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备案中医诊所超过2.8
万个、 八成以上县级区域已设置
县级中医院、 超八成县级综合医
院设有中医科……国家卫生健康
委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
的数据显示， 十年来， 我国中医
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中医药特
色优势进一步彰显， 在加快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和服务群众健康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策供给更加全面、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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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 凝
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
智慧 。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党中
央、 国务院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 作出一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 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指明了方向。

制定印发 《中医药发展战略
规划纲要 （2016－2030年）》， 颁
布实施中医药法， 印发 《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 出台中医药
服务体系建设、 人才培养、 科技

创新、 医保支持等一系列政策文
件……我国中医药顶层设计日臻
完善， 政策举措更加健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
与监督司司长余海洋说， 总体来
看， 中医药政策供给更加全面、
有力， 促进了新时代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 中医药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贡献度显著提升， 中医药现
代化、 产业化、 “走出去” 的步
伐更加坚实。

“下一步， 我们将围绕高质
量发展， 坚持特色发展、 内涵发
展、 转型发展、 融合发展的总体
思路 ， 不断完善中医药政策体
系。” 余海洋说。

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十年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支

持 3.67万个中医馆建设 ， 截至
2020年年底全国超八成县级区域
设置了县级中医院……发布会上
透露的系列数据， 勾勒出一幅日
益完善的中医药服务网络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医药全
面参与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
融入健康中国行动。 数据表明，

如今， 98%以上的社区和乡镇医
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中医药服
务，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明显增
强， 群众看中医更加方便。

“强基层” 的同时， 我国积
极推进国家中医医学中心、 区域
中医医疗中心建设， 推动中医优
质医疗资源提质扩容。 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医政司副司长赵文华介
绍， 6所中医类医院纳入 “辅导
类” 的国家医学中心创建范围；
20所中医院被纳入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输出医院范围； 8个中医项
目被确定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

开展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
设， 巩固扩大特色优势； 实施中
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升级版和中医
药康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 不断
拓展中医药服务功能； 中西医协
同机制更加健全……十年来， 我
国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
迈上新台阶， 服务能力进一步提
升。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新冠肺炎
疫情大考中， 中西医结合、 中西
药并用， 堪称中医药传承精华 、

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中国工程
院院士、 国医大师张伯礼说， 我
国推动中医药早期干预、 全程使
用 、 全面覆盖 ， 建立了 “有团
队、 有机制、 有措施、 有成效”
的机制， 为保障群众健康作出了
重要贡献。

在深化医改中放大惠民
效果

在北京市的蒲黄榆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将中医药服务充分融
入百姓生活 ， 是这里的一大特
色。

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
对糖尿病、 高血压、 冠心病等社
区常见病、 慢性病制定了中医药
健康管理方案， 还通过开展中医
家庭保健员培训， 向辖区居民传
授拔罐、 刮痧等常见中医技术基
本理论和实践操作。 2021年， 这
里的中医诊疗量达14万余人次，
占总诊疗人次数的30%。

基层中医馆建设有力促进了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在深化医改
过程中， 我国注重发挥中医药优
势， 还积极鼓励中医医院牵头组

建医联体 。 赵文华介绍 ， 2021
年， 在30个省 （区、 市 ） 的827
个国家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县
（市 、 区 ） 中 ， 68%的 试 点 县
（市、 区） 中医院参与了医共体，
约34%的试点中医院作为牵头医
院参与了医共体。

十年来， 中医药在深化医改
中放大了惠民效果， 进一步提升
了群众对中医药的获得感、 满意
度。

“我国初步建成覆盖城乡，
融预防保健、 疾病治疗和康复于
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赵文
华说， 截至2020年年底， 全国中
医总诊疗人次数达到10.58亿。

