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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病、全家贫，小病拖、大病

熬”曾是许多农村贫困家庭的真实写

照；“少花钱、少跑路，治好病、不怕

病”说出了基层群众的就医期待；“保

底线、补短板，强基层、谋长远”正在

写就一份沉甸甸的民生“答卷”。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医

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

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

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

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

笔者近日在一些地方采访了解

到，目前一系列医疗资源下沉举措

正在发挥实效，脱贫攻坚的“健康长

城”正在添砖加瓦，一步步绵延。

重心下移
打通就医难“最后一公里”

寒风萧瑟，草木枯黄，高原的深

秋已经迎来一场初雪。52岁的才太

吉一大早就拖着双病腿坐到门口的

毛毡上，等待家庭医生马木沙前来

巡诊。常年被关节炎折磨，昨夜湿气

重，她一宿没睡好。

才太吉家住青海省海南藏族自

治州共和县倒淌河镇元者村二社，

属建档立卡贫困户。自家草场距倒

淌河镇中心卫生院有 50公里，足不

出户等医生上门服务，放在 10 年

前，才太吉想都不敢想。“现在，每个

人都有健康档案，马医生随叫随到，

带着仪器、藏药等上门，还讲健康常

识，全村人都喜欢他。”

2014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江苏镇江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

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

看病就医情况。

“当时天冷，握手时我本来只伸

了一只手，另一只手揣在口袋里，但

是他两只手握住我，我赶紧把另一

只手也伸了出来。”

当时在场的魏定瑜老人感受到

的，不只是习近平总书记手心的温

度：“那天，总书记除了询问身体情

况，还关心我们看病方便不方便、医

疗费用贵不贵、对农村医疗卫生工

作满意不满意。”

多年后的今天，75 岁的魏定瑜

还时常来到卫生院，在自助设备上

测血压，心里还牢牢记着总书记的

叮嘱。

病有所医，是老百姓基本的需

求，也是总书记深深的牵挂。

魏定瑜告诉笔者，世业镇5个行

政村，卫生院医护人员定期去村里

给慢性病病人测量血压、血糖，做健

康知识科普。魏定瑜所在的东大坝

村在每个月逢“6”的日子都会迎来

入户检查的医生。

基层一小步，国家一大步。近年

来，我国 832 个贫困县的所有县级

医院都有一支或多支来自三级医院

的团队对口帮扶，帮助贫困地区县

级医院开展重点专科建设、加强临

床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医院管理人

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县

域内医疗健康服务能力。

此外，通过统筹县域内医疗卫

生资源，加强培养培训、巡诊、派驻

等方式，不断充实乡村两级卫生人

才队伍。截至目前，贫困地区95%以

上的乡镇卫生院至少有 1名执业医

师或助理执业医师，农村贫困人口

常见病、慢性病能够就近获得及时

救治。

互联网+医疗促精准扶贫
村民“家门口”看好病

资源下沉通末梢，基层强了；信

息上网提效率，让贫困群众在“家门

口”也能找城里的专家看病。

“现在看病真方便！”提起今年8

月做的胆囊切除手术，家住云南省

云县茂兰镇安乐村的 74 岁老人梅

如珍十分高兴。村医通过视频连线找

到县人民医院专家远程问诊、确诊病

情、转至镇中心卫生院做手术……借

助信息化手段，各流程高效完成，她

7天后就办了出院手续。

近年来，国家全面深化医改，进

一步转变政府办医体制，云县人民

政府主动放权，启动紧密型医共体

建设，重点给予人才、技术、设备、培

训等支持，破除“各自为阵”，激发基

层医疗机构活力。

“互联网+医疗”给百姓带来实

实在在的民生温暖。

“过去既怕病要命，也怕交通要

命。”75岁的魏定瑜至今都记得，曾

有村民阑尾穿孔后，因为交通不便

没能及时到县医院就医，“船还没

到，人就死了。”

