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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以来，整个世界及其卫生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

当一些疾病（如天花和脊髓灰质炎）得到控制时，另外一些疾病又卷土重来（如结核病），并

且一些新的病种（如埃博拉及马尔堡病毒）出现了。

这本书主要是针对年轻读者，尤其是那些热衷于公共健康事业的人们。它用简单、非

专业化的语言描述了人们如何用不断发展的技术保护自身健康。书中使用了重要的公共卫

生图片用以描述最直接的采访。从控制传染病的暴发到应对精神健康问题，该书涵盖了广

泛的题目和内容。

这些源自世界各地的故事，展示了个人、集体、机构及国家是如何共同努力提高人类健

康状况的，其中 WHO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向多个国家提供了技术支持及合作，不断促进

人类健康的发展。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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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各国参加世界健康大会时都会面对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将最后保存的天花病毒株
销毁。我们需要感谢全世界的健康工作者们为应对天花所做出的努力，才使我们有了这个
选择。

1966 年 12 月，尼日利亚东部地区。消息是由收音机播放的——一个吱吱啦啦的声音

播放了天花在偏远地区暴发的消息。为了支持全国的天花运动，传教士建立了一个业余的

无线电网来覆盖尼日利亚东部的 Ogoja 地区。每晚 7 点他们会打开播音来分享信息并检查

是否有人患病。最终播音报道请求 William Foege 医生来到村庄查看。Foege 有自己的困

惑。他作为医务传教士在尼日利亚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他知道有时水痘会被误认为是非

常严重的疾病。然而他也知道，这个地区的人群据推测只有大约 35% 的人接种了天花疫

苗。但是一场疾病的暴发，即使只是谣言，由于太重要了也不能被忽视。所以，Foege 和他

的团队立即起程，在满是车辙的路上颠簸，终于在距离高速公路 15 公里的地方到达村庄。

每当身高两米的 Foege 一出现，人们就会聚集过来。Foege 向村庄的首领了解情况并且

被带到每一个小木屋查看，记录并寻找传言中的天花征象。与水痘和麻疹相似，患有天花

的病人也会表现为皮疹。

但不同的是，水痘的皮疹一般在发病几天后才出

现，而天花的皮疹出现的非常迅速并且脸部、脚部和

手部更密集。红色的斑点突出皮面，里面充有液体，

直到豌豆大小的疹子变硬。随着病情进展，脓疱会继

续在皮下出现，扩散到整个脸部、身体和手部，直到

受害者的整个身体全部受累（图 1.1）。

Foege 证实这个报道并未用很长时间。这确实是

天花，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难题：新鲜疫苗供给及更

多的运输工具几周难以到达。不论 Foege 和他的团

队做什么，他们都需要尽快行动。当晚他和同事决定

第一步先用地图来标示出疾病暴发的地区。他们利

用地图将受影响的村庄分划出管理区。之后他们利

用无线电号召其他传教士派遣工作者来村子周围找

第 一 章

天　　花

消灭古老的灾难

图 1.1　70 年代索马里，一位母亲抱着一

个被天花感染，全身满是脓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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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是否有其他病例。

Foege 和他的团队一有精确的流行区域地图，就立即赶到受影响的村子里，用十分有限

的疫苗为没有被感染的人接种，在危险地区筑起免疫屏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就事

件本身而言，这还不足以阻止疾病。可能会有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的旅行者将疾病带到周

边地区。Foege 很清楚这场与天花战争的输赢取决于他的团队如何应对这些病例。

Foege 发现人们会在指定地点交易物品，每个市场都服务于多个村庄。利用这一信息，

他绘制了当地的运输系统和交易路线。剩下的疫苗被用于在他绘制的易发新发病例的地区

建立免疫屏障。在第一个周末 Foege 应对疾病暴发的措施已经准备就绪。现在所有他能做

的就只有观察等待了。

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

1948 年，当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时，天花一年感染 5 千万人——相当于南非的人口总数。

从很多方面来说，WHO 恰恰是作为这种疾病的对手而出现的——一个应对严重疾病范畴

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国家的全球性组织。

天花是人类最具灾难性的疾病之一，它是由天花病毒感染所致（框 1.1）。在 1960 年以

前，天花、疟疾和结核等传染病一起被列为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1967 年，大约有

1～1.5 千万的天花病例出现，这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每年约 5 千万病例已经有大幅下降。

一个专家组估计，在 20 世纪，全球因天花死亡的病例大约有 3 亿人口。与之相比，例如纽

约时报近期估算约有 1 亿人口直接或间接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死亡。

框 1.1　事实档案——天花

什么是天花？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性疾病。

起源：3000年前在埃及或印度。

病毒种属：痘病毒科或痘病毒

形式：次要类型天花（致死率 1/100），主要类型天花

（致死率 1/3）。

传染方式：经空气飞沫传播。

治疗：没有治愈办法，但在接触病毒 4天内接种疫苗

可以有效地阻止感染的发展。

病毒根除后：病毒在高度警戒的俄罗斯与美国实验室

储存。

天花给人类带来的恐惧是非比寻常的。直到 20 世纪天花疫苗出现和广泛应用，许多彼

此独立机构逐渐研究出一种称为人痘接种的技术。它包括利用病人身上干燥的结痂给健康

人做预防注射，给健康人一个温和的天花感染。但这种方式不是没有风险，与真正被这种

疾病感染后高达 30% 的死亡率相比，大约有 1%～2% 的人在种痘后死亡。天花给人们带来

的恐惧使得他们愿意冒着死亡的风险去接种来获得免疫保护。

在 1953 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各国政府第一次严肃地讨论了根除天花的可能性，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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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并不乐观。质疑者指出多次对其他疾病的根除

都以失败告终，包括 20 世纪即将来临时的钩虫病，

1932 年取消的根除黄热病的计划，科学家发现猴子

也经常被感染黄热病，所以消灭其在人类传播的行

动也被迫终止。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消

灭疟疾的工作虽然在美国、亚洲国家以及欧洲国家

取得成功，但是在非洲却没有取得成效。

考虑到 20 世纪 50 年代人们普遍对是否任何疾

病都能被彻底根除的疑虑，真正推动 WHO 项目发

展，需要不仅懂得防控天花的技术知识的人。苏联

科学家 Viktor Zhdanov 是接受过训练的前苏联卫生

部副部长，流行病学家，在 1958 年的世界卫生大会

上发言号召彻底消灭这种病毒（图 1.2）。

前苏联成功的鼓舞

对于其他任何人，可能这就像一场梦一样，但是 Zhdanov 却做得相当有影响力。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尽管中亚阿富汗和伊朗（现在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疫情一直都是个难题，

但是他看到了天花在前苏联被有效的遏制，Zhdanov 认为前苏联的成功没有理由在其他地

方无法复制。他计划实施一个历时四年全球性的接种疫苗运动，该运动开始于 1959 年。

除了他所亲历的消灭病毒运动的一些经验以外，

Zhdanov 还带来了他的技术，像冻干法或冰冻——干

燥法（图 1.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用来制造冻干

血浆的方法。18 世纪 50 年代的调查显示多种药物能

够用这种方式保存。天花疫苗就是其中之一。

冻干疫苗运送起来很容易并且在需要时能再合

成，这与脊髓灰质炎疫苗不同，后者必须冷藏，这使得

将其运送到目的地的工作变得非常复杂。Zhdanov 认

为冻干疫苗在 WHO 消灭天花计划中是一个基本的

工具，并表示他们国家的政府已经准备好提供补给。

前苏联并不是唯一遏制天花的国家。很多其他

的工业化国家此时也做到了这点，但是这种疾病在发

展中国家仍有流行（框 1.2）。Zhdanov 使 WHO 成员

国相信他制订计划的价值，并且 1959 年的又一次世

界卫生大会上一致投票通过了彻底根除天花计划。他建议，由 WHO 为领导实施该计划的

国家提供技术支持。随后一年，许多欠发达国家开始自己着手生产大量的疫苗，而且许多

国家包括中国已经可以自己消除该疾病了。但在其他地区，疾病还在吞噬着生命（框 1.3）。

尤其是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仍然如此。同时由于缺乏

资金，WHO 的行动也受到阻碍。

图 1.2　1960年美国，俄罗斯科学家Viktor 

Zhdanov（右）

图 1.3　1962 年印度，冻干的天花疫苗在

Tamil Nadu省Madras（现在的Chennai）的

国王预防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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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运动不断进展

在 1966 年末，天花仍然在全球的 31 个国家和地区肆虐。由于工作进展停滞，1966 年

各国政府停止了每年用于巩固天花根除成果的 240 万美元的资金支持。资金数目并不是很

多，但政府却没有了将其分配用于这项工作的热情。那时，公众健康组织有充足的理由怀

疑是否能够消灭这些疾病——对抗疟疾的运动就是其中之一。

幸运的是积极的推动还是有作用的，好在美国承诺可以帮助完成计划。1965 年，

Lyndon B. Johnson 宣布将全程资助 20 个国家包括非洲西部和中部国家消灭天花，并且

最终完成消灭全球天花的运动。1966 年，他派遣了全国最顶尖的流行病学家，Donald A. 

Henderson 博士，去往日内瓦领导 WHO 消灭天花运动（图 1.4）。

与 Zhdanov 一样，Henderson 博士亦在这一领域有丰富的经验。他曾在美国亚特兰大疾

控中心主管疾病监测，专门负责非洲西部和中部的根除天花计划和麻疹控制计划。他令人

相信，他正是推动计划进行所需要的人。

框 1.2　从广泛流行到彻底根除

在某一特定地区感染大量人群，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的疾病叫做“地方病”。一种疾病可能会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被消灭但又会在其他地区流行。例如中国在 1961年消灭了天花但是这种疾病却还

在印度次大陆流行。

那么公共安全专家如何知道一种疾病真正被消除了呢？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疾病的根除——当一

种疾病真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彻底消除——就意味着“任何地区都没有新发病例，继续控制的措施已

经没有必要。”在联合的疾病控制措施下天花最终在 1977年被彻底根除。

框 1.3　一个艺术家的表演

中国戏曲，冰淇淋冷藏箱和黑板有什么共通之处？这些物品和其他的一些装置被有效的应用在中

国最后一次天花暴发的地区。

1959年，当疾病在云南省的沧源县暴发时，健康工作者

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到达受影响地区。因为没有公共

运输系统，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要在马背上跋涉很远的山

路以到达这些孤立的村庄。

在 4061千米高的中国与缅甸、老挝民主共和国和越南

边界是这种致死性疾病影响的重灾区。通过利用冰淇淋冷

藏箱储存疫苗，健康工作者对那里的全部居民都进行了免

疫接种。

他们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没有足够的人手，所以他

们不得不培训当地人进行疫苗接种。很多人很抵触接种，

因为他们相信通过唱歌可以治愈天花——一种传统的巫术——通过驱邪。向当地人解释如何预防天

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部分人没有受过教育。所以为了教育他们当地的歌曲改为戏曲以解释

接种疫苗的原理。健康工作者还使用黑板和海报向群众宣传疾病知识。

他们的工作没有白费。1961年 3月，中国的最后一例天花被确认——一位名叫胡小发的 23岁男性。

1961 年，中国。江苏省太湖医院，一位

医生为孩子们注射疫苗



5

第一章　天　　花

但他并没有如人们所望的那样加入 WHO。

“我拒绝了这项工作，是因为我对非洲西部与

中部刚刚开始一年的根除天花和麻疹计划的承

诺，并且这项运动正在实施”，Henderson 回想时

说。“第二，并没有很多的资金分配——240 万

美元甚至还不够购买我们所需的疫苗。更主要

的是，近一半世界卫生大会的代表对计划实现

抱怀疑态度。”而且并不只这些代表这样想。当

时 WHO 的总干事 Marcolino Gomes Candau 博

士认为消灭天花是不可能的，这是一项“只能破

坏世界卫生组织公信力的”计划。Candau 被专

家告知，要消除天花 10 个人中要有 8 个需要接

种疫苗。通过他自己国家巴西的经验看，他知

道在那些广袤的难以到达的地方这是不可能实

现的，就像亚马逊地区。

尽管很担忧，Henderson 还是回到了日内瓦 WHO 总部工作，1967 年 1 月 1 日，他启动

了消灭天花加强计划，向各国消灭天花运动提供技术支持。客观地说，Henderson 做到了

准确而及时地报道病例，这是运动成功的一项重要工作。现在看来，那时的资料系统收集

和分析对疾病监测是不标准的。疫情监控具体来说就是辨别和隔离已知病例，对密切接触

者进行免疫接种。这些都是 Henderson 和他的团队所编制出版的手册中的关键，用于非洲

西部与中部的疾病控制工作，以此来支持这些国家消灭天花的工作。相反，Henderson 在

WHO 所接管的工作是对疾病流行国家的人群进行疫苗群体接种工作，至少开始是这样的，

这些国家认为大规模接种是有风险的。

疫苗群体接种并不像说起来那样简单，它意味着尽可能接种每一个男性、女性和孩子，

尽管那时 WHO 专家要求建议接种率至少达到 80%，以此达到一个特定的群体的保护，

或者说是群体免疫。这种方法被西欧、南美、日本和其他国家证明是有效的。的确，有许

多通过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的疾病，如天花，能被高水平的免疫接种控制，即群体免疫

（框 1.4）。

图 1.4　1972年埃塞俄比亚，Donald A.Henderson

博士（右）在病例搜寻工作中检查儿童右臂的接

种疤痕

框 1.4　群体免疫

疫苗被证明是最安全的生物制剂之一。大量人群进行免疫接种以相对小的副作用对抗诸多疾病。

然而，一部分人进行免疫接种是不安全的。这些人包括孕妇和对疫苗过敏的人，一些皮肤状况和疾病

导致的免疫力低下的人，比如HIV/AIDS。

这就是为什么群体免疫的概念如此重要。它意味着即使是有一小部分人没有进行免疫接种，通过

接种大量人群达到群体免疫，这些没有接种的人的患病风险也会降低。这是因为疾病传播链的水平降

低了，以致不能继续传染疾病。

所以说，例如约 90%～95%的人进行了免疫接种就阻止麻疹向 5%～10%未接种者传播。对于

脊髓灰质炎来说，这个水平——群体免疫阈值——是 60%～97%。对于天花来说，是 10人中需有 8人

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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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项运动，WHO 需要明确两件事：疫苗的质量及其能够被运送到所有需要的地

区。捐赠的疫苗来自多个国家，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有效。为了提高疫苗质量，WHO 请加拿

大和荷兰的实验室作为质量控制中心，检测项目所用的所有标本。与此同时，编辑疫苗制

造生产手册使得处在一线的国家能够自己生产疫苗。早在 1973 年，超过 80% 的疫苗都是

由疾病流行的国家自己制造的。

当然，这需要大量高质量的疫苗，并且要运送并使用到需要疫苗地区的人群。自 18 世

纪，天花疫苗被首次发现至今，疫苗的生产技术并没有大的改变（框 1.5）。

在 WHO 消灭天花运动的开始阶段，疫苗接种是用原始的划破皮肤的方法进行的，但有

时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接种是否有效很大程度取决于划破皮肤的技术。WHO 所要的是

无需专业人员也能接种的技术。

框 1.5　牛痘——第一个疫苗

天花因其是人类第一个消灭的疾病而为人所知，也因其是我们制造疫苗的第一个疾病而为人铭记。

但是在疫苗出现之前，一种叫做种痘的技术被使用了几个世

纪。中国、印度、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地区的人采用患者天花破溃

处划伤健康人的方法。大部分人获得了免疫，但大概 1%～2%的

人会因此丧命。

天花免疫接种的发明应归功于英国医生 Edward Jenner，他

在 1796年发现可能因为感染过牛痘，挤奶女工从未发现感染天

花。Jenner开始证明他的理论。他用挤奶女工手臂上疱疹的浓汁

划伤了一个叫 James Phips的 8岁男孩的胳膊有意使他感染。几

个月之后，他又用天花病人身上的浓汁来感染男孩。孩子并没有

得病。牛痘使他得到了免疫。直到 1938年另一名科学家，Allan 

Watt Downie，意识到牛痘并不会使人们获得免疫，使人们获得免疫的是一种相关病毒，叫做痘苗病毒。

Jenner通过拉丁语牛和接种创造了术语“种痘”。17世纪 70年代，在 Jenner的成果发现之后的一

个世纪，法国科学家 Louis Pasteur发展了这个方法用于人类预防狂犬病和炭疽的感染。他为这种方法

创造了术语“疫苗”以纪念 Jenner的成就。

2008年，瑞士。一头母牛

“缝纫针”的救治

疾病控制中心的科学家们开发出一种液压喷射式注射器，它能够每小时进行 1000 次疫

苗注射。在这种情形下它的出现令人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有接种失败的可能。第一年喷射

式注射器被应用于巴西及非洲西部和中部的强化计划中，但因为更简单的工具的出现，这

种方式很快被抛到脑后——一种工业用的缝纫针，疫苗被放置在打磨出两根刺的眼状叉子

之间而不再是尖端（图 1.5）。它完美的容纳了疫苗微滴。工作人员所需要做的就是使叉子

下降进行疫苗重组，在受种者上臂皮肤以一定角度快速注射 15 次。当地志愿者不到一小时

就能学会，并且每天能给超过 500 人接种。这种分叉的针还有一个额外的优点就是接种所

需要的疫苗量只有四分之一的喷射式注射所需量（图 1.6）。

在加强计划施行的第一年，44 个国家报道有 131 789 例天花病例。疾病流行于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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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和大部分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令人震

