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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卫生人力的信息和研究：行动战略
背景

这份政策简报提供了一系列战略，有助
于建立有效的卫生人力信息系统，并发
展牢固的知识基础，以便指导、加速和
促进国家行动。

解决日益增长的卫生人力危机的有效行
动，无论紧急或持久的行动，都需要有
确实的信息、可靠的研究和坚实的知识
基础。研究可以帮助决策人鉴别和发现
关键政治问题的答案，包括人力状况、
其绩效水平和卫生人员面临的问题。

行动战略
必须迅速提高卫生人力的知识基础，以
便地方、国家和国际层次上的决策能够
以证据为基础，并能应对卫生人员日益
增长的需要和满足这一需要的挑战。为
了使卫生人力信息系统和研究工作取得
成效：
•
它们应该是国家所有并由国家领
导；

所有国家现在都是市场的组成部分，其
特点之一就是卫生人员在国内和国际的
更多流动。此外，卫生部门改革，人口
和流行病学改变，以及保健新技术和新
模式的采用，所有这些带来了全世界对
卫生人员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政府需
要准确和及时的信息，以及具有技术水
平的研究，以便评估这些改变对其人力
的影响，制定应对战略，并采取及时有
效的行动。
然而，卫生人力信息的零散，部门、机
构间责任的分散，人力资源的短缺，以
及基础设施的不足，这些都大大限制了
国家收集、整理和分析人力数据的能
力。此外，即使有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数
据，决策人在有效使用这些数据方面仍
然会受到限制，这主要是因为缺乏核心
卫生人力指标，以及与职业分类相关的
定义问题。

•

它们必须包含相关部委、教研机构
和其他相关伙伴的协调努力；

•

它们需要得到国际机构财政和技术
支持。

下面陈述的战略应被视为相辅相成的战
略，必须协同实施，以取得最佳效果。
确保收集、获取和使用卫生人力信息
虽然任何一个数据点都不能揭示卫生人
力开发问题的全貌，但可参考一系列实
际可以得到的数据源，以获得关于卫生
人力规模、特点和动向的关键信息。这
些数据源包括：

卫生人力资源研究薄弱、不平衡，多数
是陈述性的。很少对有效解决办法的最
佳做法进行系统考察和收集。相关机构
间缺乏合作，也进一步影响了卫生人力
信息和研究对制定政策和行动的潜在作
用的发挥，这一方面导致工作的重复，
同时使技术知识和数据得不到充分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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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记录（如卫生部、教育部和移
民局的记录，以及专业协会和管理
机构的登记等）；

•

卫生设施调查；

•

劳动力调查或其他家庭调查；

•

国家人口和住房普查。

应最佳利用这些来源的数据，但使用者
应该知道每种来源的局限性，必要时应
寻求取代战略。多数数据来源只能提供
不完整的卫生人力情况，并且数据的收
集是不定期或长间隔进行的，因而限制
了其对制定政策的使用价值。最后国家
的长期战略可考虑建立一个专门系统，
以确保定期收集、整理和处理关于卫生
人员和卫生培训机构的信息。

类系统，以支持国际劳工组织编制的现
行《国际职业标准分类》。除最佳利用
现有数据外，加强协调有助于改进将来
的数据收集，并简化不同来源、国家和
时间的对比工作。
使用标准指标
卫生人力数据库只有在其用于制作支持
决策的信息和证据时才值得保留。使用
关键指标可能有助于将数据转变为信息
和证据。虽然任何特定情况下使用的适
宜指标，都取决于具体政策问题及现有
数据的性质和种类，但对国家来说重要
的是使用一套便于对比的标准指标。

投资信息技术
为了现在或将来最佳利用已有数据，对
国家来说重要的是以足够的技术设施装
备相关的机构。例如，2004 年卫生组织
非洲区域办事处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区
域卫生部中 22%的卫生人力部门没有计
算机设备，45%不通电子邮件，被调查
的部门中只有 32%备有传真机。在这种
情况下，即使微小的投资也能取得明显
的回报。

核心指标简单易行，又相当全面，足以
用于比较，并能抓住广泛出资人关心的
问题，虽然还有待于编写和商定，但以
下指标是可用的：

提高地方专业知识
因为最需要加强其卫生人力的国家往往
监测能力也是最有限的，技术合作和培
训对他们来说特别重要。能力发展应扩
展到相关部委、专业协会和执照办理机
构。在内容上培训应该是多方面的，应
传授关键领域的技术，如鉴别和收集卫
生人力数据、数据库管理、分析和书写
报告的技术等。加强能力有益于在地方
和国家层次上不断收集和分析相关数
据，并及时用于计划和决策。
协调卫生人力的分类

•

卫生人员的总数和密度（每万人
口）；

•

医生对护士和其他卫生人员的比
例；

•

卫生人员的地域分布和社会人口结
构；

•

卫生人员的机构分布（公共、私营
和非政府机构）；

•

卫生专业人员的失业率和双重就业
率；

•

卫生和非卫生专业人员之间，医生
和护士之间，或男性和女性卫生专
业人员之间收入的相对差异。

人们关心的其他指标，特别是涉及人员
流入、人员培养和卫生培训机构的指标
包括：卫生机构的新人和毕业生；国际
和区域间的移民流动；卫生人员的退休
和死亡；按培训规划类别区分的教育设
施数量。

收集、整理和分析卫生人力数据，需要
有一个始终如一和协调一致的分类系
统。改进卫生专业人员的界定和分类工
作，需要地方和国际的努力；这可以包
括建立一个国际协商一致的卫生人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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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部门的协调努力，还要包括管理系
统、国家统计办公室、教研机构和其他
出资机构的协调努力。因此有必要建立
和加强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次上将卫
生人力信息和研究数据生产者和使用者
联合起来的机制。

