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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赴柬埔寨医疗队的实践看健康外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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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开展健康外交，以满足改善健康条件、消除安全威胁和本国政治

利益的需要。文章从作者参加柬埔寨医疗队的医疗援助和与当地政府的外事活动的实际体验，介
绍了江苏省在柬埔寨开展的健康外交的目的、内容和意义，这些健康外交提高了柬埔寨医护人员
相关知识水平，塑造了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获得了柬埔寨对中国外交方面的坚定支持。作者根
据以往的实践，
提出了改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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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健康问题从
“低政治”
领域
开始演变成为新时期国家外交工作中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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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外交
健康外交（global health diplomacy）是一个相对

的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健康安全机制的建构，

较新的领域，
是指为了保护和促进健康与安全，
政府

在全球、
地区和双边层面参与健康外交。江苏省人

或非政府组织与其他国家的政府或组织开展的双边

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发挥自身独特优势，积极融入

或多边交流与合作［1］。我们在一个
“地球村”
生活，
医

“一带一路”
倡议，
强化服务意识，
深化国际合作，
构

疗健康事业无国界，
要站在全球的高度来看待健康外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

交。健康问题可作为对外政策的工具，
如国家对外发

京医科大学和南京市外事办公室等单位合作，至

展援助中将医疗健康援助当作很重要的一部分，
健康

2019 年 8 月先后组织、
派遣了六批医疗队赴柬埔寨
进行诊疗、
健康体检、
医疗咨询和药品发放，
圆满完
成任务，
达到预期目标。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
以
江苏省在柬埔寨健康外交方面所开展的工作为例，
对健康外交进行一些思考和建议。

一、
江苏省对柬埔寨的健康外交活动

问题也是对外政策的重要部分，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组成部分，
对外政策也可服务健康目标。
（二）江苏省健康医疗对柬埔寨健康外交的意义
健康医疗是健康外交的组成部分，
作为直接关
系民众生命健康的头等大事，
健康医疗一直是中柬
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中国对柬埔寨医疗领域的
帮助是中柬民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柬传统

柬埔寨是中国的友好近邻，中柬两国有着悠

友谊的生动体现。中方为柬埔寨改善公共医疗卫

久的传统友谊；
柬埔寨与中国文化差异小，
有庞大

生条件、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

的华人经济圈，
中文使用率高。自 1958 年建交以

支持。健康领域合作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内

来，
双方无论在处理国际事务和发展地区经济，
还

容。江苏省医疗资源丰富，
从派出援外医疗队，
为

是在人文交流方面都有着高度契合的立场和需

受援国建设医疗中心，
到培养受援国医护人员，
江

求，双方合作关系情同手足。中国是柬埔寨最大

苏省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健康交流合

的贸易合作伙伴，江苏省又与柬埔寨在经济和人

作不断深化，
将医疗卫生领域的经验，
分享给
“一带

文等多个领域交往密切。

一路”
的不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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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苏省与柬埔寨健康外交的历史和内容
1. 江苏省与柬埔寨开展的交流与合作

近十多年来，江苏省与柬埔寨开展了频繁的

交流与合作：
2006 年江苏省和柬埔寨签约联合开发

边，
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总面积约 350 平方米，
共两层楼，
一楼是问询

台和药房，
药品全部由无锡市人民医院直接提供，
主要是常规药品及热带气候的备用药；
二楼是诊疗

建设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简称西港经济特

室，
设有内科、
妇科、
检验室、
示教诊室、
输液室、
外

区），
是中国首个签订双边政府协定、
建立双边政府协

科清创室和妇科检查室等诊断和治疗室，
并设置了

调机制的合作区。2009 年，
西哈努克市与无锡市缔

远程会诊系统。

结为友好城市，
2014 年西哈努克省与江苏省签署友
好合作备忘录，
2018 年西哈努克港与江苏省签署友
好关系协议书。

2. 江苏省与柬埔寨开展的健康外交活动

2010 年 10 月，
我国原卫生部在江苏省无锡市举

办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疟疾消除战略与新技术培训
班，
大湄公河次区域是全球疟疾疫情流行最严重的
地区之一。来自中国、
柬埔寨、
越南、
泰国和老挝 5

个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疟疾防治机构的官员和专
家共 15 人接受了培训，
此次培训为期 7 天，
内容包

括全球疟疾消除行动计划、
指标体系、
新型抗疟药
物研发和青蒿素耐药性监测等。
江苏省与柬埔寨在热带病防治和共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等方面也开展了交流与合作。江苏省

3. 江苏省赴柬埔寨的短期义诊医疗队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
树立正确义利观，
主动作为，
承担起服务好中
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最后一公里”
的职责，
直
接或间接地促进我国的经济、
文化和教育的发展，
2015 年起，
江苏省启动对柬埔寨
“中国医者爱心行”
活动，
连续向柬埔寨派遣六批短期义诊医疗队，
在

