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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團隊赴巴新 中藥智慧助島民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今日在巴

抗瘧項目六成果

布亞新幾內亞（巴新）首都莫爾茲比港開幕。
這個位於太平洋西南部的島嶼國家，曾是全

2 培訓衛生中心技術人員和村抗瘧員300餘人

球與文明世界接觸最晚的國家，被不少環球

3 完成民眾普及防瘧知識為主的健康教育

旅行家視為人生到訪的「最後一站」。今年

中醫懸蒿驅疾
死神肆瘧瘧群島

1 完善三級抗瘧系統

■ 採自基里
維納島土著居
民的血樣。
民的血樣
。
香港文匯報
記者李理 攝

4 完成了三輪全民服藥，送藥到戶，看藥到口
5 完成了服藥前後瘧疾流行病學監測
6 完成了人口登記

1 月份，一群中國人登上了靠東邊的基里維納島。和生活在高地
地區的土著第一次見到白人時驚恐的反應不同，這群打算用青
蒿智慧消除瘧疾的中國人受到當地社群的極大歡迎，留下了人
■ 巴新當地居民
巴新當地居民。
。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理 攝

類學意義上中國與卡圖馬族「第一次接觸」值得記錄的珍貴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理 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面。

■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李理 巴布亞新幾內亞報道

日之前的世界》
》一書的作者戴
《昨日之前的世界
蒙德教授，
蒙德教授
，1964 年在新幾內亞

進行調研時發現，由於飲食健康
進行調研時發現，
由於飲食健康，
，糖尿
病、高血壓
高血壓、
、中風
中風、
、心血管疾病和癌症
在新幾內亞農村鮮有發病。
在新幾內亞農村鮮有發病
。常引發死亡
的反而是幾乎已在文明社會中被消滅的
瘧疾和寄生蟲病。
瘧疾和寄生蟲病
。
鄧長生是廣東新南方中醫研究院全球
清除瘧疾研究中心副主任，
清除瘧疾研究中心副主任
，他是中國唯
一仍堅持在非洲、
一仍堅持在非洲
、南大洋洲等瘧區開展
青蒿素抗瘧研究團隊成員。
青蒿素抗瘧研究團隊成員
。站在剛落成
不久的中國巴新瘧疾防治中心裡，
不久的中國巴新瘧疾防治中心裡
，鄧長
生說，
生說
，他有一個樸素的願望
他有一個樸素的願望，「
，「青蒿素
青蒿素
是中醫藥給全世界人民的禮物。
是中醫藥給全世界人民的禮物
。我希望
幫助巴新民眾擺脫瘧疾困擾，
幫助巴新民眾擺脫瘧疾困擾
，培養一支
巴新瘧疾防治隊伍，
巴新瘧疾防治隊伍
， 加快巴新消除瘧疾
進程，
進程
，增強中巴友好
增強中巴友好。」
。」

推動全民服藥 降人群帶蟲率

巴新此前一直採用以滅蚊防蚊為主的
傳統抗瘧措施，見效緩慢
傳統抗瘧措施，
見效緩慢，
，政府急於尋

■ 巴新被視為全球旅行
巴新被視為全球旅行家
家
的
「最後一站
最後一站」
」
。圖為當地的
第一架飛機。
第一架飛機
。 受訪者供圖

■ 基里維納島原著
居民。
居民
。 受訪者供圖
找新的抗瘧策略以實現 2030 年清除瘧疾
的目標。
的目標
。鄧長生團隊和巴新衛生部經過
反覆論證，
反覆論證
，最終選擇靠近旅遊勝地阿洛
陶的基里維納島作為試點。
陶的基里維納島作為試點
。
鄧長生介紹道，
鄧長生介紹道
，從今年三月份開始
從今年三月份開始，
，
他們在島上進行了三輪全民服藥工作。
他們在島上進行了三輪全民服藥工作
。
島上 14 個村採血調查顯示
個村採血調查顯示，
，服藥前調查
人群平均感染率為 18
18%
%，其中木努瓦塔
村（Munuwata
Munuwata）
）
感染率最高為 33
33..68
68%
%。

項目實施第四個月，平均感染率為
0.3%；項目實施第七個月
項目實施第七個月，
，平均感染率
為 0.4%。三輪全民服藥後
三輪全民服藥後，
，人群帶蟲率
比之前下降了 98
98%
% ， 基本達到預期目
標。