上面只是象征性的列举；国家必须探讨
能够针对其具体需要和环境的其他指标
和相关联的数据。
促进创新行动的研究
有效的信息系统可以提供关于卫生人员
特点的可靠而及时的数据，并可用以进
行趋势评估和跨越时间的对比。目前只
有对卫生人员非常有限的实用性研究和
影响评估研究，部分原因是资金有限。
增加投资是至关重要的，正如 2004 年
10 月在墨西哥城召开的卫生研究问题部
长级峰会上代表们公认的那样。决策人
应鼓励以国家为基础的调研，这项工作
在国家卫生系统研究战略框架下进行，
要照顾到卫生人员研究的重点。

可能的收益包括：数据质量得以改进，
数据的一致性得以增强，收集、分析和
分发卫生人力信息和研究数据的能力得
以提高。成功网络的范例包括：美洲卫
生人力观测站及欧洲卫生系统和政策观
测站。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和合作
伙伴建议实施的非洲观测站是又一个理
想的倡议，需要充分的国际支持。
类似的网络也需要创建、加强和维持，
以弥合研究数据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
差距。这类行动之一是证据知情政策网
（EVIPNet)，它是卫生组织领导的一项
行动，目的在于支持决策者、研究人员
和民间社会代表在将科学信息转化为卫
生政策时实现互动。EVIPNet 包括发现
主要政策问题，确定重点，并将研究成
果转化为对使用者有益的政策建议格
式。

国家应鼓励如下的研究：
•

从纯陈述性研究发展为概念性研
究、政策分析和影响评估；

•

促进国际和对比研究，方法是考虑
多地点、多层次和多国家的研究项
目，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比性和可
转化性，如非洲移民调查或欧洲护
士离职调查；

•

将研究纳入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
卫生部门改革等干预和过程中，以
便从不同国家的经验中吸取、对比
和交流出现的教训；

•

结合全球卫生行动资助的特定疾病
规划评价卫生人力问题，并将这些
行动对卫生人力及妇幼保健等其他
规划的影响记录在案。对国家来说
同样有益的，是调查卫生成果（或
卫生产出）和人力资源密度的联
系。

决策人还必须深入到他们本国研究人员
中去，以便建立一个从事卫生人力研究
必要的专家队伍，并增加当地研究数据
的生产和提供。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通过
研究网络促进获取外部研究数据，并建
立最佳做法资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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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教育以扩展能力和终生学习
为何重视教育和培训？

需要如何做？

任何卫生系统都不可能承受给予卫生人
员不良教育的风险。如果其人员培训达
不到居民的卫生需求，任何卫生系统都

评估和评价卫生人员规划

不可能有良好的运作。但在许多国家教
育被忽视，改变迟缓，即使在人民卫生
需求迅速变化时也是这样。

要评估能向其卫生人员提供的培训，并
将其与卫生部门的要求相比较。这将意
味着收集信息以回答如下一些关键问
题：

有三个急迫的原因，要求对卫生部门人
员的培训给予新的重视。

•

•

为弄清需要什么样的改变，决策者将需

第一，世界需要更多的卫生人员。
2006 年世界卫生报告确定，全球缺
少 430 万卫生人员。为培养这些人
员，培训机构需要扩大其能力。

•

的毕业生？他们位于何处？他们用
什么语言提供培训？

第二，许多卫生部门需要更多类型
的人员-不仅要更多的医生和护士，

•

卫生部门现在的需要和未来可能的
需要是什么？卫生人员现在和将来
需要什么技术和能力？（不要只看
医学技术能力，还要看管理和公共
卫生等其他专业能力，以及语言能

还需要更多的管理人员、公共卫生
专业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在全世
界，教育机构的数量严重偏向对医
生（1600 多个机构）和护士（约

力等个人素质。）还需要诸如护理
从业人员、医疗助理或社区人员等
新的干部吗？

6000 个机构）的培养，而公共卫生
专业的培养则不足（大约 375 个学
校）。为培养技能更为广泛的人
员，卫生教育部门将需要增加提供

•

差距在哪里？在多大程度上国家分
别依赖于国内、区域或国际学校？
为改进卫生人员，培训需要花费多
少资金和如何花费？

培训的类型和范围。
•

有哪些服务前培训和在职培训机构
可以培训我们的人员？这些机构能
够提供哪些学科领域的培训？按他
们目前的能力每年能培养多大数量

第三，卫生部门的人员在一个不断
变化的世界工作。疾病的危险在改
变，治疗方案也在改变。管理结构
在更新。个人、家庭和社区日益了
解他们的健康情况和他们需要的治
疗。为培养出能够很好应对他们变

确保合适的机构和培训规划的存在，并
控制其工作质量

化环境的卫生人员，培训机构需要
培养具备必要竞争力和具备终生学
习能力的人员。

的方案因地而异。一些国家将全面投资
国内培训学校。其他国家将决定依靠国
内培训和国际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在一

决策人要想加强卫生人员服务前培训和
在职培训，其实有多种解决办法。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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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有共同工作语言的区域，国家可能决
定协调其措施，以便让一个国家设有医
学院校，而其邻国设有公共卫生学校。

