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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
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
践经验袁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
和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遥

日前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尧
中央宣传部尧教育部尧国家卫生
健康委尧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印发
叶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
渊2021要2025 年冤曳渊以下简称叶方
案曳冤袁部署推动野十四五冶时期中
医药文化传承弘扬工作袁为中医
药振兴发展注入文化动力遥

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要深
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和时代
价值袁 发挥其作为中华文明宝
库野钥匙冶的传导功能袁让中医
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
觉遥 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
是贯彻落实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的意见曳袁加大中医药文化保护
传承和传播推广力度袁 推动中
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袁融入生
产生活袁促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
转化尧创新性发展袁为健康中国

建设贡献中医药力量的重要举
措遥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国粹袁
植根于 5000 多年中国传统文化遥
近年来袁教育部和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等 24 部门共同开展了野中医
中药中国行要要要中医药健康文
化推进行动冶袁 将中医药文化进
校园作为行动重要内容之一加
以部署推动遥 在看到成绩的同
时袁 也看到许多学生仅停留在
野中医很神奇或中医很有意思冶
的感性认识阶段袁不少中小学生
依然对中医药文化知之甚少遥 实
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袁消除文化隔
阂袁增加文化认同袁营造文化氛
围袁将为振兴中医药发展提供文
化动力遥

作为中华文明瑰宝和钥匙袁
中医药代表的意义和传导功能
如何不断彰显袁成为引导群众增
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重要
支撑钥 叶方案曳要求袁要形成推动
中医药文化传播与知识普及的
强大合力袁将中医药文化传播摆

上重要议事日程袁纳入全局工作
谋划推进袁确保各项任务扎实有
序推进袁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良好氛围遥 在实践中袁要
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途
径袁打造一批中医药文化体验场
馆袁 开展一批群众性中医药文
化活动袁 在挖掘整理中医药蕴
含的中华文化内涵元素的基础
上袁 还需插上现代信息技术的
野翅膀冶袁运用数字语音尧全景影
像尧三维影像以及虚拟现实尧增
强现实等技术手段袁在虚拟世界
展示真实的中医药文化魅力袁让
古老中医药在当代社会实现成
功野穿越冶遥

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如同中
医的野根冶和野魂冶遥 汲取到中华民
族丰富的文化基因袁提供源源不
断的源动力袁中医药固本培源根
深叶茂遥 实施中医药文化传播行
动袁培植中医发展的野沃土冶袁培养
懂得中医尧认同中医的社会土壤袁
让中医药融入中国人生活袁岐黄
之术将发扬光大遥

日前袁中央各部门依法依规
向社会公开 2020 年度决算袁晒出
野年度账本冶遥 中央决算数据显
示袁2020 年中央本级野三公冶经费
财政拨款支出合计 29.86 亿元袁
比预算数减少 25.31 亿元遥 再细
看各部门野三公冶经费决算袁不少
部门减少了 50%以上袁 甚至在预
算已经压减的基础上 野一压再
压冶遥

野三公冶经费是政府野账单冶
的直接呈现袁钱花了多少尧花在
哪里尧 花得是否妥当袁 一目了
然遥 野三公冶经费也能透射出政
府作风与属性袁 鲜明地反映出
实际作为与治理效能袁 成为人
们观察政府言行与作风的重要
窗口遥 在这个意义上袁2020 年中
央本级野三公冶经费整体压减近
50%的支出袁的确遵循了野过紧
日子冶的要求袁坚守了节用裕民
的正道遥

晒野三公冶经费袁不是简单的
算算账尧对对单袁而是在数字之
间彰显政府的初心与使命遥 人们
看账单袁看到的也不只是经费里
的支出项目袁 更是取信于民尧造
福于民的野三公冶考量遥

公开范围扩大袁透明政府更
阳光遥与 2019 年相比袁2020 年公
开内容进一步扩围袁 由公开野8
张表冶变为野9 张表冶袁新增野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

算表冶遥 实际上袁这野9 张表冶已经
涵盖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
拨款收支情况遥 自 2011 年中央
部门首晒野三公冶经费以来袁公众
给予了赞许的掌声袁也满怀更多
的期许袁 为此账本越来越细化尧
科学遥 越公开袁就越透明曰越透
明袁就越清正袁这是人们的持久
期待遥

