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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结核病防治所 （湖南
省胸科医院） 耐药结核病专科主
任、 呼吸内科主任医师。 湖南省
全球基金耐多药肺结核病免费诊
断治疗中心主任、 中华医促会耐
药结核病组副主任、 湖南省防痨
协会常务理事兼临床委员会副主
任、 湖南省预防医学会结核病分
会副主任、 2008 年被国家卫生部
授予“先进工作者” 称号 （省级
劳动模范）。

杨坤云

������本报讯 （叶龙杰） 国家卫
生计生委主任李斌 5 月 14 日出
席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 、 高级别会议全体
会议， 并于 5 月 13 日与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
生组织关于 “一带一路” 卫生
领域合作的执行计划》； 国家卫
生计生委副主任崔丽出席高峰
论坛高级别会议 “增进民心相
通” 平行主题会议， 并于 5 月
12 日在中捷两国首脑见证下与

捷克卫生部副部长拉德克·波利
察尔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
捷克卫生部关于卫生合作 2017～
2020 年度执行计划》。

在 “增进民心相通 ” 平行
主题会议上， 国家卫生计生委
进行了会议成果展示， 重点从
维护全球卫生安全、 支持全球
卫生发展、 推动合作创新 3 个
方面， 阐述了推进 “一带一路”
卫生合作、 打造 “健康丝绸之
路 ” 的重要意义和相关举措 ，

倡议建设 “一带一路 ” 公共卫
生联盟、 “一带一路 ” 医院临
床专科联盟和 “一带一路 ” 卫
生政策研究网络等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是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 4
年来 ， 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 。
国家卫生计生委作为高峰论坛
筹委会成员， 参与了高峰论坛
相关会议成果、 议程设计等工
作。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际司相
关负责人陪同参加此次高峰论
坛相关活动。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深化卫生合作

打造“健康丝绸之路”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燕 ） 5
月 16 日，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精神卫生研究所郝伟教授在维也
纳召开的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
局 （以下简称为 “麻管局”） 第
119 次会议， 当选为麻管局第一
副主席。

麻管局是独立的、 半司法性
质的国际麻醉品管制机关。 其宗
旨为促进联合国有关毒品公约的

履行， 促使各国遵守各项条约的
有关条款， 并为缔约国在此方面
的努力提供协助。 郝伟在 2015
年成功当选为麻管局委员， 任期
至 2020 年。 2016 年当选为麻管
局副主席， 今年更上一层楼， 当
选为第一副主席。

郝伟在精神病学与成瘾医
学领域是举足轻重的专家 ， 是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 （一级

协会 ） 现任会长 ， 也是世界卫
生 组 织 （WHO） 酒 精 与 药 物
滥用专家组成员 、 WHO 成瘾
行为与健康合作中心主任 、 国
际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指南工
作组成员 ， 曾任中国医师协会
精神科医师分会会长 。 主编的
《精神病学 》 第 4-7 版 ， 是精
神病 学 领 域 影 响 最 大 的 教 科
书。

� �本报讯 （卫文) 近日召开的爱国卫生
运动 65 周年暨全国爱国卫生工作座谈会
透露， 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 42 字方针
正式出炉， 这是继 1978 年和 1989 年后，
爱国卫生运动第三次发布工作方针。

这42 字新方针具体是指： 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 政府主导， 跨部门协作， 全社会
动员， 预防为主， 群防群控， 依法科学治
理， 全民共建共享。 其中， 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 是爱国卫生运动一以贯之的宗旨。
政府主导、 跨部门协作、 全社会动员， 是
爱国卫生运动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 预防
为主， 群防群控， 依法科学治理， 是爱国
卫生运动减少健康危害因素、 有效防控疾
病的工作方法和基本路径。 全民共建共享，
体现了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 人人尽力、
人人分享健康成果的理念。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爱国卫生 42 字方针
新鲜出炉

������本报讯 （记者 尹慧文 通讯员 张亚娜）
5 月 16 日， 湖南省疾控中心组织专家开展
2017 年 “全民营养周、 湖南在行动” 宣传
活动， 重点强调 “食物多样， 谷类为主”
的饮食理念。

该中心主任医师 刘富强介绍， 每年
的 5 月第三周为 “全民营养周”。 全民营
养周的 LOGO 以 “众” 为原型， 表达人人
营养， 全民健康， 标志由蓝色和绿色两种
颜色组成， 表达青出于蓝， 健康来自营
养； 众人携手向前、 面向健康未来的含
义。 本届营养周的主题是 “全谷物， 营
养+ ， 开启营养健康谷物新时代”。

据了解， 近 30 年来， 我国居民膳食
模式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居民的谷类消
费量逐年下降， 动物性食物和油脂摄入量
逐年增多。 据 《中国成年居民粗杂粮摄入
状况》 的调查， 目前我国超过 80%成年居
民全谷物摄入不足， 导致人体 B 族维生
素、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缺失， 这些因素都
可能增加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风险。
而增加全谷物摄入， 有利于降低 2 型糖尿
病、 心血管疾病、 肥胖和肿瘤等与膳食相
关的慢性病的发病风险。

刘富强呼吁， 居民饮食要丰富多样，
坚持谷类为主， 特别是增加全谷物摄入。
所谓谷类为主， 就是谷类食物所提供的能
量要占膳食总能量的一半以上； 全谷物，
是指未经精细化加工或虽经碾磨、 粉碎、
压片等处理仍保留了完整谷粒所具备的胚
乳、 胚芽、 麸皮及其天然营养成分的谷
物。 稻米、 小麦、 大麦、 燕麦、 黑麦、 黑
米、 玉米、 裸麦、 高粱、 青稞、 黄米、 小
米、 粟米、 荞麦、 薏米等， 如果加工得当
均可作为全谷物的良好来源。

超 80%成年居民
全谷物摄入不足

食盐种类多 营养差别有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