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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奖 

1. A.T.舒沙博士基金奖 — A.T.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的报告 

A.T.舒沙博士基金奖授予在 A.T.舒沙博士为世界卫生组织服务期间所在地理区域中

（即东地中海区域）对任何卫生问题作出最显著贡献的个人。 

在东地中海区域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期间（2008 年 10 月 11 日至 14 日），在也

门公共卫生和人口部部长 Abdulkarim Rasa'a 博士（区域委员会主席）的主持下，A.T.

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于 2008 年 10 月 11 日召开了会议。 

委员会审议了从巴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科威特、黎巴嫩、摩洛哥

和也门收到的提名。 

委员会成员全面研究了七位候选人的简历和背景，并建议向第 124 届执行委员会

提议，由黎巴嫩提名的 Huda Zurayk 教授为该奖获奖者。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获得相当于 2500 瑞士法郎的美元。 

Huda Zurayk 教授为一名统计学家，从 1998 年至 2008 年，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担任
卫生科学学院院长。她促成了许多领域的公共卫生研究工作，特别着重于该地区的人
口健康、生殖健康和妇女健康问题。当她在黎巴嫩参加妇幼卫生研究时，便开始了她
致力于人口健康的早期职业生涯。她的许多出版物包括发生激烈内战时贝鲁特人口的
结构和流行病概况。在 1987 年加入了开罗人口理事会后，她共同创立了区域生殖健康
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整个地区的一个研究者网络，并从多学科
的角度审查对生殖健康服务具有关键性的问题。她作为这个小组的成员，与其他研究
人员一道开展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有关埃及农村妇女、生殖和健康问题吉萨研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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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研究已经成为撰写众多研究论文以及开展继续研究的基础。她在埃及的经历使得对
社会背景下的人口变化产生了极大兴趣，并献身于跨学科的研究。近年来，她在贝鲁
特美国大学带头制定一个人口研究综合方案，并带头设立了城市健康研究。 

为支持国际上的人口研究工作，Zurayk 教授曾在许多机构供职，包括美国国家科
学院生殖健康小组、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盟理事会和在南非的非洲卫生和人口研究中
心国际科学顾问委员会。她是努尔阿拉伯妇女协会的一位创始会员和贝鲁特美国大学
伊萨姆•法里斯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研究所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她曾承担健康问题社会
决定因素委员会的妇女和两性平等知识网络方面的工作，并且是《世界卫生组织通
报》编辑委员会的成员。 

2. 列昂•伯尔纳基金奖 — 列昂•伯尔纳基金委员会的报告 

列昂·伯尔纳基金委员会在执委会主席 N.S. de Silva 先生 (斯里兰卡)的主持下，于
2009 年 1 月 21 日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委员会其他成员为 C. Vallejos 先生和 Liam 
Donaldson 先生，两人均为执委会副主席。 

该小组获知，鉴于基金会的财务现状，无法在今年授奖。因此，2009 年将不颁发
列昂•伯尔纳基金奖。 

3. 世川卫生奖 — 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的报告 

世川卫生奖授予在卫生发展方面取得杰出/创新工作成就的一个人或多人、一个机
构或多个机构或一个非政府组织或组织，比如促进特定的卫生规划或在初级卫生保健
方面取得的突出进步，以鼓励这项工作进一步发展。 

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N.S. de Silva 先生 (斯里兰卡)的主持下，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
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举行会议，小组其它成员有大韩民国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Sohn 
Myongsei 教授和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K. kiikuni 教授。 

