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需要更多!健康管家"

王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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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针对引起广泛质疑的"我国

超过
!

亿人有家庭医生#报道!有关部

门回应!家庭医生不是私人医生!推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方便群众看病就

医的重要举措!全国签约人数目前已完

成任务目标!但签约服务的推进还不平

衡$服务质量仍有待提高% 话题背后!折

射出百姓健康的新需求%

应该说!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提供

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服务!家庭医生是

一个突破口% 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的老

龄化$ 城镇化和慢性病高发等诸多挑

战!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模式难以充分

满足群众需求% 居民看病就医集中到大

医院!&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现象!也不

利于改善就医环境$ 均衡医疗资源$合

理控制医疗费用等% 从&上医院#转向

&看医生#!家庭医生制度也是许多国家

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 '关于推进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 要求!到

"#$%

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

以上! 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

到
'#!

以上% 然而目前!我国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居民认

可程度较低!基层服务供给能力较为匮

乏 !这成为此次大家 "吐槽 )的重要背

景%

"看医生)模式!对上了年纪的中国

人来说其实并不陌生% 曾经!一根针$一

把草!以春苗为代表的"赤脚医生)为主

体!我国建立初级卫生保障制度!被称

为中国的第一次卫生革命% 改革开放以

来!"赤脚医生)淡出历史舞台!我国医

疗"金字塔)结构发生倒置!大专家主要

聚集在三甲医院的"塔尖)上!社区医生

身居"塔底)% 但他们普遍存在学历低$

职称低$知识老化$经验缺乏等问题!无

力承担健康"守门人)的职责% 未来我国

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结束

大医院的"战时状态)!从疾病为中心转

到健康为中心!筑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的网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

家庭医生不只是一种职业的称呼!更像

是一个家庭的"健康管家)!帮助居民养

成健康生活方式$ 不生病或少生病!体

现的是基层服务模式与大医院服务模

式的不同% 但社会地位不高$职业前景

不佳$收入水平偏低!是基层家庭医生

面临的普遍问题% 目前!家庭医生特别

是全科医生的数量不够! 距离
"#"#

年

每万名城乡居民有
"

*

&

名合格的全科

医生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 要从健全签

约服务激励机制入手! 告别旱涝保收$

坐吃"皇粮)!增加"含金量)!让家庭医

生干活更有劲头%

当前! 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还不

够! 也有不少人反映只是 "签而不约)

"为了签约而签约)!以居民健康需求为

导向的个性化签约服务不足!居民获得

感不强% 提高家庭医生签约率!亟须以

问题为导向!化解政策"梗阻)% 比如!一

些慢病患者的用药只能在大医院开!家

庭医生没法开% 制度不配套!政策支持

不到位!家庭医生还是进不了家% 去年!

上海启动新一轮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

革! 居民只要选择家庭医生就诊或转

诊!就可享有优先预约就诊$慢病长处

方$延伸处方等"大礼包)% 以居民需求

为切入点!用"政策红利)吸引居民自愿

签约!才能量身打造健康服务%

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

家庭医生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从

"坐堂医)到"上门医)!实现高质量的发

展!扩大覆盖面只是第一步!服务要跟

上!医生水平也要跟上% 让更多家庭医

生进家来!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

全周期健康服务!为健康中国助力%

!原载" 人民日报 #$

!!!!!!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家庭医生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坐堂

医(到)上门医(%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扩大覆盖面只是第一步%服务要跟上%医生水

平也要跟上& 让更多家庭医生进家来% 才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

务%为健康中国助力&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宋海转

!!!!!!

有些词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成

了"网红)!比如"佛系)% 转眼之间!佛系

青年$佛系人生等字眼迅速刷屏% 所谓

"佛系)! 其大意为随遇而安!"不争不

抢!看淡一切)!凡事"无所谓)!而且据

说专指
(#

后青年%

看到"佛系)!让人忍不住联想起前

些时候同样火遍网络的"焦虑)一词%有

人说!当下的时代有一种群体性的普遍

焦虑!尤其是
)#

后一代+为买不起房子

焦虑!为找不着好工作焦虑!为相不相

亲焦虑!为生不生二胎焦虑!甚至莫名

其妙地就焦虑了!忽然感觉自己的工作

和生活一无是处!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

哪里,,各种焦虑情绪相互感染$相互

交织!直到让人困惑$疲倦不堪%

"佛系)$"焦虑)等词汇走红网络!

