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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扼要叙述一九八〇年度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但 

决不意味着已完整地述及了本组织的许许多多活动。它着重 

指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各区域开展的工作活动，着重阐明了各 

种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可是，本文未提到的其它许多工作活 

动和规划项目，包括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主要的工作活动和 

规划项目，其重要性不一定比本文述及到的那些活动项目要 

小。比较综合性的内容，将如实刊于总干事的世界卫生组织 

一Aa〇年至一九八一年两年度工作报告，该报告将于一九 

八二年提交第三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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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 “为了保证落实，侈谈必须付诸行动”。这是执行委员会向第三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 

"二〇〇o#人人健康全球战略”草案时，不得不要说的一句格言》 

2. —九八〇年，是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的行动措施获得明确区分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数十 

个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在正式场合庄严表明，要拟订本国人民都能达到健康的国 

家战略。在讽嘲味密布的世界，单凭这种现象，就够于年度报告加以通篇论述之，因为这种现象表 

明，世界卫生组织各会员国已正在认真承担本国人民健康的这一职责。此外，在一九八〇年，这数 

十个国家分别在其区域委员会内，批准了支持其本国战略的区域战略。这些国家 终将在一九八一 

年五月的第三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一定会审议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提交给它们的全球战略。 

3.这些战略全是些什么呢？尽管国家间和区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只能按每 

个国家每个区域截然不同的具体情况才能料到，但是，已涌现出来的某些课题，各国各区域却是共 

有的。因此，现已明确显示出，需要健全以平等和责任制为基础的面向整个人口的卫生体制。这种 

体制，可包含卫生部门的活动，并可吸收凡相互间行动能有助于卫生事业的其它部门的活动。此类 

体制是以《阿拉木图宣言》规定的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的；通过初级卫生保健，个人可初次享受卫 

生系统的医疗服务。卫生体制的其它各级活动，应在于支持初级卫生保健的初次接触活动，使其持 

续不断地提供这些基本医疗服务。 

4.欲建立此类卫生体制，就要健全一种协调恰当的基础结构，先从家庭和居民团体保健着手， 

然后逐步转向中层和中央级的支助和转诊活动。这种卫生基础结构，一定要贯彻面向整个人口的既 

定卫生规划，或在必要的情况下逐步贯彻这类卫生规划》卫生规划一定要采用学术上可靠、能适应 

不同的当地条件、使用者和享用者都受欢迎、国家又能负担得起维修的那种技术。一定要根据人民 

的具体要求，来计划、培训和部署一支卫生队伍，使之成为卫生基础机构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不但 

要采取卫生部门内的行动，而且要采取其它有关的社会和经济部门的行动。这类行动一定要包罗各 

种卫生促进措施，当然，促进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也决不例外。一定要采取措施，保证 

那些确实预防得了的疾病，也纳入卫生基础机构的工作。一定要极力保证，诊断、治疗和康复措施 

都能真正适合于对其运用的国家。 

5.上述这一切，还远远谈不上是大多数国家提供卫生保健的传统做法。因此，采用这类卫 

生体制，不能单纯地阐明其方针或将其落实到文字就可以了》由此可见，制订战略，关键在于通过 

居民团体的高度参与，能对卫生基础结构和卫生技术进行社会管理。当然，每个国家从事这方面的 



社会管理时，一定要采用同其政治、文化和行政惯例相一致的方式来进行。当国家战略和区域战略 

逐渐形成全球战略时，一定要莸得 高政府机构的政治许诺，并一定要获得经济发展计划人员的支 

持，也一定要谋取卫生部门内外职业界的支持。一定要应用适宜的国家卫生发展管理程序和有关的 

卫生体制研究；卫生科研活动，通常一定要面向对各项战略的支持。一定要向决策人员、卫生部门 

和有关部门的专业人员，及向一般公众人士，广泛分发情报资料，借以保证他们接受健康战略，从 

而鼓励他们投身于这方面的运动。面对这些措施，还必须增添一种措施——即确保所有的人力资源 

(不光是卫生人员）都能调动起来。同时，还一定要 妥当地动用现有的财政资源；还一定要发掘 

额外的财力资源，只要健康战略继续贯彻下去。 

6.随着战略的明确制订，刘各国开展的上述所有行动，必须要由国际行动给予支持。 重要的 

国际行动，将是各国间的合作。过去一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已作出许诺，保证为支持人人 

健康运动而在它们之间展开合作。作出的这些许诺，至少可以说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从中也作出了 

表示良好愿望的许诺，保证在世界范围内，将发达国家的卫生资源转入发展中国家，用于后者国家 

健康战略的重点活动项目。 

7.健康战略取得成功的机会是什么呢？虽然知识已差不多齐备了，但其实际应用至今还未得 

到保证。这方面的保证，主要取决于世界政治、社会经济和卫生界领导人对健康战略持认真严肃的 

态度，取决于他们确保开展所需的国家间合作，并取决于他们筹措可行的必要资源。 

8.在一九八〇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发展、支持和协调人人健康战略方面的独特作用，在检査 

人人健康战略的进展及评价其效能方面的独特作用，都屡次三番地予以确定下来。近年来，卫生组 

织一直在着手履行其加重的职责，支持会员国努力达到本国人口人人健康的合宜水平。为达到这一 

目标，已开展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管理研究，即按世界卫生组织职能研究其组织结构。这项研 

究工作的具体内容，已归纳在第三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的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之内。这项历史 

性决议，必然会左右世界卫生组织今后一、二十年的工作方式。世界卫生组织的创始人，当初曾签 

署了立足于会员国间开展合作来共同促进和保护全人类健康的《组织法》。现在透过卫生大会这项 

决议有条不紊的表面现象，可以看出人们巳对卫生组织创始人通过组织法时所持的原始意图，再次 

深刻地引起了反响。因为卫生大会的这项决议，重申和恢复了卫生组织生活方式的独特民主特征， 

会员国据此可以承担其集体行动的全部职责，并按它们在卫生组织集体通过的政策和规划精神，着 

手开展其本国的各项卫生活动。 

9. •本文现列举某些具体情况。由于卫生大会深信通过国际卫生工作，世界卫生组织能成为缓 

和国际紧张局势、消除种族歧视和社会歧视及促进和平的一种有力工具，因此，它决定卫生组织今 

后数十年的工作活动，集中围绕在支持国家、区域和全球人人健康战略上，从中施加其影响势力， 



将一切可行的卫生资源全用于此一目标。这意味着除了指明可以开展的卫生活动外，还要增强本组 

织促进卫生行动的作用。卫生大会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卫生组织要成功地充分承担其各项任务， 

那其指导、协调和技术合作职能一定要相互支持，其一切部门工作一定要适当相配合。 

10.会员国在通过这项决议时，巳着手按需加强了卫生部工作，使卫生部能充分承担国家卫 

生工作指导和协调机构的职能；各会员国还着手调集了有助于卫生发展的本国一切可能资源，包括 

调集了其它有关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资源。 

i i.各区域委员会巳更积极地参与了卫生组织工作。大会已敦促区委会加强努力，支持本区 

域各国的国家战略和区域与全球人人健康战略。为使思想和行动相统一，大会还敦促区域委员会， 

加强其检査、管理和评价职能，使区域规划能恰当体现国家、区域和全球卫生政策，使得这些区域 

规划能恰当地加以贯彻落实。为此目的，大会已要求区域委员会，检查世界卫生组织在本区域每个 

会员国开展的工作。但监测和管理活动必须采用多种形式。正如敦促区域委员会加强本区域监测工 

作那样，执行委员会也已奉命加强其贯彻卫生大会各项决定和决议的职责，奉命代表卫生大会，检 

査区域委员会在其工作中贯彻卫生大会政策的具体方式，并检查卫生组织秘书处支持各会员国活动 

的具体方法。 

1 2.卫生大会还规定了秘书处提供支持的有关方针。大会要求总干事和各位区域主任，代表 

会员国整个集体办事，只有当政府的要求符合卫生组织政策时，才对政府的要求表示赞同。大会已 

要求总干事，重新确定区域办事处和总部的职能，保证它们在会员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及会员国 

之间合作方面，能向各会员国提供充分且持续的支持。大会还要求总干事，相应地改革和调整区域 

办事处及总部的组织结构和职员编制。 

1 3.第三十三届世界卫生大会闭幕后不久，马上拟出了一份有关贯彻上述决议的行动计划， 

随后又开展了落实这项行动计划的具体工作。在一九八〇年，虽然对人人健康战略和按卫生组织职 

能研究其组织结构这两个重大问题，引起了 大的关注，但对本组织在这一年内开展的各项活动， 

并不完全忽视。本文随后各节内容，着重强调了会员国和卫生组织各区域开展的活动，并阐述了各 

种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借以证实这些工作活动得到了加强。 

卫 生 政 策 

1 4. 一九八〇年，世界卫生组织工作活动的主要重点，在于促进国家、区域和全球战略，来 

实现今后二十年的主要社会目标，即“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或世界公民都能达到其在社会和经济 

上过富效生活所必备的健康水平”》 

1 5.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已集体发誓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努力奋斗。在一九八〇年，赤 



道几内亚、圣卢西亚、圣马力诺和津巴布韦等四国已成为卫生组织会员国，它们也加入了努力实现 

人人健康目标的行列。到目前为止，卫生组织已拥有一百五十六个会员国和一个准会员。 

i 6. 一九八〇年，执行委员会、世界卫生大会和区域委员会，都对制订卫生政策问题展开了 

生气勃勃的讨论。下文表一，列载了执行委员会和卫生大会审议的某些规划和组织研究课题；表二 

列载了各区域委员会讨论的某些问题。但所有会议，都涉及了这两种课题：⑴制订实现二〇〇〇年 

人人健康的战略；⑵按世界卫生组织职能研究其组织结构。换言之，卫生组织的所有审议机关，都 

在审核如何实现本组织首要目标的问题，及如何为有效地达到目标而改变世界卫生组织的需求问题。 

至于这两类课题和其它一些问题，将在本文较后的章节加以论述。 

1 7.去年五月，卫生大会技术讨论会的主题被选为“卫生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贡献”。该期 

讨论会提出的一些要点有： 

—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需要将卫生工作完整而和谐地同整个发展程序相结合；这方面的 

努力，应当面向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目标，并应以初级卫生保健和《阿拉木图宣言》为基 

础。 

一 一定要把卫生部门视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卫生部门也一定要允许全体人 

民参加制订和贯彻其卫生计划。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是要拥有国家和国际级的坚强政治意志和义务。 

对此，卫生部门可以在其自身的权力范围内，协助创新必要的政治意志和义务。 

一卫生事业一定要在发展程序内显示其较为突出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一半取决于所有国 

家和国际计划人员，更大程度地认清卫生工作必须向社会经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全球经济形势的多方面失调，完全证实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国际经济新秩序，已 

为卫生组织提供了一个推进社会发展的新前景，在这一前景下，它可以按《阿拉木图宣言》 

的精神，继续强调社会物质和服务的公正和公平分配。卫生部门有责任明确表明：⑴向每 

个人和每个居民团体提供 重要的卫生服务，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资源？⑵卫生部门能对经 

济增长和稳定会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表一：一九八〇年卫生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审议的一些规划和组织研究课题 

执委会决议
(1)
 卫生大会决议⑵ 

(Í月9日至25曰)(5月5曰至23曰) 

制订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战略：卫生是发展事业和国 

际经济新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 

EB65 • R11 WHA33 .24 

发展和协调生物医学与卫生服务研究 — WHA33 .25 

卫人卫生规划 一 WHA33, .31 

婴幼儿喂养 一 WHA33, .32 

国际麻醉药物和嗜精神性物质公约行动：麻醉药物和 

嗜精神性物质的滥用 

EB65. .R7 WHA33, .27 

全球扑灭天花 EB65. .R17 
WHA33, 
WHA33. 

,3 
.4 

结核病控制 一 WHA33. .26 

世界卫生组织吸烟和健康规划 — WHA33. .35 

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卫生法规规划 EB65. • R13 WHA33. ,28 

按世界卫生组织职能研究其组织结构 EB65. • R12 WHA33. ,17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谘询团、专家委员会和协作中心 EB65. • R14 WHA33, .20 

在满足世界卫生组织征询专家意见和开展世界卫生 

组织技术活动方面的作用"的组织工作研究 

⑴执行委员会决议文本，参见卫生组织文件EB
6 5

/I
9 8

O/REC/I。 

⑵卫生大会决议文本，参见《世界卫生大会和执行委员会决议和决定手册》第二卷第四版 

( Í 9 7 3年至 Í 9 S 0年），19 8 1年版本。 



表二. 一九八〇年各区域委员会讨论的某些问题⑴ 

非洲区域委员会(九月十七日至二十四日于布拉柴维尔） 

初级卫生保健 

非洲区卫生发展宪章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 

民族解放和卫生事业 

第七个工作总规划 

科研发展和协调 

预防盲症 

按世界卫生组织职能研究其组织结构 

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的战略 

国家卫生发展管理情报系统⑵ 

美洲区域委员会(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三曰于华盛顿БС ) 

按世界卫生组织职能研究其组织结构 

控制疟疾 

发展事业中的妇女 

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的战略 

对自然灾害的卫生援助 

居民团体卫生教育⑵ 

东南亚区域委员会(九月一日至七日于马累） 

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的战略 

按世界卫生组织职能研究其组织结构 

国际饮水供应环境卫生十年 

初级卫生保健的卫生人力计划和居民团体的参与⑵ 

⑴一九八〇年，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没有召开会议。 

⑵技术讨论会的议题。 



欧洲区域委员会（十月七日至十一日于摩洛哥，非斯） 

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的战略 

按世界卫生组织职能研究其组织结构 

第七个工作总规划 

医学技术问题⑴ 

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九月九日至十五日于马尼拉） 

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的战略 

按世界卫生组织职能研究其组织结构 

国际残废人年 

苐七个工作总规划 

预防和康复伤残 

精神卫生 

药品避用 

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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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的战略 

18.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方面的国家、区域和全球战略，仍需要继续完善，并在制订过 

程中应避免僵化。过去一年，许多国家都订出了本国战略，各区域委员会还审议了这些国家战略， 

并在国家战略基础上提出了区域战略。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国家和区域战略，正在制订一项全 

球战略。这项全球战略对所有国家都会适用，但重点特别放在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上，并立足于各国 

独自和集体地对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目标所承担的义务。 

1 9.很显然，实现人人健康目标，就需要作出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改革，从中包括向卫生 

事业更为公平地分配资源。希望各国政府按世界卫生组织内集体作出的决定来定期检查它们的卫生 

体制，希望它们加强卫生部或相似机构的工作，并希望它们安排必要的部门机构，确保一切有关部 

门展开协调活动。同样也很清楚，居民团体应当认真地参与卫生工作；为此应向它们提供情报，进 

行鼓励，提出意见和提供支持。这样，居民团体才能参与具体工作，比如参与当地流行病的控制工 

作。 

2 0.世界卫生组织间其会员国之间的真正伙伴关系，是实现共同目标的关健。例如，卫生组 

织承担的一项职责是，支持会员国加强卫生基础结构和培训卫生工作者。下文几节述及的各区域发 

展情况，表明可采取一些具体行动。 

2 新成立的非洲卫生发展谘询委员会，已评议了非洲区域人人健康战略。非洲区大多数国 

家，已订出符合实际的国家战略，而且区域战略又综合了各项国家战略。国家战略巳订出具体目标， 

并已归纳成三类：⑴发展综合性卫生服务；⑵卫生学和技术；⑶促进和支助。非洲区域巳订出一份 

实施进度表，这份进度表列出了 一九九〇年的奋斗目标：免痩，供水和环境卫生，及反饥饿和反营 

养不良运动。 

. 2 2.落实这项区域战略，每年需要增花二十五亿美元（其中二十亿美元用于饮水和环境卫生 

项目，五千五百万美元用于免疫扩大规划，二千五百万美元用于疟疾控制项目），每人每年平均花 

费
7
至 Í 0美元；同时还需要筹措预算外资金。为此，现已成立了非洲区二〇〇〇年健康资金筹措 

小组（参阅第0段），该小组于去年六月在布拉柴维尔召开了首次会议。 

2 3.非洲区域委员会在去年九月召开的会议上，审议了人人健康战略议题。在会上，区委会 

要求会员国制订以初级卫生保健为重点的国家具体行动计划，并要求会员国在卫生组织、非洲统一 

组织和其它组织与机构的支持下，将其各国战略付诸实施。区域委员会批准了区域战略，同时要求 

建立一种机构，负责每两年评价工作进展，每六年评价工作效果。 



2 4.去年九月，美洲区域委员会审议了有关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目标的战略问题，还审 

议了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〇年卫生事业十年发展问题（美洲卫生十年计划）。区域委员会同意初级 

卫生保健及其各项活动是实现人人健康目标的基本战略措施，并同意这些战略措施可包括：扩 

大卫生服务普及面和环境改善；居民团体的组织和参与；健全的部门间联系体制；发展科研活动和 

适宜技术；发展人力资源。区域行动计划现正在拟订过程中。 

2 5.去年六月，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起下，在新德里世界卫生组织东 

南亚区域办事处召开了 “人人健康战略区域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系来自该区域九个会员国的高 

级官员，这些官员负责着本国卫生、计划、社会福利、农村和居民团体发展事业及其它学科的工作。 

医学研究谘询委员会在这一领域委任的科研特设小组成员，也出席了会议。这届会议成了会员国的 

一个活动场所，用来交流和交换人人健康战略方面的经验和情报，并用来制订集体行动的区域战略。 

2 6.欧洲区域已设立了区域卫生发展谘询理事会，其职能是对人人健康战略提出谘询意见。 

理事会成员有：规划发展协商小组的谷位成员，以及该区域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一些专 

家。谘询理事会提出了一项综合性的、连贯一致的整个区域远期战略。在这项战略中，已确定了三 

类主要规划：促进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可预防的病患；及调整卫生保健体制方向。这三类 

