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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举国上下热烈欢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

100 周年之际，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以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屹立在世界东方，向着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以时

不我待、势不可挡的气势大踏步地向前迈进。在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

民以气壮山河的勇气和无与伦比的智慧改天换地，

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书写着新的历史篇章。

 毋庸置疑，人是万物的主宰。人类在改变世

界、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在为自身谋求幸福美好的

生活。但前提和基础是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因为

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也是

所有人的共识。因此，世界各国在相互竞争、谋求

发展的同时，把卫生资源、医疗服务、健康状况、预

期寿命等视为衡量发展成果、评判文明程度的重要 

指标。

 曾几何时，积贫积弱的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平民百姓哪有健

康和幸福可言？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预期寿命仅

为 35 岁，环境卫生之差，生活条件之苦，缺医少药

之重，医疗水平之低等都难以想象……新中国成立

后，在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励精图治，奋发图

强，百折不挠，克难攻坚，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实

现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壮举。随着改革开

放不断深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包括卫生事业在

内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喜人变化。

 作为执政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

产党矢志不渝的初心与使命。党和政府对卫生事

业的重视，就是对人民健康和福祉的关心与牵挂。

从建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

保健，再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直到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无

不体现着这种坚定不移和始终如一。更令人欣慰

和自豪的是，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得到了历史性解决，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国民平均

预期寿命提高到了 77.3 岁，中国人民正在向着共同

富裕的目标扎实迈进。追忆往昔，魂牵梦绕，这一

切的一切都历历在目。

 在政策支持上与时俱进。众所周知，中国共产

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人民的利益。把人民利益

视为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深知建党的首要目的

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劳苦大众过上

党为人民谋健康的 100年

【编者按】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的统一安排，为做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主题宣
传，委管报刊统一开设“党为人民谋健康的 100 年”专栏，集中刊发与此有关的主题作品。本刊从本期开始
陆续刊发主题文章，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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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这样的意

识愈发强烈！而发展卫生事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重要举措，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相继出台一系列政

策，逐步实现了从送瘟神到灭“四害”，到农村改厕、

推广沼气，再到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直到今天的医

疗保险、大病统筹，乃至未来可期的全民医保、医养

结合等等。

 在健康理念上一以贯之。只有科学的认知，才

有健康的生活。世界靠人来改变，社会靠人来变革，

历史靠人来推动，舍我其谁，堪当大任的人民群众

在干事创业中首先要树立健康生活的理念，才有可

能实现梦寐以求的理想。我党从 1931 年 10 月创

办第一份油印小报《健康报》在苏区和红军中宣传

讲卫生、防疾病起，对卫生知识和医疗常识的普及

宣传就从未中断，无论是广而告之，还是潜移默化，

对大众健康的影响显而易见。从勤洗手到多通风，

从多吃蔬菜、水果到多做有氧运动，从禁烟限酒到

如今倡导的低盐、低糖、低油饮食等等，都是这种理

念的具体体现。

 在人才培养上多措并举。作为公共服务的基

本要素和重要组成，医疗卫生的服务能力与质量

水平很大程度取决于专业技术人员受教育程度及

临床实践。党和政府历来重视专业技术人员的培

养，不仅医学院校星罗棋布，而且“老带新”“师带

徒”等各种形式的“传帮带”也遍及全国。加之继

续教育、在职教育、成人教育等不同形式的学历教

育与能力提升，使卫生系统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素

质不断提高。特别是以临床实践、专业必修课、公

共必修课为主要培训内容的《关于实施临床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的通知》印发后，规培基地

