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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干事在执行委员会第八十九届会议上的讲话 

1992年1月20日于日内瓦 

2.卫生典 范 

1992年丨月21日于日内瓦 

3.总干事在第四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的讲话 

1992年5月5日于日内瓦 



总干事在执行蒌员会第八+九届会议上的 

1992年1月20曰于曰内瓦 

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执委会委员，女士们，先生们-

我以为，这也许是一个适当的时刻来思考目前的形势及对我们 

在本双年斯行动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因素。 

新年伊始，看来是一个良好时机，回頋迄今取得的进展和考虑 

尚需开展的工作。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萦要关头我们应该这样儆， 

因为我们刚刚完成实施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的第二次评价并 

已进入新的規划預箅双年期。该评价显示，在过去数年里确已取得 

成绩；同时又揭露了存在的差距，尤其是贪富之间的差距。缩小这 

些差距是我们承诺社会正义和公平所面临的挑战。诚然，该评价并 

非意在找到解决不公平的办法，但我们如果要实现目标，这正是世 

界卫生组织及其会员国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邇。 

我碥信，我们已处于世界历史的重要时刻。随着冷战的结束， 



世界正转向更大的民主化和多元化。然而，这本身引起了国家、种 

族、文化和特殊团体利益之间的广泛冲突。日益增多的政治和经济 

集团，还有区域和国家内部冲突，极大地影响特定人群的卫生状况。 

但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使我们愈益相互依存，这对所有入都预示 

着世界和平和繁荣。入的本性，由于其本身的差异，使冲突几乎不 

可避免。我们相互依存，必须用非暴力方式解决这些冲突。联结我 

们的不仅仅是经济。环境问题，营养问题以及所有卫生问题并不具 

有国界。但是，如果环境治理不能确保公正分享自然财富和持久性, 

我们却还在干“明知无益”的事。 

因此，世界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今天和以后几年要倣的亊以及我 

们如何解决问題和冲突一纠正社会失衡和错误。一定要找到一种共 

同语言和一套普逋价值标准，以此作为全球对话的基硇。我认为在 

这方面，从事卫生工作的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有什么比良好的雠 

康更具有普遍价值呢？为此目的要使卫生作为一座桥粱，我们卫生 

专业人员必须开放我们的部门，与社会各部分相互影响，并将我们 

专业同道使用的秘密语言转为人人都能明了的语言。西蒙•维尔夫 

入1991年9月在日本崦玉县大宫举行的公共卫生 高级会议上雄辩 

地说明了这一点。 

女士们，先生们，这些发展驱使我建议，有必要采取新的公共 

卫生行动。在本届执委会会议上，你们将讨论这一建议，我期待着 

听到你们的意见和观点。我相信，你们己注意到，我根本没有触及 

世界卫生组织应传统解决的具体卫生问题《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己 

超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卫生使命。而正是为了确保这一使命得以成功 

地履行，我感到必须面对社会更广泛的问题，这是每一个妇女、男 

子和儿童的健康所依赖的。正如詹姆斯•梅森博士在1992年1月美 

国医学会杂志上所写的那样，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对于世界和平和 



稳定是必不可少的——我应该补充说，通过良好雔康的人类发展， 

这对本十年和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至为关键。我的同道各位区域主 

任将就各自区域所完成的具体工作向你们汇报》 

各个国家所承受的疾病负担，不仅是治疗费用，而且是社会和 

经济发展的损失，最终都可以用数量来表示。我想没有比艾滋病更 

好的例子来说明疾病的多部门后果一一当然有卫生部门，还有社会 

经济、教育、环境和政治等部门一以及我们怎么飽够无视道德和 

伦理问邇及后果呢？你们中间一些人可能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许多国家在结核病方面面临着同样的形势，公共卫生行动始 

于结核病控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取得一定成功。不可容忍的是 

这样一个事实，即仍然有太多的人，尤其是儿童，患有或死于我们 

有技术可以预防或治疗的疾病。举例而言，与发达国家的孕妇相比, 

发展中国家的孕妇死于生命最伟大的自然现象——要儿出生的危险 

要髙数百倍，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当然，如果齙获得更多的资激，许多卫生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或至少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全球经济形势仍然是不稳定的г在全 

