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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御疾病，促进发展 

概 要 

本文件对1996年世界卫生报告作了概述，拫告全文将于19%年5月20日 

发表。这是在有关世界卫生状况年度报告暨世界卫生组织活动报告的 

EB93(6)号决定后编发的第二份报告。 

传染病是世界的主要死因，每年至少有1700万人丧生。这些死亡的大 

多数是可以防止的一然而相反，控制传染病的斗争已成为全球免机。 

抗御传染病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正如1996年世界卫生报告 

所表明的，控制失败将会延迟发展及对人类痛苦和死亡产生灾难牲后 

19%年世界卫生报告将世界 具权威来源的控制传染病建议与针对在 

卫生方面具有政治、职业或个人利益的每一个人的行动呼吁结合起来。 

世界卫生状况 

毁灭性自满 

1.不夂以前，控制传染病的长期斗争似乎行将结束。天花得以根除，6种其它疾病 

已作为根除或消灭的目标。世界儿童约十分之八由疫苗保护免患6种致命疾病。抗 

徼生物药品正有效地遏制无数感染。然而，在取得这些成功的道路上，审慎乐观已 

为毁灭性自满所代替，使每年数百万人死亡。传染病是世界的主要死因，每年至少 

有1700万人丧生一其中多数为幼儿。全球57. 2亿人口中多达一半正处于许多地方病 

危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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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控制传染病的斗争远没有结束，且巳变得愈益困难。似乎已经制服的疾病如结 

核和疟疾正更猛烈地卷土重来。诸如霍乱和黄热病等一些疾病正在曾经被认为安全 

的地区流行。其它传染病现已如此具有抗药性，因而几乎无法治疗。此外，新的致 

命疾病如埃博拉出血热（对此没有治愈办法或疫苗）正在世界许多地方出现。同时， 

肝炎病毒和其它传染物在许多癌症发展中的险恶作用变得日益明显。 

3.结果等于全球危机：没有国家可免遭传染病的危害。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由于这些疾病的负担受到严重损害。近几十年在改善人类健康方面取得的许多进展 

现正面临危险。 

为控制而斗争 

4.传染病涉及热带地区发生的疾病（如疟疾和登革出血热）到世界范围发现的疾 

病（如肝炎和性传播疾病，包括HIV/艾滋病）。通过人际直接接触，通过昆虫和 

其它媒介，通过被污染的载体如水或食品，以及通过其他更为复杂的方式发生传播。 

今天，在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不祥的趋势。 

5.有若干例子可以说明传染病对人类健康和发展的影响： 

•每年罹患疟疾这一 严重的病媒疾痼的人数多达5亿，至少有200万人死亡； 

•每年约有400万儿童死于急性下呼吸道感染。每年有300万人死于同样通过人际 

传播的结核病； 

•腹泻病主要通过被污染的水或食品传播，每年有300万少年儿童死亡； 

•受主要通过性传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成人数已多达2400万，其中至少400万 

人巳经死亡。1995年发生3.3亿多例其它性传播疾病； 

•病毒性肝炎正作为一个全球性卫生问题迅速上升。至少有3.5亿人是乙型肝炎 

痼毒的慢性载体，另1亿人是丙型肝炎病毒的慢性载体》其中多达四分之一的 

人将死于有关的肝脏疾病。戊型肝炎病毒是急性肝炎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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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癌症是由病毒（其中为乙型和丙型肝炎）、细菌和寄生虫引起的。据世界 

