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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 

目前需要与今后方向⑴ 

总干事的报告 

本报告综述釆纳初级卫生保健后15年及妇幼卫生专家委历会第六次会议后18年 

妇女和儿童的卫生状况。自那时以来在政策和规划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虽然 

专家委员会的许多建议已在政策级得到实施并在通过初级卫生保健实现人人享 

有卫生保健战略中得到反映，但是在许多地区在政策与规划的实施之间存在显 

著差距。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各要素的结合及规划的持续性使许多国家，特别 

是 不发达国家为难，他们的基础设施薄弱，在保健的某些特定方面侬靠外部 

支持。 

几乎所有国家都釆纳了认可计划生育重要性的政策，144个国家对规划提供直 

接或间接支持。然而，在许多国家都注意到对生育间隔和限制的持续巨大需要, 

而计划生育设施往往局限于妇幼卫生服务。 

免疫复盖率表明在世界所有区域都大幅度上升，婴儿死亡率继续下降。新问题 

已经出现，许多巳在政策和规划中得到反映。 

由子每年50多万孕产妇死亡这一可悲数字，在大多数国家孕产妇卫生已成为一 

个优先重点。新生儿的健康与母亲的健康是不可分离的。虽然取得了进展，各 

国之间在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复盖率方面继续存在重大差异，并旦在国家内的 

人群组之同的差异甚至在扩大。对复盖率和可及性模式的分析显示在服务所提 

供的保健质量上有重大差距。 

在 后章节中对适合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作了描述。请执委会审查关于 

有害于妇女和儿童健康和发展的传统习俗及关于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的保健质 

量的决议案。 

⑴关于表格式汇总，请读者参阅文件EB93/INF.D0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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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其第九十一届会议上，执行委员会要求为第九十三届会议准备一份有关妇幼 

卫生和计划生育的进展报告。此后，卫生大会在WHA46. 18咢决议中尤其要求总干事 

在其报告中特别重视影响妇女和儿童健康的传统习俗》对妇幼卫生的 近一次综合 

审评是1975年在世界卫生组织妇幼卫生专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进行的⑴。1978年 

第三十一届及1979年第三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审查专家委员会报告时及在国际儿 

童年（1979年）之际，要求总干事尤其向今后一届卫生大会报告妇幼卫生和计划生 

育方面的进展⑵。虽然有关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的具体规划领域的进展曾由以后几 

届卫生大会审议⑶，但本报告是近15年里首次进展综述。专家委员会笫六次会议的 

建议被作为本报告的出发点⑷。从那时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变化。信息革命及技术的迅速发展巳影响到几乎所有国家和社区的妇女和儿童的健 

康。在1975年时未曾注意或没有想到的孕产妇卫生，HIV/艾滋病及由自然和人为 

灾害造成的大量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等问题在1993年显现出来。影响妇女、儿童和 

青少年的暴力正被认为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新的评价技术对保健的内容和质量, 

技能的适用性及作为县区体系的服务的组织等问題提供了更深入的了解。新出现的 

需要概述于文件EB93/INF. DOC. /3» 

2.本报告涉及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方面的重要发展，因为它们与全面提供服务有 

关。总干事 近的报告及卫生大会期间技术讨论会的报告已涉及扩大免疫规划， 

“妇女，卫生与发展”，“青年卫生”，“新生儿卫生”，“妇女与艾滋病”，以 

⑴《在卫生服务中提供妇幼保健的新趋势和方法》。世界卫生组织技术报告 

丛刊，第600期，1976年。 

⑵ WHA31. 55和WHA32. 42号决议。 

⑶在文件EB93/INF.DÛC./3中法意到卫生大会有关孕产妇卫生，妇女、卫 

生与发展，婴幼儿喂养，扩大免疫规划，腹泻病，人类生殖研究等决议。 

⑷虽然专家委员会的报告包括关于科研的建议，本报告因篇幅有限未复盖该 

议题，因为卫生研究顾问委员会早先一次会议已涉及这一议题。 



及“控制腹泻痼”》虽然执委会和卫生大会提到孕产妇卫生、母亲安全、计划生育 

及有必要对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釆用综合方法，执委会没有明确审查国家在这些问 

题上的需要和经验。本综述的资料来自：监测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发展特 

定规划内的监渊和评价方法，人口学卫生调查数据，区域委员会报告，国际儿童问 

题首脑会议的筹备工作，发展可随时使用的与妇女和儿童卫生有关的数据库，以及 

1993年12月妇幼卫生专家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文件和背景材料。 

政策与国际文书 

3.如文件EB93/INF.D0C./3所注意到的，对妇幼卫生专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 

