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动铸就中国梦"

音像制品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组织!中共杭州市委"学习出版社和中央电视台

联合摄制的六集电视政论片 #劳动铸就中国梦$!

五一期间!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综合频道"纪

录频道连续播出!迅速引发观众热议!各地网友纷

纷点赞& 截至
!

月
"

日!网上有关该片的搜索和转

载量已达
#$%

万条&

学者%观众%网友纷纷发表评论!认为'劳动铸

就中国梦$通过讲述劳动者的故事!以凝练而具体

的劳动场面和劳动细节! 或宏大感人! 或细微动

情!声%画%影%文有机构成!让观众在电视艺术的

氛围中!感受到劳动之大美!是对(中国劳动故事)

最为精彩的陈述!是对(中国劳动精神)的形象而

深刻的概括!是继'百年潮*中国梦$之后又一部深

入宣传阐释中国梦的精品力作! 是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

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的重要辅导材料+ 为进一步扩大宣传效果!'劳动

铸就中国梦$ 音像制品近日由学习出版社和中国

国际电视总公司联合出版发行&

国内新闻组版编辑!史磊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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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例结果异常为癌细胞携带者

!!!!!!

本报讯
!

月
3

日
4

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肿瘤

防治委员会%周口靓丽彤商贸公司%周口六早运

营中心等单位主办的为期
.

天的 (关爱生命 共

筑健康中国梦,,,六早癌症筛查百城联动公益

中国行)公益活动在周口举行&当日!川汇区爱卫

办%市公安局老干部处%馨园养老中心等单位的

!##

多人接受免费检查&

六早是吉林生物研究院历经
,#

余年研发

的应用于代谢异常类疾病检测的高科技产品!

可以定性检测人体尿液中的酪氨酸含量! 有助

于 癌 症 的 早 期 发 现 & 产 品 专 利 号 -

-#,5,#-677-68,

!注册证号-吉食药监械.准/字

-#,,

第
-6###5-

号+该产品使用方便!只需
!

毫

升尿液!

!

分钟时间!就能检查出人体内是否有

癌细胞!又快又好+

近年来!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并有年轻化

的趋势! 由于人们在肿瘤的认知上存在盲点和

网络上的虚假宣传给市民带来了诸多误导!为

引导居民关注癌症和癌症患者!传播科学认知理

念!普及抗癌知识!增强人们健康意识!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 周口六早运营中心联合中国民族卫生

协会肿瘤防治委员会等单位
4

开展(关爱生命 共筑

健康中国梦000六早癌症筛查百城联动公益中国

行)活动+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肿瘤防治专业委员会副

秘书长吴孟华先生当日到周口参加活动+ 他指

出
4

癌症呈现逐年递增的高发态势已严重影响

到人民的健康生活! 抗癌防癌成为国内当前迫

在眉睫的首要任务之一+ 六早举办的癌症筛查

百城联动公益中国行活动! 目的就是让更多的

人了解癌症1预防癌症并传播健康理念2

当日的活动紧密围绕(关爱生命 共筑健康

中国梦)的主题!通过讲座1义诊1免费癌症筛查

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抗癌防癌科普知识2 上午

3

点!川汇区爱卫办
-##

多名环卫工人到周口六

早运营中心排队领取检查试剂
4

部分环卫工人

当场进行了检测2 下午
4

主办方又来到市公安局

老干部处和市馨园养老中心
4

为
-##

人进行宣

讲
4

介绍使用方法!并发放检测试剂2

!

月
"

日!

经过专家磋商!部分检查结果公布!馨园养老中

心两位老人检测结果异常!经进一步诊断!被确

认为癌细胞携带者2

据周口六早运营中心负责人刘向丽介绍!主

办方计划免费检测
,###

人! 活动将持续到
!

月

,5

日公司正式开业!欢迎广大市民参与检测2

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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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挽紧和平的臂膀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周年

任仲平

#一$有一种记忆%如同人类文明的火种%永远

不能熄灭&

!

