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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风靡已久的“酸碱体质
理论”骗局被揭穿，其炮制者罗伯
特·欧阳被美国法庭宣判有罪，并被
课以上亿美元的重罚。罗伯特·欧阳
当庭承认，所谓“酸碱体质理论”，
是他为了骗钱编织的骗局。

舆论一出，不少人惊呼：原来
笃信了多年的“酸碱体质”竟然是
个伪命题！

其实，具备一定科学常识的公众
冷静分析就能发现，“酸碱体质”虽然
煞有介事，但连一篇像样的科学文献
和最简单的科学研究都没有。真正的
科学研究发现，人体每时每刻都在进
行新陈代谢，有一套强大、有效的调
节系统，使人体的 PH 值保持基本稳
定，只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波动。
食用任何食物都不会过多影响血液
的 PH 值，就算是喝醋也不会让体质
变成“酸性”。

然而，就是一套听上去煞有介
事但非常不严谨的酸碱理论，让许
多人甚至是重病患者选择了相信，
并接受该理论提供的“另类疗法”，
失去了正规治疗的机会，导致耽误
病情、造成严重后果。

其实，类似的健康类骗局还有
很多。比如流传甚广的“吃黑巧克
力能减肥”，也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谣
言。它的出炉缘于一位学者和两位
德国记者的“假新闻”实验，而整
个谣言制作和传播过程仅花费了
3000 欧元。比如接种疫苗反而更容
易生病，长期接触手机、微波炉、
通讯基站的电磁辐射会致癌，喝点
红酒能软化心血管……这些早已被
证伪的健康谣言仍不时出现，令人

难辨真假。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和

养生，各种各样的健康秘方、养生
理论不绝于耳。要想拨云见日、分
辨真假，关键一招就是要提升自己
的科学素养，少交“智商税”。科学
是严谨的，商家兜售的产品或理论
是否符合常识、是否夸大其词、背
后有无科学数据支撑等，都需要一
一厘清。健康养生，光动心还不
行，必须要动动脑；有态度，更要
有知识。

当然，健康素养的养成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专业机构和媒体在其
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要向公众及
时、科学地传递正确的健康知识。
健康谣言及坑人的保健产品之所以
让不少人屡屡中招，就是因为其抓
准了大众心理以及健康诉求，以健
康的外衣包裹假冒伪劣产品。权威
机构和媒体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及
时发布易懂的、可信赖的信息，“止
损”效果不会差。

人人重视健康的新时代，正是
社会各界携手树立大众科学健康观
念的大好时机，这也是建设健康中
国的应有之意。

“三医”联动 好药价更低

在日前举行的今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
健委公布了2019年卫生健康领域10项重点工作。发
言人胡强强表示，将从发展远程医疗、完善药品政
策、加强公立医院管理等方面聚力，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加强健康中国建设。

2018年，药品供应领域改革成为百姓热议的话
题。从17种抗癌药谈判进入医保，到11城市带量采
购，如何确保药物的保障供应及合理使用，是今年
的重要工作之一。

据悉，目前北京、浙江、福建等 30 个省市已
明确 17 种抗癌药落地时间表，一些患者已经买到
了谈判后的抗癌药。而去年年底进行的国家药品

“4+7”带量采购试点，各地落地时间表也已确
定，谈判药品价格将迎来实质性下降。国家医保
局在此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9 年将发
挥医保的战略购买者作用，将更多救命救急的好
药纳入医保。

2018年，多地曾出现“救命药”供应短缺、原
料药价格“暴涨”等现象。业内人士指出，在药价
降低的同时，应当尽快完善相应的监管体系和医保
支撑体系，让包括医院、病人、药品生产和流通企
业等相关方诉求得到综合考虑。

对此，国家卫健委表示，一方面将坚决打击
原料药的垄断与价格哄抬行为，完善短缺药停产
和备案监测预警机制；另一方面，一批临床必
需、替代性差的药品也将被重点监测，纳入国家
医保目录与药价谈判的抗癌药进入医院的情况将
会得到密切关注。

在医保对接方面，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
黄华波指出，目前医保基金存在不容小觑的浪费问
题。抗癌药准入谈判、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等政策组
合拳的落地、让医保基金发挥最大效率，需要各地
医保部门、医疗机构尽责。

更重要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药品供应改
革，离不开医改的系统支持。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

动经济研究所社保研究室主任陈秋霖指出，如何保
证医生有动力去使用价廉物美的药品，涉及到如何
解决医生薪酬制度的问题。“最终还是要深化改革，
实现真正的‘三医’联动。”

政策配套 构建生育友好体系

2018 年出生人口数据即将公布，有专家预测，
2018年出生人口会较前一年大幅减少。对此，国家
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回应称，国家卫健委持续
监测人口数据，相关部门会在近期公布具体数据。
今后将加强监测和研究，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
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调查与
数据中心的副教授陶涛分析指出，出生人口规模
受育龄妇女规模的影响。2011 年，我国 15 岁—49
岁育龄妇女规模达到顶峰，之后呈下降状态，因
此出生人口也进入下行通道。2000 年以来，我国
每年出生人口大概在 1500 万—1800 万人之间，最
近受政策调整以及龙年、羊年等生肖选择的影
响，波动也在加大。

陶涛说，育龄妇女的年龄结构、结婚情况、婚
育的推迟是影响人口变化的重要因素。近 3 年以
来，我国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和平均生育二孩年
龄都往后推了一岁，这对出生人口规模、生育水平
都有所影响。

