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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肝炎联盟

这就是肝炎……

2011 年世界肝炎日： 活动主题和材料
活动主题和标语

鉴于不同国家的肝炎状况各异，我们需要一个全局性的主题，范围之广足以覆盖非政府组
织、政府和其他参与组织制定的本地信息，同时明确地将世界各地的活动连接到一起，融
入 WHD。

这就是肝炎...
由此，
‘这就是肝炎 …’被选作是本年度世界肝炎
日的主题。 这一主题使我们可以关注肝炎的许多
不同方面及其对人类的影响。该主题是‘我是第十
二个吗？(Am I number 12?)’ 这一理念的发展，由
联盟于去年提出。
此外，选定标语‘这就是肝炎 …’具有以下意义：
Know it. Confront it. Hepatitis affects
everyone, everywhere. （译文有待 WHO 确认）

活动材料
将会有两套材料。一套将会
是官方的 WHO 材料（如海
报），使用全局性主题和标
语。任何人都可以从 WHO
网站下载并使用该等材料，
且该等材料都附带 WHO 徽
标。第二套材料将由联盟制
作，且外观与 WHO 材料完

全相同，明显是同一活动的
一部分，但可以自由定制。例
如，您可以加入自己的本地
信息和联系信息。这些材料
使用联盟的徽标，而不是
WHO 的，因为它们是定制
的且 WHO 不希望其徽标用
于尚未完全获其批准的任何

博客
作为联盟网站改建项目的一
部分，我们将创建一个新的
博客页面，该页面将发展成
为展示全球肝炎病患博主的
窗口。
我们非常欢迎新博主将他们现有的博客链接
至我们的新页面，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通过这
种方式，我们将可以宣传他们的工作。
如果您知道在任何国家以任何语言撰写博客
的任何博主有兴趣加入此项目，请将他们的联
系详 情 发 送 至
c o n t a c t @
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材料上。您可以使用简单的
工具在线定制该等材料，然
后保存成可以发送至打印机
的格式。您可以在 4 月底之
前通过我们的网站定制并下
载该等材料。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在
日内瓦所做的指示，
所有国家的办事处都
应参与世界肝炎日活
动。
为了确保他们都参与此活动，我们希望您
联系本国的 WHO 办事处，并询问他们在
世界肝炎日有什么计划。这还可能会帮助
您与政府接洽，因为各国 WHO 办事处通
常与卫生部有关非常密切的关系。
您可以在以下网址找到各国办事处的联系
信息： http://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Libraries/2010_WHD_Postcards/WHO_
Offices_contacts_1.sflb.as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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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烈欢迎以下新成员加入联盟：

这就是肝炎……

Public Awareness for Healthful Approach for Living (PAHAL)
印度
diwakartejaswi@yahoo.com
无表决权成员（东南亚地区）
Patient Welfare Foundation
比利时
info@hepatitisc.be
无表决权成员（欧洲地区）
Hope Life Cooperation
冈比亚
hlclife@yahoo.com
无表决权成员（非洲地区）
Hep Help Klub
斯洛伐克
vesna@nextra.sk
无表决权成员（欧洲地区）

工作场所中的歧视（中国）
在中国，有 9,300 万人患有乙
型肝炎， 4,000 万人患有丙
型肝炎。虽然人数庞大，但乙
型肝炎和丙型肝炎患者却普
遍遭到歧视 — 45% 的患者
在 工 作 场 所 受 到 歧
视，10.55% 的患者无法上学
或进入大学。许多人仅仅因为
患上了肝炎而被解雇，导致他
们选择了自杀（甚至杀死他们
的 雇 主 ）。人 们 普 遍 认
为，HBV 或 HCV 可以通过拥
抱、接吻或共用餐具传播；这

种曲解的观点由于虚假广告
和缺乏公共卫生知识而滋
生。政府试图阻止对肝炎患
者的歧视，并且已经禁止学
校、大学和雇 主强制 进行
HBV 测试。 尽管他们做出了
努力，但公共意识及有关肝炎
的信息准确性依然偏低。
通过 Inno 的热线，我们帮助
那些患有肝炎的人们，维护他
们的权利并设法满足他们的
心理需求。有一次，一位工厂
工人致电给我们，询问该如何

