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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偏低 人才流失

从 上 世 纪 50 年 代 的 “ 赤 脚 医
生”，到现在的乡村医生，如今，即
使在中国最边远的山区，也有乡村医
生在坚守。作为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
业、保障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力量，
乡村医生的作用不可忽视。

但近年来，待遇不高、人才流失
等问题，影响了很多乡村医生的积极
性。对于发展空间的迷茫，导致一些
地方乡村医生人才流失，队伍发展青
黄不接，农村医疗卫生水平提升有
限。河南通许村医的辞职信，就在一
定程度上显露了村医群体面临的困
境：工作压力大，收入偏低，生活难
以得到保障……

2019年5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
至 2018 年末，我国乡村医生和卫生
员达 90.7 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 6.2
万人。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披露，全国
尚 有 1022 个 行 政 村 没 有 卫 生 室 ，

6903个卫生室没有合格村医。
有专家指出，乡村医卫人员流

失的背后，待遇偏低是重要因素。
由于没有编制，对不少村医来说，
生活补助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补助基本意味着其全部收入来源。
如果无法及时拿到补助，就没有了
稳定的生活来源。

除了收入来源，村医的年龄高、
学历低问题也相当严重。《2018年中
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我国近
1/4 的村医超过 60 岁，不到 35 岁的
村医仅占 9%；村卫生室的医务人员
有78%为中专学历，本科以上学历的
村医寥寥无几。

一方面是村医数量和质量的匮
乏，一方面是农村对医疗需求的提升
——专家表示，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和
慢性病的多发，乡村需要更多高水平
的医生。此外，乡村中的留守老人，
也离不开村医的健康呵护。对此，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
年） 明确提出，要切实加强乡村医生
队伍建设，支持并推动乡村医生申请

执业 （助理） 医师资格。
中 国 之 大 ， 各 地 情 况 千 差 万

别，在许多偏远的山区、道路交通
不方便的地方，村医发挥的作用，
城市公立医院替代不了——让乡村
卫生机构招得来人、留得住人，已
经迫在眉睫。

多措并举 提高待遇

近年来，中国为加强乡村医生队
伍建设频频出招。

201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
设的实施意见》 指出，通过 10 年左
右的努力，力争使乡村医生总体上具
备中专及以上学历，逐步具备执业助
理医师及以上资格，乡村医生各方面
合理待遇得到较好保障。

今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要推动职称
评定、工资待遇等向乡村教师、医生
倾斜。

国家卫健委扶贫办主任、财务司
司长何锦国表示，在确保村医待遇方
面，国家层面要求每人每年 60 元的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中，40％要补
给村医。此外，基本药物制度补助经
费也是村医待遇构成的一部分。

“比如一个村有2000人，每人60
元经费的 40％补给村医，村医待遇
就会好很多。”何锦国分析称，从资
金源来看，人口多的大村，村医待遇
一般不存在问题。但如果是人口少的
贫困村，一个自然村一两百人或者三
五百人，村医工作量少、待遇低，这
个工作岗位就没有吸引力。

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卫健委试图
通过制度设计解决这一问题。对于
800人以下的村，不要求一定要设卫
生室，可以两个村设一个卫生室。

“通过这种方式，村医服务的人口和
工作量增加了，待遇就好多了。”何
锦国表示。

“对于设卫生室有困难的村，乡
镇卫生院每周派医生到村里巡回医
疗，解决这些村的村民看病的问题。

同时还有提供医疗服务的补助、基本
药物制度补助等。”何锦国表示，制
度设计上的安排，将逐步解决我国村
医缺口问题。

培养人才 激发活力

除了国家层面政策和制度安排，
各地也为乡村医生的待遇、培养等问
题提出了诸多创新举措。

从 2017 年起，北京市开展了乡
村医生岗位人员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工
作。预录取时，学生必须签订定向就
业协议，承诺毕业后到所在区的村卫
生室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两年来，北
京共招录近200名学生，以期解决乡
村医生队伍老化、青黄不接、后继乏
人等难题。

湖南省今年将“基本消除村卫生
室空白村”列为 12 项重点民生实事
之一。截至目前，该省村卫生室空白
村中，86%的房屋已经开工建设，
65%的房屋已经完成主体工程，96%
的村已经配备了医生。

安徽省从省、市公立医院选派优
秀医疗人才，自今年7月初开始深入
全省村医空白村驻村帮扶2年。驻村
医生在为农村百姓提供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的同时，还通过“传帮带”，培
养村卫生室接班人，提升基层服务能
力和管理水平。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单向
前表示，应建立“多劳多得”制度，
提高村医收入水平、激发村医活力。

“要落实在岗村医养老保险制度，放
宽职称评定条件，在提升其职业愿景
方面提出明确的措施。对符合条件的
村医优先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管理，
增强村医岗位的吸引力，营造‘栓心
留人’的氛围。”

亿万农村居民的健康需要大批
合格的乡村医生守护，国家医疗卫
生体系需要有坚实的基层支撑。只
有把乡村医生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
问题解决好，让村医有希望、有奔
头，有体面的收入和充足的保障，
才能真正让乡村医生人才留得住、
队伍能发展。

乡村医生待遇与保障问题引关注

为健康“守护人”撑好“保护伞”
本报记者 刘 峣

默默无闻的乡村医生，连
日来引发舆论关注。

近日，河南省通许县连续
出现两起“村医集体辞职”事
件，印有数十名村医签名和红
指印的辞职申请令人触目惊
心。工作压力大、工资发放不
到位……村医反映的诸多问题
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群体的关心
和担忧。尽管当地根据调查，
否认了村医工资被克扣等问
题，村医也在不久后拿到了相
应的补助金。但该县也承认，
在拨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补助等资金方面存在迟延，影
响了基层卫生工作的顺利开展。

