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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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届会议期间（摩洛哥非斯，2009 年 10 月 5 日至 8
日），在摩洛哥卫生部长 Y. Baddou 女士和摩洛哥卫生部人口司司长 K. Lah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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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10 月 6 日召开了会议。 

委员会审议了从科威特、阿曼、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卫生保健协会收到
的提名。 

委员会成员全面研究了五位候选人的简历和背景，并建议向第 126 届执行委员会提
议，由沙特阿拉伯提名的 Faissal A.R.M. Shaheen 博士为该奖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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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ssal Abdul Raheem Mohammed Shaheen 博士因在沙特阿拉伯公共卫生方面，尤其
是为发展肾脏医疗服务和器官移植作出的重大贡献而获此殊荣。 

Shaheen 博士为沙特阿拉伯吉达市法赫德国王医院吉达肾病中心主任，他于 1990 年
创立了这一中心。该中心是该国西部地区主要收治肾病病人的转诊机构，中东最大的透
析中心和最重要的肾移植中心。他还于 2001 年建立了萨尔曼王子肾病中心，为利雅得
地区民众提供透析服务。自 1993 年以来，Shaheen 博士一直担任利雅得沙特器官移植中
心主任，使之成为伊斯兰国家在器官移植服务方面的典范。Shaheen 博士在制定有关器
官移植的国家法律、规章和检索系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为广泛制定地区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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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政策以及在该地区开展肾病和移植方面的培训做出了重大贡献。Shaheen 博士
因在肾病和移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并在该领域发表过 100多篇论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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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Zaramba 博士(乌干达)的主持下，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举行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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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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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
奖授予中国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杜雪平博士。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获得 3 万美元。 

以下是提名获奖者所开展工作的简述，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杜雪平博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月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自 1994 年
以来，她以开拓性的方式促进中国普通内科发展，从而保证使其在中国卫生保健系统中
成为一门重要学科，为此她获得了中国卫生部的提名。1996 年，杜雪平博士在北京建立
了命名为“红苹果”的第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此后 15 年中，杜雪平博士与其它
工作人员一道制定了有关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中风的疾病管理治疗方法。此外，
他们还制定了转诊标准，结果缩短了住院时间，改善了从住院到门诊的过渡，从而提高
了患者满意度，并降低了卫生系统所涉费用。其结果是，公众对高血压预防和治疗的意
识从 11%提高到 88%，对糖尿病的意识由 5%提高到 75%。 

杜雪平博士制定了培训规划，为提高中国的全科医师的素质做出了贡献。此外， 她
在 2000 年复兴医院建立培训基地，对北京地区的全科医师开展培训这项工作中也功不
可没。杜雪平博士的一些学生现已成为成为社区卫生中心的全科医师，在临床工作和学
术方案中均起到带头作用，在北京地区和外地协助杜雪平博士进一步制定基于社区的一
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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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雪平博士现正在扩大其工作范围，帮助中国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改善社区卫
生服务。杜雪平博士及其工作人员为来自北京以外 20 个省市地区的医务人员开办了八
次基于社区的康复培训课，为 140 名医务人员活学活用所学知识以及开始在其所在社区
为瘫痪病人提供康复服务提供了便利。杜雪平博士还未来自中国各地的护理人员提供了
培训。 

在过去八年中，杜雪平博士与其他工作人员一道组织了一年一度的北京家庭医学和
社区卫生服务研讨会，促使中国社区卫生服务得到进一步发展。自 2004 年以来，她还
参与制定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交流方案。 

