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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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届会议期间（埃及开罗，2010 年 10 月 3 日至 6 日），
在区域委员会主席、沙特阿拉伯卫生部长 Abdullah bin Abdul Aziz Al-Rabeeah 博士阁下的主
持下，于 2010 年 10 月 4 日召开了 A.T.舒沙博士基金委员会会议。 

委员会审议了从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曼和沙特阿拉伯收到的提名。 

委员会成员全面研究了四位候选人的简历和背景，并建议选定伊拉克提名的 Amjad 
Daoud Niazi 教授向执行委员会第 128 届会议提议作为该奖获奖者。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获得 2500 瑞士法郎的等值美元。 

Niazi 教授因对伊拉克公共卫生工作作出的重大贡献而获此殊荣。Niazi 教授于 1960
年以外科医生（MBBCh）身份毕业于巴格达的巴格达大学医学院，随后在英国伦敦卫
生与热带医学学院深造，1967 年作为热带公共卫生专家结束学业，1980 年获得流行病
学专家身份。 

2004 至 2009 年，Niazi 教授担任监督研究项目书的伊拉克医学专业委员会社区及家
庭医学科学理事会的主席，现在是社区及家庭医学名誉教授（已退休）。1990 到 2003
年，他作为 Nahrain 医学院社会医学系的主任，设立并创办了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科目。他曾作为地方病研究所的所长在筹划建立控制和预防地方性传
染病国家规划方面，以及作为卫生副主任在公共卫生重点问题研究的计划、实施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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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若干国际奖项和荣誉的获得者，并曾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0
年获得卫生部盾形徽章以及高等教育和科研部盾形徽章。他是包括伊拉克医学会、热带
医学和卫生皇家学会、阿拉伯社区医学委员会高级委员会和伊拉克计划生育协会在内的
多个学会的会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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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haly Kökény 博士（匈牙利）的主持下，Ihsan Dogramaci 家庭
卫生基金遴选小组于 2011年 1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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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经过深入讨论后决定，尚无法提出 2011 年度的奖项候选人。为此决定不向执
委会建议 2011 年度该奖的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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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作成就的一人或多人、一个或多个
机构，或者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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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haly Kökény 博士(匈牙利)的主持下，世川卫生奖遴选小组于
2011 年 1 月 19 日举行了会议。小组其他成员有来自蒙古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S. Lambaa 先
生和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K. kiikuni 教授。 

小组成员仔细审查了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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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奖授予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抗癌联盟主席 Eva Siracká 博士，以及巴拿马 Pequeña Familia 
de Maria/Albergue Maria 协会。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Eva Siracká 博士将作为个人候选人的获奖者获得 3 万美元，
而 Pequeña Familia de Maria/Albergue Maria 协会将作为组织获奖者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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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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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Siracká 博士是癌症方面的知名科学家，因她终生从事的工作以及在肿瘤学方面
作出的总体贡献而获得承认。她在 1990 年创立了抗癌联盟这个斯洛伐克的主要癌症组
织，该联盟参与了欧洲抗癌规划，定期组织教育和防病活动，向肿瘤病人和家庭提供保
健，并且资助和参加临床及研究项目。抗癌联盟每年都组织多项受人欢迎的筹款活动，
比如现已达到第 12 个年头的水仙花节活动以及慈善慢跑活动（Terry Fox Runs） 

获得的奖金可使 Siracká 博士更好地支持现在所做的工作，并且资助一些面向志愿
者和有兴趣的卫生专业人员的教育规划。 

Pequeña Familia de Maria 属于非营利性协会，该协会成立于 2000 年 2 月 11 日并由
Albergue de Maria 协会进行管理。该协会与卫生部、社会发展部、社会保障基金、巴拿
马大学、巴拿马的科隆自由贸易区和科隆区具有从属关系。2005 年 7 月 17 日，在科隆
和达里安省以及库纳-雅拉土著地区开设了面向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儿童的儿科诊所。
2006 年 12 月 28 日，开设了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儿童圣何塞之家，2007 年 12 月 28 日，
开设了牙科门诊、咨询服务、社会福利办和理疗室。 

