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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的召开使得
2013年的四月对于致力于医疗卫生和慢
病防控事业的人们来说变得更加重要而
富有意义。

中国慢病管理大会已成功举办了三届。
此次在京召开的大会又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今年由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
研究所、全国脑血管病防治研究办公室
和国家癌症中心联合主办。国内外领导，
超过10个国家的慢病领域专家和优秀
学者参加了本届大会，讨论发展慢病管
理、预防和控制中的关键问题，并就中国
和世界的慢病管理策略与政策广泛交换
了意见。人数之多超过2000人参与了此
次大会，他们分别来自各级疾控中心、
医院、保健中心、卫生站等，聆听来自国
内外专家有关慢病防控的先进思想和经
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
员会副主席韩启德出席了此次大会，并
作讲话。他指出，在慢病防治方面，政府
应发挥主导作用。韩启德副主席还强调
了循证医学研究的重要性，并同时指出
应当注重将概率性研究结果应用于对患
者的个体防治，预算与承受能力，以及社
会公平。

大会以“学习国际经验，创新慢病防控”
为主题，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专家商讨有
效政策和创新手段等主题。美国国立心
肺血液研究所办公室代理主任Cristina 
Rabadan-Diehl在她的讲话中介绍了美

国国立心肺血液研究所在全球生物医药
研究和慢病防控中的角色和经验。

国际慢病中心以及其它机构的专家对此
次盛会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积极
地参与了此次大会，分享他们在慢病防
控领域的经验和想法。

大会第二天，还有若干分论坛同时举行，
为公众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与糖尿病、
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癌症及其它慢病
领域的专家面对面进行交流。

正如武阳丰教授在他的讲话中所提到
的“慢病虽慢，亦不能等待”。大会呼吁
立即采取行动管理慢病，激励人们寻找
创新方法改善人民健康。我们比以往更
加坚信慢病防控工作会取得成功。我们
也期待着在下一次大会上再聚首！

中国国际慢病中心的两名培训员获得了种子
基金的资助。该基金由美国国立心肺血液研
究所（NHLBI）和联合健康集团全球慢病中
心（COE）设立，致力于改善发展中国家慢
性心脑血管和肺部疾病的防控办法。

田懋 一的“运用电子决 策 支 持系 统在 中
国农村管理心脑血管疾病”（Electronic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anagement 
in Rural China）和张京的“智能手机在
中国北方农村地区开展死因询问法的可行
性研究和应用”（Verbal Autopsy Using 

Smart Phone for Cause of Death in Salt 
Reduction Study）分别获得种子基金总值
约在2万美元的资助，为期一年。

对年轻的调查员进行培训是慢病中心项目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本地人才是必要
的，能够保证可持续性。项目让培训员积累
撰写资金申请和实施项目的经验，并支持培
训员的项目和研究。今年，NHLBI总共收到
了25份申请，其中，来自8家慢病中心（阿根
廷、孟加拉、中国、危地马拉、印度新德里、
秘鲁、南非及突尼斯）的13份申请最终获得
了总值242510美金的资助。

长安街位于北京的核心地带，见证过无
数重要历史事件。4月13日-15日，来自世
界各地的慢病专家聚集在长安街东段
的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参加备受瞩目
的“第八届NHLBI-UHG全球慢病中心
督导委员会会议”。来自10余个国家的
超过80名慢病专家和慢病工作者参加此
次会议进行交流，并为抗击慢病作出自
己的贡献。与会者包括来自美国国立心
肺血液研究所（NHLBI）、联合健康集团
（UHG）和杜克大学的专家，11所慢病
中心的代表，以及来自各疾控中心、密歇
根大学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等非慢病中心
网络的成员。

美国国立心肺血液研究所全球健康倡
议和慢病项目主任Cristina Rabadán-
Diehl教授，UHG慢病倡议主任Richard 
Smith，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
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教授在督导委员

