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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放眼各地，健身热潮涌动，从广场舞

到马拉松，从城市健身步道到乡村运动设施……自2014年全民健

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我国居民的健身运动项目越来越丰富、健

身场所越来越多。今年我国出台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将“全民健身”列入15项重大行动之一，并对居民体质状况、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城乡体育设施覆盖等指标设置了预期目标。

推进全民健身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途径和基础。面对全民健

身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制定健身计划，让卡

路里科学地“燃烧”？

■关注“全民健身日”

科学“燃烧”你的卡路里
台账民生

让 爱 做 主
□文/李国权 图/李正华

今年以来，汝阳县积极调动多方
力量，采取有效措施，继续坚定不移地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
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在巩固已有成果
基础上，既侧重当务之急，又注重整体
性和延续性，在清晰的目标导向和问
题导向下，精准施策、全力攻坚、务求
实效，奋力跨越“三座关口”。知之愈
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
明。从县级领导到机关干部每一位都
坚定地用脚步丈量着大地和时光，一
程又一程……努力化解制约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问题，切实提高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
处处彰显着对广大人民的爱。

“行走的干部”

在汝阳，全县干部坚持周一“信访
下访日”，周三“扶贫帮扶日”，周五“项
目建设和企业服务日”，坚持问题导
向，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脱贫
帮扶和企业服务工作。县委书记、县
长带头，从县级领导到机关干部走起
来、动起来，深入到田间地头、贫困户
家中、企业所在地，从贫困户的生产
生活、衣食住行、收入来源、就医就学
到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以及企业用
地、用水、用电、转型发展均为工作内
容，一改过去群众有事找政府转变为
群众在家等干部。一位企业负责人
说：“过去我们有事找政府不知道找
谁，知道了一时半会找不着，现在有
什么事在企业等着，领导来了、干部
来了一协调，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我们
只用安心搞好生产营销就好。”行走的

是干部，转变的是作风，解决的是群众
的困难，帮助的是企业的生产，在广大
群众中树立的是党和政府的形象，推
动的是当地的发展，受到广大群众的
交口称赞。

“行走的医院”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脱贫攻
坚路上的重要问题。为了破解这一难
题，汝阳县委、县政府认真研究，精心
谋划，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就医难，积极
探索建立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互
联网+远程诊疗”模式，借助国家工信
部和河南科技大学对口帮扶的力量，
为全县 216 个行政村卫生室配备了

“行走的医院”全科医生助诊包，并对
村医进行了全面培训，通过远程诊疗
平台和医疗专家组对就诊患者实现远
程医疗全覆盖，将互联网诊疗技术运
用到精准扶贫领域。“行走的医院”让
患者足不出户便可享受到省级专家的
服务，有效地降低了群众就医的成本，
基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
县。日前，汝阳县的健康扶贫被国家
卫健委、工信部确定为全国“互联网+
健康扶贫”试点县。

“行走的房子”

为了有效破解发展建设和环境保
护这一难题，汝阳县委、县政府认真谋

划，创新工作机制，推进高质量发展，
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代替传统的现场
建筑模式，有效减少城市建设中对大
气带来的污染，先后引进投资 20亿元
的中电建装配式建筑科研基地，投资
15亿元的盛鸿金诺钢结构智能制造基
地项目，投资 15亿元的安华装配式建
筑产业园等项目。目前汝阳县产业集
聚区已进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59家，
其中绿色建材主导企业占 85%，正逐
步建成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绿色建材
暨装配式建筑产业示范基地。2019
年 5月，全国建材行业工作座谈会，绿
色建材产业发展论坛在汝阳成功召
开，顺利实现了城市转型项目建设，使
环保与发展两不误。

“行走的群众”

近年来，汝阳县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同步实施治山、治水、治城，着力

改善群众生活，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幸福感、获得感，依附省重点工程前
坪水库建设，对境内北汝河实施综合
治理，同时对西起前坪水库坝址、东
至平顶山市汝州交界全长 22.8 千米
的河道堤坝实施交通、美化、亮化、休
闲、娱乐一体化治理，对境内马兰河、
杜康河同步治理，在县城周边的凤凰
山、瑞云山、云梦山同时按规划打造，
加强对城市的管理、污染的治理。山
绿了、水清了、路畅了、城美了，城市
游园、健康步道、城市书屋随处可见，
到处洋溢着群众们的欢声笑语。汝
阳县先后获得国家级平安县城、省级
卫生城市、省级园林城市，让广大群
众享受到城市的环境、农村的空气、
游山玩水的美好生活。

