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制定并实施

促避健康、预防控制癌症的全球策略。





通过阅穰攘手册，您可以对

WHO采取的各项砸症控制措施有

个生动的了解。 WHO采取的抗癌行

动主要包括4个方面:预防、治疗、

靡妒和管理。 经迫不懈"刻 ， W

了多种抗击'症翩

技术方寞，以遵兔不必要的死亡，并

为临鳝患者提供适当的医疗'

WHO已经

跚跚晴 "擅翩 ' 



巴西反烟草运动降低癌症死亡
执行烟草控制措施后.巴西男性吸烟率以及相关的癌症死亡正在

下降。

无烟倡议行动前主任Vera Luiza de Costa e Si1va指出. 研究表明
WHO提出的烟草控制措施已经使巴西的吸烟率由 1989年的23%下降到当

前的19% 。

现在已经成为巴西卫生部烟草高级顾问的de Costa e Si1va说 可

以看出. 我们的项 目实施后.癌症尤其是男性肺癌的死亡率正在下降.

让巴西成为真正成功的典范 。 "

巴西是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并制定了一系列

法律来遏制烟草的使用 。

巴西依据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禁止烟草产品广告、促销和赞助行

为. 禁止在所有公共场所吸烟& 烟草生产商必须在包装上用图示的形式

明确给出健康警告 . 并去除误导性的描述文字. 例如 "温和型" 或"清淡型"香烟等。
目前 . 巴西将工作重点定位在低价烟草产品 、 烟草走私以及年轻女孩的高吸烟率问题上.以

进一步降低吸烟率和减轻未来癌症负担。

de Costa e Silva 说 "WHO的帮助对整个烟草控制过程至关重要



阿曼积极实施WHO膳食和运动策略

阿曼已经向WHO寻求帮助，应对逐渐糟加的超重和肥胖负

担.减少癌症发病

WHO膳食、体力活动和健康全球战略对阿曼卫生政策制定

者来说.是现成的指导方针.能够帮助减少2慢性病的危险因素

阿曼卫生部非传染性疾病部门主任Jawad AI - Lawati博士

说..阿曼政府强烈希望执行膳食 、 体力活动和健靡全球战略.

因为癌症等非传给性痪病已经成为国家的第二大威胁 " 

"臆食 、 体力活动和健康全球战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
法之一

阿曼20岁以上的入群中.大约有一半是超重或肥胖者 AJ
Lawati指出.这使得他们患食管癌.结直肠癌 . 乳腺癌 、 子宫

内躏痛和肾瘤的风险上升

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使阿曼入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

变.更多的人长时间静坐，食用更多快餐.而运动减少

阿曼卫生当局将向所有政府部门介绍WHO膳食 . 体力活动

和健靡全球战略.征求意见，襄取支持.贯彻执行膳食和体力

活动所要求达到的目标 A1-Lawati说.该策略非常灵活，能够

适应阿曼的社会文化要求



低饮酒量对健康有很多好

处， 包括黯少癌症死亡。

WHO帮助
提百7，肝瘁甫捧

为控制乙肝病毒感染导致的肝癌.

WHO正在帮助中国提高全国范围的乙

肝疫苗接种率.从2003年开始.接受

乙肝疫苗接种的人数已经达到 1300

万

WHO是这项免疫促进行动的主要

参与者.该行动由GAVI联盟和中国政府共

同出资7600万美元.为期5年.每年目标人群

为550万新生儿。

"目前估计. GAVI项目资助县中，出生的婴儿

中约90 %正按要求接种3次乙肝疫苗.其中70%是

在出生后24小时之内接受注射的 " WHO驻华

代表处免疫扩大项目技术官员Stρven Hadler 
博士说。



1佣2年全国肝炎擅行瘸学调查

数据显示.约1.2忆中国人是慢性

乙肝病毒感殊者 " 肝癌也是中国最
常见的癌症

..中国卫生部/GAVI乙肝擅苗接

种项目"主要面向新生儿.因为出
生后24小时内接种撞苗可以阻止巴

经'搞乙肝铺霉的妇女传到k孩子
该项目重点关住中国相对贫穷

的西部省份.每年能够预防大约40

万儿童成为病毒携带着.从而避免
成千上万的人死于癌症

中国计划到2010年将儿童慢性

乙肝病毒"揣摩降至1%以下. 免
擅项目启动之葡.高达10%的中国

儿童是慢性乙肝病毒'戴着





F幅画'嗣町士 ‘ ...‘三 ... 

