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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监督员”事件，闹到今
天终于有了阶段性结果：“国航
回应‘监督员’事件：休养员工因
私出行， 并非监督员”，“牛某某
曾为空姐， 因患有精神疾病，很
久未工作了。”另外，曝光此事的
编剧李亚玲称与国航见面：有道
歉但无赔偿。（7月15日 综合媒
体报道）

“国航监督员” 事件曝光后，
舆论哗然。紧接着，有网友爆料，
当事人牛某某系前国航空乘人
员， 十多年前因突发精神疾病与
乘客发生冲突， 并且开水泼到了
公务舱乘客身上， 随后被鉴定为

双向情感障碍， 且有家庭精神病
史，处于长期病休中。另外，牛某
某还被扒出曾大闹机场、公交、地
铁等“前科”，曾因在首都机场辱
骂民警、 阻碍执法被处以行政拘
留5日的处罚。

对于国航回应牛某某系“休
养员工因私出行，患有精神疾病”
的说辞，或为实情，但人们不解的
是，一个精神不稳定的人，屡次在
交通工具上犯病撒泼， 为何国航
不对此采取任何预防措施， 同时
有处置权的机长和司乘人员在其
闹事时也没有及时出面处置？对
此， 国航的说法是，“目前无法制

止包括牛某某在内的精神病患者
继续登机。”但据中国民航局公布
的《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内
运输规则》第三十四条明确规定，
“传染病患者、精神病患者或健康
情况可能危及自身或影响其他旅
客安全的旅客， 承运人不予承
运。” 从牛某某曾经的行为来看，
她明显属于“可能危及自身或影
响其他旅客安全的旅客”， 那么，
拒载或明确要求须有监护人陪同
便在情理之中， 而不是放任其行
使一个并不存在的“监督员”职
责， 对其他乘客甚至对航班的正
常飞行造成负面影响。

航空运输属于特殊领域，保障
飞行和乘客的安全应是首要的，而
对精神病患者进行一定程度的限
制，与《精神卫生法》中的“不得非
法限制精神病患者的人身自由”也
并不冲突。因此，国航的道歉说辞，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诚意不足，有
推脱责任之嫌。退一步说，就算国
航无法阻止或限制牛某某这样的
精神病患者乘机，那么在其扰乱秩
序、 对其他乘客造成影响之后，也
应对其他乘客给予赔偿，因为乘客
从乘机到落地的整个过程， 属于
“购买服务” 并享有权益保障的过
程，航空公司有责任保障其权益不

受侵犯，既然无法做到将预防措施
前置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那么
事后赔偿便是属于善后义务，不能
轻飘飘一句“系精神病患者”就将
公众和乘客打发了。

显然， 此事对国航的口碑大有
影响，而要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国航
便需要在源头预防上负起责任来，
对于有精神疾病隐患的乘客， 理应
进行合理限制， 避免飞行过程中的
事故隐患。 而对于此次牛某某对其
他旅客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也应该
给予合理的赔偿， 这才是一个大型
航空公司应有的担当。

■本报评论员 张英

“癌症防治行动”提
出，倡导积极预防癌症，推
进早筛查、 早诊断、 早治
疗， 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
亡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有序扩大癌症筛查范围。
推广应用常见癌症诊疗规
范。 提升中西部地区及基
层癌症诊疗能力。 加强癌
症防治科技攻关。 加快临
床急需药物审评审批。到
2022年和2030年，总体癌
症5年生存率分别不低于
43.3%和46.6%。

“控烟行动” 提出，将
研究利用税收、 价格调节
等综合手段， 提高控烟成
效。《意见》提出，将鼓励领

导干部、 医务人员和教师发
挥控烟引领作用。 把各级党
政机关建设成无烟机关。完
善卷烟包装烟草危害警示内
容和形式。

《意见》强调，国家层面
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制定印发《健康中国
行动（2019－2030年）》，细
化上述15个专项行动的目
标、指标、任务和职责分工，
统筹指导各地区各相关部
门加强协作，研究疾病的综
合防治策略， 做好监测考
核。 要动员各方广泛参与，
凝聚全社会力量，形成健康
促进的强大合力。

■综合新华社

“精神病”不能成为侵犯乘客权益的理由评
论

我国出台健康中国行动有关文件 到2030年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15项行动努力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

本报7月15日讯 暑假到了，在
职中小学教师违规补课专项整治行
动并未放假。 长沙市教育局再次查
处一批违规补课教师， 并向社会通
报。 这是今年3月21日启动专项整
治行动以来公布的第四批违规补课
教师名单。相关负责人介绍，暑假期
间， 长沙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补课
专项整治工作将继续进行。

通报情况：
7月11日，长沙市教育局和长沙

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
组， 在岳麓区旭辉藏郡小区4栋402
室， 查到长沙市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教师汤某玉有参与违规补课行为。
市教育局已责成长沙市现代教育技
术中心对汤某玉进行严肃处理。

