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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8版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3月 1日， 湖南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专业报分会主办的 2021 年度湖南省专业报好
新闻评选工作结束， 大众卫生报 8 件作品分获一、
二、 三等奖。

大众卫生报此次获奖作品及类别具体为： 《一觉
醒来， 健康码 “黄” 了! 收下这份 “黄码” 队独家抗
疫指南》 获媒体融合类一等奖 （作者： 王璐）； 《泽
润东方·毛泽东与人民健康》 系列报道 （作者： 汤江
峰）、 《“实效” 二字重千钧———郴州市推进基层卫生
健康体系建设侧记》 （作者： 汤江峰、 涂诗卉、 李华
雄、 朱忠达）、 《“一谱一表” 推动基层首诊———醴陵
市泗汾镇中心卫生院推行分级诊疗侧记》 （作者： 汤
江峰、 许红波 ） 获通讯与深度报道类二等奖； 《湖
南实施首例 798元支架手术》 （作者： 欧阳振华） 获
消息类二等奖； 《健康素养水平 5 年提高 14.45 个百
分点 湖南晒出健康促进成绩单》 （作者： 唐玉萍、
卢玉新、 李济生、 王五红） 及 《全国首例！ 28 岁心
肺联合移植患者做妈妈了》 （作者： 梁湘茂、 沙丽
娜、 赵丽萍） 获消息类三等奖； 《5·12 护士节快乐！
“男” 丁格尔， 属于你们的高光时刻到啦》 （作者：
张丽、 王思贤） 获媒体融合类三等奖。

������本报讯 （张磊） 2 月 28
日， 2022 年全国卫生健康宣
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
开，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
员、 副主任李斌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 ， 过去一年 ，
全委全系统坚决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 紧扣庆祝
建党百年主线， 把握正确政
治方向， 围绕卫生健康工作
重点任务， 坚持正面宣传引

导和防范化解风险并重， 各
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

会议强调， 做好 2022 年
卫生健康宣传工作， 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 突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首要政治任务， 突出迎接宣传
贯彻党的二十大工作主线， 坚
持稳中求进、 守正创新， 聚焦

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浓
墨重彩做好主题宣传， 及时有
效回应群众关切， 用心用情
开展典型宣传， 压紧压实意
识形态责任， 广泛深入普及
健康知识， 加大力度推进将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生动鲜
活讲好卫生健康故事， 为奋
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提供
坚强思想保障和强大精神动
力，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 （魏闻）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从
今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开始施行， 原 《中华人民共和
国执业医师法》 同时废止。 《医师法》 明确规定每
年 8 月 19 日为中国医师节。 为保障医师合法权益，
规范医师执业行为， 加强医师队伍建设， 保护人民
健康，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为加强对医护人员的执业安全保护， 《医师
法》 在总则中明确医师的人格尊严、 人身安全不受
侵犯。 明确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阻碍医师依法执
业， 干扰医师正常工作、 生活； 禁止通过侮辱、 诽
谤、 威胁、 殴打等方式， 侵犯医师人格尊严、 人身
安全和人身自由。

《医师法》 新增规定在紧急救治中医师的权利
受到保护： 国家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交通工具等
公共场所急救服务； 医师因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
人损害的， 不承担民事责任。 危急情况下不能取得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 医师经医疗机构批准， 可
以立即实施医疗救助措施。

《医师法》 新增规定： 医师在二个以上医疗卫
生机构定期执业的， 应当以一个医疗卫生机构为
主， 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如果在县
级以下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主执业机
构应当支持并提供便利。

在诊疗方面， 《医师法》 明确医师可以基于循
证医学证据， 扩展性用药， 对特殊疾病诊疗有更多
的诊疗自主权。

《医师法》 首次提出 “终身禁业” 制度， 规定
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 医学伦理规范， 造成恶劣
社会影响的医师， 五年直至终身禁止从事医疗卫生
服务或者医学临床研究。 医师如果违反诊疗规范，
对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 治疗造成不良后果， 情
节严重的， 会责令医师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
业活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春娥
梁进军） 金箔巧克力、 金箔
冰淇淋、 金箔蛋糕……不知
从何时起， 在食品中流行添
加金箔 。 金箔能食用吗 ？ 2
月 28 日， 湖南省疾控中心专
家表示， 金箔既不是食品的
生产原料， 也不能作为食品
添加剂使用， 被禁止添加到
食品中， 千万不能为了追求
时髦而盲目使用。

今年 1 月 29 日， 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 国家卫生健康
委、 海关总署联合印发 《关
于依法查处生产经营含金银

箔粉食品违法行为的通知》，
严禁食品添加金银箔粉非食
品添加剂物质， 要求食品生
产者不得采购使用金银箔粉
生产加工食品， 食品销售者
不得采购销售含金银箔粉食
品， 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制
作售卖含金银箔粉餐食。

疾控专家表示， 金和银为
重金属元素， 非有益矿物质。
同时金银箔粉既不是食品也不
是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
“食金有益健康” 是误区， 在
科学上并没有根据。 据介绍，
处于金属状态下的黄金不管以

什么方式被食用， 都不会在人
体内引起化学反应， 也不会有
任何味道或营养价值， 只会原
封不动地离开人体。 商家宣称
的 “可食用金箔”、 食品中添加
金银箔粉具有保健功能、 治疗
功效等均为虚假违法广告。 如
误食其他重金属和色素结合的
“假金箔” 可能对人体造成危
害， 甚至引发食品安全事件。

湖南省疾控专家提醒广
大消费者， 如发现食品中添
加了金银箔粉， 或其他不明
物质， 应立即停止食用， 并
拨打 12315 进行投诉举报。

全国卫生健康宣传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生动鲜活讲好健康故事

�������� 2 月 28 日，
湖南省三级医院
评审专家、 中南
大学湘雅三医院
临床药学教研室
主任、 博士生导
师刘世坤教授来
到邵阳市洞口县
人民医院， 指导
县域三级医院创
建工作。 图为刘
世坤 （右一） 在
麻醉科检查、 指
导。

通讯员 龙莉平
王道清 摄影报道

湘雅专家深入基层医院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