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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援外培训20年回眸

在江苏无锡的一次亲身体验，让桑给巴
尔学员哈里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有了深切
的体会。在江南大学书法老师的指导下，他
手握毛笔，写下了篆书版“中国”二字。与他
一起的还有来自津巴布韦、南苏丹、塞拉利昂
的国际学员们，分别写下了行书、草书、隶书
版的“中国”。

这是2019年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
第二期援非疟疾防治技术培训班上的一幕。这
一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写“中国”两个字，
是想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也祝愿中非友谊天长
地久。

事实上，自2002年承办援外培训以来，二
十年间，除组织专业课程培训外，江苏省血吸虫
病防治研究所都会安排学员们学习极具魅力的
中国文化，学写汉字，学打“中国结”，让学员们的
中国之行既掌握“硬知识”，又能感悟“软实力”。

省血防所“一举中的”
援外培训有了“黄埔军校”

2002年9月，商务部第一期国际热带病
防治技术培训班在无锡成功举办，拉开了江苏
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援外培训的序幕。那
么，商务部“拥有援外培训资质的单位”，是如
何花落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的呢？

其实，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江苏省血
吸虫病防治研究所，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
一直与血吸虫病、疟疾等重要寄生虫病开展艰
苦卓绝的斗争，不断刷新血吸虫病、寄生虫病
防治的时代新高度。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卫生健康意识的不断
增强，同时得益于血吸虫病、寄生虫病防治策

略的不断优化，原来多发、常发的寄生虫病逐
渐得到有效控制，甚至开始走向消除，很多种
疾病即将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被忽视的热
带病”。如何将多年来积累的成功经验发扬光
大，让研究所的业务向“纵深”拓展，成为了当
时面临的一个严峻挑战。

审时度势的省血防研究所领导班子大
胆提出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其
实，“请进来”早在研究所建所伊始就开展
了，1953年前苏联寄生虫病专家彼德里西娃
来所学术访问，揭开了对外交流的序幕。研
究所曾于1988年和1992年两次获世界卫生
组织/热带病特别规划署机构加强资助，对
所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
所先后与15个国家和地区的60余所国际知
名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科研合作与交流。
而“走出去”就是要积极向世界介绍中国经
验，发出中国声音。“机遇”总是与“准备”唇
齿相依，2002 年，在新一轮商务部援外培
训定点单位的申报中，省血防研究所一举中
的，并成功举办了为期60天的“第一期国际
热带病防治技术培训班”，获得了受援国学
员的充分肯定和商务部的高度赞誉，可谓在
业内“一炮而红”。

自2002年以来的20年间，省血防研究所
已成功承办各类援外培训项目64期，累计培
训82个亚非拉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重
点国家的2008名学员。随着援外培训工作力
度不断加大，研究所也受到国内外同行越来越
高的评价，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称赞其为
疟疾援非培训的“黄埔军校”。

2020年开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研

究所的援外培训班曾一度中断，但困难打不垮
的江苏血防人，积极开拓思维，将培训班从线
下搬到了线上，从教室挪到了“云端”，2021年
起，研究所的援外培训班恢复了生机，久违的
课程又如约而至。

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获批
援外培训“升级”

2016年10月，省血防研究所援外培训迎来
重大利好，省血防研究所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递
交设立“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研究与培训合作
中心”的申请，于10月3日获得批准，11月23日
在无锡正式揭牌。合作中心的设立，让研究所援
外培训的资源更为丰富、投入更有保障、技术也更
加雄厚，更有助于研究所援外培训的开拓和深入，
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深化。

目前疟疾依然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公
共卫生问题之一，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应
对。该合作中心主要职责是与世界卫生组织
一道开展消除疟疾相关策略和技术的收集整
理和研发、开展消除疟疾相关技术培训和科学
研究工作等，从而为全球消除疟疾提供技术支
撑。研究所在中国疟疾防控领域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有效的防控措施
和技术，成为疟疾防控领域的“中国方案”。

成立6年来，研究所依托该合作中心，不
断加强与国际疟疾防控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为
全球消除疟疾贡献自己的智慧，使“中国方案”
真正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有效解决办
法。2019年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办、中国国家
卫生健康委承办、研究所具体运作的“第三届
疟疾消除国家年度全球论坛”在无锡圆满举

行，大会邀请到国内外从事疟疾消除相关工作
的专家200余人，济济一堂，共商大计，研究所
的援外培训格局和层次更升一级。

境内境外同发力
助力中国经验“走出去”

