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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埃博拉 

参加我国第三批援塞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的 CFETP 师生圆

满完成任务回国 
2015 年 3 月 30 日，我国第三批援助塞拉利昂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圆满完成在赛期间

的各项任务回国。 

 
此批 16 人的培训队，由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 (CFETP) 常务副主任、指导教师

施国庆担任队长，另有 3 位 CFETP 在训学员和 3 位毕业生。其中，第十三期学员来学惠 

(女) 和姜海是 CFETP 首批派出参加援非抗疫的在训学员，第十三期学员郑灿军为中国疾

控中心派出的疟疾防控专家；第十期毕业生涂文校、李新旭为中国疾控中心派出的卫生应

急、结核病防控专家，第六期毕业生邓立权为吉林省疾控中心派出的传染病防控专家。 

这些 CFETP 指导老师、在训学员和毕业生，自 2015 年 1 月 27 日启程赴塞拉利昂执

行援非抗疫任务，共在塞拉利昂工作 60 个日夜。他们充分利用自身现场流行病学专业优

势，积极推广我国防控急性传染病的理念和经验，开展广泛的社区人群培训，设计和组织

实施埃博拉知信行、疟疾防控等领域的专项调查，在第三批援塞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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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TP 第十三期在训学员来学惠、姜海和第六期毕业生邓立权 
在塞拉里昂完成基层卫生保健人员培训任务返回驻地 

参加我国第三批援塞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的 CFETP 师生凯旋 

 (CFETP–13 来学惠 供稿 / 供图)  



Newsletter of the CFETP                                     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工作简讯 
 

2015 年第 3 期  第 3 页 
 

CFETP 第十三期学员肖林等随我国第四批援塞公共卫生师

资培训队执行抗疫任务 
CFETP 第十三期在读学员肖林、孙校金和姚建义，随我国第四批援塞公共卫生师资

培训队出征，于当地时间 2015 年 3 月 20 日上午顺利抵达塞拉利昂。 

根据职责分工，肖林 (下图三排左四) 主要负责撰写培训队的每日工作进展报告、周

报信息及每日例会记录，参与塞拉利昂西区 3 个行政村的埃博拉出血热病例监测、密切接

触者追踪管理等防控工作；孙校金 (下图一排左四) 协助负责物资管理，并参与西区 3 个

行政村的埃博拉出血热病例监测、社区卫生保健站的培训等工作；姚建义 (下图三排左五) 

主要负责培训队的物资和经费保障。 

 

我国第三批、第四批援塞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与塞拉利昂西区卫生局工作人员合影 

经过与第三批培训队近一周的工作交接，肖林等 CFETP 学员已能独立开展相关工作。

自 3 月 26 日起，CFETP 学员随第四批公共卫生师资培训队在前期队伍工作基础上，开始

在塞拉利昂西区 3 个行政村开展埃博拉出血热防控技术培训和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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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TP–13 期学员肖林 (二排右四)与塞拉利昂西区 3 个行政村埃博拉监测调查员合影 

 (CFETP–13 肖林 供稿 /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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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TP 抽调第三批学员在中国疾控中心参加埃博拉出血热

疫情应对工作 
2015 年 3 月 1 日，CFETP 抽调第三批学员到中国疾控中心卫生应急中心参加埃博拉

出血热疫情应对工作。黄君、陈宏标、封小林、姜璎慈及崔哲哲等 5 名 CFETP 第十三期

学员，与前一批参加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应对工作的 CFETP 学员杜道法、汤少培、吴朝学、

向伦辉及常彩云进行了工作交接。 

具体交接分三方面进行：首先，杜道法总结了前一批学员的工作分工及重要产出，并

提出了今后的工作重点与挑战；然后，前一批学员分别介绍了各自负责的具体业务，尤其

针对“昨日重要信息”、“西非三国专题”、“风险评估”、“来华监测”等重点内容，进行了

详细讲解与答疑；最后，卫生应急中心张彦平主任对新一批学员的具体操作进行了考核，

保证了交接工作的质量。 

新一批参加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应对工作的学员推选黄君为组长。目前，在卫生应急中