月的莫斯科! 无名烈士墓前的长明火炽烈

地燃烧2激昂的战歌在红场上空回荡!战士们的欢

呼声响彻云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7:

周年阅兵式

在这里举行2 乐曲雄壮!战旗飘扬!俄罗斯受阅部

队步伐铿锵!中国1印度1独联体国家等的方队一

一通过红场!共同接受各国家1地区和国际组织领

导人的检阅2

盛大的阅兵! 将人们的思绪拉回烽火连天的

岁月2从浴血搏杀的欧洲大陆!到逐岛争夺的太平

洋战场3从同仇敌忾的亚洲战区!到大漠硝烟的非

洲前线44感天动地的反法西斯战争! 把全世界

正义的力量团结在一起! 在最黑暗的岁月中坚守

和平的希望2

那一页历史不容忘却2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

火燃遍四大洲两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3:

多个国

家和地区1 约
;:

亿人被卷入战火! 军民共伤亡

7:::

余万人!财产损失
6

万多亿美元2 法西斯主

义和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兵燹

之灾2 战争的空前残酷!让历史学家将
;:

世纪称

作(极端的年代)!它(激起了人类最伟大的想象!

同时也摧毁了所有美好的设想)2

那一页历史必须被铭记2 (

;6

时整!我们走进

了大厅!

<"6!

年
!

月
"

日开始了2 )苏联元帅朱可

夫在自传'回忆与思考$中这样记叙2

-:

多分钟之

后!德军将领凯特尔在苏1美1英1法四国代表面前

签署了投降书2而在远东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役,,,湘西会战刚刚全面打

响! 美军正在冲绳岛准备同日军展开太平洋战争

中最惨烈的厮杀2

5

个多月之后!日本投降!二战

以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失败1 全世界爱好和

平人们的共同胜利画上句号2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世长存)2阅

兵式结束! 习近平主席同其他领导人一起来到无

名烈士墓!向为正义与和平献身的烈士们献花2重

读碑文!抚今追昔!胜利日的阅兵如同历史翻页时

的巨大回响! 提醒全世界人民时刻挽紧和平的臂

膀2

纪念!不仅仅是为了慎终追远!更是为了让和

平常驻1正义长存2

7:

年过去了!死神并未走远!

战争之门也远没有真正关闭2 历史正在重新解读

这个深邃的命题-

7:

年前的那场战争中! 人类失

去了太多!而又究竟收获了什么5我们应该坚持什

么1反对什么!才能让悲剧不再重演5

#二$'明天%对于年轻人而言%是纷飞的诗歌%

是湖边的漫步%是数周的完美恳谈& 但是今天%是

战斗的时刻(()用生命品尝过战争残酷的人们%

更知道和平的滋味是如何甘甜&

时光倒回到
7:

年前2凌晨听到德国投降的消

息!莫斯科市民蜂拥来到大街上!许多人还穿着睡

衣睡袍就跳起舞来2 (胜利啦6我们胜利啦6 )纵情

的欢呼声响彻夜空+

人们有理由欢庆! 因为胜利如此艰苦卓绝+

(飞机狂轰滥炸! 扔下的炸弹像秋天的落叶一样

多6)000中国战地记者胡济邦忠实记录了苏联卫

国战争的全过程+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惨烈的

时候!(新到的红军士兵平均生命不足
-6

小时!而

红军军官则不多于
5

天6 )战后多年!马马耶夫高

地依然荒凉!因为青草都无法穿过厚厚的弹片层+

从莫斯科到柏林的
<!::

公里直线距离!平均每一

米就掩埋着
!87

名苏军将士的遗骨+ 库尔斯克大

会战中!双方超过
.:::

辆坦克鏖战数月!胜利的

天平在最后一刻倾向坚强的苏联人民+

人们有理由铭记!因为牺牲如此壮怀激烈+抗

战打响!中国军民以血肉之躯投入敌人火海!将日

本(三月亡华)的狂言彻底击碎+ 在这场救亡图存

的伟大斗争中!无数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

战场+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

和
!

个孩子送上前线! 最后她
.

位至亲至爱的人

全部战死沙场+台儿庄激战的最后时刻!守城的一

个师消耗殆尽!只剩下一小块阵地+也就是在这一

天!师长池峰城接到了集团军司令孙连仲的指示-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

就来填进去)44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中国共产

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1坚定意志1模范行动!支

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国共两党在民族大

义旗帜下共同抗战! 不甘屈辱的中华儿女共赴国

难!用鲜血争取民族独立!用生命捍卫人类正义+

人们有理由骄傲!因为正义如此坚不可摧+同

仇敌忾中!善良的人们义无反顾跨进同一条战壕+

缅甸(仁安羌大捷)!中国远征军英勇作战!拯救了

!::

余名美籍传教士1 新闻记者和
7:::