卫生组织估计，有15%的新癌症病例可通过预防与之相关的传染病而避免。总 

体而言，癌症在世界许多地方是笫二位 常见的死因。1995年共诊断1000万新 

病例。 

切断传播链 

6.本报告着重于疾病的传播方式，阐述目前形势及实现预防或控制所需哪些干预 

措施。切断传播链是可能的。少数疾病可在今后几年内消灭或根除，其他一些疾病 

可得到控制。例如，脊髓灰质炎和麦地那龙幾虫病可在本世纪末根除。麻疯作为一 

种公共卫生危害可子消灭。然而，根除一种疾病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只有一次 

完全实现，即1977年报告 后一例天花，1980年宣布全球根除天花。这一成功未能 

重现，主要由于后勤问题及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自然和人为的事件和发展》有些与 

贫困有关，而其他则是经济繁荣的结果。 

对成功的障碍 

7.贫困使数亿人在曰常生活中遭受传染病的危害。有10多亿人生活在赤贫中。有 

一半世界人口不能正常获得 需要的基本药物。 

8.全球持续人口增长和迅速城市化迫使千百万城市居民生活在过于拥挤和不卫生 

的环境中，那里因缺乏清洁水和适当的环境卫生而成为传染病的孳生地。 

9.战争、内乱或自然灾害使千百万难民或流离失所人员从一国向另一国迁移和大 

规模流动，也促进传染病的蒦延。 

10.由于经济和社会危机仍在影响许多国家，应能防御疾病的卫生系统在极端情况 

下不是崩溃，就是还没有建立。结果造成曽经控制或只要有足够资源应能控制的疾 

病回升。一些杜会因这些疾病而丧失能力，不能重新自立。 

11.日益增多的国际航空旅行、贸易和旅游将致病徵生物迅速从一洲运送到另一洲。 

传染病的报告现对贸易和旅游产生严重的经济威胁。一些国家对来自受感染国家的 

旅游者施加不合理的限制；另一些国家试團隐瞒有关其国内发生传染病的情况。结 

果造成对传染病控制釆取分散、不协调的做法，并因全球情报不充足而不能开展世 

界范围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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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球食品贸易的变化为传染病流行创造新的机会。这包插家畜的运送，食品生 

产、储存和销售的新方法，以及饮食习惯的改变。 

13.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使一些疾病向新的地理区域传播。傲生物继续不断演变并适 

应其环境，在其演变途径中增加了对抗微生物药物的抗性。 

14.鉴于所有这些理由，控制传染病是一项必要的全球性艰巨任务，需要全球作出 

反应。 

全球形势—1995年最新情况 

15.人口。在1995年中期，全球人口约为57. 2亿。据预测，2020年将达到79亿人， 

2050年将达到98亿人。 不发达国家的人口现在约为5. 89亿，到2050年将约为17亿。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 沉重的疾病负担很可能将继续由世界人口的80%承担，他 

们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人口增长 快并 缺乏维持经济发展能力的那些国 

16.城市化。在1995年，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约为2frfc，占世界人口的45%。 

约2亿人现在居住在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里；20年以后的总人数预计为4. 5亿，人 

口的增长几乎都将发生在发展中世界，而那儿的贫民窟和撞占土地的贫民区已太多， 

上百万的人缺少安全和足够的饮用水、环境卫生和固体废料处置设施。因此，发生 

水源性和食源性疾病的危险越来越大。 

17.生育。妇女生育的婴儿人数减少了 ：在1970年早均为4. 7人，到1980年降至平均 

3.7人，到1990年为3.2人，现在为3人。主要的原因是避孕措施使用率上升了。在19 

95年出生的婴儿约为1.4亿人一工业化世界占1600万人， 不发达国家占2500万人， 

其他发展中国家占％00万人。 

18.预期寿命。在1995年，全球平均预期寿命在出生时为65年以上，比1985年增加 

了三年多。1955年工业化世界和发展中世界之间预期寿命方面的差距为25年，到19 

95年这一差距缩小到13.3年。但是，发展中国家和 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同期 

内从7年扩大到13年以上。 



A49/1 

19.死亡率。1995年死亡的人数约为И00万。这一数字与35年以前的数字几乎相同， 

但全球人口在这段时间内巳翻了一番。由于死亡率下降（尤其是年龄 小的年龄组）， 

发展中世界每千人的死亡率从1%0年的20人骤然降为1995年约9人。在死亡率下降 

方面， 不发达国家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后约25年。非洲的死亡率 高。 

20.儿童死亡率。定义为5岁以前可能死亡。在1995年全球平均死亡率为活产数的 

81. 7沁；在工业化世界为8. 5%。，在发展中世界为90. 6%。，在 不发达国家为155. 5%。。 

在发展中世界的1100多万例此类死亡中，900万例死于传染病，其中约有25%通过 

免疫接种可免于死亡。 

新出现的疾病 

21.新出现的传染病系指在人群中的发病率在过去20年中有所上升或可能在 近的 

将来上升的那些传染病。这一术语包括新出现的传染病或向新的地理区域传播的传 

染痼。它也指那些易于用化疗和抗生素控制、但已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传染病。 

22.新疾病中 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艾滋病。在15 

年以前还不知道该病的存在。到2000年，HIV/艾滋病感染的成人数可达2660万。 

23.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美国暴发了致命的出血热新病种，其中埃博拉 为出 

名。埃博拉于1976年首次在扎伊尔和苏丹出现，后来又多次出现。 引人注目的是 

1995年在扎伊尔，病例中约有80%发生死亡。 

24.在美国发生了汉塔病毒肺部综合症，病例死亡率超过50%。在亚洲多年来已识 

别了其它的汉塔病毒。 

25.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暴发了隐孢子虫等新生物或0157: H7型大肠埃希 