公心诚意满满袁人民至上为
人民遥 从整体看袁野三公冶经费减
少了袁可有限的钱花哪了钥 细看
经费支出能找到答案袁就是野民
生冶二字遥 有人说袁野三公冶经费在
野做减法冶袁民生保障在野做加法冶遥
从国家卫健委的数据中能看到袁
在公立医院综合医院尧职业病防
治医院尧儿童医院尧其他专科医
院方面袁 分别支出 58.87 亿元尧
0.56 亿元尧0.68 亿元尧15.92 亿元袁
均超过年初预算袁分别完成年初
预算的 171.9%尧113.8%尧116.9%尧
159.5%遥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的特殊年份里袁这样的野超出
预算冶用在了疫情防控和公共卫
生建设方面袁就不足为奇了遥 因
此袁腾挪出的钱袁向基层民生和
公共服务倾斜袁让老百姓真正得
实惠尧有保障尧能安心袁就守住了
政府为民的公心和初心袁把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得掷地
有声遥

行有所至袁心有所属袁信有

所达遥 无论是信息公开还是秉持
公心袁都是为了赢得公信遥 晒出
野三公冶经费尧压减野三公冶经费袁
是党风政风持续清新的生动体
现遥 这不是钱物的问题袁而是政
府责任所在曰也不是钱多钱少问
题袁而是价值导向所系遥 政府尽
量野砍冶下运行成本的钱袁用来更
多保障百姓过好日子袁这样的人
民政府值得信赖袁这样的人民政
府值得依靠遥

7 月份袁随着主雨带北移袁南方梅
雨期结束袁北方可能提前进入雨季袁我
国七大江河流域将全面进入主汛期袁
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遥近日袁国家减灾委
员会办公室尧 应急管理部发布 7 月份
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袁 为各地防汛
减灾拉响野警报冶遥

针对当前防汛抗洪工作袁 国家防
办尧应急管理部多次组织水利尧气象部
门和有关省区市研判雨情汛情形势袁
部署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工作遥目前袁
各项工作有序展开袁 各地各部门正全
力以赴打好这场硬仗遥

但是袁我们也要看到袁未来一段时
间袁各地强对流天气仍将多发袁风雹灾
害点多面广尧 易发难防特点进一步凸
显袁 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更为严峻
复杂遥 这就要求各级各部门既要守牢
安全第一的底线袁也要绷紧防大汛尧抗
大洪尧抢大险尧救大灾这根弦袁做好最
充分的防御准备措施遥

失之毫厘袁谬以千里遥防汛工作涉
及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袁 容不得有丝
毫的马虎和半点的松懈遥 各地各部门
要闻汛而动袁 一方面要做到科学精准
研判袁密切监视天气变化袁加强汛情尧
灾情分析研判袁提前发布预警信息袁提
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袁 尽最大努力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曰 另一方面
要加大堤库查险排险力度等各项工
作袁保持高度警觉袁做到险情早发现尧
早报告尧早处置遥

防汛抗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
程袁 工作上环环相扣袁 牵扯到方方面
面袁这就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形成防汛联防机制袁强化指
挥调度合力袁最大限度调动各方面防汛资源袁扣紧野防汛
链冶袁拧紧野责任链冶袁上下野一盘棋冶袁才能守住防汛安全
底线袁筑牢汛期安全堤坝遥

人心齐袁泰山移遥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我国创新发展新时
代应急管理理念袁坚持提前预防尧科学治理袁改变灾难推动
型治理方式袁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袁背后
则是我们党和政府秉持的野人民至上尧生命至上冶的执政理
念袁是中国人民守护家园尧保卫家园的的强大信念遥

尽管雨情汛情严峻袁防
汛抗灾任务繁重袁只要大家
拧成一股绳袁筑牢防汛抗灾
的野铜墙铁壁冶袁必能守护千
家万户生命财产安全袁赢得
最终胜利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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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经费做减法
民生保障“做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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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医药振兴发展注入文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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