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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哪儿锻炼”一度是很多人的
困扰。

江苏镇江市世业镇永茂圩自然
村村民洪家勇家门口的一条小河，曾
几何时既是排污处也是灌溉水，“到
了夏天，院子里都不敢站人，更别提
锻炼了”。

近年来，与“厕所革命”相伴进行
的厕所下水道管网建设和农村污水
处理，给农村环境进行“美颜”升级。
不仅如此，村里还添置了公共健身器
材，铺上了自行车道和人行步道，“走
下牌桌走向户外的村民越来越多
了。”世业镇世业村村委会主任何永
林说。

世业镇体育活动的火热场景，
是健康中国建设推进全民健身的
缩影——

在各大城市，街边绿道、城市公
园、公共体育馆都成为群众健身的主
场地，“马拉松热”“私教课热”“广场
舞热”等无一不彰显全民健身理念深
入人心；

在农村地区，“一场两台”等体育
设施已覆盖全国近 57 万个行政村，

“15 分钟健身圈”让“健身去哪里”变
为“健身在身边”。

有关部门不断深化改革、创新举
措，为百姓参加健身锻炼创造便利条
件、营造良好氛围，让国人真正从“全
民健身”中享受“全民健康”。

随着大卫生、大健康观念的树
立，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大众的健身方式从单一的跑步做
操，到健身房练习，再到私教课、零售
制健身课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动
感的节奏搭建疾病防治的首道关卡；

大众对健康状态的认知从单一
的体魄强健到关注心理健康，越来越
多的人主动选择通过运动、“诗与远
方”、培养更多的兴趣爱好以及接受
心理咨询等方式缓解内心压力；

大众对健康观的理解从“疾病治
疗”到“健康管理”，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重视定期体检，注重通过饮食起
居、运动疗法、中医药等多种措施将
管理健康的关口前移；

大众对健康管理的标准从大概
念的少油少盐到精确控制每天摄入、
消耗的卡路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
体重“斤斤计较”，与高糖高油“说再

见”。
“这种趋势反映出更多的人开

始意识到吃一些‘自己觉得健康’的
食物。”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营养科医
师苗苗说，近几年到该院减肥门诊
的人次增多，他们关心怎么吃能做
到膳食均衡、如何运动能减重。

始简今巨。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在
新中国成立之初仅35岁，在2018年已
达到 77 岁；孕产妇死亡率由 1500/10
万下降到 18.3/10 万，婴儿死亡率由
200‰下降到6.1‰。

70年来，我国用较少的投入取得
了较高的健康绩效，多项指标优于中
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走出了一条中
国特色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发展之路；

70年来，卫生健康事业的持续发
展、国民身体素质的不断提高，绘就
一幅健康中国的生动图景——

从西方摄影师镜头中“瘦小伶
仃”的形象到向“更高、更强”的目标进
发，中国孩子身高呈现“上扬曲线”，其
中 7到 19岁儿童青少年的身高、体重
等指标增幅显著；

从“吃不饱”到“吃得好”“吃得健
康”“吃得营养”，我国建立了全国食
物与营养监测体系，中国居民膳食营
养与体格发育状况总体改善；

从“小病拖、大病扛”到分级诊
疗、三医联动，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
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着
力打造家门口的“15 分钟医疗圈”。
老百姓对“病有所医”的期盼，正转
化为看病就医实实在在的实惠。

70年栉风沐雨，70年砥砺前行。
健康中国行动文件里，一组数据

清晰描绘健康中国的未来目标——
到 2030 年，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
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居民
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因
重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明显
降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
高，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进入高收
入国家行列。

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
是立国之基。站在更长远的历史视
野上回望，在健康中国战略指引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健康之基正在
不断夯实，人民美好生活的梦想正在
走进现实……

据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长江委启动长江防御洪水Ⅳ级响应

》2018年我国计算机和移动终端病毒感染率分别超过
六成和四成

》南京建立医用耗材阳光监管平台

》海南出台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全面禁止低端制造业发展

》“上海广播周”在卡塔尔举行

》杭州主城区公共停车泊位全部支持“先离场后付费”
均据新华社

句话新闻

据新华社天津9月16日电（记者 张建新 张宇琪）2019 网民
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组委会 15日在津发布报告，称 2019年网
民网络总体安全感提升，认为网络安全的占 51.25%，较去年提升
12.91个百分点。

这份《2019全国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统计报告》于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专题发布会上发布，该报告基于全
国400多个城市（区）的近19.86万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分析。