多少也有网友跟风$调侃的成分!但某

种程度上!也代表着一些年轻人情绪的

极端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生活从不

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

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机

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 精彩

人生是奋斗出来的!而年轻人更应该去

奋斗% 如果感到迷茫与困惑了!不去奋

斗寻求改变!而是一味地沉浸在焦虑情

绪里彷徨失措!或者直接"看破红尘)$

破罐子破摔了!那么最终承受失败人生

的!只能是自己%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儿时听母

亲讲过的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地主!他有三个儿

子!他想把家业传给最适合的一个% 为

此!他给三个儿子一人一亩地!看靠他

们自己耕种一季后! 谁地里的收成最

好!他就选谁% 大儿子是个急性子!连地

里的墒情也不看! 急急忙忙就播种了-

二儿子问过村里的老把式!知道天旱近

期下不了雨!就自己挑水浇了地!等墒

情够了才施肥$播种-小儿子啥也不想

干!想着反正自己是老幺!地里没收成

爹娘能不管吗. 就放任地里杂草丛生!

自己逍遥度日%

等收获的季节到了!大儿子看着自

己稀稀朗朗的麦田和干瘪的麦穗!忍不

住痛哭起来!他心想+&这下完了!家业

没了! 以后可怎么活)! 并为此惶恐不

安% 二儿子的麦田一片金黄$硕果累累!

他心道+&纵使老爹不把家业传给我!我

也知道怎么种田了% )三儿子的麦田一

片杂草!颗粒无收!但他并不放在心上!

认为只要有爹娘和哥哥们在!自己总会

有口饭吃!只要饿不死!管他收成如何%

故事最后的结果不言而喻!地主选

择了聪明且踏实肯干的二儿子%

那些陷入&焦虑)情绪里难以突围

的人! 和故事中的大儿子有几分相似!

遇事不能谋定而后动!遇挫折不能快速

稳定心神 $寻求突破 -那些沉湎于 &佛

系)生活的人!和故事中的小儿子也有

几分共性!比如偷懒颓废$消极怠工等%

当前! 有些年轻人总认为有爹有妈可

靠$ 再有一份可糊口的事儿干就行了!

人生苦短!何必汲汲营营呢. &世界那么

大!我想去看看)!时不时地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多么潇洒快活呀%

当然!人生是每个人自己的!想怎

么过是个人自由! 笔者无权置喙什么!

但一个人如果缺乏奋斗意识!恐怕很难

真正活出精彩的人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座谈会中讲

道+&青年朋友们!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

春%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

春是用来回忆的% )诚然如此% 不论
)#

后还是
(#

后!都是中国发展的顶梁柱!

都要参与到&中国梦)的实现中来% 如果

在年轻的时候!迷失方向$随波逐流!在

未来的时代大潮中难免被淘汰出局%

是啊!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有泪水$

有汗水的青春! 才值得人一辈子去回

味% 人有一时的焦虑不可怕!可怕的是

你困于焦虑$迷失航向% 如果真不知所

措了!就选择奋斗吧!用脚步丈量未来!

总能给自己找一条最适合的路-人当然

也可以偶尔舒缓情绪$放飞自我!但放

松到消沉懒惰$不思进取时!不妨多想

想以后吧!年轻时可以肆无忌惮地混日

子!老了怎么办. 没准儿你会被可预见

的情景吓出一身冷汗呢/

不要总拿!外界刺激"说事
水长东

!!!!!!

日前! 有媒体报道了江西南昌红

谷滩新区红角洲管理处原党委书记曾

必伟严重违纪案件! 梳理分析了曾必

伟从冒雨退礼到贪口大开的蜕变 !最

后一步一步走向犯罪的深渊的过程 %

曾必伟说! 是同学话语的刺激和家庭

因素的助推害了他% 可是在笔者看来!

