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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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届会议期间（2007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在吉布
提卫生部长 A.A. Miguil 先生（区域委员会主席）的主持下，A.T.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于
2007 年 10 月 20 日（星期六）召开了会议。 

委员会审议了从埃及、摩洛哥和巴基斯坦收到的提名。 

委员会成员全面研究了三位候选人的简历和背景，并建议向 2008 年 1 月召开的执
行委员会第 122 届会议提议，由巴基斯坦提名的 Sayed Adeeb ul Hassan Riz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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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ed Adeeb ul Hassan Rizvi 教授因在公共卫生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而获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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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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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B. Sadasivan 博士的主持下，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于 2008 年 1
月 23 日举行会议，小组其它成员有执行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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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奖授予巴西受汉森病影响的人
们再次统一运动（MORHAN）。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获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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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与巴西当今仍然存在的麻风病（汉森病）斗争过程中，该运动一直是卫生部的一
个重要伙伴。该运动是一个独立的社区行动，而不是政府行为。该运动是预防、发现和
治疗该病，以及使这个特殊的残疾群体在社会上再次统一的主要利益攸关者。 

该项运动的宗旨还有在社区开展教育活动并使社会参与进来，以及预防歧视。利用
多媒体交流手段，制作并散发教育和信息资料，组织研讨班，使家庭和公众参与进来。
还鼓励人们到古老的殖民医院参观，促进公共卫生管理者对这项行动重要性的认识。 

该运动建立了预防和治疗麻风病的社区中心，将自身的工作与其它公共服务和政
策，以及与本地和区域行动结合起来。它在制定法律和保护受该病影响者的人权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 

1988 年，MORHAN 首次发起了媒体运动，组织了 12 次国家级会议，让公众和政
府了解麻风病人面临的问题。在 1986 和 1988 年之间，该运动参加了制定巴西宪法，参
与了制定立法，对受反应停影响的人们提供支持并且控制该药物的生产。这对认可残疾
人和社会下层人群的伦理标准发挥了重要作用。 

3. 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 - 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委员会的报告 

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委员会于 2007 年 6 月 5 日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区域办
事处向世卫组织提交的 20 名候选人名单。委员会一致同意向执行委员会建议，将 2008
年弗朗西斯科·波恰里奖研金授予蒙古的 Uranchimeg Davaastseren 博士和也门的 Intesar 
Alsaidi 博士。如果执委会确认授予，获奖者每人将获得 1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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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aatseren 博士生于 1966 年，自蒙古大学卫生学系毕业。17 年来，她在该校担任
高级导师和眼科学家。她现在的研究兴趣为屈光不正和青光眼。这些特别在发展中国家，
是造成可预防的视觉残疾的重要原因。她计划利用在日本或美国一所大学的奖研金，在
临床流行病学方面进行深造。 

Alsaidi 博士生于 1975 年，是也门妇产科方面的一位毕业生。现在，她在 Sana'a 医
学院担任教员，负责妇幼卫生方面一所农村中心（Thila 中心）的生殖健康工作。她现
在的研究兴趣为孕产妇健康问题，重点是先兆子痫（妊娠毒血症）的发病率和易感因素。
Alsaidi 博士将利用该奖研金，参加研究方法学、统计学和基础流行病学方面的培训班，
以便能够在改善也门妇女的健康方面开展更多的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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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贡献的一个人或多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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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Sadasivan 博士的主持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遴选小
组于 2008 年 1 月 24 日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小组其他成员有执行委员会委员 H. 
Abdesselem博士，和代表该奖创始人的Nasser Khalifa Al Budoor先生及Abdul Hameed Al 
Humood 先生。 

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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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授
予开罗儿童癌症医院。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获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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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大多数患病儿童来自埃及的贫困家庭，癌症治疗费用使他们望而却步。经过
十年的筹划、建设以及筹措资金，开罗儿童癌症医院于 2007 年 7 月开业，目的是设立
一所最新的医院，治疗患癌症的儿童，不管其种族信念如何或者是否有能力支付费用。
国家癌症研究院之友协会是 1998 年成立的一个非政府组织，该协会在七年内成功筹集
到超过 2.5 亿美元的资金，并于 2003 年注册为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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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所医院诊治所有病期的儿科癌症，开展研究工作并且培训各级的卫生专业人
员。该医院提供最新并且具有成本效益的医疗保健，并且在科学、教学和技术层面制定
国家标准。该中心在培训、临床和管理体系方面是国际上认可的杰出中心，在国内外分
享其专门知识，并且使用最现代的信息和交流技术。它与埃及国家癌症研究院形成了强
有力联盟。 

该医院还从事儿童癌症流行病学的研究，以便改进疾病的预防、早期诊断和治疗并
且作为公共卫生教育、环境卫生和其它社区问题的当先者，在社区发挥重要作用。医院
通过电视宣传所做的工作，在个人卫生、膳食、吸烟、癌症和慈善方面制定了广为使用
的学校教育规划。向 5 万所学校分发用英语和阿拉伯文写成的题为“为了孩子们的癌症”
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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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Sadasivan 博士的主持下，科威特国健康促进基金遴选小组于
2008年 1月 23日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小组其他成员有执行委员会委员A.A. Bin Shakar
博士和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Tareq F.Y.M.A. Al-Doaij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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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联
合授予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古杜绍里国家中心麻醉、加强护理医学和重症护理医学科 Zaza 
Metreveli 博士，以及柬埔寨金边国家药品和食品质量控制实验所 Chuon Chantopheas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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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reveli 博士是第比利斯古杜绍里国家医学中心麻醉、加强护理医学和重症护理医
学科的主任。他在建立卫生服务满足格鲁吉亚人的重点需求方面，特别是在急救医学、
麻醉学和重症护理领域以及在孕产妇健康促进方面显示出领导才能。在国家面临紧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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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冲突之时，特别是在 90 年代的战争年代，他为国家的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
获得了格鲁吉亚政府的重要认可和嘉奖。 

Metreveli 博士在重症护理和急救医学方面有针对性地培训了大批紧急救援人员和
警察人员，在远程医学方面制定了在线规划，并且为内科医生和救援人员举办了培训班。
这也使他获得了认可。他为学校儿童开发的一部培训规划被几所学校所采纳。在紧急防
备和采取紧急措施时，他使社区和社区服务成功参与进来。他在急救医学和重症护理方
面所做的工作还有在灾难条件下使用的指导原则和手册，以及在 2003 年和 2006 年期间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遇到灾害时她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这由此使他赢
得了国际信誉。 

Chuon Chantopheas 博士是卫生部的国家药品和食品质量控制实验所技术局的副主
任。在柬埔寨，食源性疾病是造成不良健康的主要原因。她在提高本国对食源性疾病带
来后果的认识方面发挥了领头作用。她使社区了解怎样采取行动进行预防、使商业和工
业界、几个政府部门以及消费者参与进来，同时还采用了大众交流媒体，由此使她在本
区域获得了国际声誉。她被本国和粮农组织及世卫组织公认为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并且
应邀在食源性疾病的国际会议和公共论坛上发言。 

为了确认食品的污染物和有害物质，Chuon Chantopheas 博士还主动开展了实验室
研究工作，进而制定了食品中化学物质和微生物的国家指导原则和手册，以此为公众提
供信息并且用于培训活动。她所做的工作侧重在协助这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区
和小型商业生产并加工安全食品，减少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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