规划，第一类规划 为重要，因为它的长期目标是鼓励人们承担其自身健康的职责。去年十月，区 

域委员会讨论这小问题时，它强调了检査战略成果指标的重要性。会议的普遍意见是，采用为数不 

多但很精确的指标——包括社会经济性质的某些指标——倒是一种 理想的方法。 

2 7.在东地中海区域，去年二月、三月和四月分别在摩加迪沙、大马士革和科威特召开人人 

健康分区域会议后，依椐分区域会议达成的论点和各个国家对战略所作的发言，已制订出区域战略 

草案。这项战略草案附了一项建议，要求东地中海区各会员国通过一个为数十一条条款的卫生宪章。 

28.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目标的区域战略。区委会深 

信，随着各国采用新知识和应用现有知识来逐步达到健康目标时，这项区域战略一定会得到加强。 

区域战略规定了三项基本行动路线：为卫生事业奠定基础（即提供充足的食物、水和住所）；健全 

个人和居民团体自力更生从事卫生活动；向病者、伤残者、慢性病患者和社会环境不适应者提供负 

担得起的适宜卫生技术。这项战略强调初级卫生保健是首要的途径之一。区域委员会敦促各会员国， 

实施、检查和评价其本国的战略，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加以评议和改革。 

2 9.实施战略必然需要资金。既然资金可凭借多种方法来源于多种渠道，世界卫生组织就应 

该在国际协调的职权范围内，推动设立可调集资金和合理沟通资金来源的机构。一个新的机构—— 

二〇〇〇年健康资金筹措小组，自从它重新命名为初级卫生保健健康资金筹措小组以来，已在去年 

五月召开了首次会议，并在去年十二月又召开了会议。这是一个按“吸收和协调增加双边和多边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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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精神建立起来的一个机构。正如原设想的那样，它是一 

个由发展中国家参加的谘询小组，邀请双边、多边和非政府机构的代表担任该小组的成员，向总干 

事提出谘询意见。该小组的工作任务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初级卫生保健活动所需的资金能合理地流 

通，并推动新资源的调集工作》 

3 0 .上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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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已述及，非洲区域也已成立了资金筹措小组。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正在 

非洲区逐步开展，但满足国家的意愿还需要一批资金，尤其是本国货币不能兒换的国家更需要资金。 

面对它们的特殊要求，目前力求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动展开技术合作，特别是在药物 

政策和面向一九九〇年奋斗目标的重点规划领域内展开技术合作。在这些合作领域，非洲二〇〇〇 

年人人健康资金筹措小组，一直在同非洲区域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常务委员会紧密协作。 

Л 1.去年六月，资金筹措小组在布拉柴维尔召开了首次会议。该小组的成员有：会员国的代 

表，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的代表，和政府间组织、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它的tó权范围是: 

对争取预算外资金推荐 好的办法；推动卫生发展资源的调动；促进交换卫生需求和资金方面的情 

报资料。 

3 2.会议敦促各捐款单位，集中关注初级卫生保健区域战略，并从财政上给予支持。非洲区 

域需要预算外资金支助的重点规划巳确定为：基本药物（包括建造药厂、整批购置、质量检验、传 

统医学研究、人员培训和情报交流）；疟疾控制（包括培训督导人员和业务人员，物资和设备，非 

洲国家同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免疫；及提供安全饮用水和环境卫生。 

3 3.去年二月，泛美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鬲级官员同美洲间发展银行的高级官员举行 

了会议，来继续展开一九七九年开始的商讨。双方官员同意，应定期召开会议，商讨有关加强这两个机 

构间协作活动的方法。这次会议，讨论了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目标对卫生组织技术合作规划产生的 

影响，也讨论了人人健康目标对开发银行向其会员国提供货款的种类所产生的影响。银行官员认为， 

一定要着重注意初级卫生保健和扩大卫生服务普及面，并要求泛美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参与卫 

生有关项目的早期工作。 

人 人 健 康 战 略 的 政 治 支 持 

3 4.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大会在审议经济发展长期趋势和制订国际经济新秩 

序期间，.一致通过了题为“卫生是发展事业一个整体组成部分”的3
 5

 S号决议。联大在通过 

这项决议时，认识了卫生和卫生保健对各国发展事业所起的关鍵作用，它完全赞同《阿拉木图宣言》， 

尤其赞同其重点放在初级卫生保健上，并批准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活动方向调到实现二〇〇〇年 

人人健康上来。去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对这项决议曾热烈地赞扬了一番。 



3 5. 3 S号决议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世界卫生组织来说，就需要它通过经 

济和社会理事会，将自己在人人健康领域所作的努力随时告知联大，因为卫生组织有责任加强其对 

当前各项目标所承担的义务，并有责任制订合适的战略。对联合国系统各有关机构也会产生影响， 

它们有责任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进行协调和给予支持。而且，对各会员国来说，也并不一点也不 

起影响，因为它们有责任贯彻《阿拉木图宣言》，有责任全力支持实现人人健康合宜水平的战略。 

3 6.从政治上给予支持，是贯彻人人健康战略的一个基本先决条件。这方面的支持，应当加 

以积极地寻求和促进。按地理政治划分的国家集团，是提供政治支持的一种渠道。如非洲统一组织 

就是一个事例。现在，卫生组织正在邀请非洲统一组织，将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列为它即将召开的 

高级会议的一个议题。 

я 7.另一个事例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合作精神，已体现在卫生部门之内； 

这种精神已加强了国际卫生合作，尤其加强了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去年七日，在马尼拉召‘开的 

东南亚国家联盟（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卫生部长会议，将世界卫生组 

织通过初级卫生保健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目标采纳为本区域的重点之一。五国部长签署了一项 

《卫生协作宣言》，宣布“他们间意加强和协调东盟五国的地区卫生协作”。他们还通过了下述方 

针： 

—确保协作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区域自力更生和自治权； 

一强调卫生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事业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 

—目标旨在整个人口都享有卫生保健，重点面向缺医少药地区和萧条地区； 

—促进卫生人力发展符合东盟各国的要求； 

—在努力达到自力更生开展卫生服务活动时，继续开展国际卫生协作； 

—在整个发展战略中重视初级卫生保健活动。 

.3 S.五国部长还宣布，东盟五国展开技术合作的规划领域应包括：初级卫生保健；疾病控制; 

卫生计划、管理和情报体制；营养；卫生人力发展；环境和职业卫生；药品、生物制品和传统医学; 

及精神卫生。他们同意在东盟组织内，建立一个正式机构，推动这些规划领域的协作活动行之有效。 

3 9.第三个事例是不结盟国家运动。去年五月不结盟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卫生部长举行 

了第四期会议。会议讨论了世界卫生组织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目标的若干问题。会议通过了一项支 

持人人健康目标的决议，吁请不结盟运动的所有国家制订一项合适的行动规划。部长们同意利用世 

界卫生组织这一机构，借以： 

-从双边和多边交流人人健康活动取得的经验； 

一交换情报； 



—根据每个国家的可行程度，要求或派谴顾问和谘询人员； 

—协调生物医学和卫生活动的科研项目； 

一根据可行程度和具体需求，针对落实不结盟国家第六届 高会议通过的重点行动规划，要 

求或提供物资、技术、人力和财金支持。 

4 0.区域卫生发展宪章获得通过，标志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各项政策得到了政治上的广泛支持， 

标志着技术合作的概念已被人们接受下来。这一现象确实令人鼓舞。一些国家正式签署《非洲区卫 

生发展宪章》，说明已进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阶段。它标志着会员国向前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表明它们独自和集体地决心要达到合理的健康水平。这一《卫生宪章》的具体目标是：在商定的初 

级卫生保健重点项目范围内，增进人们的健康水平；人力发展和培训；提供安全水和环境卫生；促 

进妇幼卫生；及控制传染病。《宪章》确认了各会员国在其共同认为重要的卫生发展领域内所担负 

的义务。《宪章》把各国政府扭到其原先独立拥有的共同理想上来，证实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谋取 

和平、进步和合作的有效工具。 

4 1.去年二月，斯里兰卡、泰国、孟加拉国和印度签署了《亚洲卫生发展宪章》，随后，印 

度尼西亚于四月签署，蒙古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七月签署，尼泊尔和马尔代夫于八月签署。 

该《宪韋》是本区域各国合作健全个体自力更生和集体自给自足的一种手段；它旨在促进国家间的 

协商和协作，旨在推动国际上的紧密合作，以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发展政策范围内，尽可能采用  

佳方法，为制订卫生计划、规划和项目打下一个共同基础。 

适 应 卫 生 组 织 职 能 的 组 织 结 构 

4 2.除了提供资金外，人人健康战略还需要一种顺利实施的机构。卫生组织的组织结构，一 

定要适应它所开展的工作。去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经审议执行委员会关于“按卫生组织职能研究 

其组织结构"的研究课题后，决定卫生组织的工作活动应集中围绕在支持人人健康战略上，并决定 

卫生组织除了指明可以开展的卫生行动外，还应着手开展这类卫生行动。大会认为，应当重新确定 

区域办事处和总部的职能，应当改革和调整组织结构和职员编制，以保证向各会员国提供充分且持 

续的支持。大会要求，应当检查国家工作人员和世界卫生组织现场国际职员的雇用情况，保证这两 

类职员都充分参与协作性的国家规划。 

4 3.卫生大会认为：执行委员会应当加强其在落实卫生大会各项决定和政策及向大会提出意 

见方面的作用；执委会应当积极主动地向卫生大会提出各种主要问题；执委会应当促使本身的工作 

同卫生大会和各区域委员会的工作相结合，并检查各区域委员会在其工作中贯彻卫生大会政策的具 

体方式。 



4 4.卫生大会认为，各区域委员会应当加强努力，制订支持人人健康的区域卫生政策和规划; 

支持一切会员国间的技术合作；支持建立或加强跨部门的国家卫生理事会；并扩大其检查、’管理和 

评价活动。’ 

4 5.卫生大会并没有遗忘向会员国规定其应该做的工作。大会指出，各会员国应检查本国卫 

生部的作用，建立跨部门的国家卫生理事会，并筹集本国有助于卫生发展的一切可能资源。另外， 

谷会员国应在支持其卫生发展战略和技术合作方面，改善它们的协调机构，并应协调其在世界卫生 

组织、联合国及负责发展事业的专门机构中的代表人员。 

4 6.要是卫生大会的这些指令能被忠实不渝地贯彻下去，不管在多种情况下会产生什么样的 

困难，会员国和卫生组织一定会处在一个有利得多的地位，可以相互展开合作，共同来逐步实现自 

己确定下来的长期奋斗目标。 

4 7.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是，更广泛地便用国家人员和协作中心。以非洲区为 

例，目前已有十一名‘国家人员担任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划协调员，约占协调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果不 

出所料，他们正在作出宝贵的贡献：他们常常以国冢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卫生组织决策机构会议， 

他们又可以自由接近政界领导人，自由参加国家政府机构工作，从而推动了技术合作。 

4 8.东南亚区也一样，国家人员也更广泛地参与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自一九七六年以来， 

先后委任了一些国家人员担负本区域六个国家的不同项目工作，并同七十多名人员签订了契约性服 

务合同，其中有二十多名人员是国家项目经管人，或者是专门协助某一项目或国家活动的技术和行 

政工作的项目工作人员。采取这些措施，鼓励了国家自力更生和使用国家专长知识。到目前为止， 

采用这些措施所取得的经验极为令人满意；它突出表明，«需要采用那种尽可能灵活聘用国家项目 

人员的合适合同，继续聘请国家项目工作人员。 

4 9.世界卫生组织还在东南亚区增加了区域协作中心。卫生组织巳作出努力，确定和指派协 

作中心来承担区域科研计划内的下述具体项目：卫生服务研究；营养；肝脏疾病，包括肝癌；及精 

神卫生。这些协作中心是新的世界卫生组织协作中心。现正在编制一份不同领域成绩显著的国家中 

心名录，并正在确定一些可选定为世界卫生组织承认的协作中心。• 

发 动 水 事 十 年 运 动 

5 0.在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〇年）期间，将会显示出机构间 

和国际促进改革运动的巨大潜力。去年十一月十日，在联合国大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发起了水事十 

年运动。据估计，发展中国家的S 0%左右疾病,系同不安全的供水和环境卫生有关；十亿以上人 



口仍缺乏充足的舒适环境。为扭转这种局势，联合国系统有关这一领域的各国际组织（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开发计划署、劳工组织、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和卫生组织），正在着手开辟一条十年水 

事运动的协作途径；这条协作途径系以鼓励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为立足点，重点围绕在吸收居民团 

体参与和它们的自身参加上；它的奋斗目标是为城乡贫困人民创造 大的福利。 

5 1.十年水事运动的总战略具有六大目标： 

—支持各国政府制订和贯彻本国战略； . 

—促进居民团体的自力更生和责任感，尤其对人民进行水、卫生和疾病的宣教，促进他们的 

自力更生和责任感； 

一支持各国发展所需的组织机构； 

一确保培训各级所需的一切人员； 

—通过交流情报和专业知识，协助研制各种切实可行的廉价技术； 

-调集额外资源，并使其国际转让合理化。 

5 2.十年水事运动虽然每年平均约需三百亿美元的投资，但从社会和经济发展角度上，取得 

的潜在利益不知超出多少倍。外界的捐款组织有：世界银行，若干区域发展银行，石油输出国组织 

的各机构，联合国系统的各合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 

5 3.世界卫生组织对十年水事运动负有全球性技术职责，并担负着联合国十年水事运动指导 

委员会（系由上述七个机构的代表组成）的秘书处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参与十年水事运动的活动能 

力，主要取决于本组织在国家级的技术合作。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两年间，本组织向九十三个 

国家提供一百五十个左右的技术合作项目。世界卫生组织长期参与这种性质的工作，乃是本组织专 

业技长的基础。至今还没有哪个国际机构，能在制订供水和环境卫生国家计划方面具有这么多的经 

验。 

技 术 合 作 

5 4. 一九八〇年，执行委员会和区域委员会分别审议了技术合作课题。人们普遍认为，世界 

卫生组织的技术合作和协调¿能，是本组织开展国际卫生工作的两个相互支持的环节№这一工作决 

不能分裂支碎，一定要按《组织法》设想的那样，各个会员国必须个体和集体地将国际卫生工作贯 

彻下去，“为增进和保护全人类的健康，开展相互间的及与其它机构的合作”。“技术援助”的时 

代已经彻底过去了；它的概念已被“技术合作”所取替。“技术合作”的概念已被称为：“是各会 

员国之间及同卫生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进行合作的联合行动，共同实现《组织法》、卫生大会 

WHA30.43号决议和其它决议及《阿拉木图宣言》规定的卫生组织主要奋斗目标。” 



5 5.技术合作的这一新概念，意味着各合作团体一律平等，各方都拥有更合理地利用一切形 

式的技术合作的自决权和职责，并意味着大家都负有实现总目标、交流经验和交换情报、及评价成 

果的共同职责。技术援助的“捐助国”和“受援国”关系已不复存在。虽然澄清四种类型的技术合 

作（即卫生组织与会员国之间的合作，发展中国家间合作，发达国家间合作，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之间的合作）是有益的，但一定要把这四种技术合作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卫生组织从中行使着 

领导职责和协调职能。 

5 6.有一些事例表明，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职能和技术合作职能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而科 

研活动同技术合作又是相互支持的，比如： 

—在扑灭天花运动中（同时参见下文第6 S段），世界卫生组织协调了政策、方针和科技问 

题的发展工作，然后将其采用到卫生组织同个体国家开展的技术合作中去。这种技术合作， 

反过来又推动完善了世界卫生组织行使情报交流协调职能所普遍传播的各种方法。 

一在人类生殖研究、发展和研究人员培训特别规划方面（同时参见下文第i O Í段），科研 

管理工作是在合作基础上开展的，而且科研活动本身一例如宫内避孕器的研究活动—— 

是在协作基础上展开的，一种是“卧式”协作，即不同国家的研究机构共同协作，另一种 

是“竖式”协作，即不同国家的科研工作者，按既定战略分别承担某一共同问题的不同环 

节工作。 

一疟疾研究工作，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热带病研究和人员培训 

特别规划（参见下文第Í
 7
 4段），同世界卫生组织启疾行动规划（参见下文第Í.33段） 

联合开展的。进行的科研活动一如恶性疾原虫对氯奎和其它4 -氯基喹啉抗药性的研究， 

恰如上文提及的其它事例一样，是莸得一致意见后，作为卫生组织协调职能范围的一项国 

际协作活动来开展的。卫生组织鞭策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团体，一起对付本国 

确定下来的各种问题；并确保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工作成果，使这些成果凡在需要的时候都 

能利用起来。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职能、情报和技术转让职能及业务实施职能，都 

是紧密联在一起的，又是相互支持的。 

5 7.非洲区设立了“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常务委员会”。在常务委员会看来，从双边和多 

边技术合作取得的经验来说，已明确显示出进行跨部门协作的要求。一九八〇年，常务委员会提出 

建议，要求建立一种协调体系，从事团体购买药品和发展药物工业和传统药典工作。常务委员会认 

为，贯彻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使人感到满意的有下列区域性组织机构：分区域工作组；区域专家 

团；协作中心和国家间项目。它认为，健全一种国家卫生发展中心区域工作网，可以进一步推动发 

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这一课题已成了非洲区域委员会讨论的中心前提。非洲区域委员会吁请其会员国，确保 



将卫生放到任何技术合作协定的恰当位置上去，并在凡是促进技术合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间技术 

合作的一切跨部门机构中加强卫生部的作用。该区域委员会希望世界卫生大会，考虑向非洲区增加 

自愿捐款的各项建议，借以开展初级卫生保健活动，支持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及 

对付灾难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后果，并促进生物医学和卫生服务研究。 

促 进 和 发 展 科 研 

5 9.卫生服务和卫生技术，没有科研工作就无法取得进展。科研工作一定要适应各项总目标， 

而并不是自身的一种目的。开展科研活动，也需要充足的机构、设备、人员、培训安排和资金。为 

预测这一领域的各项活动，世界卫生组织已成立了一个全球医学研究谘询委员会和六个区域医学研 

究谘询委员会》 

6 0.去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再次确认生物医学研究、卫生服务研究和卫生宣教研究，是加 

快迈向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目标的主要力量。大会敦请各会员国，加强卫生科研领域内的合作，并 

高度重视科研培训和加强科研机构。 

6 1.去年十月，全球医学研究谘询委员会在日内瓦召开了第二十二期会议。该委员会检査了 

世界卫生组织当前科研活动的进展，包括各项研究和人员培训特别规划取得的进展；它也讨论了有 

关落实其上一期会议提出的各项意见和建议的报告，特别讨论了营养、控制腹泻病和涉及人体的科 

研道德检查规程的行动报告。该谘询委员会还检査了下列所属小组委员会的工作：情报委员会，卫 

生服务研究委员会，初级卫生保健精神卫生和人类行为研究委员会，科研行政管理委员会及科研职 

业结构委员会。它建议情报委员会和科研行政管理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建议成立一个负责研究卫生组 

织癌症规划科研项目的小组委员会；建议将卫生服务研究委员会，继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会议后改为 