氏扞菌等新菌株引起的食源性和水源性感染流行。1992年在印度东南部出现了一种 

全新的霍乱菌棟一0139型霍乱，现在已传播到印度其它地区及东南亚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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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恭管过去20年中出现了约29神新疾疬，尚缺乏国家和国际上的政治意愿和资源 

以发展和支持发现这些疾病并制止其传播所需的系统。毫无疑间，对之尚无了解、 

但有可能成为明日之艾滋病的疾病正潜伏在暗处》 

对抗生素的抗药性 

27.在过去10年中，疾痼对抗生素的抗药性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对结核、疟疾、 

霍乱、痢疾和肺炎等疾病的控制造成了致命的影响。结果是，患者患病时间加长， 

死亡的危险更大，疾病流行期更长。 

28.对具有抗药性的生物不存在天然的屏障；在国际航空旅行的帮助下，它们可从 

遥远的地方迅速传播，造成全球性的影响。随着抗药范围的扩大，葯物的有效使用 

寿命缩短了；随着新药的减少，感染和控制之间的差距就会妒大。就疟疾而言，存 

在双重的危险：一方面，疟原虫对抗疟药物具有抗药性；另一方面，传播疟疾的蛟 

虫对杀虫剂具有抗药性。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已发生了对疟疾药物迅速产生抗药性 

的情况。 

29.具有抗药性的结核杆菌菌株传播也很广：在美国暴发了由对多种药物具有抗药 

性的菌株引起的结核病，情况令人担忧。肺炎是儿童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造成 

肺炎的两种生物正在产生越来越强的抗药性。作为食源性感染主要起因的沙门氏菌 

以及引起住院病人多种并发病的肠球菌也是这样。医院感染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大问 

题，仅在美国就每年造成70 000人死亡。 

人际传播 

30.人口增长（尤其在城市里）、国际航空旅行、不停的迁移以及滩民人数的涨落， 

加在一起就意味着现在世界上人口混合的情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甚。因此，人类 

传播可成为疾病迅速传播的主要方式。这种传播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而旦可以是 

洲与洲之间的一可通过空气和飞沫传播、性传播、血源性传播或直接接触传播》 

31.在儿童中，通过空气和飞沬传播的主要疾病为急性呼吸道感染，尤其是肺炎、 

流感、麻瘡、百日咳、脑膜炎双球菌性脑膜炎和白喉，共造成至少400万人死亡。 

儿童的直接接触性疾病包括脊髓灰质炎和沙眼，后者是发展中国家盲症的主要起因。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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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人中，结核是 主要的空气传播疾病，每年造成300万人死亡并另有约％0万人 

感染。该疬已是造成HIV阳性患者死亡的 常见机会感染：1995年估计与艾滋病相 

关的100万例死亡中，约三分之一可能是死于结核。麻风仍影响着70个国家的180万 

人，但是它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正在被稳步消灭》流感和肺炎影响儿童和成人， 

尤其是老年人》 

32.在一切性传播疾病中，HIV/艾滋病仍具有 大的全球性影响，目前被感染的 

成人数估计为2000万。除了HIV以外，1995年发生的其它性传播疾病至少有3.33亿 

新案例。 

33.在血源性感染中，肝炎 令人担忧。今夭活着的20亿人受到乙型肝炎的感染； 

约3.5亿人为慢性感染，因此具有因肝硬化和肝癌患重痼和死亡的危险。此外，约 

1亿人为丙型肝炎病毒if性感染。与乙型肝炎不同的是，丙型肝炎没有疫苗。 

食源性、水源性和土源性疾病 

34.世界人口几乎有一半患有与水缺乏或受污染相关的疾病并受到水源性和食源性 

疾病的威胁，其中腹泻病 为致命。在1明5年，这些疾病造成300多万人死亡，其 

中80%为5岁以下儿童。伤寒每年约有16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00 000,其中约80% 

发生在亚洲。发生了霍乱和痢疾流行，仅霍乱每年就造成120 000人死亡。在非洲 

目前具有感染霍乱危险的人数估计为7900万。在全世界约有4000万人感染了肠吸虫。 

但是，在今后几年中可根除麦地那龙线虫病；与1%6年的360万例相比，1995年报 

道了约122 000例。 ‘’ 

35.食源性疾病在全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美国每年的病例数估计为650万到8000 