世界存在巨大霄求的同时，发生金融资本的绝对短缺。因此我们必 

须注意如何 有效地利用所徒获得的资源。管理霜要改进，然而在 

搵供卫生服务方面需要创新。需要更好的资料以帮助就最佳分配和 

利用资源傲出决定并测定进展。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利用我们所 

服务的人民的能量和意志。 

这些问題已在霈要新的公共卫生行动的卫生典范讨论文件⑴中 

涉及。我期待着执委会在面对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会员国应单独或集 

⑴见文件 E B 8 9 / 1992/REC/1,附件9。 



体傲些什么等问邇方面给予指导。你们的意见和指导对于编制第九 

个工作总规划也是必要的。会员国在承诺他们自己致力于人入享有 

卫生保健目标方面已显示了 大勇气和远见。今天，发展机构正强 

调人民一男人，女人，儿童，青少年，劳动人口及老年人，亦即全 

体男女——在所有发展努力中处于中心地位。在各国，国家卫生发 

展行政当局必须在社会经济发展工作中带头，如同世界卫生组织作 

为国际卫生工作的指导和协调权威预期在全球一级带头一样，不只 

是“规范“工作，而且是发展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如何对此作出反应将决定其是否继续是1978年阿 

拉木囝宣言开始的进程的领袖。我相信，我们的集体经验将指引我 

们儎出 佳决定并实施 有效的规划。需要的是亲密的伙伴关系， 

将国家执行的卫生政策和规划与国际卫生政策和规划协调一致。各 

国政府为此有必要确定、量化和分析其卫生问题并确定重点。碥定 

重点是至少根据所能获得的情报和具备的能力儎出的一项决定。但 

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实施重点：“如果你有能力，就作出决定；如果 

你有魄力，就作出选择”。实施重点确实霜要远见卓识和勇气》 

我们还霜要认识到，经济发展本身不会自动导致良好的健康。 

我们在1991年阿克拉国际讨论会上己淸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讨论会 

表明，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已经造成某些人群更加臃弱或边际化， 

其后果是健康状况恶化。通过把入类健康作为发展的中心，我们希 

望进免这一悲剧。在会议后期你们将审议有关阿克拉讨论会⑴结果 

的资料。 

由于中欧和东欧包括前苏联所发生的急剧变化，我们正在世界 

(I)见附件EB89/1992/REC/1,附件8。 



卫生组织欢迎一些新会员国，其他会员国亦正在重新活跃起来。与 

此同时，正当世界卫生组织接受 严峻的卫生发展挑战的时刻，它 

面临着由髙涨的费用、实际预算的零增长及未收到或晚收到评定会 

费所造成的重大财政危机。这一危机不仅彩响世界卫生组织，而且 

彩响整个联合国系统。我己告知联合国秘书长，我们愿意合作寻求 

协调一致的解决办法。 

楓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离职时己使世界处于更为安全的境 

地。核冲突的威胁正在减少一核时钟已从零点差3分拨回到零点 

差15多分。新的问题，尤其是涉及经济变革的问题，正在替代老的 

问题。我希望新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在解除他将肩负的沉重 

负担中获得成功。我相信我这样说是代表了在座各位及整个世界卫 

生组织的。我愿向他保证世界卫生组织大力支持其努力确保联合国 

宪聿的毎一条原则成为全人类的现实。我将有幸并愉快地在四月欢 

迎布特罗斯•加利先生及我在联合国其他组织和机构的对应同事到 

世界卫生组织来参加行政协调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 

事实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机构一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锒行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其他国际组织如 

非洲统一组织、欧洲共同体、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及红十字组织， 

会员国，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的协调行动，在今天对于有效实施卫 

生和社会经济发展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卫 生 典 范 

1992年1月21日于曰内瓦 

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执委会委员，女士们，先生们， 

一年以前，我和你们谈到了我的感受，指出了不断变化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现实正在如何影响卫生发展，也提出了霜要一个新的公 

