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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华全球外宣活动在京启动
2018 年 9 月 19 日， 由中国

网文明中华频道携手中兴互联
国际传媒联合开展的“文明中华
全球外宣系列活动”在京举行启
动仪式； 以讲述中华文明故事、
传播文明中华声音为宣传宗旨，
致力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
世界展示高雅、文明、和谐的中
华文化的中国网《文明中华》频

道同期举行两周年庆典。
启动仪式上，中国网文明中

华频道在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
心和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的指
导下，通过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
捐建“十百千”文明中华图书室，
即向每个文明中华图书室捐献
十万元图书、 捐建 100 个图书
室、 捐赠价值 1 千万元的图书。
本次活动现场捐赠首批价值 100

万元的图书， 用于创建首批 10
个文明中华图书室。

“文明中华全球外宣系列活
动”的启动，旨在坚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
述中华文明故事、传播文明中华

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
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
行主席龙宇翔在致开幕词时对
中国网文明中华频道两周年来
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同时强调：“中国国际文化传播
中心作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与
传播的重要窗口，始终围绕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中国文
化软实力，在文化、教育、经济等
领域与各国进行多种形式的交
流与合作，充分展示了绚烂多彩
的中华文化，促进了不同文明的
交流互鉴，加深了中国人民与世
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主任、
中国网总编辑王晓辉在致辞中强
调：“我们的任务是宣扬中华五千
年的文明， 四十年波澜壮阔的改
革开放积累的感人温暖故事，这
一切都需要我们用合适的语言、
渠道、方式向对象国传播。 ”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也纷
纷对文明中华频道的上线寄予
了不同的期望。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原
副书记贾祥说：“对外宣传就是
怀着一颗赤诚、 热情的中国心，
发出中华最强音，讲述中华文明
好故事。 ”

原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表
示：“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文明在任何国家都
需要不断创造、积累、传承也需
要不断传播， 传播环节尤其重
要，所以‘文明中华’频道的上线

对中华文明的建设、传承、发展
有着重要作用。 ”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
副局长张丕民强调，中国现在是
文化“大国”，在“大”转“强”的道
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好

“中国故事”。 会上，张丕民给出
两点建议：一是整合资源，共同
发展；二是加强抑制力，提高亲
和力。

而作为本次活动的发起方，
中国网文明中华频道执行主编
吴高以“文明中华世界分享”为
题致闭幕辞。 他介绍，在中国国
际文化传播中心和中国互联网
新闻中心的指导下，《文明中华》
频道自创建以来，高度重视传播
手段建设和创新，力求提高新闻
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
信力。

吴高表示，未来中国网文明
中华频道将继续依托中国网先
进的网络技术手段完善频道建
设，力求对中华文明的对外交流
与传播等方面的重大新闻进行
最及时、最准确、最全面的报道；
同时也将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全
新改版， 完善 PC 端及移动 APP
终端服务，致力于多层面立体发
布有关中华文明弘扬与传播的
图文、视频信息，讲述好中华文
明故事、 传播好文明中华声音。
并将通过开展" 文明中华大型外
宣系列活动"向世界全方位、多角
度立体展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明。 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与
交流，致力于提升中华文明的国
际影响力。 （武胜男）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
生司、扶贫办支持，中国人口福
利基金会主办，中恒集团公益支
持， 各地卫生计生部门协办的

“乡村 e 康工程———中恒乡村医
生培训” 项目自 2017 年 12 月启
动以来，深入我国中西部集中连
片深度贫困地区，扎实开展乡村
医生培训等系列活动，打造了健
康扶贫的新模式。 就该项目有关
情况，“中恒乡村医生培训”项目
执行组组长吴保康日前接受了
《公益时报》记者专访。

《公益时报》：在深度贫困地
区开展乡村医生培训，对扶贫攻
坚工程来说，在你看来有什么样
的意义？

吴保康 ：大家都知道，扶贫
攻坚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部
署，健康扶贫是卫生部门最大的
政治任务。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
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下属公益
机构，应切实履职尽责，在健康
扶贫、促进全民家庭幸福方面做
出应有贡献。

我作为中恒乡村医生培训
项目的参与者，对基层贫困农村
卫生发展状况比较了解，并且在

项目策划前期也做了不少调研。
我们发现，当前因病致贫、因病
返贫现象十分突出，在一些地区
因健康问题导致贫困的占贫困
家庭比例甚至达到三分之一。 而
开展送医送药等扶贫活动尽管
可以解决贫困家庭的一些现实
困难，但在广泛性、持久性上仍
不足以满足群众防病治病和健
康生活的实际需求。