心周蕾老师的带领下，5 名 CFETP 学员分工明确，各司其责，顺利开展着各项日常工作。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CFETP 学员将结合自身的毕业任务，尽最大努力为我国应对埃博拉

出血热疫情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CFETP–13 陈宏标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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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信息 

CFETP 与全球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和公共卫生干预网络主任

座谈交流 
2015 年 3 月 23 日上午，应中国疾控中心邀请，全球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和公共卫生干

预网络  (Training Programs in Epidemiology and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Network, 

TEPHINET) 主任 Dionisio Herrera-Guibert 博士到南纬路 CFETP 办公室进行座谈交流。 

中国疾控中心教育培训处处长兼 CFETP 主任罗会明、CFETP 荣誉顾问曾光、CFETP

副主任马会来及 CFETP 项目老师参加了座谈。首先，马会来副主任向 Dionisio 

Herrera-Guibert 博士介绍了 CFETP 的建立、发展、毕业学员、成效和发展规划等内容。曾

光老师以“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在中国的良好实践”为题介绍了 CFETP 成立以来所开展的

重要调查。Dionisio Herrera-Guibert 博士介绍了 TEPHINET 的建立过程、宗旨、目前成员

发展情况，并专题介绍了近期准备开展的现场流行病学项目认证。CFETP 对 Dionisio 

Herrera-Guibert 博士提出的关于 CFETP 学员来源、毕业生去向、学员网络建设、与省级

FETP 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回答和探讨。Dionisio Herrera-Guibert 博士建议 CFETP 将有关

培训内容和进展情况通过 TEPHINET 网站进行分享和展示，以便让更多的国家和组织了

解 CFE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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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结束后，Dionisio Herrera-Guibert 博士与目前正在接受核心课程培训的 CFETP 第

十四期学员进行了交流，鼓励大家认真学习，在现场实践中积累经验，不断提升包括现场

工作能力在内的各项能力。 

 

中午，中国疾控中心冯子健副主任专程与 Dionisio Herrera-Guibert 博士会面，欢迎

TEPHINET 主任的到访。双方就中国公共卫生本科教育、中国疾控中心援助非洲抗击埃博

拉疫情以及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等内容进行了广泛交流。 

 

 (CFETP 申涛 供稿  / 王冬森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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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TP 与 TEPHINET 及 SAFETYNET 专家访问广东省和

广州市疾控中心 
2015 年 3 月 24–26 日，CFETP 主任罗会明、荣誉顾问曾光、副主任马会来、行政办

公室主任吕梅和指导教师申涛，TEPHINET 主任 Dionisio Herrera-Guibert 博士，东南亚现

场流行病学培训和技术网络 (Southeast Asia 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and Technology 

Network, SAFETYNET)秘书长 Maria Consorcia Lim-Quizon 博士、高级技术官员 Maria 

Concepcion Roces 博士和理事会成员 Sok Touch 博士访问广东省和广州市疾控中心。 

访问广州市疾控中心期间，广州市疾控中心王鸣主任介绍了该中心成立、发展及作为

广东省 FETP 培训基地的情况，CFETP 第九期毕业生沈纪川介绍了接受现场流行学培训和

毕业后的工作情况，SAFETYNET 专家介绍了菲律宾和柬埔寨 FETP 的情况。与会人员交

流讨论了 CFETP 及广东省 FETP 对广州市疾控中心人员能力建设的作用。 
 

访问广东省疾控中心期间，广东省疾控中心张永慧主任、林锦炎副主任和宋铁副主任

参加了座谈会。宋铁副主任介绍了广东省疾控中心的建立、组织架构和发展情况，传染病

所何剑峰所长介绍了广东 FETP 的创立、组织结构、运行和发展。CFETP 第五期毕业生袁

俊、李苑和第六期毕业生钟豪杰分别介绍了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及体会。深圳市疾控中心传