共卫生行动典范。当然，对发展有严重影响的不只是卫生以外的因 

素，而且也包括艾滋病等较新的疾病，结核和疟疾等老病，以及老 

年疾病。在全球级、区域级和国家级，我们的周围正在发生令人農 

惊的变化，对入们生活和活动的方式将有重大的彩响。“旧秩序在 

变化中让位于新秩序”的说法千真万镛。但是一般说来，人们接受 

和适应变化中的现实，而作为个人很少能彩响变化。我觉得卫生组 

织必须帮助会员国预测这些变化并采取捎施减轻其不良彩噙，尤其 

是在卫生方面。除非我们采取撗施确保这些环节的联系，否则仅預 

防或解决卫生问题对社会经济发展或社会政策不一定会有彩响力， 

却会导致卫生部门进一步边际化并削弱我们作出努力的持久性。在 

1991年1月和7月，我分别向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规划委员会 

提出了我的一些想法。我在一些区域委员会会议上也谈到了这些想 

法。在文件EB89/11中，我试图综述我希望你们考虑的一些想法及 

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实施情况第二次评价结果的一些彩瞒⑴。 

迄今，人人享有卫生保健战略如同1979年制定时设想的那样， 

正在实施中。很显然，会员国在总体上采用了阿拉本图宣言中叙述 

的符合卫生组织指导原则的初级卫生保雔方法来发展其卫生系统。 

⑴见文件 E B 8 9 / 1 9 9 2 / R E C / 1 ,附件 9。 



评价报告表明，尽管卫生方面有所改善， 不发达国家与其它发展 

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而且国家内部，甚至有可能某些人群之 

间的差别增大了》但是，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审视人人享有卫生保 

健概念时，评价工作使用的入人享有卫生保健指标显然并不能全面 

地涉及该战略的全范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不仅意味着所有的人享 

有卫生保讎，而且意味着毎个入生命周期的毎一阶段都享有卫生保 

健。这一更广泛的观点提出了与卫生体制发展有关的三个主要问埋: 

