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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卫闻）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日
前发出通知， 要求全国各地组织开展 2021 年
世界卫生日宣传活动。 今年， 世界卫生组织将
4 月 7 日世界卫生日的主题确定为 “建设一个
更公平、 更健康的世界”， 呼吁确保每个人都
享有利于健康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随时随地获
得其所需的优质卫生服务。 中国宣传主题定为
“巩固全面小康， 促进健康公平”。

通知要求各地要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讲好党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发展卫
生健康事业给基层带来的巨大改变， 为患病困
难群众提供的有力保障； 宣传三级医院对口帮
扶、 组团式援疆援藏等中国特色促进健康公平
的举措、 典型案例及取得的成果； 解读巩固拓
展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政策措
施； 介绍中国积极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 加强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的举措和成效。

同时， 通知要求各援外医疗队积极参加所
在国的世界卫生日活动， 开展宣传和交流， 介
绍中国促进健康公平的成果和经验。

世界卫生日（中国）主题

�������张海明，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湘潭市肿瘤医院） 肿瘤内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 湖南省医学会化疗专业
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抗癌协会靶向治
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健康服务
协会肿瘤防治理事会理事。 湘潭市抗
癌协会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 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旭东 吴元知） 4 月 1
日， 湖南省第六届 “万步有约” 健走激励大赛
启动仪式在湘潭市举行。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
心、 湖南省卫健委、 省疾控中心、 湘潭市卫健
委、 湘潭市疾控中心、 全省各市州以及区、 县
疾控中心等单位 200 多人参加启动仪式。

“万步有约” 健走激励大赛由国家卫生健
康委疾控局指导进行， 已经成功举办了 5 届，
今年全国已有 600 余个县区报名参赛， 预计规
模将达到近 30 万人。 据了解， 湖南省一直以
来都是 “万步有约” 活动的领头羊， 自 2016
年首届大赛起， 湖南省连续 4 年获得省级奖项
一等奖， 每年都有参赛县区获得金银铜牌健走
示范区， 5 年来有 4 个地区成为健走示范城
市， 成绩和参赛规模也一直处于全国前列。

目前， 湘潭市直机关、 企事业单位已经
有 50 多家单位共 1000 人报名参加本届 “万步
有约” 健走激励大赛。 5 月 11 日至 8 月 18 日
将举行精英赛。 进入精英赛的各单位队员必须
参加健康指标收集和健走比赛。 健康指标收集
也就是参赛队组织队员进行赛前的身体健康指
标检测与生活状况信息采集， 赛后再进行健康
评估。 在为期 100 天的健走比赛中， 参赛队员
都必须佩戴比赛专用的运动处方计步器， 记录
每天的健走步数， 并将数据上传到大赛网络系
统， 以健走步数与健走强度累积计算积分。 为
激励各参赛队伍积极参赛， 推动全面健康与全
民健身深度融合， “万步有约” 健走激励大赛
设立了团队奖与个人奖。

据介绍， 湘潭市每年组织开展全民健身赛
事活动 200 余场， 参与群众达 300 多万人次，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到 44.15%， 国
民体质监测合格达标率达到 92.15%， 已实现
全民健身全覆盖。

肿瘤内科专家

张海明

������本报讯 （通讯员 卫建） 日
前， 2021 年湖南省医疗管理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
议谋划部署 “十四五” 期间和
2021 年的医疗管理重点任务。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主任、 党组书
记陈小春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小春指出 ,2021 年全省
医疗管理服务工作要坚持 “人
民至上、 生命至上”， 牢牢把
握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历史
机遇、 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机
遇、 实施 “三高四新” 的发展
机遇和深化分级诊疗的改革机
遇， 力争用 5 年时间努力实现
公立医院 “三个转变、 三个提
高 （第一个转变， 从发展方式
上走向内涵建设为主， 提高质
量。 第二个转变， 从发展的内
涵上、 管理上走向内涵式的、

集约性、 高效管理， 通过信息
化手段， 提高效率。 第三个转
变， 从资源配置方面逐渐转向
投向人力资源发展， 提高积极
性， 提高医务人员待遇）”， 加
快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城乡融合
发展，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和均衡布局， 构建优质高效整
合型医疗服务体系， 打造湖南
医疗高原、 高峰和高地。

陈小春强调， 要切实做好
五项工作， 当好全省人民健康
的 “守门人”。 一是全力做好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全力
保障接种安全， 依托医疗机
构设立大型接种点， 加强相
关医务人员培训与调配。 二
是抓紧抓实常态化疫情防
控 ， 严格落实院感防控措
施 ， 巩固提升疫情救治能

力， 继续做好核酸检测工作。
三是坚定不移推进公立医院党
的建设， 发挥党委领导作用，
筑牢基层战斗堡垒， 塑造行业
良好形象。 四是全面推动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 以项目建设
为抓手 ， 着力实施 “三个一
批”；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 持
续提升 “三项能力”； 以群众
需求为导向， 健全完善 “三大
体系”。 五是统筹做好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 平安医院建
设、 改善医疗服务、 医院文化
建设各项重点工作， 全力推动
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

湖南省医疗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打造湖南医疗高原、高峰和高地

������本报讯 （通讯员蒋海文） 4
月 7日， 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
报告文学作家韩生学采写的第一
部反映湖南本土抗疫的长篇报告
文学 《生命大决战》， 在长沙举行
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 来自全国
的 60 余名专家、 学者参加了会
议。

《生命大决战》 共 20 万字，
以怀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写作
对象， 以战争序列为写作视角。
通过怀化抗疫中的 “小战场”
“小人物” “小故事”， 真实还原
怀化抗疫的感人故事， 凸显 “大

背景” “大视野” “大情怀”，
努力打造全国抗疫的湖南样本。
作为怀化市卫健系统工作者， 作
家韩生学既是这场战 “役” 的参
与者、 见证者， 又是记录者。 作
家以见证历史的在场姿态， 以躬
身泥土的采访状态， 以民本情怀
的写作心态， 将真挚的生命体
验、 强烈的情感趋向和鲜明的社
会意识有机结合， 完整地呈现出
了惊心动魄、 感人心弦的战斗历
程和伟大的抗疫精神。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 中
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朝全认

为， 《生命大决战》 从 “小我”
出发， 采用 “以小见大” 的方式
来表达， 呈现 “战火” “集结”
“出征” “阻击” “决战” “凯
旋” 的战斗历程， 彰显了生命的
顽强与壮阔， 凸显了 “人民至
上” “生命至上” 的价值理念。

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
认为， 《生命大决战》 为 “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 提供
了有力的证词， 为 “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中国故事” 留下了原始
的记忆， 为弘扬伟大的 “抗疫精
神” 提供了精彩的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