科学计划小组；建议再成立几小科学计划小组，分别负责营养规划和初级卫生保健精神卫生与人类 

行为规划。 

6 2.全球医学研究谘询委员会在检査区域医学研究谘询委员会的工作（区域医学研究谘询委 

员会讨论的重要议题参见表三）时，注意到某些区域谘询委员会不能有效开展活动的主要阻力之一， 

就是缺乏资金，因此它提议，所有区域办事处都应在本区域预算内至少拨出5%的经费，专门用于 

科研活动。各不同区域及同一区域各国之间的科研力量悬殊，也妨碍着某些区域医学研究谘询委员 

会实现其开展国家恰当科研研究的目标。 

6 3.医学研究谘询委员会认为，在国家级实际贯彻有关的科研规划，这不但取决于资源的可 

取性，而且还取决于行之有效的相互交往。谘询委员会建议，应当努力使国家科研重点同世界卫生 

组织在区域和全球级的科研重点相互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某些项目可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会员国各付 



一半资金，而另一些项目，可从区域间取得的经验中吸收有价值的收益。 

6 4.医学研究谘询委员会也讨论了科研职业结构问题，包括讨论了这样一顼建议：世界卫生 

组织不应单纯促进科研职业结构，而应当支持各项科研活动，将其视为卫生计划和规划中的一个基 

本组成部分。该委员会在讨论期间强调指出：科研机会和科研职业结构问题，基本上是国家的一个 

问题；从事科研方面的职业，同从事政府性的其它服务行业和机构工作的职业，两者决不可以单独 

相待。委员会的普遍意见是，建立一种适当的体制，对年青科研工作者一视同仁，也准予他们并向 

他们提供与同伴协作的机会，这是激励科研工作者积极性的动力。 

表三：各区域医学研究谘询委员会讨论的重要议题 

非洲区 

营养，包括调査食品沾染，尤其是真菌毒素的沾染 

腹泻病 

以人类生殖为重点的卫生服务研究 

传染病研究 

流行病学研究 

美洲区 • 

腹泻病，包括采用口服补液 

以社会学和业务科研为重点的卫生服务研究 

人类试验对象研究的道德概述 

疟疾控制 

卫生情报系统 

东南亚区 

营养和腹泻病的行动中心研究 

制订伦理检査措施 

促进热带病和人类生殖科研特别规划 

建立协作中心工作网 

欧洲区 

药物评价 

以控制高血压为重点的卫生保健服务 

卫生服务研究 



初级卫生保健的经济因素 

东地中海区 

卫生服务研究 

促进初级卫生保健 

肝脏疾病 

疟 疾 

腹泻病 、 

西太平洋区 

寄生虫病血清学 

心血管病 

腹泻病 

急性呼吸道感染 

生物医学研究方法 

6 5. 一九八〇年，东南亚区域医学研究谘询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小组委员会，来检査枓研重点， 

并确定以初级卫生保健为主要途径的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目标的具体科研要求。去年十一月，在新 

德里召开了一期协商会议，商定鼓励卫生宣教科研活动的备种方法，会议订出了计划，准备发展与 

卫生相关的社会服务研究。为进一步贯彻腹泻病科研规划，该区域办事处设立了一个科学工作组， 

负责考虑各种业务性科研研究。为发展科研能力，该区域在若干国家举办了一般性质和专门课题的 

两种科研方法学学习班。 

6 6.在东地中海区域医学研究谘询委员会的赞助下，针对二〇〇〇年实现有效卫生服务普及 

面的前景和具体要求，已在巴林、埃及和也门三国进行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工作预订在一九八一 

年结束。开展这项研究工作的目的是，主要确定采用何种方式，来预测卫生服务体制是否理想。去 

年五月至七月，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在联合王国诺丁汉大学的协作下，在诺丁汉组办了一期居民团 

体医药和卫生服务研究的学习班。同年九月，该区域办事处召开了一次科研管理协商会议。 

6 7.去年十月，西太平洋区域办事处在大韩民国卫生发展学院，组办了一期国家卫生服务研 

究讲习班。 

全 球 扑 灭 天 花 

6 8.天花扑灭这一事例，为世界各国共同研究和展开某一健康威胁的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 



一九七七年十月，曾在索马里发生过 后一例地方性流行天花。从非洲之角和世界各地连续进行的 

监测活动来看，证实全世界已在过去三年内摆脱了流行性天花。 

6
 9. 一九八〇年五月八日，世界卫生大会宣告全球已扑灭天花，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卫生大 

会在决议中，向这项规划取得成功作出贡献的一切国家和个人表示了深切感谢，并提请所有国家注 

意公共卫生史上这一前所未有的成就。这一成就表明：各国通过共同协作，可以把世界改造得完满 

理想，可以为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创造一个很有希望的新动力。卫生大会的这项宣告，是依据全球 

天花扑灭证实委员会的报告而作出的。全球天花扑灭证实委员会，是由十九个国家二十一名专家组 

成的一个独立机构，它曾鉴定了全世界扑灭天花的证据。 

7 0.卫生大会已通过了全球天花扑灭证实委员会关于今后确保永久摆脱天花的政策和研究活 

动的各项建议。全球委员会认为：除有特殊危险的研究人员外，不再施行天花接种；不再需要国际 

天花预防接种证书。但它强调指出：应保存足以接种两亿人口的天花疫苗，并应定期测定疫苗效价; 

应继续报告可疑的天花病例，并应彻底调查所有这些病例报告；应继续实施一项特别监测和研究人 

类猴天花和其它重要正天花侵袭的规划；对败藏天花病毒疫苗的实验室，应维持恰当的安全措施和 

管理措施。 

7 1.全球委员会认为，猴天花病毒不会对天花永久扑灭构成一种威胁，诅它建议应继续开展 

研究和监测。对有关实验室调查的资料，及旨在确定猴天花自然宿主的情报资料，仍在一九八〇年 

全年内继续收集。虽然从某些非人类灵长目动物的血清中发现了猴天花具体抗体，但病毒的自然宿 

主仍属未知数，因此这方面的科研活动正在继续进行，一九八〇年四月至五月，在布拉柴维尔举办 

了一期发展猴天花和出血热监测系统的讲习班，来自十三个非洲国家的科研工作者参加了讲习班。 

现在，对正天花病毒的遗传结构，也正在继续进行实验室研究。 

7 2. 一九八〇年，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当局和世界各地的卫生组织/国家联合工作队，调査 

了二十六例天花传闻。调查结果表明，这些传闻都不属天花病例，从而提高了全球天花扑灭的信誉。 

到一九八〇年年底，贮藏天花病毒疫苗的共有六个实验室：中国.荷兰、南非、联合王国、美国和 

苏联各有一个实验室。这些实验室都受到了卫生组织工作队的视察，贮藏天花病毒和同天花病毒打 

交道的安全措施，都得到了保障。到去年年底，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和新德里的贮藏库，共保存 

了六千六百万份疫苗剂量。捐出的三千五百多万份变苗，远远超出了原承捐数。在三十个国家，至 

少还保存着一亿另二百万份痔苗。七十八个国家已不再强迫施行天花接种。但乍得和民主柬埔寨， 

仍然需要国际天花接种证书。 

世 界 卫 生 曰 

7
 虽然通过国际和国家行动，天花已匿声灭迹了，但仍存在着吸烟之类的一些卫生问题。 



针对此类问题，需要每个人员自身采取行动或作出决择。自然，只有居民团体和个人充分认识了健 

康意义，即认清了健康障碍及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后，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目标才能真正实现。从 

医学或其它角度来说，应当鼓励人们养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要养成吸烟、酗酒和超量服 

用药物等习惯。一Л^А〇年的世界卫生曰，就提出了吸烟方面的此类鼓励。 

7 4.世界卫生日（四月七日）的主题，定为“吸烟或健康——ÍÍ君选择”。卫生组织的一套 

资料和一部记录影片，都揭露了烟草工业由于在发达国家销路不佳而向发展中国家转让高压销售技 

术的手段。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烟草工业每年要在香烟广告和推销活动上花费二十亿美 

元。 

7 5.世界卫生组织带头之后，许多会员国都开始发起很有进取心的全国性教育运动（这是首 

次这么频繁，时时受到非政府组织和市民团体的支持），并开始认清世界性的人为吸烟地方病的蔓 

延。许多政府发动戒烟运动和采用法律和行政上的戒烟措施，已体现出公众对吸烟问题的日益认识。 

这些措施特别是针对香烟生产、广告、推销和销售而采取的。世界卫生组织从多种渠道收集的情报 

来看，证实一九八〇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是一项决定性的鼓舞行动。本文附件，详细列述了各不 

同国冢所选择的措施，并明显反映出各国响应世界卫生曰号召的具体程度。 

发 展 综 合 性 卫 生 服 务 

7 6.如果要实现卫生组织的各项目标，世界各国从现在起必须采取措施，向本国人口普及初 

级卫生保健，将中央的资源和决策权转向基层，并向昂贵、复杂而又不适用的技术减拨卫生经费， 

而应向适宜技术和防病规划和卫生行为促进规划增拨卫生经费。一九八〇年，世界卫生组织在促进 

发展综合性卫生服务方面的具体工作，基本上是朝着这类目标的。 

7 7.初级卫生保健。去年一年内，非洲区各国日益对初级卫生保健感兴趣。在卫生组织协作 

下，若干国家（贝宁、布隆迪、刚果.冈比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和赞比亚）制订了 

国家初级卫生保健行动规划，而另一些国家也正在着手制订。这些行动规划采纳了本国所涉的资源 

和所需的外部捐款。 

7 8. 一九八〇年，美洲区十分重视促进初级卫生保健领域的技术合作活动。哥斯达黎加、牙 

买加、墨西哥和秘鲁，在发展这一领域内的综合性项目方面，显得尤为积极。Andean区国家集团参 

加了一项分区域的主要活动，对卫生保健设置作出规划，并加以发展和维持下去，使之成为扩大卫 

生服务普及面的一个主要环节；这项活动荦涉到了国家级和分区域级规划发展方面的技术合作。 

7 9.去年十月，东南亚区域办事处针对工作队的协作活动及其提供初级卫生保踺方面的职责 



问题，召开了一次专家组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从事卫生工作队和协作、计划、实施和评价活 

动的卫生组织职员和国家同道们。会议讨论了促进发展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协作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 

也讨论了本区域各种现有样板及其可行的落实问题。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保证区域办事处能向会员 

国提出建议，要求制订有关协调和加强初级卫生保健资源和具体活动的各项国家政策。今后，在国 

家一级还将召开多次会议，以详细订出工作队协作活动方面的培训规划，并向每个卫生保健队伍的 

具体人员分配具体任务。 

8 0.在东地中海区，民主也门、巴基斯坦和也门结束了综合性初级卫生保健规划的制订工作， 

并在初步落实这些规划。索马里和苏丹已将初级卫生保健规划付诸实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 

卫生组织正在充分参与索马里的初级卫生保健规划，这项规划的有些项目，是培训大量的从基层招 

来的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者，培训结束后他们将返回原单位工作。苏丹居民团体能接受阿拉伯发展银 

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经费在苏丹开展的规划项目，这表明当地群众是愿意建设和装备新的初 

级卫生保健单位的。 

8 1.在西太平洋区，太平洋群岛托管领土举办了一期初级卫生保健国家讲习班。在菲律宾， 

菜特省塔克洛班地区开展的初级卫生保健研究项目，已成为该国某一区广泛改善卫生保健服务进程 

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同菲律宾政府和亚太经社委员会，已在邦阿西楠省协作开展了综合性农村 

发展项目。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和大韩民国先后举办了初级卫生保健护理活动国家讲习班。初 

级卫生保健培训班也已在中国开课；一九八〇年，在中国三个试点县的初级卫生保健中心已开设了 

三期培训班。 

8 2.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已十分关心初级卫生保健方针的贯彻问题，十分关注制订国家政 

策、战略和计划方面的各种困难和障碍，也十分关心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的具体措施。一九七九年 

至一九八〇年，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开展了一项联合研究，来共同阐述这些关键问题。这项研究， 

主题定为“实现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的国家决策，对每个参与国（缅甸、哥斯达黎加、民主也门、 

芬兰、马里.莫桑比克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都会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它也是交流经验的一种手段; 

此外，它将对整个国际社会也会具有使用价值。去年十月，主要研究人员和其他人士举行会议，归 

纳和综合了国家经验。在若干国家，从事这项研究的过程本身，也起了一种有益的推动作用，并对 

决定政策时采用的方法也起了效果。 

8 3.举办大量的旨在动员工作人员参加的区域间、区域、国家间和国家讲习班和专题讨论会， 

是完善国家政策、战略和计划的具体措施。由卫生部门和教育、农业、公共工程和情报资料等其它 

部门代表组成的工作队，在每个国家开展讲习班前后具体活动，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儿童基金 

会代表和卫生组织规划协调员，正在积极推动这方面的跨部门协作，而且这两个国际组织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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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也经常参加国家工作队的工作。现已编制出一些技术资料，帮助国家工作队解答各种不同问题， 

也向它们提供那些对讲习班前、讲习班期间的活动、及国家后续活动可能是有用的情报资料。 

8 4.去年三月，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在莫桑比克楠普拉省联合举办的初级卫生保健讲习班， 

就是上述类型的讲习班之一。来自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冈比亚、莱索托、莫桑比克、尼日利亚、 

斯威士兰、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卫生部门会讲英语的国家人员，参加了这期讲习班。举办 

这期讲习班的主要目的是，要发展各国对初级卫生保健概念和活动有一个共同的了解，要研究初级 

卫生保健采纳到其它发展活动中去的一些可能环节，并要促进国家级各初级卫生保健计划部门和机 

构间的协作。这期讲习班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对各个重点、战略、可行程度、跨部门协调、指标和 

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问题，提出了一套建议。 

¿？ 5.去年二月，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在牙买加金斯敦举办了一期居民团体卫生工作者区域 

间讲习班。这次讲习班是开展某一项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近一年前，曾向卫生组织六个区域十三 

个国家的主要研究人员，分发了一份列有十五个课题和问题的背景文件。各参与人员自己对问题答 

复所作的分析，为主要研究人员出席的这期讲习班奠定了基础。讲习班得出的成果是原来的两倍： 

它提出了以商定下来的原则为基础的有关居民团体卫生工作者的挑选、培训、任务和支持等一整套 

建议；并提出了对这一重要课题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或收集额外资料的后继活动。 

S 6.去年六月，在儿童基金会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在泰国清迈府举办了一期初级卫生保健 

区域间讲习班。对两个区域（东南亚区和西太区）各两个国家初级卫生保健重点项目的实例调查， 

会议把它作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初级卫生保健方面交流经验的事例而进行了讨论。 

8 7.在联合国系统其它机构和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下，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开展了初级卫生保健费用和经费支助的研究活动。在卫生组织六个区域十六个参与国的合 

作下，已收集了这一领域国家经验资料。继国家实地调查后，去年十二月在日内瓦举办的区域间讲 

习班，讨论了一些国家报告；这些报告提出了初级卫生保健规划和项目主要活动的概算，并详细论 

述了经费支助方法和方式。除了对目前形势和各国今后关心的问题提供 新情报外，这项活动还起 

了一种催化推动作用，可从国际和区域机构及非政府组织调集财政支持和调动技术支持。 

8 8.过去十八个月以来，已收集了将疟疾控制视为初级卫生保健关鍵活动的国家经验资料， 

特别是中国、哥斯达黎加、古巴、印度、泰国和越南的经验资料。针对这一课题于去年七月在华盛 

顿3X3召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同年十一月，向马尼拉第七次亚洲疟疾会议提交了一份概述六国经 

验的文件》六国经验表明，将启疾控制活动纳入处于不同政治、经济、流行病学、社会和文化条 

件下的卫生体制，是有可能的。它表明，有效地计划、实施和评价初级卫生保健范围内的疟疾控制 

活动，就需要一支疟疾专家核心队伍，这支队伍必须具有按当地条件和政治经济因素确定疟疾战略 



的能力，而且它必须与卫生服务体制相联系。 

8 9.机构间农村发展行动已着手进行。世界卫生组织继续同行政协调委员会农村发展工作队 

开展了协作，包括协作参与五国的评价研究工作。这是一项旨在加强机构间、尤其是国家级的农村 

发展协作途径的连续活动。一九八〇年，重点放到了重新评价联合开展的活动上，建议工作规划以 

重新评价的结果为基础，并立足于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的既定行动计划。 

9 0.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保健政策，不但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且对发达国家的条件也一 

样适用。世界上一些较富裕国的政治家，卫生官员和其他人士，现在已认识到无法支付加剧上升的 

卫生技术费用，因此，他们正在寻求比较合理的资源利用方法，向本国人民提供卫生保健。在欧洲 

区，世界卫生组织趁意大利实施国家卫生服务法案期间，正在同该国卫生当局保持紧密联系，以便 

推动意大利同其它国家进行经验交流。意大利的这项以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二年全国卫生计划为立 

足点的国家卫生服务新法令，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起开始施行》 

9 1.意大利卫生计划的总目标，是在于改善卫生保健的提供状况，在于遏制费用，并缩短各地 

区间卫生资源和卫生普及面的差距。该国的卫生事业经费，系由国家卫生基金根据人们向不同健康 

保险金缴纳的份金来提供。意大利银行负有经营国家卫生基金的职责。向不同地区分配财政经费， 

是按人口数量及与儿童、工人和老人有关的当地卫生指标来定的。它争取在六年后达到各地区资源 

分配平衡。通过提高各地区的更大效力来确定各个重点，会有助于达到资源分配的平衡，从而可腾 

出资源用到不大受到优待的地区和人群。意大利进行的这些改革，采纳了卫生组织提倡的不同课题， 

如：初级卫生保健，居民团体参与，部门间合作，权力下放和区域平等。 

9 2.去年十年，欧洲区域委员会举行会议期间，曾召开了“医学技术问题”技术讨论会。这 

次讨论会的重点议题有：发展、鉴定和使用医学技术；教育和培训；专业人员和公共人士态度； 

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领域的今后技术趋向。与会者对权力集中的实际价值提出了不同意见，因为它 

正好同区域化技术鉴定规程唱反调。会议强调，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密切适合于本国卫生保健体制 

的鉴定措施。很显然，费用问题也一定要按具体的作用来加以严密研究。讨论会达成的主要意见有: 

-发展国家医学技术政策，关系非同小可； 

—明显需要设立国家中心或区域中心，开展医学技术的综合性评价，包括分析安全程度和效 

能，分析经济、社会和医德问题； 

一值得对当前医学技术和正在研制中的医学技术进行费用/效果分析和费用/收益分析，并 

应给予支持，尤其是，一切有关团体应当发展普遍的费用认识概念； 

一鉴定结果应当分发给技术应用界、科学界和其它有关团体； 

-应当进行技术使用研究，并提出其反作用； 



—应当对所有参与人员——医生、科研工作者、技师和其它卫生保健人员，订出适当的在校、 

留校和进修教育计划，并应加以贯彻； 

一应向公众提供总的情报资料； 

-卫生组织应当协调国家鉴定工作网的具体活动，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成为医学技术情 