该协会的总体目标是向所有年龄组的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者提供基督教人道主义
援助实例，所采取的方式是利用一个全面康复规划，使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包括身
体、情绪、家庭和精神方面的援助。该协会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包括儿科及牙科门诊和
理疗室、咨询服务、社会福利办、儿童住家和“Domus Mariae”，后者是一个供所有艾
滋病患者休息和娱乐的活动中心。它还确保协调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订单，监督此类药物
的供应，以及协调其测试结果。 

这笔奖金将用于进一步开展上述工作，并资助为 0-6 个月龄的新生儿以及 6-12 个月
龄的婴儿提供的配方奶粉、药品、一次性护理、外科和牙科消耗品以及招聘一名临床心
理治疗师。 

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 — 阿拉伯联合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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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授予对卫生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人或多人，一个或
多个机构，或者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 

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M. Kökéy 博士（匈牙利）的主持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
金遴选小组 2011 年 1 月 18 日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小组其他成员有来自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R. Said 博士，以及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Obaid Salem Saeed Al 
Zaabi 先生阁下。 



EB128/2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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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
金奖授予马尔代夫老年保健中心和乍得社会进步联合会。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分别获得 20 000 美元奖金。 

以下是提名获奖者所开展工作的简述，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马尔代夫老年保健中心为一非营利组织，始建于 2004 年，以往称为 Manfaa 老龄中
心。它为该中心成员提供服务。 

马尔代夫老年保健中心旨在扶助和保护该国的老年公民。该组织促进老年人的心理
保健、健康老龄化和有尊严的生活。它传播信息，促成对健康老龄化的认识。它在其中
心并在家访期间针对个人提供了一系列卫生和福利服务，包括家庭护理、团体锻炼班、
瑜伽和理疗。它还努力为老年人提供家庭护理，并为那些无法在自己家中得到护理者提
供护理场所。 

此外，该中心还在首都马累和外岛定期推行卫生宣传和筛查方案。它为其成员开展
教育活动，例如英语班，并通过 Manfaa 培训所实施理疗助手培训方案，它还参与了国
家规划论坛。 

乍得社区进步联合会成立于 1973 年。1974 年，它开办了 Goundi 医院，1990 年它
启动了综合卫生规划。2003-2004 年，它建立了善良撒玛利亚培训和卫生保健中心和大
学医学院。 

乍得社区进步联合会的主要目标是参与政府的努力，培训医疗和护理专业人员，并
按照《阿拉木图宣言》，拓展综合卫生体系。其主要活动是教育和卫生保健。资金的三
分之二来自意大利发展合作项目，其余来自私人/患者捐款。该联合会的主要成就是其创
新性自筹资金计划，这使患者得以享有低费率，高质量的医护；在大学教学医院向医生
和护士提供了高质量培训；联合会为低收入学生提供了创新性的货款计划；还有其熟练
医务工作者留用计划，通过该计划，这些医务工作者如在医学院承认的卫生机构，可能
是农村或郊区的卫生机构工作十年，即可由其各机构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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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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威特国卫生促进研究奖授予对卫生保健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人或多人，一个或多个
机构，或者一个或多个非政府组织。 

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M. Kökéy 博士（匈牙利）的主持下，科威特国卫生促进基金遴
选小组 2011 年 1 月 18 日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小组其他成员有来自阿曼的执行委员会
委员 A.J. Mohamed 博士，以及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N. Naman 先生。 

小组认真审议了有关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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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科威特国卫生促进研
究奖同时授予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王德臣先生和乍得社区进步联
合会。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分别获得 20 000 美元奖金。 

以下是提名获奖者所开展工作的简述，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王先生为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促进研究和卫生保健服务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是
宁夏回族自治区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以及控烟协会秘书长。 

王先生的卫生教育事业始于 1986 年，他在不同领域，包括农村社区、学校和工作
场所举办卫生教育讲座。他多次参与卫生部发起的普及卫生知识方案，有大量关于卫生
主题的著述，包括关于宁夏居民健康状况以及促进农业家庭健康的书籍，《普及卫生知
识问答 300 题》和《健康 100 题》。他还参与了设计健康教育海报和 DVD 光碟。他的作
品和其它材料印刷超过 200 万册，在整个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各地的家庭和工作场所广
为发行。他被指定担任技术协助组组长，负责实施关于农民健康和健康教育的一项三年
计划。 