建设方兴未艾，人才培养如火如荼，后发效应逐渐 

显现。

 在体系建设上日趋完善。衣食住行、生老病

死是最大的民生。医疗卫生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

组成，以基础设施和基本装备为主的体系建设是行

业发展的基础建设与基本建设，可以说是年年在发

展，不断在进步。无论是各省市、各地市，还是沿海

发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以综合性医院为核心，以

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心血

站、急救中心等为骨干的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如日中

天，欣欣向荣。许多地方，综合性医院甚至成为当

地的地标性建筑，令人感叹。伴随着“医联体”“医

共体”建设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贯通，在切实解

决“看病难、看病贵”的同时，缺医少药的农村地

区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的发展 

预期。

 在机制构建上科学合理。体系建设与机制建

设相辅相成，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仅缺一不

可，而且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中，制度建设、

法规建设、法律建设是机制建设的核心，在不断出

台并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 《中华人

民共和国护士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同时，文明医院

建设、医院管理年活动、医院等级评审、医疗质量

万里行等形式多样的打基础、促发展、有内涵、有

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活动此起彼伏，使医

疗服务持续改进，质量水平不断提高。

 在服务能力上不断提升。由于服务对象和服

务群体的特殊性，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疗行业是

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其服务水准从某种意义上讲

体现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提升服务能力与水

平是业界人士永无止境的追求，只有这样才能切实

履行神圣的使命和光荣的职责，为党的卫生事业增

光添彩。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和锲而不舍地建

设，加之广大医务人员含辛茹苦、孜孜不倦地努力

学习，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

了不断提升，目前已经达到了能完全胜任履职尽责

的要求。

 在应急处突上卓有成效。“天有不测风云，人

有旦夕祸福”。“非典”以后，人们开始有了应急的

概念，卫生应急工作及医学救援实践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到如今成体系、成建制、成

系列的卫生应急与医学救援能力建设，在应急队

伍、应急装备、应急储备、应急演练等各个方面都

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国家突发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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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应急处突

工作从最初的知之甚少、无从下手、顾此失彼、效

率低下，到今天的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从容不迫、

科学应对，有了质的飞跃。

 在医养结合上大有所为。历史进入 21 世纪，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未富先老”势

必面临许多社会问题，由此给卫生系统带来的压力

可想而知。如何为全国人民提供全过程、全方位、

全周期的医疗服务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基本命

题，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统筹解决人口老

龄化尤其是妥善照料失能老人和做好临终关怀等

一系列工作。对于卫生系统和医务人员而言，为人

民服务就是一切为了患者。未雨绸缪做好医养结

合工作是党在新时期对卫生事业提出的新要求，我

们责无旁贷。

 在援外医疗上大爱无疆。卫生援外是我国外

交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与此密切相

关。从 1963 年 4 月 6 日中国政府应邀向阿尔及利

亚派遣了第一支援外医疗队起，57 年来我国已经

派遣援外医疗队员达 2.6 万人次，远赴亚非拉美欧

和大洋洲的 71 个国家，累计诊疗患者 2.8 亿人次，

约 2 000 人次获得受援国政府颁发的总统勋章等各

种荣誉，受到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和

各国政府的广泛赞誉。2013 年 8 月 16 日，在中国

援外医疗队派遣 50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曾

经参加和正在国外执行任务的援外医疗队全体同

志致以诚挚的慰问，至今让人难以忘怀：“大家远

离祖国和亲人，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实际行动铸就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

国医疗队精神，展示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珍视生

命的良好形象。”由中国援建、正在埃塞俄比亚首

都斯亚贝巴建设的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部工

程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健康共同体的真

实写照。

 在抗击疫情上举世瞩目。突如其来，席卷全球

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虽然余波未尽，仍在肆

虐，但神州大地却独树一帜，力挽狂澜。在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万

众一心，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休戚与共，共产党员

和广大医务工作者临危不惧，逆流而上，冲锋在前，

不辱使命，打赢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阻击战！不

仅成功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也为世界各

国树立了战胜疫情的信心与榜样，充分体现了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它彰显

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的铮铮誓言。健康是人民最具普遍意义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需要，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

我们着力解决。在 2016 年 8 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没有全民

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地位。”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普及健康生活、

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

展健康产业”五方面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

更是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纳入国家发展的基本战

略，把人民健康置于“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

标志”地位，并要求“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

期健康服务”。通过全面建立分级诊疗制度、健全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健全全民医疗保障制度、健全

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综合监管制度，推进

健康中国战略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

 健康不是一切，但没有健康就没有一切。从不

堪回首的“东亚病夫”到跃跃欲试的“东方雄狮”，

从全民健康、全民小康到光明灿烂的美丽健康中

国，再到未来可期的伟大民族复兴……这一切都靠

党的引领，党和人民心连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梦。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健康中

国之路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越走越宽广。

 健康中国未有穷期，健康中国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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