报的交换所。 

9.3.妇幼保健。在美洲区，根据泛美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同W.K.凯洛格基金会的协议， 

卫生组织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协调和参加了一项妇幼卫生保健主要规划。这项规划的部分费用系由基 

金会负担（约负担四百一十万美元）。通过这项三年规划（一 Л̂АО年至一九八二年），泛美卫生 

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力求发展技丁美洲家庭卫生项目的扩大工作网。这项举划目标是，提高和 

改善服务普及面，并将服务面扩大到缺医少药的人口。泛美卫生组织拉丁美洲围产学和人体发育 

中心（设于蒙得维的亚），将会大力参与这项规划，并利用该中心研制成功的适宜技术的先进成果， 

在乌拉圭两个州推广妇幼卫生保健样板。这项规划的第二项任务是，分发科技情报和编制教 

材。它的第三项任务是，建立一个国家活动项目工作网，将妇幼卫生领域的医疗服务、教学和科研 

活动相结合。这项规划，扩大了该基金会于一九七四年开始在巴西和奇伦比亚实施的联合规划活动。 

9 4.在东地中海区，由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茉马里发起的妇幼卫生 

和家庭卫生项目，在项目实施地区取得了良好成就，现已决定向全国推广。这个项目的实施地区包 

括摩加迪沙城，三个农业和半游牧区，及一个新定居区，总人口按一九七九年估计约为七十万。一 

九七九年一月至一九八〇年八月，这一地区的妇幼卫生中心巳从十三个增至二十个，公共卫生护士 

/助产士从三十三名增至五十二名。新设的七个卫生中心，有五个设在乡村和游牧区，其中有五个 

中心是由居民团体建立起来的。居民团体还向乡村卫生单位提供了家俱用品。公共卫生护士/助产 

士的家访诊断，也已有明显增加；家庭已受到鼓励到卫生中心去看病。到一九八〇年年底，约有十 

万户人家登记受综合医疗，这些家庭约有
9
 儿童获得了免疫接种。卫生服务的结合运动正在蓬 

勃向前发展。凡是登记卡上有名的所有孕妇、哺乳妇女、严重或中等营养不良的儿童，正在获得世 

界粮食规划署供给的食品补充物。护士们组办了营养示范课程，并在指导中心进行卫生和营养方面 

的讲课。卫生教育也已成为一种习惯性的生活特征。 

9 5.在西太平洋区，世界卫生组织的某一工作组于去年三月在马尼拉召开会议，商讨了有关 

改善青少年卫生保健的规划问题，并对之提出了一些建议。来自澳大利亚、中国、日本、马来西亚、 

新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大韩民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十国专家，也鉴定了满足这些卫生 

问题所需的科研、培训和服务工作的种类。专家们强调了青少年在体质、心理、经济、社会和政治 

因素方面的重要性。在都市化的社会，青少年构成了一个特定的人群，它具有某些相同的特点、要 

求和问题。从心理角度而言，青少年时期是生命周期的 脆弱阶段。青年中的创伤事故、药品撖用 



和酗酒、性传染病和不希望的怀孕、心理问题和自杀次数的惊人上升，基本上一定同技术迅猛发展 

和社会急剧变革所造成的压力有关。人们认为，青少年时期 不愿看到社会变更，而是需要稳打稳 

的绝好机会，•来获得预防性身心保健，从而可以左右未来成年人的卫生和福利。同其它年令组人员 

相比，青少年年令组方面的研究活动还几乎没有开展，而且针对青少年的要求和问题也几乎没有进 

行宣传教育。针对这一课题，工作组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 

9 6.去年五月，会员国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前年十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组 

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婴幼儿喂养联席会议所作的声明和建议。这些建议包括：鼓励和支持母乳喂 

养；促进和支持恰如其分的断奶措施；加强教育、培训和情报工作；促进婴幼儿喂养方面的妇女健 

康和社会状况；并建立适当的母乳代用品市场销售规程。 

9 7. 一九八〇年，世界卫生组织加强了其宣传和采纳上述建议的具体活动，并已订出了具体 

的全球和区域计划。例如，非洲区已订出一项协作国家活动的三年规划，其目标是改善产妇营养， 

保障母乳喂养，并在断奶期保证更好地利用当地食品。这项规划已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马达加 

斯加、尼曰利亚、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付诸实施。在加纳卫生部和联合国大学的协作下，于去年七 

月在加纳举办了一期国家讲习班，讨论妇女地位和她们在改善儿童保健、尤其是母乳喂养方面的作 

用。在美洲区，针对母乳喂养问题也举办了几期国家和分区域讲习班。在欧洲区，卫生组织继续同 

瑞典福利全国委员会开展了协作，并在该国成立了一个工作队，负责检查婴儿食品出口和婴儿食品 

技术的方针问题。在东地中海区，儿童基金会支持对海湾国家婴儿喂养惯例进行研究，而卫生组织 

已强调母乳喂养可作为目前正在开展的妇幼卫生部分活动的这一重要性。在西太平洋区，去年六月 

在香港举办了一期国家讲习班，随之成立了一个工作队。趁国际和区域专业会议期间，还举办过其 

它类型的讲习班。卫生组织巳完成有关母乳喂养盛行和期限方面的协作性研究。 

9 8.卫生组织也参加了有关的机构间组织活动，一起推动合适的断奶措施。断奶方面的具体 

活动，已被纳入营养领域的行动中心科研、发展和培训规划；这项规划着重利用当地拥有的合适食 

品，努力解决幼儿的营养要求。 

9 9.联席会议提出的某一项建议，要求制订一项国际婴儿食物和其它代乳品市场销售法规。 

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已制订出这类法规的首次草案，并在去年二月寄送所有会员国要求提出意见 

和见解。根据提出的意见和同各有关团体（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机构、非政府组织、婴儿食品 

工业.及专家）进行一系列协商的结果，于同年五月提出了第二份草案提交世界卫生大会。依据卫 

生大会作出的决定和提出的意见，又提出了第三份草案在另两次协商会议上进行商讨。此后，又订 

出了现在的这份“国际母乳代用品市场销售法规草案”，提交一九八一年的执行委员会和卫生大会 

审议。这项法规建议采取行动，制约婴儿食品的生产、贮藏、销售和广告。它要求卫生保踺系统提 



供婴儿喂养的有关情报；食品应当达到国际质量标准，尤其要达到食品营养委员会规定的标准；母 

乳代用品标签应当醒目，使公众一看就知道上等品。 

Í 上文各段述及的工作活动，并不是孤立落实的，而是作为一项范围更大的家庭卫生规划 

的部分项目加以落实的。这项家庭卫生规划，重点围绕在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上，包括改善婴幼儿 

喂养，儿童的健康发育和成长，及改善整个家庭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这项总规划是初级卫生保健领 

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补充了世界卫生组织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和联 

合国系统内其他机构协作开展的技术合作活动。 

JOj.人类生殖研究、发展和科研培训特别规划。这项规划共有四大目标：⑴加强发展中国家 

科研能力；⑵研究生育调节现行方法的安全性和发展新调节方法，研究计划生育保健的服务和社会 

心理活动，及研究不育症；⑶协调人类生殖领域的世界活动；⑷向决策者、服务人员、科研工作者 

和公众分发情报资料。 

102. 一九八〇年，本规划吸收了八十二个国家（其中五十五个是发展中国家）的科研工作者 

和负责官员的才智、技能和智慧，共同进行了科研协作和机构加强工作。在这一年，为响应会员国 

的要求，大量增加了加强国家计划生育科研能力的协作活动，包括在中国开展的科研和机构加强工 

作的主要协作活动。根据一^LA〇年在特别规划协作中心工作网完成的研究结果，现在已向各国卫 

生当局提供了下述几小方面的指导：不同口服避孕药的相对安全和效价；宫内避孕器；绝育规程； 

国家计划生育方法。 

Í 03.特别规划已研制出一种新的避孕器——阴道避孕环；为大规模生产这种避孕环，已作出 

了具体安排。一九七六年开始贯彻的化学合成规划，也在一九八〇年继续开展；到去年年底，在澳 

大利亚、巴西、保加利亚、伊朗、以色列、墨西哥、尼曰利亚、波兰、新加坡、西班牙和斯里兰卡 

的大学和政府实验室，共研制了约有二百五十种新化合物。美国人口研究中心已对这些化合物在小 

动物身Jl进行了筛分试验》去年十一月，对用于灵长目动物试验、大规模合成和临床前毒理学研究 

的这三类化合物，已进行了筛选。这项化学合成规划的经费，直接由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也间接受 

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和参与这项规划的各实验室提供，前者资助生物学錄分试验经费，后者支付 

研究人Щ的大部分费用。到目前为止，从化学合成规划的活动中还没有发现新的避孕因子，但这项 

规划是很有发展前途、很令人注目的，因为它脱离传统性的药品渠道，在化学合成领域它是第一个 

跨国合作项目的成功典范。 

Í04.卫生服务研究活动表明，护士/助产士莸得适当训练后，能够同医生一样，也能安放宫 

内避孕器，甚至比医生做得还好。去年三月，在曰内瓦举办了为时三周的计划生育卫生服务研究培 

训班。参加者是来自八个发展中国家的高级行政官员，公共卫生医生，流行病学工作者，社会科学 



家和统计工作者。受训人员根据自己在受训前同本国当局共同确定下来的研究课题，提出了其本国 

将要开展的研究方案。 

105.这项特别规划是世界上 大的计划生育科研培训规划，其在一九八〇年的活动经费花费 

了二百万美元。这笔经费系包括若干科研培训班费用，以及比一九七九年增加一倍的科研培训奖研 

金。特别规划经费主要靠自愿捐款提供；一九八〇年，提供捐款的国家和组织有：澳大利亚、古巴. 

丹麦、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印度、尼曰利亚、挪威、瑞典、泰国、联合王国和联合国人口活 

动基金会。单举一个区域为例，在非洲区，这项特别规划就收到了 6 ¿份捐款，总额达Í04，ООО 

美元，其中3 0份捐款用于研究活动，2 S份用于科研培训，份用于机构加强工作。 

Í06.皇查。在东南亚区，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组办短期的协商会和专业讨论会等形式，支持发 

展国家食品与营养政策.营养监测和培训活动。举办的一期区域专业讨论会和随后几期国家专业讨 

论会，都强调了营养项目纳入初级卫生保健轨道的重要性。现已确定了 基本的初级卫生保健营养 

项目，并拟订了营养领域初级卫生工作者的培训方针。营养领域的工作，是从制订一项有关设立营 

养行动中心研究、发展和培训规划的区域战略着手的；采用的具体措施是，继各国进行磋商和开展 

具体活动后，召开了一次区域计划工作会议。 

107.东南亚区几乎所有国家都开始实施了行动中心营养研究项目。去年十月，在新德里召开 

的主要研究人员区域会议，检查了各种具体方案，并对初级卫生保健营养项目进行了形势分析。在 

印度尼西亚茂物已建立了一个区域协作中心，从事维生素A和缺铁性贫血的研究和培训活动。在尼 

泊尔也已设立一个营养机构。为培训医务人员和辅助卫生人员起见，先后在孟加拉国、蒙古、尼泊 

尔和泰国组办了初级卫生保健营养国家讲习班和培训班。该区域已有若干国家，表示对开展营养监 

测科研项目感兴趣；现已订出了契约性协定，并订出了具体方案。 

JOS.去年二月，世界卫生组织召集基层营养卫生工作者的教员，在马尼拉举办了一期区域间 

讲习班。会议强调了营养是初级卫生保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会议明确指出，需要动员人们来 

参与和进行合作，而且只有这项措施才能贯彻初级卫生保健活动。简单而实际的营养工作，已被会 

议人员看成是初级卫生保健的一个奠基石，因为营养不良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 令人侧目的公 

共卫生问题。会议提醒各位与会者，卫生组织已发展了一种简单而任务明确的培训活动，培训营养 

领域的基层卫生工作者。教材已得到大多数教员的检验，修改过的教材现已可供有关人员自学。这 

期讲习班详细制订了各种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上述教材可以按国家经验真正被利用起来。参加这 

期讲习班的人员，系来自孟加拉国、斐济、希腊、印度、马尔代夫、菲律宾、大韩民国、斯里兰卡. 

泰国和土耳其。 

109.卫生教育。在非洲区，卫生教育规划继续面向培训教员。在科托努区域发展中心，尼曰 



利亚伊巴丹非洲区卫生教育中心，洛美和拉各斯卫生组织区域培训中心，卢萨卡医学院，布拉柴维 

尔国家卫生学高等学院等，都开设了培训课程。在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劳工组织、粮农组织、 

教科文组织和国际种族隔离联合会的支持下，非洲区四个国家（贝宁、马里、上沃尔特和赞比亚） 

针对卫生教育和大众情报课题，组办了国家多学科讲习班会议。去年七月，马达加斯加和新近成立 

的非洲卫生教育工作者协会，针对初级卫生保健、卫生教育及初级卫生保健的卫生教育作用等课题， 

组办了一期国家间专业讨论会，共有非洲区十四个法语国的国家人员出席。 

но.大多数基层组织并没有高度重视卫生事业。对经济活动、建筑公路或学校校舍或生产食 

品，通常被认为更为迫切。因此，卫生工作者可能不得不要从事卫生活动以外的工作，使得与居民 

团体的事业相联系，或成为居民团体的部分事业。卫生机构着手同其它发展项目挂上钩，显得十分 

重要。可是，这不一定因卫生工作者采取初次步骤，居民团体就能参加或介入进去。居民团体必须 

自己准备参与这方面的工作。这些课题，曾在去年九月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会议期间，在题为“居 

民团体与发展卫生事业”的技术讨论会上展开过讨论。技术讨论会引证了四个国家初级卫生保健经 

验的实例调查：中国一合作医疗事业；新西亚——波里鲁阿社区卫生项目；菲律宾——^里加拉 

(菜特省）实验；萨摩亚——妇女委员会。 

111.卫生问题曾被人们说成既复杂又可怕。各国政府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到基层一级，并争取 

将基层从消极的因素转化为积极的合作因素，它们正在采用一种合乎逻辑的途径。只有基层组织 

间卫生专业人员充分配合，才能给卫生保健体制带来必要的动力。居民团体参与卫生工作，理想的 

做法是，先从能掌握自身某些健康的个人着手。这样会导致居民团体了解卫生情况及判断一些卫生 

问题或与卫生有关的问题。在这一阶段，可从居民团体外界提供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支持，来发展各 

项同政府规划相联系的活动项目》采取这项程序，关键要靠个人的认识和居民团体的行动。人们已 

对发展居民团体参与卫生工作的实际做法进行了讨论，但须指出，每个基层组织和社会都具有各不 

相同的特征，必须按当地条件选择具体的合适措施。 

112.精神卫生。将精神卫生项目纳入总的卫生保健，是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规划战略的一 

个基本组成部分。为实现这种结合和评价它的效果，正需要一些恰当的鉴定方法。因此，卫生组织 

已着手开展了一项项目，发展新的和采纳现有的方法和技术，来检查居民团体一级的精神卫生要求 

和资源；现有七个国家——保加利亚、加纳、科威特、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泰国和美国—— 

参加了这项项目的协作。该项目的目标是：在明确选定的居民团体内，确定精神病者可进行接触的 

所有卫生、社会和其它机构；发展各种识别和记录精神病人特征的方法，但这些方法须适合精神卫 

生规划的计划、检查和评价；将这方面的情报同整个人口的社会人口统计和社会经济资料相联系。 

去年，这一项目已园满结束；参加协作的各位调查人员巳举行会议，共同评议取得的成就，交换如 

何在本国建立曰常检查系统的想法，并同意了有关项目方法学情报资料的具体分发方式和鼓励其它 



国家开展类似工作的实际办法。为贯彻会议精神，一九八〇年已开展了一项新项目，来评价多轴性 

记录和报导初级卫生保健服务的体质、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实用价值。卫生组织六个区域的国家中心， 

都同意参加这一项目活动。 

íí.3.在同时，还开展了另一项协作活动，旨在发展和检验初级保健级精神卫生问题的管理技 

术⑴。这一研究活动的第一阶段工作，是对研究的地区进行流行病学评价，并对一般卫生人员安排 

培训班。一九八•年开始了行动落实阶段，并在去年年初，巴西、哥伦比亚、埃及、印度、菲律宾、 

塞内加尔和苏丹七国的研究人员举行了会议，共同制订 后阶段的具体工作计划。开展这项研究活 

动的目的是，调查选定的居民团体内精神卫生问题的实际程度，居民团体对精神紊乱的反应，及对 

千百万至今尚未得到有效医治的精神病人提供基本精神卫生保健的可能性。 

114.当前，世界上十分关注大量酗酒造成的后果。根据文学书上的综述和八十多国的文稿， 

世界卫生组织巳编纂了一本国际形势概况书。这本概况书已被卫生组织某一专家委员会采用为背景 

文件⑵，并也被卫生组织"居民团体对酒精有关问题反响”的这一项目所采纳。参加该项目协作的 

有墨西奇、苏格兰和赞比亚。根据每个国家经验起草的报告草案，及一份国际报告，将可用于讨论 

对各国当局涉及的影响。同时，还将邀请一些国家从事类似的行动明确的项目。 

115.去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讨论了麻醉药品和嗜精神性物质的滥用问题，大会提倡药品滥 

用控制活动应纳入初级卫生保健规划。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社会文化领域药品规划的研究结 

果⑶。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研究人员的协作下，巳在国家一级进行了实例调查。随后，分析了 

各国药品使用方式的差异和共同特点，鉴定了管理药物依赖的不同途径，并发现社会文化因素对选 

择可能取得满意成果的卫生保健途径显得十分重要。同时还选择了一些实例调查，作为开展一项旨 

在确定不同国家药物依赖预防途径的大项研究活动的工作方法。初步分析的结果也表明，社会文化 

因素一定会在选择行动战略方面发挥决定作用。一九八•年，世界卫生组织也发行了药物依赖流行 

病学研究和提出报告的下列几种刊物，这些刊物编成世界卫生组织油印刊物丛书： 

第五十期：《学生药物服用普查方法学》，R.G. Smart et a l著。 

第五十二期：《整个人口药物滥用普查概况》，劳埃德.D•约翰斯顿著。 

第五十五期：《药品滥用报告系统》，工.鲁特曼和P.H.休斯著。 

第五十六期：《非医药品服用流行病学研究核心资料》，P.H • Hughes et a i 著 。 

⑴《世界卫生组织月志：第三十四期》，第 Í -
2 3
 6 页 ， 年 出 版 。 

⑵《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书》第
6 5
 0期，（酗酒有关问题：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的报 