该报告指出，网民安全意识虽有进步但仍有待加强，个人信
息保护成为热点关注。37.4%网民认为网络个人信息泄露非常多
和比较多，58.75%的公众网民表示曾遇到个人信息侵犯。

网民要求加强法治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和网络平台责任为亟
待加强立法的内容，其中 82.61%的网民要求对个人信息保护立
法，对网络平台责任的立法要求是 73.36%。

报告显示：

网民网络安全感总体提升
个人信息保护成热点

新华社南京9月16日电（记者 沈汝发）在生活中，越来越多
的人成了“扫码一族”，但二维码在给生活带来便利的时候，也成
了行骗者用以掩护的诈骗手段。南京警方提醒，目前，利用二维
码盗刷消费者钱财，已成为一种新的犯罪途径。

据南京警方介绍，吴女士报警称上网时收到嫌疑人冒充其好
友发来的微信，对方以微信被限额无法支付为由骗其转账，扫描
对方提供的微信二维码向对方转账 1000 元，后发现被骗。叶女
士报警称对方以刷单赚钱为由骗取其信任，后叶女士用支付宝余
额扫对方提供的二维码付款共计损失 4549元。顾先生报警称通
过购物刷单返利微信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被骗取人民币 6399元。

警方提醒，这类诈骗利用受害人群体普遍都有贪图小利的心
理实施诈骗。一定要慎重甄别网络虚拟身份，切不可相信来路不
明的二维码，填写账号、密码时，一定要验明对方身份真假，谨防
受骗。一旦发现钱款被转走，不要慌张，及时报警。从目前来看，
很多情况下钱款并不能直接转给其他人，而是会先被转入诈骗分
子预先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开设的理财账户，如果处理及时，还
是有追回的可能。

谨防利用“扫描二维码”实施诈骗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9月15日电（记者 汪健 郑一晗）叙利亚
总统巴沙尔·阿萨德 15日宣布大赦，先前犯下逃兵役等一些罪行
的罪犯将获减刑或免刑。

根据大赦令，死刑可减至终身劳役，终身劳役可减至 20年劳
役，无期徒刑可减至 20年有期徒刑。法令还包括免除患绝症犯
人刑期等条款。

目前尚未归案的涉案人员，须在 3 个月内自首才能获得赦
免。身处境外的逃兵役者，自首期限为 6个月。此外，走私武器
和毒品、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的罪犯不在此次大赦范围内。

叙利亚总统宣布大赦

据新华社波哥大9月15日电（记者 高春雨）哥伦比亚民航部
门 15日说，该国一架客机当天下午从西部考卡省省会波帕扬起
飞后不久坠毁，已造成 7人死亡 2人受伤。

哥民航部门在一份公报中说，这架飞机于当地时间 14 时左
右起飞，数分钟后发生机械故障，在机场附近一处居民区坠毁。
目前，故障原因正在调查中。

发生事故的客机是一架核载 7 名乘客的“派珀”PA-31-350
型飞机，隶属于专门运营支线航班的哥伦比亚跨太平洋航空公
司。事发时，机上载有 7名乘客和 2名机组成员，原计划飞往考卡
省西部海滨城市洛佩斯-德米凯。

事发后，波帕扬市长戈麦斯表示，波帕扬市已动用所有力量，采
取紧急措施展开搜救工作。目前，两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哥伦比亚一架客机坠毁
致7人死亡

↑9月15日，人们在田野里表演舞蹈《在希望的田野上》。
金秋时节，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在七星镇鲁古村举行庆祝丰收活动。

←9月15日，在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士兵参加独立日庆祝活动。
新华社发

健康中国

□ 新华社记者 陈聪 屈婷 邱冰清 林苗苗

70年，是一个民族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的历史性跨越；
70年，也是一个国家不断开启健康中国建设新局面的生动写照。
从“赤脚医生”到“全科医生”，从消灭传染病、寄生虫病到攻坚慢性病、癌症，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70 年来，在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下，立柱架梁的民生举措相继实施，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不断增强，一条致力于让近14亿人过上美好生活的健康中国之路正在铺就。

新华社南京9月16日电（记者 陈席元）地铁不小心坐过站可
以默默坐回去，但是坐火车甚至高铁忘下车了怎么办？会被处
罚吗？铁路部门表示，其实坐过站是可以免费返回的，而且适用
于所有车型，包括G、D、C、K、T、Z等字头列车。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段乘务科副科长任
涛介绍，《铁路旅客运输办理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旅客因误
售、误购、误乘或坐过了站需送回时，列车长应编制客运记录交
前方停车站。车站应在车票背面注明“误乘”并加盖站名戳，指
定最近列车免费返回。在免费送回区间，旅客不得自行中途下
车。如中途下车，对往返乘车的免费区间，按返程所乘列车等级
分别核收往返区间的票价，核收一次手续费。