魏定瑜所在的江苏镇江世业

镇，曾是浩浩长江中的“江中小岛”。

在世业镇通往外界的润扬大桥开通

前，村民外出只能等一天三班的渡

船。随着润扬大桥开通，“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

分级诊疗制度推行，情况渐渐发生

转变。

前一阵膝盖疼，老魏到镇卫生

院拍了个片子，当即传送至镇江市

第一人民医院，一分多钟就收到了

诊断结果：骨质增生。“从挂号到拍

片只用了5分钟，花了12块钱。这在

以前想都不敢想。”

“小病不出岛，大病有依靠”，卫

生 院 门 诊 就 诊 率 由 2015 年 前 的

63%提升到 2018 年的 81.6%。世业

镇卫生院院长胡小忠说，城乡联动、

信息共享等政策组合互补，村民们

有病就看，不拖不等，平时自己随时

测量血糖、血压，将数据实时传输至

家庭医生，健康意识越来越强。

从“等船就医”到“一分钟出结

果”，远程医疗网络“精准”帮助贫困

群众看得好病。据悉，我国已经实现

了健康扶贫信息系统逐步与建档立

卡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建立健康

扶贫重点对象准入和退出机制，进

一步提高健康扶贫的成效。

织牢网底
健康扶贫断穷根

健康就好比数字1，脱贫攻坚的

“组合拳”加上好多0，生活才有了希望。

恒四破是云南省福贡县上帕镇

双米底村的一名建档立卡贫困户，

去年被诊断为胃窦癌后，家里负担

较重。

幸运的是，恒四破享受“先诊疗

后付费”政策，保山市人民医院派专

家到县里现场指导，为他成功实施

胃癌根治手术。出院“一站式”即时

结报，恒四破 21787.94 元的医疗费

个人自付仅2178.79 元，实际报销比

例达到90%。

“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即

时结算……我国已将建档立卡的贫

困人口全部纳入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保障

范围，实行倾斜照顾。通过构建多层

次托底的医疗保障体系，贫困群众

医疗费用负担进一步降低。670万户

因病致贫返贫户实现脱贫，2018 年

贫困患者医疗费用个人平均自付比

例下降到10%左右。

中国扶贫，健康托底。多年来，

各地对大病、慢病、重病贫困人口全

面摸底调查，分批分类救治，农村贫

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增加到25

种，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释放重重

红利，促脱贫攻坚行稳致远。

摸清因病致贫人口的“底子”，

斩断每一个家庭因病返贫的“根

子”，是健康扶贫的核心。国家卫健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着力解决农

村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突出问

题，建立健康扶贫长效机制，让更多

农村贫困群众走出贫病之困，健康

奔小康。

（新华社 江时强 王大千 屈婷
央秀达珍 董小红 字强 邱冰清 安路
蒙 韩方方）

贫病有依靠 健康奔小康
——医疗资源下沉为贫困群众筑牢“健康长城”

新华社南昌 10 月 30
日电（记者 熊家林）中央文

明办 10月 30 日在江西省

宜春市举办全国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并发布 10 月“中国好

人榜”。

好人就在你我身边。

在本月网上“我推荐我评

议身边好人”活动中，共

有 98 位身边好人光荣上

榜。活动有效参与人次近

260 万，页面浏览量超过

3000万人次。

上榜的好人中，有带

领祖孙四代接力植树 23

万余棵的九旬支前英雄靳

月英；有奋不顾身跳入水

中救出被困司机的外卖小

哥于超群；有时隔 2 年主

动结清32万元医疗费、用

“诚信”回报“仁心”的农

民向胜元；有扎根高原、

精心育人的青年教师杜安

东；也有悉心照顾 4 位生

病亲人的 90 后好媳妇董

文清……众多网友留言，

这些好人直观展现了什么

是身边的真善美和正能

量，他们促进了全社会向

上向善。

现场交流活动通过视

频短片、文艺节目、访谈

互动等方式，展现道德模

范与身边好人的感人故

事。这是中国文明网在地

方城市举办的第185场全

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

场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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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学校食堂
“明厨亮灶”率达到84%