确保向不同范围的学生提供经费

至关重要的是不管选择什么样的方案，
决策人都必须确保质量控制机制到位。
教学机构的认证（同样有些地方采取培
训人员资质认证）是评估绩效和鉴别必

个水平上不能投入足够资金，这一因素
严重限制了那些能够进入教育规划进行
卫生职业培训的后备人员。此外，进入
卫生专业的学生结构很少反映国家的社

要改进的一种手段。认证由政府机构或
学校集团建立的组织进行，要求教学机
构证明他们如何优质地实现培训目标。
最近医学院校的一份调查显示，全球认

会、语言和民族多样性的特点，因为录
取的学生失调地来自较高社会阶层和社
会中优势民族群体。人们日益了解到提
供保健时社会文化和语言问题的重要，

证规划分布不均。还需要做出努力，以
便将资质认证扩大到医学和护理学校之
外的其他卫生培训机构。

这就重新引起人们对录取过程中多样性
失调问题的关注。为了确保卫生保健提
供者与他们为之服务的人群讲同样语
言，可能有必要建立定向奖学金。

多数卫生专业人员培训规划的入学要求
受过中等教育。然而许多国家苦于在这

重视基础设施

控制课程变化，转向以患者为中心以实
践为基础的教学

专用建筑、专门实验室、必要的现场和
高质量教学器材，是卫生培训机构的一
些基础设施要求。缺乏必要的基础设

教学课程反映出对不同类型卫生人员提

施，会限制接受教育的学生数量，并制
约机构扩充能力。

供的知识和技能。将一门新课程纳入课
程表，就是对一个科目提供了合法性，
它产生的变化可以引导出新的学科、
系、学校和卫生人员类型，给卫生保健

获得高质量教科书和其他教学材料，对
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来说是一个
重要挑战。已经发掘出对这一问题的一
些解决办法。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
PALTEX 规划为 600 多所机构购买的大

工作带来巨大影响。例如在过去 40 年
间临床流行病学从医学边缘转移到引导
卫生和卫生保健循证变革的位置。

量教科书和基本诊断工具进行了质量筛
选，并给予总体折扣。卫生组织与主要
出版商建立的 HINARI 规划，使发展中
国家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政府办公室及

掌握课程变化可能是挑战性的。需要评
估现有课程的适宜性，任何建议的改变
都可能威胁到现有专业界限和层次。重
大改变可能需要新的教学技能、学习材

教学医院有可能进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
生物医学和卫生文献收藏库。69 个国家
的卫生机构现在可以免费获取 3200 多
种全文杂志和其他资源，还有 44 个国

料和培训地点，而这些又会影响到资源
的分配。

家可以以极低价格获取。

识）是非常有效的。各项评价始终证
明，与不使用以实践为基础教学的培训
规划相比，这一教育措施可以在卫生专

有力的证据表明，以实践为基础的教学
（学生必须在实际情况下应用其书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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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中产生更好的技能、态度和行
为。更多集中于以实践为基础的教育，
对卫生培训教程会是有益的改进。同样

至关重要。全世界的决策者必须集中力
量扩大培训和教育未来人力的能力。世
界需要适应性强、具有适宜技能和“善

将公共卫生培训纳入临床学科，有助于
发展个人和社区保健的综合措施。

于终生自学”的卫生人力，他们知道如
何发现和应用新的信息和技能。培养这
样的未来人员的费用将是巨大的。

无论计划在课程设计或教学方法中进行
改革，教员队伍都需要得到不断的支

进一步阅读材料

持，以便实施改革并保持其技能升级。
此外，与职业发展相关联的支持教员队
伍的持续规划将不仅提高绩效，而且可
以对激励和留住人员发挥作用。可能需

Aronson B. Improving online access to medical
information for low-income countrie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4,
350(10):966–968.
Butler R, Inman D, Lobb D.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the medical school: another case of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Advances in
Physiology Education, 2005, 29:194–196.

要特殊的关注，以确保妇女有同样的机
会。
强调自主和立足解决问题的措施，以培

Coomarasamy A, Khan KS. What is the evidence
that postgraduate teaching in evidence-based
medicine changes anything? A systematic review.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004, 329:1017–1021.

养终生学员
卫生部门的迅速变化和新知识的不断产
生，意味着培训规划不能期望教会人们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需要的所有内容。相

Daly J. Evidence-based medicine and the search
for a science of clinical care. New York, N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ew York, and
Milbank Memorial Fund, 2005.

反，培训学校应帮助学生“学会学
习”。在一生中获取新技术和新知识的
能力，本身就是课程必须培养的核心能
力。认识到这一点，教育工作者在服务

Dolmans DH, De Grave W, Wolfhagen IH, van
der Vleuten CP. Problem-based learning: future
challenges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research.
Medical Education, 2005, 39:732–741.

前和后续教育中正在从“说教式教学”
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和立足解决问题的教
学，更加注重“专用知识”，而不是
“泛泛的知识”。有证据表明，学生对

Illife S, Lenihan P. Integrating primary care and
public health: learning from the communityoriented primary care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2003, 33(1):85–98.
Programa Ampliado de Libros de Texto y
Materiales de Instrucción (PALTEX) [The
Expanded Textbook and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Program]. Washington, DC, 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Pan American Health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5
(http://www.pahef.org/pahef/pages/paltex).

这一改变非常满意，教员们也满意立足
解决问题的教学。然而还需要进行进一
步的研究，以便更好地了解在全世界不
同环境下立足解决问题的教学效果和费
用。

Survey of medical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capacity at national level, as part of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improve medical educ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Copenhagen,
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 2005
(http://www.wfme.org)..