此外，已经进站了仍没赶上火车，旅客可改签当日其他列车，
但只能在票面发站办理，且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能退。如果当日
没有其他列车，或者当日其他列车没有余票，就不能办理改签了。

火车坐过站怎么办？
放心，可以免费送回

国内聚焦

国际聚焦

新中国成立之初，多地疫病横行，农村卫生
基础十分薄弱。但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少得可
怜，几乎无力解决人民群众大量的健康问题。

形势急迫。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一条具有
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之路开启——通
过“中西医相结合”，在很短时间里培训出大量
掌握基本技能的医护工作者，以集中力量实施
预防、初级保健和公共卫生行动。

此后仅用了短短 30年，中国人的人均预期
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主要健康
指标实现了巨大飞跃，一个覆盖绝大多数民众
的初级保健体系基本建立。其中，“赤脚医生”
穿行乡间村陌，用中西医结合的“土法”治病、
制药，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

改革开放后，随着卫生健康事业不断发
展，“赤脚医生”变成了技能更专业、诊疗更规
范的乡村医生，继续行走在基层医疗的第一
线。解决了疫病横行问题的中国，也发展出众
多全科医生、家庭医生这样人民群众健康的

“守门人”。
医疗卫生人才队伍更加优化，整合型医疗

服务体系逐步构建……如今，我国医师数量已

达 360.7万，每千人口医师数达到 2.59人，年诊
疗人次数达到 83.1亿，支撑起世界上最大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

从“赤脚医生”到“全科医生”，一张张平凡
的面孔，印证了中国卫生健康事业一路走来的
不凡岁月；从缺医少药到村村有卫生室，是中
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在卫生健
康领域的具体实践——

在山西吕梁，13 个县均成立医疗集团，村
卫生室达标率为 91.4%，远程诊疗体系框架初
步建立；

在四川乐山，针对乡村医生“招不来、引不
进、留不住、考不上”的问题，通过“乡村医士
班”免费定向培养 474名乡村医生，逐步打造一
支“永久牌”人才队伍；

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全面实
施“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全州已有
约 3.2万人享受了“先诊疗、后付费”政策……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陈冯富珍所
说，中国关于医疗改革的相关决定最突出特点
就是立足基层，体现政府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
在心上。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1958年夏，毛泽东看到血吸虫病重点流行

区之一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新闻报
道，挥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血吸虫病基
本消灭，成为新中国疾病防控的“第一面红旗”。

旧中国，不仅血吸虫病，鼠疫、霍乱、黑热
病、斑疹伤寒、回归热、丝虫病、疟疾、麻风病等
恶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横行肆虐，严重
危害着亿万群众的生命健康，影响生产生活。

治病救人，成为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急迫
要求。“爱国卫生运动”随即开展，通过移风易
俗、群防群治，让群众疾病在短时间内得到有
效控制，城乡面貌和人民健康水平获得极大
提升。

7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众的期盼
已从“能看病”发展为“看好病”乃至“不得病”。
与此同时，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
快，加上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偏低，吸烟、酗酒、
缺乏锻炼、不合理膳食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比较
普遍，由此引起的健康问题日益突出。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2016年 10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发布，勾画出打
造健康中国的美好蓝图。这一部署，标志着健
康中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基本形成；

今年 7 月，国家层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字里行间折射出从“以治病
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巨大转变。

这一中长期行动聚焦当前主要健康问题
和影响因素，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
心，将开展 15 个重大专项行动，努力使群众不
生病、少生病，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建设健康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重点人群“网格式”防护——健康中国行
动针对妇女婴幼儿、中小学生、劳动者、老年人
四类重点人群开展专项行动，体现出全生命周
期健康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的坚定承诺。

重大慢病防治再出发——如今慢性病已
取代传染病成为国民健康的“头号威胁”。健
康中国行动明确，将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癌症、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四类重大慢性病实
施防治行动。

从健康知识普及和合理膳食，到全民健身
和控烟，从心理健康和健康环境促进，到防控
四类重大慢性病，一项项指标正不断细化，一
项项民生红利即将落地，健康促进行动将在未
来 10 年内让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得到较大幅度
的提高。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卫
指出，健康中国行动体现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的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是“把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人民共建共享”的具体实践。

这是健康中国的生动图景——
“上扬的身高曲线”“15分钟健身圈”助力健康中国迈向更高水平

这是健康中国的为民底色——
70年发展筑牢亿万群众民生健康之基

这是健康中国的理念支撑——
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