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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 8 日是中国第八个全民
健身日。适逢第十三届全运会即将开
幕，各地全民健身日的主题活动更加
丰富。从陆地到水上、从儿童到老人、
从线下的健身活动到线上的互联网应
用，全民健身的时空范围不断拓展。

全运圣火开始传递

“全民健身日+全运会”将碰撞
出怎样的火花？全民健身日当天，全
运会的圣火将在天津民园广场点燃，
并在天津16个行政区内传递。

据悉，本届全运会火炬传递的主
题为“传递梦想，共享健康”。圣火
经过 16 天的传递后，将于 8 月 27 日
晚传入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
场，并点燃主火炬台，宣告第十三届
全运会开幕。

在民园广场点燃全运会第一棒火
炬别具意义。民园广场的前身民园体
育场，始建于上世纪 20 年代，曾是
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综合性体育场，
也是中国第一个灯光足球场，它见证
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与近现代体育融
合，也见证了天津百年来的体育历
史。直到今天，民园广场在天津体育
事业发展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

据介绍，将有600名火炬手参与
全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其中，年龄最
大的 82 岁，最小的 14 岁。每个区参
与火炬传递的火炬手在 35 至 40 名之

间，火炬手间将通过相互引燃圣火的
方式完成传递。

从赛事设置到场馆建设，本届全
运会从各个方面都体现着“全民健
身”的元素，反映出全运会向“全
民”运动会的转变。

气排球、武术、舞龙、龙舟……
此前，已有十余个群众比赛项目在天
津举行，各年龄层、各行各业数千名群
众选手登上全运会舞台，更多民间运
动展现出独特的魅力。群体项目进全
运，让全民健身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此外，本次全运会的 47 个比赛
场馆，在全运会后都将面向群众低
价、免费开放。天津市的部分公园，
也在加装慢跑道路等健身设施，为市
民运动健身提供便利条件。

“体育+旅游”渐成特色

户外公开赛、广场舞大赛、名胜
景区运动大会……全民健身日期间，
一系列活动在陕西省黄陵县举行。

其中，8 月 6 日落幕的黄陵山地
户外公开赛，今年首次升级为国家级
赛事。比赛涵盖了定向越野、横渡、
滩涂、岩壁攀岩、丛林穿越等7个比
赛项目，将黄帝陵景区、黄陵国家森
林公园、秦直道遗址以及黄陵县城的
标志性建筑串联在一起，形成黄陵县
人文自然景观、专业户外运动以及全
民健身三者相融合的赛道。

全民健身与旅游相结合，是今年
全民健身日活动的特色之一。在海南
省，2017 年亲水运动季暨海南省全
民健身运动会日前拉开帷幕，期间将
举行健身硬汉海滩大赛、海岛拓展集
训营、赶海节等近百项重点及互动赛
事活动，普及推广亲水运动，引导体
育旅游消费。

为了给百姓健身活动提供便利，
全民健身日期间，各地体育场馆纷纷
向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

据悉，广州 45 家市、区属公共
体育场馆在 8 月 8 日免费开放。同
时，上线“群体通”的300多家社会
体育场馆也在当天优惠开放，市民只
需要关注微信公众号领取“全民健身
券”，就可以到羽毛球、乒乓球、网
球、足球、篮球、游泳等大众化运动
项目场馆，享受相关优惠。在上海，
8 月 8 日也将有 540 多个体育场地、
设施免费开放。

线上活动精彩纷呈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全民健身日
还增加了线上活动。在国家体育总局
群体司的支持下，阿里体育将在8月
8 日开展“全民健身狂欢节”，以互
联网+体育服务公众平台与运动银行
为平台，打造体育“双八”节庆活
动。

据介绍，阿里体育于 8 月 5 日在

支付宝推出“运动账户”，网友可以
通过“互联网+”的手段，把运动数
据转化为个人运动账户中的卡路里币

（卡币），并用卡币换取体育运动服务
类和实物类的产品。在线上节庆结束
之后，“运动账户”将陆续接入更多
运动数据，鼓励运动者“挥汗如金”。

与此同时，阿里体育在全民健身
日期间将开放线上数据，收集来自于
苏州、黄山、西安、南京、自贡等多
地群众参与活动的数据，生成全国全
民健身热地图。

对此，阿里体育创始人、CEO
张大钟说：“阿里体育的愿景是让运
动简单，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
运动者都能得到释放，灵活机动地进
行健身。作为以数据服务见长的互联
网企业，我们有责任为全民健身与互
联网的结合拿出自己的担当。”