染病防制科副主任梅树江介绍了深圳市 FETP 的建立和运行情况。深圳市宝安区疾控中心

科教科主任吴泰顺介绍了该中心作为 CFETP、广东省 FETP 和深圳市 FETP 培训基地的相

关情况。Dionisio Herrera-Guibert 博士介绍了 TEPHINET 的建立、原则和职能。SAFETYNET

专家介绍了菲律宾和柬埔寨 FETP 情况，特别提到菲律宾 FETP 为提高学员管理能力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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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设管理学相关培训内容。与会人员就如何发挥 TEPHINET 的交流沟通作用进行了深入

讨论。座谈会结束后，访问专家参观了广东省疾控中心的学术成果展示厅、实验室、应急

物资储备仓库、应急救援车队、应急指挥中心等地。曾光老师为广东省 FETP 的学员进行

了专题讲座。 

 

 

此次广东之行，使国际同行对我国省级和市级 FETP 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今后进一步

沟通提供了基础。 

 (CFETP 申涛 供稿 / 郭波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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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PHINET 主任回信祝贺、感谢 CFETP 及广东省 FETP

和深圳市 FETP 
TEPHINET 主任 Dionisio Herrera-Guibert 博士对 2015 年 3 月份来华访问印象极为深刻，

特意在回国一周后回信，对 CFETP 和广东省 FETP、深圳市 FETP 及其培训基地所取得的

成绩表示祝贺，并感谢中国疾控中心、广东省疾控中心和广州市疾控中心等相关机构、人

员为此次访问所做的安排。Dionisio Herrera-Guibert 博士认为这次访问让他了解到中国目

前开展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活动，也为探索 TEPHINET 如何更加积极地支持现场流行病

学培训活动提供了的重要机会。 

           (CFETP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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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TP 与 WHO 驻华代表处 EPI 专家商议学员培养事宜 
2015 年 3 月 20 日下午，世界卫生

组织 (WHO) 驻华代表处扩大免疫规

划 (EPI) 组组长 Lance Rodewald 博士、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疫苗评价

室主任安志杰、CFETP 副主任马会来，

共同商谈联合培养学员事宜。 
马会来副主任介绍了 WHO 驻华

代表处与 CFETP 既往开展的合作与交流活动，Lance Rodewald 博士介绍了 WHO 驻华代

表处接收学员实习的审批程序。双方就定期派遣 CFETP 学员去 WHO 实习及联合培养

CFETP 国家级学员的机制、工作方式和活动进行了充分交流。 
                                   (CFETP–13 常彩云 供稿 / 供图)  

CFETP 与 WHO 驻华专家研讨加强合作事宜 
2015 年 3 月 30 日下午，WHO 驻华专家 Chin Kei Lee 博士、Lance Rodewald 博士等

一行 4 人到访 CFETP，与中国疾控中心教育培训处处长兼 CFETP 主任罗会明、CFETP 副

主任马会来就 WHO 与 CFETP 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及 CFETP 学员未来的培养模式等问题进

行了研讨交流。 
双方回顾了在 CFETP 创立、发展过程中，WHO 给予的支持和帮助。罗会明主任介绍

了近期 CFETP 的发展，提出希望能与 WHO 建立长期合作或支持 CFETP 发展的机制，为

CFETP 学员提供现场实习机会，以便更多的学员能够参与到 WHO 在西太区乃至全球的现

场流行病学工作中，与国际专家共同工作，拓展国际视野。WHO 驻华专家肯定了 CFETP
在学员培养方面做出的努力和成果，并表示愿意提供机会，希望和欢迎 CFETP 学员能够

以可行的方式及形式参与到 WHO 的工作中。双方就具体的合作形式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及