余名英

军!中国军人(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的英姿!一直为驻缅英军司令史莱姆铭记+在反法

西斯中国战场上空飞翔着的! 不仅是大名鼎鼎的

美国(飞虎队)!也曾有被誉为(武汉上空的鹰)的

苏联空军志愿队+ 中国战场上先后活跃着三四十

个国际医疗小分队! 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在晋察冀

敌后抗战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法国医生贝熙业

冒着生命危险开辟出一条(自行车航线)!把宝贵

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 从阿拉斯加到西伯

利亚的(空中桥梁)!从美国东海岸到欧洲的(补给

生命线)!从印度到中国西南的(驼峰航线)!一条

条交通动脉!凝聚着正义的力量+ 不同肤色1不同

民族1 不同国籍的民众凝聚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

同体!筑起力挽狂澜的钢铁长城+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 是因为时间的河流里沉

淀着人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真理! 回首是为了

正确地认知!缅怀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共同守护历

史真相与和平果实!才能让正义不可战胜+

*三$最早的抗争%最终的胜利+如果没有中国

的持久抗战%二战的历史必将是另一种写法&

早在
<"5<

年
"

月
<3

日! 日军自导自演 (事

变)!在欧洲战端尚未开启之时!就掀起侵略中国

的序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独力支撑着东方

战场的局面+

<"57

年
7

月
7

日! 中国的全民族抗

战!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的第一个大规模战场+正

如毛泽东指出的! 中华民族的奋起抵抗! 使中国

(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我们的敌人是世界

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旷日持久的中国抗战! 不仅支持了英美继续

贯彻其(先欧后亚)战略!而且是东亚和太平洋战

场能够转入战略反攻的重要原因+ 美国总统罗斯

福指出!不断加强的(中国的壮丽的防御战)是阻

止希特勒征服世界的重要因素之一+ 斯大林感慨

(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的斗争!大大地便利了击溃

日本侵略力量的事业)+ 英国首相丘吉尔则承认!

(中国一崩溃! 至少会使日军
<!

个师1 也许会有

-:

个师腾出手来44)

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 奠定

了五大战胜国之一的历史地位+ 在这场战争中!

(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

量)+

7:

年后!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

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郑重写下

这句话!既是对战争的客观总结!又是对战后重寻

未来和平之路的思考+

*四$二战结束了%但二战带来的影响远未终

结& 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把
!#$"

年称为 -零

年)%面对战争废墟%人们绝望的同时又满怀希望&

(太阳与星辰罗列天空! 大地涌起雄壮歌声+

人类同歌唱崇高希望!赞美新世界的诞生+联合国

家团结向前!义旗招展+为胜利自由新世界携手并

肩44)由美国诗人罗梅作词1苏联作曲家肖斯塔

科维奇作曲的'联合国歌$!成为激励人们开辟新

世界的赞歌+

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真理必将战胜强权!霸权

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和平最大的敌人! 这是反法西

斯战争带给人们最深刻的启示+ (重申基本人权!

人格尊严与价值! 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

之信念)(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

言之战祸)44饱蘸反法西斯战争热血书写的'联

合国宪章$!这样描绘战后的人类愿景+

毫无疑问! 欧洲
<"

世纪的全球霸权已经结

束!而且永远地结束了+欧洲已不可能恢复它的殖

民帝国! 也不可能重新建立以前的军事和政治优

势+而对亚非拉人民来说!战后是另一个新时代的

开始+(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

来的+ )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宋庆龄的简洁概括!

成为二战后亚非拉地区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的注脚+直到今天!有
<5:

多个国家先后取得民族

独立和解放!

5:

多亿人挣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

成长为捍卫世界和平的新生阵营! 成为国际关系

民主化的重要推手+

这就是为什么!

<"6!

年的胜利如此值得纪

念+许多历史学家不约而同地将这个时间节点!视

作现代国家秩序的发端1现代世界的诞生+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弘扬(力行容

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的精神!构建以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

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巨大进步! 为国际关系和国

际体系建设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 到维也纳体系

的运转! 再到凡尔赛
,

华盛顿体系的瓦解! 回首

5::

多年来国际旧秩序的变迁! 背后都是列强争

霸的结果! 直到二战带来人类和平与正义的崭新

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以伟大的民族独立带动了亚

非拉国家的异军突起! 更在构建公平公正国际秩

序的联合国宗旨下!推动世界通过对话协商1以和

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 人类终于有了

走上持久和平道路的可能+

*五$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

上% 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

人之思想% 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

屏障& )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军事的胜利!更

是思想的胜利+战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等正

义的裁决! 把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彻底钉在了

耻辱柱上+对于德1意1日战争性质的认定!对于战

争罪行的认定!对于历史的正视和牢记!一样是维

持战后和平的重要基础+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约翰*拉贝的名

言告诫人们!承担战争的精神责任1保持对历史的

敬畏!是走向战后和解的唯一道路+德国前总统魏

茨泽克用这样一段话! 开始了那个为全世界爱好

和平的人们永远铭记的著名演讲000(

!