的大多数问题或以后产生的许多问题并不缺乏政策上的对策。在国际初级卫生保健 

会议时阿拉木困象征着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方面政策和规划发展的大量变化。宣言 

尤其确认作为妇幼卫生一部分的计划生育是初级卫生保健一项基本要素，公平及社 

区参与在卫生发展中至关重要。确定满足妇女和儿童需要的许多目标对世界卫生组 

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共同的。它们在下 

列文件中得到強调并扩大：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第四个联合国发展十 

年共同目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免疫、控制腹泻病和呼吸道疾 

病、母乳喂养及孕产妇和新生儿保健，并与联合国人口基金一起关于青少年生殖卫 

生、传统接生员、母乳喂养和计划生育以及HIV/艾滋病与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 

(后者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主题一系列联合政策声明。消灭对妇女各种形式 

的歧视公约和儿童权利公约光其为国家当局的行动确定了法律框架以实现卫生大会 

和其他国际机构通过的许多卫生总目标和具体目标。自妇幼卫生专家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以来釆用确定目标作为指导和促进国家和国际行动的一种手段。 

妇女、儿童和家庭卫生状况的进展 

4.过去20年中在这一领域的 大进展是在儿童卫生和计划生育方面。1%0年与1990 
年之间出生期望寿命从51岁增加到64岁。全球儿童免疫复盖率从1975年估计约5% 
上升到1991年80%左右(见文件EB93/INF.DÛC./3)。嬰儿死亡率从1985年毎1000 
活产76⑴下降到1991年68沁。强调母乳喂养及在管理腹泻病中釆用口服补液疗法造 

⑴《实施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战略，世界卫生状况第八次报告》， 

第一卷。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1卯3年）。 



成该疬的疾病致死率显著下降。几乎在世界所有地区，发育不良一长期营养不良的 

一项指标，在1975年至1990年间从40%下降至34%。 

5.有许多证据表明，计划生育从多方面影响妇女的健康和福利。 重要的好处有： 

改善健康状况，自尊，以及教育和就业机会。更具体地说，避免计划外怀孕及间隔 

或限制生育使妇女能更好地在其生产和生殖年龄行使作为妇女的权利。目前有144 

个国家对计划生育规划提供直接或间接支持。发展中国家使用避孕药具总人数估计 

已从I960—1965年3100万增加到 1985—1Ф30年3亿8100万。文件EB93/INF. D0C./3 
介绍了计划生育方面的进展及未满足的需要（按联合国的区域）。为满足这些需要 

并考虑到联合国中期人口增长预测，目前估计的“避孕率” （51%的人得到保护） 

到2000年将必须上升至59%。 

6.孕产妇卫生很少受到注意，宜至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幵发 

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在1%7年内罗毕国际母亲安全会议上将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每年 

50万孕产妇死亡这一可悲数字上。虽然认识和政策承诺很普遍，但是进展缓慢。妇 

女卫生的阴性指标一孕产妇死亡率，贫血，不安全流产，低出生体重和围产期死亡 

率一仍然很高，在有趋势数据的地方，它们只显示缓慢的改善，或没有改善，甚至 

恶化，光其在 不发达国家或处境不利的社区。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1983年至19 
88年这一时期，孕产妇死亡数保持不变，但在非洲一些地区孕产妇死亡率从3%上 

升到9%。亚洲和拉丁美洲在这一时期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生育力下降。虽然早先的 