告），Í 9 S 0年出版。 

⑶ Edwards, G.&Arif, A., ed .《社会文化领域的药品问题：政策和规划计划基础》，日内 

瓦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文献第7 号），1 9 S 0年出版。 



116.预防、诊断和治疗药物。在基本药物行动规划范围内，世界卫生组织同会员国合作，制 

订各项适应人民卫生要求的药物政策和药政管理规划，旨在确保整个人口永久获得国家负担得起的 

基本药物。一九七七年着手开展的这项工作，在一九八〇年内继续进行；在会员国充分参与下，各 

区域委员会、工作组和研究组都讨论了基本药物问题；现在，重点正在放到国家药物政策和技术合 

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上。 

117.去年，有一名顾问视访了非洲区若干国家，并对基本药物规划工作作了六个月，进行归纳总 

结当前人们对基本药物的观点和具体建议。该区域约有三十个国家制订了国家基本药物名录。在此 

一基础上，草拟了一份区域临时目录并分发给了本区域各会员国，目录列有4 种药物名称，其中 

3
 2
种名称获得了通过。去年六月，分区域会议讨论了药物规划。同年六月，非洲经济委员会代表 

团访问了非洲区域办事处，确定双方之间的技术合作领域。药物政策和药政管理方面的活动已确定 

如下：非洲区现有物资可行性研究；药学各不同问题的可行性研究，推动建立制药工业；非洲经济 

委员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建立药厂和检查实验室；同非洲经济委员会合 

作开展药品联合购置规划。 

在东南亚区，世界卫生组织制订了一项同各国合作的药物政策和药政管理规划，共同加 

强这些国家的基本药物供给系统。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从本国初级卫生组织规划内开展这种类型的 

合作活动中，已获得了收益。在这两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这一机构，还积极 

建立了一个药物法规、药品评价和质量检验领域的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工作队。该区域其他国家 

还开展了各有关活动：孟加拉国，新近建立的基本药物生产机构，发展了制药技术；缅甸，开发计 

划署/稂农组织/卫生组织协作加强食品和药物管理规程，并草拟必要的条例和规定；印度，设立 

一个国家质量检验所，负责检验Haffkine研究所目前调制的口服脊髓灰质炎疫苗；蒙古，计划一个 

生物制品生产单位；尼泊尔，同开发署和荷兰政府协作，共同开展一项以生产、购置、销售和使用 

现代药物和印度草药为重点的初级卫生保健项目；斯里兰卡，确定一种生产初级卫生保健基本药物 

的配制单位，并加强国家药品质量检验和发展药物队伍。 

ÍÍ
9

.去年十月，东南亚区域办事处召开了药物政策和药政管理的国家间会议，会议确定了本 

区域各国药品供应体系方面的问题、困难和行动措施，也确定了卫生组织在这一领域促进国家自给 

自足的职责。 



120. 在西太平洋区，拟出了一份有关建立南太平洋药品机构的协议备忘录修订草案，并已 

寄送各潜有的参与国征询意见。去年二月/三月，在吉隆坡举办了一期药品质量检验和管理的分区 

域讲习班，参加者系来自中围、马来西亚、菲律宾、大韩民国、新加坡和越南等六国》同年四月， 

针对落实东盟各国药品技术合作七大领域工作问题，某一工作队进行了一次可行性研究》 

121. 很显然，从社会公正思想和公共利益为一方，从制药工业的商业利益为另一方，两者 

之间会发生矛盾》为把这些矛盾减少到 低程度，世界卫生组继续作出了努力，同四十个药品公司 

进行商谈，共同探讨相互可接受的合作途径。此外，世界卫生组织还同制药工业界一起，参加了联 

合调查团，为支持布隆迪、卢旺达、索马里和也门的囯家卫生事业，一起鉴定这些国家的基本药物 

需求。 

122. 去年一年内，世界卫生组织参加了联合国机构间工作队的工作活动。这一工作队系负 

责发展不结盟国家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药品规划，该领域的另一项机构间活动，是同儿童基金会进 

行几次非正式协商活动，以期制订儿童基金会/世界卫丰组织联合规划，向不发达国家提供初级卫 

生1Ш基本药物。 

123.《国际药典》的修订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去年，完成了第二卷第三版的修订，•本列 

入了一些专题文章，专门论述从 广泛使用的基本药物、尤其是初级卫生保健常用的基本药物名录 

中选出的一百二十种速效物质。 

124. 卫生组织继续举行了技术转让政策，其具体做法是，系统地提出有关生产和检验狂犬 

病、乙型肝炎和风發等疫苗的国际要求，并刷新有关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要 

求。 

125. 世界卫生组织同阿尔及利亚、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了合怅 

共同对建立基层化验室问题作了现场业务调查。在这项联合活动中，卫生组织和有关政府，共同研 

究了建立基层化验室的一切业务活动，确定了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现在，重点不 

但要建立能有利于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和疾病控制的小型基层化验室，而且要放在加强那些能对基层 

单位发挥主要作用的中层和中央级实验室的业务活动上。一九八〇年，卫生组织还出版了一份为数 

4 8 7页的《卫生化验基本技术手册》》 

1 2 6 . 传统医学。—AAO年，选定了三个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协作中心，分别设于中虱 

印度和墨西哥。另几个协作中心也正在筹备过程中，加纳和马里各设一个，尼日利亚和美国各设两 

个。 



127. 去年九月至十一月，卫洼组织在中国组办了两期针灸培训班，其经费由开发计划署提 

供。第一期在上海举办，是法语班，共有十五名非洲区的人员参加；第二期是英语班，在南京举办， 

共有非洲区、东南亚区和西太平洋区二十名人员参加。 

128. 在官方卫生服务领域，有关传统医学的行政管理文献十分稀少。为弥补这一差距，已 

编制了一本手册，供卫生行政官员和卫生工作者使用。这本手册打算在一九八一年内发行；它想综 

述各受选国âH专统医学主要思想和体系，概述世界上传统医学方面的现行法规，并对愿意更大程度 

利用传统医士和民间卫生保健体系来扩大本国卫生服务的行政官员，提出一些可能有助于他们工作 

的具体规程。 

预 防 和 控 制 疾 病 

129. 去年，卫生组织在预防和控制疾病领域的活动方向，已在初级卫生保健范围内加以调 

整。传统性抗某一疾病的遏制运动，经人们采用技术合作领域内着重解决问题的途径，正在转向更 

为明确的流行病学监测活动。预防和控制疾病规划同卫生组织其它主要规划的连环关系，正在得到 

改善。卫全组织也正在努力计划、贯彻和评价传染病规划，将其成为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的国家 

卫生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130. 流行病学监测。在东地中海区，传染病疫情监测现场工作已在索马里梅卡着手开展。 

梅卡是该国的某一州府，曾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发生和医治了世界上 后一例天花。这项现场活动还 

将炉大到索马里所有州的人口的实例监测标水；其初期阶段将有卫生组织顾问参加。初期阶段落实 

之后，该国十六个州都将各委派一名水и环境卫生工作者，从事业务活动结束后的扫尾工作。这一 

项目，经费共达824，000美元，系由卫生组织和开发计划署提供。该项目的目标是，协助索马里 

政府达到本国的奋斗目标之——即努力控制传染病。这一项目，通过提供索马里各地区传染病发 

生率的资料数据，基本上会有助于作出传染病控制的科学计划。同样，通过安排连续性的监测活动， 

该项目也有利于早期确定疾病发生的变化，进而有助于开展早期行动，施行各项疾病控制措施。 

131.去年十月至十一月，在马尼拉举办了一期流行病学教学区域讲习班。这期讲习班受到 

了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的支持，讲习班的内容，特别包括了努力将人口为依据的研究工作纳 

入医药进修生的课程；出席人员共有二十二名，主要来自西太平洋区流行病学、基层医学或预防医 

学部门。讲习班上讨论的其它课题还有：流行病学工作者的作用和职责，人力要求和教材编制。 

132. 去年，世界卫生组织加强了其驻苏瓦地区的甬太平洋流行病学监测工作队。这个工作 

队，现已有两名流行病学工作者，一名昆虫学工作者和一名微生物学工作者，负责着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工作。 



1 3 3 . 疾病行动规划。在非洲区，来自国家间项目的顾问工作团，推动了九个囯家的抗疾规 

划发展；他们分析了形势，并对具体活动、培训和轮训人员、及物资和药品运输等问题作出了 

计划。在拉各斯培训中心和科托努区域卫生发展中心，分别开设了抗疰培训课程，前者培训二十一 

名卫生工作者，后者培训四十四名卫生工作者。 

1 3 4 在科托努贝宁国立大学的协作下，卫生组织为法语国十一名国家人员组办了一期试管 

内试验恶性疾原虫抗4 —氯基喹啉的敏感性的训练班。在美国国际开发机构协作下，已制订出非洲 

抗疟规划的支助战略（即媒介控制，早期治疗，和易患病人的预防工作）。在这方面，已在刚果、 

肯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赞比亚等七国，安排了两期讲习班会 

议和一期情报视访。 

135.非洲区域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期间，区委会研究了疟疾控制总战略，认清了调整国家 

和区域战略方向的要求，并邀请会员国相应制订本国战略》 

136.东南亚区域办事处已发行一份急性é疾诊断和管理方面的 新手册⑴。这份刊物销路 

很广，它对基层卫生机构的工作人员特别适用。 

137.在欧洲区，土耳其疾情的严重性，继续在一九八〇年引起人们的关注。为迎合东南政 

疟疾复燃的挑战，特别由于若干国家易受和遭到疟疾的侵袭，开发计划署和卫生组织曾在一九七八 

年设立了一个国家间特别项目。为开展这些抗疾活动的有效协调，世界卫生组织在开发计划署和保 

加利亚政府的协作下，于去年三月在索非亚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人员有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 

表，和该项目实施国——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代表。 

13 8.自一九七六年以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И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已发生了几起痕疾暴 

发。虽然疫情似乎逐渐有所好转，但疟疾仍在若干地区传播。为降低活性疫源地的地方流行，目前 

的主要精力放在控制活动上。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分别于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三年证实消灭了疟 

疾。在希腊，希腊——土耳其边境尤罗斯河西岸的几所村庄，曾在一九七五年发生 后两例地方疟 

疾，一九七六年发生 后三例地方疟疾》疟疾感受地区的存在和这三个国家传入的疟疾病例的增加， 

以及败邻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土耳其边疆地区传播性疫源地的存留，构成了重新暴发疟疾的严重危险 

139 .在索非亚召开的这期会议，认清了各参与国间更紧密地开展合作和交流技长的要求及 

可行程度，提出了一系例具体建议：如防范活动，标准疫情情报体系，使用免疫学筛选方法，与中 

⑴世界卫生组织《急性疟疾临床管理》，一A/VO年出版，新德里（世界卫生组织东南亚区 

域刊物第九期）。 



东和欧洲邻国的合作，人员培训和后勤事宜等。 

1 4 0 . 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评价了民主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的抗症规划，也合作评价了印度的恶性疾原虫遏制规划。为这项培训规划成立的常设秘书处，将于 

—АЛ—年初在吉隆坡开始履行职责。去年，在中国举办了一期现场疾疾实用研究的专题讨论会和 

— tfê量流行病学的讲习班，在苏联举办了一期恶性疟原虫试管内连续培养的讲习班，并在其他地 

方举办了几期恶性症原虫药物敏感评价的训练班。这些活动纯属加强科研能力和流行病学工作.的主 

要活动。科研方向仍然面向于改善疟疾控制工侬的目标，并在试验药品敏感方面取得了方法学上的 

显著进展。 

1 4 1 . 十八个月以来，通过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包括去年七月在美洲区域办事处召开一期 

非正式会议，已收集了初级卫生保健和疟疾控制领域国家经验的资料。去年还提出了一份概述六S 

经验【中国、哥斯达黎加、古巴、印度、泰国和越南）的文件；这份文件已提交去年十一月在马尼 

拉召开的第七次亚洲症疾会议和其它一些会议，包括为联合调动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工作人员而 

召开的会议(同时参见上文第2 5段）。 

142. 第七次亚洲疟疾会议，为交换疾疾控制活动的技术问题和其它事项的意见提供了一个 

场所。来自东南亚区、东地中海区和西太平洋区二十七个国家的高级疾疾工作者和高级卫生工作者， 

参加了会议讨论。这次会议回顾了亚洲疟疾的当前状况，检查了二 ООО年人人健康战略内的疟疾 

控制作用，研讨了疟疾控制活动方向和人员培训的近期要求，综述了疾疾科研近来取得的进展，并 

确定了科研的重点领域。会议建议，根据世界卫生大会倡导的战略，疟疾控制活动应继续成为一项 

重点项目。 

143. 寄生虫病规划。“Praziquantel ”药是一种新研制的抗血吸虫病复方药物；它的化学 

结构，同以前采用的抗人体血吸虫的速效药并不相关。根据临床前寄生虫病学、药理学和毒理学研 

究和健康自愿者的耐力双盲研究，药物制造商在一九七五年提出建议，卫洼组织可不妨对进一步的 

研究和研制活动进行合作.这种合作的结果，已导致便用标准临床试验方案和商定下来的技术方案。 

对感染寄生虫标本，寄生虫病学技术可各有不同。在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协调下， 

对各种不同的生物学体系，进行了诱变性多中心研究。其次，抗埃及血吸虫、曼森氏血吸虫和日本 

血吸虫三种口服剂量的耐受力和效价双盲•，已在巴西、日本、菲律宾和赞比亚当•作一项多中心 

的临床试验加以开展，其成果极为可观。非洲、南美和亚洲其它许多临床中心，利用定量寄生虫病 

学技术，也开展了剂程更大的效价试验。一九八〇年根据联合方案开展的现场试验，已接近扫尾阶 

段。同药物工业进行此一紧密专业合作，为着手开展临床药理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板，并 

为科研和发展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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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九七九年七月开始实施的苏丹吉齐拉一迈纳吉勒和拉哈德灌溉计划尼罗河绿洲卫生 

项目，在一九八〇年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项目涉及了二百万人口，它旨在通过采用综合性多学科 

途径，预防和控制重要的水源性疾病——如疟疾、血吸虫病和腹泻病。在人员配备方面，这一项目 

尽可能釆用了国家技长。已开展的主要活动有：环境管理，包括改善灌溉和排水系统的计划；援助 

业务和维修方法；及提供水和建造厕所。这项规划要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村民们的支持，例如， 

村民们要配合避免接触污染的运河水，还要配合提供环境卫生和排水活动的劳务。初级卫生保健正 

在受到高度重视；发展该项目水源性疾病的监测、诊断和治疗活动，将会发挥关键作用。在科研方 

面，评价健康对农业生产力发挥的作用，正在得到强调。一九八〇年，在项目实施地区，开展了血 

吸虫病诊断和化疗方法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拉哈德灌溉计划已受到了特别重视，那里至今还未发现 

血吸虫病的传播。对项目工作人员已提出了具•针，对治疗虫病的特效药（œcamniquine和 

praziquantel )，也已作出安排进行现场试验。 

145.为资助该项目，去年二月在喀土穆召开了一次捐款者会议；许多国家，以及国际机构 

和双边机构，都许诺提供财力和技术上的支持。尼罗河绿洲卫头项目，将会显著降低血吸虫病疟 
� 

疾和腹泻病的发病率和流行率，从而不仅会增加灌溉计划地区的人口健康，而且对苏丹经济构成主 

要作用的该地区农业洼产力会产生积极影响。 

146. 沃尔特河盆地盘尾丝虫病控制规划第二阶段第一年结束后，发现在象牙海岸扩大喷莼 

已限制了媒介物的重新侵袭。在媒介物传播受到彻底阻扰的某些地区，年肯人的感染率（一九七五 

年规划实施前感染率介于1 0 % 至 3 0%以上），已降到另度。这些结果表明，喷药应当进一步扩 

大到贝宁、加纳、多哥和塞内加尔河盆地。疫情调笪已证实，殜介传播已继续受到了阻断。有关这 

—活动的经济计划训练班，在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协作下，已在法国克莱衆费朗大学组办，参加者有 

贝宁、加纳、象牙海岸、马里、尼日尔、多哥和上沃尔特的圔家人员。 

147. 近年釆，在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和科教文组织) 

和非政府机构的合作下，世界卫_Ф组织已制订了一项水利发展与卫丰规划。设立这项规划时初步没 

想的主要目标是，对水利发展巳造好计划玫正在逐步落实的地区，为预防和控制它们易受侵袭或越 

来重的各种传染病（尤其是寄车虫病性质的传染病），制订出一套方针或方法学。当初提出这 

类方法学的目的，准备把它用于全球范围的寄生虫病预防和控制，面向世界所有地区；可是不久发 

现，这项方案雄心太大，因此必须要采纳一#1于细计划下来的区域方法，而这种区域方法的各个环 

节 终又能结合起来，可以提出不同动物地理区域的不同势态。对釆用那奢万针的广泛阶层——如 

各国政府、经费支助机构、工业^湘工程界、公共卫生工作者和国际组织——所掊出的要求，也必 

须切不遗忘。 



148. 鉴于上述事由，已决定针对这一课题编制一本文献录，并在同时，决定对体现世界各 

地流行状况的选定地区，进行现场调查，调查的重点特别放在血吸虫病上，因为此病对发展中国家 

的水事项目具有典型的联系。这本文献录的两个»已经发行，并在一九八〇年年底，列有1250 

个论证事例的第三版修订本，即将脱稿。现场调査已在阿根廷、巴西、加纳、象牙海岸、巴拉圭、 

委内瑞拉和东南亚分别展开。今后的计划将包括两个环节：⑴为避免或 大程度地降低主要传染病 

的发生和蔓延，针对制订、安排和落实水事发展计划的基水步骤，拟订一套方针政策；（2)对小型贮 

水库给健康造成的影响，尤其在非洲造成的影响，进行调研。 

149. 麻风。东南亚区现有五百多万麻风病例。在孟加拉国，世界卫„Ф组织针对培训规划和 

评价麻风控制规划的业务活动和流行病学问题，已提供了咨询服务。《旬，利福皮霉素（rifam
Picin) 