结论
如果全世界想要迎接重大的卫生挑战，
诸如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预防和治疗慢
性病和应对突发事件，卫生人员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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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现有卫生人力
为何重视提高人员绩效

员绩效的行动，原因有三。第一，提高
卫生人员绩效与投资扩大卫生人员规模
相比，看来收效要快些。第二，即使增
加卫生人员数量，人员的供应总是有限
的，而决策者将需要最佳利用有限资
源。第三，提高人员绩效的行动也需要
伴之以更好的激励，而对人员的充分激
励可能会更有利于留住现有人员，并更
多招聘新人员。人员绩效涵盖的范围见
文本框 1

绩效良好的人员队伍应对能力强、公正
和高效，并能在特定资源和环境的情况
下取得尽可能好的卫生效果。如果不很
好使用卫生人员，世界就不可能应对其
面对的卫生挑战。但有证据表明，决策
者可以通过为管理人员创造改进工作和
改善工作条件的环境，帮助工作人员取
得更多的成绩。
决策者和管理人员现在就应采取提高人
文本框 1. 工作人员绩效涵盖的范围
可得性

空间和时间上的可得性：包括现有人员的分布和出勤率，与需要相匹配的
足够数量。

竞争力

包括技术知识、技能、态度及工作行为的综合素质。

应对能力

人们可以得到适宜的治疗，不管他们的社会、经济和健康状况如何，不管
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的健康是否改善。

工作效率

在现有人员不变的情况下，产生尽可能多的有效卫生服务和卫生效果；减
少人员时间、技术和其他辅助资源的浪费。

能做什么？

有类别人员更好实现其工作目标。此
外，编写明确的岗位要求可以产生相当
快速的效果。许多国家的工作人员还没
有适宜的岗位要求，所以这一战略具有
广泛的潜力。

卫生部门管理条件在世界上有广泛的差
别，例如在较发达和较不发达国家之
间，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在城市、
乡村或边远地区之间，在初级保健和急
症护理之间。在所有情况下，支持绩效
的现有主要管理杠杆包括一套与工作相
关的杠杆；与所有人员工作需要的支持
系统相关的杠杆；以及构成和创造自主
工作环境的杠杆。很少发现一项具体杠
杆与希望的变化之间的直接联系。不是
所有的杠杆都适用于每个环境，但综合
起来它们构成了决策人选择的清单。

行为规范和规则。许多雇主现在都对其
所有雇员采取了明晰的行为规则-例如规
定他们应按时上班，尊重和礼貌对待患
者，向患者提供完整信息。这些规则的
有效性大概取决于卫生专业人员和管理
人员沟通和坚持的程度。专业行为规
则，如医学毕业生宣誓的希波克拉底誓
言，可以成为取得良好绩效的巨大内部
动力源泉。

与工作相关的杠杆

技能与需要相匹配。重新安排换班模式
和增加时间的灵活性可能是提高人员工

岗位要求。岗位要求明确提出目的、责
任、受权和义务条款，它始终关系到所
-9-

作效率的另一个途径。这一战略有可能
在费用有限的情况下使人员配备水平与
工作负担更好地匹配。此外，技能委托
或任务转换是提高总体人员效率的另一
条途径，方法是将一些活动的责任从护
士转移到社区人员，或从医生转移到护
士。

光照、供暖、车辆、药品、工作设备和
其他器材的机构中是不可能做好他们工
作的。关于改进基础设施和供应对提高
绩效的作用，可靠的证据不多，但看来
很可能这些改进一旦到位，就能取得显
著、几乎立竿见影的成绩。判断一个行
动是否能够取得最大和最立竿见影的改
进，一个简单、明显但有时被忽略的方
法就是向卫生人员自己去请教。此外，
在卫生工作场所消除暴力和欺凌的危
险，可以提高人们的积极性和责任心。

监督。监督，特别是伴有审计和向职员
反馈的监督，始终被认为可以提高从提
供者到管理人员的许多类别卫生人员的
绩效。重要的是监督的性质。如果监督
视察变成无结果的行政活动，或被视为
挑错和惩罚性的，就很少会收到积极效
果。相反，如果监督是支持性的、教育
性的和始终如一的，并能帮助解决具体
问题，那就能提高绩效、工作满意度和
积极性。

与工作场所相关的杠杆
终生学习。卫生人员做好工作就需要不
断更新他们的知识。知识迅速发展和卫
生系统不断改变，这就更加需要卫生人
员职业生涯中持续的职业发展。不断的
职业发展可以简单定义为个人“自主学
习系统、持续、轮回的过程”。这样的
措施超越了培训，它包括比如职业通
道、他人反馈、寻求辅导和借调。考虑
到需要持续专业发展的许多卫生专业人
员的地理分布，各种各样的远程教育也
值得进一步发掘。

与支持相关的杠杆
报酬。报酬的三个方面影响到卫生人员
的行为：工资水平和能否定期发放，人
们领取工资的方式及其他奖励。卫生人
员必须领到他们工作的合理报酬。他们
需要领到维持生活的工资；他们还需要
相信，工资与他们的责任是相称的，与
做相同或相当工作的其他人相比是合理
的。外部机构可以通过提供中期工资支
持，帮助提高低收入国家的人员绩效。
此外，在可能的地方应使用工资系统与
其他奖励相结合的办法。
信息和沟通。有句众所周知的谚语说，
心中有数，办事有度。提高总体工作效
率的任何具体努力都必须以关于人员的
水平、分布和技术结构等可靠的信息为
基础，还需要关于被认为制约卫生人员
提高绩效因素的信息，以及关于可能政
策选择的情报。一个充分运作的信息系
统是提高人员绩效的关键成分。