数据表明，在经过培训的接生员的复盖率至少70%的国家，孕产妇死亡率看来没有 

高于150/10万，但是来自非洲和亚洲一些城市中心的 新数据显示孕产妇死亡率 

介于200—500Z10万。在产前保健和训练有素的接生员复盖率被认为是合宜的那些 

地区，这些比例比预期的要高得多。很明显，如果孕产妇卫生要得到好处，必须同 

时保证保健的内容和质量。低出生体重和妊娠期贫血这两个新生儿卫生和孕产妇卫 

生的阴性指标，在1%0至1990年十年间就整个世界而言没有显示任何改善。目前全 

球低出生体重比例为17%,而纴娠妇女中贫血率为51%。 

7.虽然强调降低婴儿死亡率，但是在国家中只有有限的直接活动以降低占婴儿死 

亡率一半的新生儿死亡率及解决作为另一主要因素的低出生体重。每年新生婴儿中 



420万例死亡的原因与妊娠和/或分娩并发症有关：新生儿破伤风，低出生体重和 

早产，窒息/低氧，产伤和感染。从孕产期健康不良、营养不良和保健质量低劣的 

后果中存活下来的数百万新生婴儿留有健康不良，更多的死亡危险及终生疾患。低 

出生体重婴儿或早产婴儿更可能蒙受产伤和窒息的影响，伴有突发性疾病、迟缓或 

无学习能力造成的永夂性严重损伤。但是，造成新生儿死亡和严重疾患的大多数状 

况是可以预防或治疗的，无需釆用复杂昂贵的技术。新生婴儿的卫生需要与母亲的 

那些卫生需要不可分离，被错误地认为涉及高技术和复杂服务。 

妇女、儿童和家庭新出现的卫生需要 

8.儿童和妇女对于贫困、疾病和流离失所的后果特别脆弱。甚至在自然灾害中， 

他们承受过多的疾病和死亡。在大多数灾难性情况下，如战争，饥荒，难民流动， 

自然灾害，儿童与其家庭相脱离。就儿童对极端暴力、他们周围发生的死亡、虐待 

及饥饿的反应开展的研究表明，只要他们与父母和家庭在一起，他们能够顶住感情 

紧张和物质困苦。在这一意义上说，一经发生分离，儿童的主要联系中断，紧急情 

况就变得严重。对妇女的性暴力和性剥削在大规模冲突中极为常见。精神疾患是暴 

力、社会解体、难民状况或流离失所的一个十分被忽略而又严重的后果。儿童接触 

广泛无谓的暴力和死亡一因为这类事件变得平庸之极一以及社会组织解体对成年期 

的行为影响是严重的。对聚居儿童的研究表明，家庭和环境中的暴力状况趋于酿成 

暴力° 

9.童工和街头儿童的现象随着经济危机加深继续存在。国际劳工组织保守估计， 

发展中国家18%以上的10岁至14岁儿童在工作：拉丁美洲至少7%,亚洲18%及非 

洲25%。对健康的危害包括营养不良（因为发育所需能量巳转用于劳动），接触有 

毒物质，职业疾病和损伤，而且这些可能是致命的。 

10.家庭，光其是妇女成员，被认为是“尚未充分利用”的保健资源。但是，家庭 

如要运转，需要内部支持，向其成员提供基本需要。关于家庭活动和家庭卫生的情 

报很少。维持一个作为活动实体的家庭的负担在世界许多地方都落在妇女身上，他 

们的决策权往往有限》关于家庭卫生的指标很少。 

(有关HIV/艾滋病的新出现的需要不应忘记。它们巳经并须继续由执委会在 

另一范畴内加以考虑一见临时议程项目9)。 



提供保健，可及性、覆盖率和保健质量 

11.足够的覆盖面是规划的目的，它往往被用作保健效果的非正式指标；然而，它 

不精确，在管理上作用有限。例如低水平覆盖可能归因于可及性低（交通延误或距 

服务机构遥远），或缺乏使用服务机构的动机，这是经济和文化方面更复杂的因素, 

缺乏需要感，不认为服务机构能满足需要，以及不接受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即使在 

报告有高覆盖率的地方，服务系统也可能并不像希望的那样工作，因为缺乏器械和 

供应，或卫生工作者不能正确地完成任务。 

12.除个别调查和 近在有限国家进行的人口和卫生调查外，对保健的可及性未能 

按科学方法子以考虑。被认为享有服务的居民和实际享有服务的居民之间有很大差 

距，这使规划主任认识到，在杜区知识、对需要的认识和动机方面还有问题。对妇 

幼保健和计划生育不同组成部分可及性的分析，提供了对社区内各种服务有机结合 

程度的衡量方法》1988 —1991年的人口和卫生调查资料表明，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 