惊的是，1967 年大约只有 1% 的病例被报告，提示了更多的真实的天花病例数量，大约在 1

千万～1.5 千万例之间。但是如上所述，卫生资料并没有现在的数据可靠和充分。

如果说对 WHO 和疾病流行国家所做尝试成果的评价是令人气馁的，已经是非常保守

了。即使只关注一个国家，例如印度，那时就已经有 6 亿人口，许多人居住在农村，完成装

配大量疫苗的工作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一些满怀疑虑的人指出即使能够给印度的每一个人

接种疫苗，每年给大约 2 千万个新生儿接种疫苗也是不可能的，还是要为疫情做准备。

这种争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直到 1966 年 12 月尼日利亚东部事件的出现。

尼日利亚的突破

Foege 应对尼日利亚东部地区疾病暴发是通过认真对待病例报道和疫情监控以及有目

的的免疫接种。他和同事成功地在 5 个月内阻止了天花的暴发。每个在疾病暴发半径范围

的人都进行了免疫接种，环绕疾病暴发中心建立免疫圈以防止疾病扩散。那时尼日利亚东

部的人口大约在 1.2 千万，Foege 及其同事仅仅通过免疫 75 万人口就阻止了疾病在广阔地

域的扩散。这是一项不可思议的成就。

Foege 并不是第一个提出用疫情监控 - 围堵体系来根除疾病的人。在 19 世纪的英国就

使用过相似的控制疫情的办法。这种方法就是 Leicester 系统，它依靠相同的方式对已知天

花病例进行隔离或建立围栏以此切断疾病向其他大量人群传播的途径。

Foege 的成功在于为疫情监控 - 围堵体系的有效性提供了可信的证据。或许比一年后

A.Ramachandra Rao 博士在印度 Tamil Nadu 的工作更加重要和不同凡响。带着 WHO 提供

的资金支持，Rao 领导一个独立的团队在这个国家进行疫情监控 - 围堵工作。不到 6 个月他

们就阻止了天花在 4.1 千万当地人之间的传播。尼日利亚东部地区和印度 Tamil Nadu 的经

验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并将 WHO 的全球天花根除运动翻入新的篇章。就像 Henderson 所说

那样：“即使我们在 1966 年就提出了疫情监控 - 围堵体系，我们也并未意识到它在这一领域

图 1.6　1975 年孟加拉共和国，一位志愿

接种者为一个孩子用分叉针接种

图 1.5　分叉针长约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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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有多有效。”

不断总结宝贵的经验。来自全球根除运动的重要信息会直接传到 WHO 日内瓦总部。

他们越来越多的将重点放在疫情监控，并随着天花的消退开始享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胜利

果实。

在巴西，正在进行以大量免疫接种为基础的运动，像在南部巴拉那州的 Ciro de Quadros

博士，已经开始带着非凡的热情从事疫情监控工作。几近 40 年后，Henderson 带着十分激

动的心情回忆 de Quadros 所承担的工作时说：“他过去常常从单独的卫生单位和医院获得疾

病的报道，之后带着他的司机和免疫接种人员进行围堵性免疫接种。”在 1971 年天花从巴

西销声匿迹。

印度尼西亚也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政府建立了四支“救火队”来处理病例数量持续增

长的爪哇中心的疫情。一个月的时间，病例就从每月几百例降为零。在天花肆虐的非洲地

区，1970 年就有 20 个国家有效的遏制了疾病。

但是只要有一些残存的疾病逍遥法外，疫情就可能会再次出现。这个可怕的事实出现

在 1972 年的科索沃（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地区）。那年 2 月份，一位 38 岁的成

年男子从伊拉克朝圣归来。他开始觉得不舒服，但是与他的家人接触后才被诊断为天花。

这次流行感染了 175 人，其中 35 人死亡。当局发起了一场全民免疫接种运动——给 2.1

千万人进行免疫接种。工作如此神速以至于在 10 天内就完成了 1.8 千万人的免疫接种工

作。联合军方设置路障以及紧急的免疫接种，疫情得以控制。

十年期满时，WHO 面对的是一个诱人的前景——疫情监控 - 围堵体系可能足以消灭天

花了。但是仍留有很大的顾虑。那就是在人口稀少的尼日利亚东部地区控制疾病蔓延是一

回事，而在人口众多的印度地区又是另一回事。

印度—最后的堡垒

1970 年，Foege 抵达印度加入了 Nicole Grasset

博士在新德里的 WHO 东南亚地区办公室。在尼日

利亚比夫拉的内乱时期，Grasset 就已经获得了许多

她所在领域相关的经验（图 1.7）。当被由她创立的巴

黎 Pasteur 研究所聘用时，她应国际红十字委员会的

邀请，参加了三大免疫接种计划：麻疹、结核和天花。

Grasset 是一个极其自律的人，并且十分聪慧，她坚

信这项运动一定会成功。Grasset 认为 Henderson 和

Foege 的工作是无价的。在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专

家观点分为两派，但哪一派的方法更有效却不尽清

楚：“我们在印度遇到的最大的问题，”Grasset 回忆

道“就是一些卫生部的健康机构和其他一些高水平

的健康机构官员都表示应该在疾病未暴发的地区进

行疫苗接种。”这种想法是希望这些地区作为堡垒来对抗疫情。但就像 Grasset 指出的那样，

当发生火情的时候，人们不会只向周围的建筑喷水，而是会直接喷向火焰，那些真正会使火

图 1.7　20世纪60年代印度，Nicole Grasset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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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蔓延的火点。

在印度，据卫生部消灭天花部门的资深委员

Mahendra Dutta 博士透露（图 1.8），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仍有每年超过 100 万人死于天花，因病致

盲和毁容的人更多。在印度中央政府以及非政府

组织的协助下，WHO 向印度提供技术支持以帮助

其建立疫情监控体系，在 1973 年末就将疾病控制

在 4 个地区：Bihar，Uttar Pradesh，West Bengal 和

Madhya Pradesh。尽管已经初见成效，对根除计划

是否能成功的质疑声一直不断。“我们已经做得非

常不错了，”Henderson 回忆道，“拉丁美洲已经成

功了，印度尼西亚也成功了，除了埃塞俄比亚地区

非洲也已经非常接近成功了。但印度却是个难题。

所以在 1973 年我们与印度政府商议并做出了访问印度每所村落的计划，每所村落都在 7 到

10 天的路程之内。他们认为如果干涉及时那么传染链也能被打断。”

1973 年印度开始了全国消灭天花加强计划，并且开始使用疫情监控标准。他们需要在

第一个病例发现后 2 周内，找到 75% 的病例并开始进行干预——也就是说在病例发现并确

定后的两天内就进行目标免疫接种。这意味着印度健康工作者这支名副其实的军队要投入

到这场战斗当中——每周超过 135 000 人——要更加努力地工作。

印度的健康工作者得到了有不同背景的流行病学家的支持。其中一个就是 Larry Brilliant

博士，一位真正有 20 世纪 70 年代风格的人，他相信根除天花是上帝给世界的礼物，他应该

加入为其效力。Brilliant 曾领导谷歌慈善基金会，

他也是 1972 年加入印度这场运动的众多 WHO 卫

生保健专业人员之一。Brilliant 的同事搜寻学校和

超市以及 Shitala Mata 庙。他的同事发现人们进入

寺庙向天花女神 Shitala Mata 献祭后就会被感染天

花（图 1.9）。

此时，印度所付出的努力可以与军事行动相媲

美。有时，当遇到反抗时，WHO 的工作人员会被

要求使用更强硬的策略和加强疫苗接种。但总体

来说这种方法并不建议使用，因为这可能使村民逃

到其他地方或与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但

这种事件出现的几率并不高。Dutta 回忆道反抗接

种疫苗这种事件的传闻是没有依据的：“在访问每

座村落的每一天，随着大量病例以及死亡病例的出

现，我们发现人们都表现得很惊恐，他们请求我们

给他们接种。”

这次加强根除计划的结果令人震惊。“搜寻队立即发现了 10 000 个病例。”Henderson 回

忆道。对于这次运动的批评者们而言，这突如其来的大量病例报道恰恰证明了根除天花计

图 1.8　1963 年印度，男生们加入全国接种

运动

图 1.9　Shitala Mata印度教的天花女神——

包含疾病和治愈两者，她骑在驴的身上，四

只手拿着它用来治愈疾病的工具——一把

扫帚、一把扇子、一个小碗和一罐水，Shitala 

Mata在印度语中意思是“冷酷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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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并未奏效，而且也不可能奏效。但是，Henderson、Grasset 和 Foege 知道这些统计数值只

反映了更准确的病例数字。他们相信继续控制疫情，事情会变得更好。

之后就是 Bihar——一个印度东南部富饶的地区。在 1974 年初天花在此地南部暴发时，

正处于夏天的酷热之下，一支 WHO 的队伍到达了工业城市 Jamshedpur（那时还是 Bihar 的一

部分），但可怕的事情正等待着他们。由 Brilliant 带领的 WHO 小分队用了四天时间进行了紧

张的搜寻，登记了超过 2000 名天花受害者。为了进一步防止疾病蔓延，几乎 Jamshedpur 全

城所有的人，大约 600 000 人口，被实行隔离。公交车和汽车在城门口被停住，接种者在离

城的火车和所有的运输工具上工作。

Grasset 相信此时正是使印度走向正确道路的时机，她找到 Tata 工业的首脑 Jehangir 

Ratanji Dadabhoy Tata 先生，向他解释现状。由总理 Indira Ghandi 领导，Tata 承诺他的大量

员工将为此计划工作——从装配线的工人到护士以及管理者——以寻找和隔离天花病例，

并为近期有密切接触史的人进行免疫接种。

当城市周围数百个村庄的人们被感染时，形势变得非常复杂。其中的一个村落被名为

Ho 的部落占领，由于宗教信仰他们拒绝接种疫苗。Brilliant 回忆有时他和同事不得不在警

察的支持下对人们强制接种，偶尔也不得不在半夜时破门而入进行接种。

消灭天花的行动

在 1975 年 WHO 发起了消灭天花的行动。这一政策进一步加速了天花的灭绝，并且就

在当年的 5 月 17 日，在印度 Bihar 报告了最后一例天花病。对此曾经产生过很多争议。曾

经一位 WHO 官员对 Henderson 说，如果印度消灭天花的活动能成功的话他就吃掉吉普车的

轮胎。当此次活动宣告成功时，Henderson 给这位官员送去了吉普轮胎。他说“我不知道他

是否要吃掉这轮胎”。

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后仅存有天花的印度南部邻国——孟加拉又报道了天花病例，这

一例天花病是最严重的类型。那时，在新独立而又脆弱的政体中还暴发着局部冲突，联合

国还从灭除天花小组中撤出所有人员至此。小组搜寻了数月，但未发现有疫情。在 1975 年

11 月，WHO 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自从两个月前在孟加拉发现最后一例天花病例后再没新

发病例。在当时世界各地均无新病例的报道。然而接下来的几天，离这个国家南海岸线不

远的 Bhola 岛上的 Kuralia 村就有一例新发病例的报道。

WHO 一个小组利用快艇、蒸汽船、吉普车和徒步历经 24 小时到达这座村庄，期望这个

病例是水痘。结果证实是一位医疗卫生官员没能报道的几例天花病例的暴发。的确，当小

组搜寻时发现曾经在其他的三个村庄中也出现过疾病暴发，在发现时天花的暴发已经自然

湮灭了。在整理搜寻报告后他们才发现一个叫 Rahima Banu 的 3 岁女孩在 10 月 16 日就已

经患病。

为确保她就是亚洲最后一例病例报告 WHO 将 Rahima 隔离，派保镖 24 小时在她家看

守，为她家提供资金及食物，这样他们就不用离开房屋。方圆两公里的所有人（约 18 000

人）被疏散，并且搜索距 Rahima 家半径 8 公里的每户家庭。小组发现 12 个麻疹和水痘，但

没有一例天花。最终，Rahima 存活下来。这样看来 Rahima 的确是亚洲最后一例天花病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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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WHO 的医生采集了 Rahima 身上 6 处疹子的结痂，这是曾是严重疾病的最后遗

迹，现保存在美国一家实验室里（框 1.6）。

框 1.6　瓶中之怪

在灭除天花成功后步入了一个困境，那就是如何安全保存

病毒样本？人们想到的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保存：

一个是在前苏联西伯利亚的新西伯利亚市外的 VECTOR病毒

研究所，另一个是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两个

机构都可以安全的冰冻保存病毒标本。所以天花病毒其实仍

然存在于世，就像瓶中装有可怕能量的“怪兽”。

在 1979年，当WHO宣布天花已经消灭时，同时推荐停止

疫苗接种。到 1986年，世界各地停止了疫苗接种。随后WHO

痘病毒感染专家委员会讨论是否销毁冰存的天花病毒。科学

家准备了选择应变性的克隆 DNA片段和全部或部分连续几个

原型株基因组的文库。

然而几个项目使得政府没能最终处理病毒标本。他们怕

恐怖组织可能非法得到天花病毒冰冻标本，并制造能传播疾病

致大量人群死亡的生化性武器。正如人们所知的，没有任何

组织能成功制造天花炸弹。但这种炸弹是摧毁性的，因为自从

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大多没有接种过天花疫苗。

天花根除后，一些人害怕埋在西伯利亚冻土废地中天花病

人的尸体随着全球变暖将病毒释放到周边人群中。然后导致

局部疾病暴发，最终传播到世界每个角落，传播到当今未经疫

苗接种的人群中。还有一部分人担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实验

室中若有意无意的也保留着天花病毒标本。万一在实验室事

故中很有可能将这些病毒释放到脆弱的世界中。

在 1999年，WHO专家委员会决定应该销毁天花病毒标

本。但是基于这样那样的风险，世界卫生大会决定标本还是留

下以做研究使用。这就是为何病毒标本在俄罗斯 VECTOR和

美国的 CDC保存的原因。设想一下，若有一天这种怪物从瓶

中逃出来世界会是怎样的？

在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高度安全实验室里，保存天花

病毒的容器

1987 年，前苏联。天花病毒株被封

存在 VECTOR 的冰箱里，在前苏联

的国家病毒和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也就是位于现在的俄罗斯

继孟加拉之后，埃塞俄比亚是天花病仅有的国家。在此开展工作已经是很困难了，当

1974 年内战爆发，令人生畏的环境是防疫接种人员的挑战。一些反叛势力支持根除天花行

动，为小组提供武装掩护。而另外势力袭击天花工作者，并在一次袭击中杀死了两名工作

人员。

天花小组乘坐直升机冒着枪林弹雨到达偏远地区。一个小组包括一名加拿大飞行员遭

到绑架，在 4 天后才得到释放。Petrus Koswara，一位来自印尼的 43 岁医生，由于情绪激动

和体力透支导致心脏病发作而死于工作岗位。Henderson 说“这是在铲除天花努力工作中最

困难的国家之一”。

当内战席卷整个埃塞俄比亚时，WHO 在索马里边界打响了消灭天花的最后战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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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1979年瑞士，天花公告名册

组消灭了分布在 Ogaden 沙漠的流浪者中最后的天花病例。在 1976 年 10 月，WHO 宣布埃

塞俄比亚从天花中解放。

然而七周之后，紧邻埃塞俄比亚边界的索马里报道了另一次天花病暴发，这次天花病

可能是由埃塞俄比亚的流浪者携带而来的，并且在 1977 年的流行中扎根。那年的春季和夏

季世界卫生组织展开了大强度搜索和强制政策，最终在 Merca 的港口小镇消灭掉最后一例

非致命性的类天花病。携带此病毒的人就是 23 岁的 Ali Maow Maalin，他是一个地方医院

的厨师（框 1.7）。

接下来的 5 年，联合国委员会通过拜访每一个国家确认疫情已经消灭，世界卫生大会在

1980 年 5 月宣布全球范围的消灭天花活动已圆满完成（图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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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1.7　最后天花病例