万。世界范围内的主要食源性细菌有沙门氏菌、弯曲菌、大肠埃希氏杆菌和李司忒 

氏菌。食源性病毒包括甲型肝炎，该病毒也是全世界常见的》 

36. 土源性感染每年影响几百万人，其中传播 广泛的是肠虫感染。 致命的土源 

性疾病是破伤风，每年至少造成450 000新生儿死亡并使50 000妇女在分挽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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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源性疾病 

37.在传播疾病的所有昆虫中，蚊虫造成的危害 大。它传播的疾病有疟疾、登革 

热和黄热病，每年共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几亿人发病。蚊虫还可传播淋E结丝虫病 

和日本脑炎。其它种类的昆虫可携带各种疾病。釆釆蝇可传播昏睡疬，有5500万人 

面临危险。白蛉可传播利什曼病，高危人口有3.5亿人。拉丁美洲另有1亿人受恰加 

斯病的威胁，该病是由家中的吸血猎蝽传播的。盘尾丝虫病亦称为河盲症，是由黑 

提携带的。鼠疫则是由跳蚤携带的。 

38.疟疾在91个国家中流行，全世界高危人群约达40%。该病影响几亿人的健康和 

工作能力，因而与贫困密切相关并阻碍社会和经济发展。每年发生的病例数多达5 

亿例’其中90%发生在非洲。每年造成多达270万例死亡。 

39.登革热是世界上由蚊虫传播的 重要的病毒性疾病，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具 

有感染风险的人数为25亿，每年的病例数为2000万。在1995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海15年以来 严重的登革热流行至少影响到14个国家，造成200 000多例登革热以 

及近6 000例更为严重的登革出血热。 

40.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光其在美洲）具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影响的黄熟病流行的风 

险，因为这些城市受到可传播该病的埃及伊蚊的侵扰。感染淋巴结丝虫病（象皮病) 

的人在非洲、印度、东南亚、太平洋群岛、南美洲和中美洲的热带地区约为1. 2亿 

人。 

41.在其它昆虫传播的疾病中，利什曼病在88个国家发生。修路、造坝、开矿和其 

它开发规划使更多的人接触传播致病寄生虫的白蛉，从而加快了该病的传播。昏睡 

病影响南撒哈拉非洲的36个国家。盘尾丝虫病在非洲影响约1760万人，在中美和南 

美洲影响的人数略少。拉丁美洲至少有1600万人感染了恰加斯病。在非洲、美洲和 

亚洲继续有较少数人患鼠疫。 

源于动物的疾病 

42.狂犬病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 严重疾病，每年造成约60 000人死亡。每年约 

有1000万人在接触疑患狂犬病的动物之后接受治疗。狗的狂犬病至少在87个国家中 

仍造成威胁，—高危人口共达24亿人。人类布鲁氏菌病是从牛、羊、山羊和猪等牲畜 

感染的，至少在86个国家已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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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组织对世界卫生的贡献 

传染病控制方面新出现的问题 

43.卫生组织增强了它战胜新的和复发的传染病的能力，并能在接到暴发通知24小 

时内动员其人员和现场小组，携带所需的器材设备，釆取流行病控制措施，1卯5年 

在扎伊尔暴发埃博拉出血热时就是这样的情况。为防备这样的紧急情况，卫生组鋇 

使用了创新的现场技术和公共卫生培训规划，以支持国家监测和疾病控制，并在发 

展公共丑生实验窒两络，以便加强区域和国际在探测和控制暴发方面的合作。 

44.作为探查和监测抗菌素抗药性工作的一部分，卫生组织建立了一个情报系统 

(WHONET)，以支持全球监测细菌对抗菌剂的抗药性，至1995年底已有31个国家或 

地区177个实验室参加了这个系统。 

人际传播的传染病 

45.卫生组织在俄罗斯联邦、一些新独立国家和蒙古控制白喉流行中与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等合作伙伴进行了积极的合作。1995年下半年组织了国家免疫日，目标是年 

龄在16至40岁的脆弱人群。 

46.鉴于一些国家结核病控制规划被日趋扩大的HIV病毒感染所困扰，卫生组织正 

在动员国家专家发展新的研究战略，以防止这些规划的破产。本组织正在推行“短 

程直接观察治疗”战略，这是抑制目前流行的关键。1995年卫生组织发行了有关结 

核病课题的培训教材和手册，并在15个国家支持举办了讲习班。 

47.本世纪末消灭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的麻风的努力正在取得稳步进展，这是1981年 

来釆用卫生组织建议的联合化疗的结果，这一比较便宜的方法易为患者所接受，并 

能完全治愈。 

48. 1995年2月卫生组织宣布了 1995—19%年流感疫苗的成分，将上一期这种疫苗 

三种成分中的两种更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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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卫生组织对HIV/艾滋病的各方面开展了研究，如女用避孕套的保护作用；长 

