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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视野

一个关于药盒的故事
比尔·盖茨出席中盖结核病防治合作十周年研讨会并发言

11月 20日至 21日，比尔·盖
茨再次来到北京，这是他自 2017
年以来连续三年访问中国。此行
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的伙伴共
同探讨如何通过合作与创新，推
动解决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重
大问题。

以下为比尔·盖茨在中盖结
核病防治合作十周年研讨会上的
主旨发言。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上世
纪80年代，当时我还在微软工作。
之后每次回来，我总能感受到中
国的进步。仅在过去四年的时间
里，全球十座最高建筑物中有六
座在中国落成；中国的高铁营业
里程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

还有些成就并非那么显而易
见，但意义同样重大：在过去的三
十年间，中国在解决营养不良、消
除贫困和提升居民健康水平方面
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利用不
到10%的世界耕地养活了近20%
的世界人口。从 1990 年到 2015
年，中国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
低了三分之二。中国不仅提前实
现了联合国“将极端贫困人口数
减半”的目标，更是首个实现该目
标的发展中国家。

20年前，我和妻子梅琳达创
办盖茨基金会时，就决定重点关
注这些健康与发展领域的挑战。
因为就像中国已经证明的那样，
只有应对好这些问题才能为更美
好的生活打下基础。

取得了巨大进步

正如各位所知，中国目前仍
有上千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
部分地区依然背负着沉重的传染
病负担。

盖茨基金会自 2007 年在中
国设立办公室以来，一直积极支
持中国应对国内仍面临的健康和
发展挑战。与此同时，我们也在
不断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并希
望借此提升基金会在其他国家的
相关工作。我们在中国的第一个
合作项目是艾滋病防治。在过去
十年里，我们也对结核病防治提
供了大量支持。

和许多其他健康领域一样，
中国在结核病防治方面也取得了
巨大的进步。自1990年以来，中
国 新 发 结 核 病 病 例 下 降 了 近
60%，死亡人数减少了80%。中国
也因此提前五年实现了联合国千
年发展目标中的结核病防治目
标。

但是近年来工作进展有所减
缓，而结核病仍是中国主要的公
共卫生问题之一。去年，中国新
增超过86万例结核病病例和6.6

万例耐多药结核病病例。每个结
核病病人平均每年会传染 10 至
15 人。被结核菌感染的人中有
十分之一会最终患上结核病。在
过去 15 年中，中国已有超过 110
万人死于结核病，其中去年的死
亡人数就有4.4万人。

结核病不仅可能导致死亡，还
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为很多
患者都是在最年富力强的年纪得
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毕马威
咨询公司提供的估算数据，2000年
至2015年间，结核病给中国造成
的经济损失约合590亿美元。

结核病还会导致长期贫困。
由于健康和其他种种原因，居住在
贫困社区的人感染结核菌且发病
的几率要高得多。而穷人一旦生
病，对于治疗结核病的高昂费用更
是难以承受。如果无法购买抗结
核药物，他们往往得不到治疗；而
如果开始治疗后中途又停止，则会
增加将疾病传染给他人以及自己
发展成耐药结核病的风险。

结核病是可以预防的。在所
有结核病高发的国家中，我对中
国最终消除结核病这个公共健康
问题最有信心。中国已经表明消
除健康不平等的决心，并且中国
有能力有效地落实大规模公共卫
生干预措施。

我对（中国）结核病防治的关
注，始于2008年我和梅琳达的一
次中国之行。我们在海南省的一
个村子拜访了几位结核病患者，
其中一位女患者给我看了她每天
需要服用的 13 片药。我担心吃
这么多药可能导致她提前停止服
药，无法完成几个月的治疗周期。
这样一来，她的结核病可能一再
复发，还可能发展为耐药结核病。

我知道如果使用固定剂量复
合制剂，就能把用药量减少到每
天三至四片。所以在接下来的几
年里，盖茨基金会支持当时的卫
生部，推动中国结核病治疗方案
全部更换成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短短几年间，中国就在全国范围
内实现了治疗方案的全面转换，
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手
段了解的加深，我意识到这不是

中 国 面 临 的
唯 一 挑 战
—— 耐 药 结
核 病 的 诊 断
结 果 需 要 近
两 个 月 才 能
出来，这会拖
延 治 疗 开 始
的时间，增加
结 核 病 传 播
的 风 险 。 病
人 经 常 忘 记

服药，而医护人员又很难做到不
断提醒他们。患者并不一定一进
医院就能得到正确的治疗，或被
转诊到当地疾控中心进行后续关
怀。很多患者将收入的大部分用
于结核病治疗，因为医保只能报
销部分费用。这导致患者可能无
法完成疗程，从而增加了让更多
人被感染的风险。