Ali Maow Maalin是在索马里Merca港口的一所医院里工作的厨师——该港口位于印度洋的一个

大约 3万人口的城市。那时Maalin 23岁，曾经作为接种者为天花根除计划工作，但他自己并未进行免

疫接种。1977年 10月 12日，两名患有天花的儿童从流浪者营地被送到

邻近镇子的隔离营地。司机曾经在医院停车询问路线。

Maalin提出与司机一同前往。“他问我是否接种过疫苗，”Maalin说，

现在他为索马利亚脊髓灰质炎根除计划工作。我说：“不用担心，我们

走。”Maalin说，他曾与患病儿童接触了不超过有 15分钟。但那足够了。

9天以后，Maalin开始感觉不舒服，在出疹子后，他被诊断为水痘而

被送回家，但是当Maalin见到过足够多的天花，他意识到了，他得的病

并不是水痘，尽管如此，他太害怕以至于他不愿被登记入隔离营，他说：

“我有可能会死在那里。”最终，一位医院的男护士报告 Maalin得病了，

但Maalin没有进入医院，而是仍然呆在家里。

医院停止接诊，并且院内每个员工都已经排队接受了疫苗接种和隔

离期观察。与此同时，一个医疗队被派往Maalin家周围的 50户居民进

行了疫苗注射。后来又扩展到 792户，共在两周内有 54 777人进行了疫

苗接种。

被隔离后，病毒不能进入到新的感染者体内，来自Merca的厨师就是最后的一名天花病例——类

天花——再一次小型暴发之后一年出现的天花病例。

正好是原计划消除目标日的第十年，从那以后，就我们所知道的，除了一次在大英帝国 1978年的

偶然实验室事故造成的小暴发并造成一人死亡事件之外。1979年，天花在Maalin被感染后两年被官

方宣布根除。Maalin是最后一位被自然出现的天花感染的病例。

1977，索马里。Ali Maow 

Maalin，世界天然发生天花

感染的最后一人

这是历史上人类第一次通过不懈努力彻底消灭了一种恶性传染性疾病。总的费用约合

3 亿美元，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约合 9800 万美元是来自国际支出。

天花的遗赠

曾任职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 Halfdan Mahler 描述说：“天花是一个管理的胜利，而非

医学的胜利。”但是，考虑到存在大量需要被克服的问题，其中包括资金和疫苗的短缺、功能

失调或是缺乏全民健康服务的问题，以及在内战和饥荒中逃亡的被感染的难民、传统的观念

及因天气和地形困难造成的诸多问题，这个项目也可以被认为是人们意志的伟大胜利——

正如 Grasset 回忆的，当带着接种疫苗工具的医生们“带着叮在他们身体上的蚂蟥”在穿越

河流时是一种对决心最好的证明。

工作在其他领域的医生们从天花消除运动中吸取经验并应用于实际。多年后，Grasset

和尼泊尔的眼科医生应用了监控 - 围堵体系成功处理了眼干燥症，即一种能导致年轻儿童

患失明的疾病。

David Heymann 大夫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印度致力于天花消除运动，他指出在世界宣

布消灭天花多年之后，一个新的致命的疾病开始抬头，它消弱了人体以抵抗疾病的免疫系

统——人体免疫缺陷病毒 / 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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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人体免疫缺陷病毒 / 艾滋病已经完全实现它像天花那样的流行，我不清楚我们是

否能再使用天花疫苗除掉天花。”这是 Heymann 回忆一个美国士兵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接种

天花疫苗后患病并死亡，原因是他的 HIV 检测阳性。此后没有新的天花疫苗出现以适用于

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果 HIV 更早流行的话，天花对带有 HIV 的人群则是致命的，正如今

天的结核和肺炎一样。

不仅天花运动本身是一种成功，它还鼓舞了其他

主要的公共卫生工作的成功。例如，在 1974 年开始

实施的免疫扩大计划包括了六种儿童主要疾病——

白喉、百日咳、破伤风、脊髓灰质炎、麻疹和结核。现

在，许多国家还增加了 B 型传染性肝炎和流感嗜血

杆菌 B 的免疫接种（图 1.11）。

其中，脊髓灰质炎——一种能导致特别是在儿童

时期感染后瘫痪的病毒感染性疾病——是下一个主

要消除的目标。正如 Heymann 指出的，天花某些方

面来讲是比较容易消除的。一旦某人感染，症状很快

出现，并且很明确。但是，对于脊髓灰质炎，通常没

有症状，这使得它比较难以追踪，以至于无法给有过

接触史或有接触风险的人们进行免疫接种。天花疫

苗可有效保护大约 95% 的人群，并且容易推行，脊髓灰质炎疫苗却不能像天花那样用冻干

法保存和重组，并且它还要求冷藏。

尽管困难重重，脊髓灰质炎的预防接种工作进行的还是很顺利，在 1988 年项目初始，

125 个国家中有多于 350 000 个病例。自那年后，病例的数量已经下降超过 99%。脊髓灰质

炎继续在阿富汗、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四国循环流行，并再次传染给那些已经消除脊

髓灰质炎的其他国家。但是，要除掉剩余的疾病被证

明是非常困难的。在 2011 年的上半年就报告了 181

个病例，公共卫生的官员期望仍在流行国家和再感染

的国家能够在近期看到希望的曙光（图 1.12）。一种

新的针对野生型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的血清在 2010 年

开始使用，以用于应对剩余的病毒。

天花运动的成功是基于使用监控 - 围堵和大范

围接种的联合方法，这为控制其他疫苗可预防性疾

病打下了基础。“许多运行免疫项目的人都是以前消

灭天花运动的领导者。的确，将免疫接种作为重点，

权衡成本效益，医学 - 免疫接种是最有效的发明！” 

Heymann 说，他还补充道：“在过去几十年里，免疫接

种项目已经成为对抗疾病最成功和又划算的方法。”

这些项目还在继续。

图 1.11　1987年墨西哥，一个患有脊髓灰

质炎的孩子用支具支撑着残疾的腿部

图 1.12　科特迪瓦。孩子骄傲的举起她

的接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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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5 千万人依靠口服补液盐溶液存活，因此其曾被称为 20 世纪“潜在最重要的医学
进步”。然而这项世界卫生组织及该领域的治疗神器却曾被一些持有怀疑态度的医疗机构
所抵制。

1971 年 5 月，印度 Bangaon。对那里的人来说，生活似乎没有终点。Dilip Mahalanabis

医生每天都看见数以千计的人从孟加拉国（之前被称为东巴基斯坦）越过边境。这些人是独

立战争的难民：男人、女人、小孩；这些饥饿的人步履蹒跚，就像烈日下的梦游者。5 月底，

气温飙升至 40 摄氏度，湿度也达到了令人窒息的 90%，超过 9 百万的难民进入印度。在

Mahalanabis 看来，这些人的目的地基本上都是 Bangaon（图 2.1）。

第 二 章

口服补液盐

特 效 治 疗

图 2.1　1971年，印度。东巴基斯坦（现在为孟加拉国）的难民寻求庇护，西孟加拉Bangaon

难民营的食物和医疗护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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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饥饿的人们使这个地区本来就有限的公共资源变得更加紧张。不仅如此，难民们

带来饥饿的同时，还带来了疾病——存在于土壤和孟加拉国排水系统中的霍乱。在殖民时

期，英国医生曾经夸张地说霍乱杀死一个人甚至让他来不及为自己挖掘坟墓。在缺乏适当

治疗时，霍乱会通过水样便排出机体大量液体，在几个小时内结束一个人的生命。

人类的机体大部分由水构成，而且需要不断的补充水分以保持生命力。身体吸收分泌

水和盐最重要的一条途径是小肠壁上的微小通道——该通道将被消化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吸

收入血。Mahalanabis 在约翰霍普金斯国际医学研究

培训中心（位于印度 Kolkata）对该过程做了深入探

索，而且对霍乱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清楚地知道

霍乱弧菌如何像关闭水龙头一样切断机体的供水系

统（图 2.2）。

霍乱存在于咸水和淡水的浮游生物中，借助于

被污染的食物或水进入人类机体。大部分会被胃酸

消灭，但仍有少量细菌能够顺利进入到小肠生长并

穿过小肠上的黏液。霍乱弧菌黏附在小肠壁上后分

泌霍乱毒素，使肠壁上的通道开放而造成损伤。通

道开放造成的盐分流失携带了大量水分，形成了我

们所见到的水样便，即腹泻。目前已经知道成年人

每天产生多达 6 升的液体。盐分在体内需要维持某种浓度才能发挥其作用，故盐分的缺失

就是机体的损伤。腹泻将细菌重新带回外界，由此反复循环。

霍乱多繁殖于没有厕所和排污管道等无法将人类排泄物转移的地方，此外饮用水短缺

也是造成霍乱繁殖的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该病也是季节性的，尤其高发于温暖、潮湿

的环境，如孟加拉国的季风季节（框 2.1）。

图 2.2　1984 年，缅甸。Dilip Mahalanabis

医生（右侧）参观缅甸一个村落的健康中

心，并推动口服补液盐溶液的治疗

框 2.1　孟加拉向孟加拉国的转变

1946年，印度殖民地的孟加拉地区划分为东孟加拉和西孟加拉。

1947年，东孟加拉成为一个新成立国家（巴基斯坦）的一部分。

1955年，东孟加拉更名为东巴基斯坦，但与巴基斯坦之间无明显分界。

1971年，东巴基斯坦宣布从巴基斯坦独立，并成为现在的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雨季疾病和恐慌

Mahalanabis 见证了大量难民从战争肆虐的孟加拉国涌入 Bangaon，他担心一个月后的

雨季，更恐惧雨季带来的疾病。主要的问题是在孟加拉 Kolkata 和 Dhaka，他和同事不具备

与霍乱抗争的有效武器——至少现在没有。

曾经有人认为霍乱疫苗会与天花疫苗一样，是治疗霍乱的致命武器。但这种想法逐渐

转化为巨大的失望，因为这种治疗霍乱的疫苗仅能在短期内给予患者部分的保护和轻微的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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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而代之的是，Mahalanabis 和其他研究者将关注的重心转移至再水化的问题——也就

是如何使液体重新回到并保持在霍乱患者体内。一个简单明了的解决方式就是强迫患者大

量地饮水，但这招并不奏效，因为液体通过消化系统的速度过快，以至于不能被吸收入机体

的组织中。

20 世纪初，医生们开始使用其他的治疗方法。霍乱弧菌通过阻止小肠吸收液体入血来

致病，由此假设，是否可以注射盐溶液使液体直接进入患者的静脉？这种方法被称为静脉

内或Ⅳ治疗，已经被证实可以快速而有效的恢复住院患者体内的液体含量；但在院外，却有

诸多缺点。

保持无菌条件并获得一条进入静脉的通路需要一些专业医学技能。但最关键的问题是

在腹泻高发的发展中国家里，医生和护士所能使用的手段有限。此外，腹泻（无论是否源于

霍乱）主要影响 5 岁以下的儿童。而且，不管是不是专业的护理人员，对婴儿的微小静脉进

行穿刺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最后就是花费问题，因为溶液需要在无菌的条件下制备，

涉及大量的人员和金钱问题。

因此，急需一种方法来取代静脉注射，Mahalanabis 就具备这种方法。这是基于几年前

的一项研究，该研究由该地区两个大型研究中心的医生共同发现——约翰霍普金斯 Kolkata

医疗研究培训中心以及孟加拉国 Dhaka 的国际腹泻研究中心（ICDDR，B）。这个方法最简

单的形式就是让患者口服糖盐水溶液。Kolkata 和 Dhaka 的医生称之为口服补液盐溶液。

但该溶液只能由专科医师用于在院的成年霍乱患者。1966 年，Mahalanabis 曾在 Kolkata 对

口服补液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该溶液在儿童身上同样有效。20 世纪 60 年代末，国际中心

的医生们尝试口服补液治疗，将患者死亡率从 50% 降到了 0，由此肯定了该治疗的有效性

（框 2.2）。

框 2.2　Kolkata或Calcutta？

Kolkata，孟加拉语的 Kolkata城，是西孟加拉印度

诸邦与联邦属地的首都。20世纪 90年代末，由作家、

诗人和艺术家支持的政府拟改变城市的名字来体现当

地居民的语言和文化。新名字被印度政府所接受，并在

2001年 1月 1日开始实行。Kolkata城市名称的改变参

考了一些其他印度城市的例子，如 Bombay 1995年改为

Mumbai，Madras 1996年改为Chennai。 1960年，印度。开放式的排泄渠道（如图片

中 Kolkata 的排泄系统）可能带走人类的排

泄废物，并进一步传播像霍乱这样的疾病

该溶液如此有效的主要原因应归结于糖和盐的化学特性。就像前文中提到的，单纯让

霍乱患者口服盐水没有任何效果，因为霍乱毒素会阻止肠道对其的吸收。不仅如此，肠道

中的盐分会将肠壁中的水分拉入肠管内，进而加速疾病进展。但令人称奇的是，当糖分按

合适比例加入到盐溶液中时，所有的化学过程都将改变。在这过程中，糖和盐分子形成了

协同转运耦合机制，即使在中毒状态，肠道也会继续吸收糖分，而盐分因为和糖的附加作

用，同样也被肠道所吸收，进而盐带走水分，最终的结果就是：再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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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有效治疗的出现，20 世纪 70 年代初很多人开始对无医护人员情况下使用补液盐

表示怀疑。与此同时，医学界也警告过那些热衷于这个治疗方法的人（如世界卫生组织霍

乱专家 Dhiman Barua 医生）不要让没有经验的人员使用口服补液盐。Barua 曾目睹过 1932

年霍乱蔓延时的场面，发生的地点就是之后的孟加拉国。“那时我 11 岁”，他回忆道，“人们

就像苍蝇一样死去，整个家族都毁灭了。而问题就是我们没有治疗用的盐水。”

Barua 不希望 1932 年的一幕再度出现，但事实并不乐观。1961 年在印度尼西亚出现了

第七次霍乱暴发，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越来越多被霍乱影响的国家都在寻求 WHO 的

帮助（框 2.3）。“我记得接到过一封来自非洲的电报，其中一个会诊医师叙述道‘我看见小孩

在父母的大便里游泳’，”Barua 说道，“当时的情形非常绝望。”人们需要大量的静脉注射用

盐水，但给予 40 个受霍乱折磨国家的产品费用要远远多于 WHO 预算所能承担的。

框 2.3　7次霍乱大流行

霍乱样疾病最早见于古代中国、希腊和梵语文学著作中。自 19世纪以来，霍乱明显与富饶的恒河

三角洲（它的水道和沼泽错综复杂）相伴。7次霍乱暴发将这个疾病传播到世界各地。1817年，印度

的 Jessore地区（现在属于孟加拉国）报道了一次霍乱的暴发，由此该病沿着亚洲的贸易航路一直传播

到里海和地中海沿岸。到了 1823年，霍乱再次回到恒河三角洲，并持续流行于这个地区。

记录中霍乱暴发最严重的是 1854年，这一年中仅英国一个国家死亡 23 000人。同年，英国内科

医生 John Snow首次详细阐述了污染的水源供应和霍乱传播之间的关系。另一个对抗霍乱里程碑式

的事件发生于 1883年，德国内科医生 Robert Koch（最早研究细菌的医生之一）在埃及和印度霍乱暴发

时，首次分离出霍乱弧菌菌株。

第 7次霍乱暴发起源于印度尼西亚，由另一种称之为“EI Tor”的菌株造成。1970年，该病传播并

一直困扰非洲至今。

战争、灾难等一些危机因为缺少干净的饮用水和环境，常加剧霍乱暴发的风险。如 1994年卢旺达

危机过后，霍乱仅在一个月内造成刚果共和国Goma难民营内的 48 000人感染，23 800人死亡。

Barua 与 Dhaka、Kolkata 以及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医生们进一步沟通，想知道口服补液

盐是否有效。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治疗方法应该掌握在有经验的医护工作者手里。20 世纪

50 年代，这项治疗还未被完全理解之前，在美国对口服补液盐溶液进行的早期尝试造成

了一些儿童因为过量的盐分而死亡。医生们担心让

不具资格的人们使用补液盐溶液治疗会出现相同的

结果。

世界卫生组织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严肃的警告，

通过组织关于管理口服盐溶液的集中培训来进行强

化，并发布了一份公文，其中有涉及口服补液盐溶液

的一章内容。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总部日内瓦，WHO

还劝说一家制药公司解决了补液盐包装的问题。由

此发现，如果使用合适厚度的铝箔作为包装，混合试

剂的保质期更长，且更能经受运输的考验（图 2.3）。

新的包装和正确用法说明书一同被运送到受霍乱

影响的国家。这一切都在按正确的方向发展，直到 图 2.3　口服补液盐溶液的铝制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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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全球的态度却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切都源于 Bangaon 发生的事情。

一个绝望的决定

大雨在六月时降临，霍乱则紧随而至。随着难民们涌入难民营，Mahalanabis 的团队治

疗的病例数量也突然激增。截止到六月中旬，难民营中每天增加 6000 人，而患者同时增加

约 350 人。

Mahalanabis 和团队在难民营的两个村舍中建立了病房，每个病房有 16 张床。医生们

从病人中挑选出最严重的进行静脉注射。治疗很奏效，但像从前一样，患者太多，没有足够

的盐溶液。Mahalanabis 从附近的 Kolkata 寻求更多的帮助，卡车随即带来了静脉注射用盐

溶液，但在几个小时内就用光了。

三分之一的患者死于霍乱。孩子们身体虚弱的已经开始哭泣，部分人的体重仅为正常

体重的 1/3，木棍样的四肢连在巨大的肚子上（图 2.4）。疯狂的电话叫来了大量的卡车，只为

更多的盐溶液。一个卡车车队持续往来于 Bangaon

和 Kolkata，之间，但无论多少，都不能满足患者的

需求。

六月已经过去两周，Mahalanabis 和他的团队

明显输掉了这场战役。当务之急是做点什么，他们

决定对人群使用口服补液盐溶液治疗，但这意味着

那些没有医疗培训的人们也将大量使用该治疗方

法。这是个重要的决定，因为它违反了已经建立在

Dhaka 和 Kolkata 的医疗机构的主流观点。

但 Mahalanabis 没有别的办法，他决定制备一个基于糖、盐和碳酸氢钠的补液配方，这

些成分已经被证明在严重霍乱病例中的有效性。他随后写到，决定加入钾离子，因为这种

矿物质在神经和肌肉功能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但前提是含量足够，而事实并非如此。