试验，包括对现场公开病例的治疗，仍在继续进行；对卡介苗股研究，卫_车组织进行了合作；为评 

价达普宋抗性的流行和发生率，已进行了一次现场试验。在印度，为治疗麻风病人的残废，世界卫 

洼组织协作探讨了开设外科服务机构的可能性，并为科研活动和举办讲习班提供了资金；由瑞典国 

际开发机构资助的多药物试验试点项目，已着手开始落实；比利时达米埃麻风基金会，已对流行病 

学监测、建立麻风控制样板单位、及通过卫生组织提供药品等工作，均提供了支持。在印度尼西亚， 

丹麦儿童挽救组织，通过世界卫座组织支持了几个培训项目的活动。在马尔代夫，通过一次涉及 

9 7%人口的普查，发现了 2 0 2个住有人的岛崎上，1 4 3个岛屿流行着麻风病。在尼泊尔，病 

例检测、卫生教育和建立治疗诊断等工作仍在继续开展，其重点放生培训基本卫生服务领域内的国家 

医务辅助人员上，以保证治疗和抑制麻风病例具有成效；在卫组织和日本造船工业基金会的支持 

下，两个县已开始采用多药物治疗规程，居民团体也已开始参加。在泰国，重点放到了基层卫洼工 

作者的培训活动；在日本造船工业基金会的支持下，已开始了达普宋抗性和使用多药物治疗规程的 

普查工作。日本造船工业基金会还资助了东南亚其它各种麻风控制活动。 

150. 去年六月，在新德里召开了国家间协商会议，会议针对达普宋抗性问题，检査了东南 

亚区的麻风控制和科研现状。会议制订了提供多学科治疗规程的准则，建议了供现场采用的具体治 

疗规程，并确定和发展了科研具体领域（化学疗法，流行病学，免疫学和其它业务问题）的工作方 

о 

151. 去年二月，世界卫生在摩加迪沙召开的一期会议，检查了麻风控制、培训和科研活动 

的方针.，并确定了东地中海区将麻风控制活动作为初级卫生保健一个组成部分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152. 去年二月和九月，苏瓦麻风培训中心分别开设了麻风训练班，第一期有六个国家的十 

—名人员参加，第二期有八个国家的十二名人员参加。目前，麻风是西太平洋区若干国家的一个重 

要问题，该区域的培训重点现放在麻风控制规划上。 



153. 鉴于若干国家重点放在初级卫生保健领域内的麻风控制方面，面对麻风控制规程的近 

期变化，在去年六月召开的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席会议巳商定，儿童基金会将不但支持药 

物供应和疗理设备，而且更广泛地支持行动计划的联合制订，将重点放到多学科卫生保健人员培训 

规划的制订工作上。 

154. —：/LAO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一水《麻风病控制手册》，此刊物尽可能综合了麻 

风知识的 新动态，也刊载了近来国际麻风会议、卫生组织专窠委员会和其它团体所建议的方针政 

策。此水手册，特别适用于卫生规划负责人，并对项目制订程序也引起了特别关注。 

155.结核病控制。去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已对结核病控制规划的工作不力表示关注；大 

会敦请各会员国，尽早重视将结核病控制活动列为初级卫生保健的一个整体部分；大会还强调指出， 

需要促进结核病领域的规划评价、流行病学监测和卫生服务研究。 

1 5 6 . 在卫生组织支持下，印度南方对卡介苗疫苗接种效果进行了大规模现场控制试验。试 

验结果表明，七年半以来，还没有任何肺结核杆菌的保护影响为审查试验结果，曾召集过一个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小组举行会议，会议确认了科研调查的高标准，但它认为， 

由于研究的地区存在着若干流行病学和免疫学特性，调查结果不太容易推知出其它地区的情况⑵。 

157. 世界卫生组织某一研究小组，依据现有的所有资料，已审査了当前的卡介苗接种政 

策⑶。该小组基本上同意卡介苗接种现行政策，并建议继续采用卡介苗，作为一种抗结核病的措施 

来抓。该小组认为，从印度试验的结果表明，目前还无法断定卡介苗的效价。人们应当作出一切努 

力，确定显然可缓和卡介苗接种结果的当地因素，但在同时，继续釆用卡介苗，尤其对婴儿和儿童 

采用卡介苗，较为妥当。由于各国的肺结核各不相同，选择卡介苗规划项目时，必须视当地疫情而 

定，比如，在结核病流行率高的国家，应当尽早在人的生命早期施行卡介苗接种。该小组强调指出, 

卡介苗接种不应孤立地看成是控制结核病的一种手段，而是具有病例检测和治疗项目在内的综合性 

控制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158.病毒性疾病。卫生组织为支持急性呼吸道感染、腹泻病和免疫接种等主要规划，仍在 

⑴《世界卫生组织学报》第 5 7期（一九七九年）第 5部分， 8 1 9至 8 2 7页。 

⑵《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书》第65 1期（一九八〇年），结核病疫苗：印度医学研究 

理事会/世界卫生组织科学小组的报告》 

⑶《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书》第6 5 2期（一九八〇年），卡介苗接种政策：卫生组织 

研究小组的报告。 



继续鼓励发展各种简易而速效的病毒感染诊断技术。迄今，多数国家的大部分病毒学技术既繁瑣又 

不适用。但卫生组织同各国协作开展的某一规划，正在研制出一些较新的技术，这些技术简化了标 

本采集，又简化了必要的化验结构和设备。这项协作规划，系负责评价各种新方法，编制手册，生 

产和销售试剂，及组办培训讲习班， 

159. 去年九月/十月，某一科学小组在日内瓦举行了会议。会议检查了这一领域近来取得 

的进展，并对发展初级卫生保健领域有价值的方法而进一步开展必要的科研工作，提出了咨询意见。 

近迅速发展和改革了施用于各种病毒疾病的若干种技术，这些技术通过对抗原和早期抗体的检测， 

可迅速作出病毒诊断。科学小组已评议了这些技术的有利和不利特性，此外，它还对这些技术采用 

的试剂，检查了其标准问题和质量检验问题。同时，科学小组针对卫生组织扩大此一领域的活动问 

题，也提出了咨询意见。 

160. 腹泻病控制。在非洲区，有二十一个国家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协作腹泻病的控制工作。 

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肯尼亚和卢旺达已在这一领域订出了行动计划。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和赞比亚，还进行了生产口服补液盐的可行性研究。去年七月，在布拉柴维尔召开了咨询小 

组会议，会议建议为控制腹泻病采纳初级卫生保健途径，尤其采纳居民团体参与具体工作的这项措 

施。刚果、肯尼亚、莫桑比克、卢旺达、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流行过霍乱。 

161. 去年，东南亚区在孟加拉国和印度选定了两个世界卫生组织腹泻病研究和培训协作中 

心，一个定命为达卡国际腹泻病研究中心，另一个定名为加尔各答国家霍乱和肠道病研究所。去年 

、十月/十一月，在曼谷为国家规划负责人举办了一期控制腹泻病的培训班。针对制订腹泻病研究方 

案，已向该区域各会员国作出了技术支持。现巳建立了腹泻病工作组，负责对发展和贯彻一项腹泻 

病服务和科研规划提出咨询意见》去年十一月，针对这项规划曾在新德里召开过国家间会议，会议 

检査了当前的国家控制规划，并提出了今后三年主要活动的工作大纲。去年，东南亚腹泻病的服务 

活动和科研工作，从预算外财源中获得了很大收益。 

162.在埃及，股泻病是到儿科医院住院和门诊治疗的 普通起因。腹海病每年要夺去5万 

名婴儿和1 0万多名五岁以下儿童的生命，而且又妨碍了幸存儿童的身心发育和生活素质。为协助 

征服这一问题，卫生组织同亚历山大大学协作，在埃尔。沙比医院成立了一个口服补液培训示范中 

心。按计划，该中心担负国家腹泻病控制规划的工作。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顾问，已对治疗腹泻病 

作了 口服补液效率的实际示范。针对卫生组织的奖学金问题，卫生组织三名职员已视访了上文述及 

的达卡协作中心。 

163.去年四月，西太平洋区医学研究咨询委员会会议建立了一个腹泻病小组委员会，负责 



促进和发展水区域的腹泻病研究工作。该小组委员会在当月举行会议，它回顾了本区域的当前科研 

活动，确定了科研重点，并提出了有关建立和资助科研活动的组织措施，去年，西太平洋区订出了 

区域腹泻病研究规划，该规划分成二大项目：⑴同会员国合作，一起制订会员国的围家规划；⑵促 

进和落实口服补液疗法。有关腹泻病预防和管理的培训教材，已在去年编制出来，并在菲律宾进行 

了现场试验。这份教材，打算供中级卫生人员（公共卫生护士和助产士）培训之用，去年十月，在 

马尼拉举办了一期腹泻病临床管理的研讨讲习班。对参与腹泻病控制活动的国家卫生官员和机构， 

及对那些可能从事腹泻病业务研究的卫生官员和机构，已草拟了一份名录。 

164.事实上，卫生组织六个区域都经常召集国家高级公共卫生行政官员和科研工作者举行会 

议，商讨如何制订国家腹泻病控制计划，确定卫生组织如何对国家腹泻病规划进行 好的合作。到 

去年年底，这些会议，已推动了七十多个国家的腹泻病规划实施计划作为初级卫生保健一个组成部 

分的制订工作。重点已放在降低腹泻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上。降低腹泻病死亡率的具体措施是，采 

用卫生组织和儿童基金会推荐的口服补液方法，早期治疗急性腹泻病；降低腹泻病发病率的具体措 

施是，改善有关的妇幼卫生做法，改善环境卫生，并测定和控制流行病。到一九八三年年底，世界 

指标定为：对发展中国家五岁以下儿童的2 5%腹泻病例，进行口服补液疗法。 

1 6 5 . 落实国家规划方面遇到的主要抑制因素之一，是缺乏供应充足的预先包装好的口服补液 

盐。为解决这一困难和满足国家要求，在儿童基金会支持下，卫生组织已同各国开展了合作。当地 

生产口服补液盐的政策方针已订了出来，十三个大规模生产中心也已投产。 

166.腹泻病规划内的培训活动，着重培训国家人员学会管埋、督导和训练工作。为满足当 

地需要而在区域和国家级举办的训练班，是训练学员掌握初级卫生保健领域内开展腹泻病控制活动 

的 佳方法，可训练他们制订有关测定腹泻病规划作用的评价计划。为建立东南亚区和西太平洋区 

技术培训中心，本组织同开发计划署已在联合实施一项项目。-本业务手册和四本技术培训课本也已 

编制完毕。 

167. 本组织的腹泻病规划受到了联合国、世界银行、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会、瑞典国际 

开发机构、其它国际组织和双边与多边机构的支持》从渴望获得支持的科研工作者那儿，共收到了 

1 8 0封请求信（40%以上来自发展中国家）；针对科研项目的经费支助问题，也已采取了初步措 

施。 

168. 免疫扩大规划。到一九八•年年底，全球免疫扩大规划已大力推动了一百多个发展中 

国家的既定活动，加强保护国家儿童免患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脊髓灰质炎和肺结核。该 

规划的奋斗目标是到一九九〇年向全世界儿童提供免疫接种保护，其较为近期的目标是将目前估计 



的免疫普及面到一九八三年增至 5 0 %。 

169.到去年九月底，非洲区共有二十八个国家实施了免疫扩大规划，而且其它一些国家也 

准备要实施。培训活动仍在继续开展。去年在布拉柴维尔组办了一期区域间高级管理训练班，出席 

者有该区域十六个法语国的二十四名国家人员和其它区域的五名国家人员。在尽可能同邻国协作的 

情况下，已有八个国家组办了国家训练班，另八个国家也正在筹办。国家人员已日益成为训练班的 

推动者。免¿课程作为初级卫生保健的一种教材，已适用于非洲区各培训中心的教学工作。 

170. 在美洲区，购置疫苗和有关设备的周转借贷基金已得到了巩固，现在二十二个国家和 

八个地区参加了该基金。为研制和生产拉丁美洲规划使用的疫苗冷藏箱和转已在哥伦比亚卡 

利建立了一个区域中心。该中心是美洲区以加强疫苗冷藏转运系统为长期目标的某一项目的组成部 

分。 

171.去年十月，全球免疫扩扩大规划咨询小组在日内瓦召开了年度会议。该咨询小组共有以 

地理和技术平衡为理由而提名的十二名人员组成；它讨论了全球战略、规划实施和科研与发展等问 

题；评议了全球和区域免疫活动，并通过了卫生组织某一工作组在去年十月提出的卫生组织脊髓灰 

质炎、脊髓灰质炎病毒和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纲要。开展评价活动的具体事例有：七个国家的免 

疫规划评价；三个国家的费用分析；为测定采用的疫苗质量，发展一项情报系统；_九七九年至一 

九八〇年共有二十五次的免疫普及调査。 

172.去年，免疫规划的培训类型和程度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区域间进行的高级计划和 

管埋人员培训活动的重点，已转向国家级培训活动的三大领域：⑴管理中层督导人员，⑵后勤和疫 

苗冷藏转运系统，（3保养和检修疫苗冷藏设备。此外，培训材料已同国家卫生培训相结合，并已扩 

大到初级卫生保健的其它活动。去年八月，在马尼拉举办的区域间高级计划和管埋培训班，就是上 

文舞到的培训班的 1 典范。 

173. 八个发展中国家的疫苗销售体制已得到了改善；继现行方法分析后和方针草案拟订后， 

疫苗包装和船运规程也得到了改善。对疫苗贮藏和运输设备，已夾定采用两种方法加以确定：⑴独 

立测定发展中国家实验室的现有设备，检定是否可适用于热带国家；⑵为满足发展中国家要求，发 

展新设备和改革现有设备。早已施行的产品情报系统已得到了加强。基金会和联合王国疫苗用户 

协会已提供了相当多的支持。疫苗冷藏转运领域的具体活动，为发展适宜技术和发展中И家间技术 

合作树立了杰出典范。 

174.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这项国际技术合作的全球规划，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发起 

开发计规署和世界银行联合支助的’该规划具有两大目标：⑴研究和发展新的和改善了的方法控制 



六种热带病一一疟疾、血吸虫病、丝虫病、锥虫病（系属非洲嗜睡病和南美锥虫病）、利什曼病和 

麻风；⑵加强国家科研机构，包括加强培训活动，提高受六大疾病影响的热带国家的科研能力久一 

九八•年，这项全球规划朝着上述两大目标已取得了重大进展。到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十日，该规 

划共支助了 1 0
 8 8

个项目，来自1 0 9个会员国的
2

 ООО多名科研工作者，参加了该规划内的 

计划制订、贯彻、业务落实和评价活动。该规划已拨出5千2百多万美元，直接支助国家科研工作 

者和机构的活动经费》对流行热带病的发展中国家，项目活动经费比额已从一九七七年的2 9 %到 

—九八〇年增至5 6 %。 

175. 早期取得的科学成果可包括：疟疾、血吸虫病和丝虫病化学疗法的进展；乡某介生物学 

控制的进展；疟疾、麻风和非洲锥虫病现场测试方面的简易而准确的诊断方法。同时，专门对流行 

热带病的发展中国家的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大力增授了加强机构的经费和培训经费。已对210 

名人员颁发了培训奖研金；2 2个科研机构现正在受到长期的经智支助。二十三个11家政府（包括 

流行热带病的六个发展中国家政府）和六个其它国际组织，同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一起，共 

同向全球规划捐款了七千多万美元。联合协调委员会已批准一九八〇年和一九八一年活动经费的  

高款额分别为二千六百五十一万美元和三千另九万美元。 

1 7 6 . 去年九月，特别规划科研加强小组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五次会议，商讨政策和重点，及 

审议经费资助的请求。会议强调指出，从本小组支助的那些科研机构所提出的初步报告来看，表明 

它们同本小组的关系还处在非常早的阶段，因此，水小组不应容许个体问题疑难于整个政策和计划。 

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得力的科研能力，是一项重要的长期目标，因此对它不可能预计出近期效果。 

177. 面对人们请求资助混杂活动的数目众多，该小组认为，应当由本小组检查它的政策， 

并在某些情况下，订出较为严格的经费赠授方针》小组会议夾定，今后一切科研培训奖学金的颁发， 

全部围绕在加强科研机构的目标上，不管提出的请求来自某一机构、某个人或来自某一科学工作团 

体。训练班，讲习班和专题讨论会，只有在同特别规划相关的情况下，或者是可能会推动科研进展 

或能明显有助于科研机构的加强的情况下，才向其提供经费支助。 

1 7 8 . 该小组重申，内部评定是提供长期奖研金的一项所需活动，其目的主要在于改善那些 

受到经费支助的科研机构的管理工作，从而动用奖研金，使其富有成果。该小组审理了二十个经赛 

长期支助的展期方案，它批下了十八个方案。对其中十三个新方案，该小组建议提供四个资本奖研 

金，二个长期奖研金和三个训练班活动金。三个方案已被推迟审理，荖三个方案则没有同意。 

179. 媒介生物与控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考虑了卫生组织媒 

4 Л 



介生物与控制专家委员会的建议⑴，在一九八〇年加强了相互间各项活动的协调，更好地预防同发 

展水力资源有关的水源性疾病和虫媒性疾病。为在制订水利发展计划时就能考虑必要的预防措施， 

已同意开展机构间合作，更严密地监测水利发展计划。专门述及机构间合作的协议备忘录也已签署。 

目前正在努力扩大机构间合作范围，吸收其它组织和机拍卜起参加（同时参见第1 4 7段）。去年， 

重点特别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媒介生物学控制科研项目，将其成为本组织努力制订居民团体 

釆用的综合性媒介控制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180. 从thuringiensis扞菌（血清H—14型）派生出来的生物杀幼虫剂，对人体和环境都 

极对安全，对杀黑蝇和蚊子，测定效果十分可观。这种杀幼虫剂，已进入了供大规模现场使用的工 

业生产阶段。一九/Y〇年，在沃尔特河盆地实施盘尾丝虫病控制规划的地区，某一地方有一种盘尾 

丝虫病的媒介幼虫，已对前六年该地区控制盘尾丝虫病媒介所采用的杀幼虫剂——temephos ( ― 
种药名）一产生抗性。采用chlorphoxim来控制抗temephos虫媒是有可能的。chlorphoxim，是 

当初预计到现在这种结果而早先筛选出来的另一种杀幼虫剂。为了 大程度地减少交叉抗性所致的 

问题，去年也立即采取了措施，从业务上加速测定其它几种环境安全的杀幼虫剂。对thuringiensis 
杆菌派生出来的那种处于实验阶段的杀幼虫剂，巳进行了大规模现场试验，试验结果颇为可观。这 

次试验表明，经过对工业生产和配制方面进行深一步的研究后，大规模使用这种生物杀虫剂是有 

可能的。 

181.在发展那些更适合虫媒疾病流行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媒介控制方法、工具和战略方 