小组成员仔细审查了八位候选人的简历和背景，以及管理人对候选人提出的技术
评论意见。铭记指导授奖的章程和指导原则，小组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将 2009
年奖授予巴林卫生部健康促进司代理司长 Amal Abdurrahman Al Jowder 博士。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获得 3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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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提名获奖者所开展工作的简述，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巴林卫生部健康促进司代理司长 Amal 博士是健康促进领域一名全身心投入的领导
人和杰出专业人员。她在社区一级和卫生部倡议了许多行动。她动员了所有有关方面
的参与，确保提高社区认识，赋予社区权力，同时建立由卫生专业人员以及来自社会
中心、市政、俱乐部和当地学校的代表组成的可靠的信息网络，该一网络协同行动，
通过全国范围的报刊、展览会、研讨会和公共讲座传播关于健康问题的信息。她组织
了巴林第一个卫生查询电话热线。另一个成功的运动涉及推动人人享有免疫接种，覆
盖率达到将近 100%。 

Amal 博士有多种教育撰述出版，并将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纳入家居规划中。她主
持设立了公立学校教育委员会，培训主管人员，建立起学校中健康促进的骨干力量。
1994 年，她在学校课程中引进了艾滋病教育。她培训了许多部委的工作人员，以及民
间团体、俱乐部和协会的成员，同时还是加强卫生部与其它部委之间协调项目的协调
人。她参与了筹备各类健康促进活动。尤其是创立第一个禁烟诊所。她还积极投身政
治，是志愿人员团体的领导人，参加了多次使命，包括为期四年的麦加朝圣卫生使
命。世川卫生奖将有助于她开展两项新的活动：教育巴士和体育巴士，目的是巡回前
往国家的边远地区，为地理上处境不利的群体提供服务。前一项活动是分发宣传材
料，后一项活动是分发基本体育设备，促进体育运动。 

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遴选小组的报告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授予对卫生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或多人，单个
机构或多个机构，或者单个非政府组织或多个非政府组织。 

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N.S. de Silva 先生（斯里兰卡）的主持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
生基金遴选小组 2009 年 1 月 20 日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小组其他成员有来自突尼斯
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H. Abdesselem 博士，和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Nasser Khalifa Al Budoor
先生。 

小组审议了有关文件以及管理人对候选人提出的技术评论意见。铭记指导授奖的
《章程》和准则，小组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将 2009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
金奖授予新加坡的 KK 母婴医院综合围产期保健项目和格鲁吉亚的格鲁吉亚呼吸协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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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两名获奖者将获得 20 000 美元。 

以下是提名获奖者所开展工作的简述，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KK 母婴医院建于 1924 年，目的是作为母婴卫生保健的先行者，提供专业医疗。
它是新加坡最大的医疗设施。综合围产期保健项目大大促进了消除知识与实践之间的
脱节，强调知识转化过程中的研究因素。由该设施人员组成的多学科小组以协调一致
的方式开展业务，使患者能够受益于各个领域取得并维持数年的世界级先进护理成
果，明显减少了产妇死亡率和子痫率。该小组还独创并实施了新的卫生保健分娩方
法。通过内部调查产生知识，保证了不断加强各项方案。该项目主要是靠自行筹资，
资金源于私人产科患者，并由政府补贴，同时，它与其它研究方面的当地/区域组织建
立了强有力的伙伴关系。综合围产期保健项目提供出色的产科服务，也是一个综合性
转诊中心，在国内外声誉卓著。 

格鲁吉亚呼吸协会建于 2004 年，目的是在格鲁吉亚开发和推广呼吸药物。它的主
要活动包括促进呼吸药物的基本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制定管理呼吸道疾病的准则；
促进医学专业人员的医学进修教育和组织科学会议和其它活动。它在格鲁吉亚各地建
立了地方分支，2008 年以来，有大约 400 名正式成员。资金主要来自会费和不同非政
府组织的捐款。该协会通过组织每年三次地区会议，大大促进了该国边远地区医生的
教育。它是格鲁吉亚第一个制定全国性准则并提供适当培训的医学协会。其重大成就
之一是与各主要机构、研究和科学中心合作，组织不同专业人员的地区大会，促进了
该国边远地区医生的进修教育。这有助于不断交流最新的医学信息。该协会还刊行
《格鲁吉亚呼吸道杂志》，这是该国唯一一份医学出版物。其它成就包括组织第一次国
际大会，为讨论不同呼吸道疾病的现代诊断和管理方法提供了机会；大会获得了欧洲
承认。该协会还制定了第一份呼吸道疾病全国准则，并开展适当的培训工作。它致力
国际合作，并在初级卫生保健层面开始执行监测慢性呼吸道疾病的试点项目。 