这个过程需要保证各组成部分的含量准确，尤其是盐分，因为如果过量的话会造成儿童

死亡。在难民营里，没有房间来调配这大量的口服

补液盐溶液。“我们将约翰霍普金斯中心的图书馆

改成了工厂，”Mahalanabis 回忆道，“我们在鼓上装

上龙头，在鼓身里装好口服盐溶液并送往灾区。我

们不得已找一些人来进行实验，但没有别的办法。”

将糖、盐和碳酸氢钠按正确的比例配比，混合溶液

装入塑料袋连同使用说明书一并被送到 Bangaon。

难民营中，Mahalanabis 将团队分成两个组，一

组专门治疗重症患者，以最快的速度给予患者静脉

盐溶液来提高体内液体水平。而配比口服盐溶液

的工作则交给了其他人——医护人员、朋友和亲戚

（图 2.5）。说明书制定的很简单：目的只有一个，即

让患者尽快饮用盐溶液。

图 2.4　20世纪80年代，苏丹。Wad Medani

医院补液病房中一名腹泻疾病患儿

图 2.5　1971 年，印度。Bangaon 难民营中，

一名患者家属为患者领取口服补液盐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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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 Mahalanabis 开展了一项涉及成千上万例重症患者的实验。在接

下来的几天里，他发现了一些高钠血症的迹象，这种状态源于血管中过量的盐分。起初事

情发展的很顺利，但混合溶液的高盐成分会造成患者呕吐，尤其在婴儿和儿童身上体现明

显。成人主要表现出一些其他的症状。因为随着他们水分和体力的恢复，开始寻求饮用水。

有时需要强迫患者来摄入盐溶液，甚至通过鼻饲的方式。

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医护人员和家庭成员如何让患者摄入足够的液体，特别是在霍

乱的第一个阶段。因为当患者死亡时，经常发现其并没有摄入所需的液体量。

随着一天天过去，一些人死去了，但仍有大量的患者涌入难民营。因为没有足够的病

房，Mahalanabis 不得已让很多仅治疗 24 小时的患者离开，并给予袋装口服盐溶液在家继续

治疗。口服盐溶液的治疗非常有效，很少有患者返回到难民营。至 7 月中下旬，进入到难

民营的患者已经降至每天不足 60 人。截止到 8 月底，Mahalanabis 知道霍乱暴发的最危险

时期已经结束。

这次的胜利是令人振奋的，在最高峰时期，Mahalanabis 和他的团队治疗了超过 3700

人，且每 100 名患者中不到 4 个死亡病例。来自约翰霍普金斯中心的人员治疗了 1200 例患

者，其中仅 12 例死亡——死亡率为 1%。Bangaon 发生的事件为口服补液盐溶液的有效性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然而尽管具备这些有力的证据，但回想起之前问题的解决方案，很多医生仍旧对口服

补液盐溶液的使用持怀疑态度。Mahalanabis 写了一篇描述 Bangaon 霍乱暴发的文章，但一

些医学杂志拒绝将其发表。幸运的是，Bangaon 发生的事件还是被一些不容忽视的人所见

证了。

世界卫生组织霍乱专家 Barua 在危机期间拜访了 Bangaon，被当时的场景所震惊。这

是个有问题的治疗方式，并被毫无医疗基础的人群所使用。“他们将装有盐分的 5 升袋倒

入鼓体中，每个人都可以用杯子自助的从鼓身上的水龙头得到补液盐溶液。”Barua 回忆道。

这很不简单，为口服补液盐治疗在发展中国家的使用奠定了基础。

作为治疗霍乱的方法之一，口服补液盐溶液非常有前途，而对 Barua 来说，远不止如

此。毕竟霍乱不是造成腹泻的唯一原因（框 2.4）。几种细菌、多种病毒和寄生虫均可以导致

框 2.4　致病微生物

细菌、病毒和寄生虫是人类肉眼无法分辨的微生物，均可以造成腹泻样疾病和一些其他疾病。其

中大部分是由于糟糕的卫生条件通过被污染的饮用水和食物传播。

最常导致腹泻的细菌是空肠弯曲杆菌和沙门氏菌，这两种细菌均可以在肉类食物中发现，尤其是

禽类食物。志贺氏菌通过粪口途径传播，即细菌通过粪便排出后，污染人类的手后进而污染食物。

霍乱弧菌可造成霍乱，常存在于被污染的水中，也可在食物

中发现。大肠杆菌是另一种造成腹泻的细菌。而难辨梭菌是住

院患者中最常见的传染性腹泻的致病原因。

一些病毒也常造成腹泻，如轮状病毒、诺瓦克病毒、巨细胞病

毒和病毒性肝炎。与此同时，像蓝氏贾第鞭毛虫和阿米巴变形虫

这样的寄生虫也会造成这种结果。这些微小的生物通过食物、水

或人与人接触，以及寄生在消化系统进入人体。

印度，霍乱弧菌。Leison 鞭毛染

色（数字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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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腹泻

类疾病是造成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单因素

原因。Barua 认为口服补液盐溶液有潜力降低

这些数字。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个假设，Barua 在菲律宾

农村进行了一个临床实验。医护工作者经过一

些培训后，使用口服补液盐溶液治疗急性水样

腹泻的儿童。该实验明确阐述了这个治疗方法

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并为口服补液盐

溶液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图 2.6）。

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行动

Barua 首先在建立单一口服补液盐溶液配方治疗所有成人和儿童急性腹泻方面做出了

努力。这是个重要的突破，首先极大地简化了有关治疗的讨论，并能在国与国之间进行比

较。从这点来看，Barua 倾尽其所有的努力来建立了一个抗击腹泻性疾病的全球性行动。

1978 年，WHO 开展了腹泻性疾病控制项目。

该项目的主要关注点为小于 5 岁的儿童。WHO 首先与联合国儿童基金（UNIEF）合作

来完成它的目标，其次是独立政府的援助机构，包括丹麦、瑞典、英国和美国，此外还与非政

府组织进行了合作。与此同时，仍有一些抵制和反对补液盐溶液配方的声音来自发达国家

的儿科医师和小儿健康专家们，需要日以继日耐心的劝说来赢得他们的支持。

WHO 首先做的一件事是发行评估和治疗腹泻患者的指南。诊断的过程基于一些简单

的问题和一个辨别症状的检查，无需医疗设备或实验室检查。首先要辨别三种腹泻或“综

合征”：急性水样腹泻，血性腹泻（痢疾）和持续 14 天以上的腹泻（持续腹泻）。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三种腹泻均用口服补液盐溶液治疗，直至症状消失。重要的是，WHO 还建议患者继

续口服溶液，且仅对血性腹泻和严重霍乱患者使用抗生素。指南总结了一页治疗图表，随

后发现这个图表被贴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几乎每一个医疗机构。

很多国家也帮助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腹泻疾病控制项目，在 WHO 腹泻疾病控制项目

产生后的 5 年，52 个国家开展了他们自己的项目。截止到 1986 年，这个数字增长至 100

个，并最终遍布 130 个国家，涉及发展中国家全部儿童的 99% 以上。

在 WHO 和 UNICEF 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国家可以得到稳定的溶液供应，配备了所需的

技术专家，帮助他们建立工厂，并提供原材料和包装。截止到 1985 年底，超过 40 个发展中

国家可以自行制造他们的口服补液盐。

国家腹泻控制项目的发展是个艰巨的任务。他需要培训数以百计的管理者和成千上万

的医生，这还没包括医生助手和护士（他们需要为腹泻儿童提供护理）。世界卫生组织与其

合作伙伴（主要是位于孟加拉达卡的腹泻疾病研究国际中心）共同开发培训材料并支持各

种课程。此外，世界卫生组织与医疗和护理学校的合作，将治疗指南引入他们的课程；与出

版商合作，将其加入到有影响力的医学教材中。

图 2.6　1979 年，孟加拉国。一位父亲抱着

他严重脱水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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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疾病控制项目是针对一个古老问题全球态度转变的一个尝试，同时也解决了世界

范围内腹泻患儿父母们的重要问题。在一些病例中，

甚至包括告诉母亲如何护理他们的孩子。举个例子，

大量的研究显示降低婴儿腹泻风险最好的方法之一

是母乳喂养（图 2.7）。巴西和伊拉克的研究发现严

重腹泻和腹泻死亡风险在非母乳喂养儿童中增加 20

倍。但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母乳喂养在发展中国

家降低，这主要是奶制品企业提倡的母乳替代品优于

母乳带来的全球风潮所导致。母乳喂养比例的下降

在城市贫民区和棚户区尤为担心，因为腹泻在这些地

方是主要死因之一。

转变腹泻治疗的态度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

患儿的母亲们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治疗方法。其中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饥饿，很多父母认为饥饿儿童的肠

胃没有供给细菌、蠕虫或寄生虫的营养，最终可以“饿死”这些微生物。而他们所不知道的

是，即便在腹泻最严重的病例中，一半以上的营养也是可以被吸收的。彻底禁食意味着虚

弱的儿童被突然剥夺了他复原的主要资源。

因此，WHO 急需让这些妈妈们明白，腹泻的主要死因是脱水，并告诉他们口服补液盐

溶液是最好治疗方法。想达到这个目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这些妈妈给他们的孩子口服补液

盐溶液后，看着孩子们迅速地康复。

与 UNICEF 的合作中，WHO 使用多种方法将信息传达给未到治疗中心的母亲们，包括

通过教堂和清真寺传授，或与其社区可信赖的人员共

同工作等。在一些国家，也可能是传统的助产士或学

校老师进行口服补液盐的教育（图 2.8）。其他的文化

背景里，政府官员和妇女组织领袖传播相关的知识。

一些可能的国家（如埃及和印度的），则通过电视、广

播和报纸进行宣传。

口服补液盐治疗很容易掌握，材料的准备也很简

单，所以在很多病例里，公共信息活动带来了态度转

变并不奇怪。如 1984 年孟加拉，一项公共信息活动

使得超过 50% 的小学儿童学习如何自己制造口服补

液盐溶液，而超过 74% 的家庭使用自制的溶液来治

疗腹泻。家庭自制溶液的使用是 UNICEF 倡导家庭

日常材料（如大米稀粥、淀粉汤或糖和盐）应用预防

脱水的结果。

后续研究

世界卫生组织同样支持改善口服补液盐溶液配方的研究。新的研究发现枸橼酸钠取代

图 2.7　2011 年，Burkina Faso。母乳喂

养是降低婴儿腹泻风险的最佳方法

图 2.8　2006 年，孟加拉国。卫生工作人

员对母亲们进行环境卫生和营养方面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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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酸氢钠的配方更稳定——明显延长了保质期，且包装成本更低——WHO 因此修改了治

疗指南。

关于腹泻疾病控制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改善口服补液盐溶液混合物。截止到 1983 年，

WHO 腹泻疾病控制项目支持了 147 项生物医学研究项目，其中近一半的项目针对发展中国

家。一些国家针对轮状病毒的新型疫苗研究已经初具雏形，但发现能够经济而又有效治疗

腹泻性疾病的疫苗仍极具挑战。

此外，目前针对简化检测手段的研究看起来很有前途。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早期

的一系列研究显示，降低某些成分的浓度可以使口服补液盐溶液的治疗效果更好。在孟加

拉国腹泻疾病的国际研究中心，腹泻儿童使用锌片联合口服补液盐溶液治疗 10 天后，明显

缩短发病时间，且减少 30% 的肺炎发生率和 50% 的非损伤性死亡。2004 年起，这些新发现

已经被编入 WHO 诊疗建议和 UNICEF 腹泻治疗指南。这个由孟加拉腹泻疾病研究国际中

心开展的项目旨在为每一个 5 岁以下孟加拉儿童提供锌片。而其他一些国家也在努力将锌

片治疗覆盖到全国（如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巴基斯坦和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

WHO 腹泻疾病控制项目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搞清楚腹泻性疾病对世界人口

的影响以及口服补液盐溶液的有效性。WHO 建立了监测和评估机制来探讨小于 5 岁儿童

使用口服补液盐溶液的标准，以及溶液在腹泻相关疾病和死亡上的治疗效果。

John Snyder 医生和 Michael Merson 医生在 1980 年第一次报道了准确的小儿腹泻全球

死亡率（如死亡人数），每年有 4 600 000 名儿童死于腹泻，其中 1/3 的儿童小于 5 岁。截止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Barua 研究的初步成效在 40 个与腹泻疾病控制项目合作的国家中得

到了体现。

1982 年，小于 5 岁儿童中仅 6% 接受了口服补液盐溶液治疗；1985 年，这个数字长到了

33%。WHO 得到了更令人鼓舞的数字，在东地中海和西太平洋地区约 40% 的儿童接受了

该治疗，东南亚则为 66%。腹泻性疾病造成的死亡率明显降低。如位于尼日利亚拉各斯的

Massey Street 诊所在建立了口服补液盐诊所后的 7 个月里，腹泻性疾病造成的儿童死亡人

数从 17% 降至了 3%。截止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埃及、洪都拉斯、菲律宾和泰国的腹泻

疾病死亡率下降了 40%～50% 不等。

1980 年，Snyder 和 Merson 已经报道了每年约有 4 600 000 名小于 5 岁儿童死于腹泻，

但 2000 年时，这个数字已经降到了 1 800 000。2007 年，因腹泻死亡的患儿从 20 世纪 80 年

代的 33% 降至了 18%。这个数字直接拉低了小儿的总死亡人数——从全球 14 000 000 例

到最近 20 年的不足 9 000 000 例。据估计，在过去的 25 年里，口服补液盐溶液治疗拯救了

50 000 000 条生命。这就是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称其为“可能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医学进

步”的原因之一。

真正的前线

虽然我们在挽救生命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发展中国家糟糕的卫生条件、不清洁

水源（图 2.9）和卫生教育的不足依旧是问题发生的根源。每年仍有 1 400 000 名儿童死于腹

泻性疾病，患病的情况与 1970 年时相当——平均每年暴发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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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补液盐溶液不能阻止儿童患病，但是可以防

止他们死亡。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场抗击腹泻性疾

病战役的前线不是疫苗实验室，而是柬埔寨的某一口

井或安哥拉棚户区的某一根储水管（框 2.5）。

在埃塞俄比亚，仅 40% 的人群可以使用安全用

水。不到 1/3 的人可以经常使用基础卫生设施。这两

个简单的原因就是造成每年每名埃塞俄比亚儿童患

5～12 次腹泻，并最终导致每年约 50 000 至 112 000

的死亡病例。而真正可以改变埃塞俄比亚现状的则

是当前由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建造坑式公共厕所项目。

几乎 90% 的腹泻性疾病都可以归结为被污染的

水源和（或）食物，以及不当的卫生条件。据估计，

改善供水可以降低 25% 的腹泻致死率，而改善卫生条件则可以降低约 1/3。卫生保健教

育——即使简单到教育人们洗手的重要性——也可以减少约 45% 的腹泻发生率。

WHO 将 20 世纪 80 年代称之为国际饮用水供应和公共卫生十年。在这期间，世界卫生

组织鼓励其成员国改善水供应和公共卫生条件，这直接改善 16 亿人的饮水情况。但在发展

中国家，仍有 12 亿人不能使用干净的水源。

2010 年 3 月，WHO 和 UNICEF 的一份报告提出 2015 年之前，公共卫生的千年发展目

标在国际上有被丢弃的危险。如此世界水资源供应和公共卫生状况的展望下，口服补液盐

溶液将可能继续扮演拯救生命的重要角色（框 2.6）。

框 2.5　世界卫生的必要性

发达国家的人民拥有一个适宜的公共卫生环境，干净的饮用水也

是随处可得，故腹泻不会带来诸多不便。而对于 11亿缺乏干净饮用水

或 26亿欠缺适宜公共卫生环境的人来说，腹泻则是一个致命的疾病。

洁净用水来源：公共储水管路、管井或钻井；受保护的自挖井；泉

水和雨水。非安全饮用水来源：不受保护的自挖井和泉水；转运饮用

水的手推车；运水卡车；地表水，如河流、水坝、水渠和灌溉通道中的

水源。

良好的公共卫生环境减少了人与排泄物接触的机会，从而阻止了

疾病的蔓延。良好的公共环境包括具备冲刷废物管道的厕所、化粪池

和带盖的坑式厕所；公共厕所内流通的空气可以驱散苍蝇和异味；堆

肥厕所可以将人类废物转化成有机肥料。但对所有人来说（包括那些

有良好公共卫生环境和干净饮用水的人群），最有效的预防疾病方法

就是在餐前便后洗手。

2003 年，Malawi。一名妇女

正从井内打水

图 2.9　2003 年，加纳。建造坑式厕所可

以减少腹泻的发生

框 2.6　事实档案：口服补液盐（ORS）溶液

口服补液盐溶液第一次大规模应用的时间？1970年，独立战争期间在孟加拉国边境的难民营中。

1978年，WHO建议除严重疾病外，单剂 ORS配方可用于治疗任何年纪任何疾病造成的急性腹泻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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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症状。1984年，混合物成分的改变（柠檬酸三钠取代了碳酸氢钠）使其在炎热和潮湿季节更稳定。