双方感兴趣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宋晓磊 供稿 / 徐昌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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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TP 赴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进行工

作调研 
2015 年 3 月 12 日，中国疾控中心教育培训处处长兼 CFETP 主任罗会明率调研组赴

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以下简称环境所)进行 CFETP 培训和研究生教育现场调研。

教育培训处副处长周海城、戴政，CFETP 副主任马会来及项目老师程国防、裴迎新等参

加了本次调研。环境所对本次调研十分重视，施小明所长、张全增副书记、办公室主任姚

孝元、条件服务处处长刘颖及科技处副处长董少霞与调研组针对 CFETP 环境卫生方向学

员的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达成如下共识： 

1. 环境所将积极配合和支持 CFETP 基地建设，提供师资，建立导师指导小组，对到

所内实习的 CFETP 环境卫生方向学员进行带教指导。 

2. 将所内的监测数据适当开放给 CFETP 学员分析利用，满足学员完成专题研究的需

要。 

3. 积极支持所内正在接受 CFETP 培训的员工，开展 CFETP 毕业产出所要求的工作。 

4. 双方将加强沟通、定期联络，促成环境所导师指导小组与 CFETP 项目指导教师对

环境卫生方向学员的现场工作的联合指导，共同促进 CFETP 环境卫生方向的发展。 

 

  (CFETP 裴迎新 供稿 /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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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TP 与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商议学员培养计划 
自 2012 年 CFETP 拓展环境卫生培养方向以来，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共派遣了 4 名业务

骨干参加学习。2015 年 3 月以来，CFETP 第十三期学员刘悦、郝舒欣被派遣到北京市朝阳区

疾控中心实习。2015 年 3 月 31 日，CFETP 副主任马会来、指导教师裴迎新到北京市朝阳区

疾控中心商议学员在培训基地的培养计划。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以下

简称环境所) 副所长徐东群、科技处副处长董少霞，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书明、

张政、魏云芳和业务办公室主任王兆南等参加了座谈会。 

马会来副主任对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成为 CFETP 培训基地以来，在学员培养、与

CFETP 合作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的支持表示了感谢，强调其作为首个接受环境卫生方向学员

的培训基地的重要意义。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李书明、张政和魏云芳副主任分别对派驻学

员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表示朝阳区疾控中心将对 CFETP 学员给予最大力度的支持，希望充

分利用这一互相交流、学习的机会，通过双方的不懈努力不断完善和提高 CFETP 现场培训基

地的各项工作。作为两名派驻学员的单位领导，徐东群副所长表示环境所将积极配合 CFETP

的培训要求，保障派驻学员的基地工作时间，为学员的顺利毕业及能力提升提供支持。 

王兆南介绍了北京市朝阳区疾控中心作为 CFETP 培训基地的工作概况、历年产出及对

学员的要求，裴迎新介绍了 CFETP 学员的毕业和答辩审核程序，两名派驻学员刘悦和郝舒欣

介绍了各自培训产出的完成情况和在基地的培训计划。与会人员对两位派驻学员尚需完成的

基地培养计划、可利用的数据资源和工作进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沟通与交流。 

       (CFETP  裴迎新 供稿 /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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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动态 

CFETP 第十四期学员参加开学典礼暨入学教育活动 
2015 年 3 月 6 日，CFETP 第十四期学员

与中国疾控中心 2015 级在职公共卫生硕士 

(MPH) 一起在昌平园区参加了开学典礼暨

入学教育活动。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

传防处处长余宏杰、教育培训处处长兼

CFETP 主任罗会明、教育培训处副处长戴政、

CFETP 副主任马会来及 CFETP 项目老师等

出席开学典礼。典礼仪式由罗会明处长主持。  

冯子健副主任在致辞中代表中国疾控中心，对顺利通过笔试、面试的 CFETP 第十四

期学员表示祝贺，对新学员的加入表示诚挚欢迎，并感谢学员对 CFETP 的信任。他希望

CFETP 新学员珍视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充分利用在学习期间所获得的知识、经验、人

