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世界肝炎日
向前迈出的重要步骤

世界肝炎联盟（WHA）在过去一个月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经过世界肝炎联盟（WHA）和全球各地患
者团体的大力游说，世界卫生组织（WHO）执行委员会（EB）已建议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一项有关病毒性肝
炎的决议。

这就是肝炎……

自上一次发布最新消息以来，世界
肝炎联盟（WHA）已经与无数个
人取得联系，他们都希望在新的全
球网站和博客网站上分享自己对病
毒性肝炎的亲身经历。世界肝炎联
盟（WHA）谨此感谢所有提交了
自己的资料的人士。我们正在处理
申请，并将及时联系候选人。

意了解您准备怎样利用这些材料。
请用电子邮件向您所在地区的理事
会理事发送相关照片和信息。

距离 5 月 19 日只剩下三个月之际，
世界肝炎联盟（WHA）知道，您
的筹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为提供
一些灵感，世界肝炎联盟（WHA）
介绍了一些举办大型活动的点子与
，您也许
到了现在，您应当已经收到 2010 创意（详情请见第 2 页）
年世界肝炎日海报和明信片文档。 会举办这样的活动，作为世界肝炎
世界肝炎联盟（WHA）将非常乐 日媒体宣传活动的一部分。

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同意病毒性肝炎决议
经过世界肝炎联盟（WHA）和患
者团体的大力游说，由 34 个成员
国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
，已建议将于 5 月份
（WHO EB）
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一项有关
病毒性肝炎的决议，这是一个重大
突破。
这份决议案是由巴西提议、印尼和
哥伦比亚协同发起的，它为一个正
式的
“世界肝炎日”
提供了全球支持，
以求为旨在提高认知的各国乃至国
际努力带来一个聚焦点。在决议案
问题上达成一致，是患者团体的巨
大成功，这些团体为提高人们的认
知、为改善世界各地乙型和丙型肝
炎患者的生活付出了不懈努力。
在去年世界卫生大会期间，由于
甲型 H1N1 流感疫情的爆发，有
关病毒性肝炎的讨论被推迟。现
在， 该 决 议 案 将 在 定 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周一）至 21 日（周五）
举行的第 63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
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193
个成员国的辩论。很有可能出现的
情况是，世界卫生大会将在世界肝
炎日当日讨论该决议案。

• 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相
关活动带来可观资金，使其得以
在全球层面协调针对病毒性肝炎
的回应措施

• 表明各国政府明确承诺加强自己
针对病毒性肝炎的回应措施，患
者团体随后可利用这些承诺，在
国家层面推动政策和实践的改变
世界肝炎联盟（WHA）主席查尔
斯·戈尔（Charles Gore）在日
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会
议上，向与会代表们发出了直接呼
吁。他解释说，自己正代表全球数
以百计患者团体和 5 亿乙型和丙型
肝炎患者发言 ：
“今天，我们吁请你们展现出制止
死亡人数上升所需的集体意志……
病毒性肝炎不尊重国境 ；不区分种
族 ；也不认同一个新生儿的潜质。
世界肝炎联盟（WHA）请求通过
这样一份有关病毒性肝炎的决议，
即明确承认需要采取行动……一份
将带来结果的决议。作为受到这些
疾病影响的人士，作为你们的选民、
公民，我们提出这一请求。我们占
世界总人口的十二分之一。”

大会通过这一决议将起到下列作用： 决议案现在提议将世界肝炎日定在
• 提供一个明确的声明，即病毒性 7 月 28 日，即巴鲁克·布林伯格
肝炎如今是一个全球工作重点， （Baruch Blumberg）的生日，这
是对原文本的一个改动。不过，与
必须得到全球的共同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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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5 月 19 日只有三个月之际，
世界肝炎联盟（WHA）希望了解
您制定了什么计划。请用电子邮件
向您所在地区的理事会理事发送相
关信息，让您所在地区的其它团体
能够从您的出色工作中取经。

如果您希望下一期《通讯》介绍您
的活动，请务必与我们联系。世界
肝炎联盟（WHA）第 05 期《通讯》
将在临近 2010 年世界肝炎日的时
候发表。

该决议案的其它内容一样，这需要
得到世界卫生大会的同意，而那
是在 5 月份以前办不到的。因此，
2010 年世界肝炎日将按原计划定
在 5 月 19 日。
随着世界卫生大会日期的临近，世
界肝炎联盟（WHA）将向所有与
会代表强调，世界肝炎日为疾病控
制战略和提高认知活动带来一个聚
焦点，在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过去三年来，全球肝炎患者团体已
大幅提高了世界肝炎日的知名度，
通过上述决议将是一个机遇，让这
种知名度达到新的高度，鼓励世界
卫生组织（WHO）和各国政府参
与世界各地的活动。
世界肝炎联盟（WHA）将与世界
卫生组织（WHO）及其成员国继
续磋商，确保在世界卫生大会期间
取得积极成果，为此我们将在不久
后联系所有成员团体，提供相关信
息，介绍他们能够怎样做出贡献，
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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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肝炎日规划一场大型活动？

