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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八日消息︰
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組歷時十年研究
推出的《國家健康報告》第一號八日在北
京正式發布，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國家
健康指數（NHI）在100個樣本國家中列第
11位，高於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老
牌資本主義國家和發達國家，位居 「健康
達標型」 國家之首。中科院專家表示，國
家健康是中國超越美國最大也是最重要的
「本錢」 ，中國只要堅持內修外適、強身
健體、善養國家 「精氣神」 ，預計到2049
年就一定能全面超越美國， 「21世紀是中
國世紀」 不再是天真樂觀的臆想。

淮安千人祭周恩來辭世37周年

這份最新出爐的《國家健康報告》將全球100個
樣本國家的國家健康狀況分為 「健康盈餘型」、 「健
康達標型」、 「健康透支型」和 「健康脆弱型」四類
，國家健康指數排名前10的 「健康盈餘型」國家分別
是瑞典、挪威、芬蘭、瑞士等； 「健康達標型」分別
是中國、德國、荷蘭、法國等10個國家； 「健康透支
型」國家共37個，包括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
「健康脆弱型」國家共43個，排名最後的十個國家包

括埃塞俄比亞、喀麥隆、尼日利亞、烏干達等。

國家「免疫系統」全球第一
什麼是 「國家健康」？據中科院國家健康研究組

組長楊多貴研究員解釋，從相對狹義的角度，國家健
康是建立在代謝、免疫、神經和行為四個系統自身良
好運行狀態。其中，代謝系統是國家內部各種要素新
老更替、物質和能量轉換的機制；免疫系統是國家抵
禦自然、經濟、社會等方面風險的屏障；神經系統是
保障和維護國家正常運行的 「指揮系統」；行為系統
則是國家心理、動機的內在特徵和外在表現。

2003年，中科院國家健康研究課題組開始 「國家

健康」研究，2008年首次推出《國家健康報告》，當
時中國排名第13位。而8日發表的研究顯示，中國國
家健康持續向好，國家免疫系統表現最好，高居第一
位；國家代謝系統表現最差，排第82位；國家神經系
統和國家行為系統的健康指數居第9位和第12位。 「
邁入新世紀，中國國家健康指數表現出穩健、持續增
長的態勢，表明中國正逐漸由傳統的 『財富型』和 『
力量型』國家，向 『健康型』國家轉型和躍進」。

中國青春期美國更年期
中科院的這份報告提出中國全面超越美國的 「路

線圖」和 「時間表」：2007年，中國國家健康就已超
越美國；預計到2019年，中國對美國實現經濟總量的

超越；預計到2049年，新中國成立百年時，實現國際
地位超越美國。

該報告分析指出，診斷和預判中美國家健康，雙
方在 「國家體質」、 「國家食性」、 「生存方式」、
「生命周期階段」四方面有顯著不同。其中，美國是

一個 「消費型」、 「寄生型」國家，而中國是一個 「
生產型」、 「勞動型」國家；美國處於 「更年期」，
肌體老化衰退，保守自戀，恐慌焦慮，易患更年期綜
合症，中國則處於 「青春期」，長得快跑得快，富於
夢想，求新求變，樂觀自信，易遭遇成長期的煩惱。
從整體上看，美國 「健康透支」嚴重。中國國家健康
狀態屬於 「達標成長型」，雖然遇到種種發展中的問
題，但超越美國只是時間問題。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八日消息︰
《國家健康報告》研究顯示，中國每年被
剝奪抽走的 「血汗財富」大致相當於國內
生產總值（GDP）的60%左右。

該研究指出，國際資本按 「利潤最大
化」原則，優化配置全球資源，分類定位
國家角色，形成以美國等為代表的 「寄生
消費型」國家、以中國等為代表的 「勞動
生產型」國家、以沙特阿拉伯等為代表的
「資源供給型」國家。

作為全球 「勞動生產型」國家，彷彿
「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正在當下中國

上演，國家財富流失觸目驚心，國家由此
付出巨大 「健康代價」，主要表現為 「肌
體過量失血」、 「根基營養缺乏」、 「成
長動力失調」、 「生存本錢耗竭」四大病
灶。

全球化下的「打工仔」
1.肌體過量失血。雖然創造出30多年

經濟高增長的 「中國奇」，但 「高速
度、高外儲、低利潤」的經濟增長導向
， 「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的經濟
增長模式， 「高通脹、高代價、低福利
」的經濟增長屬性，使得中國成為經濟
全球化、資本一體化浪潮之下名副其實
的 「打工仔」，是全球的 「奉獻者」、
「輸血者」和 「犧牲者」，而非一些西

方學者指責的中國是全球最大 「幸運者
」、 「搭車者」和 「受益者」。

2.根基營養缺乏。由於聯合起來的資
本對勞動的無情掠奪，使得廣大普通勞動
者 「相對貧困」、 「資富勞窮」和 「中產
塌陷」，導致國家成長的根基極度缺乏營
養。過去近30年，中國資本回報率上升迅
速，而勞動力回報率增長緩慢，資本與勞
動力回報率嚴重失衡。