面，仍缺乏足够的训练有素的国家胜任人员，这对预防虫媒疾病构成了一大困难。为此，在热带病 

研究和培训特别规划的支助下，去年已在加强培训机构网，来训练媒介生物与控制领域的专家。医 

用昆虫学树某介控制训练班，已在茂物（印尼）、阿比让（象牙海岸）、内罗毕、乔斯（尼日利 

亚）和巴伦西亚（委内瑞拉）分别举办。这些训练班水着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精神，将向许多国 

家开放。目前正在努力进一步发展这一培训网，将其扩大到其它一些疫情地区。 

182.预防和控制非传染病。去年六月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期协商会议，会议提倡 

在这一领域设立一种综合性规划，同卫生组织协作建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围家的综合规划。在综合 

规划已制订的地方，比如癌症和心血管病综合规划制订的地方，应当鼓励它们进一步加以发展。对 

~~(1)《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丛书》第6 4 9期， 1 9 8 0年，（媒介控制的环境管理：世界 

•卫生组织媒介生物与控制专家委员会的第四份报告）；还刊于同年出版的《世界卫生组织 

技术报告丛书》第6 5 5期，（病媒对杀虫剂的抗性：世界卫生组织媒介生物与控制专家 

委员会的第五份报告）。 



保加利亚布罗沃和芬兰北卡累利阿中心取得的经验，应当加以引用推广。鼓励人们养成更有利于健 

康的生活习惯的各种教育方法，应当进一步加以探讨。 

183.就拿居民团体预防和控制心血管病来说，它强调要在早期阶段采取适当措施，防止那些 

使人们易患心血管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向前发展或加以巩固。去年已拟订了一些计划， 

准备在发展中国家落实一种基水预防措施，査明在危险因素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心血管病是否可以 

预防得住，免遭工业化国家经历的那种流行程度。基层戒烟运动，是基水预防的主要动力；卫生组 

织将同一些为数有限的会员国协作，来发展、落实和评价吸烟状况和适合当地条件和要求的基层戒 

烟规划的现场普査方法。同时，还将重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高血压、症和缺乏体育锻炼等其 

它心血管病的“危险因素”。 

184.北卡累利阿综合性控制基层心血管病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欧洲区目 

前正在将其成果公布于世。在欧洲区，有关卫生保健方面的高血压研究协调项目，受到了二十五个 

囯家的欢迎，其中十六个国家在国家一级向这些项目作了募捐。基层控制高血压十年研究项目现已 

结束；其成果于去年十二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研究人员总结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报告将于一АЛ 

一年出版。 

185.去年，人们广泛接受十二岁三颗蛀、掉、补牙（即平均蛀、掉或补三颗牙齿）作为二〇 

〇〇年口腔卫生的指标》国际牙科联合会，协作制订了其它年令或年令组及与其它口腔病患有关的 

指标。重点已放到发展形势分析和协调制订口腔卫生计划的标准方法上⑴；对于采纳这项措施所提 

出的要求，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很普遍。去年已开始贯彻有关实现口腔卫生的一项 

长期规划。随着卫生人力技术水平的继续上升，高度工业化国家的口腔病已趋于下降；这一趋势已 

使若干工业化国家的牙科人员形成大幅度过剩局面。因此，去年已注重世界卫生组织在安排牙科人 

员平衡方面的具体工作，因为高度工业化国家的牙科人员过分集中，就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牙科队 

伍。 

186.去年，基本放射医疗项目的现场试验，已在也门开始进行，并在哥伦比亚和埃及已处于 

预先准备阶段。基本放射体系，是改善人们普及诊断放射的一项具体措施，它包括了适当设计的X 

光机和操作者与普通开业人员的培训活动；其目的是向初级卫生保健活动提供技术支持》由于这一 

体系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和某些发达国家农村地区人口放射医疗面不足的问题，提供了一种符合实际 

的措施，因此，发展这种体系已被视为一个重点项目。放射器械的技术规范要求已经脱稿，并已送 

⑴世界卫生组织《制订口腔卫生事业计划》，日内瓦，1980年，卫生组织胶印刊物艱3期。 



往制造商。放射器械操作手册也已编制出来。去年六月和十二月，分别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和丹麦哥 

本哈根召开了卫生组织咨询小组会议，商讨成果和制订该项目的发展计划。 

187.去年，拉丁美洲和美国各肿瘤研究所，成功地开展了定名为“拉美癌症研究情报项目” 

的癌症研究工作，这是美洲区的一个技术合作典范》这一项目，是在获得美国И立癌症研究所和美 

国环境保护机构的技术援助和二百九十万美元的情况下开展的；它列有下述几个方面的具体活动： 

⑴转让和改革适宜技术，（
2
赔训从事当地工作的低级卫生人员，⑶通过直接支持的方式加强科研机 

构，⑷促进某一国家各中心之间的正式合作》它还包括落实一项收集和分发癌症科研资料的动态情 

报系统，并每年召集参与者举行会议，检査进度和制订今后的行动计划。到去年年底，正式参加拉 

美癌症研究情报项目的共有5 3个研究机构和95名研究人员，它（他）们系属七个拉美国家和美 

国从事临床试验和流行病学研究的机构和人员。美洲区共有3 5 0 0名科研工作者，也参与了情报 

交换活动。 

促 进 环 境 卫 生 

188. 去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批准了卫生组织参与一九八一年至一九九〇年国际饮水供应 

和环境卫生十年运动的基本政策（参见上文第5 0段），以期贯彻初级卫生保健领域内这一 基水 

项目》卫生组织已向一百多个国家提供了供水和环境卫生方面的情报资料，并作为一种推动十年水 

事运动和筹措更多资源的手段加以广泛传发。为制订国家计划，已在三十三个国家开展了技术合作 

规划。在区域一级，卫生组织已利用政治和技术渠道，提高人们对十年水事运动的认识和鼓励人们 

对之承担义务，并为制订、落实及支助Ü家规划作出了指导。在全球一级，为扩大外界参与十年水 

事运动，已加快了会员国和捐款团体间进行情报交流。卫生组织继续同其它机构——尤其同开发计 

划署、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和另一些团体保持着亲密的伙伴关系，并担负着十年水事运动指 

导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 

189.去年十月，瑞士洛桑联邦科技学院同上沃尔特瓦加杜古州立农村公共工程学校签署了 

—项协定，打开了卫生工程学规范工作的新局面。根据这项协定，可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增多了的 

合作。在丹麦国际开发机构和世界银行的协作下，已在阿尔及利亚、刚果、法国、埃塞俄比亚、加 

蓬和肯尼亚，分别组办了水事十年运动计戈购管理技术方面的高级人员培训讲习班。 

190.去年三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技术合作机构同世界卫生组织，締结了一项有关尼曰尔、 

卢旺达和上沃尔特十年水事计划的协定；在同一时期，瑞典国际开发机构也同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 

—项协定，负责开展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斯威士兰、乌 

干达和赞比亚的类似活动》去年由月，西德技术合作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向尼日尔派遣了一个工作 



团，据此开展了它们的联合活动；随后，又向卢旺达派了一个工作团，并在上沃尔特组办了一期讲 

习班》到去年年底，已配备了项目常任职员；并在同一时候，非洲区大多数围家都提出了联合国经 

济社会理事会1 9 7 9 / 3 1号决议所要求的形势报告。非洲区各国接受了非洲经济委员会的邀请, 

于去年八月参加了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水事十年运动会议。这次会议证实上述形势报告是十分有 

用的。为了这次会议，卫生组织编印了所有技术文献。十个国家已从世界银行收取了供水和环境卫 

生项目的贷款，另三个国家也正在考虑向世界银行贷款》 

191. 在美洲区，已强调了人力资源发展的三个环节：⑴计划，⑵培训和教育，⑶人力使用。 

在巴西国家住宅银行和巴西环境卫生工程协会的协作下，在里约热内卢举办了一期发展环境人力学 

术讨论会，参加者有本区域十八个国家的四十名专业人员，及各资金捐助机构的代表。在加拿大国 

际开发机构和国际咨询中心的支持下，办起了加勒比海水法管理项目。这一项目的目标是，主要通 

过发展水事和环境卫生工作人员的自立培训机构，来提高当地水事体系的工作质量。在中美洲发展 

银行和秘鲁政府的支持下，泛美环境卫生工程和环境科学中心办起了一项后备项目。该项目也直接 

在于改善水事和环境卫生体系的业务活动和维修工程。它的重点是：培训教员，发展情报交换工作， 

调査同水利分布和消毒有关的各种问题。中美洲发展水事卫生人员的另一项途径是，创立供水和基 

水环境卫生机构负责人协会；这一协作网，将会促进经验、人员和设备的交流和交换，也会推动发 

展教员培训规划和教材，它确是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一个杰出典范。 

192.资金借贷机构和双边机构，在美洲区提供的支持十分可观》支持的具体活动，主要在 

于加强囯家能力，来确定和发展污染控制项目。世界银行第一次向某一政府机构愿意提供资金；该 

政府机构利用这笔资金，可以协助工业界管理那些解决具体污染问题的设置。西德技术合作机构和 

世界卫生组织，对玻利维亚、海地和巴拉圭水事环境卫生项目实施前的基础结构发展项目，已合作 

供给了资金。 

193.—九八•年，东南亚区在制订水事十年运动国家计划方面，拥有一些国际合作的事例。 

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某一区域间项目，由世界卫生组织担负业务执行机构，它负责孟加拉国、 

印度和尼泊尔三囯的水事计划，从中，孟加拉国已从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合作规划获得了资金、 

人力和物力，而印度预计在一九八一年初订出国家计划，尼泊尔国家计划则在一九八〇年已制订完 

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利用卫生组织为执行机构，已同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展开了合作； 

美国国际开发机构在卫生组织的积极参与下，已向斯里兰卡提供了技术资源和财力资源；各捐款机 

构，也支持了该区域各国水事十年运动的其它许多优先重点项目。 

194.在东地中海区，已开始对黎巴嫩全国废物管理计划进行了投资前研究。为发展适合 



会员国条件的技术，去年一月在巴基斯坦拉合尔举办了一期废物稳效池设计与管理的区域研讨会。 

世界卫生组织已同拉合尔公共卫生工程和研究院开展协作，来共同建立进修生培训设置。 

1 9 5 . 在苏丹，已开始实施了一项由开发计划署提供经费的农村供水项目。这一项目在东地 

中海区规模 大，全数第一。一九八〇年，已订购了首批手工操作水系，准备赶在下一个雨季前安 

装在苏丹南部，向一百万人口提供安全的饮用水。该项目的实施时间预计要花八年半左右，经费为 

六百万美元和一百五十万苏丹镑；它主要负责供给各种装备，如提供钻机、水管和水泵，及fè掘大 

量的水井。但它没有忽视机构加强工作和人力培训活动。预计在项目完成前夕，当地政府能够接任 

该规划的一切发展活动，包括水利资源管理工作》东地中海区其它一些地区也正在开展类似的规划 

项目，其中有些项目受到了儿童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对所有这些、规划项目，世界卫生组织 

都负有协调 _。 

1 9 6 . 认清、测定和预防空气、水和食品化学物质和其它环境公害对健康造成的有害影响， 

是世界卫生组织在环境领域的第二大重点。一九八•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实 

施了一项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世界卫生大会已决定这类规划，可委托国家祈拍加以贯彻。这些规 

划的 初重点项目有：测定主要化学物质造成的健康影响，分发情报资料（这项活动，系由通过开 

发计划署国际潜在毒性化学品登记局加以贯彻），发展危险品测定和公害检测方法，及培训有关人 

员。一ЛА•年，有九个会员国积极参加了这一规划，并同意由ж国科研机构承担具体任务。 

卫 生 人 力 发 展 

197 . Ai门说得好：人会造大楼，但M不会造人。要是没有人员来配备，筹造卫生中心就 

是空搭一场，同样，教学机构只有培养出事业心强的人员，教学工作又能切合当地条件，它们才能 

起到有益的作用。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则缺乏卫生工作者，二则他们在囯家和国际级分布不 

合理，再者，他们的培训活动既不适应现有服务事业，又不适应具体要求。一九八〇年，卫生组织 

卫生A力发展规划的基本方针，在于同各会员国展开协作，通过卫生服务机构——如建立卫生工作 

P人、在卫生事业的 基层一级开展实际工作——来满足本国人民的卫生要求。这项规划的主要目标 

是，协助改革卫生人力发展程序，使它适应会员国居民团体的当前和今后的卫生要求。 

198. 非洲区的卫生人力发展规划，特别侧重培训卫生发展管理程序的卫生人员。为达到此 

一目标，’已在科托努建立了区域卫生发展中心，为十三个国家四十名不同类型的卫生工作者开设了 

普通课程。这期轮流班s主要培训卫生与发展、管理、初级卫生保健、科研与发展等科目；它采取 

讲习班形式进行培训，并大体上采用了卫生组织提供的教材。 



199.在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的协作下，教育和卫生行政官员首次区域会议于 

去年十二月在布拉柴维尔召开。各卫生学院的院长和系主任都参加了会议。召开此期会议的目标， 

是在于健全各级综合性卫生人力发展体制》会议拍№了基础医学轮训大纲；会议强调指出，需要开 

设临床学科，作为基础医学的第一年必修课。考虑到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应当加强教学大纲。为 

改善教学质量，与会者原则上同意设立非洲区教材和课本编制销售网。 

200. 以卫 _主体的基层卫 ^ X作者师资培训区域间项目，早已在苏丹和巴布亚新几 

内亚得到了落实；去年，在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卫生部的全力支持下，该项目已扩大到了喀麦隆》设 

想筹建的卫生中心的一幢大楼（座落在喀麦隆首都七十公里外的某一村庄），在居民团体的自愿援 

助下，已得到了改修和扩大。这所卫生中心/培训学校，将负责发展基层卫生保健领域内卫生工作 

者的教员和督导人员的培训活动。去年六月，已举办了一期AÍ7资源的培训讲习班；同年十月，喀 

麦隆某一个省的教员和督导人员首期正规轮训班也已开始上课^在实施这一项目方面，已在安排一 

次各种卫生工作者职务分工的研究，将其作为改革培训规划和有效管理卫生人员和卫生机构的一个 

起点。 

20 1. 在美洲区，里约热内卢拉美卫生教育技术中心，于一九八〇年首次组办了卫生教育技 

术规范训练班》举办这期为数十一周的训练班的目的，是向职业界提供一个学习基础课经验的机会》 

它起到了调节短训班和该中心同时开设的硕士学位课程之间的关系。有十五名人员参加了一九八〇 

年度的训练班。 

202.在东地中海区，世界卫生组织向埃及Bahrain和也门筹建新医学院一事，及向苏丹新 

设的卫生学校，都从技术上提出了咨询意见并作出了支持/这些新学校的负责人，现正在按现有卫 

生服务和卫生资源的要求，应用现代途径制订教育计划，并同毕业生招聘单位紧密协作，确定今后 

毕业生的工作»。对也门新医学院的课程计划问题，卫生组织已协作组办了第一期讲习班。为使 

医生能胜任社会上富有建设性而恰切的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努力促进各种培训方法；在这""过 

程中，卫生组织围绕医学院提供地区性卫生服务所担负的职责，组办了一期“方向明的实用学习方 

式”（系属另一种教学途径）讲习班。这期讲习班在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举办，参加者共有十名 

人士，他们系来自巴林、伊拉苋约旦和苏丹的教育中心。 

203.萨纳卫生人力学院，是负责培训医生以外的多种卫生人员的学府；去年，它针对培训 

辅助人员的»分析和课程安排等问题，举办了一期学习班。这期学习班，全面检查了现有若干种 

卫生工作者学习大纲适应本国既定要求的实际程度。医士教材编写工作组，已编写了一套供医士学 

习的教课书；这一工作组还将采用同样途径，为其他中级卫生人员编写合适教材。 

204. 在国际外科学院，国际清洁卫生、防病医学和社会医学联合会，及世界医学协会等三 



个非政府组织的配合下，世界卫生组织发展了有关初级卫生保健工作队队长职责和任务的研究工作。 

这三个非政府组织，各自都选择了进行这次研究的若干国家。针对初级卫生保健工作队队长在防病、 

增进健康、管理初级卫生Ш服务和人员方面的职责和»，将对其Ж文献资料作出分析。随后， 

根据不同工作队的具体组成情况及其人员担负的具体职责和•，将分别确定每个国家初级卫生保 

健工作队领导人的职责和任务。这一领域内的 后一项任务，就是起草一份陈述这些问题的报告， 

从中对卫生工作队领导人的现有职责和ÍÍ提出可行的修改；这项任务预计将于一九八一年完成。 

205.为了推动培训和使用基层卫生工作者，及推动调集传统助产士等传统开业人员队伍， 

世界卫生组织仍在继续发展一项学习体制，仍在健全传统开业人士的教学策略。这项活动还包括： 

妇幼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的培训活动，及成年人教育和扫盲规划所采用的教学技术。同时，世界卫 

生组织还从事了一些具体研究工作，直接探讨传统助产士如何为初级卫生保健作出贡献，例如在筛 

选“高危”母亲和儿童方面作出贡献，并探讨他（她）们又如何同正规卫生体制配合工作。 

2 0 6 . 一九八〇年，世界卫生组织围绕卫生人力发展课题出版了下述几种刊物： 

《评价卫生工作者的活动：培训和督导手册》，仏M.Katz和R. Snow著，刊于《公共卫生 

文献》第七十二期。 

《初级卫生工作者：工作指南，培训和改革方针》（修订本） 

《卫生人力计划方针》 H o r n b y et a l 著 

《初级卫生保健中级管理手册》 

规 • 划 发 展 和 支 持 

207 .国家卫生发展管理程序。在非洲区，“卫生服务计划和管理部长级会议”于去年四月 

在达溶尔举行，来自贝宁、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的卫生部长和经济计划部长出席了会议。 

2 0 8 . 去年七月，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召开了发展管理活动培训工作的第一期区域 

协商会议。召开这期会议的目的是，通过设立Й家服务机构网，促进和加强非洲区的卫生管理培训 

活动，以期发展国家实现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的卫生管理能力。非洲区许多国家的卫生和管理培训 

机构及卫生部和社会福利部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之前，为确定非洲某些机构的现有教育管理 

程序，曾向与会者发出了意见征求书，使得这些管坦程序连同非洲区各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采 

用的管理程序，一并在会议上得到评议。会议讨论了目前开设的培训班对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目标 

的适应问题，并商讨了如何加强现有各级培训的具体措施。会议希望，那些至今还未提供培训机会 

的机构，得创造卫生管理方面的培训机会。 



209. 这次协商会议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其中有：世界卫生组织应建立一个非洲卫生管理 