曾必伟蜕变的一切根源还是在于他自

身% 一个真正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党员

干部岂能因三言两语的刺激就能改变

思想. 一个真正常思贪欲之害的党员

干部怎会纵容自己的家人卷入违纪违

法的勾当. 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曾必伟严重违纪案件的发生再次教育

党员干部! 必须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定力!有常思贪欲之害的自律!有家庭

助廉清新之风%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党员干部

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

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

东摇西摆% 党员干部日常生活和工作

中会接触到方方面面的人! 特别是那

些&有事相求)的&有钱人)!如果党员

干部的理想信念不坚定$ 缺乏抵腐定

力!极易出现心态失衡$思想松解和价

值观偏差! 最终必定在利益和欲望中

沉沦堕落 % 曾必伟就是典型的例

子***&同学聚会时几句刺激的话!让

他开始了对奢华生活的向往$ 对金钱

的疯狂追求! 这让其思想发生严重病

变!跌入了犯罪深渊,,)

清白之心不可无! 贪欲之念不可

有!穷奢极欲是通向毁灭的捷径% 党员

干部的成长都承载着自己艰辛的努力

和组织的关心培养! 若不能常思贪欲

之害!一旦出现自谅$攀比$侥幸$冒险

心态!被荒谬的理论$错误的心态遮住

了双眼!以致走上贪腐的不归路!贪婪

到头只能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仅

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辜负了组织

的培养!更是加重了亲人的精神负担%

&在人生事业黄金期!我放松了对世界

观$人生观的改造!对人生和幸福的定

位发生严重偏差 ! 导致我走上不归

路% )曾必伟的话令人深思% 所以党员

干部要常思贪欲之害!&要始终自重 $

自省$自警!用党纪国法来约束自己 !

用党性观念来要求自己)!堵住贪欲的

缺口!筑牢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思想

防线%

家庭不仅是拒腐防变的一道重要

防线! 更是预防和抵制腐败的重要阵

地% 党员干部一定要从严治家!充分发

挥配偶$子女的助廉监督作用!打好家

庭教育&预防针)!加强对配偶$子女及

亲属的教育和要求! 必须做到不得将

权力视为自家谋取私利的工具$ 不得

借亲情之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坚

守好拒腐防变的 &后院 )!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防止出现 &一人当官! 全家腐

败)家庭式腐败的现象!让他们知道只

有廉洁才能常保家庭幸福平安%

别让文明停在垃圾箱前
海蓝

!!!!!!

昨天!笔者去路边扔垃圾的时

候!发现垃圾箱周围有很多散落在

地上的垃圾%虽然大部分人都能够

做到把垃圾扔进垃圾箱内!但还是

有少数人为了图方便!把垃圾仍在

垃圾箱外面%

如此让文明停在垃圾箱前的

做法!着实不可取%

那些人不把垃圾入箱!看似图

方便!说到底是不文明% 这种乱扔

垃圾的不文明行为不仅降低了当

事人的自身素质
*

还破坏了市容的

整洁$影响了城市的形象% 在我市

开展&五城联创)工作的紧要关口!

每一位市民都应有捍卫城市文明

形象的主人翁意识!从自觉维护环

境卫生做起$从约束自己的言行举

止做起%

每个人垃圾入箱$不随地吐痰

等好习惯!都能给&五城联创)工作

增添助力% 相反!如果市委$市政府

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五城联创)

*

而

市民却我行我素!必然会加剧&五

城联创)的难度%

&五城联创 )关系到每位市民

的切身利益% 城市是我们的共同家

园!只有家园好了!我们的生活才

会更好%

有道是 &个人文明一小步!城

市文明一大步)% 让我们从把垃圾

入箱做起!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

做起! 切实提高自身的文明素养!

如此!我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必将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家园必

将更加美好%

!!!!!!

打击扰乱市场行为!清理整治互联网金融市场!规范消费类贷款!联手填补"监

管真空#$$今年以来!金融监管部门不断打出组合拳!金融监管取得明显效果%未

来!监管机构的牙齿会更&锋利#!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也将加大% 这正是'

金融风险潜如虎!监管真空一一补%

重拳出击治乱象!改革成果细呵护%

曹 一图 锡 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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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而后行)出自'论语0公冶长篇第五(!原文

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1再!斯可矣2%)一

般人都认为"三思而后行)的意思是
*

在决策付诸行动

前要多思考$要反复斟酌%但现在也有更多学者认为孔

子的原意是!对季文子说遇事你不要想太多!想两次就

够了% 想太多!反而把明白的事儿想糊涂了%

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要做出正确的决定

并付诸行动!确实需要深入思考!慎重行事!以谋定而

后动% 鲁莽从事往往会吃大亏% 然而!"三思)之度过犹

不及% "三思) 我们要思些什么.无非是判断是非$利弊

和得失%但是!从对立统一的观点看!无论是非$利弊和

得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

之否定是发展的一个循环!如果一思是肯定!从正面进

行思考-再思是否定!从反面进行思考-三思就是否定

之否定!是矛盾的统一% 然而!怕的是统一以后又会产

生新的矛盾!如此纠结下去!最终失了主意$丢了锐气%

多少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多少前景光明的思路方略!