自 2008 年以来，在世界肝炎日前后总共举办了 600 余场大型活动，将成千
上万人团结到抗击病毒性肝炎的斗争中。
媒体是宣传世界肝炎日以及提高认知
度的关键。若您做到以下几点，媒体
就更有可能出席您的活动 ：

这就是肝炎……

• 一旦活动安排停当，就向记者发出
邀请，并在活动几天前提醒对方

• 如有可能，不妨把您的活动与其

它新闻联系起来。今年，您可将
世界卫生大会对病毒性肝炎决议
案的辩论，
用作吸引媒体的“钩子”

• 为大型活动安排一名摄影师，或者

为记者们安排一个摄影机会 ——
如果有一张照片配合新闻，记者们
也许更有兴趣报道您的活动

• 鼓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前来报道
您的活动 —— 如果您邀请到当地
名人参加活动，并有医学专业人
士可接受采访，新闻节目可能会
特别感兴趣

• 发布新闻稿介绍您将举办的活动

—— 让记者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哪些人会参与。如果您需要有关撰
写新闻稿的指引，可查阅世界肝炎
日工具包中的例子

您在不久将收到的世界肝炎日工具包中，将能够找到更多点子与创意。
当然，请不要忘记发送电子邮件至 contact@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分享您的计划。

聚光灯下
本 月，Emilia Rodrigues 向 我 们 像包括几只棺材，还有一块横幅写着：
介 绍 葡 萄 牙 SOS 肝 炎 组 织（SOS “ 棺 材 —— 承 蒙 殡 仪 馆 提 供 死 尸
Hepatites Portugal）正在做些什 —— 因为没有接受检测！你知道自
么来增强人们对病毒性肝炎的认识。 己是否患有肝炎吗？请接受检测！”
您最近在做些什么？
病毒性肝炎对您意味着什么？
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一场面向年轻人的 病毒性肝炎是 21 世纪的最大问题。
认知宣传活动。作为这场宣传活动的
一部分，我们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学校， 世界肝炎联盟（WHA）能够怎样帮
助您？
深入浅出地传播肝炎知识。
把我们纳入“这就是肝炎……”宣传
你们是怎样纪念 2009 年世界肝炎 活动，如果我们大家采取一致行动，
日的？
我们的声音将更加响亮。
葡 萄 牙 SOS 肝 炎 组 织 在 四 个 城 市
（Chaves、波尔图、科英布拉、里斯本） 您对世界各地的其他患者团体会提
组织了“我是第 12 位吗？”建筑物 出哪一项建议？
投影活动。在其中两个城市，投影图 宣传，宣传！ 只有通过提醒公众，提

高他们对病毒性肝炎的认知，我们才
能帮助减少肝炎发展成肝硬化的病例。
您对 2010 年 5 月 19 日有什么计划？
我们计划上街提供肝炎检测，并开展
一些认知宣传活动。
哪些提高认知度的活动真正使您受
到鼓舞？
在全球层面，
“我是第 12 位吗”宣
传活动真的令人鼓舞。在国家层面，
建立在年轻人现有兴趣基础上的宣传
活动始终是令人鼓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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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支持
协调员
非洲 / 东地中海区

africa@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大洋洲地区
australasia@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The Hepatitis C Trust
（英国）

charles.gore@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非洲 / 东地中海区

Abdelhamid Bouallag
SOS Hépatites
（阿尔及利亚）

大洋洲地区

Helen Tyrrell
Hepatitis Australia
（澳大利亚）

欧洲区

hamidboualeg@yahoo.fr

helen@hepatitisaustralia.com

europe@worldhepatitisallliance.org

欧洲区

拉美区

Achim Kautz
Deutsche Leberhilfe

Raquel José

拉美区
latinamerica@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北美区

（德国）

northamerica@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akautz@leberhilfe.org

东南亚

北美区

southeastasia@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西太平洋地区
westernpacific@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都不是您所在的地区？ 请联系
contact@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Chris Taylor
NASTAD
（美国）

ctaylor@nastad.org

非执行及临时
世界肝炎联盟（WHA）

raquel.jose@worldhepatitisalliance.org
西太平洋地区
王钊
中国肝炎防治
基金会
（中国）

wz@cfhp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