 

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 
解决温饱问题，而是更进一步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体现了 

人们生活理念的转变。另一方面，健康产业的发展是经济转型 

的一个重要表现，根据联合国的评价，健康产业是评价一个国 
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政治发展、 

社会稳定的集中反映。 

健康产业出现的时间比传统产业时间要晚一些，如果没 

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指导，其发展将会是一盘散沙，因 
此健康产业应该有一套完整科学的理论体 系作指导，以此来 

决定大的发展方向，完成规划布局，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制定 

健康产业的规划布局，离不开哲学的思考。 
一

、健康产业的简要介绍 

健康产业是一种近几年才出现的一种新兴的产业，它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而健康产业的发展态势也正好能说明这一 
点。作为一种复合型的新兴产业，一方面，健康产业能够解决 

很多人的就业问题，这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另一方面，健康产业包含的范围比较广，不仅 包括 医疗 

产品、医疗器械等关乎民生的领域，还包括许多关乎生产领域 
的产业。所以不管是对于改善民生而言，还是对于国家的经济 

大发展大繁荣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问题 已经越 

来越受到人民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健康产业的发展是非常 

具有潜力的。在我国，健康产业被称为“朝阳产业 ，也有经济 
学家将其称为“财富第五波 ，足见其发展的巨大潜力。 

二、健康产业的发展现状 

近几年来，健康产品的需求量随着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 

注度而有很大的增加，尤其在发达国家之中，健康产业对国家 

的GDP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发展中国家，健康产业发 
展的态势稍微慢一点，而在中国，健康产业发展现状落后于许 

多发展 中国家。 

在我国的健康产业中，发展 比较快的是保健品行业，这一 

方面是由于目前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问题 ，另一方方面是由 

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由于我国健康产业正在发展 的阶 

段，所以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不完善的大方，比如没有完善的法 
律制度来对健康产业进行规范，行业的发展出于混乱的状态； 

产品的检验和流通把关存在一定的漏洞；行业 内部之间的横 
向联系较少，发展处于松散的状态。所以对健康产业进行规划 

布局是非常有必要的，以哲学的智慧为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 

助力，是促进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健康产业的规划布局的哲学分析 

(一)健康产业的规划布局应该树立联 系观和发展观，促 
进可持 续发展 

何谓联系?所谓的联 系就是指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诸 

要素之 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健康产业的发展 

不仅与国家的经济政治环境密切相关，而且与国民的生活 

理念有着紧密联系，所以在进行健康产业 的规划布局 的时 
候 ，应该与国家的大政方针保持 同向，只有与国家的大政方 

针保持一致，健康产业的发展 才能获得国家的支持 ，才能 

有一个好的发展之路 。同时，健康产业的发展与国民的消 

费理念和消费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在进行健康产业的规划 
布局 时，应 当充分考虑国民的消费能力，从而进行合适的规 

划布局 。 

何谓发展?发展就是事物的前进和上升。健康产业目前正 
处于发展的时期 ，而事物的发展都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 

的灭亡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健康产业也是如此，健康产业的 

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进行规划设计的时候，应该以长远 

发展的角度进行规划设计。 

哲学的联系观和发展观告诉我们，健康产业的规划布局 

应该树立科学发展观，以发展为第一要义，统筹兼顾。健康产 

业在进行规划设计时，应该以发展作为主要目标，制定有利于 
发展的计划，否则所有的规划设计都是不成功的。健康产业的 

发展要树立科学发展观，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效 

益和环境效益的平衡，这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 

(二)健康产业的规划布局应 当抓主要矛盾 ，促进矛盾的 
转化 

健康产业的服务对象是多种多样的，医疗产业等健康产 

业的服务对象是病患等群体，保健品等产业的服务对象是有 
一 些病患群体和老年群体，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健康产业服 

务的主要对象，是人的健康 ，而针对不同的服务人群，应该建 

立不同的服务体系。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在健康产业的服务 

对象中，占比例最大的就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而到 目前 

为止，健康产业对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的服务并没有形成 
一 个完整的体系，所以目前健康产业规划的重点就是要针 

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形成不同的服务体系，同时重点就是针 
对出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形成完善的服务体 系，这从哲学 

的角度来说 ，就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着重解决健康产业 
的服务体 系建设问题，同时，由于矛盾具有特殊性 ，所以应 

该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建立不同的服务 
体 系。 

(三)健康产业的规划布局应 当树立整体意识和大局观 

健康产业的规划布局应该树立整体意识和大局观，健康 

产业既涉及到不同的服务类型，不同的产业类型，而每一种产 
业类型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能说着重发展某种产业而 

忽略另一种产业，只有当健康产业整体都得到发展的时候，其 
整体实力才会大大增强，这就像“短板效应 一样。健康产业在 

进行规划设计的时候，不仅需要对 自身各个产业做出整体性 

的规划，而且也要将健康行业的发展同整个国家甚至世界的 
经济发展趋势联系起来，着眼于整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的经 