效阴道杀菌剂的功效；准备现场试验疫苗的地点；防止母亲对儿童的传染；以及一 

些社会调查》在多数区域继续进行推行避孕套的培训》卫生组织参与了组建联合国 

HIV/艾滋疬联合规划的工作，该规划巳子19%年1月1日开始运营。 

食源、水源和土源性疾病 

50.卫生组织与瑞士灾害救济社达成一项关于对流行性腹湾控制和防备提供技术援 

助的协议，并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其它机构和组织建立了联系。例如，在东欧和中 

亚新独立国家巳开始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合作。 

51.根据南部非洲控制流行性腹泻的倡议，在哈拉雷的一个小组对旨在改进霍乱和 

流行性痢疾暴发的防范和行动的活动继续进行协调。5个非洲国家在制订政策、发 

展监测系统和加强实验室服务方面得到了支持》在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扎伊尔的 

难民营建立了监测和控制战略。面临霍乱和痢疾暴发的6个非洲国家得到了技术援 

助和紧急供应品。 

52.卫生组织重新评价了血吸虫病在世界的分布和患病率，及其对社会和经济的影 

响。试验表明，丙硫咪唑复合剂治疗一般肠内蠕虫和吡喹锎治疗血吸虫是安全有效 

的。 

53.麦地那龙线虫病（几内亚线虫病）巳濒于消灭。卫生组织的重点是在技术上可 

行的情况下尽快切断传播的途径，并帮助独立的消灭麦地那龙线虫疬国际证书委员 

会（1卯5年设立）的工作，建立和实行授子证书程序。目的是探查尚存的未被发现 

的病源地；证实低危国家是否已无麦地那龙线虫病；并确保完成消灭进程所必需的 

资金。 

54.作为顸防食源疾病努力的一部分，卫生组织正在研究食物的徼生物污染及导致 

霍乱弧菌和其它食源病源体生长和存活的人类行为模式。本组织发行了一份报告， 

对控制吸虫等新出现的食源性病源体提出了措施。粮农组织/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标 

准法典委员会保证，国际商定的食品标准、指导原则和其它建议是与健康保护相一 

致的。在成立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现在《法典》已成为对国家要求的国际参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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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媒疾病 

55. 1995年卫生组织在许多方面帮助了疟疾防治工作。在东南亚和西太早洋建立了 

监测抗药性的区间系统；支持了关于用药制度和新诊断技术等课题的研究；对规划 

主任、专家、县区医务官员和杜区卫生工作者提供了培训；发行了培训材料；并在 

布隆迪、卢旺达、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扎伊尔难民营帮助采用了控制措施。卫生 

组织牵头的研究使科学家们能够改变恶性疟原虫（致死率 高的疟疾寄生虫）的基 

因，从而揭示了发展新的诊断技术及研制药品和疫苗的可能牲。 

56.预防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的唯一有效途径是消灭蚊虫媒介或大大减少其数量。 

卫生组织控制规划提出了有选择的综合媒介控制；积极监测；紧急防备；提高能力 

和培训；及对媒介控制的研究。在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在印度尼西亚、缅甸和泰国 

发展了国家控制规划。 

57.卫生组织参加了接种疫苗运动的实施，该运动控制了 1995年秘鲁发生的自1950 

年以来 大的森林黄热病的暴发流行《 

58.为控制印度、斯里兰卡和泰国等流行区的日本脑炎，卫生组织为免疫战略提供 

了技术支持和诊断制剂，并帮助釆购疫苗。 

59.为防治淋巴丝虫病（象皮病）釆用了新的控制手段和消灭战略。多中心的试验 

表明，单一剂型的海群生，单一剂型伊维菌素，特别是二者的合刻都是安全有效的。 

60.卫生组织建立了由世界14个机构组成的利什曼病监测网，批准了诊断指南，并 

成立了一个中心流行病学登记处。本组织与苏丹和孟加拉合作防治此病。在6个国 

家使用杀虫剂漫泡蚊帐取得了可观的效果。 

61.卫生组织代表安哥拉和扎伊尔制订了控制非洲锥虫病（睡眠病）的指导原则， 

为几个国家编制了行动计划，并且建立了向国家规划供应药品所需的周转金》正在 

进行临床试验，以便弄清缩短疗程及减少双戊烷和流砷密胺剂量是否能达到现在的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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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为防治盘尾丝虫病，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开发计划署和粮农组织1974年发起 