3.成長動力失調。中國經濟發展呈現
「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病態特徵，

拉動經濟增長的 「三駕馬車」長期失調、
失衡。

4.生存本錢耗竭。過度勞動、過度生產的生存方式
，讓今天中國的生態環境 「赤字」不斷攀升，自然資本
「透支」持續惡化，人類生命服務支持系統 「負債」纍

纍。美歐等跨國資本為追逐利潤，將資源能源高消耗、
污染高排放和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
家，使發展中國家變成骯髒的 「生產車間」或 「世界工
廠」。

【本報記者柴小娜蘭州8日電】甘肅省社會科學
院8日下午發布《西北藍皮書．中國西北發展報告
2013》，公布了2012至2013年西北五省區（陝西、甘
肅、青海、寧夏和新疆）經濟社會的主要指標，從總
體上分析了五省在經濟、社會、文化及民族發展的態
勢及面臨的困難與挑戰，特別是基礎設施落後、生態
環境脆弱、居民收入偏低、發展資金支撐不夠等制約
西北經濟社會發展的四大 「短板」。藍皮書建議，應
從解決基礎設施滯後問題等四方面加以克服。

去年GDP增速逆勢而起
藍皮書指出，2011年西北地區國內生產總值為

27914億元，僅佔全國的5.9%；人均GDP為28709元，
為全國平均水平的81.6%。

2012年上半年，西北地區經濟發展保持了快速增
長態勢。據初步測算，2012年上半年全國GDP同比
增長7.6%，而陝西同比增長13%，甘肅13.6%，新疆
10.7%，青海12.3%，寧夏11.4%，西北5省區GDP增速
均明顯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但藍皮書指出，西北地區發展不平衡。首先是區
際發展不平衡，西北地區主要經濟指標整體仍落後於
全國平均水平。其次是區內發展不平衡，陝西是西北
地區經濟領頭羊，多數指標遠遠高於甘肅、青海、寧
夏、新疆，其中青海、寧夏、新疆三省經濟發展有較
好表現，甘肅則處於落後位置。

基建滯後資金不足是瓶頸
藍皮書認為，基礎設施落後、生態環境脆弱、居

民收入偏低、發展資金支撐不夠是當前制約西北經濟
社會發展四大 「短板」。 「短板」問題解決與否，直
接影響西北地區整體發展。要克服這些 「短板」，一
是以交通為先導，解決基礎設施滯後問題；二是以因
地制宜和分類政策為指導，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三是
以發展和改革為路徑，解決城鄉居民收入低下問題；
四是以完善金融和多元投資體系為手段，解決發展資
金問題。

藍皮書指出，在國家的扶貧開發優惠政策的強力
支持下，西北各省通過整村推進、產業化扶貧、勞動
力轉移培訓、移民搬遷以及社會幫扶等方式方法，貧
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狀況得到極大改善，貧困人口收入
持續提高，數量大幅減少；貧困發生率不斷降低，特
別是陝西農村10年間貧困發生率從30%下降到9%，甘
肅從37%下降到14.8%。

藍皮書指出，比較全國其他區域，西北地區城鄉
居民收入較低，特別是農民收入偏低，城鄉居民收入
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5.13%和69.93%。藍皮書分析認
為，受物價上漲、社會保障措施不力、房價頻頻攀升
、就業形勢嚴峻等因素影響，越來越多城市人口陷入
相對貧困之中，在關注農村貧困的同時，應該進一步
關注城市貧困。

【本報訊】據新華社烏魯木齊八日消息
：刺繡、民族樂器製作、玉石加工、手工羊
毛地毯編織……這些投資少、資源消耗小的
「小手藝」成為新疆拉動就業、增加收入的
「大產業」。在剛剛過去的一年裡，當地傾

力建設的十大民生工業示範基地使7.1萬人
實現就業。

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經濟與信息化委員
會主任王永明介紹，去年初，新疆啟動 「民
生工業促進計劃」，力建設和田市手工羊
毛地毯示範基地、克拉瑪依熟食品加工基地
等十大示範基地，安排5000萬專項資金重點
扶持了包括製毯、民族服裝製作等行業在內
的95個項目， 「民生工業全年完成工業總產
值10.66億元，實現銷售收入8.58億元，從業
人員7.1萬人，其中新增就業達到3萬人。」

克拉瑪依熟食品加工基地負責人介紹，
目前入駐基地的經營戶有118家，年產值近
三億元，帶動就業1500餘人， 「不僅增加了
就業、促進了經營戶增收，還解決了過去食
品加工小作坊散、亂、差的問題，保證了食
品安全。」