团队协作。团队协作，以及联合制定指
导原则和同行审查等做法，在提高卫生
人员绩效方面可以取得一定功效。团队
协作的明显收益是改善职员的福利和提
高保健质量。不断改进服务的组织措施
是否有效，现在证据不足。然而，人们
对许多非财政鼓励反应积极，这些鼓励
可以在良好团队管理或领导的红色标题
下集体获得。鼓励包括提供醒目的视
觉，表扬人们和评价他们的工作，聆听
职员意见和增加他们对决定的参与，鼓
励创新，创造按标准衡量和对比的文
化，提供职业结构和提升机会，反馈良
好绩效，并公正和始终如一地使用奖励
和惩罚。

基础设施和供应。无论卫生人员多么积
极和技术熟练，在缺少清洁用水、足够

责任和义务。服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进
行组织，但是如果管理人员不能至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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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yle DK, Bott MJ, Hansen HE, Woods CQ,
Taunton RL. Managers’ leadership and critical
care nurses' intent to stay. Americ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 1999, 8:361–371.

制一些资金和人员，他们就无法管好服
务。在不同卫生系统中发现了三种一致
的情况。第一，虽然都想权力下放，但
对地方管理人员往往只给予提供服务的
新责任，而不给予控制其所需资金和人
员的任何权力。第二，往往没有起作用
的机制，以保证资金使用、人员招聘或
服务质量的责任。第三，报告途径混乱
是常见现象，特别在重组期间。这不仅
会减轻责任和削弱将其用作提高人员绩
效的杠杆，而且还会降低人员的积极
性。在拨款方面至少给地方管理人员一
点自由，就可使人员和机构的绩效有所
改观，因为这样一来，这些管理人员就
能迅速处理当地的问题。使卫生人员保
持对他们行动责任的机制，是提高效率
和绩效的又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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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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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员绩效不仅是使用这里所述的管
理措施。影响人员绩效的因素还包括接
受服务的居民特点，以及卫生人员自身
的特点（诸如他们的背景、经验和个人
积极性）。然而，与工作相关、与支持
相关和与工作场所相关的条件对绩效起
着重要作用。2006 年世界卫生报告 证
明，关于上述方法相对有效性的研究证
据参差不齐。明显需要对卫生人员管理
作进一步研究。然而决策者可以更好地
利用现有卫生人员，方法是营造一个提
高管理能力的环境，以便使用卫生人力
资源开发的杠杆，并投资管理培训和和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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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MA, Harvard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2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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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care Management.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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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卫生人员移民的复杂挑战
源头国家

熟练卫生人员的移民在过去十年变得更
加复杂、更加全球性，卫生人员严重流
失的国家对此日益关注。人们有权迁居
和寻找他们能够得到的最佳就业，然而
为保护迁居权，一些国家却不公平地遭
受着移民的负面影响。当大量医生和护
士离开的时候，支付其教育费用的国家
最后事与愿违地向接受他们的较富裕国
家提供一种“不公正补贴1”。然而财政
损失还不是伤害最大的后果。如果一个
国家卫生系统薄弱，其部分人员流失会
增加进一步的紧张，影响最严重的地方
是乡村和缺医少药的地区，那里的移民
往往最多。

投资培养更多的卫生人员。由于认识到
流失的可能，一些国家正在考虑培养比
通常需要更多的卫生人员，并可能还在
考虑卫生人员输出的战略。虽然还没有
系统评价执行输出战略的后果，但对受
欢迎的源头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选择。
在一些国家，卫生人员移民是明显的荒
唐现象造成的，在那里人员不足与卫生
人员高失业率并存。还需要增加毕业生
的工作机会，既可通过公共部门（如果
财政限制允许），也可通过私营部门。
对以当地重点课程培训当地人员进行投
资，在一些地方证明可以鼓励人们留在
乡村地区，并使移民下降。

熟练专业人员移民每年产生几十亿美元
的汇款（移民向家乡汇款），流入低收
入国家，从而减轻了贫困。然而，卫生
人员移民会影响所有人享有卫生保健的
权力，应被认为是一种特殊情况，因而
有理由对其采取不同于对待其他技术人
员的应对政策。

按照合同安排，毕业生同意为雇主工作
一个特定阶段，这称为约定。虽然这一
做法很普遍，但其效果人们并不太了
解，同时对私营教育是不适用的。约定
的经验优劣参半：它能保证覆盖面，但
却带来人员的低绩效和高更替率。

有趣的是所进行的每项调查，即使在加
速移民时的调查都强调指出，多数卫生
人员都更愿意在本国工作，只要他们能
有生活所需的工资，及比较稳定的经济
和政治形势。

改善工作条件。派遣国只靠提高工资不
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移民的结构，因为源
头国和接受国工资的差别太大了。但定
期和准时发放工资至关重要。还需要有
工作场所改革的一套全面措施，解决卫
生人员及其家属的工作条件、交通、住
房和教育问题。专业发展和职业促进的
机会是鼓励留任的推动因素。管理和监
督对提高工作满意度有许多潜力，但如
果做得不好，反而会降低人员积极性，
造成人员流失。

控制移民的政策
无论源头国家还是接受国，都可制定政
策和签订双边协议，以影响熟练卫生人
员迁移。制定政策的基本要求是要有关
于人员储备和流动的足够数据，包括招
聘和减员。

1

鼓励迁移人员回归。对移民积极的组织
管理能够提高他们的福利，不仅在国
外，而且也在他们回国之后。对卫生人

Mensah K., Mackintosh M., Henry L. 所著“发展中

世 界卫 生 专业 人员的 技 术流失 ：制 定 政策 的框
架”。伦敦，MEDACT 杂志，2005 年 2 月。

网址：[http://www.medact.org/article_health.php?articleID=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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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特殊的移民服务，还能帮助他们在外
出时保持与地方卫生机构的有效联系。