基层农村卫生健康工作的
具体承担者是广大的乡村医生，
他们的医疗服务水平直接影响
到基层群众的生活质量。 帮助乡
村医生提高临床水平，增强服务
能力， 培养一大批扎根农村的、
留在群众身边的好医生，既可以
让人们不得病、少得病，也可以
让患者及时看上病， 看好病，这
样才能真正维护好、保障好百姓
健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好健康
扶贫问题。 这就是我们下功夫开
展好乡村医生培训的初心。

《公益时报》：中恒乡村医生
培训项目运行已近一年，到目前
为止项目整体情况如何，有哪些
收获和经验？

吴保康：中恒乡村医生培训

项目正式启动是在 2017 年 12
月， 首先在广西大化县举办，到
目前已经走过了广西、 山西、甘
肃、 新疆、 青海等省份的 22 个
县、区，累计行程近 2 万公里。 这
期间， 共计有 4000 余名乡村医
生参加了培训课程，3000 多基层
百姓聆听了健康科普讲座，义诊
咨询现场服务各族群众近 3 万
多人，远程会诊诊断疑难病例加
上慰问随诊因病致贫家庭近百
个，发放乡村医生中医药适宜技
术手册 5000 余册、 科普宣传资
料 50000 余份， 实施免费体检近
3000 多例， 另外还赠送了价值
100 多万元的常用药品。

乡医培训是项目重点。 我
们针对基层卫生需求， 精心设
计了易学好懂、 实用性强的系
列中西医基层适宜技术， 遴选
了一批优秀中西医专家担纲培
训老师，采用课堂授课、问答交
流、实操示教等多种形式，确保
教学效果。 同时开展了远程医
疗、义诊咨询、免费体检、发放
资料、送医赠药等活动，以丰富
而实用的内容，贴近群众，惠及
群众， 有力扩大了项目的吸引
力和影响力。

《公益时报》：作为培训项目
执行组的负责人，你长期工作在
培训项目活动一线，能否谈谈个
人感受？

吴保康：这一年来，我担任培
训项目执行组组长， 深感使命重
大、重任在肩。 设计执行方案，规
划行程路线，现场指挥调度，应急
协调保障，这些都是职责所在，我
都是尽心而为，不辱使命。近一年
来，我们可谓南征北战，进山区、
上高原，迎风沙、斗酷暑，尽管人
手少，任务重，但是我同整个团队
并肩战斗，戮力同行，力求周密严
谨地落实日程安排， 确保了项目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深度贫困地区往往都在边
远山区、高原荒漠，生活、医疗、
交通诸多不便。 到各地开展项目
活动的时候，看到乡村医生坐满
课堂， 感受他们的求知若渴；看
到各地群众踊跃参加活动，感受
百姓的热切期盼，还有深入贫病
家庭慰问，感受他们的感激和不
舍之情，一路走来的辛苦劳顿总
会一扫而光。 我为自己能深入参
与健康扶贫工程而深感自豪，也
为我们团队克服各种困难、尽职
尽责地落实好每一项工作而倍

感骄傲。

《公益时报》：中恒乡村医生
培训活动已成为健康扶贫工程
的一个品牌，未来有什么打算？

吴保康： 我们将一如既往，
坚决落实项目规划，逐步辐射到
各个深度贫困地区。 一日不脱
贫，一天不停步。 党和国家扶贫
攻坚政策的指引，各级卫生部门
的支持，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
领导， 中恒集团的鼎力协助，还
有广大乡村医生和贫困群众的
渴求，都是鼓舞我们一路前行的
不竭动力。

在各地活动中，都有各级卫
生部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的
负责人到现场指导工作，深入基
层慰问贫困家庭；中恒集团不仅
从项目经费上给予充分保障，还
委派专员参与一线活动；各地医
疗机构积极参与项目， 北京、上
海、广州、香港等地的 200 多位
中西医专家先后分赴各地，进行
课堂教学、义诊咨询，送医送药。
伴随扶贫攻坚的深入开展，我们
一定要将这项暖心的健康公益
项目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做下
去。 （高文兴）

不忘初心，健康扶贫勇当先
———专访中恒乡村医生培训项目执行组组长吴宝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