7月12日下午，长沙市教育局和
长沙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
察组在公安部门配合下， 对岳麓区
恒大华府小区进行了突击检查，在
21栋604室一个无证培训机构内，查
获长沙县九中教师朱某明又参与违
规补课， 另有数名违规补课教师的
情况正在核查中。

7月15日，长沙市教育局责成长
沙县教育局对朱某明从严处理。

另外， 还公布了一批近期查处
违规补课教师情况。

自6月1日以来， 在全市中小学
在职教师违规补课专项整治中，又
有下列教师被处理、处分：

天心区文庙坪小学在职在编教
师陈某给学生有偿辅导补课， 已予
以记过处分； 红卫小学临聘教师黎
某利给学生进行有偿辅导， 已予以
辞退处理； 青园中信小学临聘教师
黎某违规参与有偿补课并向培训机
构推荐生源，已予以辞退处理；黑石
小学临聘教师刘某敏、 杨某玲违规
有偿辅导学生，已予以辞退处理。

岳麓区新民小学临聘教师雷某
在培训机构从事有偿补课， 已予以
辞退处理。

雨花区枫树山大桥小学临聘教
师申某组织学生违规补课， 已予以
辞退处理。

长沙县星沙中学临聘教师王某
林在培训机构从事有偿补课， 已予
以辞退处理。

望城区望城一中在职在编教师
漆某组织学生违规补课， 拟予以记
过处分。

宁乡市白马桥滨江小学临聘教
师李某玲组织学生违规补课， 已予
以辞退处理。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静
黄禧燕 陈英 杨嘉仪

面对新挑战， 近14亿人的健康之路如何走得更稳？
健康中国如今有了一张新的“施工图”。国务院近日印发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国家层面出
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围绕疾病预防和
健康促进两大核心， 提出将开展15个重大专项行动，促
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努力使群众
不生病、少生病。

打造身边的“15分钟健身圈”

一些全社会关切的重
大健康问题， 比如心理健
康、中小学生的“小眼镜”
“小胖墩”、癌症防控等，都
被纳入重大行动的视野
中。以健康影响因素、重点
人群、 重点疾病问题为突
破口， 每个行动都设计了
具体任务和目标， 以及个
人和家庭、社会、政府的具
体职责，让百姓看得懂、记
得住。

其中，“中小学健康促
进行动”提出，动员家庭、
学校和社会共同维护中小
学生身心健康。 引导学生
从小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锻炼健康体魄，预防近视、

肥胖等疾病。 中小学校按规
定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课
程。 把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
入对学校的绩效考核， 将体
育纳入高中学业水平测试。
到2022年和2030年，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
分别达到50%及以上和60%
及以上， 全国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力争每年降低0.5
个百分点以上， 新发近视率
明显下降。

其中，“全民健身行动”提
出将努力打造百姓身边健身
组织和“15分钟健身圈”。推进
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
开放。推动形成体医结合的疾
病管理和健康服务模式。

利用税收和调价手段控烟

暑假到了，违规补课在严查
长沙市教育局再通报一批违规补课教师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
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19年度“湖
南省十佳农民” 资助项目已启动申
报。 省农业农村厅将设立人才发展
专项资金， 入围的新型职业农民可
获得5万元的项目经费。

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经营
规模适度，具备良好的示范作用；在
种植、养殖、农产品初加工、休闲农
业、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农业社会化
服务等领域从业5年以上；在推动农
业农村经济发展、 组织和带领农民
增收致富方面带头作用显著， 支持
帮助当地贫困户脱贫致富； 在本地

区、本领域口碑好，群众和基层干部
认可……符合条件的新型职业农民
可于即日起申报。

据悉，“湖南省十佳农民” 评选
已连续举办两届，每届遴选10人，每
人资助项目经费5万元。省农业农村
厅将在农民丰收节庆祝大会上公布
“湖南省十佳农民” 项目资助人选，
现场颁发资助项目证书。

2018年， 湖南新型职业农民、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分别发展到6万个、
8.9万个、3.8万户、4.7万个。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滕婷

“湖南省十佳农民”启动申报

到2022年，健
康促进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
高，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推广，
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
得到遏制，重点传染病、严重
精神障碍、地方病、职业病得
到有效防控， 致残和死亡风
险逐步降低， 重点人群健康
状况显著改善。

到2030年，全
民健康素养水平大幅提升，
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居
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得到有
效控制， 因重大慢性病导致
的过早死亡率明显降低，人
均健康预期寿命得到较大提
高， 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水平
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健康
公平基本实现。

总体目标

主要任务
实施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实施合理膳食行动

实施全民健身行动

实施控烟行动

实施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实施健康环境促进行动

实施妇幼健康促进行动

实施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实施职业健康保护行动

实施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实施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

实施癌症防治行动

实施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

治行动

实施糖尿病防治行动

实施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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