到平衡，从而制定了符合伦理的国际招
聘指导原则和行动规则。在过去五年，
国家当局、专业组织和国际机构出台了
许多文件。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
们在参与国际招聘卫生人员的关键角色
之间确立了重要的行为标准。至于这些
规范是否有足够的效力，还有待于观
察。

接受国
投资培养更多的人员。接受国更好调整
人力计划，确保新增劳动力与减员持
平，将会改变劳动市场的性质，并减少
卫生人员从较贫穷国家向较富裕国家移
民的需求。

双边协议。关于卫生服务提供者的双边
协议可以提供一个明确的、经过磋商的
移民管理框架。鉴于移民模式的复杂情
况-国家可能接受许多国家的卫生人员，
并向许多国家派遣卫生人员-所以存在任
何一个国家管理多个双边协议是否可行
的重要问题。

采取负责的招聘做法。许多接受国曾尝
试使用更负责的方式从脆弱卫生系统招
聘卫生人员，如通过行动规则或双边协
议。与培训机构和卫生部/人力规划单位
磋商，将有助于避免被指控为“盗窃”
和其他不光彩的招聘行为。
负责的行为还包括确保公平对待移居人
员：应按当地招聘人员的同等条件招聘
他们，并给予文化指导的机会。

结论
世界多数国家都缺少熟练卫生人员。补
救这种短缺的方法此前主要靠移民，而
不是通过挽留和招聘战略，因此在可预
见的将来随着短缺的增加，移民也将增
加。全球人员流动的代价目前不公平地
由较贫穷的源头国家承担，而受益却集
中在接受国。

支持源头国家的卫生人力资源开发。许
多接受国也是海外卫生发展援助的提供
国。支持可以更直接地用于扩大卫生人
力队伍，以便不仅消除移民的影响，而
且克服实现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中
卫生人力资源的巨大制约。

虽然同等工资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力不能
及的，建立有效的卫生保健系统虽然只
取决于“更好的经济绩效、稳定的政治
局势与和平的工作环境”，但往往这些
不仅是模糊的目标，而且在“良好管
理”几乎变成全球颂歌的气候里，这些
实际上在倒退。

对源头国家提供直接卫生人力资源支
持。直接支持可以通过志愿卫生人员或
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供。富裕和贫穷国家
之间的卫生机构直接结对，是一种受欢
迎的发展援助形式，它还包括卫生人员
实质性的双向的流动。为了解这些规划
的集体经验做出更系统的努力，无论对
源头国和接受国来说，都会增加短期和
较长期的效益。

由于移民不可能结束，一些源头国家将
需要时间作实质性政策改变，以便在本
国提高卫生人员的数量和地位，因此责
任更多转移到接受国肩上，他们要成为
负责的培养国和招聘国。是提出“有控
制移民”概念的时候了，这是又一个新
的颂歌，有待于付诸一些实际行动。

国际行动
实现国际协调。需要既考虑移居卫生人
员权利，又要考虑源头国家对需要足够
卫生人力的正当关注，为在两者之间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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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不同公共卫生规划卫生人员间的桥梁
引言
卫生部门面临着许多各不相同的挑战，
但只有卫生人员在应对所有这些挑战。
在许多重点之间协调卫生人员的培训、
任务、工作计划、奖励和监督，可以减
少时间的浪费和重复劳动。为实现这一
点，就需要有重点卫生规划之间的合
作，以及国际捐助团体在国家层次上的
联合措施。关键是还需要强有力的集中
领导。将需要全世界机构和角色之间的
合作，以帮助政府卫生部发挥管理作
用。

的储备是有限的。卫生干预措施在竞争
短缺的资源，往往用较高的报酬或其他
刺激作为吸引措施。人员在卫生保健不
同提供者和卫生行动之间相应流动。此
外，在许多国家、卫生辖区和设施中，
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统一的人力资源规
划。因此人员负担过重，他们需要实现
每项规划的要求。
问题延伸到培训和监督。每年举办数以
千计的培训班，以便为具体健康问题提
供更好的保健。每个学习班都将人员从
他们工作岗位调出，造成数十万工作日
的损失，影响了患者的治疗和预防活
动。往往学习班内容重复；宝贵时间浪
费在相同技能的教学。同样，监督也是
割裂的。对每个具体规划的监督视察接
二连三，其实它们本可以用结合的方
式、按协调计划的安排同时进行。

这份政策简报的目的是应对各级规划主
任面临的挑战，以便最佳使用他们的人
员。具体地说，要应对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竞争中的重点规划力图通过使用他
们的财权相互吸引人力资源的做法来实
现他们的目标。

为何需要协调？

建立旨在解决具体卫生问题的国家规
划，每项都有自己的目标，这些本源于
良好的意图。然而，它事与愿违地导致
了各项卫生规划间对卫生人员时间的无
效竞争。最后，这些问题会大大破坏规
划所寻求的卫生目标的实现。

卫生人员必须应对广泛的健康促进、预
防和保健需要。因此卫生人员必须面对
慢性病负担，应对自然灾害、国内冲
突、战争及其后果等突发事件，还要做
出特别的努力，以实现卫生千年目标
（MDGs）。但在许多地方，卫生人力
队伍支离破碎，他们的工作被从一个卫
生目标拉到另一个目标，造成重复劳动
和资源滥用。