会会议上分别致欢迎词并衷心欢迎所有
与会者参加此次会议。

为了提高发展中国家慢病防控研究能
力，NHLBI与UHG共同成立了一个慢性
病中心全球网络。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
健康研究所管理的中国国际慢性病预防
中心是该网络在中国的唯一一所慢病中
心。中国国际慢性病预防中心代表了来自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十二家优
秀的慢病研究机构。

督导委员会会议每年举办两次，为慢病
中心的员工、来自发达国家的慢病中心
合作伙伴，NHLBI和UHG的员工提供了
一个互动平台来讨论研究成果，发现研
究缺口和共同的兴趣领域；推动与发展
中国家慢性心脑血管和肺部疾病防控相
关的研究活动。

慢病专家齐聚北京
——第八届NHLBI-UHG全球慢病中心督导委员会会议

CRHI过程评价开始 长治项目攀上新高峰

田懋一、张京荣获NHLBI种子基金资助

“细节决定成败”。这是一名小学生在他
的获奖作品中写到的。他在文中展现了他是
如何在家中减少用盐的，“养成一种习惯容
易，改变一种习惯难。在近一年的减盐过程
中，给我的第一个体会就是要注意细节和方
法。”

他的作文赢得了“小手拉大手，减盐齐步
走—— 2012年小学生减盐标兵有奖评比小
学生减盐标兵有奖评比活动”的一等奖。这
次活动是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
的旗舰项目中国农村健康行动为配合其减盐
研究举办的。该减盐研究旨在评价初级保健
项目和减盐研究在中国农村减少心脑血管风
险的效果。

研究团队十分清楚和了解儿童在家庭中的关
键作用，他们拥有巨大的潜力改变他们的家
长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研究团队为这
些儿童量身定做了各种活动，巩固他们在减
盐教育中学到的知识，帮助他们加强对减盐
的理解和认识，鼓励这些儿童充分运用他们
的想象力，并学以致用，用实际行动推广健
康的生活习惯。

我们仿佛能够从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中
看到这些儿童带着我们走向更加光明、健康
的未来。

小手拉大手减盐齐步走

从右到左：

韩启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
主席 

Cristina Rabadán-Diehl教授，全球慢性病联盟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科学主管；美国国立心肺血液研究所办公室
代理主任；美国国立心肺血液研究所全球健康倡议主任

武阳丰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所长 一等奖作品，作者 张柳昕  12岁

这张精心设计的海报想人们解释了为什么在日常饮食中摄入过量盐分是有害的，并介绍了许多实用的减盐小贴士

第四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 国际经验促进中国慢病防控

左：柯杨教授参观新办公室并与实习生亲切交谈

右：鸡尾酒会

4月18日下午，温暖清新的春风吹过北京城，
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在此春意
盎然之际举办了一次温馨难忘的鸡尾酒会，
庆祝其乔迁之喜。

以柯杨校长为代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领导，
西藏大学的代表，以及我们来自悉尼全球办
公室的代表参加了这次酒会，乔治全体员工
为此感到十分高兴。

此次鸡尾酒会是中国乔治健康研究所正式
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机构之后的首次
共同聚会，为研究所的国际国内团队、重要
伙伴及员工提供了一次绝佳的交流机会、增
进友谊，突显出了“我们是一家人”这个概
念。我们期盼着未来的双赢合作及更大成
功！

“我们是一家人”——国内外伙伴春季到访
我们的新办公室

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
究所的旗舰项目“中国农村健
康行动”（CRHI）已经完成了
其在五省（辽宁、山西、陕西、
宁夏及河北）一百二十所村庄
的干预，并开始进行过程评
价。CRHI由两个干预研究组
成：“由村医实施的心脑血管
疾病高危患者规范化管理方
案”和“以社区为基础的由乡
镇健康教育人员实施的减盐
方案”。

