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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只有医疗卫生机构 3670 个、医疗
床位 8.5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50.5万人，医疗设备简陋、医疗
技术水平低下，老百姓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如今，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99.7 万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840
万张，卫生技术人员达 952.9 万人。

自2018年起，每年的8月19日被设为“中国医师节”。70
年来，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始终在用精湛医术护卫人民健康，肩
负救死扶伤的使命，切实兑现自己的誓言。

没有谁比中国人更理解“众志成城”的含义，因为中国的

医护人员用行动诠释了这 4 个字的内涵。2003 年，站在抗击
“非典”一线的医护人员毅然选择一次次与死神搏斗。2008
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众多医务工作者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救
治伤员。2014 年，非洲爆发大规模埃博拉疫情，当年 8 月 8
日，世卫组织正式将埃博拉疫情定为“国际性公共卫生紧急事
件”，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反应，不仅将大批救援物资运抵灾区
国家，1个月后首批援非医疗队成员便到达疫区……

中国的医护人员，在国境之内是人民健康的守护人；走出
国门，依然是勇敢的、散发着人性光辉的生命守护者。

“这对于中医药发展来说意义非凡，也将为中医药迈大
步走出国门提供强劲助力！”获评中国首届“国医大师”称号
的李济仁先生难抑激动。令他发出如此感慨的是今年 5月有
关中医药的一则重磅新闻——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
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 （ICD-11）》，首次将以中
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纳入其中，这意味着以世卫组织为代
表的整个国际公共卫生系统对包括中医药及来源于中医药的
部分传统医学价值的认可，也是对中医药在中国和国际上应
用越来越多这一现实的认可。

70年来，中医药发展政策机制不断完善。新中国成立初
期，“团结中西医”作为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确立了中医
药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中明确指出“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保护人民

健康”，到 2003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指出要推
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中国中医
药事业，再到 2017年 7月 1日正式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医药法》，中医药振兴发展有了法律保障。

截至去年底，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10.7
亿，全国中医类医疗机构出院人数达3584.7万人。中医药临
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相对
低廉的特色优势，以及在重大疫情防治和突发公共事件医疗
救治中的重要作用，为保障中国人民的健康功不可没。

中医药的发展在于传承与创新。从中医药院校教育到师
承教育、从中医药文化建设到科学研究、从国内加快推进到
走出去惠及外国民众，中医药正在向世界展示着淬炼千年的
东方智慧。

70年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行走在今天的中国街头，鹤发童颜、精神矍铄的长者

比比皆是。然而，时间若是倒退70年，景象完全不同——
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不足今天的一半。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阶段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综合指标。1949年，中国
人的人均预期寿命为 35 岁，1957 年为 57 岁，1981 年为 68
岁，2018年增长到77岁。节节攀升的数字，见证了新中国
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飞跃。

“人生七十古来稀”曾是国人对长寿的奢侈向往，如今
这早已成为街巷寻常。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紧缺、医疗
设备简陋，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保障水平很低，那时，全国孕
产妇的死亡率高达 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 200‰。而以
下这组一路下行的数据，鲜明有力地显示着国人日益强壮的
体魄：1990 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88.9/10 万，婴儿死亡率
为50.2‰；2018年，孕产妇死亡率为18.3/10万，相较于1990

年下降了 79.4%，婴儿死亡率为 6.1‰，相较于 1990年下降
了87.8%。

与此同时，一张健康中国的实施“路线图”绘就。
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今年 7月 15日，《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
见》印发，在国家层面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制定印
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

走过辉煌70载，中国医疗卫生服务发生了令人惊叹的变
化——老人长寿安泰、中青年健康生活、孩子茁壮成长。

若是对国家开展的儿童体格发育调查稍加关注，就能从
中发现，1975年至2015年的40年间，全国7岁以下各年龄组
孩子的身高体重都画出了一条明显的“上扬曲线”。甩掉“东
亚病夫”的帽子，从培养卫生习惯到预防传染疾病、从开展孕
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到国民营养计划、从“全民健身”到
实现体育强国梦，“秀出肌肉”的强壮中国人，正合着时代
节拍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的强筋健骨。

2017年4月，中央七部门《关于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工作的通知》正式发布，其中要求所有公立医院全
部取消药品加成 （中药饮片除外）。至此，实施了60多年
的药品加成政策退出历史舞台。

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 医 疗 保 障 制 度 经 过 了 从 无 到
有、试点探索、全民覆盖和新一轮完善等发展阶段。
破解“看病难”“看病贵”，是夯实人民健康基础的关
键。“三医”联动、分级诊疗、建设医联体、推动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系列“组合拳”不断推动医改向纵
深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织就了一张全世界规模最大、
参保率稳固在 95%以上、惠及近 14 亿人的基本医疗保障
网，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方案。