同时，对部署卫生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
准备不足，或在一些地方根本没有准
备。2006 年世界卫生报告确定了人力资
源战略，以帮助实现千年目标，解决慢
性病问题，并应对突发事件。为防止分
散和重复劳动问题，有必要协调具体规
划间人力资源，并为突发事件的需要做
出计划。

仅千年发展目标就带来了一系列全球解
决办法和行动，如建立全球防治艾滋
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从而加强了国
家重点规划。在每个国家内部，各项规
划和项目都确定了自己的指标和目标，
要求提供服务和人力资源。但卫生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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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做什么和如何做？

积极性-但这种形式的报酬可能降低其他
人员的积极性，这些人可能就在领取额
外收入的职员旁边工作。协调所有重点
卫生规划的奖励政策，包括设施内和系
统内其他各层次的所有人员，可以减少
明显的不公，因而提高积极性。

更好协调在职培训和尽可能分散培训
卫生培训团体的成员与政府、国际机构
和非政府组织一道，必须审查针对具体
卫生需要的教学模式，以便协调它们的
内容。培训课程可以汇总，以反映卫生
人员实际每天为之工作的不同规划重点
的所有任务。模仿变换角色的措施，例
如从腹泻病控制转移到儿童疾病综合管
理，可以大大减少离开工作岗位接受培
训损失的时间。还必须探讨增加分散培
训、现场培训和远程教学，包括电子卫
生课程，以减少人员在工作岗位的缺
勤。

重新考虑服务活动和责任
可以有效地采取两条规则，以帮助卫生
人员实现赋予他们的许多要求：简化任
务和委托责任。例如简化所有基本任
务，是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的第一要
素。卫生部门内外所有能掌握的人力资
源，从非专业志愿人员到高度熟练人
员，都被视为潜在的“接种员”和监测
官员。

综合监督

此外，某些服务可由下一级人员提供。
例如将疟疾诊断委托给使用乡村显微镜
的志愿卫生人员，证明是可靠的，并改
进了疟疾治疗。在许多地方，一些服务
任务可以从医院转到初级保健。

必须组织国家卫生部门，将重点卫生规
划紧密结合起来，以减少分散监督。县
区卫生当局要有能力对各项重点卫生规
划的综合监督起到归口管理作用。委派
一名监督员总管现场视察任务可以提高
效率。

与患者合作

例如，乡村妇幼卫生巡回活动可以与其
他现场重点卫生干预相结合（如分发和
用杀虫剂浸泡蚊帐），但计划这些活动
常常由各规划主任进行，而他们可能没
有得到合作的授权。另一个例子是，为
具体任务提供的车辆本可以很好用于结
合的活动，但地方规划主任可能缺乏授
权，不能这样使用。将需要包括国际捐
助团体在内的各级支持，以实现联合监
督的目的。

广泛的证据表明，旨在促进患者在预防
和控制慢性病中作用的干预措施可以提
高效果和节省人员的时间。患者及其家
属每天为自己所做的事情-包括体力活
动、正确进食、避免吸烟、按时睡眠和
遵守治疗计划-显著影响着他们的健
康。例如卫生组织 300 万/05 年行动表
明，HIV/艾滋病患者能够对 HIV/艾滋病
预防、治疗和保健服务做出重要贡献。
对突发事件做出计划

协调报酬和奖励

如果准备计划到位，并能方便快速启
动，疾病暴发和国家灾害所造成的疾病
和死亡是可以减少的。应急准备要求有
最新的关于现有卫生人员实际能力的数
据库，并有能防止卫生人员重复使用的

为实现其规划目的，重点卫生规划主任
经常接受资金，用于对职员提供补充工
资等特别奖励。意图往往是良好的-通过
帮助确保卫生人员足够收入提高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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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计划。为准备采取管理突发事件的
“指挥控制”措施，国家可能还需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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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卫生人力开发的财政支持
寻找额外资源为何重要？

为支付人员的工资，至少需要人均增加
8.3 美元。

世界正面临卫生人力危机。多数国家-无
论贫富大小-都受到其卫生人员短缺、失
调技术组合或不良分布的影响。许多国
家对卫生部门长期投资不足现在逐步显
露出来，表现为疾病的大流行、老龄问
题或人口膨胀等新的紧急需求。在发展
中国家形势特别严重。没有必要的人力
资源，卫生部门与减贫战略文件和千年
发展目标相关的计划就很可能成为泡
影。因此卫生人员危机是对实现关键发
展指标的限制因素。

全球平均的费用只是指示性的。国家和
区域之间存在着巨大区别。然而，无论
十年或二十年轨迹都需要大量专项资金
投入。这只是与发展未来卫生人力相关
的部分费用。更多的费用将涉及其他需
要的行动，诸如提高奖励以解决人员不
良分布问题，必要时创建新的队伍以达
到合理的技术构成，并增加工资和福
利，以挽留人员。

资金从何而来？

2006 年世界卫生报告 估计，57 个严重
人才短缺的国家需要增加大约 430 万卫
生人员，许多在次撒哈拉非洲和亚洲。
克服这些人员短缺，将要求做出实质性
的财政承诺，以培训更多卫生人员，并
支付他们的工资。2015 年是实现千年宣
言目标规定的期限，为届时根除医生、
护士和助产士短缺，仅快速加强培训这
一项的费用，2006 年世界卫生报告指
出，按 2004 年价格计算平均每个国家
每年需要大约 1.36 亿美元。