过程评价会在项目实施的五
个省中各选取一个县进行。对
这五个省/县的干预执行方和
接收方的相关人员的深入调
查和访谈也在稳步进行中。其

中“由村医实施的心脑血管疾
病高危患者规范化管理方案”
的评价重点围绕高危患者的
筛检，随访治疗与管理和对村
医的绩效反馈和激励措施；“
以社区为基础的由乡镇健康
教育人员实施的减盐方案” 
则围绕项目大环境，干预覆盖
范围，人员召集方式，干预实
施力度和接受的程度等几个
方面的内容进行评价

收集到的数据正在进行分析
整理，过程评价报告预计在本
月发布。中国农村健康行动是
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包括独立
过程评价的研究，因此意义非
凡。

2012年9月，北京大学医学部
乔治健康研究所在英国研究
理事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MRC”）的资助
下开始实施“基于学校的小学
生及其家庭减盐干预研究”，
也就是“长治项目”。该项目
是一个健康教育项目，旨在减
少中国儿童及他们家庭的用
盐量。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
里，项目按照既定日程稳步进
行。1月，在项目的第二阶段，
项目草案已经完成，教育项目
和材料已经通过了中国和英
国的伦理审查。试验指导委员
会审查了所有材料并给予了
最强有力的支持。研究团队在
5月开展了可行性研究，并造

访了几十名小学生及他们所
在的家庭。

儿童减盐项目得到了项目参
与者和长治医学院的高度认
可和大力支持，队员们对项目
以及他们所投身的研究都充
满信心。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
健康研究所的实习生马媛从
项目点回来以后表示，“这项
工作十分有意义，虽然我们遇
到了种种困难，但是我们真的
是在引导这些小朋友，告诉他
们如何更健康地生活，改变他
们家庭的生活方式，并改善人
们的健康；一想到这些我就
感到非常激动。

第四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活动与研究

活动与研究头条新闻

头条新闻

会议现场

测量血压和身高 

来自中国国际慢病中心的研究人员田懋一 
（左）和张京（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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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胸科学会、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
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中华
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与美国国立心肺
血液研究所合作的支持下“美国胸科学
会流行病, 临床与操作研究方法项目”
（MECOR项目）于4月在北京举办为期
四周的课程。武阳丰教授与阎丽静教授
作为课程讲员参与了本期课程。

MECOR项目的宗旨是在全球范围内提
高各国科研人员对呼吸疾病的研究能
力，改善患者的健康。具体方法是通过提
高临床医师、学术带头人及卫生政策制
定者的研究能力，为他们的所在国提供
准确的健康信息，用于开展项目解决医
疗卫生需求。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
健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郭晖和骆蓉也以
学员的身份参与了本次培训。

林青萍博士是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
研究所的一名访问学者，也是获得美国
国立卫生研究院福格蒂国际中心的全球
健康研究者项目资助的一名密歇根大学
全球健康研究人员。她拥有美国华盛顿
大学生物医药和健康信息专业的博士学
位。她的专业背景最初是计算机科学和
医院系统，后来她的研究方向转向“使用
定性方法评价国际合作”。

青萍是学校减盐项目（基于学校的小学
生及其家庭减盐干预研究）的信息员、评
价引导员和国际协调员。该项目是一项由
英国研究理事会资助，在山西长治实施
的减盐教育项目。该研究是一个整群随
机对照试验，主要结果是干预组和对照
组的24小时尿钠变化差异。青萍同时也
进行她个人的定性研究合作项目。

青萍在加入乔治健康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之前，曾与阿拉斯加本地居民和美国印第
安人合作，建立分享初级保健数据和检
测研究能力的研究基础。青萍在资源匮
乏地区与边缘人群合作的工作经验点燃
了她对全球健康及中低收入国家的兴趣
和关注，并为她今后在该领域的研究工
作奠定了基础。

她在中国的经历使她体会到“在开展合
作的时候必须有细致周密的安排，并且
还应投入社会力量，这两点对于开展国
际合作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由于人与人之
间的各种利害关系，合作中的各方必须付
出时间、精力，并且需要建立互信，充分
地尊重其他合作方，保持开放的态度。研
究机构在合作中所起的作用是消除沟通
的客观障碍”，使得沟通更加顺畅。