新华社广州 10月 29 日电（记者

胡浩 郑天虹）教育部 29 日在广东珠

海召开新闻发布会披露，全国学校食

堂“明厨亮灶”数量已达到 31.86 万

户，覆盖率占有食堂学校数的84%。

今年 9 月，教育部会同市场监管

总局、公安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开

展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教育

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

介绍，目前，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幼儿

园共计51万余所，设有食堂的学校38

万户，约占全国学校总数的74.51%。

截至 2019 年 10月 14日，全国学

校食堂“明厨亮灶”数量达到31.86万

户，覆盖率占有食堂学校数的 84%，

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学校

食堂“明厨亮灶”数为5.28万户，覆盖

率占有学校食堂数的91%。专项整治

期间，各地检查学校食堂、供餐单位

及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63.1 万户次，

约谈 2.7 万户，立案查处 2667 起，警

告 1.14 万户次，取缔无证经营者 496

户，撤换食品原料供货商 2352 个，更

换供餐单位536个。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经

营司副司长马如林介绍，近年来，市

场监管部门鼓励餐饮服务单位采用

“明厨亮灶”，公开后厨和餐食加工过

程。目前，市场监管正会同教育部门，

积极推动学校食堂“明厨亮灶+互联

网”，将后厨“晒”在网上，让学校食堂

置于家长、师生、监管部门和社会的

广泛监督之下，实现社会各界对校园

食品安全可检验、可评判、可感知。

据了解，下一步校园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将以食品安全和学校环境卫生

为重点，整体推进食堂、宿舍、教室、厕

所、操场等全方位环境整治，呵护广大

师生健康，提升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

工作质量和水平。同时，将重点督促各

地进一步落实学校相关负责人陪餐制

度，提高“明厨亮灶”覆盖率。

◎国家卫健委：流

感流行季之前 建议儿

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

接种流感疫苗

◎我国打击恶意

欠薪犯罪让农民工不再

“忧薪”

“坚持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让文明成为长

三角城市群的突出标

识和鲜明气质。”10 月

30 日在无锡举行的第

二届江南文脉论坛“尚

德江南：道德发展与城

市文明”分论坛暨长三

角全国文明城市（区）

文化交流研讨会上，上

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安徽省共同发起《创建

长三角全国文明城市

群无锡倡议》（下称《无

锡倡议》），通过共定目

标深化联动共建、共谋

思路破解创建难题、共

享经验放大成功效应、

共办活动提升工作成

效，打造具有突出标识

和鲜明气质的长三角

全国文明城市群。

《无锡倡议》提出：

共定目标深化联动共

建。坚持一体化高质量

发 展 ，以 建 设 崇 德 向

善、文化厚重、和谐宜

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

明 城 市 群 为 目 标 ，以

“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为原则，充分发挥全国

文明城市（区）示范引

领作用，切实加强全国

文 明 城 市 提 名 城 市

（区）创建工作，带动更

多的城市积极开展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推动

长三角地区全国文明

城市（区）创建全覆盖，

努力让文明成为长三

角城市群的突出标识

和鲜明气质。

共谋思路破解创建

难题。落实长三角协同

发展战略规划，积极沟

通协调省市际精神文

明创建合作重大问题，

推进区域共建相关重

要事项。

共享经验放大成功效应。鼓励文

明城市（区）、提名城市（区）之间跨

省际深度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借

鉴，省级文明办层面帮助牵线搭桥或

牵头组织。

共办活动提升工作成效。鼓励区

域之间、城市（区）之间因地制宜联

办活动，精心打造具有长三角特色、

全国影响的活动项目和平台载体。

（据新华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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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柚丰收 党员助收忙

近年来，四川省华蓥市中和镇二郎庙村在“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下，

利用 1000 余亩撂荒地和荒山荒坡发展优质蜜柚，今秋进入了盛果期。但由于持

续阴雨天气，加上劳力缺乏，不少熟透了的果子开始从树枝上脱落、腐烂。华蓥

市供电公司得知情况后，10 月 29 日派出党员服务队抢抓晴好天气来到中和镇

二郎庙村, 帮助劳弱贫困户采收熟透了的蜜柚。 邱海鹰 刘南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