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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刘振 吴
蕾 王卉） 为听障人士免费配助
听器或者免费植入耳蜗， 让他
们的世界从此充满欢声笑语。 9
月 22 日，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
金会 “福城爱耳公益计划” 暨
中央财政罗霄山片区听障人群
帮扶试点项目在郴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启动。 这是郴州利用中
央财政和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
金会为贫困听障人士实施的大
型慈善捐赠活动， 是罗霄山片
区精准扶贫助残济困的一项重
要成果。

该项目是由中国听力医学
发展基金会和郴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院长雷冬竹共同发起的公
益活动。 本次活动拟筹集 1800
万元， 通过 3 期为郴州市罗霄
山片区桂东、 汝城、 宜章 、 安
仁等四个国家贫困县的新生儿
提供免费听障筛查、 为确诊听
障儿童免费植入耳蜗， 预计帮
扶人数达 4.2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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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亚， 湖南省脑科医院抑郁
症诊疗中心主任、 副主任医师。 湖
南省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青年
委员， 湖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双心治
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
精神科医师分会第五届委员会、 双
相及相关障碍专业委员会 （学组）
委员、 精神分裂症专业委员会 （学
组） 委员、 妇女精神卫生专业委员
会（学组） 委员。

精神卫生专家

刘光亚

������据新华社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9 月
22 日下午在京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
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 就 “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 他强调， 党和
国家高度重视教育、 文化、 卫生、 体
育事业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
就此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抓好落实工作， 努力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扎实推
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大力发展卫生
健康事业， 加快体育强国建设， 推动
各项社会事业增添新动力、 开创新局
面，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
感、 安全感。

习近平指出， 人民健康是社会文
明进步的基础，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

强的重要标志，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
共同追求。 要站位全局、 着眼长远，
聚焦面临的老难题和新挑战， 拿出实
招硬招，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要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加
快建立完善制度体系， 保障公共卫生
安全， 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
式、 生产方式、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
治理模式， 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
协调发展。 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
方针， 坚持防治结合、 联防联控、 群
防群控， 建立稳定的公共卫生事业投
入机制， 加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
力度。 要聚焦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
病和主要问题， 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
动，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完善国
民健康促进政策， 创新社会动员机

制， 健全健康教育制度， 从源头上预
防和控制重大疾病， 实现从以治病为
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要坚持基本
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 加快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让广大
人民群众就近享有公平可及、 系统连
续的预防、 治疗、 康复、 健康促进等
健康服务。 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 认真总结疫情防控中经过实践检
验的经验和模式， 用制度形式予以固
化。 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完善我国
参与国际重特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工作机制， 履行国际义务， 发挥全
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作用， 推动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的重要途径， 是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向往、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重要手段。 “十四五” 时期， 要科
学研判体育发展面临的新形势， 坚持
问题导向，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 深化改革创新， 不断开创体育事
业发展新局面。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
群众需求，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 要推动健康关口前
移， 建立体育和卫生健康等部门协
同、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
新模式。 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 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推动青少年
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 �本报讯 （魏闻） 又快到国庆中秋长假
啦， 很多人可能会安排假期出游。 9 月 22
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出温馨提示：
当前仍处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时期， 尽量避免非必要的跨境旅游， 可正
常安排国内旅行， 旅行期间要服从旅行目的
地新冠防控工作的有关要求。

目前我国境内各地均为新冠疫情的低风
险地区， 可以正常旅行， 旅行期间要服从旅
行目的地新冠防控工作的有关要求。 同时准
备免洗手消毒液、 消毒湿巾、 口罩等物品。
旅游期间注意与他人保持距离， 勤洗手， 密
闭和人群密集处佩戴口罩。

而目前处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 境外
疫情此起彼伏、 持续蔓延扩散中。 中国疾控
中心建议个人权衡出行时间， 尽量避免国庆
中秋假期非必要的跨境旅行。 旅行期间， 乘
坐飞机、 火车等交通工具时要遵守秩序和乘
务人员管理要求， 全程佩戴口罩， 做好手卫
生， 并妥善保存票据以便查询。 游玩过程中
在封闭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佩戴口罩。 在餐
厅内用餐建议间隔落座或同侧用餐， 与其他
人保持 1 米以上的距离。 如旅途过程中出现
发热、 乏力、 干咳等症状， 应立即到就近的
医疗机构就诊， 取消或中止旅行。 旅行归
来， 继续做好个人健康监测， 应自我观察
14 天， 一旦出现身体不适， 及时就医并主
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旅行史。 如果是境外旅行
归国人员， 应按照我国最新版新冠肺炎防控
方案的要求， 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入境口岸海关核酸检测、 入境地集中隔离后
期核酸检测、 居家隔离期满后核酸检测。

习近平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强调———

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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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国庆中秋旅行重点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