际网络，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成长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骨干和领军人才。在

目前全球应对埃博拉出血热的背景下，冯子健副主任提醒新学员要注意提高在国际场合进

行跨文化工作、与其他国家人员合作的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公共卫生危机的应对。  

 
传防处处长余宏杰作为导师代表发言。他结合自己参加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的经历以及

在省级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和美国疾控中心的工作经历、体会，详细讲解了复合型公

共卫生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在公共卫生实践中应建立的科学思维，以及持之以

恒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应具有的内在动机。他给新学员的具体建议包括：①加强医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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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跨学科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②提高行

政和技术管理能力、人际和社会沟通交流能力；

③建立文献库，跟踪国际前沿，注重文献、英文

原版书籍的阅读，建立对所研究疾病的基本认识；

④加强统计软件使用和写作技能的培训；⑤增强

使用英语进行工作和交流的能力；⑥融入一线疾

病防控工作，从中凝练研究问题，使用科学严格

的方法，为改变公共卫生实践、实现新的公共卫

生项目提供科学依据；⑦勤奋努力，寻找、增强自我长期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的内在动机。 

CFETP 第十三期学员常彩云作为在读学员代表，介绍了第十三期学员一年多来的学

习和工作情况，包括理论课程学习和案例讨论、乙肝疫苗事件实践教学活动、雾霾小课题

调查、H7N9 禽流感专题研究、全球首例 H5N6 禽流感病例调查、麻疹暴发调查、食源性

疾病暴发调查、埃博拉出血热应对及援非公共卫生师资培训等。她祝愿新学员在未来两年

的学习和现场工作实践中取得满意成绩，获得更大的成功。  

CFETP 第十四期学员林丹代表新学员致辞，表示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秉承

CFETP“敬业、团队、探索、求实”的精神，脚踏实地，刻苦钻研，提高现场流行病学理

论素养，在每一次现场实践中锻炼、提升能力。  

罗会明处长在开学典礼的总结中，欢迎CFETP 第十四期学员加入CFETP这个大家庭，

特别强调新学员在未来的培训中要发挥团队精神，积极应对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并祝愿新

学员开开心心学习、享受培训过程。  

在入学教育活动中，中心办公室主任张戈屏介绍了中国疾控中心的历史沿革、机构设

置、二期建设规划、开展的重点工作等情况。纪检监察室副处长白雪平结合当前两会提出

的“四个全面”，告诫新学员一定要关心政治，讲政治，讲规矩，在培训期间严格遵守《中

国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保卫处副处长邹斌结合消防案例和相关法律法规，介绍

了常见的消防设施和火情处理原则；结合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相关案例，提醒新学员做大



Newsletter of the CFETP                                     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工作简讯 
 

2015 年第 3 期  第 16 页 
 

智大勇之人，遵守中国疾控中心有关安全管理的规章制度。中心办公室刘芳老师介绍了保

守国家秘密的相关知识，希望新学员做到懂保密、会保密、善保密，避免给国家利益造成

损失、影响个人发展。此外，CFETP 第十四期学员参观了视频会商中心，并听取了传防

处综合室主任张洪龙对传防处基本情况的介绍。  

 

 

  (CFETP  供稿 / 王冬森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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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TP 第十四期学员完成第一个月核心课程学习 
CFETP 第十四期学员的核心课程主要包括现场流行病学基础、疾病监测、流行病学

专题设计与调查、统计学基础和软件应用、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中国兽医现场流行病学

