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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向全国老年人致以节日祝福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3 日电 在中国传统节 幸福。
日重阳节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 并切实做好老龄工作，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
示，代表党中央祝全国老年人健康长寿、生活 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

习近平同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月 13 日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
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回顾近年中德、中欧关系
发展并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
德、中欧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习近平指出，
“ 人 之 相 识 ，贵 在 相 知 ；人 之 相 知 ，贵 在 知
心”。这句话，既是对我们多年深入交往的很
好诠释，也是过去 16 年来中德关系保持平稳
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中国人重情重义，我
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
开。希望你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德、中欧关系
发展。
习近平强调，我们多次就双边关系、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治国理政经验等深入交流，
共同推动了双边关系向前发展，推动了中德合
作应对全球挑战。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神，发
挥两国经济互补性，实现了共赢。中国和德国
自身发展得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更大。这
证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和博弈，实

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德关系应该牢牢把握的主
基调。明年是中德建交 50 周年。双方关系发
展何去何从，保持正确方向至关重要。中方始
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德关系，愿同
德方保持高层交往，增进相互了解和人民友
谊，深挖传统领域合作潜力，积极开拓能源转
型、绿色和数字经济等务实合作新领域，推动
中德合作走深走实。
习近平指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欧双方
的共同心愿。中欧都主张维护多边主义，都支
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都认为中欧共同
利益远大于矛盾分歧。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和推进世界经济复苏正处于关键时期，
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和不断上升的不
稳定性不确定性，中欧作为全球两大重要力
量，有责任加强合作，团结应对。
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十多年来的每次交
往都记忆犹新。我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
深入交流，增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德中关系
和欧中合作的良好发展。

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加大制度创
新、政策供给、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完善老龄工
作体系，强化基层力量配备，加快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大力弘扬孝亲敬老传统美
德，落实好老年优待政策，维护好老年人合法
权益，发挥好老年人积极作用，让老年人共享
改革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省老龄委致全省老年朋友慰问信
本报讯（记者 阮班慧）今日是重阳节，
10 月 13 日，陕西省老龄委发出《致全省老年
朋友的慰问信》，向全省老年朋友致以节日
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向所有关心支持老龄
事业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
心的感谢！慰问信写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在全社会
大力提倡尊敬老人、关爱老人、赡养老人，
大力发展老龄事业，让所有老年人都能有
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
部署，具有里程碑、划时代意义。老年人是
社会的宝贵财富，是今天美好生活的开拓
者和奠基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征程中，你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勇肩使命、创新实干、与时俱进、甘于奉献，
用青春谱写时代新曲，为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老骥心尚壮，青松色
逾新。老年是人的生命的重要阶段，仍然
可以有作为、有进步、有快乐。你们不忘初

心，依然用丰富阅历和宝贵经验，继续发挥
余热，无私付出。这种精神和品格，永远是
年轻一代学习的榜样。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老龄工作，
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
要指示和论述精神，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作为重要时代课题，引导全社会培育并树立
积极老龄观。先后出台了《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实施方案》
《关于促进我省老年宜居环
境建设的实施意见》
《关于建立完善陕西省
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
《深入推进
医养结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政策，
为我省老龄事业发展和老年人幸福安康保
驾护航。陕西历来就有尊老敬贤、崇文尚德
的优良传统。我们将进一步深怀敬老之心、
倾注爱老之情、笃行为老之事，倡导“积极老
龄观、健康老龄化、幸福老年人”，结合“智慧
助老”
“ 银龄行动”等活动的开展，在全省上
下大力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浓厚氛围，千
方百计为老年人办实事、解难题、谋福祉，让
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幸福安康、乐享晚年。

秋冬季防控结核病 您需要知道……

结核病是一种
严重危害人
类健康的传
染病。全球
每年有上千
万人发病，
百余万人死
于 结 核 病 ，结 核
病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最紧迫的公
共卫生问题。我国每年约有 89 万
人 患 肺 结 核 ，肺 结 核 是 造 成 群 众
“因病致贫”
“ 因病返贫”的重要原
因之一。
秋冬季由于天气较冷，环境干
燥，人体内环境很难一下子与外界
环境相适应，免疫力相对低下，病
菌、病毒等致病微生物会趁机而入、
侵袭人体，是结核病等多种传染病
的高发季节。
日前，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
所的专家为大家解读结核病防治相
关知识，希望读者朋友远离结核病，
自由健康呼吸。

