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对首个“中国医师节”作出重要指示

2018年8月24日 周刊
零售价：1.3元 本期12版 中医，让我们更健康 2018年第34期 总第1358期

本 期 导 读

主 办：上海市中医药学会

出 版：上海中医药报社

扫描二维码

关注《上海中医药报》更多有用资讯等着您

慢性咽炎反复发作
怎么办？ 》 》 》 》详见第3 版

寻医问病

在首个 “中国医师节” 即将到来之
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长
期以来， 我国广大医务人员响应党的号
召， 弘扬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
献、 大爱无疆的精神， 全心全意为人民
健康服务， 在疾病预防治疗、 医学人才
培养、 医学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涌现出一大批
医学大家和人民好医生。 特别是在面对
重大传染病威胁 、 抗击重大自然灾害
时 ， 广大医务人员临危不惧 、 义无反
顾、 勇往直前、 舍己救人， 赢得了全社
会高度赞誉。 将每年 8 月 19 日设立为
“中国医师节”， 体现了党中央对卫生健

康工作的高度重视， 对广大医务人员优
秀业绩的充分肯定。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
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 形成尊医重
卫的良好氛围。 希望广大医务人员认真
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弘扬
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继往开来，再
接再厉， 不断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新贡
献，为健康中国建设谱写新篇章，努力开
创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新局面。

8 月 17 日上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到北京市海淀
医院， 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卫生

健康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亲切关怀， 看
望慰问一线医务人员并座谈。 她指出 ，
设立 “中国医师节” 是党和人民给予医
务人员的特殊荣耀， 希望大家以此为新
起点，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 修医德、 行仁术， 用优质的服务
增进人民健康福祉。 各地区、 各有关部
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 、 国务院决策部
署， 让医务人员的劳动得到尊重、 价值
得到体现。

5 名医务人员代表在座谈时发言。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北京市、 中央军委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及医疗卫生领域代

表参加座谈。
（来源：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网）

首个“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
暨第 11 届“中国医师奖”颁奖大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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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不断为增进人民健康作出新贡献

8 月 19 日， 全国医生迎来了第一个专
属自己的节日———“中国医师节”。 中国医
师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 颁发
了第 11 届中国医师奖， 共有 80 位优秀医
生荣获 “中国医师奖” 这一行业最高奖。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龚利、 上海市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陈晨荣获第 11 届中国医师奖。

庆祝大会上， 医生们庄严宣誓: “我志
愿献身人类的健康事业;自觉维护医学的尊
严和神圣;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 平等仁爱，
尊师重道;诚实守信， 恪守医德， 精益求精，
慎思笃行;以上誓言， 源于心， 践于行。”

近年来， 我国医师数量和质量都在稳
步增长， 截至去年年底， 全国执业医师数
量达到 339 万。 在医师队伍中， 本科及以
上学历人员占比达到了 39.76%， 其中硕士
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占比达 3%。 目前 ，
卫生健康领域共有 211 名院士， 61 名 “国
医大师”， 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的两院院
士居各学部之首。

医师执业环境这几年虽然有所改善，
但今年发布的 《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
书》 显示， 仍有 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
有待改善， 各级医院的医师每周工作时间
都在 40 小时以上， 三级医院医师平均每
周工作达到 51 小时， 50 岁以上的医生，
身患两种疾病的占 70%以上。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表示， “中
国医师节” 的设立， 是对医生特殊地位的
充分认可。 在医疗保障水平这一指标中，
医生的贡献率最大。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人
均期望寿命只有 35 岁， 2017 年已经达到
76.8 岁 。 作为人们精神与情感的重要载
体， 在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发展、 固

定下来的节日不胜枚举。 而由国家为某一
个行业特别设立节日， 却是很少的。 这无
疑是对该行业最大的褒奖。

“中国医师奖” 是经国务院审批的全
国医生唯一的行业最高奖项， 已经连续表
彰了十届共 785 名优秀医生 。 昨天有 80
位优秀医生获得了 “中国医师奖”， 他们
当中有享誉国内外的名医大家， 有引领学
科发展的院士， 也有长期耕耘在临床医疗
一线的专家， 还有扎根基层的全科和乡村
医生。 获奖医师平均年龄 55 岁， 其中最
小年龄 36 岁， 最大年龄 97 岁;涵盖了妇产
科、 儿科、 麻醉科、 全科、 中医科、 口腔

科等 35 个临床专业。
在 80 位获奖者当中， 来自北京地区

医疗机构的医生最多。 其中， 就有北京市
民非常熟悉的北京儿童医院超声医学科主

任医师贾立群， 还有来自基层的丰台区方
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吴浩。

据了解 ， “中国医师节 ” 是继教师
节、 记者节、 护士节之后， 经国务院批准
的第四个行业性专属节日， 其设立体现了
党和国家对全国 339 万执业注册医师和 90
多万乡村医生的关怀和激励， 是倡导全社
会尊医重卫的有力举措。

（来源： 新华网）

6名中医药工作者获表彰

（图为颁奖大会现场 图片来源： 新华网）

书香杏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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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医药学的复合
特色及“阿胶风波”（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