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在医疗条件极为不发达的地区，无数地球同胞饱受伤病折磨。 拥
有平静生活的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炮火的侵袭为人间带来了怎样致命的苦难。 我们或许在
电视上看见过负伤者被送到手术室的镜头，但更多的是许多生命在挣扎中消失殆尽，根本
没有任何获取医疗的机会。 在这样极不稳定的局势中，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秉持人道救
援理念的国际公益组织———“无国界医生”，担当起了国际救援的使命。

1971 年在巴黎成立的“无国界医生”组织(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 MSF)，是一个由各
国专业医学人员组成的国际性志愿者组织，也是全球最大的独立人道医疗救援组织。 在最
危险、最有需要的地方践行人道理念、实现公益价值，是这个组织带给世界的全球性礼物。
《公益时报》记者本期特别连线“无国界医生”驻华代表、北京负责人谷庆辉医生，了解“无
国界医生”组织的管理模式及捐赠善款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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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庆

专访“无国界医生”驻华代表谷庆辉：

善款来源于个人以保中立

《公益时报 》：加入 “无国界
医生”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

谷庆辉：“无国界医生”的救
援前线不仅需要医疗人员，也需
要后勤、财务、人力资源等非医
疗人员。 想成为救援人员，首要
是必须有人道精神，愿意为了帮
助他人奉献自己的宝贵时间（外
科、麻醉科、妇产科的医护人员
申请， 可以出较短时间的任务，
为期 3 个月，其他救援人员需要
9 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暂别自己
的家人和熟悉的环境。 另外，还
需要有两年或以上的专业工作
经验，会一门流利的外语如英语
或法语，申请人如能操英法双语
会被优先考虑。 救援人员也需要
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应
付压力的能力。

《公益时报 》：作为 “无国界
医生”这样一个国际性非营利组
织 ，是如何在数十年中 ，在走过
数个国家后 ， 还能始终保持中
立、独立、不偏不倚的公益立场？

谷庆辉 ： 从 1971 年成立至
今，“无国界医生” 工作在冲突、
疫病、灾难之地，都严格遵守国
际医疗守则，以及中立、独立、不
偏不倚的人道原则。 我们的救援
人员也须同意遵循以下准则：不
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
为身处困境的人们以及天灾人
祸和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提供援
助。 全体成员严格遵循其职业规
范， 是完全独立于任何政治、经
济和宗教势力之外的。

中立就是指的在冲突的地
方， 我们不会偏向任何一方；不
偏不倚，就是我们会按照人们的
需要给予一视同仁的援助，不论
他们来自什么背景。 因为“无国
界医生”工作的地方有六成及以
上都是局势不稳或者武装冲突
的地方，这些原则也是保护我们
的最好的工具。

独立主要依靠全球 570 万
捐款者，占了所有捐款的九成以
上，这使得我们能够按着我们对
人道情况所做的独立的专业评
估，根据人们的需求如何展开独
立的救援工作，而不受任何外来
压力影响。 同时，独立并不是说
我们会不顾实际情况，我们去到
任何地方，也会介绍我们的工作
和原则，充分与当地沟通，获得
当地的许可，以便我们的项目可

以顺利进行，对病人的医疗项目
不会突然中断。

我们要将医疗人道救援准
确且最大效率地传递给有需要
之人， 同时确保我们的病人和
医疗人员的安全， 就需要有独
立运作和不受恶劣环境影响的
能力，以及坚守中立、不偏不倚
的立场。

《公益时报》：“无国界医生”
这样一个大型的全球组织，势必
需要一个非常高效的管理模式，
能简单介绍一下机构在组织管
理方面的经验吗？

谷庆辉 ： 在全球 60 多个救
援项目上， 有 3 万多名员工，每
年约有 6000 人次的国际救援人
员参与救援行动，他们来自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六成是
医护人员， 四成是非医护人员。
因为救援是非常系统的工程，不
仅要有医护人员的存在，还要有
负责建筑、人力调度、项目统筹、
财务、电、通信、车辆、物资供应
等人员，这些一线人员在救援项
目最前线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培
训当地员工。 当地员工占到前线
项目人员的九成，当地员工可以
增加“无国界医生”对病人需求
和当地文化的理解，他们也可以
使得“无国界医生”离开后，当地
有质量的医疗服务可以延续下
去。

前线项目的工作人员并非
孤立无援， 我们在布鲁塞尔、阿
姆斯特丹、日内瓦、巴塞罗那和
巴黎有五个行动中心。 行动中心
负责管理和监管全球 60 多个地
方的 450 多个救援项目，中心人
员也会留意各地发生的天灾人
祸，并在最短时间内动员紧急支
持人员及物资协助救灾。

行动中心的主要部门，包括
主管项目的行动部、危机爆发时
率先赴现场的紧急行动组、提供
专门技术和策略支持的医疗部
（有卫生资讯系统、 药物和药房
管理、医院管理、医疗项目研究、
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传染病控
制与回应等专门的部门）、 后勤
部（有物流供应、资讯科技与通
讯、电力、饮用水及卫生设施等
专家）、 前线人力资源部和财务
部等。 这些部门确保组织支持前
线项目寻求创新，不断探索更好
的方法来救助生命和改善更多