不同组成部分的可及性和结合程度有很大差别，可及性和实际使用之间差距 大的 

是计划生育活动和口服补液盐的使用。儿童白、百、破（三剂型）接种率和高危妇 

女破伤风类毒素（二剂型）接种之间也有很大差距。对不同距离的人使用保健服务 

情况的分析，提供了对后者重要性进行衡量的有益尺度。在进行人口和卫生调查中 

作过这一分析的10个国家，S个国家距离不是一个因素，2个国家距离是严重障碍，3 

个国家距离障碍不大。 

13. 一般如果没有区县或小的乡村医院的基本产科保健，孕产保健就不可能有重大 

改善。但即使在有发达的卫生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乡村居民能去这些 

设施就医。正如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为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分析时所指出的，卫生 

中心的人员拥有必要的助产技能、设备和器械，以便对出血、感染等情况进行紧急 

治疗，所以这一级可以行使许多基本产科职能。人口和卫生调查的比较分析指出， 

许多国家的多数乡村妇女居住在离卫生中心8公里的范围以内。 

14.服务的可及性并不能确保享有服务或必要的保健质量。一些国家对妇幼卫生和 

计划生育服务工作的评价证明，检查贫血或量血压等基本任务不能完成，因为没有 

器械和供应，或有故障和损坏。即使有也可能使用不当；一次评价表明，40%卫生 

工作者不能正确完成他们的任务，或完全不能完成任务。因此虽然国家可能报告， 



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有相当高的覆盖率，有效覆盖面才应是判断迸展的标准。不大 

有效的覆盖面可能导致关于产前保健对怀孕结果所起作用的矛盾数据，同样它也解 

释了宣布的助产士培养人数和孕产妇高死亡率之间的巨大差距。有些国家孕产妇死 

亡率为每10万活产500或更高，但他们报告说，50%至70%的接生员经过培训。至 

少在两个非洲城市设施的资料中发现了相似的矛盾情况。在扩大妇幼保健和计划生 

育服务之前，提供保健的内容和质量仍然是首要重点之一。 

15.评价质量的关键方法是孕产和围产死亡审计。在 近一次国家调查中发现，在 

40%以上母亲死亡的病例中有产科医生诊断失误或病例管理不正确的问题，10%的 

病例中发现保健设施的缺点，50%的病例中由于自我疏忽妇女没有求医。只有7% 

的死亡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而50%以上的问题本可以在产前保健中检出。 

16.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釆用了新的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规 

划内容，如扩大免疫规划和腹泻病控制，用他们自已的结构和程序进行计划、管理、 

培训、情报交流和评价。与妇幼卫生保健的其它方面不同，这方面的工作常常得到 

外部资源的有力支持。到19%年免疫规划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至少在非洲，1990 

和1991年免疫覆盖率下降了 10%;妇幼保健覆盖 佳的国家仍保持着商水平⑴。 

17.妇幼卫生人员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助产是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的骨干；在 