5.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 —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遴选小组的报告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授予在健康促进研究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个人或多个
人、一个机构或多个机构或者一个非政府组织或组织。 

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N.S. de Silva 先生(斯里兰卡)的主持下，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
遴选小组于 2009 年 1 月 20 日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小组其他成员有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A.A. Bin Shakar 博士和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Nawaf Naman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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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认真审议了文件以及管理人对候选人提出的技术评论意见。 铭记指导授奖的

章程和指导原则，小组一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将 2009 年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

联合授予巴林 Salmaniya 综合医院遗传科负责人兼国家遗传病控制委员会主席 Shaikha 

Salim Al Arrayed 博士，以及波兰 Nofer 职业医学研究所国家工作场所健康促进中心。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各获得两万美元。 

以下是提名获奖者所做工作的简述，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Al Arrayed 博士是 Salmaniya 综合医院遗传科负责人兼国家遗传病控制委员会主

席，她为其国家以及东地中海区域的卫生研究、卫生培训和卫生保健服务做出了重要

贡献，其侧重点在于消灭遗传病并为这类疾病患者提供医护服务。过去 25 年中，她成

功实施了国家血液遗传病控制规划，使新生儿患病率降低了 60%-70%。普通大众知识

的增加也大大降低了近亲结婚率。Al Arrayed 博士为普通大众、卫生专业人员和决策者

以及卫生当局等各种群体组织并指导了健康教育和认识运动。此外，还制作并广泛散

发了资料手册，与宗教学者和立法者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是该区域第一项规

划，现已在其它区域用作范例。 

国家工作场所健康促进中心于 1996 年在 Nofer 职业医学研究所内成立，负责发展

和协调波兰全国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网络的活动。该中心拥有一支由研究人员和执行人

员组成的跨学科团队，专门致力于健康与医学社会学、公共卫生和政治学等领域及其

教学工作。该中心还是欧洲工作场所健康促进网络的国家联络处并且是欧洲科学与技

术合作政府间框架 COST 的成员之一。该中心负责制定计划和战略。其职员发表了

200 多份论文并编制了 12 份课本。它对波兰的健康促进状况和条件开展系统的研究和

分析，编制信息资料以用于各企业协商健康促进项目、培训专业人员和激发社会及政

治支持以加强波兰和该区域的健康促进工作。其资金来自国家和国际公共及私立部门

的赠款。在其取得的各种成就中包括，2002 年推出了一个新研究领域，研究年纪较大

雇员的需要，并随后围绕此问题进行讨论。该中心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数据库，储存关

于波兰企业所开展的健康促进活动，包括烟草控制监测活动的信息。对通过研究和定

期调查所确定的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编目和监测。由此加速实施适当的健康促进干

预措施，更迅速地使人群受益。该中心的工作已获得国际认可并受到主管机构的诸多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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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奖 — 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遴选小组的
报告 

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N.S. de Silva 先生(斯里兰卡)的主持下，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

生基金遴选小组于 2009 年 1 月 21 日举行会议。小组其他成员有 I. Dogramaci 教授(比

尔肯大学校长)委派的 P.L. Erdogan 教授和代表国际儿童中心(安卡拉)的 T. Türmen 教

授。 

 小组认真仔细审议了文件以及管理人对候选人提出的技术评论意见。小组决定

2009 年没有候选人适合获得该奖项。 

 此外，小组一致决定修订《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基金奖章程》第四条。第四

条案文如下： 

第四条 

目  的 

本基金建立的目的是通过承认在家庭卫生领域作出突出服务的个人来促进和提高
家庭卫生水平。为此，本基金将： 

每两年向一名或数名在家庭卫生领域的服务获得全球认可的个人颁发包括一枚镀
金银质奖章、一份证书和若干奖金的奖励。基金奖将在世界卫生大会的一次会议
上向获奖人颁发，或在其缺席时，向代表他/她（他们）的一位人士（或数位人
士）颁发。如果不只一人当选，该奖金将在获奖者中平均分摊，他们每人将获得
一份证书和一枚奖章。 