让爱做主，为爱行走，“行走的干
部”让干部向下走，下沉服务转变作
风更好地为群众、为企业服务；“行走
的医院”让医生走进了患者家中，让
患者足不出户享受到医院的服务；

“行走的房子”让建筑工地进入车间、
进入场区，减少了污染；“行走的群
众”让群众走在了致富的路上、走在
了健康的路上、走在美好生活的路
上。

晨 练
在 滨 河 南
路——“行
走的群众”

汝阳县城临北汝河新姿

A 科学运动，时间强度应“量身定制”

B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健 康 中 国 行 动

（2019—2030 年）》明确，建立针对不同
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的运动促
进健康指导方法，推动形成“体医结合”
的疾病管理与健康服务模式。

“‘体医结合’的概念在早前发布的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就已提
出，强调体医融合和非医疗健康的干
预。”河南省人民医院运动医学及关节镜
外科主任赵甲军说，从字面上看，“体医
结合”就是体育运动与医疗的结合，进一
步解释，就是将体育运动融入疾病治疗、
健康管理，这是使处于疾病康复期人群、
病症人群、亚健康人群回归健康较为经
济、有效的途径。

“体医结合”听起来有些陌生，其实
这一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心脑血管疾

病、糖尿病、肥胖、儿童近视等疾病的健
康管理都离不开运动。细心的患者或市
民会发现，‘适当加强运动’‘劳逸结合’
等已成为常见的医嘱。”赵甲军说。

另据了解，目前我省已有部分专科
医院或民营医院试水开设运动医学门
诊，省人民医院进行学科整合，成立了

“运动医学及关节镜外科”的骨科亚专
科。医生对热爱运动的人群以及慢性病
患者身体素质进行全方位评估后，会开
出“运动处方”，提出合理科学的锻炼指
导建议，甚至还会针对患者所在社区健
身器材的种类，帮助其选择健身项目、锻
炼频次等。

赵甲军说：“开具‘运动处方’就是
‘体医结合’在医疗领域的一次成功实
践，值得推广。”③5

新华社北京 8月 7 日电（记者
魏玉坤）记者7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
到，交通运输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
发关于进一步优化鲜活农产品运输

“绿色通道”政策的通知，要求严格规
范免收车辆通行费范围，优化鲜活农
产品运输车辆通行服务。

根据通知，整车合法装载运输
全国统一的《鲜活农产品品种目录》
内的产品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吴德金
表示，“整车合法装载运输”是指车货
总重和外廊尺寸均未超过国家规定
的最大限值，且所载鲜活农产品应占
车辆核定载质量或者车厢容积的
80%以上、未混装非鲜活农产品。

通知明确，鲜活农产品运输车
辆通过安装ETC车载装置，在高速
公路出入口使用ETC专用通道，实
现不停车快捷通行。鲜活农产品运

输车辆驶出高速公路出口收费站
后，在指定位置申请查验。建立全
国统一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
道”预约服务制度和鲜活农产品运
输信用体系，对信用记录良好的车
辆，逐步降低查验频次。

“取消省界收费站后，全国高速
公路将统一实行分段计费、统一扣
费。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如果不提
前预约，将会发生先扣款、待出口查
验符合免费条件后再退费的情况。”
吴德金表示，由于退费需要一定程序
和时间，将会影响用户体验，增加鲜
活农产品运输业户的经营成本，所以
提供了预约通行服务。

通知还要求，除法律、行政法规
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各地不得在
路面环节增加针对鲜活农产品运输
车辆的检查和验证，影响鲜活农产
品运输车辆通行效率。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白秋津）“不用带任何证
件，‘刷脸’就能看病，真是太方便
了！”8月 6日，前来平顶山市郏县妇
幼保健院就诊的市民王先生说。

在郏县妇幼保健院的门诊科室
里，每位医生的桌面上都摆放着一台
智能人脸识别设备，对患者脸部进行
扫描识别后，患者基本信息、以往就
诊记录、健康档案等很快出现在了电
脑屏幕上，医生便可据此进行诊治。

“刷脸”问诊，是郏县启用电子
健康卡过程中的创新举措。以往，
就诊卡“一院一卡、重复发卡、多卡
并存、互不通用”影响着群众的就医
体验。互联网时代，如何破解由此
造成的就医堵点问题，建立居民健
康统一身份凭证？