近年来，医改结出累累硕果。2019 年，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 520 元；医保药品目录
新增品种 148 个；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范围
扩至 25 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达到
16230 家。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新一轮医改以
来，全国城乡居民个人卫生支出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
重，已由深化改革前的 40%下降到 28%。而随着“三医联
动”医改取得综合成效，民众的医疗服务需求也得到了
很大释放。

70 年，中国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包含在一粒粒
药品里。引入更多救命好药进医保，推动药价稳步降
低，让更多人从中受益——从举行两次抗癌药医保准入
专项谈判，累计将 53 种临床价值高、药物经济性好的药
品纳入医保目录，药价平均降幅近半，到取消包括抗癌
药在内的 28 项药品进口关税；从加快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和使用试点扩面、进一步减轻患者用药负担，到加快药
品审评审批速度，不仅惠民利民，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
高度赞誉。

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家机构在2017年7月联
合发布的中国医改调研报告中就曾评价，中国人的健康水
平总体达到了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用较少的投入实现
了高健康绩效。

1966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的卫生所
医生覃祥官辗转难眠，一场流行性疾病已夺走村子里几条年轻
的生命。

缺医少药的现状，让这个基层医生心焦不已。出路在哪里？
几个月后的 8 月 10 日，“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

生室”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
点，创建者覃祥官被认为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开创者。

与此同时，在神州大地，一场以“赤脚医生”为重要
内容的变革开始了。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的“赤脚医
生”人数已超 130 万人。在简陋的医疗设备下，这些基层
人民的健康守护人翻山越岭、走乡串村，为改变农村地区
民众“小病拖、大病扛”局面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由此，“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
和“赤脚医生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中国农村卫生工作
的“三大法宝”。

进入新世纪，一场新变革来临。2003年，由农民个人及各
级政府共同筹资建立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简称“新农
合”） 正式启航，吉林、浙江、湖北和云南 4 省率先启动试
点。4年后的2007年，新农合全面推进，有3.16亿农村人口加
入新农合；2008年，超过8亿的农村人口加入新农合，全国31
个省区市实现全覆盖。

更多的制度优势保障正在显现，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2016 年，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创建整整 50 年之后，
农村合作医疗进入新阶段——国务院印发 《关于整合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这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项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统一的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将取而代之。

截至目前，中国已有 24 个省区市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制度
整合工作，其余7个省区市将于2019年底前实现两项制度并轨
运行向统一的居民医保制度过渡。

患者在北京的手术室，远程操控专家在相隔 3000 公里
之外的海南三亚。在 5G 环境下，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医学中心正在与三亚的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神经外科
合作，为一名严重帕金森病患者进行远程操控人体颅脑
手术。

这是今年3月发生的一幕，是世界首例5G远程操控人体
开颅手术，标志着中国远程移动医疗应用的新高度。

70年来，中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持续提升。国际
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对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医疗质量与
可及性排名显示，1995 年中国位列第 110 名，2015 年提高到
第60名，2016年提高到第48名，是全球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
之一。

太多瞬间令人难忘：1963年，一场在上海进行的断手再
植手术成为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场手术不仅让中国成为
世界上首个成功完成断手再植手术的国家，主治医生陈中伟
也由此被国际医学界尊称为“世界断肢再植之父”。1988年，

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张丽珠教授
抱起孩子的画面，是中国医疗发展史上最令人动容的时刻之
一。2002年，陈静瑜带领团队在无锡市肺移植中心成功完成
国内首例单肺移植手术。2015年，凭借青蒿素的发现，屠呦
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数字在说话。2017年，中国三级和二级医院平均住院日
分别为 9.8 天和 8.7 天，较上一年分别下降了 0.3 天和 0.1 天，
实现5年连续下降；中国麻醉相关死亡率约为12/百万，显著
低于141/百万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的10/百万
左右相当。

中国产生了一批达到或引领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上具
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优势医疗技术，推动了重大疾病诊疗能
力的提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新技术在医疗服务中发挥
作用，远程医疗服务已覆盖所有县域医共体，“互联网+医疗
健康”成为国人熟悉的生活场景。不断提高的国家医疗质
量，是追梦的中国人最坚实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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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
人民医院新生儿科，护士周雨霞正
在给新生患儿喂奶。

罗大富摄（人民图片)
图②：在 2019 江苏互联网大会

“创新之光”成果展，参观者在体验
5G+远程医疗技术。

翟慧勇摄(人民图片)
图③：来自浙江的援疆医疗专家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和县塔木托
格拉克乡塔木托格拉克村为当地少
数民族群众进行诊疗。

王志清 俞刘东摄(人民图片)
图④：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民族中医院医护人员来到吉首
市一家幼儿园，为孩子们讲解牙齿保
健知识，提高小朋友讲卫生、健康护
齿的意识。 刘振军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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