下一步，国家体育总局将大力提
倡各地建设数字体育互联网平台，包
含赛事报名、场馆预订、体育大数据
等数字平台的合作，为建设体育淘宝
网、共享健身网进行试水。

图① 福州广场舞爱好者在表演
舞蹈《站在草原望北京》。

图② 在江苏省盱眙县第二中学
体育场，一名女孩在足球场练习。

图③ 在云南省陇川县，一名女
孩在摸鱼竞赛上捉到大鱼。

图④ 贵州省丹寨县体育爱好者
表演武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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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下午，炎热的天气使得街上行人寥
寥，但北京安贞医院报告厅内却是一片欢声笑
语，热闹非凡。40多位影视明星、50多位爱心
企业家、100多位医学专家以及众多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屈正爱心基金会获
得公募资质。

屈正爱心基金会成立于 2012 年，秉承“扶
危济困，救死扶伤，奉献爱心，回报社会”的
宗旨，坚持“一帮一、点对点、全透明”的公
益模式，传播“大爱正心、艺术医疗”理念，
力求在社会力量与贫困患者之间构建一架爱心
桥梁，从而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截至
目前，屈正爱心基金会已通过募集善款和联合
全国 10余家医院，救助贫困家庭先天性心脏病
儿童和失聪儿童200余例，其中包括许多少数民
族的儿童。

来自西藏的旦增曲尼就是众多受救助的儿
童之一。旦增曲尼的母亲次仁拉姆激动地说：

“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北京的专家。之前曲尼因为
心脏缺氧，嘴唇、指甲都是紫的，走几步就喘
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在家里坐着或躺着，连
上下楼都需要人背。经过救治之后，她现在已
经恢复健康，每天跑跑跳跳地去玩耍，还可以
正常上学了！”一旁的旦增曲尼脸蛋红润，活泼

可爱，一双大眼睛晶莹闪亮，对世界充满了好
奇。当被问到以后想做什么时，小曲尼说：“我
想当一名护士，像曾经帮助过我的医生、护士
一样，因为他们就是我的榜样！”

据了解，目前全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新生
儿 90 万例左右，其中先天性心脏病的人数最
多。如果不能及时接受救助，他们的生命之花
可能还来不及绽放便会枯萎凋落。屈正爱心基
金会携手北京安贞医院等十余家合作医院，向
这些孩子伸出援助之手，同时也吸引了包括影
视明星在内的众多社会爱心人士的加入。许亚
军作为第一位向该基金会捐款的演艺界人士，
与其点对点帮助的患者、来自秦皇岛农村的女
孩杨文萍亲切拥抱，热泪盈眶。他动情地说：“5
年的时间转瞬即逝。看着文萍从一个饱受病痛
折磨的小姑娘成长为健康的、亭亭玉立的大姑
娘，我心里真的很欣慰。”

正是因为医院的医生、护士和演艺界、企
业界爱心人士的共同参与，才使得众多患先天
性疾病的儿童能够恢复健康，拥有和其他孩子
一样的快乐童年。

左图：“屈正爱心基金会”创办者、心血管
外科专家屈正 （右） 看望手术后的旦增曲尼，
并为她送上毛绒玩具。

大爱正心 造福儿童
于明彤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宾、檀易晓） 记者 5 日从
2017 年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会议上获悉，
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近 30万，完成器官
捐献案例已累计超1.2万例。2017年前7个月，我国
完成捐献 2866 例，同比增长 33%，实现跨越式发
展。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和质量已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规范、公平、高效的体系受到国际赞誉。

“提高生存质量，挽救人民生命，增进健康福
祉。”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表示，我
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内容。自 2015年以来，我国已
成功实现器官来源的转型，所有移植器官均来源于
社会公民自愿捐献。