了盘尾丝虫痼控制联合规划。它进行了媒介控制活动，并免费分发伊维菌素药物， 

治愈了 150万病人，并开辟了大片的肥沃土地供人们居住和耕耘。新的非洲盘尾丝 

虫病控制规划将继续依靠若干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63.在阿根廷、G西、玻利维亚、智利、fi拉圭和乌拉圭消灭恰加斯病的运动正在 

取得良好的进展》在一些受害地区家庭感染率巳经下降了 75% — 98%。 

婴儿、儿童和青少年健康 

64. I960年以来，婴儿死亡率从每千活产之130降至60，而儿童死亡率从每千活产 

之180降至80。对六种可用疫苗预防的疾病（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瘆、结核 

和脊髓灰质炎），由卫生组织、儿童基金会和国际社会强化支持的免疫每年使数以 

百万计的儿童免于死亡和残疾。1995年全球达到了这些疫苗覆盖率80%的目标（破 

伤风类毒素除外），但据报告，仍有25个国家（非洲19个）全部六种疫苗覆盖率低 

于50%。在6个非洲国家开展了全面行动计划，但对其余个国家仍紧急需要作出 

重大努力。 

65.自1988年确定全球消灭脊髓灰质炎的目标以来,这种病报告的病例减少了约85%。 

66.近四年来全球麻疹免疫覆盖率保持在大约80%;自免疫幵始以来，病例减少了 

70%,而死亡数降低了 83%。美洲区确定2000年为消灭该病的目标，在其它区域许 

多国家正在坚持创新的免疫战略。 

67.在消灭新生儿破伤风方面，全球取得了显著进展，特别在美洲和东南亚。通过 

对妇女常规接种破伤风类毒素和通过改进卫生分娩法，现在每年可使700 000人免 

于死亡。1980年76个国家报告每年每千活产中死于新生儿破伤风的不到1人；面19 

95年这样的国家数增加到122个。 

68.每年腹泻、肺炎、麻瘡、疟疾或营养不良一或以上的综合因素致使大约800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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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死亡。四分之三就诊儿童至少患有一种这类疾病。儿童健康规划需针对所有病 

儿，而不是单一的疾病。因此卫生组轵和儿童基金会联合制订了一项综合管理病儿 

的措施，对儿童疾病的顸防和治疗两方面都给子必要的重视。卫生组织/儿童基金 

会儿童疾病管理学习班使卫生工作者能在门诊部和卫生中心以综合的方式有效管理 

嬰儿和儿童疾病。这个学习班的基础是卫生组织编制的治疗指导原则，内容包括多 

数常见的可能致死的疾病。 

69.卫生组织提供了关于监测、预防和控制营养不良主要损害形式的规范情报，重 

点是蛋白一能量型营养不良，徼量营养素型营养不良，如碘缺乏症、维生素A缺乏 

及营养性贫血。本组织还支持国家处理紧急状态下婴幼儿的营养问题。 

70. 近的研究肯定了健康、上学和受教育程度之间的有力联系。卫生组织全球学 

校卫生倡议涉及世界学龄儿童和青少年接触的各种危害，这一问题涉及达10亿人， 

其中几乎7亿为6 —11岁的小学儿童，接触的危害有外伤、性传播疾病和物质滥用。 

成年和老年卫生 

71.卫生组织在推行以社区为基础的非传染病预防，这是减少危害因素、降低发病 

率和增加期望寿命的战略。1995年本组织继续协调四项主要心血管疾病研究项目， 

并支持一些国家的流行病学调查（如糖尿病）。它还支持制订控制主要遗传疾病和 

先天畸形的国家规划，并监测了国际人类基因组研究。 

72.卫生组织综合卫生项目揭示了全球不利的营养趋势：在多数国家食用脂的占有 

量在增加，而植物妄白和碳水化合物总量，特别淀粉在减少。卫生组织鼓励国家减 

少营养不良，促进良好营养，并提供关于顸防、管理和监测营养不良的规范指导情 

报。47个会员国釆用了旨在预防与生活方式和饮食相关的非传染病的教育规划。 

73.控制宫颈痛的关键是卫生教育，早期发现和筛查。认识到这一控制是可行的 

(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世界卫生组织为通过直观检查早期发现，费用可以承受的放 

射治疗及晚期病人的疼痛和症状缓解率先提出了实用、现实的作法。国际癌症研究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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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协调和开展旨在制定癌症预防战略的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研究，它在1995年发表 