“‘90 后’成为生育主体，他们的生育观念、
生育意愿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进一步加强人口监测，掌握人口生育模式、生育规
律是十分重要的。”陶涛说，城镇化的推进、高等教
育的普及、婚育的推迟，所有的因素都会对生育水
平产生一些影响。

陶涛说，人们在生育养育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
顾虑，对经济社会政策的配套呼声比较高，主要反
映在住房、就业、女性劳动保护、税收，产假、婴
幼儿照护等等各个方面。对政策，特别是生育相关
政策的期盼，需要构建生育友好的、家庭友好的政
策支持体系，切实帮助更多家庭在生育养育过程中

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除了出生人口之外，作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比

较高的国家之一，应对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同样是
难啃“硬骨头”。因此，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和健康
老龄化，也是卫健委今年的重点任务之一。胡强
强表示，2019 年将深入推进生育政策相关研究，
加强人口监测和形势分析；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
事业发展；编制规划，积极探索建设整合型老年健
康服务体系。

加强监管 不让医保基金变“唐僧肉”

近年来，随着医保参保覆盖率的提高，各类
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事件仍有发生。2018
年，辽宁沈阳两家民营医院“雇人住院”骗保事
件引发舆论关注，也让医保基金的安全问题站到
了聚光灯下。

2018年，国家医保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欺
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检查结果显示，骗
保违规名单中不乏公立三甲医院，有的医院甚至屡
查屡犯；一些地方违规医院数量大、占比高，一些
医院骗保手段花样翻新。

对此，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维护
医保基金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持之以恒强化医保基
金监管，压实监管责任，堵塞制度漏洞，巩固打击
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

“医保基金是人民的救命钱。要当好‘孙悟
空’，绝不让医保基金成为‘唐僧肉’，要继续打
击欺诈骗保，巩固高压态势。”国家医保局局长
胡静林说。

数据显示，2018年11月21日，国家医疗保障局
公开行动举报电话和微信后，已经收到近5000条信
息，其中近1000条信息是有价值的举报线索，相关
线索已经移交地方或由医保局进行查办。

有业内人士指出，只有进一步提高医保资金使
用效率，根除过度医疗和骗保行为，才能真正为救
命药和医疗行为留足支付空间，更好落实医保制度
的民生保障功能。

卫生健康与医疗保障重点工作公布

新一年的“健康红包”来了
本报记者 刘 峣

2019年，中国在医疗健康领域将有哪些新动作？近日，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
与医疗保障工作会议先后举行，诸多惠民、利民信号相继释出。新一年的“健康红
包”，即将送到百姓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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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3日，2019年乌鲁木齐·丝
绸之路冰雪马拉松在新疆乌鲁木齐
举行，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2500多名马拉松爱好者参加。

本次冰雪马拉松是乌鲁木齐第
十六届丝绸之路冰雪风情节系列活
动之一。赛事共设全程马拉松、半
程马拉松、迷你马拉松和亲子跑4个
组别。比赛线路含公路赛道和山地
越野赛道，参赛者可以在奔跑中感
受雪峰、湖泊、松林等天山大峡谷
的秀美景色以及当地得天独厚的冰
雪资源。 单 坤摄

新疆

内蒙古内蒙古

1月12日，2019第二届“一带一路”乌兰察
布冰雪季暨国城杯民奥会“飞雪极限”国际挑
战赛，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岱海国际滑雪场
拉开帷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 20个国家的
200位滑雪运动员参与了此次比赛。

乌兰察布拥有得天独厚的冰雪旅游资
源。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第一家专业滑雪场岱
海国际滑雪场等场地为爱好者提供了度假胜
地；独具民族特色的购物资源及温泉养生资
源让人流连忘返；祭火、冬捕等传统民俗活
动与滑雪比赛等现代律动有机结合，突出了
乌兰察布“生态草原、冰雪乐园，北京向西
一步、心尚乌兰察布”的旅游形象品牌。

丝绸之路冰雪马拉松丝绸之路冰雪马拉松

一带一路乌兰察布冰雪季

冰 雪 热 潮冰 雪 热 潮 席卷而来的冰雪热潮，成为冬季全民健身的最好写照。上周末，全国
各地举办多场冰雪赛事，为冰雪运动爱好者提供了运动和展示的舞台。

本报电（立风） 随着大众冰雪趣
味比赛1月12日在平谷区渔阳滑雪场
结束，北京市第一届冬季运动会群众
项目比赛正式落幕。

这次由北京市政府主办的冬运会
是北京市首次举办的全市最高级别的
冬季项目综合性体育运动会。

大众冰雪趣味比赛是本届冬季运
动会的最后一项群众比赛，设置了冰球
射门、冰上过桩、雪地足球、雪球夺标、
雪地拔河、拉雪舟、雪圈保龄球、雪地龙
舟等8个趣味比赛和家庭戏雪、市民滑
雪和残疾人专场3个体验项目。

本届市冬会群众项目比赛为期近

两个月，项目设置突出群众性、传统
性，设置陆地冰壶、冰车、冰蹴球、
大众趣味冰雪、滑雪等项目，打造适
合群众项目特点的比赛，精心设计群
众比赛方案、竞赛规程，让群众项目
比赛的设项更加贴近大众，方便人们
体验冰雪快乐。

北京 首届冬季运动会群众项目落幕

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护士在为新生儿抚触。
新华社发

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士帮助患者实现医保结算
“零等待”。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