最后在 2004年，混合物进一步的改良（减少了葡萄糖和钠的浓度）使其更有效（减少大便体积、呕吐及

治疗腹泻额外静脉滴注的需要）。

口服补液盐溶液的成分？溶液主要由葡萄糖和盐构成。WHO和 UNICEF推荐使用口服补液盐溶

液治疗急性腹泻造成的脱水症状（不考虑病因和年龄）。2004年开始，推荐使用的新型 ORS溶液更加

平衡，包括糖（葡萄糖）、钠、钾和柠檬酸三钠。

口服补液盐溶液如何起效？ORS溶液中的每个组成成分都有其特殊的作用。糖分（葡萄糖）可以

促进肠道吸收钠盐，进而使水分进入肠细胞和体内。钾离子的补充是为了弥补其在腹泻和呕吐中损失

的部分。柠檬酸可以治疗腹泻患者体内的酸中毒症状。这些不同成分的比例必须十分精确，以达到最

大的治疗效果。

混合物如何包装？为了防止其受潮，20.5g的混合物（可以制备 1升的口服补液盐溶液）盛放在铝

制的包装袋中。每 100个包装袋装在一个盒子里，通过集装箱运往海外。

如何发放 ORS溶液包？使用时，每包混合物溶在 1升饮用水中。在正确指导下，将盐包发放给健

康护理工作者和患病儿童的母亲。为了预防或治疗脱水，ORS溶液用于所有急性非霍乱腹泻儿童及霍

乱成人和儿童的治疗中。WHO和 UNICEF建议，配合适当的喂养方法和锌离子的补充，ORS治疗可

以较好的恢复体重，并减少腹泻对儿童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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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现代精神病学方法及理论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精神疾病，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合
作者正努力帮助精神疾病患者打开心灵的枷锁。在过去的 30 年，心理健康领域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1982 年科特迪瓦 Bouaké：当 Gregoire Ahongbonon 在街上行走时突然得到启发“我正走

着，看到一个精神病人，赤裸着身体在垃圾桶前找东西吃。”他说，这种情形以前在 Bouaké

街道上看到过很多次，通常会穿过道路在另一边继续走。他承认自己害怕精神病人，这一

点不止对一个人说过。

Ahongbonon 不是精神病专家，事实上他最早是名轮胎修理工。“我拥有一个出租车公

司。”他说，“我干得不错，24 岁时就拥有了自己的车，但最后我失去了一切，开始特别沮丧

甚至考虑过自杀。”然而宗教意识最终拯救了他。

“我知道耶稣也是从穷人过来的，”他说，“这促使我质疑自己对精神病患者的恐惧。”于

是 Ahongbonon 走上前去问那名精神病人是否需要帮助，得到的答案是那个人需要食物和

水，也需要别的东西。经过许多相似的经历之后，Ahongbonon 逐渐意识到任何人需要的都

是同样的东西，“精神病人跟任何人一样也需要爱”。

意识到爱与尊重和水一样重要后，Ahongbonon

和他的太太开始在夜里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发放一些

食物和饮料。他们在 Bouaké 综合医院后面的小屋开

了一个小教堂，开始“照顾人们”，Ahongbonon 说，其

结果令所有人惊讶，包括科特迪瓦卫生部部长，最终

批准在医院新建一所精神疾病中心以扩大工作空间。

这在科特迪瓦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突破，而在许多其他

国家，精神病人一直被限制在远离城市的医疗机构

中，“这对我来说是个奇迹，”Ahongbonon 说。

从此，许多人由于听了病友或者朋友的介绍后来

找 Ahongbonon，而 Ahongbonon 也开始用自己勉强认

为正确的理论去帮助他们。“人们被捆在树上并独自

留在森林里，”他摇着头说，“不管男人、女人还是孩

第 三 章

心 理 健 康

打开心灵的枷锁

图 3.1　2007年Benin，Gregoire Ahongbonon

（右）与一名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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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这是经常使用的治疗方法，那时的人们相信“只要经受过痛苦的折磨，病魔才能被彻底

驱逐”。

为了消除迷信思想的干扰，为了精神病患者不再被迷信折磨，为了让精神病患者回归

社会，Ahongbonon 在 1983 年建立了 Saint Camille de Lellis 协会，致力于消除社会对精神

病患者的歧视，将精神病患者从捆绑中解脱出来，而捆绑他们的人正是自己的亲人或家族

首领。截至 2006 年，该协会已在科特迪瓦和 Benin 建立了十个精神病诊疗中心，经过治

疗 85% 的患者重新回归社会。Ahongbonon 说“我们已经认识到工作对于治疗精神病患者

来说是最基本的要素”。他鼓励患者在一定范围内从事职业活动，如农业。“那些被束缚了

很多年的精神病患者在工作时感到彻底的放松，有些人通过努力最终成为我们中心的一

员，”Ahongbonon 骄傲地说。

歧视精神病人是普遍现象，事实上每个国家都把他们看成“精神病”。在经济落后的国

家，通常将病人捆在一起，而在比较富裕的国家，通常将病人施以镇静剂并限制在一定范围

内（框 3.1）。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其合作者也赞成给予精神病患者更

多的理解，给予更加有效和人道的治疗。

框 3.1　打破枷锁

Mohammad Taghi Yasamy医生在访问索马里北部城市 Hargeisa的一家精神病院时，目睹精神病患

者被锁在柱子上，感到无比恐怖。Yasamy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健康专家，要求精神病院给出解释，

得到的答案是这些精神病患者失控了，他回忆说：“当我打开患者的枷锁时发现，大多数患者是相当平

静的，一天以后，我和那些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进行了交流，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为他们提供健

康保障。”目前，提倡解放枷锁运动成为世界卫生组织促进精神病患者心理健康的一项计划。

世界卫生组织的倡议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医院消除枷锁，使病人得到友善和人性化的诊

治，使医院成为不再损害患者人身权利的地方。第二阶段，在家庭中消除枷锁，让患者家属学会如何

帮助患者来恢复健康。第三阶段，在社会消除枷锁，不让患者接

受耻辱和限制，将人权还给患者。

世界卫生组织希望通过这一举措，使医院的工作人员认识到

人权问题，采取更加人性和科学的方法来治疗患者，同时提倡建

立各种协会来为患者及其家庭服务，目前已经建立了释放枷锁运

动委员会进行人道主义宣讲，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援助。

释放枷锁运动最早在索马里首都 Mogadishu开展，随后延伸

至喀布尔和阿富汗。2007年初，该倡议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

生部和喀布尔精神病院之间的一个联合项目。精神病院开展的非

常顺利，而且逐渐被其他国家所效仿。

Yasamy说，“在喀布尔，患者家属对该倡议表现出极大的支

持”，“他们希望帮助患者回归正常生活”，并最终独立工作，充分

享受重新融入社会的感觉。

20世纪90年代，科特迪瓦，一名

男性被铁链锁在树上

Itzhak Levav 医生也是心理健康改革的倡导者，1990 年 11 月，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美洲

区办事处心理健康协调员，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组织会议，成为公共健康事业发展史上的

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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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av 是一名精神病专家，目睹精神病人所经受的折磨，下定决心要将尊严和人性还给

他们，但并不意味着不给他们治疗，只是治疗方法要基于健康科学的证据和人权。Levav 及

其同事提议拉丁美洲的传统精神护理应该被分散化。为了实现这种变革，世界卫生组织招

募志愿者通过培训后为各国提供技术支持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如果患者不是被锁在收容所

或偏远的精神病院，而是融入社会，那么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这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

来，精神病治疗领域的突破，也是 Caracas 会议之后的精华所在，因为它改变了精神科医生

的思维。

像看牙医

20 世纪 40 年代，欧洲和美国的精神科医生有着极其粗糙的工具，那就是粗鲁版电休克

疗法，为了治疗效果大脑接受电击，甚至更多粗鲁的精神外科操作，例如脑前额叶切除术。

Walter Freeman 医生对大脑前额叶手术入路做了革新和简化，对前额叶白质切除术的镇静

效果比较认可并大力推广，建议症状轻微的患者也接受手术治疗。

值得庆幸的是，Freeman 的“幻想”被历史上第一种精神类药物所破灭，在 20 世纪 50 年

代彻底被淘汰。氯丙嗪是最广为人知的抗精神病药物，最初只是一种止吐药物，但其具有

强大的抗精神病特性。抗精神病药物不仅具有镇静作用，还具有促进思维清晰的作用，彻

底改变了精神病治疗模式，让更多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与此同时，肌松药的出现让电休

克疗法更加安全；抗抑郁药如异丙烟肼的出现让情绪失常和抑郁症的治疗有了希望。1962

年 Ken Kesey 撰写的《飞越疯人院》一书，对黑暗、滑稽的收容所进行了揭露，描写了一个残

暴的护士因接受额叶切除术而去世，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

药物的发展给精神病治疗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强制约束和

外科手术不是必须的治疗方法。精神病患者不是人

人都需要镇静剂和生活在精神病院（图 3.2），随着精

神护理的革新和新药的研发，医生的诊疗方法也发

生了变化，与此同时，社会也出现了革新，广泛的社

会运动让封闭的精神病院彻底淘汰，改革的春风从

Caracas 一直蔓延至巴西、智利、意大利、西班牙、英

国和其他国家。

虽然治疗方法有了改善，但不是每个患者都能接

受良好的治疗。在贫穷的地方，精神健康改革的动力

不够，如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这些国家即便维

持现状都很困难。

这些国家的精神病患者往往经历多年的治疗，期

间只是单纯接受大量镇静剂，从未有合格的精神科医

生为其诊疗。如肯尼亚的 Mathari 医院建于 1910 年，曾为二战期间英国殖民军收留“发疯”

的士兵。由于种族隔离主义的影响，本国 95% 的“精神病患者”被聚集在饲养牲畜的“防兽

栅栏”，而病房留给了欧洲人。

在坦桑尼亚，精神卫生体系在 19 世纪 90 年代德国殖民统治下建立，与非洲其他国家一

图 3.2　1977 年，Trinidad 和 Tobago。医

生准备给患者注射镇静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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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沿着中央集权路线运行，最著名的就是 Muhimbili。但是，该体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

了变化，通过政府推动建立了更多的地方精神病院，目的是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更贴近的服

务。20 世纪 70 年代末，世界卫生组织和丹麦卫生发展机构密切合作，开始在地方上进行心

理健康护理，这只是全民健康体系的一部分，康复村庄的建立可以为精神病患者提供技能

培训，如农业和木工（图 3.3）。

图 3.3　2008年Benin。精神病患者参加Saint Camille协会的培训项目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世界卫生大会决定进行医疗保健改革并把精神健康放在核心地

位。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中包括心理健康，具体为“完全的生理、心理和社

会健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在 1949 年的心理健康会议上建议将精神病学知识应用

到预防工作中，并推动 1973 年国际精神分裂症初步研究（框 3.2）。

框 3.2　精神分裂症——先天性还是后天性？

对精神疾病的误解之一是人们认为“这种病是天生的”，没有方法可以预防。然而，对同卵双胞胎

的研究表明，环境因素对精神疾病的发展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至少在精神分裂症上如此。

这项研究是 Carolyn Spiro博士和她的妹妹 Pamela Spiro Wagner进行的。Carolyn在美国波士顿的

精神科病房工作时，得知自己的双胞胎妹妹患有精神分裂症时简直不敢相信。她妹妹的精神障碍特点

是：深度感知和思维中断，包括幻听和妄想症。

虽然基因完全相同，但两姐妹的结局却截然不同，一个是心理医生，另一个却是精神病患者，那么

在精神疾病中，基因（自然）和环境（后天）这两种因素到底谁起着主要作用？如果基因是唯一的决定

因素，那么 Carolyn也会像她的孪生姐妹 Pamela一样生病，因为她们的基因完全相同。精神分裂症影

响全球约 26亿人，60%左右涉及遗传倾向。对双胞胎的研究表明：同卵双生中如果一个人发展为精

神分裂症，那么另一个发展为精神分裂症的几率约 50%，而异卵双胞胎的基因相似但不完全相同，第

一个人患精神分裂症，另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几率为 9%，而普通人群患病率为 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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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世界卫生组织创建心理健康部并任命区域顾问，心理健康共有六

个区域办事处，其中一人是 Levav。这个新部门将其合作中心网络从不到 10 家扩大到 100

多家，其中包括 80 个国家的精神病学领域专家。

不幸的是尽管世界卫生组织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全球对精神病的认识没有发生根

本的变化。在世界卫生大会提出有效治疗精神病的十年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Halfdan 

Mahler 在 1988 年题为“精神、神经和心理疾病防治”的报告中，表达了对精神病领域进展缓

慢的担忧。

这份报告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国家需要知道精神、神经和心理疾病的重要性，也

需要知道通过努力这些疾病是可以预防的，通过科学的治疗完全可以减少精神疾病对个人

和社会的影响”，报告最后指出，虽然在地区和全球

已经开始了一些积极活动，“但通过各个国家的努

力，还有巨大的潜力来提高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

总干事希望个别国家做出努力一起正视精神卫生

保健问题。

除了声明，世界卫生组织可以做的比较有限。

最新研究显示，如果国家不把心理健康放在优先地

位，即使关闭旧的收容所并采取药物治疗也不会有

很好的效果（图 3.4）。巴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一般把精神病人关在一

个特定的机构里禁止社会活动。这种情况被健康

机构的一个错误政策搞的更加糟糕，它根据医院床

位使用率进行资助，结果导致巴西拥有 246 家精神

病院，70 万张病床。而英国虽然只占巴西人口数的三分之一，但精神病院只有 50 家。因为

经济利益，巴西的心理机构相当多。

有些东西需要去改变，“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Levav 说，回想过去动荡的时代，Caracas

是一个理想的论坛。更广泛的辩论要求参与者来自不同领域，如 Ahongbonon 那样的非专

业人士，同样也需要政治家。“这次会议的效果非常好，可以说达到部长和参议院参加的水

平，”Levav 回忆说，“那时我们没有想到政治家会出席”。

心理健康是每个政治议程的最底层。那里没有游说团体，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庭受到影

响，选区较为狭小，政客们兴趣也不高。由于政策的变化，政治家开始用“惭愧”为自己开

脱。Levav 认为这是不对的，政治家应该对自己的政策负责，如果不喜欢，就应该改变它。

人权活动家在 Caracas 会议上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有美洲人权委员会的存在，

论坛的面貌就会不同，结果也不同，”Levav 说。

最后谈到墨西哥，“这次会议的言论较为开放，”Levav 回忆说，墨西哥的心理健康系统

受到众多国家的诟病，但事实证明对墨西哥的指责是件好事。由于辩论非常激烈，最后一

致宣言进行改革，墨西哥也赞同 Caracas 宣言。

图 3.4　1974年哥伦比亚，精神病人被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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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acas 宣言呼吁精神卫生立法改革应该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公民权利。这是心理学

界的第一次盛会，媒体也应邀参加，这是心理学界的里程碑，尤其对拉丁美洲。以英语为母

语的加勒比地区也积极参与，而在此之前，拉丁美洲的精神病护理仅仅是监护和监禁，通常

将患者拘禁在专业人员严重不足的偏远收容所，卫生条件极差，食品和衣物也较为短缺。

对一些国家来说，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如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拿马和

巴拉圭在 20 世纪 80 年代颁布的新宪法中增加了公民权利的规定，包括精神病患者。

Caracas 会议之后，改革的压力增加，最终导致新的立法，例如，巴西用立法的形式来保

证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参议员 Paulo Delgado 是立法参与者，目的是通过立法来淘汰本国

的精神病院，规范精神病院服务流程，鼓励社区照顾精神病患者。Delgado 的观点认为，患

有精神疾病的人群是“世界上最被压迫的人，基本人权没有被维护的一个群体”。

反对者被贴上“疯子”的标签

1990 年 Caracas 宣言之后，人权成为精神卫生保健领域讨论改革的试金石，直至今日仍

被沿用。WHO 精神健康与药物滥用司前司长 Benedetto Saraceno 说：“精神障碍患者必须得

到人权，因为在世界各国的精神病院，他们的权益几乎天天被侵犯。”

在推动巴西卫生改革的过程中，Paolo Coelho 给参议院写了一封信从而为改革注入了

动力，信中写到“作为一个曾经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人，我认为新的立法绝对适当而且绝

对必要”。据透露，这个曾经写过许多畅销书籍的作家，因“心理不适”和对父母有敌意被家

人送至精神病院。

他的父亲甚至认为 Coelho 的政治观点是精神病的先兆，而巴西也不是唯一把有政治异

议的人士指为“疯子”的国家，有些国家更荒谬，用精神病学作为武器来镇压政治异议人士，

例如前苏联，一些批评政府的人被强制施用精神药物和监禁。

1991 年，Caracas 宣言提出一年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 Bekhterev 生理神经研究所主任