柬埔寨金边市、
磅士卑省、
西哈努克省和暹粒省等
地，
深入小学、
乡村、
工厂和社区开展巡诊义诊活
动，
主要针对当地常见疾病，
开展多科目、
常见病的
预防宣教和治疗，
为当地最底层缺医少药的基层群
众诊断和治疗疾病，
累计诊疗当地民众达 1.5 万余

人次，
每批携带价值 10 万~50 万元的药品和医疗器

械。这些医疗活动都事先经过中国和柬埔寨双方

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与西哈努克省卫生局计划在

签署协议和办理过相关法律手续。柬埔寨当地政

疟疾和血吸虫病等热带病防治方面开展学术交流、

府对巡诊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和重视，
西哈努克省政

技术合作、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为柬埔寨疟疾、
血

府向每批医疗队员颁发表扬信表示感谢，当地电

吸虫病等热带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江苏省曾是

视、
网络和报纸等媒体给予报道。

曾有两次大的疟疾暴发流行，
发病数高达 1 000 多

者参加了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南京

疟的传播，
江苏省取得了卓有成效的防治经验，
这

疗队的活动，
这次巡诊义诊活动为期 10 天［2］。巡

疟疾和血吸虫病的高流行区，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

万人次，
但经过不懈努力，
到 1988 年就阻断了恶性
些经验可供柬埔寨借鉴。

2018 年 6 月 24 日 至 7 月 3 日 ，本 文 的 两 位 作

医科大学共同组织的第五批江苏援助柬埔寨医
诊 期 间 ，医 疗 队 成 员 克 服 当 地 气 候 热 、交 通 和 卫

为进一步推进国际卫生合作，
江苏省依托西港

生 条 件 差 、医 疗 设 施 简 陋 等 困 难 ，先 后 在 柬 埔 寨

经济特区在柬埔寨开展了疟疾、
血吸虫病等热带病

金 边 市 、磅 士 卑 省 和 西 哈 努 克 省 的 小 学 、农 村 和

防治试点工作。一方面推广我国成功经验，
帮助柬

埔寨实现于 2025 年消除疟疾的目标，
另一方面也帮

工 厂 开 展 义 诊 ，累 计 诊 疗 量 达 4 200 余 人 次 。 除

了 义 诊 ，医 疗 队 还 开 展 了 外 交 活 动 ，中 国 驻 柬 埔

助和服务当地中资企业员工的健康管理，
从而获得

寨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杰、柬埔寨国会议员洪玛尼

开放合作，
共享共赢。

赴义诊现场并分别致辞，在致辞中都高度评价了

在热带病防治领域定期开展学术交流、
技术合
作、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共同打造
“中柬热带病防
治和研究合作中心”
，
为柬埔寨疟疾、
血吸虫病等热

此次医疗咨询活动。

二、
与柬埔寨开展的健康外交活动
的成效和意义

带病防控提供技术支持。先期将开展消除疟疾的
策略和技术、
血吸虫病防控策略和技术等热带病防

江苏省在柬埔寨开展的健康外交活动，
取得了

控和监测合作项目。

一些成效，
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委员会、
柬埔寨西港经济特区有限公司以及无锡市

相关知识水平

2017 年 9 月，
由江苏省无锡市卫生与计划生育

（一）服务柬埔寨民众，
提高了柬埔寨医护人员

人民医院三方共建的中柬西港特区社区卫生服务

解决疑难杂症，
免费诊疗不仅给当地人民带来

中心正式成立，
由无锡市人民医院派出援柬医疗队

了切实帮助，
而且对加强两国间的医疗合作也起到

员，
由无锡市人民医院负责具体筹建，
旨在满足区

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双方彼此了解了医疗供需情

内员工的医疗需求，
解决看病难问题，
同时辐射周

况，
为进一步的诊疗、
转诊和远程会诊等打下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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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医疗队和卫生中心的医护人员成为了中柬两国

想要大幅度降低传染病的发病率，
必须帮助受援助

的民间大使。

国从政府到民间层面开展公共卫生工作，
如协助制

（二）塑造了我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这些活动增强了国家的道德感召力，
是公共外
交的有效途径，
外交有增加援助国利益的因素。江
苏省对柬埔寨的健康外交成功树立了我国在柬埔

订疾病防控策略和措施，建立传染病防控网络体
系，
控制传染源，
阻断传播途径，
改造水、
改造厕所
等综合治理措施等［4］。
（三）落实
“一带一路”
健康合作

寨人民心目中的友好形象，
提升了中国影响力，
服

在
“一带一路”
倡议中健康领域的国际合作处

务于国家的经济利益全球化，
为增进
“一带一路”
沿

于重要地位［5］。
“ 一带一路”
健康合作需要找准合作

线各国人民的健康福祉、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伙伴，
让框架协议落地，
需要政策和经费的支持［6］，