民生工業示範基地不僅營造了就地創業
、自主擇業的環境，而且推動了人才培訓。
新疆輕工職業技術學院開設地毯、繡品設計
與製作培訓班，已培訓學員70餘名。伊犁、
和田等地開辦經營管理課程培訓班，已培養
經營管理和技術骨幹200多名。

按照規劃，2015年新疆將培育30個具有
一定影響力的民生工業示範基地或聚集區，
實現吸納從業人員（含季節性）100萬人，
實現銷售收入100億元，培訓各種專業技能
人員100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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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皮書分析西北發展
四大短板亟待克服

江蘇省人民醫院綜合內科昨晚收治了參加過南京保
衛戰而唯一健在的老兵──91歲高齡的程雲。

程雲老伴已經去世，生活由侄子照顧。1月7號上午
，其侄子給程雲送午飯後發現他說話含糊不清，右手無
力，右腳冰涼，趕緊將老人送至江蘇省人民醫院急診。
立即組織神經內科、心臟科等多位專家會診。

據江蘇省人民醫院神經內科主任萬琪教授介紹，老
人被確診為多發性腦梗塞後，隨即採取了有效治療。8
日上午，老人已能對查房的醫生說話。

程雲早年考入黃埔軍校，上海戰役結束後，他又應
戰事需要提前畢業並參加了南京保衛戰，進行督戰。戰
爭中雖然躲過了大屠殺，他的腿上卻留下了多個槍眼。

【本報記者陳旻南京八日電】

日本近日發現
了被稱為 「書聖」
的中國東晉書法家
王羲之作品的唐代
精摹本。摹本寫在
長 25.7 厘 米 ， 寬
10.1厘米的紙上，
有三行共24字。紙
張為畫有豎線的縱
簾紙，和摹本一起
的還有幕府末期至
明治時期的古代書
法鑒定大家古筆了
仲寫有 「小野道風
朝臣」的鑒定書。

摹本將於本月
22日在東京國立博
物館舉辦的《書
聖 王羲之》特別
展上首次亮相。

（共同社）

【本報記者陳旻淮安八日電】今天是周恩來逝世
37周年。內地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民營企業家等社
會各界人士近千人聚集在江蘇淮安周恩來的家鄉周恩
來紀念館祭奠這位在中國民眾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人
民總理，其中包括專程到來參加的胡耀邦之子、全國

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胡德平、中共中央
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
員姚景源、太平洋商學院院長嚴介和等。他們向周恩
來大理石坐像前敬獻花籃與象徵高潔的白菊花，並
參觀周恩來紀念館。

儘管淮安是周恩來的出生地，但據紀念館解說員
介紹，周恩來建國後從未回過家鄉， 「只是在飛機上
在淮安的上空繞過一圈」。胡德平也對本報記者表示
，這是他第一次來紀念館。他憶述自己 「小時候見過
周總理」，對周恩來的印象是 「那些部長大員們對周
總理都特別的尊敬」。

「名相治國目的是要活人」
胡德平說， 「我在周恩來總理逝世37周年之際，

向他敬獻鮮花表達哀思。名相要治國，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活人，讓人們健康，幸福，尊嚴生活在世上
。」

他說，周總理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全黨
全國，是名副其實的名相，他的治國方略就是一心一

意搞建設，聚精會神謀發展，他是我黨提出四個現代
化的第一人。 「誰心裡裝人民，人民心中就裝誰
，誰全心全意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他就是人民心中
的豐碑，這就是人們對周恩來的回報。」

胡德平還說， 「十八大開新局，習近平總書記多
次講，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們應該有道路
思想啟志的自信。」

周恩來和平研究院的創始人之一、周恩來的侄孫
女周曉芳女士表示，總理在12歲離開家鄉，一直想回
來感恩這塊生養他的大地以及父老鄉親，卻未能如願
。今年又是周恩來總理誕辰115周年，是他享譽全球
、至今仍被國際外交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65周年。
周曉芳透露，內地偉人的後代們將與內地民眾一道，
「計劃於今年10月20日在北京共同慶賀周恩來一生偉

大的精神，推動世界和平。」
太平洋建設集團董事局主席嚴昊表示，1976年1

月8日，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舉國悲傷，今天民營
企業家們齊聚在周恩來總理的家鄉淮安，緬懷我們永
遠的好總理，為的是感恩總理，共同努力富民強國。

南京保衛戰九旬老兵送院

日本發現王羲之書法精摹本

◀將於東京國立
博物館展出的王
羲之書法唐代精
摹本 網絡圖片

◀儘管中科
院報告認為
中國的國家
健康不斷提
升，但同時
指出中國目
前仍屬 「勞
動生產型」
國家，其 「
高投資、高
出口、低消
費」 的經濟
增長模式使
中國成為經
濟全球化下
的「打工仔」
資料圖片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中）專程到淮安紀念周恩
來逝世37周年 陳旻攝

▲程雲送院治療後情況已轉趨穩定 吳倪娜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