2005 年以来，王先生一直在推动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控烟计划，促进了颁布公共
场所和公共交通禁烟条例。通过他的努力，有 8000 多辆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参加了“无
烟交通”活动，越来越多的医院和学校成为无烟区。 

关于乍得社区进步联合会的信息，见第 4 小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卫生基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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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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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多人，一个或多
个机构，一个或多个政府或非政府组织：艾滋病毒/艾滋病研究、预防、治疗和控制；传
染病研究和控制；被忽视的热带病控制。 

在执行委员会主席 M. Kökéy 博士（匈牙利）的主持下，李钟郁博士纪念奖遴选小
组 2011 年 1 月 19 日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小组其他成员有来自萨摩亚的执行委员会委
员G.A. Gidlow夫人的候补委员 P.T. Toelupe女士，以及代表该奖创始人的 Sohn Myongsei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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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决定向执行
委员会提议将 2011 年的该奖授予哥斯达黎加的 Clodomiro Picado 研究所。 

如果执委会批准授予，获奖者将获得 85 000 美元奖金。 

以下是提名获奖者所开展工作的简述，供执行委员会审议。 

Clodomiro Picado 研究所 40 年来一直在进行两栖爬行动物研究。其活动包括：关于
拉丁美洲有毒动物的毒素研究以及蛇毒研究；免疫生物制品，尤其是抗蛇毒血清的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该研究所附属于哥斯达黎加大学，综合了生物化学、免疫学、爬行动
物学和研究领域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它还指导学生在这些研究领域的论文。 

Clodomiro Picado 研究所为许多中南美洲和欧洲国家生产抗蛇毒血清。它开发了创
新性的科学和生物技术工艺，促进在本国和国际上增强生物制品；它就预防和治疗蛇咬
伤向各国提供咨询，并在中南美洲生产抗蛇毒血清并进行质量控制；它管理了有关合作
项目，以针对资源稀缺国家，例如尼日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斯里兰卡生产抗蛇毒血
清。Clodomiro Picado 研究所与拉丁美洲科学和技术开发署合作，协调中南美洲的生产
和质量中心网络。 

该研究所参与了起草世卫组织的抗蛇毒免疫球蛋白生产、控制和管制准则1。 

                                                 
1 见http://www.who.int/bloodproducts/snake_antivenoms/snakeantivenomguideline.pdf（2011 年 1 月 22 日可供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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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章程》的修订 

根据《章程》第十条的规定，遴选小组一致决定提议执行委员会修订《李钟郁博士
公共卫生纪念奖章程》第二、三和四条，以(1)考虑到创设人名称的变化；(2)将资金数
额由 85 000 美元增加到 100 000 美元，并相应修订《章程》第三条提及的年捐赠额；(3)
扩展该奖的目的，规定该奖将授予对公共卫生作出突出贡献者。如获执行委员会批准，
第二、三和四条将行文如下： 

“第二条 

创设人 

本奖是通过韩国国际卫生保健基金会 — 李钟郁博士纪念基金（以下称“创设人”）
按大韩民国政府的倡议设立的，并由其提供基金。 

第三条 

资金 

创设人每年为本奖捐赠 10 万美元，另加每年经管理人确认的足以支持下文第八条
所述费用的数额。创设人将于每年的 1 月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年度捐款以及该笔追加数
额。 

第四条 

奖金 

1. 如果行政管理者收到捐款，李钟郁博士纪念奖将授予对公共卫生作出突出贡献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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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奖的目的是奖励超
过履行正常任务要求的杰出的工作，其意图不是作为对通常期望担任政府职位的官员或
者政府机构或非政府机构出色完成任务的奖励。 

2. 本奖为一笔奖金和创设人提供的一枚奖牌，每年授奖不超过一次。奖金将是 10 万
美元。金额可由遴选小组调整，包括根据下文第八条规定的行政费用产生的任何变化。 

3. 如果获得本奖的人、机构或组织超过一个，则奖金额应按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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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世界卫生大会会议期间向获奖者授奖。如本人缺席，可由其代理人代领。” 

修订如获执委会批准，应提交世界卫生大会下一届会议参考。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