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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办指导下
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全民健身行动取得
很大成效。

“国家体育总局每五年举办一次全国性
的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和国民体质监测，
从数据上看到，202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人数比例达到37.2%，比2014年提高了3.3
个百分点，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合格率达到
90.4%。”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副司长高元义
介绍，全民健身的设施、场地不断丰富完善。

此前发布的《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
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构建多层级
健身设施网络和城镇社区15分钟健身圈。

开展全民健身场地设施补短板工程，支
持体育公园、健身中心、健身步道、县级体育
场、足球场建设……在推动解决群众“健身去
哪儿”难题上，国家体育总局“实招”频出。

此外，如何科学健身成为推动全民健身
的一个重要问题。高元义呼吁，科学健身需
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更需要健身者本人努
力。希望每个人都能掌握更好的健身技能，
共同建设健康中国。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记者李恒）

健康中国行动2022年主要目标提前实现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岁
人民健康是民

族昌盛和国家富强
的重要标志。2019
年7月，针对影响健
康的主要因素，为
保护重点人群，防
控重大疾病，国务
院启动实施健康中
国行动。

人均预期寿命
提高到 77.93 岁，
主要健康指标居于
中高收入国家前
列，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37.2%，健康中国
行动 2022 年主要
目标提前实现……
国家卫生健康委7
月5日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发布的一
系列数据表明，健
康中国行动实施成
效明显。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健康中国行动实施
3年来，群众健康素养稳步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得
到逐步推广，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和
明显成效。

“健康中国行动实施之初，国务院专门对行动
监测考核作出部署和要求。通过组织开展考核，
有效发挥了‘指挥棒’作用。”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
毛群安介绍，围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我国
多措并举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在健康促进政策体
系基本建立、健康风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全生命
周期健康维护能力明显提升、重大疾病得到有效
遏制、全民参与的氛围日益浓厚等5个方面取得
积极进展，健康中国建设开局良好、进展顺利。

近年来，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健康中国
行动推进委员会各成员部门扎实开展健康环境促
进行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开展了
多轮爱国卫生专项行动，清理整治环境卫生，以改
造环境助力人群健康水平提升，城乡环境质量显
著提升，各项健康环境指标持续向好。

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会同有关部门，进
一步加强城乡环境卫生治理，打造健康的人居环
境，切实降低疾病通过环境传播的风险。

围绕重点人群，我国健全完善健康
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健康服务能力。妇
女儿童“两纲”、“十三五”规划目标全面
实现，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覆盖
率达到91.7%，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年均下降幅度基本接近预期目标，全国
报告新发职业病病例持续下降。

青少年正处于身体发育、心理发
展、社会适应、人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学
生健康是全民健康的重要基础。多年
来，特别是健康中国行动实施3年来，我
国始终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有效推
进中小学健康促进专项行动。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家学生体质
健康标准测试达标优良率达到33%。
截至2021年，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
体育健康课程教师配备达到77万人。

“学生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得到进
一步提高，学校健康促进意识和健康促
进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教育部体卫
艺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刘培俊说。

保护青少年不受烟草危害是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键。下一步，国家
卫生健康委将会同相关部门，全力防止
青少年接触烟草，携手打造政府、社会、
个人共建共治共享的控烟格局，为进一
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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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
教授李海云从事了近10年家庭教育
研究。她表示，在国内，家庭教育专
业还处于学科建设期，专业标准尚未
完善。这一领域在咨询行业也较为
小众，专业教师和专业从业者不多，
能够开展的课程服务总量十分有限，
低质量课程充斥着现在的培训市场。

业内人士表示，家庭教育促进
法实施后，“依法带娃”的观念开始
普及，但如何带娃困扰着很多家

庭。“确实会有家长希望寻求家庭教
育方面的帮助，不少培训机构就是
瞅准了这一需求，推出看似对口的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