普及率、可得性和质量。谙让我进行阐述。 

传统上认为普及率仅是一个数字问题一接受适当卫生培训的入 

数越多，普及面就越广。但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事实并非如此。 

同样重要的是霜要有能使卫生工作者发挥作用的适当设施。可得性 

不仅要求考虑到在社区中设立设施的地点，而且要求考虑到按当地 

的价值标准和文化能否接受这些设施及它们是否能持久。保健质量 

不仅霜要有训练有素的卫生工作人员和尖端技术，而且需要考虑这 

些人员和技术是否能有效地胜任其工作。不幸的是，这三个基本因 

素没有得到适当的、平衡的重视。 

我们必须承认,卫生组织在过去几年中对影响全体劳动入民 

(从参加工作的儿童到青少年、成入和从事工作的老年人）的疾病 

缺乏足够的重视。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现在对癌症和心血管 

病等非传染性疾病、意外事故、自杀、酗酒和药物依纊、以及痴呆 

等社会心理病症都应给予更大的重视，这一点在社会经济学方面并 

可能在政治上是至关重要的。 

评价结果显然表明 高政治层对初级卫生保傩作出了承诺。这 

并不意味着卫生被政治家所拿握，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政治家对卫生 

的理解与卫生专业入员的理解不同。社区级的社会动员方面也有一 



些成就。薄弱环节是把政治承诺转变成社区内公平地提供卫生服务。 

全球的经济调整政策使这一薄弱环节更加突出；我们有待观察公共 

卫生行动如何才能纠正这一点。 

现在仍过份重视为个人提供尽可能好的保健脤务，而忽视了可 

造福于全社区的公共卫生撗施。但是，霈要研究如何构成这两者之 

间适当平衡的伦理观。对卫生队伍培训必须进行改革以反映这些问 

题。但是，我们也应提鼷自己，卫生工作人员（如护士）的薪繭会 

影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抱负。 

由于我们社会中发生的影响卫生的变化，将需要制定新的指标, 

因为现有指标不能反映或适应这些变化。卫生部门的决策将以经济 

问埋为中心。卫生筹资，尤其是政府预算体系，根据宏观经济政策 

中发生的变化而进行改变的速度很慢。许多发展中国家遵循的方法 

仍是通过政府卫生机构完全由政府负责提供卫生保健；与私立部门 

(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极少。同样，即使在转向市场经济的地 

方，医疗保健仍是免费提供的。例如，我得知在俄罗斯联邦，卫生 

預算几乎仍与原苏联时期的情况相同，而这当然不符合变化中的经 

济现实，也不足以提供医疗保健。随着价格放幵之后市场价格的上 

涨，药品和医院病人的食物费用也上升了。预算中剌下的资金怎么 

能维持卫生保«？可以想象这将造成多大的混乱，尤其对东欧和中 

欧国家中一直作为提供治疗性保健主要方法的住院治疗。 

僱康保险仅限于参加工作的人。无职业的人怎么办？在有些国 

家，不享受保险的人可多达人口的30对。这些人将如何支付卫生保 

健费用或保险费？如果他们无力支付，那么由谁来支付？支付多少? 

