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灯下漫笔

“健康中国行动”势在必行
□沈 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

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 首列 “富强 ”。

“富强” 除了要求我国具有强大的经
济实力而外 ， 还得有全民强健的体

魄， 而全民强健的体魄首先来自于全
民健康。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十分重视全民健康， 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 “健康中国” 的理念， 引起

中外关注。 2016 年 10 月 25 日， 党
中央 、 国务院发布的 《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 提出了 “健康中

国” 的目标和任务； 十九大作出了实
施 “健康中国 ” 战略的重大决策部

署， 强调坚持预防为主， 倡导健康文
明生活方式， 预防控制重大疾病； 今

年 6 月 24 日， 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明确了
三方面 （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

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 、 防控重大疾
病） 共 15 个专项行动， 日前， 国家

层面新成立的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 会 ” 制 定 《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2030 年）》， 细化了上述 15

个专项行动的目标、 指标、 任务和职
责分工。 ???“健康中国行动” 势在

必行， 因为它是一件关涉构建与全面

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全民健康服务体

系、 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保障公

民依法享有健康权的大事。

“健康中国行动” 把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优化防治策略，

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 把以治病为

中心转为以健康为中心， 把健康融入

所有政策， 完善国民健康政策， 为人
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全面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 医疗保障制度和优质高效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 健全现代医疗管理制

度， 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 此乃利在
当代、 功垂千秋！

7 月 29 日 ， 《解放日报 》 以
《这个国度为何以健康出名 》 为题 ，

翔实报道了 “2019 年全球最健康国

家 ” ???西班牙力行全民健康的举
措 ， 诸如 “有特色的地中海饮食 ”

（注重食品， 改善饮食习惯）、 “农产
品均能追溯来源” （保障食品安全）、

“运动健身是一种社会风尚” （普及

全民体育， 配置体育运动设施）， 这
为我国大力开展 “健康中国行动” 提

供了极好的借鉴。 一个人的健康， 医
疗卫生固然是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

条件。 除了医疗卫生以外， 还必需有

良好的生活习惯、 平衡的营养供给、 平

和的心态及适度的体育锻炼。

作为国际大都市， 上海的经济发展
堪称一流， 同样， 它也应当建设成为一

流的健康之城。 虽说由国家体育总局公
布的 《国民体质监测公报》 显示： 在国

民体质综合指数和国民体质达标率两项

指标中， 上海双双名列榜首， 但从整体
上说， 上海在某些方面依然不同程度地

存在着 “短板” 现象 ， 诸如儿科 、 产
科 、 老年护理等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

强。 倘要兑现全市人民 “对生命质量和

健康安全” 的新期待 ， 守住健康 “红
线 ”， 亟需尽快尽实地补上这些 “短

板”。 早在 2003 年， 上海就启动了建
设健康城市的行动， 2007 年， 全国爱

卫办将上海列入全国第一批建设健康城

市试点区域 。 建设健康上海 ， 力争

2020 年成为亚洲一流健康城市， 这完

全是与上海卓越的全球城市发展定位相
匹配的。

“健康中国” 是由无数个 “健康城

市” 组合而成； 而 “健康城市” 则是由

无数个 “健康社区”组合而成。倘若我们

把“健康中国行动”工作的重点下沉到社
区，为“健康城市” 打下坚实的基础， 那

么， “健康中国” 的愿景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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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茶座

鸟渣与人渣
□彭友茂

军舰鸟， 这名字不赖， 人们

或许会因喜欢军舰， 爱屋及乌，

喜欢上以 “军舰 ” 命名的这种
鸟。 它的尾巴分叉， 又会让人想

到燕子。 但是， 军舰鸟可不是什
么好东西， 它和性格温和的燕子

相差十万八千里。 在与海结缘的

鸟类中， 作为臭名昭著的海盗，

军舰鸟是公认的渣鸟： 军舰鸟一

身黑色羽衣， 和影视剧里穿着黑
色大衣的大佬们一样酷。 军舰鸟

羽毛里含油很少， 弄湿羽毛， 无

异于找死。 所以， 要在海面之上
混饭吃， 军舰鸟怕水。 不能下水

的军舰鸟， 只能依靠水母、 小虾
和靠近水面的小鱼为食 ， 分量

少， 吃不饱， 味道也不行， 海里

大鱼的味道， 军舰鸟也想尝尝。

像 《圣经 》 里说的 “日头照好

人， 也照坏人” 一样， 上帝竟然
也给军舰鸟赋予了一身 “戎装”

和 “本领 ” ： 军舰鸟翼展可达

230cm， 超过篮球 “小巨人” 姚
明 226cm 的身高。 军舰鸟不光

翼展长， 它还羽毛丰盈， 具备超
强的空中飞行能力， 捕食时的飞

行时速最快能达到每小时 418

公里， 就算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
车???布加迪威龙也追不上它。

它的捕食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

靠近海面， 低空飞行， 一旦水中

的剑鱼把飞鱼追得狼狈不堪， 飞
出海面， 军舰鸟便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捕捉逃命中的飞鱼， 几无
落空。 如果这种吃 “巧食” 还说