新型结核病综合防治模式

过去十年里，盖茨基金会与
国家卫健委共同应对这些问题，
建立了一个已被证实有效的新型
结核病综合防治模式。我很高兴
在此分享一些合作成果中的亮
点：首先，利用快速的分子诊断技
术将耐多药结核病的诊断时间从
两个月缩短至两小时。

其次，为帮助患者每天坚持
服药，中国推出了提醒服药的电
子药盒。这个方案非常简单，这
也正是它的可贵之处。当地的诊
所将泡罩包装的、30天剂量的药
品放在药盒内。每天同一时间，
药盒的灯会亮起并发出铃声，提
醒患者服药。在患者下一次去诊
所的前三天，药盒的另一盏灯会
亮起，并显示患者需要去诊所补
充药物的日期。医护人员还可以
通过药盒内的一个端口下载数
据，查看哪些病人没有规律服药，
并进行跟进。这种药盒是中国制
造的，中国也是第一个进行随机
对照试验的国家。结果显示，这
套提醒装置可以把患者不坚持服
药的可能性减半。

第三，我们通过简化医院、疾
控中心和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之间
的合作机制，来提升诊断和治疗
的质量。这样做的结果是，一开
始就接受正确治疗的耐多药结核
病患者比例由三分之一增至近
100%。医院也能将符合出院条
件的患者转到当地疾控中心，改
善后续治疗情况，这使六个月后
仍在接受治疗的耐多药结核病患
者数量增长了10倍。

第四，我们更多地利用保险
和其他政府资助机制，降低结核
病诊断和治疗产生的高昂费用。
在项目启动之初，住院接受耐药

结核病治疗的患者家庭需要把
40% 以上的家庭年收入用于治
疗。在我们的试点项目地区，这
一比例已降到 6%。减少结核病
患者、特别是贫困患者的自付费
用，将极大提高接受和完成治疗
的人数，并最终减少结核病和耐
多药结核病的发生。这也是全球
很多国家政府提供完全免费的结
核病治疗的原因。

最后，我们正在和卫健委合
作开发一个新的结核病信息系
统，把来自医院、疾控中心和地方
诊所的数据连接起来。这将让信
息共享、追踪结核病患者的治疗
进度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可以了
解医院是否将患者转诊给了当地
的疾控中心、他们是否得到了适
当的后续治疗、是否在坚持服药、
他们在结核病治疗上的花费等
等。这些数据将有助于改善结核
病的诊断和治疗。

需要进一步创新

从上述工作中得出的经验和
创新措施，已经融入了一套综合
性的治疗和防控模式，并在浙江、
吉林和宁夏三个省成功推广，覆
盖人口9000万，收效显著。

进一步推广这一创新诊疗模
式将大大降低中国的结核病发病
率。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要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结核病防
治目标，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创新。

我们需要新型结核病药物、
更好的疫苗及诊断方法。盖茨基
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结核病研发资
助机构之一。中国在全球健康的
其他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体现
了中国的创新实力。

1970年代，中国药学家屠呦
呦教授发现了一种治疗疟疾的新
方法，拯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因为这一突出贡献，她于2015年
被授予诺贝尔奖。

2004年，研究人员在寻找治
疗乙型脑炎的有效疫苗时发现，
中国已经研发出这种疫苗，并给
超过两亿儿童进行了免疫接种，
避免他们患上这种使人衰弱并容
易致死的疾病。迄今，全世界已
有四亿多儿童接种了中国生产的
乙脑疫苗，无数生命得以挽救。
这也是首支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预
认证的中国疫苗，标志着中国正
式进入全球疫苗市场。

我们对中国研发能力的信心
促使我们与北京市政府以及清华
大学合作，在北京设立了一所先
进的研究机构——全球健康药物
研发中心。

它的使命是针对那些给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造成严重负担
的疾病研发药物和疫苗，包括结

核病、疟疾以及其他寄生虫病，等
等。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的研
发计划表中已有一些具备潜力的
结核病药物，其中一种药物即将
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

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为实
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结核病防治目标所作出的承诺和
努力。全面实施国家卫健委的新
型结核病防控模式有助于中国达
到这一目标。

我刚刚提及，参加试点项目
的三个省份在结核病诊断和治疗
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这些
实践表明，大规模推广这种结核
病防治新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在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在
结核病负担最沉重的省份，推行
这一行之有效的模式，是一项明
智的投资。现在减少结核病传
播，必将有助于降低未来结核病
的发病率，进而减少治疗所需的
资金。这对耐多药结核病的治疗
尤为重要，因为它的治疗费用十
分高昂。

结核病患者需要获得更高比
例的保险赔付或其他政府资助以
支付治疗费用。有很重要的一点
让他们与其他罹患治疗费用同样
高昂疾病的病人不同：结核病极
易在人群中传播。确保所有病例
都得到有效治疗，将加快结核病
传播的下降速度，长期来看有助
于为国家节省开支。