退休人员，尤其是妇女，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 



在我参加的各种会议上，我注意到卫生专业人员对我们达到卫 

生目标的能力表示失望和怀疑。我觉得这种疑虑并不是因为觉得我 

们缺乏技术能力或筹集財政资源的能力，而是因为发生变化的逨度 

太快，超过了我们应变的能力。 

总之，入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和初级卫生保健的方法在今天 

与在1978年一样有效。但是，2 0 0 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 

略是一个宣传的典范。第八个工作总规划是一个很好的计划纲领。 

我们现在霈要的是一个公共卫生行动的典范，以便加速实现所有会 

员国享有卫生保健，并从而使全世界所有人在他们生命周期的所有 

阶段享有卫生保健。这将是第九个工作总规划的精髄。 

随着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走向90年代及其以后而发生的变化， 

使之有必要制定一个新的卫生典范。非常有趣的是，这种典范的转 

换并不局限于卫生部门，而是在整个社会中发生，因为这种转换是 

变化中的经济形势和变化中的国际关系在政治上的影响所促成的。 

你们可以称之为过渡、突变、变化危机、改革、重组或你们愿意使 

用的任何词语。 

回頋我们原有的初级卫生保健典范，我感到我们的规划往往是 

横向和/或纵向分类的，被有限的资源所束缚并越来越多地受捐助 

者搡纵。计划本身几乎成了目的；对实施反映当前或变化中的条件、 

管理方式或行动能力的战略很少给予重视。我们只是倡导，没有为 

行动提供支持。 

我们关注的是扩大普及率；对用户获得和接受所提供脤务的情 

况未进行充分的评价。我们非常关注卫生保健设施的细节，但却不 

太关心持久地给予支持以保证提供质量合袼的服务。我们没有足够 



地强调我们社会中II弱人群的特殊需要。此外，国际发展舞台上充 

满了内部斗争和领土争执。你们可能已注意到，联合国系统的许多 

组织已自己着手开展卫生活动，完全缺乏协调。这在国家级尤为明 

显。 

因此,必须以更真诚的民主方式制定新的典范，抓住变化造成 

的时机，而并不只是对危机作出反应。目的是要碥定重点并排列出 

前后次序，以便满足人类发展基本需求，并挑选和实施符合筹集和 

已有资源、具有成功可能性的重点。只有通过使用现有资料、情报 

和技术进行彻底的形势分析和前景預測并适当考虑以社会正义和公 

正为基础的人权，才能儆到这一点。如果卫生组织能与其会员国一 

起建立一个新的卫生典葙，它在卫生和发展方面的领导地位便有了 

保证。 

我知进，要从亊这一項富于挑战性的工作以适应当前的现实， 

将是很廣难的。但是我相信，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将实现我们的 

目标，卫生组织也将在这个快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其领导地位。 





总干事在»四+五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的讲话 

1992年5月5日于日内瓦 

主席先生，各位部长阁下，尊敬的代表们，女士们,先生们： 

我有幸向第四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发表讲话，并»交我关f 19 

90-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的报告。首先，请允许我对目前的国 

际形势作一简要回顦，因为正是在这一范畴内必須对世界卫生组织 

的成就及未来行动计划加以权街和理解。 

本次大会系冷战结束后第一次世界卫生大会。现在既已没有超 

级大国的对峙和另一场世界战争的威胁，我们自然展望一个恢复和 

重建的新纪元，一个全球和平昌盛的时代。然而，我们似乎看到， 

这个冷战后时期的世界正在证实是一个完全无法预料的世界。政治 

事件和社会进展不再能够预测，或備助于通常合理的秩序对老的问 

埋作出一成不变的解答而得以解释。实际上，正如一些政治观察家 

所评论的，这是一个突变时期。由于“突变—词在医学英语中有 

很具体的含义，我宁愿使用“转变
w
 ,"过渡“或更简单地使用 

"变化” 一词。这一变化按照无法預测的棋式在一个长时期内形成, 

可徒是深刻的，多方面的。 

这一似非而是，亦即任何类型、任何规横的变化，残是生命的 

体现，发展的机遇，又是危铨和不穗定的因素。可以而且应该把变 

化看作为一种挑战，无论其性质和后果如何难以預拥。超级大国对 

峙的结束激发了为政沧和经济合作寻求新的联盟及开辟新的途径。 

它也导致国家分裂及局部和社会集团问冲突，迪成人员慘死、费灭 

和人类苦难。在国民经济日益依靠世界趋势及市场并与之结合的时 



候，我们正目睹经济发展围绕二个或三个主极区域化的平行趋势。 

这些可能成为调节或激励机制，但它们不是没有缺陷的。经济发展 

仍必须解决失业、贫困、及边际人群和国家的问题。不能真正成功 

地抗击社会不公，就没有民主化或自由化的可靠进程。 

冷战后时期给联合国系统带来新的信任及新的期望。在维持和 

平、社会经济发展及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方面正賦予联合国以更大 

的责任，并且它正奋起迎接这些挑战。在新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 

先生的领导下，正在进行内部改组，应能产生一个更紧密和更具应 

对能力的结构。不言而喻，联合国本身的任何调整必须伴随及符合 

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以及粮食、救育、劳工、工业、运输、 

金融、银行、贸易、儿童、入口、环境和其他发展领域等宪章组织 

工作协调的改进。 

我们正在整个联合国系统看到的是日益增多的要求干預以应付 

局部危机，往往不惜牺牲长远发展。例如，在欧洲、亚洲和非洲 

"兰色贝雷帽“维持和平队可以被认为是“治疗性“对策，同样， 

派往不同国家以缓解自然或人为灾害近期后果的许多“人道主义援 

助”队也是如此。这些活动如同卫生的治疗捎施一样，既戏剧性又 

看得见，往往在“患者”身上立即见效。因此，它们吸引资猓捐贘。 

但是，如同许多治疗干预报施一样，它们只能暂时缓解。解决症状 

而不是根源。此外，它们费用昂贵。通过积极预防进免冲突，即布 

特罗斯•加利先生所说的“预昉外交"，肯定是一种更好的行动方 

向。我们在卫生领域总是认为，预防好于治疗。我们应进一步行动, 

通过促进公正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預防外交”与
л
碗立和平与 

安全”相结合。其中包括卫生发展，这就是“人人享有卫生保供” 