「80
80後
後」成員：真切助人很滿足
身為團隊成員之一，「
身為團隊成員之一
，「80
80 後」醫生張
震焱博士說，現在國內的年輕一代已經
震焱博士說，

很少有人聽說過瘧疾，只是偶爾在父輩
很少有人聽說過瘧疾，
口中得知在中國以前國力孱弱的時候，
口中得知在中國以前國力孱弱的時候
，
不少人因為 「打擺子
打擺子」（
」（舊時鄉間對瘧
舊時鄉間對瘧
疾的俗稱），
疾的俗稱
），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
「我們在島上沒有純淡水可以飲用
我們在島上沒有純淡水可以飲用，
，
也無法及時向家裡人報平安，
也無法及時向家裡人報平安，但是一想
到我們能夠用中國方案解決巴新問題，
到我們能夠用中國方案解決巴新問題
，
真真切切幫助他們就感到十分滿足。」
真真切切幫助他們就感到十分滿足
。」
張震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震焱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雖然這是
基里維納島土著第一次和中國人接觸，
基里維納島土著第一次和中國人接觸
，
但中國人扶危濟困的形象已經深入當地
民眾的心裡，「
民眾的心裡
，「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
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
，
他們把油庫僅有的 100 升柴油讓給我們
用，讓我十分感動
讓我十分感動。」
。」
鄧長生也表示，
鄧長生也表示
，他們離島時給當地建
立了三級抗瘧體系，
立了三級抗瘧體系
，但瞻望前路
但瞻望前路，
，最希
望以示範區為「
望以示範區為
「點」帶動巴新全國滅瘧
的「面」，
」，以滅瘧成效為基礎
以滅瘧成效為基礎，
，吸引國
際援助資金及堅定巴新滅瘧意願，
際援助資金及堅定巴新滅瘧意願
，逐步
實現巴新基本控制和消除瘧疾的目標。
實現巴新基本控制和消除瘧疾的目標
。

■ APEC 峰 會 今 日 在 巴 新 開 幕 。 在 通 向
APEC 會議中心的必經之路上
會議中心的必經之路上，
，有一面塗鴉
牆，牆上繪着當地民眾和參與援建的人攜手
共建巴新未來。
共建巴新未來
。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理 攝

來自亞洲開發銀行的統計
表明，巴新目前有 350 萬就
業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從事
零售批發營生的小販和農業
人口。過去數年，到巴新投
資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為
當地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
位。其中，建築業容納的新
增就業人口數量最多。
■ 中國醫療
團隊首登基里
維納島。
維納島
。
受訪者供圖

最高禮儀迎接「珍貴」陳米獻客
鄧長生的同事胡艷山對第一次上島的情形記憶
猶新，「從阿洛陶坐貨船過去整整用了 25 個小
時。 三天的考察下來第一印象是像回到了一個
世紀以前。沒有電，路是二戰留下的，主食是薯
類，島上的人最後一次見到牛還是上個世紀 70
年代的事，整個島上沒有一個醫生。」最讓現代
人感到驚奇的要屬這裡奇特的民風。據說，卡圖
馬族慶祝「甘薯節」的時候，如果有外族男性在
島上逗留，那麼他極有可能會被女性輪姦，對於
當地女性而言，這樣的行為絕不會影響她的感情
與婚姻。
鄧長生接話說，雖然是第一次和中國人接觸，
但是當地民眾明白中國人是來幫他們消滅瘧疾
的，因此都抱着十分感激和歡迎的態度。不過也
鬧了不少笑話，由於島上不產大米，島上的人把
珍藏許久的大米當作珍饈端給客人，結果鄧長生
他們嚥下這些發黃的陳米後才發現，當地人吃的
是「椰子水煮海參」，「我們後來就要求和當地
人吃一樣的木薯和椰子。」

當地青年：中企高效不失公平
今年 29 歲的馬瑞瓦（Mareva）今年成功應聘成為中
國港灣巴新公司的一名司
機，他說：「我和中國人一

起工作時感受到的最大快樂
就是公平。他們不僅工作有
效率，對待本地員工也格外
尊重，大家共用一樣的工作
規則來行事。」
對於歐美企業不願到巴新
設立公司，馬瑞瓦笑稱，除
非獲得超高暴利，不然他們
不會來。「他們一方面是被
莫爾茲比港的治安嚇壞了，
另一方面是他們根本放不下
紐約和倫敦優渥的生活。」
馬瑞瓦坦言，由於地緣接
近，一般的巴新民眾還是對
澳洲更有好感，擠破頭也要