一次次被我们冠冕堂皇地以"三思)之名贻误%

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很多矛盾和问题也都是

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显现的% 因此!无论推进改革!还

是创新性地推动工作! 都不可能在事前把所有不利的

情况考虑到位%推进改革和推动工作的过程中!即使出

现了新情况$新问题!也不必担心!因为这些问题都是

可控的%改革中的问题靠改革必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靠发展必能破解%大到一个区域!小到一个单位!以"三

思)为名"躲进小楼成一统)!固然可以一天一天偷得

"浮生之闲)!但代价必然是发展停滞$事业衰退%

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 输在犹豫
*

赢在行动% 请不要误读"三思

而后行)%

多点儿笑容又何妨
晨曦

!!!!!!

近日 !网上一则 "小伙上班爱

笑!被老板奖以重金)的新闻引发

网友一片热议% 据报道!杭州某公

司员工因长期霸占公司打卡笑容

榜榜首! 被老板评为模范员工!并

奖励
+#

个月工资% 老板称其笑容

很感染人!能为公司带来正能量%

对此!有网友吐槽道+"生活压

力那么大!哪里还能咧开嘴笑得那

么欢呢. )记得前两年!在微信朋友

圈热传的"微笑挑战)活动中!有不

少网友感慨+"自己很久不曾开怀

大笑了!甚至都不会笑了% )

诚然 !当今社会 !随着生活节

奏的加快!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导致

不少人疲惫不堪$无心微笑-此外!

屡见不鲜的各种道德滑坡现象!也

让人们的警惕心空前增大!为了少

点儿麻烦!不少人选择戴上冷漠的

面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行色

匆匆地生活% 如果有不认识的人对

自己微笑!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

回对方以微笑! 而是皱起眉头!且

暗暗思忖"对方想干嘛)%

再加上随着网络化的普及!人

们习惯了通过电子产品互相沟通!

面对面的交流越来越少!心的距离

也越来越远 ! 笑容自然也越来越

少% 对此!有网友这般吐槽+"世界

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面前!

你却在低头玩手机)"现在的年轻

人!爹亲娘亲!都没有手机亲)等%

在种种原因下!很多人的笑容

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形式化% 殊

不知!形式化的假笑既愉悦不了自

己!也感染不了别人% 当人们有意

或无意地用假笑面对他人时!也为

自己与他人之间树起冷漠的篱笆%

久而久之!只会让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越来越远! 如此恶性循环下去!

我们的社会该变得多么不堪%

人毕竟是群居性动物!社会是

我们共同的家园% 而笑容是人类最

美的语言 ! 也是全世界的通用语

言% 因为笑容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表

情!尤其是真诚的笑容 !可以在瞬

间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

笑容不仅是人际交往中屡试

不爽的"万金油)!更有利于个人的

身心健康% 俗语有云+笑一笑十年

少!愁一愁白了头% 可见!微笑有益

健康的说法此言不虚%

有调查显示 !微笑 !是一种非

常好的有氧体操运动!每天保持二

十分钟的微笑!对某些疾病可以起

到预防的作用!还能忘记和缓解偏

头痛$背痛等病痛% 微笑还可以排

解孤独$驱散愁闷 !增多消化液分

泌!有利于促进消化 !增强消化道

和呼吸道功能等等%

人们常说 "开心地过是一天!

不开心地过也是一天)! 那何不让

生活过得开心点儿呢. 朋友们!生

活工作中!多点儿笑容吧/ 给陌生

人一个微笑!就能让他们感觉到友

善-给亲友一个微笑 !就能让他们

倍感温暖-给自己一个微笑 !就能

让自己变得更加勇敢,,让我们

用笑容传递真善美!让我们带着上

扬的唇角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与挫

折!把笑容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

人!让整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

)青年朋友们%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

是用来回忆的& (不论
8;

后还是
9;

后%都是中国发展的顶梁柱%都要参与到)中国

梦(的实现中来& 如果在年轻的时候%迷失方向-随波逐流%在未来的时代大潮中难

免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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