的全部含义。 

在一个不断变化和不稳定的世界，预防、促进和发展是确保持 



久和平和安全的关键。它们构成的行动旨在取得长期、巩固而更为 

有效的效果。但是，它们比短期治疗性措施需要时间较长，而且不 

易引人注目。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还有紧迫的霈要应予满足，处于 

患难中的男子和妇女等待不起。因此，必须与会员国合作，根据许 

多有关方面的具体责任和专长，确定保健、预防、促进和发展的适 

当平衡。这应该基于共同接受和理解联合国所维护的普遍原则。 

联合国大家庭内向着共同目标和原则如和平、安全、人权、公 

正及社会正义的行动统一必须顾及文化多样性及信仰和价值体系的 

多元化。在整个历史上，所谓“西方"主要决定了我们当今经济和 

技术世界的特点。从这一点上说，世界已变得更为单一。但是，我 

们应该认识到，入们的生活、思想、情感和理想一例如在卫生、入 

权和发展领域一是由其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价值体系形成的。如果 

我们要在全世界奉行我们的共同目标和普遍原则，我们必须协同工 

作以使它们对全体人民和所有文化都有意义。我们必须谨慎，不要 

混淆原则的普遍性和行动的统一性。从这一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 

"立足本地、放眼全球”。这并不排斥全球行动。相反，全球行动 

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在国家规划中的表达应使其符合并尊重当地 

文化。 

对我们这些在卫生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如果想成功地创造“卫 

生文化”,使其解决个体、社会与个人的行为及政府政策问题，使 

其服务于并尊重整个人类一从精神到肉体、作为个体和社会集团的 

一员、同整个环境和谐的人类一考虑地方的特点是至关重要的。鉴 

于这"•点，我们必须进一步详细说明，当我们说“卫生是一项基本 

人权”的时侯，它是什么含义。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每个社会中个 

人、社会集团和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两者之间不断改变的平衡。我们 

必须努力达成新的社会契约，并在卫生发展的协作者之间寻求新的 

合作模式。最后,采取每一项卫生行动，都必须首先在国际上达成 



这样的一致意见，就是将人类置于发展的中心。人民是我们 珍贵 

的资源。同时，在全球及在每一个国家和文化背景下，必须在经济 

与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必要的平衡。为了能够提供必要的社会与卫生 

安全网络，我们需要预计到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其对预防和促进的远 

期影响。我们必须以新的面貌对待管理、规划和工作问题，并发展 

解决这些问题的新的手段。这日益变得特别重要，因为在过去几年 

里，在我们的社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出现的流行病学和入口 

学改变要求我们相应改变提供服务的形式。每天都有新技术进入市 

场，其中许多技术的效果是不可靠的，从整体上增加着已经沉重的 

卫生费用负担。任何国家都负担不起目前技术上可能的所有脤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如何排列我们的重点顺序呢？ 