据介绍， 为推进分级诊疗制
度落地做实， 下一步， 我国将加
快国家中医医学中心、 区域医疗
中心和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建
设， 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
升工程 “十四五” 行动计划； 建
设中医互联网医院， 发展远程医
疗和互联网诊疗 ， 构建覆盖诊
前、 诊中、 诊后的线上线下一体
化中医医疗服务模式， 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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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各方忧虑
7月27日和30日 ， 萨德尔的

支持者两度闯入伊拉克国民议会
大楼。 国民议会议长哈布希随即
宣布， 议会所有会议暂停。

8月1日， 伊南部多个省份的
萨德尔支持者举行游行。 同日，
巴格达爆发反萨德尔的游行抗
议。 伊拉克总理卡迪米发表声明
要求各方保持冷静， 避免事态升
级， 呼吁 “各方坐在谈判桌前，
在合作和对话框架下就当前危机
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对局势
持续升级表达忧虑 。 联合国 秘
书 长 古 特 雷 斯 呼 吁 各 方 跨 越
分歧、 以 “和平、 包容的对话”
组建政府。 阿盟秘书长盖特也呼
吁伊所有政治力量迅速采取行
动， 制止事态升级， 展开真诚对
话。

近期的抗议活动与伊拉克持
续半年多的政治僵局密切相关。
去年底， 伊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了
当年10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的
最终结果。 新一届国民议会今年
1月9日举行首次会议， 上届议长
哈布希再次当选议长。 伊拉克宪
法规定， 议会应在首次会议召开
后30天内选出新总统。 新任总统
随后指派议会最大党团推出的人
选出任新总理并在30天内提名内
阁人选。

然而， 由于什叶派主要政治
派别以及库尔德阵营内部分歧严
重， 每次出席总统选举投票会议
的议员人数都无法达到法定人
数。 这直接导致伊拉克新总统无
法产生， 其他多项政治议程至今
没有结果 ， 新政府迟迟未能成
立。

分歧严重
在国民议会选举中， 萨德尔

领导的“萨德尔运动”获得了总共
329个议席中的73个， 位居首位。
萨德尔寻求联合多个政党组建多
数派政府， 意图将马利基领导的
由多个什叶派政党组成的政治团
体排除在外， 而马利基则坚持组
建囊括所有派别的共识政府。

眼见组建新政府的政治僵局
迟迟无法打破， “萨德尔运动”
议员在萨德尔号召下于6月集体
辞职。 按照规定， 空缺的议会席
位由其所在选区得票第二高的候
选人递补， 马利基主导的政治团
体于是成为议会最大党团。 7月
25日， 该团体宣布将推举前劳工
与社会事务部长穆罕默德·苏丹
尼为新总理候选人， 遭到萨德尔
反对， 这成为此次示威游行爆发
的导火索。

除了什叶派两大派别不睦 ，
库尔德阵营内部也暴露矛盾。 从
伊拉克战争后举行首次选举至
今， 库尔德阵营内部存在一种默
契， 即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领导
人一直由库尔德两大政党之一的
库尔德斯坦民主党 （库民党） 人
士担任， 而伊拉克总统由另一大
政党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人士担
任。 而如今， 库民党希望推举自
己党派人士担任总统， 因此两党
争执不下。

分析人士指出， 政治僵局短
期看难有破解的可能， 如果持续
下去， 未来或将爆发更多抗议活
动。 而且政治僵局还严重影响了
伊拉克经济和社会民生， 2022财
年政府预算至今没有通过， 不少
建设项目处于停滞状态。 此外，
政治僵局也给伊拉克境内残余的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势力提供
了发展空间， 或将给伊安全形势
带来威胁。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阿里·
穆萨认为， 矛盾各方如继续争斗
不休， 可能造成伊拉克社会动荡
加剧， 经济状况恶化， 恐怖主义
卷土重来， 混乱局面还可能蔓延
至中东其他国家。