Modest Kabanov，是第一个正式承认前苏联存在滥用精神药物的人。1960 年和 1970 年，

Kabanov 带领精神病学专家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名叫 Pyotr 的红军先后两次被送进精神病

院，但最后证明他没有疯，于是公开声明 Pyotr 恢复了“理智”，这对数以万计遭受过类似遭

遇的人来说，只是很小的一步。

在巴西，改革主要涉及两方面：护理精神疾病患者的护理机构和患者家属。

1995 年以来，巴西的精神病院床位下降 41% 左右，而社区床位数增加了九倍。改革也

增加了公民获取基本精神药物的途径。

对于 Saraceno 而言，巴西在这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他说：“我参加了在巴西利亚的会

议，这个会议由政府组织并资助，数百名严重精神病患者出席，一起探讨心理健康改革，尤

其是授权、民主和协商，这是我这一辈子都未见过的场景。”

1999 年，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盟委员会同意协作进行精神卫生改革，这是欧洲精神卫生

迈出的一大步。例如在意大利，有些改革早在 1978 年就开始，通过建立服务平台，允许精

神病患者生活在社区。例如，在 Trieste，精神病院也被关闭，取而代之的是社区服务，除了

提供住宿环境外，在必要时可以提供护理、社会支持并帮助找工作。

欧洲的工作引起了广泛关注，1999 年 10 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Gro Harlem Brund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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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在欧洲举行的旨在促进心理健康和社会包容的芬兰 Tampere 会议上表示，虽然在欧洲

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困难需要注意，但其良好的榜样作用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做出表率。

过去 20 年的研究表明，贫困人群中精神病患者数是富裕人群患病率的两倍，同样相对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患病率正在升高，可见贫困不单是贫穷一方面的问题。如果饥饿、

拥挤、低教育水平会增加心理压力的话，那么战争的恐惧、自然灾害和类似艾滋病之类的疾

病所带来的心理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基础心理健康危机，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心理健康的现状

在芬兰，心理健康方面的现状是 Brundtland 夫人提出的，这被誉为迄今为止世界卫生

组织在这个领域最卓越成就，其结果刊登在 2001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旗舰刊物世界卫生

报告上，题为“心理健康：新的理解、新的希望，增强自我意识的一个里程碑，寻求一个全面

的全球心理健康图景”。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和物质部门主管 Saxena 博士说：“这是第一

次，我们能够用一份文件来谈论事实，而不是基于全球精神卫生假设而做讨论。”

这是个非常艰巨的挑战，该报告是全球心理健康的现状。报告显示，全球约十分之一

成年人，约 450 万人存在精神障碍。2000 年，精神疾病占全球疾病数的 12.3%，预计到 2020

年上升至 15%。单纯从疾病来看，没有生命危险的精神疾病占现有疾病的 31%。

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引起心理健康疾病的原因都是隐匿的。该报告提出的调查结

果具有爆炸性，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一次，这些疾病的严重性越来越明显（框 3.3）。

框 3.3　问题有多大？

精神疾病病因隐匿的原因之一是测定比较困难，而测定流感就比较容易，只要计算旷工天数就知

道，但这种方法不适合精神疾病，比如抑郁症。在引入测定工具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被称为伤残调

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years，DALYs）。首先由世界卫生组织在 20世纪 90年代提出，伤残

调整生命年被称为是衡量疾病负担的指数，换句话说，就是健康问题的大小，为残疾生活年数（years 

lived with disability，YLD）和损失年数（years lost，YLL）的总和。

2004年，精神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占全球疾病负担的 13%，主要包含酒精性疾病 2%、双相情感障

碍 1%、老年痴呆症 1%、精神分裂症 1%和单相抑郁症 4%。单相抑郁症排在全球疾病负担第三位，在

中高收入国家最多。这些指标不仅可以测定心理和精神障碍，而且可以很直观的告诉我们问题的大小

从而更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公共卫生事业。

同年，世界卫生组织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进行精神卫生改革。总干事 Brundtland 在提

出心理健康报告的同时还规定每年 4 月 7 日为世界卫生日，建议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每年

在日内瓦举行世界卫生大会圆桌讨论会。

2001 年的报告可能是最引人瞩目的，因为世界上将近一半的国家没有心理健康政策，

四分之一的国家没有精神疾病人权立法，三分之一的国家没有为心理健康预算，全球三分

之一的人口其心理健康预算占整体健康预算的 1%，一般来说，国家越穷，投资在心理健康

上的经费越少。

但前景不是完全黯淡的，“Caracas 效应”正在产生，过去 10 年，也就是说在 Caracas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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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以后，有一半的国家制定了心理健康政策。值得注意的是，非政府组织（GNOs）积极致

力于发展中国家的心理健康部门，如 Ahongbonon 在科特迪瓦和 Benin 的 Saint Camille 协会

（图 3.5）。

图 3.5　2006年Benin，患者参加职业培训学习织布来抗争精神疾病的恐惧和歧视

世界卫生报告之后的四年，另一份报告，2005 年心理健康分布图显示，欧洲每 100 万人

中有近 10 个精神科医生，而在非洲，每 10 万人中只有 0.04 个精神科医生，导致很多精神疾

病患者不能接受应有的治疗。

全球心理健康现状非常清晰，2001 年的报告中呼吁国家在初级护理水平上提供治疗，

也就是说全科医生要在社区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治疗，这样精神疾病患者可以更快捷的接

受服务和获得精神药物。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社区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护理，这样可以节省医疗成本，治疗效果

更确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鼓励尊重人权。

宏观层面上，世界卫生组织继续努力呼吁各个国家从科学证据和人权方面制定政策、

方案和立法，为此，许多国家必须将心理健康预算提高，同时加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培训，

努力扶持初级健康护理项目。最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各个国家严密监控社区心理健康护

理服务并开展更多合理的研究，开发更有效的方法来护理和治疗精神疾病患者。

很少或没有治疗

单纯的建议和指导是不够的，还要对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现代化的心理健康援助，为

此世界卫生组织在 2008 年发起心理健康全球行动纲领，因为发展中国家有 75% 的精神疾

病患者没有接受过治疗或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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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新计划目的是让政治家意识精神健康问

题，促使他们认真对待并加大经济投入。非洲 90%

癫痫患者得不到治疗，无法获得简单和廉价的抗癫

痫药物（图 3.6）。我们需要培训更多专业护士和医

生，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医护短缺现

象非常明显。

被称为“心理健康差距行动纲领”的世界卫生

组织研究报告结果表明，在低收入国家，除精神分

裂症、躁郁症和抑郁症之外，酗酒带来的经济负担

也非常大，常需额外花费最低 0.2 美元 / 人（框 3.4）。

这项新计划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抑郁症、精神

分裂症、酒精和药物依赖、老年痴呆、癫痫和自杀。

其核心部分是去除部分带有贬义色彩的命名，因为

疾病的命名有时会影响患者就医的动力。单纯依

靠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是不够的，还决定于具体国

家处理精神疾病的积极性。

图 3.6　1982 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

一位年轻女子在贝尔格莱德精神病研究所

做脑电图。脑电图通过测量大脑活动时产

生的电流来诊断癫痫

框 3.4　酒精和心理健康

人们饮酒（葡萄酒、啤酒和烈酒）的习惯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各

地已有成千上万年的历史，但近年来，许多人因过度饮酒导致健康

状况出现问题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酒精消费量增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其预防、控制或治疗酒精相关性健康问题的经验相对缺乏。

酒精可以引起多种疾病，包括食道癌（胃食管返流）、肝癌和肝

硬化，可以对人的精神状态造成伤害，如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焦

虑症，以及家庭暴力和道路交通事故。

全球范围内，饮酒导致的死亡人数估计为 230 万（占总数的

3.8%，导致需要计算伤残调整生命年的有 69万人（占总数的 4.5%）

（见框 3.3）。

1995 年英国，饮酒是导致抑郁

症、双相情感障碍和焦虑症的

一个危险因素

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都努力提高心理健康护理质量，所以 Caracas 之后的二十

年成绩令人鼓舞。巴西、智利、意大利、西班牙、美国和英国是第一批参与心理健康护理改

革的国家，自 Caracas 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效仿，包括加纳、莱索托、纳米比亚、斯

里兰卡、冈比亚和印度。

智利努力为精神病患者改善治疗条件，它的国家初级护理计划包括为所有需要治疗的

抑郁症患者进行治疗。

在中国，已经将癫痫病纳入地方医疗体系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项目表明癫痫病

能够由经过基本培训的卫生专业人员用一种廉价的抗惊厥药物来治疗。该项目开始于六个

省份，现在已经扩展到 15 个省份，已经有成千上万人接受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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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非洲委员会对 Campama 精神病院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冈比亚通

过世界卫生组织协助制定了新的心理健康政策。2009 年成立的 Tanka 精神病院，取代了

Campama 精神病院，同时六个综合性医院建立了精神病病房，从而将心理健康服务整合到

国家基本医疗保健体系中，这样患者可以在门诊就接受治疗。

加纳是另一个在世界卫生组织协助下制定新立法并开展社区治疗精神疾病的非洲国

家。2007 年，加纳 2160 万人中约有 265 万人患有严重精神疾病，而 200 万人没有接受治

疗。治疗应该建立在多层次护理基础上，但是，人们往往集中于靠近首都的精神病专科医

院，因此只有极少一部分患者可以接受治疗，但是政

府资金又投至这些医院，以致社区服务只能依靠私人

资金。

加纳通过培训、咨询和审查世界卫生组织的材料

和工具，将健康立法加入到新法律草案中，将传统的

医院护理改为基本健康护理中心的门诊治疗。

过去 60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已经深深影响

了致力于改革的国家，如在 2001 年的印度，世界卫生

组织心理健康报告中提到 Tamil Nadu 的 Erwady 精神

病院出现一场悲惨的火灾引发了媒体大讨论。

这场火灾在印度引起了人们对心理健康改革的

期盼，在最高法院的建议下，草拟了新的立法要求建

立充足和人道的精神病院（图 3.7）。

邦德维克的赌博

Levav 通过不断的努力最终将精神病患者的人权问题摆在 1990 年 Caracas 会议日程中。

“我清楚地记得看到在笼子里赤裸的人，”他说，“简直有点悲惨，阴影一直伴随着我挥之不

去，精神病患者的生活太痛苦了。”他坚信，精神病患者长期经受非人的虐待，一定会引起人

们的关注。“尽管媒体大量报道，团体和非政府组织不断努力，但并没有引起世界范围内的

关注，”他说。

许多国家的精神病院已经相对开放，但许多有心理健康疾病的人还是不愿意主动去寻

求帮助，因为他们害怕被称为“疯子”，或者害怕戴上精神病的帽子。对于社会和世界卫生

组织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与歧视作斗争。

1998 年 8 月，挪威首相 Kjell Magne Bondevik 在第一届任期内宣布其患有抑郁症，决定

休息并寻求治疗和恢复。部分挪威人认为 Bondevik 患有抑郁症不适合继续治理国家，但是

经过三个半星期的调节（包括晚睡、在乡间漫步和沉思）后重返工作时发现他的诚实得到了

回报。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5% 的挪威人认为他们的首相做得非常正确。这一事件导

致全国各地选民的一致支持，并消除了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

Bondevik 赌赢了，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工作人员 Saraceno 所说，由于身体病痛需要休假

是很正常的，但由于精神疾病休假是很难接受的。“如果由于滑雪摔断了腿，人们会说“一

个积极运动的人摔断了腿，当然他需要休假”。但是如果我说“由于感到沮丧早晨不能起床”，

图 3.7　2002 年印度，妇女被锁在新德里

行为研究所的金属笼子里面。印度提出

心理健康系统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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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定会说你需要自己调节。”

在南非，最近一项公众调查表明，大多数人们认为精神疾病与压力或缺乏意志力有关

而非医学疾病。出乎意料的是，对精神病的歧视在城市地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中更

明显。

事实上，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躁郁症与糖尿病都是疾病，初步统计全世界约有 4.5 亿

人患有精神疾病。精神疾病与 HIV/AIDS 或其他传染病一样成为影响公共健康的问题。世

界卫生组织正努力改变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态度，精神疾病和精神幸福有一个比例增减的值，

而不是走两个极端，幻想所有人都是生活在健全的“天堂”或是疯狂的“地狱”。

精神疾病是一种常见疾病，导致大量残疾和早逝，包括自杀（框 3.5）。尽管如此，精神

疾病患者很少寻求治疗或护理。一篇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全球性审查的文献指出，32% 的精

神分裂症患者并未接受治疗，而抑郁症为 56%，酒精相关性疾病为 78%。

框 3.5　每 40秒就有一人自杀

自杀行为可以说是精神疾病最极端的表达方式。每年几乎有百万人死于自杀，比例为 13/100 000，

每 40秒就有一人死于自杀。

过去，自杀现象在老年男性中比较常见，但现在，不论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年轻人的自杀风

险都比较高，尤其是女性。全球 20岁至 59岁的女性中，自杀是导致其死亡的第七大原因。

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症和滥用药物引起的问题是自杀行为的一种危险因素，而社会和文化因素

也起着关键作用。

在中国，自杀是农村地区成年女性死亡的首要原因，妇女自杀率高于男性。

自杀因素包括家庭纠纷、家庭暴力、社会隔离以及致命农药。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农村地区

的妇女死于农药自杀的比例相当高。

然而，有证据表明，充分的预防和治疗抑郁症（对女性的影响多于男性）以及其他精神障碍、酗酒

和药物滥用可以大大降低自杀率。此外，确保农药妥善存放可以减少亚洲农村地区的自杀率。

框 3.6　心理健康

心理健康是一个国家的福祉，一个人可以正常的应对生活压力，高效率的工作，还可以对社会做

出贡献。

世界各地有超过 450万的人患有精神障碍性疾病，其中一半于 14岁之前发病。

抑郁症排在世界各地致残原因的首位。

战争和其他重大灾害也对心理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不发达国家每 100 000人中有 0.05个精神科医生和 0.42名护士，而发达国家精神科医生比率是不

发达国家的 170倍，护士是 70倍。

依靠法律来维护精神障碍患者权利的国家较少。精神障碍者和家人遭受的歧视影响精神保健的

实施。

2008 年推出的心理健康全球行动计划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呼吁采取更多

行动来解决“精神、神经和药物滥用引起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护理紧缺问题，尤其是不发达和

发展中国家”。她认为这是“在公共健康中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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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冯福珍之前，也有许多人呼吁为精神疾病患者解决护理问题，包括前任总干事

Brundtland。陈总干事说解决办法不是“将生病的患者限制在昂贵的、无效的精神病院里，

因为精神病院侵犯人权的行为往往十分猖獗”。

她补充道：“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们面临相当大的耻辱和歧视，像在精神病院一样，他们

的人权在社区里也经常被侵犯。我们的另一个责任是，呼吁社会为精神病患者说话，把他

们当做积极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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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家精心准备的营销和广告宣传的影响下，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被诱惑到烟草
陷阱中。世界卫生组织在帮助各国打击烟草公司的影响力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1994 年 5 月，一个普通的棕色纸箱快递到美国旧金山，里面装着一堆杂乱的资料。收

信人是加利福尼亚大学药学院的 Stanton Glantz 教授，而寄信人落款只有简短的“烟蒂先生”

这几个字。寄信人肯定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Glantz 先生自己也是个幽默的人，并且性格很古怪。在他办公室墙上同时挂着政治哲

学家 Machiavelli 的语录和美国热门电视剧中的木偶科米特蛙，他还一直穿着他 16 岁时母

亲为他织的一件亮色马甲。但作为一名科学家和反对烟草运动的拥护者，Glantz 先生有着

他严谨的一面。

在“烟蒂先生”出现之前，Glantz 和他大学里的同事已有十多年时间在进行一项研究。

研究中一部分包括记录烟草公司在经济和实物方面对政治活动家及政府决策者的贿赂。作

为心脏病研究者，Glantz 十分清楚吸烟对人们健康的严重危害，因此他长期致力于使人们了

解吸烟以及被动吸烟的危险性（框 4.1）。

第 四 章

烟 草 陷 阱

反　　击

框 4.1　事实档案：烟草

迄今为止，烟草制品，无论是香烟、水烟、雪茄、比迪烟 /丁香香烟、嚼烟还是鼻烟，已成为世界上

威胁公共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

 ● 全球共有十亿多的吸烟者
 ● 整体来说，烟草产品的使用量仍在不断增长

 ● 全球近一半多的儿童呼吸着被香烟烟雾污染的空气
 ● 80%多的吸烟者分布在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

 ● 每年有 500多万的人死于使用烟草

Glantz 先生说：“收到箱子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只是个吸二手烟的人，而不是提起诉讼

的人。”起初他打算将箱子转交给他认识的一位律师，“紧接着，我开始慢慢琢磨起这件事”。

对于一个毕生致力于揭露烟草的真相的人来说，“这就好像一个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埋有迷

失宝藏的古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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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箱子里面是一本非同一般的档案——4000 多页的 Brown & Williamson 烟草公司