保护自己不被室友感染，她的
室友患有肝炎且亲吻过她的
脸颊。还有一次，一名男性工
人致电我们，询问如何对雇主
撒谎，因为雇主要求进行血液
测试，以确保工厂‘没有肝炎
患者’。在这两次事件中，我们
都帮助他们解除了担忧和处
理了不公平待遇。
案例由 Inno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的主管 Dee Lee 提供。

提升意识： 香港马拉松
参赛人员在比赛速度之外，还要宣传反
歧视意识 — 今年，几位长跑运动员首
次参加 2011 年香港马拉松，向世界宣
传乙型肝炎知识并帮助消除歧视。发言
人 Xiao Zhenhua 说，他们已经在中国
大陆的 13 个城市参加了长跑活动，香
港将是第 14 站。活动是第一步：
“歧视
不可能一夜之间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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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肝炎日活动

如今，世界肝炎日活动已成为提高公众意识的主要官方活动，借活动之机，可以强调影响全世界 5 亿人的问题。患者
团体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做一些发挥自己作用的工作：

这就是肝炎……

近期在柏林召开的 2011
年欧洲肝脏研究协会
(EASL*) 会议是有史以来
最繁忙的一次会议，引发
起一股了解肝炎领域最新
发展状况的热潮。

秘鲁

在秘鲁，Asociación
Ciudadana de lucha
contra la Hepatitis 和
秘鲁卫生部正在计划
举行一项综合性的活
动，该活动将面向卫
生专业人员和广大民
众。国家和当地媒体
将参与其中，并且有关世界肝炎日的信息
还将通过电台 DJ 传播。 活动会分发传单
和宣传手册，并且还将推动乙型肝炎的疫
苗接种和测试。此外，目前 Asociación
Ciudadana 正与联盟一起尝试在利马获取
广告牌空间，以投放宣传本年度活动主题
（这就是肝炎...）的海报。

出席大会的人员超过 8000 人，而且联盟还受邀出席
其中一个专题研讨会：
“病毒性肝炎，亟待采取行
动”(Viral Hepatitis, a Call for Action)，同时在活动启
动的官方新闻发布会上发表演讲，说出患者的观点。
此外，在四天时间里，联盟还与欧洲患者团体、权威专
家和研究人员、WHO 总部、CDC 和目前／潜在赞助人
举行了重要的会面。
有关大会的更详细信息和活动摘要，请查看以下链接：
ht tp://w w w.easl.eu/_the -international-livercongress/general-information
* EASL 是致力于欧洲肝脏疾病的最大临床医师和科
学家社团。我们很高兴地宣布，EASL 于上月重申了其
与联盟合作对抗病毒性肝炎的承诺。

世界肝炎联盟对于获悉 Blumberg 教授意外身故深感遗憾。
他确定了乙肝病毒，对人们对抗慢性肝炎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去年 5 月，世
界卫生组织 193 个成员国共同做出决定，将他的生日 7 月 28 日定为世界肝
炎日，以表达全世界人民对他的敬意。联盟非常荣幸曾邀请 Blumberg 教授
担任公共卫生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并表达对其家人的慰问。

总统
Charles Gore
The Hepatitis C Trust
（英国）
charles.gore@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非洲地区
Theobald Owusu-Ansah
Theobald Hepatitis B Foundation
（加纳）
theobald2003@yahoo.com
美洲地区
Michael Ninburg
Hepatitis Education Project
（美国）
mhninburg@hepeducation.org

欧洲地区
Dalibor Ruzic
Hepatos
（克罗地亚）
dalibor@hepatos.hr
东南亚地区
Humayun Kabir，MD
孟加拉国肝脏基金会
（孟加拉国）
dr.kabirhumayun@gmail.com

东地中海地区
Nady Chaïa
Hép Attitude Positive
（黎巴嫩）
nadychaia@positivehepattitude.org

西太平洋地区
Anthong Tze Ching Wong
Asiahep Hong Kong Limited
（中国香港）
pepsiblue@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