人的健康状况 。
“无国界医生”成
立了 10 个专门机
构以增加效率，这
些机构负责特定
的工作，包括人道
物资供应、流行病
学和医学研究等。

在行动中心
以外，“无国界医
生”还在全球设有 21 个办事处，
负责招募救援人员、筹款和介绍

“无国界医生”的工作，这些资源
则由行动中心来统筹，确保资源
用在需求最大的地方。

《公益时报》：据了解，“无国
界医生 ” 在 2015 年超过一半的
筹款用在非洲地区，近 30%的筹
款用于亚洲和中东。 而在中国，
“无国界医生” 目前没有救援项
目，这些意味着什么？

谷庆辉：“无国界医生”是一
个需求驱动的组织，决定在哪里
开展项目都是要经过专业的评
估， 依当地的人道需求而定，我
们也不断审视自身的行动，是否
有将人道需求送到最有需要的
人手上。 相对而言，非洲的许多
国家较多受到冲突、疫病、灾难
的影响，医疗系统也较薄弱。“无
国界医生” 自 1988 年开始在中
国工作，但随着中国在过去二十
多年的发展，我们在中国的工作
重点也要做相应调整。

在“无国界医生”进入中国的
早期， 我们主要是为遭受天灾的
灾民提供紧急援助。上世纪 90年
代， 我们看到国内有比较大的资
源可以迅速投入到救灾方面，于
是将工作重心转移至脆弱人群。
工作包括培训乡村医生、 修建医
院、支援医疗机构，并为生活在偏
远地区的人群提供基础医疗护
理。2003年，“无国界医生”与中国
卫生部门合作， 在湖北省襄樊市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开办免
费的艾滋病综合护理及治疗项目
并分别于 5 年、7 年后顺利交接。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无国界医
生” 为灾民提供了紧急救援和心
理支援，这之后，“无国界医生”开
展了一些小型天灾后的应对。 自
2014年开始，“无国界医生” 没有
在中国开展救援项目。

在过去的几年里，“无国界
医生”越来越看到中国发生的巨

大变化，“无国界医生”目前在中
国以代表和交流为工作重点，希
望能够与中国的有关机构、研究
者一起致力于全球公共卫生治
理的推进和改善。

目前，国内一些机构和个人
都开始走出国门，在不发达地区
和国家提供援助，其中很多地方
也是“无国界医生”有救援项目
的地方。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公共
卫生治理上的作用也越来越显
著， 以西非爆发埃博拉为例，
中国在疫情爆发后展开积极应
对，不仅作出捐赠，还派遣医务
人员去到对抗埃博拉的最前线，
以及培训当地医务人员治疗埃
博拉感染者。“无国界医生”希望
跟相关部门和机构在双方都感
兴趣的公共卫生、紧急医疗等议
题上有更深入的交流和分享。

此外，中国以比其他地方都
要优惠的价格生产很多药物制
品。 例如，中国已经确认了 14 项
产品将于不久的将来参与世界
卫生组织的预认证，其中包括戊
型肝炎疫苗、霍乱、伤寒、HPV 疫
苗和脊髓灰质炎疫苗。 这些都有
可能在“无国界医生”项目上使
用，惠及“无国界医生”在救援前
线的广大病人。

《公益时报》：“无国界医生”
在执行任务时 ， 每个月有 1000
欧元的津贴，这笔钱会直接汇入
个人账户中，在驻地每个月会有
当地货币发放的生活补助，供医
生购买日常用品。 请问以上就是
加入 “无国界医生 ”享受的所有
待遇吗？

谷庆辉：因为“无国界医生”
招募的都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
因此提供的津贴和补助并不能
等同于救援人员在自己原本工
作的国家和地区的收入， 因此，
“无国界医生” 在招募救援人员
时会着重考察救援人员的人道

精神。
在此基础上，无国界医生所

提供的待遇包括： 约 1000 欧元
的每月津贴、少量当地货币发放
的补助、往返经济舱机票、合约
期内的住宿及交通费用（包括出
席任务简介和汇报会、 医疗、行
李、职业责任、意外、运返及航空
保险、项目前后的身体检查）。

除了实质的得益，救援工作
亦带来许多无形的收获。“无国
界医生”的工作极具挑战，因此
救援人员可以获得个人和专业
经验，让个人能够实在地帮助有
需要的人。“无国界医生”鼓励救
援人员在完成首个任务后，继续
参与救援工作。 当救援人员积累
丰富和不同的前线工作经验后，
将有机会晋升为管理人员，如后
勤统筹、医疗统筹、项目统筹或
项目总管，在更大的空间里发挥
个人的所长。

《公益时报》：“无国界医生”
2015 年的收入是多少？ 其中公众
筹款和私人捐赠的比例是多少 ?
“无国界医生” 是如何向公众保
证捐出的善款真正用在了该用
的地方？

谷庆辉 ：“无国界医生”2015
年的收入超过 14 亿欧元， 其中
94.9%来自全球 570 万普罗大众
的捐款。“无国界医生”非常重视
救援工作的独立性，致力维持大
部分的经费来自私人捐款，尤其
是个人捐款者，以确保工作不受
任何政治、 宗教或经济因素左
右，使我们能够独立和不偏不倚
地提供医疗人道救援。 我们坚持
将最少八成捐款用于救援项目
上，例如 2015 年，行政开支占总
支出 5%。 此外，我们每年的财政
报告均经由专业的国际会计事
务所审核，并会在不同平台上公
开，例如无国界医生网站，确保
大众可以监察“无国界医生”如
何使用捐款。

� � 在“无国界医生”设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塔里医院的救援项目上，四名妇女正在
等候问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