■什么是结核病？

结核病又称“痨病”，是一种由结
核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除了毛发
和指甲外，可以发生在身体的任何部
位。
“肺”是结核病的好发部位，称为
肺结核。

■结核病有哪些危害？

会被传染。
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糖尿病
肺结核是我国法定报告的乙类 病人、尘肺病人、艾滋病毒感染者、肺
传染病，得了肺结核如果发现不及时， 结核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等都是容易
治疗不彻底，会对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发生结核病的人群，应每年定期进行
甚至可引起呼吸衰竭和死亡，给患者 结核病检查。与肺结核病人共同居
和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时还 住，同室工作、学习的人都是肺结核病
有可能传染给家人和朋友。
人的密切接触者，有可能感染结核菌，
■ 肺 结 核 有 哪 些 常 见 应及时到医院去检查排除。

症状？

肺结核的常见症状是咳嗽、咳
痰，如果咳嗽、咳痰两周以上，应高度
怀疑得了肺结核，需及时到辖区内的
结核病定点医院就诊。肺结核还会
伴有痰中带血、低烧、夜间出汗、午后
发热、胸痛、疲乏无力、体重减轻、呼吸
困难等症状。

■如果怀疑得了结核病
怎么办？

咳嗽、咳痰两周以上，应怀疑得
了肺结核，要及时到医院看病。我省
各市、县（区）都设有结核病定点医院，
专门负责肺结核的诊断、治疗和管理
工作。若您怀疑得了肺结核，应及时
到医院检查治疗。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专家为社区群众义诊

苗，可以预防儿
童重症结核病。
■公 众 应 该 如 何 预 防
2. 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
不随
肺结核？
肺结核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
地吐痰。咳嗽、
打
秋冬季是结核病的高发季节，
人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当肺结核患
喷嚏时掩住口鼻，
戴口
者 大 声 说 话 、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呼吁，人 罩可以减少肺结核的传播；
规律生活，
均
咳嗽或者打喷 人关注结核病防治，积极参与疾病 衡饮食，
加强锻炼，
提高身体抵抗力。
嚏 时 ，将 带 有 防控宣传，做到以下几点，远离结
3. 不歧视肺结核患者，关心患者
结核菌的飞沫 核危害。
治疗，关爱患者康复，共建和谐社会。
1. 控制结核病最有效的方法是
散播到空气
4. 希望社会各界群众加入结核
早期发现并治愈肺结核患者。咳嗽、
中 ，健 康 人 吸
病宣传志愿者行列，向亲友、同学、
入带有结核菌 咳痰两周以上，应警惕肺结核，要及 同事、同乡宣传结核病防治知识，让
的飞沫就可能 时到医院就诊。为新生儿接种卡介

■结核病怎么传播的？
您是易感人群吗？

更多人关注结核病、了解结核病，有
病早治，无病早防。
总之，
有效预防肺结核，
除了合理
膳食、
适量运动、
戒烟限酒、
心理平衡等
方式提高机体免疫力外，
更重要的是养
成不随地吐痰、
居室保持通风等良好习
惯。另外，
还要关注健康教育信息，
了解
结核病防治知识
及技能，
有效
预防结核病
的发生及传
播。
文/图 张毅伟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简介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是我省结核病控制、技术指导、
科研教学、人才培养、流行病学
调查、疫情监测、结核病实验室
检测、质量控制等技术中心。
该所是全国最早的结核病
防治专业机构，汇聚大批临床、

防治、放射、实验室等技术人才，
具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常年开设
专家门诊，每年接诊患者上万人
次，在普通肺结核、耐药结核病、
肺外结核及疑难结核病的诊断
和鉴别诊断、治疗、预防控制等
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同时承

担出国人员结核病体检、全省适
龄幼儿卡介苗接种等工作。
该所设有省级结核病参比实
验室，
可以在2-6小时内完成对痰
液等标本的结核菌及相关耐药性
检测，极大地缩短了诊断时限，为
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强有力的依据。

多年来，为满足学校等聚集
人群结核病防控需求，该所引进
最新的全数字化移动体检车，成
像速度快、图像清晰，常年上门
开展肺结核等疾病的早期筛查
和健康体检工作。同时，发挥专
业优势，配合各级各类学校开展

入学新生结核菌素试验，每年主
动筛查师生达到 50 万人次，及
时发现治疗肺结核病人，有效保
护广大师生健康。
健康热线：029-82224951
地址：
西安市碑林区兴庆南路121号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研究所

“陕西结核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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