理论上，许多国家有足够经培训的助产士，但多数在城市地区，一些是私人幵业。 

乡村诊所往往得不到解决常见妊娠合并症的器械和技术。乡村地区不得不利用传统 

接生员，他们虽然是现代接生员有益的补充力量，但在没有监督和预防孕产妇死亡 

的转诊服务情况下，他们本身是不足以起替代作用的⑵。一些国家不得不培训传统 

接生员。某些非洲和拉美国家在转诊医院附近建立了候产之家。马拉维、莫桑比克 

和扎伊尔等国提高了医助和助产士的产科和外科技术，以便提供基本的产科保健。 

影响妇女和儿童健康的传统习俗 

⑴儿童基金会，《各国的进展》，1993年。 

⑵世界银行，《改善非洲卫生》，1993年；卫生组织/人口基金儿童基金 

会联合声明，1卯2年。 



18.各种社会都发展出一套保健、喂养和相关行为的常规，它因年龄和性别的不同 

而有所差别。这些往往被称为传统习俗的常规有着社会或文化根源，或者是以个人 

或社会的经验观察和他们的福利为基础的。传统习俗对卫生的影响可能是有益的， 

有害的或良性的。生育的许多传统做法是有益的，包括立姿生产、陪伴生产和保证 

温暖无风环境的措施等。 

19.虽然许多传统做法没有卫生的基本原理，但它们可能有深刻的卫生效果，特别 

关于女孩、男女关系、包括婚姻和性行为的做法。妇女和女孩在社会上的地位低下， 

表现在喂养方式、卫生保健、工作、玩耍和上学等方面。影响往往是日积月累的， 

严重的后果是分娩中死亡。许多国家的女孩喂得 差，教育 少，整天关在家中， 

见不到太阳，没有其它来源的维生素D,因而她们的盆骨容易畸形。由于月经和后 

来的怀孕与哺乳，女性少年比男性少年每公斤体重多需要18%的铁，但她们很少得 

到。在全球，37%的妇女和51%的孕妇患有贫血。在发展中国家，7%的孕妇患严 

重贫血（血紅蛋白低于7gm%)。常见的吃饭时喝茶做法会影响饮食中可能存在的 

有限铁的生物吸收。怀孕时少吃或缺乏某些营养食品的现象广为流传，但文件记载 

很不完整（行政协调委员会营养问题小组委员会，1988年）。这可能是想保证生出 

小婴儿，以减少胎头盆骨不称造成的难产。巳发表的研究结果都不能证实或否定这 

样的关心，即怀孕前和怀孕中补充食物可能增加这种危险，同时减少婴儿低出生 

体重和母亲营养不良的危险。 

20.童婚在许多地区一直存在。随婚烟而来的是生育子女，首先是想要男孩。对女 

孩来说，不幸的是在完全成熟以前三年，更严重的是在盆骨达到成年尽寸以前，就 

已经有了生殖能力。在没有完全成熟以前怀孕和没有营养补充，会推迟或终止进一 

步的发育，使年幼妇女处于难产、小囊或肚门一阴道漏、感染和死亡的高危状态。 

例如在埃塞俄比亚，15 —19岁年龄组孕产死亡率比20_24岁年龄组高三倍。在北尼 

日利亚由于没有产前保健，5%至7%17岁汉下的女孩可能死亡。当这些“生小孩的 

小孩”存活下来并仍有生殖力时，她们在今后生育时会面临再次患合并症。如果女 

孩不幸做过某种形式的生殖器切割，并存活下来的话，她们便有双重危险。 

21.女性生殖器切割是个集体名词，是指世界上一些国家对女性生殖器进行的一系 

列传统的外科手术。这是一种文化习俗，而不是疾病。其对幼女和妇女的生理和心 

理影响，特别是对正常性功能的影响在整个一生中损害她们的生殖卫生，因为这些 



常规没有一个是可以逆转的。在各种形式的女阴环切中，要切除部分或全部阴蒂。 

更严重的形式，如切割和锁阴，要切去大部分生殖器，并封锁阴道，留下大片硬瘢 

痕组织、永久性损伤和功能障碍。 

22.虽然它在许多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社会实行，但并没有完全证明，任何宗教 

都要求幼女环切。目前估计，全世界有3500万至1. 14亿幼女和妇女被切割生殖器 

(表1) о她们中的多数生活在26个非洲国家，一些在亚洲国家，并且在欧洲、澳 

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人数也日益增多。据估计，每年至少有200万女孩面临生 

殖器切割的危险。按手术种类分类的全部人数和百分比的情报是不完全的（Toubia， 

1993年）。例如据统计，索马里、吉布提及苏丹的北部和中部80%以上的妇女作过 

