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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从多方向

我们袭来，是导

致全球平逝的主

妥原因。

我 们站在新时代叫 成
干上万的人们最终将免受

世界上许多可怕疾病的攻

击.惶脊髓灰质荣、麻风、麦地

那坦线虫、河盲、情加斯病和新

生儿破伤风等迟早要靠大花一样

被消灭.现在全球每 10个儿童中

就有 8 个因 6 种主要儿童疾病的

强化免疫而受到保护.

在控制上述族病时，在引起

人们意识并鼓励罪取行动过程

中，如果没有全球的共同努力，就

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

尽管如此 ， (199 6 年世界卫

生报告》表明，我们目前也处在

全球传蝇病危机的绝望边缘.任

何国家都无法逃脱传坠病流行的

危险.任何国家都不能再起视传

染病的威胁.

儿年前，轻易控制上述疾病

的乐观志度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导

致了致命的自满主义， 其代价是

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更主要的是 ，

因疾病而丧失生命的人群正是我

们社会为减轻贫困而依 靠

的 学酷儿童及成人他们

是未果潜在的劳动力，也是今日

真正的劳动力 .

传染病正从多方向我们袭

来，这些正是全球导致早逝的主

要原因.去年至少有一干七百万

人因传染病侵袭而死亡，包括患

腹泻和肺虫的 9百万儿童.思管

我们来取了一些适宜有效的措施

辈预防传染病，但仍有成百万人

失去生活的能力.

许多国家和国际社会减轻了

国疾病控制的投资阳造成的严重

的经济损失.本应有一美好前景

的民族的社合经济发展却因疾病

的沉重负担而陷入瘫痪. 而有一

些国家因花费大量外汇进口食

晶、开发旅游业而引起丁腹泻、鼠

疫及其他疾病的流行.

惶疤疾、结核等主要的疾病

在全球许多地区卫死灰直燃.除

了艾滋病以外， 惶埃博拉出血热

等其他新的、高友的传染病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墨发，在最近 20

年，至少记载有 30例，而大多数

病人是不可治愈的.近来，抗菌

素被认为是治疗事种传染病的#

法.当今，抗菌素在阻止传染病

流行时己越来越无效果.同时，事

实证明致命的胃痛、子宫颈癌且

肝癌起摞于病毒、病菌及寄生虫

的作用.疯牛病和不可治蓝的克

罗伊夜费住特雅鲁布综合征在

人体中以食物链形式连接的恐惧

与 日俱增 ， 因为其传染作用会影

响大脑.

今日的危机很可能变得越来

越严重.国际、国内的人口流动，

包括难民、移民，杂乱无章、无

•



法控制的都市建设.经济发展，且

土地滥用、 生态环墟且气候变化

等诸多因章都增加了传黛病流行

的机会.由于航空事业的迅猛盎

展.疾病传播的危险在几天甚至

几个小时内可从一个大陆到另一

个大陆.圭睡食品M lb且市场的

扩大带来丁通过食品恃揭疾病的

威胁.

生活方式且行为的改变是传

坠病发生的另一因章.尤其是性

传播疾病.

鉴于以上问题.南报告推荐

切合实际的解决#怯.首先. 应

做一详犀解韩 .建议就回事级、地

区级及国际社告晶须采取行动.

唯了的喜案 ， 天在永不直燃. 世

界儿童壁到保护. 拽们现在需要

罪取的行动是圭世界人民团结

致 . 为圭天下所有人，不论是富

人、穷人. 还是男人、女人，儿

童或者人，提供-个置圭、健康

的生活空间 .

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继续

与疾病伟抗争.消灭即定目标.囱

于放慢茸步伐告中断已取得的进

步，因此，我们应果取更多的措

施与其抗争，我们必须提高传染

病的监测且控制革统，井增强快

速确认的实验室设备.及抗生章

敏感性监测革统.这将是卫生发

展的主班.新的疾病监测且控制

传染病的广泛研究应得到促进与

支持.若避免大的灾难.对人们

的基本E生知识且基本食品安圭

知识的教育应得到强化.

报告同时费明了世界卫生组

织正在开展的一矗列的控制传!ll

病的活动.处理霍乱、 凰疫和芷

伯拉出血热疫情暴宜的经验表明

我们需要增强预防圭璋流行病大

流行的意识. 支持了国事级专业

与能力的发展且世界卫生组织自

身能力的加强.使真对I(~疫情

的求助作出迅速而有效的E应.

其目的在于在圭璋任何地区， 在

2' 小时肉 ， 当官方通报墨发疫情

时，圭茸应拥有一直专业队伍作

出迅速反应. 同时，我们也在寻

找其他贾源来资助其宴理.

为T促进健康且与挟病作斗

争的发展，全球已平再把减少黄

因作为一战略重点.当今 . 传枭

病平仅是卫生问题，而且为我们

个人相整个世界带来了 --f-列的

社会问题.我们应认识到. l': ?
以来.人类，钮幌传蝇病对其的威

脑.所以应建立全球联矗网络来

征服它们.我们需要国际团体的

最诺，在被救助国处于最危难时

帮助他们.只有互相帮助.民族

团结.才能保护世界.保护他们

自己 .

(1 99 6 年世界卫生报骨》 表

明了我们应做些什么.宫对传枭

病的危机作了←个既专业卫独特

的评估，全世界应行动起来 ， 共

同对付传!ll病这一口号不应再被

扭视.

申岛宏. M.D.. P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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