至此，我想我应该向我的前任一哈夫丹•马勒傅士及世界卫生 

组织全体会员国表示敬意，由于他们远见卓识地为2000年一在当时 

来说还是相当遥远的未来设计了我们的合作行动。事实上，马勒博 

士在1987年第四十届卫生大会的发言中曾经谈到“……一种新的卫 

生典范，一种新的卫生文化，它们的影响是不会被轻易忘却的……”。 

他还引用了沙士比亚《哈姆雷特》里的名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 

个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行动，还是等待”。“2000年入人享有 

卫生保讎“是一项崇髙的，雄心勃勃的目标，它表达了世界卫生组 

织将卫生工作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一项长期战略的决心。以该項战 

略和你们的集体政治意愿为基础，对我们大家来说，有可能取得大 

量的成就。在“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的第二次评 

价报告“中详述了我们在1985 — 1990年间所开展工作的情况，本次 

大会将讨论这一报告。但是，我愿重点强调某些有关内容。 

总的来说，在初级卫生保健的复盖面和保健工作的质量改善方 

面都取得了进展。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半国家的预期寿命达到60岁 

或60岁以上，其中21个国家达到7D或7Ü多岁。 



在全球范围内，婴儿死亡率在1983年至1985年间，每千个活产 

儿为76，而到1988年至1990年问时下降为68。在这方面，发展中国 

家可均匀地分成两组，一半国家每千个活产儿的死亡率为5Ü以上， 

另一半不到50。有11个发展中国家的婴儿死亡率已达到每千个活产 

儿低于20。 

就全球而言，人口增长率在6D年代末时为2.1妬，而现在几乎 

下降到1.7外。81%的城市居民及58%的生活在乡村地区的居民现 

在都有了安全饮用水，上述人群获得适宜卫生设施的比例分别为71% 

和48%。麦地那龙线虫病的病例数字从1985年的1千多万例下降到 

1990年的不到3百万例。到1990年时，发展中国家85%以上满一岁 

的儿童接种了第三剂脊髄灰质炎疫苗，接种白百破、结核病（卡介 

苗）和麻疹疫苗的比率分别为83外、和79%。几乎所有的国家 

都通过了减少扩大免疫规划項目内疾病的新指标。这包括到1995年 

时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到2[Ш0年时消灭脊僦灰质炎。 

一些发达国家心血管病的死亡率继续明显下降。然而，在全球 

范围内，癌症和心血管病仍为发展中国家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我 

们再也不能将它们看作是仅在工业化国家发生的富有病。 

此外，艾滋病的流行及其对人类和社会经济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使结核病的发病再一次以凶猛之势突起，而且对我们现有的药物往 

往具有抗药性。与此类同，疟疾在很多国家再次成为严重问题，而 

就在几年以前，我们还很乐观地认为它很可能被彻底消灭。这些新 

的和老的问题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利影响 大。 

总的来说，为实现入人享有卫生保健目标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这一进展可在卫生状况及其它卫生保健复盖面指标的改善中体现出 

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问的差距正在缩小。我相信你们大家 



和我一样感到忧虑的是 不发达国家的情况，这些国家的进展一般 

说来要慢得多，因而扩大了它们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对此， 

必须采取紧急行动解决 不发达国家的霄求，以使它们克服严峻的 

不利条件，在实现其 终目标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世界卫生组织 为关心的仍是改善世界各民族人们的健康。然 

而，我们必须意识到，200Ü年近在眼前，长期行动必须将21世纪考 

虑进去。我们对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目标要坚定不移。但是我们必 

须承认，在过去几年中，世界发生了拫本的变化。这一迅速变化的 

时期可能将继续若干年，这使我们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格局捉摸不透。 

由于各个部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计划未来的卫生工作 

时，我们应将全球的变化和未定因素考虑进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 

个国家可以承担目前可供卫生方面使用的所有技术，卫生保健赀用 

的增长要求各国必须对可提供的服务傲出适宜的安排。死亡和发病 

类型的变化要求更加注意生活方式和个人爱好。老年人和其它人群 

的霜求要求改变卫生保健的提供方式。 

正是为了结合考虑直接或问接影响卫生部门乃至我们工作的这 

些问题，去年我建议我们应该转向一个新的公共卫生行动典范。我 

所说的是，为保证变化中的连续性而作为参考的一个框架。 

我们的卫生典范不是一个固定的、僅硬的模式。在当前的情况 

下，一个偃硬的模式将很快被淘汰。将多方面的各种参数结合为一 

体，我们的典范是具有活力的。它提供有力的指导，也允许有一定 

的灵活性。它保证了新老过渡之间的联系，并能兼容有
л
时间”因 

素和大体上未可预见到的变化过程。我感到高兴的是，去年一月份 

的执委会会议认定这是一个可用以考虑我们今后工作规划的有用的 

框架。 



在过去的四年中，由于认识到有限的资源是会员国及其卫生服 

务部门在2Ü世纪9D年代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我加强了世界卫生组织 

解决与卫生和经济有关问题的能力。遗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即 

便是可得的有限资源也不能得到 佳利用。在冷战后的世界，我们 

必须现实地为卫生与社会发展的“和平红利"的前景作辩解。如果 

真存在着和平红利，那么究竟有多少能流入卫生和社会部门呢？在 

进行评价时，应考虑到农业、工业和其它部门的政策问题对一个国 

家卫生部门的影响，以及它们怎样危害或加强卫生行动的持续发展。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不能局限于狭窄的传统卫生定义中一样，各国卫 