月
3

日

首先是一个记住人们苦难的日子+ 但也是我们反

思历史的日子+我们越坦诚地面对这一天!我们就

越能自由地面对责任44谁不反观历史! 谁就会

对现实盲目+谁不愿反思暴行!谁将来就可能会重

蹈覆辙+ )

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深深一跪!到

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要对纳粹罪行 (永

久担责)!从持续赔偿大屠杀受害者到为受害群体

建立纪念地! 从立法严禁宣扬纳粹到教育下一代

与纳粹意识形态作斗争44几十年来! 德国在检

讨罪责与自我剖析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脚步+

德国人对战争罪行的深刻认识! 反衬出日本

右翼的危险倾向+

<""3

年
!

月
"

日!一部美化日

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影片'尊严$在东京日

本记者俱乐部试映+军国主义思潮暗流涌动!它迅

速地勾起了人们对(阴魂不散)(死灰复燃)等词汇

的联想+

'尊严$在当时出台绝非偶然!它是自
-:

世纪

3: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社会思潮趋向右倾化的一

个缩影! 真实反映了日本的现实000没有从根本

上铲除军国主义的土壤! 就有萌生战争种子与和

平敌人的危险+

战后
7:

年! 日本和平主义一度达到高潮!但

同时! 否认罪恶历史的思想芽苗一直在寻找破土

而出的机会+右翼组织连续修改历史教科书!删除

战争罪行!日本文部省开绿灯放行3首相及内阁成

员参拜靖国神社!为甲级战犯招魂3右翼政治家急

欲颠覆战后国际秩序3否认南京大屠杀1诋毁慰安

妇1打击国内道歉的言行不断出现44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纪念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正是要重申历史不可更改

的定论!阻止那些和平道路上的倒行逆施+二战胜

利成果!世界和平进程!人类公平正义!决不允许

任何人践踏+

*六$维护和平的正路在哪里.

!

月的莫斯科! 从白发苍苍的老者到衣着时

尚的年轻人!纷纷走上街头!纪念
7:

年前的胜利+

书写着(

<"6!

)的巨大海报!仿佛把时针重新拨回

到胜利的时刻+就是在这里!就是在战争最困难的

时候!苏联红军用侵略炮火下的阅兵告诉全世界!

伟大的民族不会被敌人击倒+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俄中之所以需要共同

纪念胜利!(不仅在于深刻缅怀老战士和为胜利作

出不朽贡献的人们! 还在于培养青年一代反对法

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 以使在未来任何时候类似

的悲剧都不会在两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中重演+ )

(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我们遂从历史进入

永恒)+这么多年来!在法国小城阿罗芒什!经历诺

曼底登陆的人们戎装相聚!重现(最长的一日)!用

鲜血凝成的和平3在美国独立日阅兵方阵中!走上

反法西斯战场的士兵享受着人们最崇高的致敬3

在伦敦! 二战时服役的轰炸机飞过阵亡将士纪念

碑! 投下数以百万计的鲜花44为纪念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举行阅兵和其他盛大活动! 已经成为欧

美很多国家的传统!在特殊的时间节点重温历史!

展示的是捍卫正义的力量! 表达的是各国人民祈

望和平的心愿+

与其他战胜国一样!今年秋天!中国也将沿用

这一国际惯例!首次举行抗战胜利日阅兵!纪念那

段刻骨铭心的历史! 庆祝属于正义的胜利+ 那些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那个(神州尚

有英雄在!堪笑法西意气浮)的民族!那个(一寸山

河一寸血1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东方主战场!不仅

应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光辉永存! 也需在中国

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记忆中忠魂永在+ 新中国历史

上第一次为纪念抗战胜利举行阅兵! 要表达的是

共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国家立场!共

同维护国际公理和国际正义的坚定意志! 共同捍

卫二战胜利成果的坚强决心+

维克多*雨果曾说-(开展纪念日活动!如同点

燃一支火炬+ )今天的人类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光

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 纪念日的意义!