为卫生人员增加的资金投入应来自国家
层次的行动，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则
来自国际援助。在国家层次上，国家有
三方面广泛的选择：将更大份额的经费
用于卫生，提高卫生费用的效益，并寻
找更多的收入来源用于卫生。
国家层次
增加用于卫生人员的总经费份额
伦理和政治原理都支持着卫生人员的特
殊性质。没有居民的健康，国家的经济
增长本身就会受到破坏。没有必要的卫
生人员，与卫生相关的关键发展目标就
不能达到。工资等对卫生人员的经常性
支出，不应仅被视为预算中的消费支
出，还应被视为提高国家经济总体效率
的真正投资。

一旦短缺得以克服，按目前工资水平计
算支付这些卫生人员工资的增加费用略
微超过 3.11 亿美元。而设想用为期 20
年的加强培训，则需要的投资每年每个
国家为 8800 万美元。当人员配备充足
时，增加的工资费用会高于这一设想
（因为在 2015 年和 2025 年之间人口将
显著增加，从而对卫生人员需要也相应
增加），达到每个国家 4 亿美元以上。
为满足 20 年期间内培训投资的费用，
平均每个国家需要将人均卫生费用的总
水平每年增加大约 1.6 美元。到 2025 年

许多国家的政府可能还有余力将更多国
内资源的份额用于卫生部门。然而将政
府资源从其他部门转移出来的相关政
策，将可能是国家履行承诺优先发展卫
生部门的重要因素。卫生部门领导人必
须参与对话和磋商，以便取得对必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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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支持。例如增加教育拨款，可能需
要在公共和私营的不同投资来源之间进
行磋商。挑战在于用证据证明，费用的
增加可以带来更多收益，包括经济增
长。

合方法进行。对卫生部门人力资源的国
际支持存在一些可喜的迹象。例如全球
疫苗与免疫联盟最近做出 5 亿美元的五
年预算，用于加强卫生系统；一些双边
捐助者正在对卫生人力行动给予财政支
持。

提高效率

虽然围绕应急计划自下而上的预算是行
动的理想途径，然而有必要制定集资指
导原则，以便确保得到的回应与需要相
适应，并使国际社会能围绕它进行动
员。考虑到国际卫生发展援助的总流量
（2004 年大约每年 120 亿美元），2006
年世界卫生报告提出了 50:50 原则-即这
一集资的 50%用于加强卫生系统，其中
至少一半用于支持应急卫生人力计划。
这一按比例投资的原理关系到卫生人员
对运行中卫生系统的信任，以及对人力
战略专用资金的需要。

只要提高效率，在政治舞台上就有更多
理由为卫生部门人力资源增加资金投
入。更有效使用资源有助于进一步扩大
资金。然而许多国家存在重大漏洞的证
据。例如在一些国家卫生和教育部门进
行的一项评价国内公务员行为的公共支
出追踪调查发现，卫生部门政府工资表
上的人员 2.4%是虚报人员。还发现缺勤
是一个重大问题，39%的人员缺勤没有
站得住的理由。这便造成总体人员 10%
时间效率的损失。根除人员虚报和缺
勤，以及通过寻求外来服务降低成本，
可以提高效率。

公共财政限制情况如何？
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财政可持续性的
努力中，国际财政机构和财政部长们使
用了公共卫生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比率
等标准，以确定上限。

寻找资金的新来源
•

定向税收：为公共部门卫生保健集
资，一般税收收入不应被认为是唯
一的资金来源。特殊税收-如针对烟
草或酒精消费的税收-可以专用于卫
生支出。特别卫生彩票也是一项可
能的收入来源。

•

保险计划：社会健康保险、私营健
康保险、社区健康保险和医疗储蓄
账户都是卫生部门集资的可能手
段。

•

私营部门：私营部门的雇主可能有
潜力对卫生费用作更多贡献，特别
是与健康和安全要求相关的费用。

对卫生部门最明显的影响，是在公共机
构就业中卫生人员招聘的限制和工资的
停滞不前。某些地区对雇用人员的工资
拖欠限制着卫生服务的扩展，并造成卫
生人员失业。例如减贫战略往往明确提
到这些限制。许多国家当局因此在控制
雇用卫生人员，因为他们对这些规定找
不到一个办法。
认识到有必要扩大卫生财政的空间（即
为卫生经费让出更多预算空间），要求
对卫生及其人员破例提供公共资金投
入。为磋商对卫生人员财政空间的保
护，卫生发展界将需要与财政部、国际
财政机构和主要国际出资机构进行有效
接洽。

国际层次
在发展中国家，动员大量资金，以满足
扩大卫生人力队伍集资的需要，这必须
通过改进政府预算与国际发展援助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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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扩大人员队伍的公共财政支持的部分
关注，在于政府对人员整个职业生涯中
支付工资的能力。由于国家不愿意使自
己陷于无法维持的公共债务，他们需要
预知捐助机构的长期支持。然而捐助资
金是当前政府重点的表现，而长期确保
或保障支持的机制一般不是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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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长期加强卫生人力筹集资金的挑
战，不可能摆脱更广泛的卫生资源动员
的困难境地。勇敢承诺和新的机制可能
有助于提供对全球援助流量更大的预知
性。这些必须辅之以加强卫生部门持续
性集资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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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补充通力合作，增进健康：2006 年世界卫生报告，这份政策简报的目的是对全世
界制定和执行卫生政策的人们提供帮助。简报针对的问题如下：
•

加强卫生人力的信息和研究：行动战略

•

投资教育以扩展能力和终生学习

•

充分利用现有卫生人力

•

应对卫生人员移民的复杂挑战

•

构筑不同公共卫生规划卫生人员间的桥梁

•

对卫生人员开发的财政支持

简报在陈述一个问题之后，便提出解决办法，其中许多取自国家经验。 简报的设计有
益于鼓励人们按地方需要和地方语言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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