■ 今年
今年29
29歲的馬瑞瓦
歲的馬瑞瓦。
。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理 攝
去對岸給人家打工。但他卻
不會這麼做，「我想建設自
己的家園，更何況中國未來
會與我們走得更近。」馬瑞
瓦說。

想去中國公司

落戶中企漸多 增就業促發展
準畢業生求職：

■ 鄧長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理 攝

「姓名約書亞（Joshua）， 性別男，年齡 23」，這
是一份求職簡歷的開頭，主人屬於即將從巴布亞新幾內
亞大學走向社會的畢業生。
約書亞是巴新全國每年僅約 8,000 名能夠獲得大學教
育機會的佼佼者之一。在當地，光是每年的學費就要 1
萬至2萬基納（約合港幣2.5萬元至5萬元），相當於當
地一名全職工一年的薪資，所以獲得上大學的機會十分
不易。
然而，約書亞對自己的未來就業並不樂觀。他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由於這兩年經濟下滑得厲害，就算大學
能夠順利畢業也不一定能夠謀求一份理想差事。
約書亞稱，雖然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在APEC期間
每天都會刊登大幅廣告，標榜他們促進了當地就業，但實
際上只是杯水車薪，「反而是最近幾年來巴新投資的中國
企業越來越多，我最想去像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

巴新記者訪華歸：想過中國生活
在從菲律賓首都馬尼拉飛往莫爾茲比
港的夜航航班上，抱着熊貓毛絨玩具的
吉奎琳（Jacklyn）和她的同事格外引人
矚目。身為國家電視台記者，她和攝影
師一行剛從中國采風歸來，積累的素材
準備在 APEC 期間播出，「真是太震撼
了，我希望中國的今天就是巴新的明
天，我們想過上和中國人一樣的幸福生
活。」
今年 4 月底，全國記協首次組派中國
新聞代表團到巴新進行新聞交流和考
察，一舉打開了中國和巴新新聞交流的
大門。目前在巴新，由於缺電和經濟水
平發展受限，人們獲取新聞主要是通過
《信使郵報》和《國民報》。全國只有
五家電視台，除了一家新成立主要播出

宗教節目的電視台外，其餘四家分別是
國營 NBC、MTV、名叫理查德的斐濟
人所轄PNG以及愛爾蘭人控制的電視一
台TVONE。
吉奎琳稱，「生活在城市裡的中國人
大部分都過上了數字化的生活，互聯網
滲透到各個方面。可是我們國家的網速
還停留在互聯網發明之初不久，網購更
像是部落裡的巫術一般天方夜譚。」

媒體「嚴陣以待」聚焦中方動態
吉奎琳說，APEC 是今年巴新新聞界
的「大戰」 。無論是電視台還是報紙，
都不惜節目時長和版面，全方位進行報
道。他們會事無鉅細地追蹤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巴新的一言一行，希望從這

個大國領袖口中聽到更多中國給巴新的
實惠。
和吉奎琳一樣，供職於 PNGTV 的奎
媞娜（Quintina）去年也曾在中國參加
一個記者培訓項目，她最近正在忙於製
作周播節目「通向 APEC」之路。她在
簡陋的演播室中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節目中有很多內容和中國有關，其中有
一期主題就是中國幫助巴新修築了通向
繁榮的道路。
「現在中國企業讓我們的首都四通八
達，我希望他們未來還能把整個國家都
連接起來，讓生活在農村地區的人也能
享受到出行的方便。」 奎媞娜說她會搶
佔有利位置，全面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巴新的國事訪問。「貿易、貿

■ 供職於
供職於PNGTV
PNGTV的奎媞
的奎媞娜
娜（Quintina）。
受訪者供圖
易、貿易」，她一連說了三次這個詞，
「如果說我們最期待習近平主席能給我
們帶來何種訊息，我希望是促進我們雙
邊的貿易，這對數百萬計的巴新小生意
人實在是太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