李海云认为，专业的家庭教育指
导包含了教育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知
识，更需要长期实践经验，要规范从
业者资格，从课程内容、师资等多方
面对开展培训的机构进行规范，真正
培养具有家庭教育指导素养的人才。

人社部6月14日向社会公示了家

庭教育指导师等18个新职业，经征求
意见、修改完善后，这些职业将被纳入
新版职业分类大典。据了解，人社部
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制定新职业标
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
和知识技能要求等作出明确规定。并
指导培训机构依据国家职业标准开展
培训，按照有关规定颁发证书，促进
家庭教育指导等领域健康有序发展。

（据新华社太原7月5日电 记
者王菲菲 李紫薇 宋佳）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乱象频生

课程七拼八凑 高薪就业不靠谱

一段时间以来，家庭教育
指导师培训的广告频频出现
在一些微信公众号、网页、短
视频平台，“全职年薪30万”
“兼职咨询费 500 元/小时”
“市场需求多，岗位缺口
大”……类似广告吸引了不少
人参加培训考证。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机构的培训项目收费
几千元，但课程内容多为七拼
八凑，号称的高薪就业更是难
以实现。

机构力推 号称拿证就可高薪就业

“年入30万元，人才缺口超过
250万人，家庭教育指导师是现在最
有前景的职业”“无门槛、无要求，参
加培训即可拿证，拿证就能上
岗”……

家庭教育促进法于2022年1月
1日起正式施行，家庭教育指导师培
训和考证项目大量出现。企查查数
据显示，2021年，新注册的家庭教育

指导相关企业同比增长24.39%，截
至2022年5月，今年新注册企业数
量已超过了2021年增长数的一半。

记者咨询多个机构，销售人员
均称，家庭教育指导师市场需求旺
盛，从业者缺口大，目前的家庭教育
指导师证书考试无专业限制、无学
历要求，短训即可上岗，就业后收入
丰厚。这些培训项目收费几千元，

有的一对一培训价格上万元。
记者向一家在招生的机构咨

询，一位张老师称，拿到证书后，机
构会向多个就业平台推送学员信
息，帮助就业。“现在家庭教育出现
问题的很多，不愁没有人咨询。”他
还发送了一张职业需求表，写着月
薪一万元起。

多个机构销售人员称，无门槛

报名马上停止，相关专业以外的人
错过机会将无法报名。一名销售人
员表示：“6月份的考试有200多人
报名。”

一位家政人员告诉记者，家政
公司不断推销家庭教育指导师证，
称拿到证书可以要求加薪，还帮助
他们与机构对接，课程费用为
3980元。

课程七拼八凑 一周短训就可拿证

在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原副会长
赵忠心看来，目前市场上的家庭教
育指导师培训可以用“杂乱无章”来
形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从业者需

要系统培养，具备教育学、心理学、
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

记者调查发现，各机构的课程
内容主要是亲子关系、夫妻关系
等。有的机构选择一些高校教师的
讲课录像拼凑出一套课程，毫无系
统性。多名参加过培训的消费者告
诉记者，课程质量并不高，讲师一般
结合自身经历对教育理论进行讲
解，“这些理论在网上都能查到，有

的讲师全程念课件资料”。
有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培训机构

的多数授课教师其实是销售人员。
一些机构的培训项目多为短训

班，有的全套网络课程仅20小时，课
程最长的也不超过100小时，培训
结束就可拿到机构发的“家庭教育
指导师证书”。

但多位获得证书的消费者均表
示从未找到过相关工作。刘杰今年3

月花费3000多元考取了某机构的家
庭教育指导师专项技能培训证书，想
做兼职。“我将自己的证书和信息上传
在多个平台，至今无人问津。”刘杰说。

事实上，2021年11月，人社部
公布新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家庭教
育指导师并未入列其中。人社部曾
发文要求，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
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内除准入类职
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挂钩。

制定新职业标准 按有关要求培训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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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人数比例达到37.2%。