WHO为亚洲国家印度提供石棉危害方面的建议

在印度，石棉暴露将成千上万的入一一从1昆凝土作业工

人到学生一一置于癌症风险中 。

WHO与印度官方以及亚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合作，通过

增强对石棉致癌风险的认识和立法来消除石棉的使用 。

"如果各国政府采纳我们的建议，癌症的发病将会减

少. "WHO东南亚地区职业卫生官员Habibullah Saiyed博士

说需要数十年后才能看到结果，因为癌症的发病需要经

过很长时间，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付诸行动。 "

估计在印度，石棉每年导致8000人死于癌症;如果继续

使用石棉，这一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肺癌和胸膜间皮瘤死亡风险最高的是制造含石棉j昆凝土

和管道的工人.以及这类产品的使用者 。 在印度，许多校舍房

顶采用石棉材料，增加了学生和教师的患病风险。

WHO集中全亚洲范围政府部门、企业、其他联合国机构以

及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共同研究应对石棉的危险性ω

WHO-方面要求停止石棉的使用，另一方面为工厂企业

提供了替代性建筑材料，使其不再使用这种具有致癌效应的

产品 。



WHO抗癌志士



没有人能让末阳停止发觉，

息皮肤'。

WHO抗癌志士







WHO抗癌志士

WHO通过精细筛量和思期措疗方面的培训.帮助非删医务人员掌握预防宫霸
画的方法

WHO与一名.~布事医学专家合作.在@个非删国寡进行培训.使医生和妒士
掌握醋醺鲸鱼肉眼观察筛董宫霸鹰的方法以及冷峰疗棒的操作步'

"我们让其他非蹦圄聋的医生和妒士都集中到我们在晗撞'的医疗凯掏.
学习醋..色肉眼理事棒和冷冻疗法的操作"撑巴布鲁大学妇产科学系Mike

Chirerùe数授说
"然后.我们在WHO的资助下.到

这些国掌开展宵蟹捕'审查项目 .. 

景用醺霞'脸色肉醺观察辑时.妒
士在肉'由幢查过程中将跚擅自食抹于富强
部.捕前瘸聋细胞的撞出*站到叙踹

t革方法在卫生费'稍候的非跚地区取得了成功.在许多医疗中心奠实用性翻
过宵霸捻片法.这些地方缺少撞副被片标本所需的实验室设备

医生同时篝曼冷靡拧撞撞作精训.这种方法可在宫颈癌发生之前冷撮井杀死
癌葡病变细胞

撑巴布罩'国靠癌症噩记处2伽年的数据显示..国女性躏擅中2ffl{，是富霸痛.
成为女性最常见的痛症

1996-1998年撑巴布噜试行了醋黯躺色肉眼观察法筛董宫颈痛.此后为期3年

的示范项目开始实施

WHO帮助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尼日利亚.乌干达.坦暴尼亚以厦赞比亚开

展醋霞蜂色肉阻观察怯筛董培训试验项目.井且正在研究如何推广这些项目







WHO的培训为乌干达
癌症患者缓解疼痛

WHO的指南已经帮助乌干达对1600名

卫生专业入员进行癌症、回V相关症状及其

他急慢性疾病医疗护理方面的培训 。

在WHO的倡议以及各种出版材料的影

响下，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开始提

供口服吗啡等基本镇痛药物，以减轻癌症

患者的痛苦。

WHO的出版物帮助一线卫生工作

者提供以家庭为基础的姑息治疗，并

为护理者和亲属提供咨询(www . who .

in t/3by5/publications/documents/en/ 

genericpalliativecare082004. pdf) c 

"我们正在努力提高乌干达医务入

员的工作能力，更好地为卡波西肉瘤及其

他癌症患者提供姑息治疗。 "乌干达负责

艾滋病预防和治疗的医学官员Abdikamal

AJisaJad博士说。

乌干达的癌症发病率正在增长，特别

是宫颈癌和乳腺癌。 WHO正努力增强癌症

预防和治疗以及疼痛护理的能力 。

WHO与一家名为 Hospice Afriea 

Uganda的著名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为有

需要的乌干达公民提供姑息治疗。

Hospice Africa Uganda已经采用WHO

提出的方法提高博丧瓦纳、喀麦隆 、 埃塞俄比亚、加纳、马拉

维 、 尼日利亚 、 卢旺达、塞拉利昂 、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姑息治

疗服务水平。





糖，因毒咱翩帽"蝙攘制翩翩翩翩





WHO与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助加纳掌握本国的撞撞负担.
目曲已经分捆在曹都阿克拉和t在国第二大搞市靡马商的戴学医院建

立了两个癌症噩记中心

WHO驻加纳国靠代.... 08银川Saweka博士说"我们正在费力推
进擅症患者的噩记.以便能够确认'症..来的公共卫生问题。 "

每年有趣过14 ()()()f;加纳入死于癌症. Saweka相倩癌症盛记数据能
够迫使政府决策者认识到这种模晴的董事性

WHO巳经为噩记中心工作人员提供衅.墨记缘妒方面的海外培
训.配备计算机.并在本国举办针对医务人员的研讨会

.. 这些噩记处将为加纳提供和重断全国肺撞撞病统计数据.因为省前几乎挂有相关情息， " Saweka:诅
"-且我们拿擅了这些戴帽.将更睿属动员藏府对日益iI长的癌症负担作出反应

WHO的支持还包括撞动访问研究和提供编制1/. I~强化卫生工作者对癌症相关间踵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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