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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魏闻） 端午节即
将来临， 文化和旅游部 6 月
8 日提醒游客假期做好个人
防护， 安全文明出游。

一、 合理安排行程。 提
前了解出发地、 目的地最新
疫情防控政策， 查询旅游景
区开放、 门票预约措施。 合
理规划旅游线路和时间， 密
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
况， 特别是灾害性天气预警
信息， 根据天气预警及时调
整行程。

二、 做好个人防护。 自
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戴口
罩、 勤洗手， 少聚集、 勤通
风， 养成 “一米线” 好习惯。
乘坐交通工具、 入园游览时
自觉与其他游客保持间距 ，
避免扎堆。 咳嗽、 打喷嚏时，
注意用肘部或纸巾遮掩， 不

随地吐痰。 出现感冒、 发热
等症状时， 应停止游览并及
时就医。

三、 关注汛期安全。 在
山区、 河谷等区域要防范山
体滑坡、 落石、 泥石流、 山
洪暴发等安全风险。 避免前
往不具备开放接待旅游者条
件的区域， 不在没有安全保
障的水域游泳， 谨慎选择划
船、 漂流、 浮潜、 深潜等涉
水活动， 并在专业人士指导
下进行。

四、 关注交通安全。 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不要携带违
禁物品， 行驶途中系好安全
带， 提前了解安全锤、 灭火
器的使用方法和逃生门窗位
置， 掌握紧急逃生正确方法。
自驾出游要杜绝疲劳驾驶和
酒后驾车， 控制车速， 注意

礼让。
五、 关注消防安全。 不

在野草较多、 树木繁盛、 树
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
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 野炊。
入住宾馆时， 了解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等逃生线路， 不要
卧床吸烟、 不乱扔烟头火柴。

六、 文明健康出游。 积
极践行 “光盘行动 ”， 革除
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 杜绝
餐饮浪费 ， 提倡使用公 勺
公筷 。 遵守公共秩序 ， 爱
惜公共设施 ， 关爱自然生
态， 不在水源地或海滨区留
置垃圾， 不在 “网红” 地任
性打卡拍照。 团队旅游要选
择具有合法资质的旅行社 ，
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 不购
买明显低于经营成本的旅
游产品。

�����本报讯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6 月 7 日， 湖南
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指出， 要提高站位抓深化， 聚焦群众 “急
难愁盼” 问题， 推进医改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推动
医药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 要突出重点抓深化。 加强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 坚持 “体系重塑、 预防为主、 科学防
控、 协调高效”， 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 推
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坚持政府主导、 公益性主
导、 公立医院主导， 坚持医防、 平急、 中西医并
重， 明确微观、 中观、 宏观目标， 加快发展方式、
运行模式、 资源配置转变， 推进体系、 技术、 模
式、 管理创新。 建设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 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县域医共体建设，
做实家庭医生服务。 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始终
突出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推动形成有利于健康
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制度体系。 要加强组织、 政策、
能力、 制度保障， 确保改革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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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出现感冒发热等症状时停止游览

端午假期做好个人防护

�������王诚喜， 湖南省名中医， 主任医师， 湖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
导师、 博士后指导老师。 先后被聘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诊断
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 湖南省
中医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络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湖南省中医经典与临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省中医肺病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衡阳市中医药学会会长、 衡阳市络病专业委
员会主任委员， 担任衡阳市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专家组组长。肺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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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端午节放假通知， 本报 6
月10日、 6月15日合刊。 祝广大读者端午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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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李合锋张亚娜) 近期广东省多
地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疫情， 病毒传播速度快， 传染
力强。 广州市、 佛山市已通告要求广大市民群众非
必要不出省， 确需出省的， 需持有 48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 为此， 湖南省疾控中心 6 月 7 日温馨
提醒， 旅居广州、 佛山等地的 “湘亲” 们就地过端
午， 减少人员聚集流动。

倡导就地过节 在广州、 佛山等地尚有高中风险
区和封闭、 封控区域的情况下， 请旅居广州、 佛山等
地的 “湘亲” 们就地过端午。 确需来湘返湘者， 请在
离开上述区域和抵达目的地的第一时间主动向家乡所
在的村 (社区) 及单位报备出行情况和健康状况。

规范限制出行 湖南居民电子健康卡为黄码者或
通信行程卡为黄卡者 (国务院客户端大数据通信行程
卡标注近 14 天内有在高中风险区所在城市旅居史
者)， 须持有 7 日内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阴性有效证明
方可通行。 若没有 7 日内有效证明的， 请主动申报
并接受新冠肺炎核酸检测。

尽量减少流动 健康码为黄码 (卡) 并持有 7 日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者， 在全程规范做好个人防护
前提下允许外出， 但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并切
实控制活动范围， 原则上不参加聚餐、 会展、 旅游、
培训等聚集性活动， 不进入学校、 养老院、 福利院
等特定机构。

严格隔离观察 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者、
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含无症状感染者) 有轨迹交叉
者、 有封闭封控区域旅居史者、 健康码为红码的返湘
来湘人员， 请配合落实 14天 (自入湘之日起) 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 并于隔离开始后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分
别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21天内有境外旅居史者， 在集
中隔离满 14天后， 应继续在目的地集中隔离 7天。

湖南疾控温馨提示：

———湖南中医药大学开设“中医养生学”专业侧记
中医养生新专业 中医教育新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