在选择获奖人时，应尽可能注意地域的公平性。 

每年，奖金数额将由基金遴选小组经与世卫组织磋商，并根据基金本金的累计利
息来确定。 

奖章费用由创办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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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奖每隔一年颁发一次。如在某年未颁奖，将在随后一年宣布颁奖，而不必等
待两年。 

上述修订将转呈世界卫生大会参考。 

7. 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 — 李钟郁博士纪念奖遴选小组的报告 

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于 2008 年设立，授予在以下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一人

或数人、一个或数个机构、一个或数个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艾滋病毒/艾滋病研

究、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研究和控制；或者被忽视的热带病控制。 

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N.S. de Silva 先生（斯里兰卡）的主持下，李钟郁博士纪念奖遴

选小组于 2009 年 1 月 22 日举行会议。小组其它成员有 P.T. Toelupe 女士（萨摩亚的执

行委员会委员 G.A. Gidlow 女士的候补委员）和代表该奖创设人的 Park Jong-wha 博

士。 

小组成员认真研究了各位候选人的简历和背景并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将 2009 年

奖授予格鲁吉亚传染病、艾滋病和临床免疫学研究中心。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获得 85 000 美元。 

以下是提名获奖者所开展工作的简述，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传染病、艾滋病和临床免疫学研究中心因其在诊断、治疗和控制传染病方面的成

就享有盛名，并开拓了该区域的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工作，尤其是研究、治疗、预防

和控制。该中心普及了用于预防艾滋病毒母婴传播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和服务。在

1989 年建立了一个艾滋病诊断实验室和国家艾滋病毒/艾滋病登记处。该中心的主要目

的是在艾滋病毒/艾滋病及其它传染病领域内提供卓越的患者医疗、医学教育和生物医

学研究。尽管存在经济制约，但该中心创建了以依据为基础的现代化综合监测系统以

产生艾滋病毒、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方面的流行病学数据，包括分子流行病学数据。

在确定无症状丙型肝炎病毒感染新临床形式的特征方面已取得进展。在该国率先于

1995 年通过关于艾滋病毒预防的法律以及制定国家艾滋病毒/艾滋病战略（于 2002 年

完成）和 2007-2011 年国家结核病 – 艾滋病毒战略计划方面，该中心发挥了关键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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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正在不断更新国家治疗和护理准则以确保其充足的有效性。该中心还对格鲁吉

亚的生物医学研究能力作出了巨大贡献，其研究结果在同行评议的杂志中发表并曾提

交不同的国际论坛。 

8. 雅克·帕里索基金奖研金 — 雅克·帕里索遴选小组的报告 

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N.S. de Silva 先生（斯里兰卡）的主持下，雅克·帕里索基金遴

选小组于 2009 年 1 月 21 日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小组其它成员有 C. Vallejos 先生和

Liam Donaldson 爵士，两人均为执委会副主席。 

根据候选人提名的既定顺序（在创建雅克·帕里索基金奖研金时，确定通过抽签决

定顺序），这次轮到非洲区域提出授予奖研金的候选人。 

委员会审议了非洲区域委员会提出的短名单上的三名候选人并决定向执行委员会

建议，第十六份雅克·帕里索基金奖研金应授予 Livesy Abokyi Naaffoe 女士（加纳）。如

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获得一枚奖章和 5000 美元。 

Abokyi 女士提出开展以人群为基础的调查，针对加纳金坦波北部和南部区县持续

咳嗽者的求医习惯。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