更严重的锁阴道术。多数调查和报告含有不充足或带偏见的实例，并使用不明确或 

错误的资料收集方法。唯一有全国数据的国家是苏丹，那里三次全国性调查都舍有 

关于女性生殖器切割的问题⑴。 

23.近期和远期影响由于手术搡作的不同面各不相同。近期影响可能包括：出血， 

破伤风或败血症，小囊一阴道漏，以及 近发现的由手术操作者传播的HIV感染和 

当切割术作为一批较年长少妇宗教仪式一部分时的HIV感染。其它的后果包括：囊 

胂和脓胂，瘢痕和严重结痂形成，月经排出困难，膀胱和尿道感染等。对 严重形 

式的的锁阴术来说，性交困难可能导致阴道切开，这在分娩时往往是必要的。虽然 

没有资料，但看来这些因素使孕产妇死亡和死产的危险大为增加，特别在缺乏技术 

人员和适宜设施的情况下。在生产中，出血和感染的危险会大大增加，而长期患病 

曰积月累成为慢性。 

24.多年来妇女组织、人权团体和国家、国际传媒日益注意女阴切割。非洲许多国 

家的国家当局与非政府组织阈络、消灭有害传统习俗非洲间委员会及其它组织合作， 

开展了教育、宣传和说服妇女放弃切割的规划。同心协力转变男子，以确保妇女运 

动取得积极的效果。吸取了许多教训，结果通过国家和/或地方组织釆取了现行的 

措施，并尽量使用在村民中工作的那些人的技术和经验，如教员、社会工作者和卫 

生人员。 

⑴喀土穆大学1979年调查，1979/80年世界生殖调查和1990年人口和卫生调 

查。世界生殖调查及人口和卫生调查的数据比较表明，整体下降6%至8%， 

阴道封闭向阴蒂切除的转变占切割数的12%。 



25.虽然现在人们一般能接受，废除女性环切的行动必须由实行这种做法的杜会中 

的妇女去进行，但人们也认识到，外界的支持会使国家和地方的行动大为受益。在 

过去的15年中，卫生组织的作用包括对国家调查、卫生工作者的适宜培训及基层行 

动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还正在建立一个非政府组织和卫生组织的联合专题小组， 

以加强参加这个领域活动的各机构和组织之间的协调。 

世界卫生组织对持续问题和新挑战的反应 

26.妇幼卫生是本组织各区域首要重点之一。全球和区域的理事机构讨论了以往发 

现和正在出现的多数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的需要，虽然他们还没有对规划中管理和 

实施的一些关键问题作出反应》卫生组织各级都曾试图在支持会员国制订政策和技 

术规划中保持其领导地位。然而在许多国家它的存在和协调作用往往受到物力和人 

力资源的限制；对卫生发展重点产生更大影响的往往是资源，而不是理智。本组织 

制订和实行的提高保健质量、改进规划实施和培训的一些“授权”方法对解答本报 

告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有效的。 

27.区域和全球规划都肯定了在支持会员国解决多数突出的不平等和长期忽视妇女 

健康（即孕产妇死亡）问题时的政策和技术领导作用。由于得到了一些主要机构的 

支持，已经发起了全球孕产妇卫生和母亲安全的规划。活动集中于国家规划发展这 

一过程所需的全球性支持。特别受到重视的是卫生中心、助产技术和基本产科保健 

在规划战略中的作用。已经编制了一套能结合国家卫生发展在任何一国实施的“母 

婴综合措施”。 

结论：老的需要未能满足，又出现新需要与新挑战 

28.在监测妇女与儿童的卫生状况，报告全球和区域进展及指出需要紧急注意的形 

势等方面，卫生组织的工作越来越成功。已经发现了改善母亲和新生儿健康的战略 

和手段。本组织在这个领域率先表现出的紧迫态度，在许多地方得到了许多国家、 

或许是多数国家承诺的配合。许多其它国家必须釆取进一步步骤，因地制宜地将全 

球和区域政策、战略和技术用于国家规划。母亲和新生儿保健及计划生育需要捐助 

社会、政府和卫生组织更高的承诺。加强国家协调和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以及迅速 

交流国家经验，将有助子2000年达到使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990年水早二分之一的目 