乡村医生是农村居民健康
的“守护人”，也是我国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的短板和最薄弱的
环节。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提高村医待遇、稳
定村医队伍。如何撑好“保护
伞”，解决村医的后顾之忧与难
言之隐，让村医更多、更强，
已成为提升基层医疗水平的关
键所在。

“多吃菠菜可以补铁”——这个说法称
得上是食物养生领域中有名的“定理”之
一。殊不知，根据科学研究，菠菜所含的
铁为植物性铁 （非血色素性铁），这种铁的
吸收率很低。因此，在补铁方面，菠菜实
在谈不上有“专长”。

网络上现今有句流行语——“造谣一
张嘴，辟谣跑断腿”，说的就是谣言往往来
势汹汹，一些民众不经认真辨别便轻信。
等到相关部门或专家出面澄清事实时，却
发现辟谣力度远跟不上谣言散播的速度，
而健康领域又是重灾区。

有关健康、养生的各种“偏方”“绝
招”“传言”是当前活跃于移动传播端的信
息门类之一。酒能暖身、牛奶助眠、房间
放洋葱防流感……这些健康谣言与日常生
活密切相关，正是瞅准了民众的养生痛
点。借助于移动互联时代便利、高效的信
息传播渠道，许多健康谣言通过微信、微
博病毒式传播，给辟谣造成了很大困难。
有时，谣言声音太“响”，竟使得真相发声
时都“黯然失色”。更有甚者以传谣为营
生，借此吸引流量，赚了个盆满钵满。

为何健康谣言总是屡屡得逞？随着收
入水平的提升，公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增
长迅速，健康谣言打着“守护健康、远离
疾病”的幌子，切中公众核心关切，很容
易引发情绪共鸣。有些人便选择“宁可信
其有”，加入到传谣行列之中，这也正是健

康谣言的病灶所在。野火不尽、风起又
生，一些健康谣言被辟谣后不多久又改头
换面、重见天日，让公众真假难辨。令人
担心的是，有些健康谣言传播的所谓“养
生窍门”，实则对身体有害；一些“治疗偏
方”实际上中断了患者正常的诊疗过程，
甚至耽误了病情，危害之大不可小觑。

在上个月启动的国家食品安全周中，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布了全民食品安全网
络知识竞赛答题结果。1000 道食品安全题
目吸引 1200 万人参赛，答题次数突破 17
亿。但统计显示，多数答题者存在食品安
全认知误区，整体错答率高达50%。越是日
常生活中食品安全常识，错误率越高，特

别是养生类题目总体错答率超半数。这背
后，健康谣言的“洗脑式”传播恐怕是重
要原因之一。

曾有人总结过网络谣言的几种类型：
凭空捏造、半真半假、张冠李戴、改头换
面等……健康谣言往往都有类似“套路”，
掌握其规律后其实不难甄别。当然，这对
信息时代公众的信息鉴别能力提出了高要
求：要擦亮双眼、相信事实，明确真相，
让科学知识成为健康养生的主导。

向往健康生活无可厚非，但追求健康
需要理性思考与判断。一方面，监管部门
对于健康谣言要快速反应、及时发声辟
谣；另一方面，公众要少一些捕风捉影、少
一些轻信盲从，每一次不经查证的“转发”，
实则都是让健康谣言“扩音”。要想做好自己
与家人的“养生指导”，最关键的还是要提高
自身的科学素养。只有多方合力，才能让民
众走出“养生焦虑”，提高健康认知水平。

铲除“健康谣言”走出“养生焦虑”
孙亚慧

铲除“健康谣言”走出“养生焦虑”
孙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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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锁是我国一种传统的健身器材，
因其形如古代门上的挂锁，故称“石
锁”。石锁有近百种演练动作，技巧和名
称都不相同。练习石锁不但可以增强力
量，还能协调手、眼、身、步，达到全
面的健身效果。

石锁文化源远流长。根据史料记
载，石锁最早出现于唐代的军营中，被
将士们用来锻炼体能。清代，练习石锁
成为民间一项十分流行的运动。新中国成
立之后，1953年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将“石锁”列为表演项目。

在“六朝古都”南京，石锁文化历
史悠久。明朝时期，南京作为都城，驻
军多，尚武风气重，石锁兴盛。此后，
石锁作为一项强身健体的活动，在民间

流传下来。近年来，南京的石锁运动发
展很快，各种切磋、比赛和交流活动频
繁，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全市成立
了近 20 支常年活动的石锁队伍，在公园
社区、街头村尾经常能看到爱好者在耍
玩石锁。

曾几何时，热爱石锁的多是老年男
性。在现如今的南京，越来越多的女性
喜欢上练石锁，“玩锁”替代了“广场
舞”；一些学校也成立了石锁队，让孩子
们强身健体，传承“非遗”技艺。石锁
这项古老的运动，在南京成为人们日常
的健身活动，焕发了新的活力。

图为 78 岁的孙玉萍 （左三） 在家门
口的天印石锁协会活动点观看队友练习。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石城石锁

上图：乡村医生向重庆市云阳县龙角镇泉水村村民沈传杰 （右） 宣传介绍医疗保障政策。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右上图：江西省峡江县罗田镇江口村乡村医生袁华背着药箱出诊。 新华社发 （陈福平摄）
右图：在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西未庄乡许堤村，翟大龙 （左）、王翠红夫妻在村民家中为其测量

血压并记录健康状况。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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