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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今日本报 02版《孕产妇的“保护神”》

������本报讯 （王倩） 近日， 全国老龄办就
做好老年人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印发通知，
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下， 老年人尤其是患有
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患者重症发生率和病亡率
相对较高。 各地要从保护老年人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的高度， 进一步压实 “四方” 责
任， 落实 “四早” 要求， 织牢老年人疫情防
控的防护网。

通知强调，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在科
学防控基础上， 为老年患者提供及时、 便
利的医疗服务。 加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
老年人居家医疗服务。 要做好老年人照顾
和权益保障工作 ， 解决老年人在出行 、
就医、 消费等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智能技
术运用困难。 协调保障服务老年人的医
护力量和防护物资， 做好一线医务人员
老年亲属的健康、 托养和生活服务。 动
员涉老社会组织、 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 加强对老年人疫情防
控工作的督导检查。

�������谢辉， 湘潭市妇幼保
健院主任医师、 产科大
主任。 湘潭市质量控制
中心主任， 湖南省妇幼
保健与优生优育协会助
产技术与导乐分娩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 妇幼急
诊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 湘潭市妇幼保健与
优生优育协会产科专委
会主任委员， 湘潭市妇
产科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据国家卫健委网站消息 日前，
国家卫生健康委、 科技部、 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结合相关法律法规修订
了 《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
范》。 《行为规范》 明确提出， 医
学科研人员在发表论文或出版学术
著作过程中， 要遵守 《发表学术论
文 “五不准”》 和学术论文投稿、 著
作出版有关规定。 论文、 著作、 专
利等成果署名应当按照对科研成果
的贡献大小据实署名和排序， 无实
质学术贡献者不得 “挂名”。

《行为规范》 要求， 医学科研
人员在进行项目申请等科研与学术
活动时， 必须保证所提供的学历、
工作经历、 发表论文、 出版专著、
获奖证明、 引用论文、 专利证明等
相关信息真实、 准确。

医学科研人员在研究中， 应当
诚实记录研究过程和结果， 如实、
规范书写病历， 包括不良反应和不
良事件， 依照相关规定及时报告严
重的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信息。

《行为规范》 要求， 医学科研人

员在发表论文或出版学术著作过程
中， 要遵守 《发表学术论文 “五不
准”》 和学术论文投稿、 著作出版有
关规定。 论文、 著作、 专利等成果
署名应当按照对科研成果的贡献大
小据实署名和排序， 无实质学术贡
献者不得 “挂名”。

导师、 科研项目负责人须对使
用自己邮箱投递的稿件、 需要署名
的科研成果进行审核， 对科研成果
署名、 研究数据真实性、 实验可重
复性等负责， 并不得侵占学生、 团

队成员的合法权益。
学生、 团队成员在科研活动中

发生不端行为的， 同意参与署名的
导师、 科研项目负责人除承担相应
的领导、 指导责任外， 还要与科研
不端行为直接责任人承担同等责任。

������本报讯 （通讯员 梁进军 张
亚娜） 牛肝菌， 因肉质肥厚、 形
似牛肝而得名。 可牛肝菌品种众
多 ， 其中不乏有毒者 ， 2 月 18
日， 湖南省疾控中心食安科发布
健康提醒， 吃牛肝菌一定要 “三
熟”， 以防中毒。

专家指出， 食用了有毒的牛
肝菌会出现中毒症状， 主要表现
为两种类型 ： 一种是神经精神
型， 吃完有毒的牛肝菌之后会出
现大哭大笑， 精神失常， 甚至会

出现幻觉 ， 比如 “小人国幻视
症”。 另外一种是肠胃炎型的 ，
发病的症状为恶心呕吐、 腹泻、
肚子疼等。

那么如何安全地食用牛肝菌
并减少中毒几率呢？ 疾控专家提
醒， 吃菌要 “三熟”：

1.菌子要煮熟。 不管是购买
或采摘都不能直接食用， 不能凉
拌和生食， 一定要加工之后再食
用。 无论是炖汤还是爆炒都要炒
熟煮透之后进食。

2.菌的种类要熟 。 把好采
购和自己采摘这一关 ， 在购买
时， 应选择正规商家生产或包装
的牛肝菌， 不要自行采摘野生食
用菌， 也尽量不要选择流动摊档
特别是旅游摆卖的牛肝菌， 更不
要尝试在网上购买不明来源的牛
肝菌。

3.去医院的路要熟。 提醒要
在制作和进食之前把牛肝菌的原
材料和成品拍照， 一旦中毒可供
专业人员救治参考。

医学科研人员发表论文 无实质贡献者不得“挂名”

产科专家
谢辉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大力普及“救命术”
铸造生命的“诺亚方舟”

�����本报讯 （辛文） 近日， 国家卫生健康
委、 教育部联合发布 《儿童入托、 入学预
防接种证查验办法》， 其中明确规定， 现
阶段全国所有托育机构、 幼儿园和小学均
应开展入托、 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
其他类型学校是否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管
理， 由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
部门根据疾病防控的需要确定。

《办法》 指出， 对需要补种疫苗的儿
童， 托育机构、 幼儿园和学校须督促儿童
监护人及时带儿童到接种单位补种疫苗，
并在儿童补种疫苗后再次核对预防接种证
或其他形式能够评估儿童预防接种完成情
况的资料， 查验疫苗补种完成情况。 儿童
入托、 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须在新生
开学后或儿童转学、 插班 30 日内完成。

三部委修订《医学科研诚信和相关行为规范》

家长们请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