了关子人类乳头病毒是宫颈癌致病原因的结论性证据。该机构也在评估抵抗该病毒 

的潜在疫苗，并在研究宫颈癌前期病变和癌病变的筛查方法。 

74.认识到生殖卫生是总体健康，从而也是杜会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世界卫生组 

织对此设立了一项新规划，该规划汇聚了各种有关活动，并确保研究和技术支持的 

更好协调。新规划将制定一项综合战略，明确准则和标准，并发展解决各国生殖卫 

生问题的技术手段。 

75.世界卫生组织在老龄和健康领域的一个重要间题是妇女的老龄健康间题。妇女 

卫生全球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重点是妇女晚年的健康状况以及有助于老年妇女享受 

良好健康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战略。 

环境与生活方式 

76.世界卫生组织正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发展 

社区参与供水和环境卫生的途径，这也有助子改变卫生习惯。作为供水和环境卫生 

合作理事会促进环境卫生工作小组的协调员，世界卫生组织对几项活动提供了支持， 

以提高对需要改进环境卫生的认识并促进国际机构，捐助者，部委，非政府组织和 

学术机构在这一领域的伙伴作用。 

77.卫生城市工作网正在扩大并正在取得环境方面的具体进展，例如减少城市空气 

污染。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正在解决散发源的鉴别和控制问题。评估了20个城市的空 

气质量管理能力，以确定对技术合作的即刻需求。 

78.世界卫生组织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类住区中心合作， 

就日益严重的卫生保健废弃物处理间题（特别是在城区）制定一项综合战略。 

79.本组织正在制定一项卫生促进和卫生教育领域直至21世纪初期的行动计划，以 

现有的经济和其它安排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区域结构为基础建立基础结构。南部非洲 

14 



A49/3 

在这方面率先的是南非，欧洲是匈牙利。在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 

联邦和美国这些人口较多的国家之间正在结成卫生促进同盟。 

卫生保健，组织和管理 

80.在卫生基础结构领域，世界卫生组织对几个低收入国家提供技术支持，以确保 

将卫生方面的考虑纳入经济发展项目之中。正在计划以改进城市卫生服务设施为目 

标的研究。建立了一个联接北美、中美和南美的卫生系统研究网。在东地中海和东 

南亚建立了为此类研究的区域专题小组。欧洲的重点是东欧各国，这些国家的卫生 

系统研究工作特别薄弱。 

81.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一项面向21世纪调整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活动。本组织 

与凯洛格基金会共同支持玻利维亚，墨西哥和津a布韦釆取实际措施建立一个 佳 

平衡和富有成效的卫生保健人员队伍。世界卫生组织还支持在卫生保健筹资，健康 

保险和质量保证方面的培训。卫生组织通过其奖学金规划在谨慎的人力资源计划和 

明确的重点范畴内继续为精心挑选的卫生专业人员提供机会，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 

技能，指导和支持其国家的卫生发展工作。 

82.在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1995年3月于哥本哈根）上，世界卫生组织宣 

传加强卫生发展方面的伙伴关系并动员政治承诺，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对之进 

行考虑。卫生组织不是根据具体的规划而是针对国家来指导其行动和资源，通过将 

重点放在与 需要国家和人民的強化合作上来强调贫穷与疾病之间的联系。这项活 

动有28个参与国，世界卫生组织已与它们合作，制定卫生政策，加强卫生系统以及 

落实持续的卫生资助方案。此外，卫生组织与其它机构和捐助者合作，确保更加集 

中地增加资金以及使各国更有效地使用。它还支持各国确保定期获得基本药物。 

83.世界卫生组织在1995年继续以流行病学和统计资料，报告，指南，培训模式和 

期刊的形式广泛传播卫生情报。为此而增多使用了包括交互两络在内的情报科学和 

远距离传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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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为了促进协调，世界:В•生组织寻求积极参与卫生领域工作的其它政府间和非政 

府组织的合作。在联合国系统及其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框架内开展了一项非洲经济恢 

复和发展活动，：£生部门的改革和疾病控制是这项活动的一部分。1995年期间，世 

界卫生组织加强了与世界银行，几个区域开发银行，非洲统一组织和欧洲联盟的合 

作。 

85. 1995年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在紧急救济领域的工作特别活跃，援助了55个会员 