如果被授予此奖，杜雪平博士将会把所获奖金用于支持其所开展的活动以及所在团
队的工作，以便继续努力进一步促进普通内科工作，并改善中国的初级卫生保健提供，
包括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并为卫生人员提供培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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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Zaramba 博士（乌干达）的主持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
金遴选小组 2010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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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l Darmaki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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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
基金奖分别授予约旦国家糖尿病、内分泌学和遗传学中心和葡萄牙的亚朗狄奥地区卫生
署儿童早期干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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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糖尿病、内分泌学和遗传学中心是附属于约旦科学技术高等理事会的众多中心
之一，其小组为 35 000 名患者提供医疗护理。中心的目标之一是推动对患者、其家人和
广大民众的健康促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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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家中心是约旦惟一获得承认的遗传学和新陈代谢学科研究员培训中心。它还为
私人部门、卫生部、军队和大学医院提供培训。其毕业生为糖尿病护理方面的合格卫生
保健专业人员，包括医师、护士和其它有关卫生人员。该中心举办正规培训、讲习班、
专题讨论会和会议，促进技能和知识更新。 

该中心开展关于疾病起因和治疗的科学研究，以在综合国家方案的框架内减少并发
症。它与国家和国际有关中心和结构，包括世卫组织进行了合作。 

儿童早期干预规划是在葡萄牙亚朗狄奥地区实施《国家卫生计划》的一部分，是对
通过划分卫生保健中心重组卫生系统作出的反应。重组的目的是整合不同层次的卫生保
健工作，进而加强对用户的回应，减少初级诊疗的候诊人数。亚朗狄奥地区是葡萄牙的
最大区，但人口密度最低，仅为每平方公里 20 人。虽然该国人口主要定居于各联邦区
的的首府，但仍有大量农村人口，处于地理和社会隔绝状态。 

儿童早期干预规划有其创新性特点。原则上，儿童发育紊乱可以评估，其需要可以
定值，并在家庭环境中给出最佳对策。适用这一原则，意味着社区参与，动员所有适当
的地方资源，以及确保当事各方之间的良好沟通。教育机构、卫生保健和福利系统、社
会救援私人机构之间的稳妥伙伴关系，以及民众之间的合作推动该规划取得了成功。与
Beja 和 Portalegre 的教育学院以及 Evora 大学心理系签署了一些非正式协定，借以开展
研究和培训活动。 

该规划与 Evora 大学心理系合作进行的评估表明，所有参与这一干预规划者都从中
获益。卫生保健中心得到承认，因此增强了其在人口中早期发现和向专门的康复规划转
诊的能力。儿童及其家庭也可得到迅速支持和干预，感到不再那么与世隔绝。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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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Zaramba 博士（乌干达）的主持下，Ihsan Dogramaci 家庭卫生
基金遴选小组于 2010 年 1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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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Bertan 教授。 

小组认真讨论了与资格问题有关的一项关注以及其它问题，认为无法提出 2010 年
该奖候选人，为此决定不向执委会建议 2010 年奖任何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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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建议，在今后审议候选人时，世卫组织应根据世卫组织的规则确定候选人是否
合格，而不应向遴选小组转交根据世卫组织规则并无资格的候选人的任何申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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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执委会主席 S. Zaramba 博士（乌干达）的主持下，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遴
选小组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举行会议。小组其他成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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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Chung Kyeong-Hee 女
士。 

小组审查了文件以及管理人对候选人提出的技术评论意见。根据授奖规定，小组一
致决定向执行委员会提议将 2010 年奖授予新加坡艾滋病行动小组。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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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艾滋病行动小组是社区自愿组织，于 1988 年成立，经注册，1994 年之后成
为慈善机构。其目标是：向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支持和协助；增强对艾滋
病和艾滋病毒感染的认识、教育和理解；努力消除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及其
亲人的歧视和凌辱；并鼓励新加坡开展与艾滋病有关的研究活动。 

该团体主要由自愿人员组成。它从事许多活动，为艾滋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及其
亲人开展了各种支持和福利项目。其教育活动有：电话咨询，举办公开讲座和展览，向
社区和目标人群开展宣传活动，其中包括编写和分发教育材料和出版物。新加坡艾滋病
行动小组还于 1991 年发起并运营一处匿名检测艾滋病毒设施。它参与人力资源管理人
员、性工作者以及其它人群的行为研究和干预项目。新加坡艾滋病行动小组的资金来自
各机构、个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助。新加坡艾滋病行动小组主席 Roy Chan 教授于 2009
年荣获皇家公共卫生学会颁发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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