了贡献。柬埔寨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

需要各单位发挥好技术和人才优势，
有全球卫生战

站，
也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我们的

略眼光，
能放弃或奉献目前的经济效益。随着企业

基础建设和
“一带一路”
政策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

“走出去”
步伐的加大和我国出国人员及劳务输出

活状况，同时也加强了中国与柬埔寨两国的密切

的增加，
在传染病防控技术方面的合作，
既可以帮

合作与交流。中国连续六年成为柬埔寨最大外资

助受援助国家防治和控制传染性疾病，
也可以减少

来源国，
累计协议投资额已超过 100 亿美元，
江苏

省的这些健康外交活动贡献了力量。今后还可以
考虑组织健康、援助和外交方面的大型会议扩大
影响力 ，
沟通供需信息。
［3］

（三）获得了柬埔寨对中国外交方面的坚定支持
从已故西哈努克国父到当今的西哈莫尼国王，

我国输入性传染病的发生，
保障海外中资企业的员
工健康，
为中国实现
“一带一路”
倡议保驾护航。
（四）医学继续教育与科研合作
除了医疗援助直接为当地患者服务以外，
培养
和提升当地医护工作者的医疗技术是更长久和可
持续的措施。可以援建的医疗健康机构为基地，
有

以及以人民党领导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始终如一支

计划地派遣医疗专家开展实地临床工作，
与国内开展

持中国，
为我国在东南亚营造和平和稳定的周边环

教学性质的远程诊疗，
可在当地医学院校开设讲座或

境打下了基础。江苏省的健康外交贡献在这些成

医学理论课和临床带教，
培养本土卫生人才。结合当

效的取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的医疗和患者资源开展科学研究。在初级卫生保

三、
建议与启示
通过医疗队义诊活动和外交活动，
我们获得了

健服务基础上开展临床重点专科的技术合作，
发挥中
国医疗专家的技术优势和带教培训作用。
（五）招收和培养有关国家的医学生

第一手实践经验，
有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
如长效

除了医学专家走出去，
我们也可以帮助柬埔寨

机制的建立、
健康援助领域的扩大、
“ 一带一路”
健

等国家培养医学生。南京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康合作的落实和开展科研、
教学等。

有长期培养海外全英文医学全科本科生的经验，
南

（一）形成长效巡诊机制
中国一直以来重视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
系，
在政府层面，
积极向包括柬埔寨等国提供多方
面的援助。但从以往经验来看，
由于柬埔寨特有国
情，
很多援助项目没有能真正惠及普通民众。医疗
巡诊直接下到基层，
为其提供看得见的帮助，
将援

京医科大学在国内开创了建立海外教学医院的先
河。2017 年 7 月 27 日南京医科大学的首家海外教学
医院印尼皇家 PRIMA 医院在印尼苏门答腊岛首府棉
兰市挂牌［7］。本人 2018 年 12 月赴印度尼西亚参加
了南京医科大学首次海外实习点 PRIMA 医院 5 位

印度尼西亚籍南京医科大学医学生的教学中期检

助药品直接交给患者或患儿家长，
民众能有直接感

查。但南京医科大学还没有招收柬埔寨等国的医

受。但短期行为成效将很快消失，
有必要形成医疗

学生，
今后可逐步扩大招收海外留学生来源国的范

巡诊的长效机制，
定期组建医疗队进行巡诊。巡诊

围，
在有长期派出医疗队和受援建医疗机构的国家

资金方面，
一方面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
另一方面

中培养本土医学人才。

可以组织医药企业走出国门，
开设类似中柬西港特
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那样的医疗机构，
并提供援外
人才培训基金等。
（二）扩大健康援助领域
一是医疗方面，
这是看得见的援助，
有较强影

响力，
今后可利用 5G 等信息技术，
在互联网远程诊

2019 年 4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

埔寨王国政府关于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

（2019—2023）
》在北京正式签署。其中，
人文合作 11

项内容中包括健康和教育，
这份行动计划是首份不
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签署的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
计划，表明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成为超越民族国

疗、
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手术等方面开展国

家、
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
“全球观”
，
对构建人类

际健康援助、
合作和外交。二是公共卫生方面，
如

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示范意义［8］。江苏省赴柬埔寨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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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队的实践是行动的一小部分，
通过江苏省医疗
队、
援建医疗中心和医学培训等工作，
我们积累了
经验，
取得了初步成效，
引发了思索，
为今后推广我
国的健康外交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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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ing the role of health diplomacy from the practice of Cambodian
medica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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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globalization progresses， countries conduct healthy diplomacy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improving the health conditions of countries，eliminating security threats and meeting the political interests of

their own countries. The study introduced the aim，content，and significance of health diplomacy carried out in
Cambodia in recent years by Jiangsu Province from the real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medical team in

Cambodian and in the foreign affairs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health diplomacy improved the related

knowledge level of Cambodian medical staff，developed a good image of our country，and obtained a firm
support from Cambodia for the related policy of Chinese diplomacy. It was suggested the future improvements
based on the previou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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