随着研究所援外培训的纵深发展，“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经验”的需求越来越迫
切，每年派遣几人来中国学习已经不能满足他
们的需求，他们希望中国能派遣专家进驻本
国，直接开展面对面的技术援助。2012年第
五次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政府承诺提高对非洲
国家的投入，扩大与非洲的合作领域。2014
年5月21日，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桑给巴尔
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共同签署了在桑给巴尔开
展血吸虫病防治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建立
多边合作，利用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经验在桑给
巴尔进行试点消除血吸虫病项目，探索在非洲
消除血吸虫病的策略与方法，以实际行动支持
中非合作。

秉承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大国
担当，2017年，在经过前期3年的实地考察和
可行性调研的基础上，由商务部立项、省血防
研究所承担的“援助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技
术项目”正式开展。2017年2月，项目的首批
5名专家抵达烟波浩渺的印度洋西海岸——
桑给巴尔，随后，每半年更换一批专家，3年间

共选派6批30名专家赴奔巴岛开展现场工
作。前文中提到的哈里作为项目组的技术骨
干带领非方工作人员协助援桑项目组开展工
作。项目于2019年5月接受了世界卫生组织
等第三方专家评估，评估组对项目取得的成绩
给予了高度评价，任务项目试点地区已经全面
实现既定目标，中国专家组已基本掌握非洲血
吸虫病和中间宿主水泡螺的流行情况，开展行
之有效的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三方合作项
目的成功将成为其他非洲国家学习的典范。

除“援助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技术项
目”之外，研究所还多次选派专家赴柬埔寨、加
纳、中非、塞拉利昂、格林纳达、刚果（金）等国
家开展培训，让当地人在“自家”就能学习到原
汁原味的中国技术、中国产品和中国标准。

20年，我们共同走过，不忘初心，不负韶
华。省血防研究所承办的援外培训从一年1
期，到如今最多的一年7期；从之前的单一的血
吸虫病、疟疾防治，延伸到现在的公共卫生体系
构建、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经验、结核病、艾
滋病、猴痘等新发再发传染病防控政策及措施
等诸多领域；从以往的邀请学员来所学习，到如
今的选派专家进驻受援国，用经验分享、技术交
流代替单纯的知识灌输，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
培养人才，增强自主发展的“造血功能”。

日异月殊，初衷不变，新的起点，江苏血防
人必将实现新的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南京市江宁区卫生健
康事业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
府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省市最前列的决
策部署，持续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公共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卫生健康提质增效、中医药传
承创新、重点群体保障、信息化建设等方面下
功夫、求突破，全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明
显进步，江宁人均期望寿命达到83.76岁，主
要健康指标已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群众乐享“健康红利”。

锚定航向
把优化布局“做到位”

十年砥砺前行，十载春华秋实。这十年，
江宁卫健披荆斩棘，奋楫争先，医疗卫生资源
更加丰富。全区现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健康
机构672个，其中三级医院6个，二级医院10
个，区级预防保健机构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163个，23家一
级民营医院，其他为社会办门诊部、诊所，建立
覆盖城乡的急救站点10个，开设病床9736张，
每千人拥有床位数4.98张。先后投入47.4亿
元，完成了江宁医院湖山路院区、江宁中医院
异地新建和二期工程，建成了东山、禄口、湖
熟、麒麟等一批基层优质示范工程，全区基层
医疗机构省级标准化达标率100%，十年来全
区公办医疗业务用房面积新增61.9万平方米。

在硬件设施全面提档升级的同时，大力实

施人才强基工程，全区现拥有执业（助理）医师
5958人，其中公办医疗机构执业（助理）医师数
约是十年前的3倍。拥有46名重点学科带头人
和545名基层骨干人才，建成51个国家和省市
重点专科、18个名医工作站、48个省市基层特
色科室，已打造沉底盖边、功能完善的“15分钟
医疗卫生服务圈”。

持续深化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筑牢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铜墙铁壁，先后成功
应对了外省市输入疫情、禄口机场疫情，1.2万
余名江宁卫健人挺膺负责、英勇逆行，为群众
健康权益维护、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疫情防控精准常态，免疫屏障加快建
立，早发现能力持续增强，疫苗接种经验做法
获央视新闻联播点赞，全区日核酸检测能力
达到22万管，具备1天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
能力。