济发展大趋势，不能盲目地进行规划设计。如果经济发展整体 

的态势都不景气，就不能制定过高的经济目标，因为在这种情 
况下制定太高的目标，不仅不会实现，反而会对产业发展的积 

极性和乐观态度产生影响；而如果在整体经济发展态势较好 

的情况下制定了比较保守的规划，这样也不利于整个健康产 

业的发展 ，影响健康产业的发展速度。 
(四)健康产业的规划布局应 当树立人本意识 ，走群众 

路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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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和人本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 

展都 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变革的决定力量，这就告诉我们， 

健康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力量，在进行健康产业的 

规划设计时，应该以人文本。首先，健康产业规划设计应该从 
服务对象出发，考虑其具体需求，这也是所有生产领域需要做 

的事情，只有当产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的时候，消费者才会去 
购买，才会去消费。健康产业在进行规划设计之前，应该充分 

了解市场需求，知道市场的导向，在此基础上进行符合市场需 
求的产品设计路线，在产品投入使用以后，应该及 时进行用户 

反馈，实时了解产品有没有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且 定期做 

回访工作，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消费 
要求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健康产业只有随时了解消费者的 

消费心理，不断更新 自己的产品，才能紧跟时代 ，抓住消费者 
的心理，健康产业才能实长久的发展。其次，健康产业在进行 

规划设计时，应该考虑工作者的处境。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 

健康产业的发展 离不开广大工作者的支持，只有工作者努力 
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健康产业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健康产业在 

进行规划设计时，应当在工作者工作环境的改善、福利待遇的 

提高、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给予重视，改善工作者的工作环境 
和生活状况，解决其工作的后顾之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工作 

者才会对企业有归属感，认认真真工作 ，只有所有的工作者能 
够坚守自己的岗位，健康产业的发展才不会有后顾之忧。 

(五)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和运行机制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任何行业都要有 自 

己的行业准则和行业规范，健康产业也不例外。健康产业的服 

务对象各种各样 ，但是总的来说，是是以人的健康为主要关注 
点，这一关注点充分说明了健康产业的发展需要谨慎 ，因为毕 

竞关乎人们的健康问题。但是 目前为止，健康产业并没有完整 
的产业制度用于统一规范健康产业的生产和运行，各种质量 

参差不齐的保健产品在市场上流通，甚至将目光对准了没有 

分辨能力的老年人群体，有的健康类产品并没有取得合格证 
明，但是却通过很多渠道到迭消费者的手中，所以健康产业需 

要制定严格的产业标准和完善的产业制度，对产业进行严格 
的把关，这样做，一方面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和健康的需要 ， 

另一方面也是规范健康产业的需要 ，只有健康产业拥有了一 

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和产业标准，才能走 向规范化、科学化、市 
场化。健康产业的发展，目前为止其实还存在许 多值得改进的 

地方，健康产业包括许多种类型，而目前不同类型的产业之间 
缺乏横向的联合，发展比较缓慢 ，健康产业的产业化面临一定 

的困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治制度的不断探 
索，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 良好的 

大环境背景，因此健康产业要抓住深化改革的机会 ，把健康产 

业的发展推向产业化 ，转变过去的松散的发展状态，实现不同 
类型的产业的横 向联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产业规 

模 ，提高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健康产业的竞争力。在此同时， 
还要注重健康产业的纵向发展，在产业的各个环节都做到最 

好 ，不论是科研环节，还是生产环节，甚至是服务环节，都要提 
高自己的能力，形成纵向的完整结构，使健康产业的发展具有 

强大的制度支持和技术支撑。 

(六)树立创新意识，努力实现健康产业的创新和革新 

马克恩主义的辩证否定观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事物 
自己否定自己，自己发展 自己，要具有创新意识。随着时代的 

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当代经济的发展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是推动生产发展的重要力量。健康产业的发展也是如 

此，要 自己否定 自己，自己发展 自己，促进产业的不断创新，促 

进产业理念和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健康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 
业，其包含 了许多种不同类型的产品，比如组多健身器材和医 

疗器材，而这些产品都与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健康产业的发 
展要具有创新意识 ，不断利用科技知识创造出新的产品，提高 

创新意识，实现产品的及时更新换代，形成自己的核心优势。在 

进行健康产业的规划设计时，应加大研究开发力度，提高产品的 
科技含量，走创新取胜的道路。同时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都是在不断地接近完美，健康产业也不例外，由于健康产业正处 
于不断发展的阶段，在许多方面肯定是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比如许多发展理论并不成熟，发展模式并不科学，在这种情况 
下，健康产业要学会 自我否定、自我革新，改掉发展 中不合理 

的因素，仔细进行重新的规划设计，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 

不断地探索发展路子，在探索中逐渐走向成熟走向完善。 
四、结语 

健康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对国家的富强，人们生活水 
平的改善，综合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健康产 

业应该抓住机遏，积极地迎接各种挑战，转变发展方式和发展 

理念，进行科学的发展规划设计，从哲学的高度对健康产业的 

发展进行理智的分析和合理的规划。目前，健康产业正处于不 

断发展的关键时期 ，许多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完善的地方，这就 
需要健康产业转变发展理念，要以哲学的智慧对健康产业进 

行发展规划，为健康产业的发展绘出发展蓝图，指出正确的方 

向，给予健康产业发展以强的的理论支持。窭曦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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