о 

29.考虑到本报告中反映的分析意见，并且认识到，没有对妇女、儿童和青少年健 

康的持续支持就不可能实现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目标，因此必 

须作出协调的努力-

•改进保健质量和规划实施，这是对扩大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覆盖面进 

行任何重大投资的前提； 

•加强整个卫生系统人员对计划生育重要性及他们为相关服务作出贡献的理 

解、培训和承诺； 

•确保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各要素及其计划、管理和评价的有机结合， 

不仅为Й女和儿童服务，而且为青年和家庭服务，并包括预防性传播疾病 

和HIV感染/艾滋病； 

•集中力量并作出计划，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合作，消灭影响妇女和儿童健 

康与发展的有害的传统习俗，并强调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和虐待对公共卫 

生的影响及釆取預防行动的必要； 

•依靠人民参与，通过权力下放、综合服务和社区内部保健责任的适当授权， 

增加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规划的持久性，并提高保健质量。 

执行委员会的行动 

30.经审议了根据WHA46,丨8号决议提交的本报告和EB93/INF.D0C./3号补充文件， 

并注意到世界卫生组织根据国家需求釆取的行动后，执委会不妨： 

(a)建议在世界卫生组织总帐号内明确划拨规划资金，以便对活动及增加外 

部资助的必要性给以必要的重视，批准自1994年1月起，在促进健康自愿基金 

内设立妇幼丑生和母亲安全规划特别帐号； 



(Ь)考虑下列两项决议萆案t 

⑴影响妇女和儿童健康的传统习俗 

执行委员会， 

考虑了总干事关于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当前需要和今后方向的报告； 

1.欢迎该报告； 

2.注意到预期向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届会议提交妇幼卫生专家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的报告全文； 

3.建议第四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四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关于妇幼卫生（包括计划生育）的WHA32.42号决议；关于发育成 

熟后才生育和提高父母责任感的WHA38. 22号决议；及妇幼卫生与为健康而 

计划生育的WHA46.18号决议， 

重申支持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联合国经社理会1992年关子影响妇女 

和儿童健康的传统习俗的251号决议； 

认识到尽管一些传统习俗可能有益或无害，但还有一些，光其是那些 

与女性生殖器切割及早婚早育有关的习俗给怀孕和分挽造成严重问题，对 

儿童的健康和发育（包括儿童保健和喂养）有极大影响，产生患佝偻病和 

贫血的危险性； 

承认非政府组织在提请其社会、政治和宗教领袖注意这些问题，在制 

定规划以废除很多这类习俗（特别是女性生殖器切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 



1.欢迎总干事在各国妇女卫生综合措施的范畴内为吸引国际上关注与卫生 

和人权有关的这些问题而釆取的行动，并欢迎施行女性生殖器切割术的国 

家政府向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发表的有关传统习俗的政策宣言； 

2.敦促所有会员国： 

(1)评定影响妇女和儿童健康的有害传统习俗在任一地方社区或少数 

人群组中构成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的程度； 

(2)制定能有效废除女性生殖器切割，生物和社会方面成熟之前结婚 

和生育，以及其它影响妇女和儿童健康的有害习俗的国家政策和规划； 

⑶与积极参与这一领域的国家非政府团体合作，吸收它们的经验和 

技术专长，并鼓励在没有这类团体的地方建立它们； 

3.要求总干事： 

(1)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实施上述措施中对会员国的技术支持与合作； 

⑵继续开展与非政府组轵网络及其它有关机构和组织的全球和区域 

合作，以期制定废除有害传统习俗的国家、区域和全球战略； 

⑶调动更多的预算外资源，以便维持国家、区域和全球级行动。 

⑵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保健的质量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总干事关于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当前需要和今后方向的报告， 

1.欢迎该报告； 



2.注意到顸期向执行委员会第九十五届会议提交妇幼卫生专家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的报告全文； 

3.建议第四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下述决议： 

第四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 

忆及关于妇幼卫生（包括计划生育）的WHA32.42咢决议；关于初级卫 

生保健和监测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WHA32. 30号决议；及关于妇幼卫生与为 

健康而计划生育的WHA46. 18号决议； 

注意到本组织巳成功地制定和釆用了 一些管理和评价方法，其中包括 

吸收卫生系统和社区各级参与，可迅速应用于广泛的提供服务问题，并可 

为改进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的工作和绩效所需的行动提供指导 

意识到在妇幼卫生的很多方面已取得巨大进展，这可由免疫复盖率的 

大幅度提高，计划生育服务的提供和使用以及经培训的护理人员分娩时在 

场人数所证实； 

然而关注到很多国家由子保健和卫生系统工作的质量不高，这种复盖 

率的提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强调改进保健和现有服务及人员的工作质量可保证在母亲和新生儿健 