支持综合防控模式的推广也
将加快中国扶贫工作的进展。中
国最贫困地区也是结核病发病率
和死亡率最高的地方，使所有人
都能负担得起诊断和治疗费用，
将使最弱势的群体有机会摆脱贫
困。

十年前，我在北京参加了一
场讨论耐多药结核病的部长级会
议，并与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
先生达成了结核病防治的合作协
议。我当时说，我相信中国是最
适合大规模实施公共卫生创新方
案的地方。今天，我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相信这一点。通过我
们的合作，中国尝试了许多创新
解决方案，证明了它们切实有效，
并开始向其他省份推广。

我期待看到中国向世界展示
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些创新
方案。我也相信并期待，中国有能
力研发出新一代结核病疫苗、药物
和诊断工具，从而提升中国和全球
数以百万计人口的健康和福祉。

中盖结核病防治项目的十周
年彰显出合作和创新所能产生的
积极影响。我们承诺为中国提供
长期支持，并期待继续与中国在
结核病以及其他公共卫生领域开
展合作。 （盖茨基金会）

用糖果打造童话世界
美国厨师创作1300栋“姜饼屋”

中新网11月25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
报道，位于皇后区的纽约科学馆（New York
Hall of Science）11月 23日起，展出由厨师卢
卡斯（Jon Lovitch）创作的“姜饼村”(Ginger⁃
Bread Lane)。今年是他第七次打造，带来
1300栋姜饼屋作品，用 700余磅糖果打造出
一个甜美童话世界，将再度打破他去年创下
的吉尼斯纪录。

卢卡斯表示，今年延续往年风格，从去年
9月开始，用上百种来自各国的糖果和糖霜，
还原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为了增加
节日气氛，他和往年一样也制作了圣诞老人
之家，未来七天还会继续增加“姜饼村”数量。

幼年时参与姜饼屋比赛的经历，让卢卡
斯对制作姜饼屋与烹饪食物产生兴趣，迄今
已坚持 31年，每年他都增加姜饼村的规模。
他表示，迄今都是一人制作，但若日后女儿想
要学，自己也会传授秘诀。

卢卡斯的姜饼村已冲出纽约，遍布华府、
宾州与佛州，他说，希望有一天能将这个作品
带到中国等国家展览。

（美国《世界日报》牟兰／摄影）

儿童手机瘾如何治
印尼发小鸡给中小学生喂养

中新网11月23日电 综合报道，印尼万
隆市政当局制定了一项计划，决定给孩子们
发小鸡让他们喂养，希望借此消除儿童对手
机依赖成瘾的毛病。

报道称，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大约有
2000只刚出生4天的雏鸡将被发给万隆市中
小学生手中，学生们必须在放学前和放学后
喂他们的新宠物。他们可以把小鸡留在家里
或学校里。

万隆市长穆罕默德·达尼尔说：“这呈现
了有纪律的一面。”他指出，这个项目不仅是
为了遏制学生使用手机的习惯，也是印尼总
统佐科发起的一项旨在扩大小学生教育的全
国计划的一部分。

达尼尔上个月首次宣布了这个养鸡项
目，但表示该市需要时间与当地养鸡场协调
后勤工作。

一个名为拉特纳萨里的母亲参与了这一
活动，她甚至表示，希望这个活动能鼓励她的
儿子成为一名家禽养殖户。

人为噪音是全球污染物
大量动物受影响

中新网11月21日电 据外媒报道，人们
已经知道，人为的噪音会对一些动物产生负
面影响。然而，一份20日公布的研究报告指
出，我们制造的噪音应被视为“主要的全球污
染物”。

据报道，参与研究的英国贝尔法斯特女
王大学的科学家们表示：“我们发现噪音会影
响许多种类的两栖动物、节肢动物、鸟类、鱼
类、哺乳动物、软体动物和爬行动物。”该研究
指出，从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的车辆和工业，
到头顶的飞机，再到远洋船只，人为制造的噪
音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了影响。

例如，人造噪音已经被证明会干扰蝙蝠
用来寻找昆虫猎物的声纳探测系统，使它们
更难捕食；船只的噪音干扰了鲸鱼的声纳通
信系统，可能会导致他们失去方向感，并因此
而大批搁浅。

科学家孔克 (Hansjoerg Kunc)和斯密特
(Rouven Schmidt)针对多项个别研究后进行
整合分析，得出结论称，地球中的多数物种都
对噪音有反应，并非只有少数物种对噪音特
别敏感。不过研究也显示，动物对人类活动
的反应不一定是直接的，因此也不能简单地
将噪音定义为积极或消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