生部应以多学科的思想，采取多部门的计划、行动和协调。此外， 

它们应加强其自身的专门技术和能力，以便充分参与这类机构间合 

作。由于可供国际援助的财政资源的有限和紧张，看来有必要将部 

分资源重新分配用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卫生财政和经济的计划和评价 

能力。 

我始终强调，霄要以公平和社会公正，换句话说“人入享有卫 

生保健”，作为卫生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 

条件。这些原则已经纳入初级卫生保健行动，特别是与 需要的国 

家的合作活动中。它们也是确立测定"人人参与卫生保健，人入享 

有卫生保健”进展指标之根本。世界卫生组织强化与 需要的国家 

的合作重申了一种“社会道德”,它不仅要求特别重视社会下层和 

雎弱入群，还必须允许、鼓励他们参与影响其命运的决策。去年12 

月在加纳阿克拉召开的国际座谈会上，强调妇女在卫生与社会经济 

发展中的作用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提供者与决策者。本次 

卫生大会的技术讨论会还将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为了保护资源，控制大气、水和土壤污染，为了后代，我们必 

须提髙意识，制定“新政”，以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担责任。 

谁将行动，谁将付酬和怎样付出？这些均是对即将召开的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会议的一些重大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卫生与环境委员会的 

报告将对这次会议做出特别贡献。环境的生物多样化及持续发展问 

题同样适用于卫生。 

在变化的世界中，卫生与入类发展的前提是人民群众的持续和 

有效的参与，并要不断扩大他们实际选择的权力。这对每个国家以 

及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均有彩响。我们鼓励并向各政府提供帮助以 

便实现在世界所有国家的每个村庄和城市居民区开展自行支持的卫 

生保健活动的国家和全球目标。然而，为了碥保获得所期望的卫生 

结果，我们所傲的必须不局限于卫生保健。为了实现全球入人享有 

卫生保还霜开展广泛的活动。这些活动也许可按下述四項主要 

标题分组归类，即我称之为“新的公共卫生行动关键导向”： 

⑴保护和促进卫生； 

⑵确保普及可产生期望结果的卫生保偉脤务； 

⑶动员各种卫生资源并充分加以利用； 

⑷不仅仅从流行病学方面，还应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方 

面对公共卫生行动进行监测与评价。 

这些方面关系到本组织的作用、职能、结构和管理。今年晚些 

时候我将向执委会和执委会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变化反应工作小组寻 

求指教。你们在本届，即第四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上的讨论对于分 

析各种挑战，为制定全面政策以便实施将来的国际卫生工作均是至 

关重要的。你们已经收到了我的1990 —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 

报告。你们还将讨论关于实施2000年人入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第 

二次评价报告。在你们今年的日程上还有许多有关技术规划项目以 



及对本组织持续的財政困难状况的审议。我相信，随»对当代挑战 

所增强的反应，随着我们行动透明度的提髙及再次强调合作以便壎 

强卫生行业进行与卫生有关的经济分析的能力，我们将能征集到对 

卫生更多的投资》为此，我也相信我们能够或至少能为 霜要的国 

在今后的年月里将有很多艰难的任务等待我们去完成。正如我 

过去曾说的，我们不应对诸多难题《到气馁。我个人喜欢将它们视 

为挑战^取行动和合作的机会。这要求本组织，作出相当大的、 

特别的努力。本组织还要表明它能适应变化的情况以迎接时代的挑 

战。如果工作程序的调整被证明是必要的并行得通，我们应准备接 

受这些重大的谓整。在这方面，我们期望会员国的支持与合作，也 

期待着联合国确保统一行动。 

你们在这两周内的讨论结果将会对实现世界卫生、和平和安全 

作出明显的贡献，对此，我谨愿表示我的谢意、愿望和信心。让我 

们一起向着我们的共同目标奋进一到2000年使全世界全体人民实现 

佳健康状况。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