得上军舰鸟 “自力更生” 的话，

那么， 它的另一种 “本领” 就只
一个字： 抢。 谁能相信， 拖着 2

米多长翅膀的军舰鸟， 体重只有

3 斤， 体重轻， 就为它的抢劫大

开方便之门。 它要抢夺， 要靠邻

居们 “帮忙” ???半路打劫其他
鸟类的猎物 ： 你看它 ， 肚子饿

了 ， 或需要给自己的幼崽喂食
了， 在高出海面十米、 几十米的

空中， 大翅一张， 见鸟就抢， 威

逼走过路过的热带鸟， 留下买路
钱 （鱼）， 完全一副拦路抢劫的

乡间恶霸的模样： 一看 “恶霸”

来了， 捕获到鱼的鸟儿， 你若以

最快的速度把鱼儿扔下， 转身就

逃 ， 那算你 “识相 ” ； 你若不
“配合 ”， 军舰鸟便会从后方进

攻， 用长而尖、 端部带钩的嘴巴

死死咬住对方的尾巴， 然后劈头

盖脸一顿狂甩 ， 甩得你头晕眼
花， 疼痛不已， 只能被迫放弃自

己的收获。 这时候， 军舰鸟便以

天生的速度优势 ， 接住这战利

品， 徜徉而去。 碰上这种情况，

别说鲣鸟、 灵頢鸟们遭受欺凌，

徒唤奈何 ， 即便是海上小霸王

“贼鸥”， 也只剩下挨宰的份儿。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在军舰

鸟看来， 你叫它渣鸟也好， 骂它

鸟渣也罢 ， “活着才是王道 ”，

它才不管那些呢。

行文至此， 我想到了人世间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媒体所报

道的一些地方上演的蛮霸欺凌、

胆大妄为 ， 蔑视道德 、 践踏法
律， 超出人性、 人伦底线， 比鸟

渣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天理所不
容的人渣的丑恶残暴行为。 前几

天在坊间疯传的一白衣男子当街

暴打女孩的视频， 现已查实， 打
人凶手是大连市王某。 一个身强

力壮的男子， 何以会对一个手无
寸铁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女子， 下

手如此狠毒 ？ 该渣男涉强制猥

亵 、 寻衅滋事罪 ， 面临被判刑

10 年的牢狱之灾 ， 我看判 10

年都算便宜了他。 前不久， 网上
有报道说 ， 西南 S 省份一个叫

付白莲的男子， 为买房骗保， 竟

把屠刀挥向自己的母亲。 该消息
若不是来自凤凰网等正儿八百的

媒体， 都不敢让人相信是真的。 特

别是， 屠刀下的母亲， 以微弱的声

音 “幺儿” “幺儿” 地向自己的儿
子求救时， 竟丝毫没能唤醒弑母者

的良知停止作恶 ， 这叫人情何以
堪 ？ 对姓付的这个狗彘不如的人

渣， 他母亲白生养了他一回， 老天

爷白给他披了一张人皮。 不用说，

震惊全国的湖南新晃一中的 “操场

埋尸案”， 大家早已知道并高度关
注了： 只因邓世平对学校工程认真

负责， 不放弃监管职责， 此举 “妨

碍” 了时任校长的外甥也是工程承
包人杜少平偷工减料一意孤行。 就

因这， 杜少平竟怀恨在心， 将邓世
平暗中杀害， 深埋于学校操场跑道

下长达 16 年 。 16 年 ！ 两个 “抗

日战争” 的时间啊。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现在， 经公安机关审讯深挖， 冤案
重见天日， 杜少平及其团伙成员罗