国的救济工作，在10个国家开展了紧急防备活动，与11个国家在促进安全和控制伤 

残方面开展了合作》 

规划未来 

86.报告中所描述的形势一某些传染病的新出现和重现及对抗菌素抗药性的不断增 

强一构成严重危机，需立即釆取行动。一些疾痼可子控制，消灭或根除，例如通过 

免疫，个人卫生和/或公共卫生与卫生设施的作法。正确使用抗细菌药物和媒介控 

制方法对于抗御某些疾病有效。所有这些措施都能迅速减少传染病，从而加强全面 

发展，但是对资助和维持精心计划，经济有效的干预措旄要有政治和专业方面的承 

诺。 

87.可将有关疾病方便地分为三类，各类要求不同的干预措施》第一类可叫做“老 

疾病一老问题”：这些是可子根除(脊髓灰质炎，麦地那龙线虫病），作为公共卫生 

问题可子消灭（麻风，新生儿破伤风，麻渗，恰加斯病，盘尾丝虫病）或控制（霍 

乱和其它腹泻病，肠寄生虫，肝炎，伤寒）的疾病。所需的是承诺和资源，以幵展 

下列经济有效的干预措施（大多数情况标出了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幵支）： 

(1)儿童免疫抗御六种可用疫苗预防的疾病一白喉，百日咳，破伤风，脊髓灰质炎， 

麻麥和结核（0.50美元）； 

⑵综合途径管理病儿（1.60美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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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提供充足的清洁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收集住户边圾，以及入厕后和制备食 

物前洗手的简单卫生措施； 

⑷治疗寄生虫感染和微量营养素缺乏症的学校卫生规划及提供卫生教育（0.50美 

元）； 

(5)普通性传播疾病的病例管理，运用简易步骤确定基层卫生设施中适宜的诊断和 

治疗（11美元）。 

88.第二类疾病一 “老疾病一新问题”一有结核，疟疾，登革热和其它传媒疾病。 

存在着经济有效的干预措施，但对药物或杀虫剂的抗药性是个问题，需要使用其它 

或更贵、毒性更大的药物。控制这些疾病的战略包抠早期诊断和及时治疗，媒介控制 

措施和疟疾等流行痼的预防，以及釆取在医务人员直接监督下的治疗，结核疬的短 

程治疗；对治疗方案和改进的诊断、药物和疫苗进行研究；首要的一点是流行病学 

和抗药性监测机制与程序辅之以实验室支持，以便早期发现、确认和沟通病情。 

89.第三类疾痼一 “新出现疾病一新病原体”（例如埃博拉和其它病毒性出血热） 

的自然史和病因尚不清楚。从面需要就致痼媒介，其演变情况，疾病扩散媒介及其 

控制方法，以及疫苗和药物的研制等方面进行研究。这方面的大多数工作巳应用于 

HIV/艾滋病一这在 近几十年出现的 严重的一种疾病。所需战略包括改进监测 

系统和公共卫生基础结构，加强实验室服务，及对公共健康构成紧急的威胁作出迅 

速反应。世界卫生组织正在发展一项全球监测规划，识别新出现的疾病并作出反应， 

以及 充分地利用现有的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另一个组成部分是WHÛNET，它是 

一项供徵生物学实验室使用的，为促进管理抗菌素敏感性检测而设计的计算机程序。 

90.几种传染病曾反复在几个国家流行。因而，目前在国际上达成一项共识，即必 

须确定重点并迅速展幵活动。需要对这一有利于行动的形势进行开发，世界卫生组 

织认为，今后五年的国际行动有三项重点。 

91.第一项重点是完成未尽事业，即完成诸如脊髓灰质炎、麦地那龙线虫病、麻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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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渗、恰加斯病和盘尾丝虫病的根除和消灭工作。这项工作并不需要庞大的开支， 

但如果得不到资金，这些疾痼将卷土重来，以往的努力将丧失殆荩。 

92.第二项重点是对付结核和疟疾这类对药物和杀虫剂出现抗性这一新间题的老疾 

病。目前需要消除社区中的传染源，治疗大量传染病例，建立适宜的国家和国际的 

流行病学监测，幵展治疗方法方面的研究并改进诊断、药物和疫苗。需致力于研制 

新的和改进预防麻麥，新生儿破伤风，细菌性脑膜炎，结核和其它疾病的疫苗。 

93.第三项重点是釆取短期和长期行动，抗御新出现的疾病。需要对在任何地方出 

现的重要新传染病的暴发即刻作出反应。同时，必须对新疾病的自然史及顸防、治 

疗和控制它们的可能性幵展強化研究。一项全球监测规划也是必不可少的。 

94. 1995年世界卫生报告指出如何能减轻贫穷，途径是使贫穷者致富脱贫，通过预 

防疾病，促进积极健康和保护人民免受健康危害的措施增强其健康潜力，从面改善 

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生产力。1996年世界卫生报告综述了目前存在的为促进当代人健 

康，同时使后代人更加健康而奠定基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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