十年来，江宁卫健人在乘势而上的“争
先”路上踔厉奋进，全市首家创成“全国健康
促进区”，荣获“国家级卫生应急综合示范区”
荣誉称号，全国率先创新卫生监督协管模式，
建成卫生监督与爱国卫生信息化系统。

守正创新
把专家团队“沉到底”

这十年，江宁卫健再接再厉、锐意进取，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2017年江宁医
院在全省最早建成区级三甲医院，2021年顺
利通过三甲医院复审，目前年急诊量近50万

人次，为全省前列。江宁中医院和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逸夫医院等5家医院先后创成三级
医院。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工作连续两年获省
政府真抓实干督查激励。

在不断提升区域高精尖医疗技术水平的
同时，高度重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
从2013年开始不断探索创新医联体建设，实
现基层医联体全覆盖，并先后组建6大专科联
盟，努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今
年，以麒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异地搬迁为契机，探索创新大
医院“托管”小医院的麒麟医
共体模式，从江宁医院专
门抽调学科带头人和专家
团队到麒麟服务，传帮带
基层医务人员，同时开通
了江宁医院绿色转诊通
道，解决危急重症转诊难
题。在江宁医院的帮助
下，日均20位江宁医院专业
骨干坐诊，8名专家定期巡诊，
并通过在线远程诊疗提供技术
支撑，麒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
急诊和住院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以上。
群众在家门口以一级医院收费标准享受到了三
甲医院同质医疗服务，以基层普通门诊收费标
准享受到了专家团队的医疗服务，改变了当地
群众远赴市区看病就医习惯。

十年来，江宁卫健人在人民至上的“优

先”路上毫不懈怠，荣获“江苏
省基层卫生十强区”荣誉称号，

被评为首批“江苏省社区医院示范
区”，全区已建成2家农村区域性医疗

卫生中心和9家省级社区医院，基层卫生服务
能力和队伍建设工作被列为2020年省政府
真抓实干督查激励事项。

笃行不怠
把暖心服务“送到家”

这十年，江宁卫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群众健康幸福指数大幅提升。选择禄口、江
宁、湖熟、汤山、横溪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
设基层血透室，以江宁医院为核心，打造血透
专科联盟，解决基层尿毒症患者就医难题，5
家基层血透室共开设59张床位，服务3.23万
余人次，每位患者年均减负万余元。在全国
率先为帕金森等4类病种提供定额免费治疗，
为重症精神病患者提供全额免费用药，“真金
白银”为困难群体减负。

全区建有1家区级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
中心、9家街道级指导站、147家社区亲子活
动室，社区亲子活动室覆盖率达73.13%，婴幼
儿照护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全市率先试点建
设东山社区医院医养结合中心，将养老与医
疗、康复、中医养生、健康管理有机结合，满足
辖区内高龄、失能、空巢、患病老人的多重生活
料理需求。同时，开展“互联网+护理”“互联
网+药学”服务，组建覆盖全区30家医疗机构
的优质服务团队，实现“线上申请、线下服务”。

上线运行全国首个“四位一体”智慧中医
云平台，通过该系统，基层的“小中医”也能开
出大专家的处方。遇到疑难病例时，还可“一
键求教”，实现专家在线指导。基层医生开出
的“中药云处方”由江宁中医院进行处方审
核、药房发药、中药代煎、快递发货，免去了患
者等候、奔波之苦，累计服务患者5815人次，
中药代煎配送累计订单量达3183单。

在全市率先实施“一站式”婚检服务模
式，婚检率由2009年的42.35%大幅提升至
2021年的90.73%，建成全省首个儿童友好少
儿妇科门诊，用心用情，守护女童及未成年女
性健康成长。

十年来，江宁卫健人在聚势而强的“率
先”路上从未止步，全市唯一推荐全国计划生
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荣获“国家级妇幼健康
优质服务示范区”荣誉称号，全民健康信息平
台通过国家医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
熟度五级乙等测评（目前全国最高等次）。

为民服务，一点疏忽都不能有；全民健
康，一个群众都不能少。今后，江宁卫健系统
将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紧围绕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
求，高效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努力构建“一五十百”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高标准建设1个区域医疗高地、5个公立
医院、10个基层基本医疗服务中心、100个基
层“哨点”，深化“健康江宁”建设，奋力实现共
建共享、全民健康目标，全力当好人民群众的
健康卫士。 蒋龙友 王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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