（B&W）即英美烟草公司美国分公司的资料。每一页都全新展示了 B&W 的内部运作——

还有那些烟草公司整体运作。其中包括律师们为掩盖见不得人的结果而编写的科学文件；

政治活动家鼓励记者撰写宣传烟草报道的备忘录；一条 1963 年该公司当时的副总裁兼总经

理的备忘录，说“我们这笔生意是销售能让人成瘾的尼古丁……”。甚至还有一封好莱坞明

星写的一封信，答应在将来的 6 部电影中使用 B&W 的烟草产品，而该公司支付其 50 万美

元的报酬。

这些资料被当时 B&W 公司律师的一个专职助手 Merrell Williams 偷偷的复印出来。B&W

聘用这些律师来帮助他们管理资料，同时识别任何可被人们在法庭上用来反击他们的证据。

这些资料按照密码整理归类，因此，即使资料泄露出去，也没有人能看明白。比如，DA 表示

资料是有关药物成瘾的；DDA 是关于肺癌的；DDB 是关于喉癌的；DDC 是关于其他各种癌

症的；DDE 是关于永久性的基因水平的危害的。

Williams 本身有吸烟所致的健康问题。同时对于该公司明知道其产品具有成瘾性并会

导致众多顾客死亡的情况下，仍利用该产品来牟利的行为感到愤怒。Williams 把资料偷偷

藏在衣服里，然后带出公司大楼，转运这些资料仅花了他几天的时间。最终，这一箱资料辗

转到“烟蒂先生”的手里，并寄给了 Glantz。秘密终于被揭露了出来。

与烟草的较量

这个秘密不仅仅是烟草公司保护和增加其利益的各种手段。“烟蒂先生”透露的信息还

揭露了他们许多阴谋，像烟草公司对付威胁其利益的对手们的各种手段。

WHO 就是他们的对手之一，并从 1970 年开始就被列入到他们的黑名单中。当时，世

界卫生大会——WHO 成员国代表们的年度集会—第一次提出改革措施，号召政府采取控

烟措施来预防吸烟所致的死亡。

在烟草公司盯上发展中国家这一市场的时候，WHO 发起一致行动阻止人们开始吸烟。

世界上第一个反对吸烟的节日，即世界无烟日，成立于 1988 年，旨在使全人类及各国政府

关注到吸烟对健康的危害（图 4.1）。世界无烟日定

于每年的 5 月 31 号。

10 多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很快就到了 1998 年，

Gro Harlem Brundtland 博士当选为 WHO 总干事。

同年 5 月份，她在世界卫生大会上的就职演说中明

确指出控烟将是她在任期间的首要任务，这实际上

就是向烟草公司发出了挑战。

她认为烟草就是一个“杀手”，并呼吁成立一个

“广泛联盟”来反抗这些蓄谋让年轻人对烟草产生

依赖的产业。Brundtland 指出，为保护这些年轻人，

我们迫切需要禁止对烟草的“宣传、资助以及表彰”

（框 4.2）。由此，她赢得了世界卫生大会的极力支持

甚至热烈欢呼声。
图 4.1　1988年第一个无烟日的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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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同年的 7 月份，WHO 建立无烟草倡议（Tobacco Free Initiative，TFI），

使烟草的全球流行得到国际关注。同 WHO 的其他项目一样，TFI 致力于强调事实并确保每

个人都意识到这些问题。同时，TFI 还倡导—并持续倡导—政府实施禁烟这一有效政策以

及为其他欲进行控烟的国家提供帮助后所带来的改变。

对 TFI 来说，基本的控烟途径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因此，TFI 依赖于 WHO 六个地区的

顾问们。该倡议在团结各国的支持力量并达成国际共识——WHO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起到关键作用。历经多年并在 TFI 的帮助下，该共识最终在 2005 年起生效。与其他国际共

识不同的是，它是受法律约束的。也就是说，签署并批准该共识实施的国家——通常通过

国会投票决定——需要严格执行共识中的条例，包括限制烟草营销及宣传。

当 WHO 推动控烟战略并使人们戒烟时，烟草公司渐渐发现其交易的基础受到侵蚀——

不仅仅是在美国。

在 Glantz 收到那箱资料的两年后，Jeffrey Wigand 博士（B&W 研发部的前任经理）公开

消息称在烟草对人们健康影响方面，产业发言人及领导者们一直在撒谎。他指出发言人及

领导者们十分清楚烟草具有成瘾性——因为其含有尼古丁——也很清楚他们售卖的是承载

尼古丁的产品。

对烟草公司来说，这些没有一个不是重大的公共事件，并且不可避免的导致更多的诉

讼，不仅仅是个人诉讼，还有美国一些州提起的诉讼。这些州认为吸烟相关的疾病所产生

的健康护理花费——约占每年健康护理总费用的 6%～15%——应该由烟草企业来负担。

与此同时，在法庭上人们提出烟草公司误导了他们，使他们认为吸烟不会危害健康，而

且烟草公司向他们销售成瘾性药物，却没有对他们提出警示说吸烟会致人死亡（框 4.3）。烟

草公司反驳说烟草与疾病之间并没有联系。

框 4.2　面临风险的年轻人

互联网不仅仅是人们用来看视频及社交的地方，它们也是向年轻人群进行营销的强有力工具。

烟草的标志及吸烟的图片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年轻人最喜欢的地方。许多时尚性的小物件——帽

子、T恤衫及背包—都充斥着烟草标识，有些烟草公司甚至有时尚服饰系列产品。年轻人受吸烟影像

吸引而吸烟的现象年代已久。在印度的宝莱坞——世界上最大的

电影产业——仅 2004到 2005年期间的 10部电影中，就有 9部含有

吸烟的影像片段。2009年，WHO号召各国限制面向年轻群体的电

影中出现吸烟影像。

不仅仅是在电影产业，WHO 还致力于限制烟草的营销以及

赞助活动。许多烟草公司赞助的音乐活动常常会吸引众多年轻人

参与，年龄小的在 13 岁左右。烟草的广告内容充满了性感和冒

险——渲染了一种年轻人争相模仿的叛逆生活方式。为此，WHO

在 2008年的世界无烟日试图开展一项新的运动，呼吁禁止烟草产

业的广告宣传、促销以及赞助活动。

全球范围内，多数人不到 18岁就开始吸烟。近一半的年轻人

所在的国家，政府没有采取手段禁止向年轻人售卖烟草产品行为，

也没有禁止烟草营销、赞助活动以及广告宣传。调查发现，从这些

禁令生效开始，烟草使用量减少了近 16%。 2008年世界无烟日的宣传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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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诉讼案件被诸州存档，通过这些诉讼案件最终达成了所谓的大和解协议，这在美

国历史上是最大的一个民事和解案例。当时美国最大的 4 家烟草公司——Philip Morris 美

国公司、R. J. Reynolds 烟草公司、B&W 烟草公司以及 Lorillard 烟草公司——最先签署了该

协议，其他的公司也相继签署。美国诸州及 6 个地区也在这个协议上签字，另外 4 个地区则

已经分别同烟草公司达成了法律和解。

相关各方签字后，大和解协议于 1998 年 11 月生效。根据协议，原告同意和解，但被告

需每年支付一定费用并限制烟草产品的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这次胜利非常重要，但并不

是完完全全的胜利。在第一个 25 年的时间内，烟草公司需支付 2.46 亿美元。这也是烟草

公司第一次为其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案例都是烟草公司惨败。事实上，许多烟草公司很多诉讼案件仍

然获胜，尤其是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尽管诉讼费越来越高，他们仍然是获利的。

暴风雨前的宁静

无烟倡议和大和解协议的实施使得 1998 年成了控烟活动家标志性意义的一年。但对

Brundtland 来说（图 4.2）这仅仅表明了 1999 年“暴风雨”来临之前暂时的宁静。1999 年，她

得到消息，烟草公司多年前就开始在背地里破坏控烟行动，并监视工作人员，甚至渗透到世

界卫生组织。

框 4.3　吸烟者死因是什么？

烟草产业很独特，因为它销售的产品——若如愿被顾客使用——最终将杀死约 50%的顾客。世

界上致死率最高的 8种病因中，有 6种疾病的危险因素含有使用烟草。

柱形图中填充部分代表每种疾病中由于吸烟导致的死亡所占的比例；

* 包括口腔及口咽癌、食管癌、胃癌、肝癌等恶性肿瘤以及除缺血性心脏病及脑血

管病外的心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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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受到监视和渗透这一消息的公开对于总

理事有重大的影响。Brundtland 回忆说：“我们所

有人内心都很沮丧。这令人难以置信，可能这也

是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一个组织机构受到

一部分人的阻挠仅仅是因为这个组织影响了他们

的生意。”Brundtland 任命了一个专家组来详细调

查这一产业。该组织的禁烟运动开始转向揭开烟

草公司运行的内幕。专家组分析这些档案后整理

出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结论令人十分震惊。专

家组发现烟草公司收买 WHO 工作人员充当“顾

问”来破坏 WHO 的禁烟工作，还发现这些公司组

织力量来“限制”并“中和”WHO 控烟工作，并且在

可能的情况下“调整”其工作方向。

Douglas Bettcher 博士——WHO 无烟倡议的理事说：“烟草公司将 WHO 看成其实现全

球扩张的最大威胁，他们就像在显微镜下观察我们，企图来阻碍我们的工作。”烟草公司甚

至曾尝试撤除对 WHO 科学及政策上的资助，并且试图破坏 WHO 的工作及歪曲 WHO 工作

的科学性。

Brundtland 指示 WHO 各个区域及各国政府部门盯紧烟草公司的活动，尤其是发现这些

公司是如何破坏公共健康的举措的，并采取措施制

止其破坏活动。同时，要警觉烟草公司收买“顾问”

渗透到组织内部，导致不得不使用监控系统，对在

WHO 工作的雇员及顾问实施监控。该事件同时也

改变了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的方式。

Katherine Deland 是一名律师和公共健康专家，

她从开始就一直工作在无烟倡议组织。她说：“WHO

总部曾是个开放性的办公场所，而现在彻底变了，我

们必须在办公室门上加锁，还要检查有没有窃听装

置。这非常奇怪，就像是冷战时期一样让人毛骨悚

然。”一些不明身份的“顾问”打电话咨询也非常多，

Bettcher 甚至在家里也接到这类电话，最后他把自己

的电话号码从电话导航中删掉了。

当然，烟草行业不只限于渗透到 WHO 中去，特

务随处可见。在某些国家，烟草公司雇佣科学家来

诋毁那些表明吸烟以及吸二手烟（图 4.3）可导致严

重疾病及死亡的科学研究，他们还成立无效的项目，

如“青年抵制吸烟”运动。同时，他们阻止那些立法

公共健康机构推行的有意义的活动。

科学研究早就已经发现吸二手烟损害人们健康

并可导致死亡。该方面最早的研究之一就是日本研

图 4.2　1998年，瑞士。Gro Harlem Brundtland

博士

图 4.3　2006 年，印度尼西亚。吸烟损害

每个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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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 Takeshi Hirayama 在 1981 年发表的结果。研究发现，大量吸烟者的妻子得肺癌的风险

是不吸烟者的妻子的两倍，而且风险与吸二手烟的量有关。Hirayama 的研究成为该领域中

影响力最大的研究之一，因此常常受到烟草公司雇佣的科学家们的攻击（框 4.4）。

框 4.4　一个孩子的力量

2003 年的一天，在熙熙攘攘的街头的一家餐厅里，

Yuhta Ohishi正和家人一起进餐。此时，这个 10岁的小男

孩并没有意识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促使他着手一个历时 3

年的运动，并永远的改变了这座城市。

Yuhta回忆说：“当时我们邻座的人正在吸烟，突然我出

现了严重的哮喘发作。回到家以后，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

自己不吸烟却出现了哮喘发作。”

满怀疑惑，Yuhta在那年的暑假开始研究吸二手烟对人

的影响。结果发现吸二手烟确实有严重危害。梦想着希望

自己的家乡静冈市成为“无烟的梦幻岛”，Yuhta开始给市委

员会官员写信，要求他们在公共场所禁烟。

但 Yuhta知道，自己的力量太过单薄，不能改变法律条文——他还需要征集大家的支持。Yuhta收

集了中心商业区的 62家商家们关于在公共场所控制烟的想法。

在 Yuhta的家人、朋友及老师的帮助下，他收集到 2.4万多人的亲笔签名，抵制在公共场所吸烟。

他所做的努力不止于此。Yuhta继续研究日本其他地方的控烟方法，并经常向静冈市市长汇报他的研

究进展。

吸烟在日本比较常见，根据 2009年WHO关于全球吸烟状况的报告，日本 40%的男性及 10%的

女性都在吸烟。而且，在国内的许多街道上还有香烟自动售卖机。

2005年，Yuhta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静冈市市委会提出一项条例，禁止在一些街道的户外场所

吸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给 Yuhta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说：“静冈市街道边禁烟条例的

通过强有力的证实了你的努力是非常值得的。”

2008年 5月 31日，Yuhta——当时仅 15岁——被授予世界无烟日奖章，除此之外，他还被授予总

理事特别荣誉奖。他是WHO成立 19年来获此殊荣的年龄最小的人。

2008年，日本。Yuhta Ohishi

这种细微的处理方法时而需要和强有力的战略相结合。例如，1992 年阿根廷国会通过

了禁止烟草广告以及在公共场合吸烟的法令，烟草产业的领导召集传媒、运动和广告宣传

方面的代表——这些行业都从烟草公司的广告及赞助中得到了不少好处——讨论如何应对

政府的这一举措。烟草产业甚至背地里雇了一个医生作为顾问，而这名医生则充当科学顾

问来游说当时的总统 Carlos Menem。在之前的会面之后，阿根廷的媒体上充斥着促进吸烟

的报道。至此，总统也有了来自媒体和烟草产业两方面的压力，于是 1992 年 10 月他投了反

对票，使得控烟法案未能生效。

闸门被打开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那些富裕、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北美、西欧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越来越多的人戒烟。这和这些国家对实行控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然而，其他许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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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吸烟者数目仍在不断增长，烟草公司仍然能够盈利。

20 世纪 80 年代，烟草公司着手市场大扩张。将其目标首先转向亚洲——主要是日本，

其次是韩国和泰国。此时，这些国家的国营烟草公司处于垄断地位。美国的烟草公司开始

游说政府部门开放亚洲市场，到 1985 年，美国政府积极支持烟草公司的市场扩张，以经济

制裁来威胁拒绝开放市场的国家。日本和韩国先后在 1986 和 1988 年被迫同意开放市场。

传统上，女性吸烟在亚洲社会是不被接受的，但

在烟草公司仅仅几年的宣传活动之后，成千上万的女

性开始吸烟并有了烟瘾。与 1986 年相比，1991 年日

本首都东京吸烟女性数增长 1 倍多（图 4.4）。

市场扩张仍在继续。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及 90

年代初共产主义瓦解之后，跨国烟草公司涌入东欧及

前苏联。如英美烟草公司，分别在捷克共和国、匈牙

利、波兰、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建

立了工厂。在这些国家，许多人将这些新型烟草产品

视为西方奢侈和富足的象征。烟草公司的成功不仅

仅依赖于这些缺乏或毫无广告宣传经验的消费者们，

他们和政府谈判时还处于有利地位，并能够提供投资

“机会”。

在 1991 年苏联解体的 20 年后，根据英国巴斯大学 Anna Gilmore 博士的调查结果，俄

罗斯联邦女性吸烟者人数增长了 1 倍多。她认为吸烟人数的增长应归咎于烟草生产私有化

以及跨国烟草公司。

吸烟影响扩大，严重损害健康

一旦跨国烟草公司成功打入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烟草流行开来也就不奇怪了。在过去

的 20 年里，烟草消费量在大部分富裕国家持续降低，而在发展中国家却迅速上升。

全球约 500 万人因使用烟草制品而死于肺癌、心脏病等疾病。如果不实施控制措施，至

2030 年，患烟草相关性疾病的人数将继续增长并超过 800 万。目前，世界上约 80% 的吸烟

者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并在未来的 30 年内这一比例都不会出现变化。

中国有 13 亿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烟草生产及消费国。中

国的吸烟者将近有 3.5 亿，占世界吸烟人口总数 10 亿的 1/3 多。中国的国有烟草产业每年

销量约 1600 亿——占全球销量的 1/3。在中国，吸烟的人以男性为主。据 2010 全球成年人

吸烟状况调查显示，约 52.9% 的成年男性每天都抽烟，而在女性中这一比例仅为 2.4%。

烟瘾对于穷人的危害是毁灭性的。如在中国的研究显示吸烟使一个家庭更为窘迫，因

为吸烟成瘾后购买香烟的花费颇高，同时之后因吸烟导致的健康问题会花费巨额的医疗费

用。即使某些人能够支付或能筹到治疗癌症的高额费用，也有一部分人最终医治无效而死

去。同时，无力承担癌症治疗期间的费用的人则只能面临死亡。不仅仅在中国，全世界的

贫穷的人都会因烟草成瘾而更贫穷。

无论贫富，每个国家死亡率最高的疾病相似，即心脏病。烟草是导致该病的重要的原

图 4.4　2003 年，日本。在地铁站一名女

士正发放试用香烟来宣传香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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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使用烟草制品同时也是肺癌的重要危险因素。例如，在孟加拉国肺癌是在男性中致死