罪魁祸首
分析人士指出， 伊拉克战争

后， 该国政坛数次经历了国民议
会选举后的漫长组阁期。 伊拉克
政局长期不稳与美国为伊拉克强
加的政治体制有很大关系。

2003年 ， 美国入侵伊拉克 ，
破坏了该国原有政治生态 。 此
后， 在美国主导下， 伊拉克建立
了一套基于配额制的政治分权体
系， 即总统由库尔德人担任， 总
理和议长分别由什叶派人士和逊
尼派人士担任。

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纳杜
姆·阿卜杜拉表示， 美国发动伊
拉克战争的借口之一就是所谓的
“传播自由和民主”， 在伊拉克实
施改革。 然而在美国的粗暴干涉
下， 伊拉克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
等方方面面都出现了问题。 美国
为伊拉克设计了一套 “民主制
度”， 但这一制度建立在宗派分
立的基础上， 最终导致伊拉克社
会分裂， 冲突频发， 民生难以得
到改善。

伊拉克智库 “政治与治理发
展学院” 学者亚希尔·朱布里认
为， 美国在伊拉克建立 “民主制
度” 的尝试其实是以民主为借
口企图控制伊拉克， 实现霸权
目的 ， 事实证明这是彻底的失
败。 据新华社

伊拉克政治僵局难解

近日， 在贺兰山脚下的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崇岗镇常青村红树莓
种植基地里， 数百亩红树莓迎来丰收。 据了解， 2017年以来， 常青村
依托贺兰山东麓昼夜温差大、 土地肥沃等自然条件优势， 采取 “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 的模式， 大力发展红树莓产业。 目前， 当地已形
成种植、 加工、 销售以及观光采摘为一体的融合产业链。 小小的红树
莓成为增加农民收入、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 “新引擎”。 图为工作人
员在田间展示新鲜采摘的红树莓 （8月2日摄）。 新华社发

贺贺兰兰山山下下树树莓莓丰丰收收

新华社电 截至目前 ， 今年
全国平均高温日数8.7天 ， 较常
年同期偏多3.6天 ， 为1961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多。 今年高温综合
强度为1961年以来第三强， 仅次
于2013年和2017年。

在中国气象局3日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
任肖潺介绍 ， 刚刚过去的7月 ，
全国平均气温23.2℃， 较常年同
期偏高1℃， 为1961年以来历史
同期第二高， 全国有245个国家
气象站日最高气温突破7月历史
极值。 7月， 全国平均高温日数
5.6天， 较常年同期偏多2天， 为
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多。 西
南地区东部、 华中、 华东和华南
大部地区以及新疆西南部等地高
温日数较常年同期偏多5至10天,
部分地区偏多10天以上。

肖潺说， 高温是夏季常见的
高影响天气， 进入21世纪以来，
北半球夏季高温热浪事件日渐

频 繁 。 全 球 变 暖 是 高 温 热 浪
事件频发的气候大背景， 而大
气环流异常则是直接原因， 高压
系统强盛导致多地高温突破历史
极值。

入夏后， 北半球副热带高压
整体较常年同期偏强偏大。 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带、 大西洋高压
带和伊朗高压均阶段性增强， 在
北半球副热带地区上空形成了大
范围的环球暖高压带。 暖高压带
控制下， 盛行下沉气流有利于地
面增温， 加之大范围高压带作用
下空气较为干燥， 不易形成云，
也使得太阳辐射更容易到达地
面， 导致高温频发且强度较强，
进而造成北半球多地出现持续高
温热浪事件。

此外 ， 7月全国平均降水量
96.6毫米， 较常年同期偏少20.6%，
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二少，
西藏、 四川、 云南均为历史同期
最少。

截至目前今年高温综合强度为1961年以来第三强

———十年来我国中医药服务体系向优质高效迈进

连日来， 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的大批支持者在首都巴格达及南部多
省份举行抗议游行活动， 对前总理马利基推举的新总理人选表示不满。 分析人士
指出， 自伊拉克新一届国民议会年初举行首次会议以来， 由于不同政治派别分歧
严重， 新总统和新总理迟迟无法产生。 从目前形势看， 伊拉克政治僵局何时破解
难以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