在于它能像火炬一样照亮过去和未来! 宣示人类

捍卫永久和平的执着理想-决不允许任何人翻案!

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决不

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弱肉强食1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 穷

兵黩武1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 赢者通吃1

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展之路+和平而不是战争!合

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

平1进步1发展的永恒主题+ )习近平主席的这番

话!表达了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1热爱和平1捍

卫和平的共同心声+

*七$-所有人其实就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

就是你的不幸%不要以为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

你而鸣+ )重读海明威描写二战著作中的这段话%

足以引起深深的思考+

7:

年过去了!我们不能忘记当时的理想!(我

们联合各国人民决心使后代免除战争的浩劫)!

'联合国宪章$中的第一句话!凝聚着人类对生存

与毁灭的思索+曾经并肩战斗的国家!只要团结合

作!总能找到永葆和平的方式+

(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

难存+ )(国家无论大小1强弱1贫富!都应该做和平

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1那边拆台!而

应该相互补台1好戏连台+ )

习近平主席的呼吁! 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

新的思路+战争是一种简单的暴力!和平则需要复

杂的努力+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告诉我们!不同文

化1不同历史1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国家和

地区完全可以携手合作!共同捍卫人类和平+二战

能胜利! 就是因为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超越社

会制度差异! 在共同威胁面前结成了生死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共同反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3今

天要维护和平!同样需要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维

护战后国际秩序!警惕战争死灰复燃+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当国

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1 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任何零和博弈的逻辑都已经黯然失色+人

类只有在相互尊重1平等相待中找寻道路!在合作

共赢1共同发展中实现利益!在兼容并蓄1交流互

鉴中延续文明! 在命运与共1 唇齿相依中争取共

同1综合1合作1可持续的安全+

<"6!

年
6

月!得知盟军攻入德国!布痕瓦尔

德集中营内的战俘和反战者拿出暗藏的武器!发

动起义+控制集中营之后!他们在大铁门上贴上标

语-(永不重演)+

今天! 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正在造就一个全新

的国际体系-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再是客体和

旁观者! 而是自己掌握命运的博弈方了+ 从建立

(反法西斯共同体)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时

代要求我们时时挽紧和平的臂膀! 壮大和平的力

量+如何让昨天(永不重演)!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

手中+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

-东方红
%

号)海洋综合调查船赴南海进行科

学考察
!

月
<:

日!"东方红
-

号# 调查船在国

家海洋局青岛海洋科学考察基地码头整装待发$

当日!"东方红
-

号% 海洋综合调查船从国家海洋

局青岛海洋科学考察基地启航! 赴南海进行为期

两个月的科学考察$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江苏南京举办大学生专场招聘会
!

月
<:

日!在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大学生在浏览用人单位

招聘信息$ 当日!

-:<!

年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促

进月系列活动南京主场招聘会在南京国际展览中

心举行! 千余家用人单位提供了
5

万多个就业岗

位!引来近
6

万名大学生前来洽谈应聘$ 新华社发

京津冀启动再生资源产业对接

据新华社石家庄
!

月
"#

日电.记者 孔祥鑫/

循环经济发展将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具体行动方

案的重要内容之一! 京津冀地区将打造再生资源

产业链+

-$

日在河北定州召开的京津冀循环经济产业

转移承接项目研讨对接会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环

资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生态环保将成为京津冀协

同发展规划中率先突破的领域之一!循环经济1再

生资源行业的发展将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 在

京津冀区域层面! 将打通再生资源的产业链和产

业线!进行资源优化配置+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推进北京市和河北省再生资源产业有规划1

有秩序地顺利转移承接! 该协会发挥行业桥梁和

纽带作用!积极推动转移承接工作+ 在对接研讨会

上!近
%$

家京津冀地区的企业参加对接!由此也

拉开了京津冀启动再生资源产业对接的序幕+

!!!!!!

扶正祛邪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

&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

-:<!,-:-:

年()!我国

将建立健全中医药健康服务监管机制! 建立不良

执业记录制度! 将中医药健康服务机构及其从业

人员诚信经营和执业情况纳入统一信用信息平

台!引导行业自律$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环卫工人在活动现场领取检测试剂 在养老中心宣传抗癌防癌科普知识

仔细对比分析检测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