今年 6 月，郏县在推广普及居
民健康卡的基础上，对医疗机构相
关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改造，并配备

电子健康卡识读终端和自助设备
等，正式启用居民电子健康卡。电
子健康卡与已发放的居民健康卡实
体卡相结合，链接了个人电子健康
档案、电子病历数据库及国家电子
健康卡管理平台，可用于身份识别、
基础健康信息存储、就医问诊等，将
推动实现跨区域、跨医院挂号看病、
健康服务“一卡通”“一码通”，进一
步优化就医流程。

“电子健康卡能够打破医院之间
的壁垒，推动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互通
共享，避免重复检查，降低就医成本，
有效破解挂号排队时间长、看病等候
时间长、取药排队时间长而医生问诊
时间短的‘三长一短’难题。”郏县卫
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目前郏县已发放居民健康卡50
余万张。今年9月底前，已注册领取
电子健康卡的居民在全市试点医疗
单位就医将实现“一码通”。③9

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进一步优化

整车合法装载运输免收通行费

郏县启用居民电子健康卡

跨院通用“刷脸”就诊

□本报记者 王平 曹萍

在推进全民健身的过程中，体育运
动的作用和价值越发凸显。“运动虽好，
但适度、科学，保证安全性、有效性才是
运动的前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
科主任医师刘宏建表示，目前民众在参
加体育锻炼时有很大的盲目性、过度性，
缺乏科学指导。他举例说，有的人一时
兴起想加强体育锻炼，就去爬楼梯；有的
女性朋友为了减肥，坚持每晚不吃饭去
健身房运动；有的人“打卡”朋友圈晒步
数，觉得运动量越大越好。

“以上这些现象都是在盲目运动、过
量运动，这样做不但没有让运动促进健
康，反而易出现韧带和关节软骨损伤、颈
椎损伤、腰椎间盘突出等常见运动损

伤。”刘宏建说，科学运动最重要的是适
度，运动后感觉身体发热、轻微疲劳才是
适度的；一定要在运动前充分热身，时间
从短到长、运动量从小到大，遵循循序渐
进的原则；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基础性
疾病的人群更要适度运动，避免过度剧
烈运动诱发疾病。

科学运动还要讲究“因人因时因地
制宜”。刘宏建建议，青年人比较适合游
泳、跑步、各种球类运动等较为剧烈的运
动；中年人可以选择健步走、广场舞等；
老年人由于肌肉力量下降、反应速度下
降，适合更加缓和的运动，比如散步、舞
剑、太极拳等。运动方式还要随着季节
变化有所改变，否则身体会不适应。

体医结合，为患者开出“运动处方”

日常生活中要尽量多动，达到每天

6000～10000步的身体活动量

鼓励每周进行3 次以上,每次30 分

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 150 分

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

插画/王伟宾

□本报记者 李若凡

8 月 8日“立秋”，“一场秋雨一
场寒”是否意味着暑去凉来？

省气象台专家介绍，“立秋”并非
“入秋”，当连续五天的日平均气温稳
定在22℃以下时才算进入秋季。目
前，我省还处在炎夏“中伏”（7月 22
日—8月 10日），中伏期炎热处于巅
峰状态，中伏之后高温稍缓，但部分
地区会出现“秋老虎”天气。

“秋老虎”是指在立秋节气以后
所出现的短期回热后的35℃以上的
天气。一般发生在 8月、9月之交，
持续日数约7天至15天。

近期，我省气温回落，是因为有
降雨的压制。8 日，全省多云间阴

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
雨。9日，全省多云间阴天，大部分
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西
部、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伴有
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10日，
北部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
雷阵雨，局部有中雨或大雨，并伴有
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立秋后，季节交替，气温变化
大，湿度增加，要谨防“空调病”，开
空调时间不宜过长，夜里最好不开
或只开除湿功能。此外，忌吃辛辣
生冷的食物，避免各种湿热之气积
蓄；忌吃过燥的食物，避免伤津耗
气；忌吃油腻、煎炸的食物，避免加
重体内积滞的热气，造成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的复发或加重。③6

今日立秋，伏天未尽暑热犹在

除湿降燥可提上日程

（图表文字源自新华社 制图/周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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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90.86% 不少于92.17%

城乡居民预期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
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

预期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数比例

37%及以上 40%及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