培训项目 (CFETPV) 联合课程等多项内容。 

2015 年 3 月，第十四期学员已完成现场流行病学基础、专题调查设计、疾病监测等

理论知识的学习。除上述理论课程的学习，学员们还通过对美国 EIS 经典现场流行病学案

例的讨论加深了对暴发现场调查、描述流行病学、分析流行病学和预防控制效果评价等理

论知识的理解，促进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的提升。核心课程培训期间，学员结合

所学内容，自行选择现场调查小课题，设计调查方案并相互进行点评。 

充实的时间总是转瞬即逝。CFETP 第十四期学员将继续在 CFETP 各位老师的带领下，

以师兄师姐们为榜样，带着求知的欲望和探索的精神勤奋学习，秉承“干中学”的理念在

现场实践中收获真知。 

 (CFETP–14 杨志勇 供稿)   

 

CFETP学员王立立和来学惠获邀参加 2015年EIS国际之夜

会议 
CFETP 第十二期学员王立立和第十三期学员来学惠获邀参加 2015 年 4 月 22 日在美

国亚特兰大市举行的流行病学情报服务 (EIS) 国际之夜会议。 

其中，王立立的展板报告为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tobacco Social Influences and 

Smoking Susceptibility among Young Never-smokers: Data from the 2014 China Global Youth 

Tobacco Survey (从未吸烟的年轻人中社交影响与吸烟易感性的关系：2014 年中国全球年

轻人烟草调查)，来学惠的展板报告为 Case Control Study of Risk Factors of Avian Influenza A 

(H7N9) Transmission in Live Poultry Markets, Zhejiang province,China, 2014 (2014 年中国浙

江省活禽市场 H7N9 禽流感传播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CFETP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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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ETP 第十三期学员吴朝学、向伦辉在重庆市参加一起食

物中毒现场调查 
2015 年 3 月 19 日，重庆市北碚区某公司发生一起急性胃肠炎暴发。3 月 20 日，由重

庆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李勤所长带队，CFETP 重庆培训基地的两位学员吴朝学和向伦辉，

会同市、区疾控专业人员联合开展了现场调查。 

通过病例临床表现、流行病学分析和实验室检测结果等，初步判定此次事件为蜡样芽

孢杆菌引起的食物中毒。结合病例的潜伏期、分析流行病学和现场卫生学调查，推测此次

食物中毒的可能原因为 19 日早晨食用了受蜡样芽孢杆菌污染的油炸馒头。根据调查结果，

调查组提出企业内部食堂应加强对原料来源及存储、消毒、剩余成品储存与食品分发等各

关键控制环节的记录，加强对相关资料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和隐患，从根本上防止

类似食品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降低对人群的健康危害。 

 
CFETP–13 期学员吴朝学(左图右一)和向伦辉在重庆市北碚区某公司开展食物中毒调查 

  (CFETP–13 吴朝学 供稿 /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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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重点工作 

筹备第十四期学员与导师双向选择 
制定实施方案，组织第十四期学员与导师进行双向选择。 

与 CFETPV 联合举办“同一健康”培训班 
4 月 20–25 日，CFETP 第十四期学员将与 CFETPV 在读学员共同参加“同一健康”培

训班，以促进和加强人畜共患疾病疫情应对的沟通与合作。 

支持学员参加 2015 年 EIS 国际之夜会议 
为两名赴美参加 2015 年 4 月 22 日 EIS 国际之夜会议的学员提供技术支持。 

继续进行埃博拉出血热疫情应对相关工作 
组织在中国疾控中心应急中心参加埃博拉应对工作的学员做好相关工作，为赴西非开

展埃博拉防控公共卫生培训的在训学员提供相关技术支持和保障。 

  (CFETP 供稿)  

 

《中国现场流行病学报告》刊登的焦点文章目录 
总期数 年 期 文章题目 作者 指导教师 

102 2015 5 江西省某工地一起因食用有毒

蘑菇所致食物中毒事件 
CFETP–13 杜道法   

CFETP–12 蒋庆 

刘慧慧  余平 

103 2015 6 北京市 2013 年 1 月雾霾天气事

件中 PM2.5 相关的人群超额死亡

风险评估 

CFETP–13 李湉湉 

  刘悦 

CFETP–11 崔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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