“经过近10年的探索与改革，我国走出了一条既
体现国际惯例，又结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器官捐献和
移植道路，形成了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
式’。”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
洁夫说，我国全面构建国家层面的器官捐献移植法
律框架，建立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国家器官捐献
与移植五大科学工作体系。

法制化、规范化的顶层设计让生命在“阳光”
下延续。国家卫计委和红十字会两部门已陆续出台
30多个配套政策文件。2007年，国务院颁布 《人体
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了器官捐献的来源和公民
捐献器官的权利，对相关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做出
资质规定。2013年，国家卫计委出台 《人体捐献器
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 （试行）》，确保器官获取与
捐献的透明、公正、可溯源性。

数据显示，截至 2017年，我国具有器官移植资
质的医院已达 173所。临床服务怎样做到“量、质”
双升？国际器官捐献与获取协会主席马蒂·玛亚里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增加医疗机构层面器官移
植专业人员、加强相关基础设施能力建设以及完善
质控体系建设是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面临的共同挑
战。“下一步，希望中国加强在医疗专家、技术培训
等多领域国际合作，为全球器官捐献与移植事业贡
献‘中国力量’。”国际器官移植协会主席南希·埃舍
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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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春拉、李
奥） 记者从西藏医疗人才“组团
式”支援工作推进会上获悉，“组团
式”医疗援藏工作推进两年来，西
藏医疗服务能力显著提高。2016
年，西藏受援医院平均门诊量、手
术量分别比 2014 年增长 19.59％、
17.83％。

2015 年 8 月，在中组部统一组
织协调下，内地七省市94家三甲医
院的 300 余名专家先后分两批奔赴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和拉萨等七地
市人民医院开展对口医疗援藏工作。

两年来，两批医疗专家帮带西
藏医疗团队 73 个、本地医务人员
497名，培养医疗骨干223名，打造
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在医疗援藏工作组的协助下，
我们培养了信得过、用得上、留得
住的人才梯队，真正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院
长韩丁表示。

在填补刷新近 400 项区域内医
疗技术领域空白的同时，医疗专家
还根据西藏全区疾病谱，对接65家
内地“三甲”医院，帮助受援医院
建设了包括心血管内科、妇产科、
儿科等45类具有高原特色的重点科
室，完善全区医院科室体系建设。

西藏受援医院平均诊疗疾病种
类从 2014 年的 187 种，增至目前的
260 种，增幅达 39％；目前，已有
266 种‘大病’不出自治区、1726
种‘中病’不出地市就能诊治，干
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内地
顶尖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十三五”期间，西藏还将与
17个内地援藏省市整合各级各类资
金33.71亿元，用于医疗硬件设施条
件改善工程。

“带不走的医疗队”

医疗援藏缓解高原“看病难”

据新华社电 （记者字强） 云
南省卫生计生委日前核准确认，
全 省 共 有 患 病 贫 困 户 33 万 户 、
44.82万人。为使这33万患病贫困
户顺利脱贫，云南将加快落实健
康扶贫惠民项目，有效防止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

云南省卫生计生委主任李玛
琳介绍，云南已出台农村贫困人
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方案，将9类
15 个病种纳入大病救治范围。大
病集中救治一批覆盖 7.52 万人，
已救治 4.29 万人；慢病签约服务
一批覆盖 13.88 万人，已管理 5.39
万 人 ； 重 病 兜 底 保 障 覆 盖 6886
人，已救治 5260 人；救治因病致
贫返贫 25.9 万人，因病致贫返贫
户减少6.69万户。

目前，云南省已在县域内定
点医疗机构实施农村贫困住院患
者“先诊疗，后付费”医疗服务
模式，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办
理”的联动工作机制，实现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健康扶贫补充保险、医疗救助

“一站式”信息对接和即时结算，
县域内救治率达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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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察隅县下察隅镇沙琼僜人村，深圳市龙岗区第三人民医院医
生黄乐辉 （中） 和援藏护士王慧 （右） 回访患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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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黄乐辉 （中） 和援藏护士王慧 （右） 回访患者。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