青萍下一步的打算是继续帮助扩大合作
研究，帮助研究机构提高合作研究的能
力。

北京健康研究系列讲座是由北京大学医
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北京大学医学部、
和悉尼大学联合组织开展的一项活动。
该活动旨在给北京的听众带来健康科
学、健康政策和医疗保健领域最新的理
论、观点、知识和实践信息。北京大学乔
治健康研究所在2013年上半年共举办了
两期讲座：
1.选择更多健康的生活方式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Paul Madden，教育硕士，世界健康基金会 全球健康糖
尿病与慢病  高级顾问

2.有效应对慢病风险地创新需要——Derek Yach，医学
学士、公共卫生硕士，活力集团高级副总裁，活力研究所
所长 

北京健康研究系列讲座

访问学者及学生实习机会聚焦访问学者林青萍国际合作与交流（ICE）：

2013年3月18日

全 球 慢 病 联 盟（G A C D）资 讯 沟 通
经理Rosie Bartlett与高级项目官员
Dorothea Kanthack参观了北京大学医
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并与管理团队会
面，对研究所和中国慢病研究现状有了
更多了解。Rosie Bartlett与Dotothea 
Kanthack听取了研究所的项目介绍，并
表示很高兴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慢病研
究的现状和公众对慢病研究的态度。她
们对中国的家庭结构也获得了更多的了
解。

2013年3月22日

在中低收入国家，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正
快速蔓延。由此带来的沉重医疗卫生支
出负担超越了传染性疾病给人们带来
的。“不断增长的慢性病全球健康负担
战线”会议在英国召开，旨在推动对话合
作，探索方法应对全球慢病负担，以及慢
病与传染性疾病错综复杂的关系。阎丽
静教授出席了会议并作题为“中国慢病
动因、负担和挑战”的发言，说明中国的
健康、经济增长和发展之间错综复杂的
关系，以及慢病日益严重的趋势。

2013年3月25-27日

为了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非传染性疾病
行动计划实施项目，起草成员国减盐方
案框架，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与世界卫
生组织在悉尼共同举办了一个“公共卫
生中的减盐与碘强化策略信息交流论坛
与技术会议”。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已经
被世界卫生组织指定为人群减盐合作中
心。武阳丰教授出席了此次会议，并作报
告，题为：“使用加钾（低钠）盐的可行性
和利弊”

2013年5月22日

电子健康（eHealth）是基于电子信息技
术和通讯技术的医疗卫生实践的统称。
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于5月
22日在乔治中国办公室举办了一次关于
电子健康的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学术界、
医疗卫生领域、政府和企业等各界多个
学科的专家。中国移动、牛津大学、北京
大学和悉尼大学的电子健康专家参与了
此次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国的电子健康
系统及电子健康系统在医疗卫生创新领
域的应用前景进行了深度讨论。

GACD代表来访                
2013年5月18日

 电子健康研讨会 
2013年5月22日

培训与能力建设

加入我们

 电子健康研讨会 
2013年5月22日

更多关于本所访问学者和学生实习机会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www.georgeinstitute.org.cn/fellowships或联系CD-Center@georgeinstitute.org.cn

www.georgeinstitute.org.cn

MECOR培训项目培训与能力建设

MECOR - 武教授授课

MECOR - 小组讨论MECOR - 年轻的培训生

聚焦访问学者林青萍

主办单位： 

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

国际合作机构：

美国 杜克大学 

澳大利亚 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 

澳大利亚 悉尼大学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学 

英国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

中国合作机构（按所在地拼音排序）：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部 

河北省 河北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辽宁省 中国医科大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医科大学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 

山西省 长治医学院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中国国际慢性病预防中心  
北京大学医学部乔治健康研究所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号 
锦秋国际大厦B18层 100088

电话：+8610 8280 0577 
传真：+8610 8280 0177

CD-Center@georgeinstitute.org.cn 
www.georgeinstitute.org.cn

我们的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