图为河北省邢台市南
园路小学学生在练习蹦床。

新华社发

“慧眼”卫星再次刷新
直接测量宇宙最强磁场纪录

据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记者张泉）“慧
眼”卫星团队日前在编号为Swift J0243.6+6124
的中子星X射线双星发现了能量高达146千电子
伏的回旋吸收线，对应超过16亿特斯拉的中子星
表面磁场，再次大幅度刷新了最高能量回旋吸收
线和宇宙最强磁场直接测量的世界纪录。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
团队与合作者共同完成，相关成果在国际学术期
刊《天体物理杂志通讯》在线发表。

据介绍，中子星是宇宙中具有最强磁场的天
体，对其X射线能谱的回旋吸收线的探测是目前
直接测量中子星表面磁场的唯一方法。本次发
现不仅创造了迄今宇宙天体磁场直接测量的最
高纪录，还首次在超亮X射线源中直接测量了其
中子星的表面磁场。

“慧眼”卫星于2017年6月发射升空，是我国
第一颗X射线天文卫星。据介绍，2020年，“慧眼”
卫星在编号为GRO J1008-57的中子星中探测
到90千电子伏的回旋吸收线，对应10亿特斯拉的
中子星表面磁场，是当时宇宙磁场直接测量的世
界纪录；随后，“慧眼”卫星在另外一个中子星的能
谱上探测到了约100千电子伏的回旋吸收线。

“‘慧眼’卫星连续三次刷新回旋吸收线能量测
量的最高纪录，表现出在探测天体高能X射线能谱
方面具有国际领先的独特能力。”中科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慧眼”卫星首席科学家张双南说。

新华社广州7月5日电（黎云 杨捷）中国海
军第40批护航编队圆满完成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护航任务，于5日上午顺利返回广东湛江某军
港。这次任务历时172天，累计航行近9万海里，
高效完成30批50艘中外船舶护航任务，并为1
艘船舶提供医疗救助。

中国海军第40批护航编队由导弹驱逐舰呼
和浩特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综合补给舰骆马
湖舰组成，1月15日从广东湛江某军港解缆起
航。任务期间，编队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严
密组织护航行动，采取接力护航、延伸护航、区域
监控等多种方式确保被护船舶航行安全，有力维
护了国际海上贸易通道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海军第40批护航编队
完成任务返回湛江

骆马湖舰（中）同时为岳阳舰（左）、呼和
浩特舰进行补给。 新华社发

7月5日，在上海长途客运南站，一辆载
有旅客的客车驶出停车场。 新华社发

上海长途汽车客运
陆续恢复运营

据新华社上海7月5日电（记者王辰阳）记
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获悉，上海各客运站自7月
4日起陆续恢复运营。此前，为配合疫情防控工
作，上海全部客运站自3月14日起暂停运营。

据介绍，12个上海市属的交运巴士长途客运
站从7月4日起陆续恢复运营，线路主要前往浙
江、江苏、江西等地。目前，进入长途客运站或搭
乘长途汽车的人员，须持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无法使用智能手机的乘客，须携带本人身
份证原件，以书面登记、“数字哨兵”扫描身份证
等形式进行核验。

公安部整治夏季酒驾醉驾
两晚查处1.7万余起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记者任沁沁）记者5
日从公安部获悉，7月2日、3日，公安部交管局组
织开展周末夜查全国统一行动，重拳打击酒驾醉
驾违法犯罪行为，共查处酒驾醉驾1.7万余起，其
中醉驾3000余起。

按照公安部关于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
行动总体部署，公安交管部门组织开展夏季酒驾醉
驾集中整治百日行动。夜查行动期间，各地最大限
度将警力和装备投入路面，加强酒驾醉驾多发易发
时段、路段的警力部署，通过异地用警、交叉检查、接
力整治等方式，实现城市道路、农村地区、高速公路
全覆盖，并同步查处超员载客、无证驾驶、假牌套牌
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消除安全隐患。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驶人朋友，酒驾醉
驾是严重的交通违法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安
全风险突出，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
觉抵制、主动劝阻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做到开
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文明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