康及计划生育方面取得快速进展， 

1.敦促所有会员国： 

(1)优先考虑评价和改进区县卫生系统的妇女和儿童保健质量； 

⑵修订和应用标准程序以对母亲和婴幼儿卫生服务中的常见问题进 

行诊断和临床管理； 



⑶加强卫生中心，以确保高水平的助产保健，并向实施母亲和新生 

儿卫生地方战略的基层卫生单位，社区卫生工作者和训练有素的传统 

接生员定期提供指导、管理和后勤支持； 

⑷以社区为基础并按解决问题的途径调整培训课程，并确保卫生工 

作者了解社区中妇女和其它成员的态度和需求； 

要求总干事： 

⑴继续就进一步制定、修订和应用有关妇幼卫生和计划生育以及初 

级卫生保健其它方面的保健质量指标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⑵继续编制指导方针和培训教材，设计通过对影响母亲、新生儿、 

婴儿和儿童的主要卫生问题的病例检出、诊断和病例管理的标准化而 

改进保健质量的方法，并提供必要的管理支持； 

⑶确保促进妇幼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的各组成部分，以一种统一和 

综合的方式提供給会员国，并确保它们符合国家的重点和要求。 



表1.女性生殖器切割的发生率（FGM) 

贝 宁 5 0 % 1 200 000 

布基纳法索 7 0 % 3 290 000 

喀麦隆 — — 不具备有关发生率的情报。 

中非共和国 5 0 % 750 000 

乍 得 60% 1 530 000 基于1990和1991年在三个区调查 

的发生率。 

科特迪瓦 60% 3 750 000 

吉布提 98% 1 % 000 几乎全部施行锁阴术。吉布提妇 

女国家联盟开办的诊所在局部麻 

醉的情况下施行轻度锁阴术。 

埃 及 5 0 % 13 625 000 全国范围由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施 

行。在靠近苏丹的埃及南部报告 

有锁阴术。 

埃塞俄比亚和 

厄立特里亚 

9 0 % 23 940 000 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中很普遍， 

由法拉哈人（犹太人，大部分现 

住在以色列）施行。阴蒂切开术 

更加普遍，但与苏丹和索马里接 

壤地区除外，那里锁阴术看来已 

很普遍。 

冈比亚 60% 270 000 



加 纳 3 0 % 2 325 000 1987年对一个社区的试点调查显 

示，被访的47岁以上妇女中已施 

阴蒂切开术者占97%，而20岁以 

下未施此术者的比例为48%。 

几内亚 5 0 % 1 875 000 

几内亚比绍 50% 250 000 

肯尼亚 50% 6 300 000 城市地区有所下降，而农村地区 

仍很严重，主要在裂谷省。1992 

年对4个地区的调查发现，接受阴 

蒂切开术的年龄为8至13岁，传统 

施术者通常一次对一组女孩施术 

而在手术之间不对术刀进行太多 

的清洗。 

利比里亚 ьо% 810 000 

马 里 7 5 % 3 112 500 

毛里塔尼亚 2 5 % 262 500 

尼日尔 2 0 % 800 000 

尼日利亚 5 0 % 30 625 000 进行了两次全国性调查，但未公 

布结果。本代尔州的一项调查报 

告说，在所有的种族（包括基督 

教，穆斯林和万物有灵论者）中 

广泛施行了阴蒂切开术。 



塞内加尔 20% 750 000 主要在北部和东南部。在占人口 

95%的穆斯林中只有少数人施女 

性生殖器切割术。 

塞拉利昂 %% 1 935 000 除西部地区和首都弗里敦的基督 

教克里奥人外，所有的种族均施 

女性生殖器切割术。 

索马里 98% 3 773 000 女性生殖器切割术盛行;大约80% 

的手术为锁阴术。 

苏 丹 89% 9 220 400 发生率极高，主要为锁阴术，流 

行于北部、东北和西北部大多数 

地区。随着20世纪80年代总况有 

少许下降，从锁阴术明显转向阴 

蒂切开术。 

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 

Ш 1 345 000 据报告，阴蒂切开术仅在乞力马 

扎罗山脉附近查加族人中施行。 

多 哥 50% 950 000 

乌干达 5% 467 500 

扎伊尔 5% 945 000 

总 计 114 296 900 

仅有未公开情报；未发表调查情况。（由Donna Sullivan和Nahid Toubia向 
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会议提供。） 

(1)报告时未将统计数字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