某某、 高某某供认其杀害邓世平及

埋尸的犯罪事实； 新晃一中原校长
黄炳松也被立案审查和检察调查。

心肠比蛇蝎还要厉害千百倍的杜少
平等犯罪嫌疑人， 将受到法律的严

惩 。 给死者以告慰 ， 给家属以抚

慰。 人们企盼着对这些人渣正义审
判那一天的早日到来。

■并非闲话

教育别人的资格
□游宇明

最近看到一幅漫画， 让我

笑疼肚子。 画面上， 一个理着

短发、 系着花围裙的妇人在客
厅里拖着地板 ， 额头汗珠直

冒， 父亲一边坐在沙发上玩着
手 机 ， 一 边 教 育 儿 子 说 ：

“瞧， 你妈多辛苦！” 孩子双眼

直直地盯着父亲， 回答： “长
大我做家务， 不让我媳妇做”。

漫画题为 《受教育》， 但我有
点搞不清最该受教育的是画中

的父亲还是儿子。

日常生活中像漫画里的父
亲这样的 “教师爷 ” 并不罕

见。 有的老师教育学生要有风
骨、 要做老实人， 自己却为了

一个小小的职位拍马溜须、 为

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职称抄袭剽
窃。 有的领导要求下属做事勤

快， 为官廉洁， 自己却索贿受
贿 ， 收受的黑 钱 动 不 动 上

亿……由此， 我不由自主地思

考一个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

谁最具有教育他人的资格？

教育别人的资格不仅与职
业分工无关， 也与金钱、 名气

无涉。 一个人腰缠万贯是件好

事， 起码比一般人更受关注，

如果你偷税漏税、 为富不仁，

你教导穷人不要仇富一定不会

受到欢迎 ； 我们在文艺创作

上取得成就， 出外有人捧场，

很不错 ， 假若你做的事老是

违反公序良俗 ， 你在作品里
说的道理再动人 ， 估计也没

人理你。

尘世告诉我们： 教育别人
的资格未必取决于一个人获得

的位置， 而决定于在某件事上
谁比谁做得更好。 只有在想指

点别人的那些事情上做好了，

你才有道德优势， 才能赢得他
人的敬重 ， 说的话才会有份

量， 也才会有人照着去做。

希望成为受人敬仰的教育

者， 不是件容易的事， 首先，

我们得有谦卑心 。 行走在尘

世， 谁都想混把好椅子， 做个

有话语权的人， 但地位再高，

都不可以高己卑人 ， 不可以

“辛苦别人付， 利益自己拿”，

不可以高蹈云端地指挥别人干

这干那， 而必须事事处处以身

作则。 蔡元培做北大校长， 一
向教育学生要从小事做起， 必

须善待他人。 他自己表现如何
呢？ 他去旅馆拜访陈独秀， 计

划请其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碰

上陈独秀睡午觉， 他就拿个小
凳子坐在门上等陈独秀醒来，

不让别人去叫。 梅贻琦执掌西
南联大， 希望公务人员廉洁奉

公， 为战时教育做出最大的奉

献， 自己坚决不坐政府配给他
的小汽车， 外国友人来西南联

大访问， 本可公费接待， 却坚
持自己出钱。 这些人本来就是

分工做教育的人， 教导别人尚

且如此如履薄冰， 一般人呢？

人还得有点实实在在的能

耐。 陈忠实是从生活里走出来
的作家， 他做过农民， 也当过

多年基层干部， 了解农民的疾

苦， 清楚他们的所欲所愿， 他
写的农村题材小说， 总有一种

别样的真实。 完成 《白鹿原》

后， 陈忠实有段时间没再写出

有份量的东西， 其实也不是写

不出来， 而是担心超不过既往
的作品， 才谨慎下笔。 某位自

己不会写东西的官员指点他：

“你要多多深入生活”， 陈忠实

当即回了一句 ： “你懂个锤

子”， 让这位官员闹了个大红
脸。 我们不难设想， 如果这位

官员在文艺上有真本事， “指
点” 陈忠实可以让其产生醍醐

灌顶之感， 还会遭受如此的尴

尬吗？

“身教重于言传”， 这是

我们对教育者经常说的一句
话， 现在依然没有过时。

■法官手记

为责任

而坚守
□蔡妍 王长鹏

一开始见到陆兰婷老师， 只觉得是位

典型的上海老阿姨。

喜欢穿旗袍式样的衣服 ， 吹头加淡

妆， 精致有腔调， 话匣子一打开就是滔滔
不绝。 但等座谈交流开始后， 才知道她原

来是位巾帼不让须眉、 事迹惊心动魄的记
者。

陆兰婷， 上海广播电视台首席记者，

1958 年出生， 75 届毕业后分配入五七
干校农场， 后转为会计进入工会和团委，

最终稳定在记者的岗位， 至今已有二十余

年。

回顾她的职业生涯， 陆兰婷老师一步

一个脚印， 凭借自己的认真努力和负责态
度获得自己热爱的生活与工作。

75 届没有高考， 毕业的学生直接分

配工作 ， 陆兰婷在农场工作的几年中 ，

买书学习如何科学饲养， 去别的农场实
地考察， 使得农场业绩节节攀高 ； 转成

会计后， 她隔天晚上就去会计学院学习
专业知识， 以科学认真的态度努力工作。

陆兰婷说， 这几份工作虽然都不是她喜

欢的， 可一旦做了就要负责， 要认真做好
它。

陆兰婷热爱的工作是记者， 作为一名
调查民生、 监督舆论的记者， 免不了闯龙

潭、 入虎穴。 她甚至曾被关小黑屋， 也曾

被威胁断手断脚， 也害怕过纠结过， 但是
做了这份工作就要负责到底， 所以她智斗

电信诈骗者， 夜探医院停尸房， 乔装摸入
黑赌场。 她凭借着自己的认真负责， 在民

生报道中闯出一片天， 让百姓疑难有处可

申， 心声有处可讲。

陆兰婷老师的经历令人拍案叫绝， 也

让人羡慕其热爱的精彩纷呈的工作。 可不
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 可以从事自己热爱

的工作。 往往有人为了生存而工作， 有人

为了兴趣而工作， 有人为了工作而工作。

在我看来， 工作、 生存与兴趣是三个分开

的维度， 生存出于无奈， 兴趣出于热爱，

工作出于责任。 人的爱好有可能随着时间

改变， 但是责任因为规则的存在约束得更

为长久。

在其位谋其政， 任其职尽其责， 用最

纯粹的做法， 为责任而坚守， 为理想而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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