发展规划网，应对非洲区的卫生管理规划编出一份 新的名录，并将名录分发给本区域所有会员国 

和有关机构；应修订和出版国家卫生管理程序的工作文件，并分发给本区域各囿政府和卫生管理机 

构；应编写卫生管理程序的教材，并分发给所有培训机构。同时，会议还对非洲区卫生管理发展机 

构和卫生部的具体活动提出了有关建议。 

210. 去年十月/十一月，非洲区还举行了一期制订国家卫生规划的国家间讲习班，英语国 

共有三十名人员参加了讲习班；一九七九年年底，曾为会讲法语的国家人员组办过类似的讲习班。 

去年，制订国家卫生规划方面的培训讲习班，也曾在纳米比亚（十六名学员）、卢旺达（二十九名 

学员）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桑给巴尔（二十六名学员）分别举办。 

211. 泛美卫生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为支持美洲区由四十九个正规卫生保健行政训练班组 

成的现有工作网，在W.K.凯洛格基金会的支助下，巳开始落实卫生行政规划的新时期具体工作。 

这项卫生行政规划的主要宗旨，在于加强卫生保健的行政管理，使之成为改善美洲区人口健康的一 

种手段。一АЛ〇年，通过编写文献资料和筹备讲习班等形式，已制订出以改善教学工作和课程内 

容为主要措施的下述三项活动：经济和财政教学；组织行为教学；及卫生评价和计划教学。参加这 

类活动的单位有：美洲区医学和卫生学图书馆，拉美卫生教育技术中心，伦敦清洁卫生和热带医学 

校，凯斯西部后备犬学。在卫生计划、管》行政工作的培训领域，美洲区还开展了下述两项更为 

重要的活动：⑴实施一项先进的中美洲国家卫生行政教育规划；⑵在墨西哥城公共卫生学校，举办 

—期卫生服务体制发展计划的国际训练班》 

2 1 2 . 在东南亚区，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等三国参加了一项研究工作，探讨制订各种旨在 

改善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管理的培训规划。缅甸对初级卫生保健的管理问题进行了一项体制分析，并 

依据这项体制分析的结果，开始制订一个面向各级初级卫生保健服务负责人的培训规划。印度和斯 

里兰卡也已着手制订类似的规划。 

213. 在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执行局建立了一个社会大发展娈员会，下设卫生、教育 

与文化、社会福利和安全三个小组。这一委员会管辖五个部委，它从发展执行局获得具体指示后， 

制订长期目标和战略，并指派具体机构，通过落实二十年长期发展计划来实现这些长期目标和战略。 

在第一个五年（1982至1980年）内，将实施一项国家社会发展项目。上述三个小组将负责 

制订随后各五年的中期计划。在过去发展形势分析基础上初步订出的各项目标，将视取得的经验不 

断加以完善。各项指标，将按所有有关机构同意的目标加以甄选和制订。对工作进度，将在全五年 

计划期间内加以检查，并在下•^个五年计划周期开始之前作出评价。为实现各项目标和指标，将要 



确定每个主要部门领域的基本战略和辅助战略。今后的各种资源将要作出估测；服务活动将要相应 

作出计划。这种涉及面广的具体途径，非常符合于卫生组织倡导的建议。对泰国的进展状况，一定 

会引起许多会员国的极大关注。 

2 1 4 . 去年九月，东地中海区在摩加迪沙举办了加强卫生管理工作的首期讲习班；参加人员 

有，民主也门二名，索马里十九名，苏丹二名，也丨名。讲习班着重强调了卫生管理工作的培训 

活动，并采用了适合有关国家和学员要求的当地实例教材和其它学习材料。 

215.西太平洋区各国已采用管理程序，用来更新各项支持初级卫生保健和实现人人健康的 

政策和战略。例如，斐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萨摩亚采用了国家卫生规划制订程序；马来西亚、所 

罗门群岛、汤加和太平洋岛屿托管地区，都制订了新的五年卫生发展计划；菲律宾已制订了一项实 

现人人健康的组织落实措施。世界卫生组织已向萨摩亚卫生部提供了支持，协助它计戈标卩开展该部 

工作人员中级管理工作的讲习班。为建立西太区国家卫生发展中心，巳经进行了初步筹备工作，在 

南太平洋大学的协作下，在苏瓦为中层非医学行政官员举办了一期医院行政管理短训班；这期短训班 

经费系由开发计划署提供。菲津宾和大韩民国，加强了医院行政管理的培训活动。 

2 1 6 . —ЛЛО年，世界卫生组织完成了一项旨在支持会员国发展和应用综合性国家卫生发 

展管理程序的战略制订工作。这项战略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宣教活动，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进一 

步发展方法学，及加强卫生组织的支持能;^为贯彻这项战略，现正在拟订全球和区域计划。 

217.旨在供各国采用的国家卫生发展管理程序各项指导方针，经过几年时间的准备，已在 

—九八〇年定型脱稿。这些指导方针，将在一ЛА—年采用一种题为“人人健康”的世界卫生组织 

新丛书加以出版，其丛书名录⑴如下： 

丛书之三：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全球战略 

丛书之四：发展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进度检查指标 

丛书之五：支持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战略的国家卫生发展管理程序指导方针 

2 1 8 . 卫生情报。拉丁美洲出版了八百种生物医学杂志，但列入现有国际索引和检索名录的 

⑴.“人人健康”丛书之一和之二，原文已作为非序列刊物曾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分 
别发表，但目前已编入该丛书名录： 

丛书之一：初级卫生保健：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报告，1 9 7 8年 9月 6日至 1 2日于 

苏联阿拉木图。 

丛书之二：制订二〇〇〇年人人健康战略„ 



仅有少数几种，由此，相当多的有用情报都从未到卫生工作者的手里》这种状况，妨碍了那些面临 

相似卫生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必要的相互间情报交换。由泛美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巴西圣保 

罗区域医学图书馆编写和出版的《拉美医学新索引》，倒是认真设想解决上述问题的第一个步骤》 

通过使用巴西政府提供的一架小型计算机，并利用原医学索引的编制规则译文，目前已发表和分 

析了近二百种杂志名称。拉美各国卫生当局和巴西政府同泛美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立 

医学图书馆开展的这一协作活动，成了水着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精神可以作出成就的一个显著典 

范。 

219.在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缺乏传授技术资料的具体活动，已成为发展供水和环境卫生 

规划的一大障碍。假如在实现国际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运动的各项目标方面，需要用一切可行 

的技术，那扭转上述局面显得十分迫切。_AA〇年，泛美卫生组织Z世界卫生组织通过泛美环境 

卫生工程和环境学中心，制订了区域环境卫生工程和环境学情报与文献网的主体计划；这项计划已 

获得批准，并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巳进入试点性实施、检验Л评价阶段。这项计 

划的工作重点，主要在于发展和协调国家情报协作中心——包括海牙国际咨询中心一一工作网。这 

一工作网当前已设立了五个国家Ш点。当这一情报系统在十二至十五个此类协作中心的参与下进 

行全面工作时，它将会本着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方针，会发挥囯家情报基础结构的作用，为加勒 

勒比海和拉美凡配水和公共卫生机构工作的环境工程人员和科研工作者、研究人员、教员、设 

计人员、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业务工作者和基层开发人员，都能提供情报服务。 

220.紧急救济活动。卫生机构应当承担自然灾害的救济工作职责。它们也应当参与供水和 

下水道设置的计划和落实工作，把断水状况降到 底程度》遇到毒性和公害物质偶然“泄漏”的情 

况时，它们应当协助负责单位制订应急计划；对这些应急计划应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些建 

议，曾是世界卫生组织于去年一月在马尼拉举办的环境卫生紧急援助研讨会上作出的部分建议》参 

加这次研讨•^共有西太平洋区十七个国家的二十名官员。会议认为，虽然卫生组织多数会员国的 

卫生机构从事环境卫生规划，但在目前，它们并不参与按环境保护要求来计划、划分和安置环境设 

施。许多国家还没有健全有关恰当管理毒性和公害物质的法规和条例。农业、工业和家庭使用公害 

化学品的情况日益增多，迫使人们需要计划和控制这些有害化学品的生产、贮藏、运输和使用。同 

时，有害化学品偶然释放于自然环境的潜在因素，目前已有了增加；这种潜在因素会对人民和财产 

造成危害。会议建议，应当对防灾措施和保护措施负有计划和具体贯彻之职的人员，进行短期培训 

或兼职培训。 

221.同往年一样，世界卫生组织在去年也充分参与了联合国系统提供紧急救急的活动；其 

具体工作，是同积极从事救灾工作的机构和其它单位及非政府组织密切配合下开展的。非洲流行病、 



南美洲飓风、东南亚难民成灾和欧洲地震，所有这些灾祸和其它灾情，需要世界卫生组织花费大量 

资源。在一九八〇年，太组织共承担了五十二个独立的新救济活动，为此从预算外財源筹措了九百 

五十多万美元。 

222.以欧洲区为例，去年十月阿尔及利亚阿斯南地区发生地震后，卫生组织就向该国政府 

提供了二万五千美元，用于购置疫苗和卫生中心使用的喷药和注射器具，并用于支付卫生组织职员 

和欧洲专家视访受灾地区的费用。同时，卫生组织立即向阿斯南地区派出了一些环境工程学家，到 

那里参加营救活动，并指导临时性基水环境卫生设备和检修供水系统。 

223. 在联合国系统其它国际组织的协作下，卫生组织还以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民族解放运 

动的名义，采取了一些急迫的卫生措施。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那些民族解放运动，在极端困难的条 

件下，正在为维持合宜的健康水平和社会条件而斗争。 

Ж 

224. 本报告一开始就叙述了一九八〇年各会员国制订的人人健康战略，其结尾部分也同开 

头部分一样，也以各国的具体行动来结束本文。这就是卫生组织各项活动的作用必须在 终评价卫 

生组织实用价值中得以体现的关键所在。区域和全球的政策和规划，一定要根据国家经验加以制订， 

但其重点一定要转到支持国家卫生活动上。世界卫生组织自己已经表明，它有能力精炼区域和世界 

性的卫生政策，也有能力制订实施这些卫生政策的各项战略；通过对卫生政策的贯彻执行，卫生组 

织可具有导致迅速改善所有会员国卫生状况的一切潜在力量。本组织各会员国，都有责任为此目的 

充分利用起世界卫生组织，并在利用过程中，它们有责任将之转入其值得利用的世界卫生组织。 



附 件 ： 

各不同国家针对一九八〇年世界卫生日主题的一项选择措施： 

吸烟或健康——任君选择⑴ 

奥綱。根椐卫生部门烟草公司达成的一项非正式协议，香烟的尼古丁和焦油含量必须在香烟 

外面加以指明。电台和电视上的烟草广告，已受到法律禁止；通过其它宣传工具作香烟广告，尤其 

是很可能诱引年青人吸烟的广告，已受到严厉限制。 

巴林。在电台和电视台，已禁止播送烟草广告；学校、倶乐部、卫生中心及卫生部召集的会议， 

都禁止吸烟。 

孟加拉国。全国戒烟咨询小组已宣告成立，该小组将向卫生与人口管理部提交一份有关吸烟习 

惯医治措施的报告。 

比利时。香烟自动售货香烟自由销售都已受到禁止》香烟盒上一定要用法文和佛兰芒文标 

明卫生警示。电影院、电台和电视台香烟广告已受到禁止，公共场合引诱儿童吸烟的广告也已受到 

禁止„烟草公司发起体育运动和比赛是绝然不允许的。 

巴西。当前，香烟销售税高于任何其它消费品的销售税，占整个税收的12%。国家戒烟规划 

已经制订出来，卫生部所有办公室已•"律禁止吸烟。 

保加利亚。社会已敦促医生戒烟，为人们树立榜样；凡是孕妇和哺乳母亲在场的场合，一律禁 

止吸烟；除了特别指定的地区外，还禁止在机场，火车站和公共汽站，客车，航行不超过两小时的 

飞机内，工人休息区和饮食区，学校、青年宿舍和青年俱乐部等机构，和餐馆内吸烟。 

加拿大。虽然有5 7%的十五岁以上加拿大人不吸烟，但吸烟的十几岁女子却不少。为警告公 

众防备吸烟=公告，每年要发起全国性的“无杂星期三”运动。一九八三年，将在温尼伯召开第五届 

世界吸烟和健康大会。 

⑴这项选择，夾不意味着已结束，也决不试图充分体视世界上所有区域的具体情况，而仅仅 

反映了当前的某些趋势。引用的资料来源系包括：各国代表在去年五月向世界卫生大会作 

的发言，及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发出的信件》 



中国。一场大规模的戒烟运动已发动起来，它由卫生部副部长挂帅。 

丹麦。卫生部发出的某一通报，已建议在医院设立非吸烟病房，并在候诊室禁止吸烟；它劝告 

卫生人员同病人接触时不应吸烟。 

埃及。戒烟宣传运动已在不断加强，努力劝说香烟制造商减少香烟焦油和尼古丁含量的活动也 

在加强。如今没有任何宣传工具从事烟草广告。 

芬兰。已经采纳了一项涉及卫生教育、法规和研究吸烟对健康危害的综合性措施。已经颁布彻 

底禁止烟草广告的禁令，吸烟已在公共场所受到限制。这些措施已导致男子和青少年吸烟的人数不 

断下降。当前，社会上已要求对工作场所吸烟加以更多的限制；已对工会发出了一些倡议。烟草法 

案已规定，烟草税收的0 . 5%必须用于戒烟宣传运动。 

法国。卫生部发起了一项全国性规划。四月七曰——世界卫生日，是法囯的“小花”日，这一 

天法国人至少戒烟二十四小时，法国已发行了九百万张特种邮票，一百万份宣传小册子和邮印资料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个民间的卫生教育组织——德国绿十字会，围绕世界卫生日课题，发行 

了几百万份宣传小册子和成千上万份展品。联邦政府电视台，播放了各样的节目，有些节目还邀请 

人们交流个人经^ÍP戒烟情况。 

希腊。电影院，剧院，医院和诊疗所，及公共运输工具，都已禁止吸烟。在任何公共场合室内 

吸烟，要受到处罚。目前，卫生部正在组织一场推动戒烟的大教育运动。 

伊拉克。在学校，大学，所有医疗单位的工作时间和国家部委会议上，都禁止人们吸烟。报纸 

和电视已不再登香烟广告；香烟盒上一定要注明健康警示。政府正在鼓励伊拉克航空公司不在机内 

出售香烟。已经采取措施限制烟草种植面积，而且种植面积已经逐渐缩小。 

爱尔兰》戒烟运动已在逐渐加强。已生产一种称为"征服牌”的香烟麻醉剂，就可以戒掉吸烟 

习惯。这种麻醉剂可从化学商免费供应。 

意大利。卫生部成立了一个全国戒烟委员会》 

日本。日水血液循环系统学者协会，宣布一ЛЛ〇年为戒烟年。 

肯尼亚。为配合世界卫生日，颁布了全盘禁止公共运输部门、剧院和医院吸烟的禁令。 

科威特。限制作香烟广告的第一项法规已经获得通过。 



马来西亚。吸烟问题正在受到国家的日益关注，因为十五岁以上人口每人每年平均吸烟二千支， 

而且每年大约递增7%;香烟广告赛用高于任何其它广告，约占整个广告费的9 %。 

荷兰。为保护公共场所环境，已采取了法律措施。在公立学校，电影院，百货商场，剧院，火 

车和公共汽车，一律禁止吸烟。宣传工具的香烟广告已受到取締；现正在大力开展一场戒烟大运边 

新西兰。世界卫生日定为戒烟日，起到了开展其它戒烟运动的发射作用，它已受到宣传界的全 

力支持。卫生部同烟草公司重新商议了一项自愿协定；这项协定规定：广告应注明焦油含量和措词 

更为严厉的警语；步限制烟草广告、特别是销售广告；并颊定由广告规程宣传委员会检查协定 

的执行情况》 

尼日利亚。尼日利亚的烟草工业，有利于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对它已发起了大规模的市场销售 

运动。可是，医务界已在开始发动深入细致的教育运动。 

巴布亚新几内亚。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激励了卫生部考虑釆取立法措施，来减少和控制水国自 

产自销香烟的焦)№尼古丁含量。烟商已同意商讨这一问题。 

波兰。目前，吸烟人数比一九五五年约增一倍，吸烟习惯正在扩大，一一尤其是妇女和年青人 

的吸烟习惯——正在扩大。世界卫生日的主题，鼓励了人们贯彻世界卫生大会吸烟与健康决议的具 

体措施》 

葡萄牙。戒烟运动是同世界卫生日一起开始的，该国已设立了一个国家部长级委员会，负责制 

订一项有关控制吸烟人数上升的国家计划。 

沙特阿拉伯。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已禁止做烟草广告；目前正在采取措施，禁止在教育部门 

吸烟。卫生部和医院也禁止人们吸烟。 

新加坡。—场全力反对吸烟的运动已得到加强，它同生活方式（吸烟和暴饮）所引起的某些病 

患挂上了钩。所有宣传部门已取締香烟广告。目前正在草拟法律，强制在香烟盒上附印警示。 

斯里兰卡》已经采取了措施，取締所有吸烟方面的广告。在公共场所和运输部门已禁止人们吸 

烟。在香烟盒上标明卫生警示，现已成为一项强行措施。 

瑞典。香烟盒上必须标明至少十六种不同警告的任何一种，使得吸烟者不对同一种警告习以为 

吊о 

阿拉伯联合a长国。国家电台、电视台和官方报纸，都禁止作香烟广告；电影院和教育部门不 



准人们吸烟。现正在开展戒烟宣传活动。 

联合王国。宣传部、社会安全部和烟草公司仍在继续商谈，准备修改和刷新有关烟草广告和推 

销活动的现有自愿协定。对烟草公司参加组办体育活动一事，特别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溶麦隆联合共和国》“吸烟或健康——任君选择”这一卫生日主题，发挥了重大效果。在这场 

戒烟宣传运动之前，甚至有许多医务人员似乎还不知道吸烟的危害。 

美利坚合众国。现在每年仍约有350, 000人死于吸烟，但自一九七四年以来情况大有好转。 

一九七四年有4 2%的成年人吸烟，这一比率目前为3 4%,也就是说，三千万吸烟者已成功地戒 

掉了吸烟习惯，三千万以上的人不再开始学抽烟。可是，每年青年女子吸烟人数却越来越多。为促 

使美国人认识吸烟危害，美围癌症协会每年都要发动“美国戒烟运动”》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现正在发动全国性戒烟宣传运动。黑海某•"游览胜地——索契， 

已取得了惊人成就，它成了非吸烟城：海滨、餐馆、办公室、公共和私人运输、学校和医院都禁止 

吸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