率最高的疾病，在如此贫穷的国家，癌症患者通常是在疾病早期就死亡，一个家庭也就失去

了一个重要的劳动力。在孟加拉国的一个贫穷的家庭，买 5 支香烟就意味着这个家庭这个

月要减少 8000 卡路里的食物，而缺乏这些能量对于一个营养不良的儿童来说是致命的。而

烟草饿死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孟加拉国政府抛弃信仰，放弃 10 万英尺的土地来专门种植

烟草（图 4.5），而不是种植主要的粮食作物。

图 4.5　2009年，巴基斯坦。烟草种植者

政府说“不”

控烟的前景一片灰暗，而间或出现的一些成功范例为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若政府

部门着手控烟，烟草在全球的流行有望得到控制甚至可能会减少。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

跨国烟草公司就已获准进入拉丁美洲市场。虽然巴西是烟草的第二大生产国——仅次于中

国，其控烟已卓有成效。尽管这些跨国烟草公司为促使人们吸烟实施了强有力的战略计划，

巴西——以及巴拿巴、乌拉圭及委内瑞拉等其他拉美国家——已经出台严格的反烟草法，

反烟草法规定禁止烟草广告且香烟盒上必须有反对吸烟的警示性标识。

巴西是世界上第一个（2001 年）开始禁止香烟盒上印有像“淡味”“柔和”这样的有歧义

的词语（框 4.5）。与此同步的是，在 1 年之前巴西——继加拿大之后第二个国家——出台了

一条法律，要求烟草生产商必须将健康危害的警示图完全覆盖香烟盒的其中一面。这些标

识通常描绘了烟草相关疾病晚期病人的状况以及长期吸烟对人们健康的影响。

巴西卫生部资料显示，经过上述努力，在过去的 20 年内吸烟者的数量由 1989 年的 34%

降低至 2008 年的 15%。

整个中东地区的多个国家已经通过了在政府大楼里禁烟的法令。另外，伊斯兰共和国

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在餐馆和咖啡馆实行禁烟；伊斯兰共和国、约旦及巴基斯坦要求

香烟盒上必须有警示健康的图片。2010 年 7 月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开始禁烟运动。巴基斯坦

在公共场所开始禁烟，并在同年提高了对香烟的税收（框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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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4.5　关于“淡味香烟”的谎言

烟草公司的诡计之一就是设计“淡味香烟”，它们声明这些香烟中含有低量的焦油和尼古丁，言外

之意就是这些香烟是低危害的。而实际上这些所谓的低危害的淡味香烟，有时也叫做低焦油、柔和型

香烟或其他类似的称呼，是为了迎合烟草公司要减少香烟中可检测到的尼古丁和焦油量的需求，他们

还为此专门设计了检测仪器。

通过在香烟的过滤嘴上打孔，机器在各类香烟中测出的尼古丁和焦油量要少于正常。但后来的研

究显示，成千上万的吸烟者改吸淡味、低焦油以及柔和香烟，并认为这样更为健康。但事实并非如此。

该研究发现，当人们吸这种类型的香烟的时候，手指和（或）嘴唇常常会盖住香烟上特意留出的通

气孔，这样吸烟的时候空气就无法进入到孔内并稀释尼古丁和焦油。该研究还发现，吸烟者会通过增

加吸烟的数量以及吸入的深度作为吸这种烟的“补偿”。因此，“淡味”、“低焦油”以及“柔和”香烟并不

比普通香烟健康。

框 4.6　神话的诞生

自从各国开始在工作场所、酒吧、咖啡馆等公共场所

禁烟，烟草公司就开始了反击。近年来的策略之一就是创

造一个神话——无烟的烟草产品是无害的。

一些烟草公司创造了一系列的无烟产品，采用甜美的

包装来吸引年轻人。这样及其他各种的无烟产品同样也

卖给那些在禁止吸烟的酒吧和咖啡馆的烟民，以帮助他们

打发时间。但事实上，他们在延续自己的尼古丁成瘾。

控烟活动家指出，这些“尼古丁药片”严重削弱了大

家为保护年轻人健康所作出的努力。Jeffrey Wigand博

士——科学家——在转变为狂热的控烟活动家之前，他曾

为烟草公司工作多年。他说：“无烟的环境以及提高对香

烟的税收本意在于帮助人们戒烟，但这些新产品的出现让烟民们有了新的选择。”

Wigand在经营一家美国无烟儿童慈善有限公司。他说：“无烟产品的销售对象是儿童。这些产品

外观及味道像糖果，有香草和薄荷味，而且这次产品比香烟更便宜。研究提示，这些产品所含的可吸

收的尼古丁较香烟更多，且较香烟中尼古丁的吸收速度快得多。”

2006年，瑞士。无烟区

这个地区，宗教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对于人们的行为方式的改变

有着很大的影响。2002 年，沙特阿拉伯宣布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以及麦地那为无烟区，并

禁止烟草产品的买卖。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成为烟草公司的目标。为避免出现其他国家相

似的情况，在 2009 年，WHO 启动一项计划帮助这些国家抵制烟草的扩散，并阻止吸烟在这

些地区的流行。

20 世纪 70 及 80 年代，正当亚洲（图 4.6）大部分国家满布烟草的广告宣传及烟草产品

时，新加坡——坐落于马来半岛南段的岛国——坚定不移的抵制这一趋势。现在，这个城

邦的吸烟者在亚洲各国中最少。根据 2007 年国家健康监测调查结果，新加坡仅有 14.5% 的

成年人吸烟。这得益于一系列严格的法律。

1986 年，新加坡政府发起一项“成为无吸烟者的国家”的运动。1989 年它又进一步采

取行动：禁止烟草公司免费分发香烟样品、禁止香烟在商店内展出，同时禁止香烟表示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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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产品—如流行服装及配饰—中出现。

尽管有上述措施，20 世纪 70、80 年代新加坡的

香烟销量仍然获得了成功。但在 1993 年，一位工业

分析家分析：这种商业成功将不再可能出现。他认为

新加坡是世界上对烟草工业最敌对的国家，也是要求

最严格的销售市场（框 4.7）。

泰国反对烟草的立场也十分坚定。1990 年，泰

国在限制全球烟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至于怎么

赞扬都不会觉得过分。在 20 世界 80 年代中期，整个

泰国走私的香烟泛滥，包括 Philip Morris 公司生产的

万宝路。当时，在少数几个免税店以外的场所销售万

宝路香烟是违法的，但 Philip Morris 公司仍然到处宣

传这个品牌。

尽管 Philip Morris 公司的政策是谴责香烟走私，

但正是这些大量走私的香烟加上公司的宣传使得这

个品牌打入泰国市场，并占有一席之地。

处于垄断地位的国营泰国香烟制造业也通过其

广告宣传战略来反击 Philip Morris 公司，使泰国香烟

广告更加密集。以至于泰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情景——人们被鼓励吸烟、吸烟、吸烟。这种

情况一致持续到 1988 年，迫于医学专家的压力，政府部门命令国营烟草业停止广告宣传。

但 Philip Morris 公司仍继续其广告宣传，并反驳说泰国内阁的决定没有法律效力。这导致

1989 年政府部门下令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

同年，跨国烟草公司游说美国政府反对泰国禁止烟草广告，指责他们实行非公平贸易

政策。面对政治方面的压力，泰国政府仍拒绝取消这一禁令，因此得到了泰国健康促进组

图 4.6　2005 年，老挝。一位男性用木质

烟斗吸烟

框 4.7　烟幕的背后

如一则老笑话里所说：“放弃很容易，我一直在做”。

但是幽默背后隐含的却是悲哀的事实：依靠个人的力量来

戒烟成功率很低。因为尼古丁是让人成瘾的物质，戒烟的

时候会伴随戒断症状——包括生理及心理的——常常令

人难以忍受。没有组织或者项目的帮助，10个人中会有 9

个人在戒烟不到 1年的时间内会再次开始吸烟。

有些吸烟者知道尼古丁是个能让人上瘾的东西，也了

解香烟含有的焦油能在人肺内沉积并危害人类健康。但

近来研究显示，香烟含有的致死性物质远较我们想象的

多——除了尼古丁和焦油——香烟还含有许多毒性物质，

如致癌的亚硝胺类物质——尼古丁和硝酸盐的混合物。

正因为此，活动家们呼吁烟草公司将香烟中所含的成分全部列在烟盒上，就像食品公司在食物包装袋

外面列出所含的成分及营养价值一样。

2000 年，新加坡。一位卫生部工作人员

讲述吸烟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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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以及亚洲各国的支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是无法预知的：各种组织群体支持泰国政府立

场，决定到那些试图进入泰国市场的烟草公司门口讨个说法。这些卫生组织团体打出标语

阐述自己的立场，并将标语刊登在了华盛顿时报——在倾向于自由市场贸易、全面支持工

业的保守党中颇有影响力的一个日报。这一标语引起了巨大反响。泰国政府突然之间发现

处处都有自己的拥护者，包括媒体、卫生组织和反对吸烟的拥护组织。这些给泰国的控烟

事业以巨大的支持，并促生了支持泰国政府立场的互联网网页的创建。

转折点

泰国这一事件俨然成为烫手山芋，需要在国际上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因此，这件事被移

交到负责国际贸易的调节体，当时叫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之后发生的事情成为控烟史上的一个转折点。GATT 规定，尽管泰国不能

禁止外国香烟在本国销售或者对外国香烟征收的税率高于本国的香烟，但它有权在本国实

施控烟措施，前提是对本国和外国的香烟公司一视同仁。泰国禁止香烟广告的政策得以继

续实行。Philip Morris 公司也可以继续在泰国销售香烟，但不会再有“万宝路”的广告宣传。

烟草公司的游说适得其反。自此之后，泰国提高了香烟的征税、禁止香烟广告及发放

免费样品并且在香烟盒上印上了健康危害的警示语。泰国还通过了一条禁令，禁止在公共

场合吸烟、香烟自动售卖机以及向未满 18 岁的未成年人售卖糖果香烟来诱导儿童吸烟。

泰国及新加坡的事例证明了尽管烟草公司力量强大，能够游说并赢得某些政治家的支

持，政府部门仅仅通过说“不”就有可能将烟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框 4.8）。

框 4.8　阻止吸烟，拯救生命

以下 7条是政府部门阻止吸烟、拯救生命的途径——已试用且行之有效：

 ● 保护人们在公共场所及工作场所——包括咖啡馆、酒吧及娱乐场所——免受二手烟（被动吸

烟）的危害

 ● 禁止香烟广告、促销活动以及烟草产品的资助活动

 ● 提高烟草产品的税收，使香烟及其他烟草产品更贵

 ● 警示大家香烟的危险性，如用大号字体在香烟盒上写上“吸烟有害健康”

 ● 支持控烟运动
 ● 为想戒烟的人们提供帮助
 ● 减少吸烟者的数量，推行政策以减少烟草相关性疾病的流行

泰国和新加坡迈出的艰难的几步正是各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上签署

的内容，该公约在 2005 年开始实施，并成为联合国史上最受拥戴的条约之一。Bettcher 说：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第一次在巴黎讨论制定一项有关烟草的条约，到世界卫生组织烟草

控制框架公约的实施历经艰辛。这一想法一提出就受到许多批评家的打击，烟草公司则认

为这种想法纯属无稽之谈。”而到 2011 年 1 月，已有 172 个团体加入这一公约并赋予该公约

法律效力。这就意味着要实施公约中所有的条款，尤其是确保公共场所 100% 为无烟区并

禁止烟草产品的营销及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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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趋势显而易见。许多国家看到了控烟的经济收益。中国很早就开始严格实施

控烟政策，并从 2005 年开始取得显著成效。烟草的广告在街头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关于吸烟所造成危害。其他国家也已经开始实施控烟，但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看到这些

Brundtland 一定很欣慰。她曾经说过，吸烟可能不是一种传染病，但是它能通过广告宣传不

断扩散。没有了广告宣传，烟草公司也就失去了一些感染力（图 4.7）。

图 4.7　2000年，尼日尔。儿童在世界无烟日进行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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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 1996 年——这种疾病被第一次描述后 15 年——一种鸡尾酒药物将 AIDS 从死亡宣
判转为慢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起带头作用将这种药物送到需要这些药物的人。

1999 年南非开普敦。“我 18 岁时怀孕了，”Nokhwezi Hoboyi 回忆起 10 年的事情时声音

颤抖着。当时她去她所居住的南非城镇看病。她说，“医生说我得了一种罕见疾病”。

她过于恐惧，一直没有敢问更多细节，医生也没有详细讲。后来，她生了一个男孩，叫

Bulelani。但是当 Bulelani 生病时，她做母亲的兴奋变成了苦恼。他患了百日咳，死时 6 个

月。大约这个时候 Hoboyi 被诊断为结核，但是六个月的治疗后她康复了。接着她再次怀

孕，2002 年生了一个女孩叫 Nokuzola。

梦魇又一次出现。出生后 2 月，Nokuzola 被诊断为肺炎。这次医生们问 Hoboyi 他们能

否为婴儿检测导致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的人免疫缺陷性病毒（HIV）（框 5.1）。这

是第一次有人告诉 Hoboyi 这种疾病，她知道这相当于是宣布死刑。她同意检测，Nokuzola

的检测结果阳性。她被给予抗病毒药物治疗，但没有改善。

Hoboyi 抑制住眼泪说：“真的是希望破灭了。”Nokuzola 当时太虚弱了，不得不接受生命

支持。几个月后医生要求停药，解释说 Nokuzola 即使变好脑部也会受损。Hoboyi 说：“我如

第 五 章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恐惧、屈辱和希望

框 5.1　事实档案：人免疫缺陷病毒或HIV

病毒家族：HIV是一种慢病毒，是一种逆转录病毒。逆转录病毒用

RNA而不是 DNA携带它们的基因，并且产生一种能复制 RNA基因组

为 DNA的“逆转录酶”，这种 DNA整合至宿主细胞的遗传物质。RNA较

DNA的稳定性差的多。这意味着HIV很快变异，使得药物治疗困难。

形式：HIV-1在世界范围内发现。HIV-2传染性稍低，在西非被发现。

人如何被感染？通过接触体液，如血液、乳汁、精液和阴道液体，但

不是唾液、泪水或汗液。通常发生于无保护的性交、共用污染针头、接受

感染血液输注、分娩或哺乳。事实上病毒非常脆弱——上述体液外生存仅几分钟，例如它不同于流感

病毒，后者能够通过空气传播。

病毒做什么？显著致死性的，HIV感染免疫系统细胞——身体对病毒、细菌和其他感染的自然防

御——即身体能够正常抵御的其他感染，能够控制并杀死病人。

HIV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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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沮丧，那时我是自己一个人，我就同意了。”Nokuzola 死了，她四个月大。这时，Hoboyi 不

得不面对自己携带 HIV 的现实。她做了检查，确信 HIV 阳性。她说：“那时候我想起了医生

告诉我的‘罕见病’。”她至少已经 HIV 阳性 3 年并且无意识的传播这种病毒给了她的孩子。

从母亲到孩子

2008 年，全球大约 200 万小于 15 岁的儿童携带 HIV 生活，由于父母患 AIDS 疾病或死

亡导致家境穷困。这些儿童大多数在子宫中、分娩或哺乳中感染，正如 Hoboyi 的前面两个

孩子。但这种方式感染的儿童数量在 20 世纪的头十年中得到明显下降，主要是通过提供服

务以阻止孕妇和母亲把 HIV 传染给孩子。

1999 年，Hoboyi 第一次怀孕时她的城镇并没有这些服务。然而，HIV 已经出现于南非

大约 10 年，病毒在非洲撒哈拉的其他地方流行更久（框 5.2）。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比利时

就有了最早的文献报道，医生遇到的刚果病人看起来很像患有美国报道的一种新的综合征。

同时，向监测传染病暴发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了汇报，并且 1984 年一个医疗队前往 Zaire

（现在的民主共和国刚果）进行调查。仅在 Zaire 首都 Kinshasa 的 Mama Yemo 医院他们就发

现了 38 个患有 AIDS 的病人。

框 5.2　病毒起源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最初在 20世纪初几十年在西非或中非由黑猩猩感染

的一种病毒传染给人类所致。没有人很清楚是如何发生的，但科学家认为，当猎杀后食用或屠宰猴类

时人们可能已经感染了猿病毒。认为种这病毒一旦进入人体，就突变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HIV。

但是一旦相当数量感染这种病毒的人迁移到非洲大城市中心，这种流行病可能仅是一个开始。这

被认为可能发生在 20世纪 50年代，1998年发现在一例死于 1959年的 Kinshasa（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

国）男性的冰冻血样中含有这种病毒。这是最早知道的HIV样本。

感染 HIV的终末期——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或 AIDS——直到 1981年才被医生描述，那

时他们对美国洛杉矶的男同性恋者观察了这种罕见病例。两年后，在 1983和 1984年法国 Pasteur研

究所和美国的国家癌症研究所确认了HIV是AIDS的病因。

相似的情况发生于相邻的卢旺达和布隆迪，Teguest Guerma 当时是布隆迪首都 Bujumbura

公立医院国际内科病房的主任。官方反应如疾病本身一样担忧。日内瓦 WHO HIV/AIDS 部

门的 Teguest Guerma 回忆：“国家当局看上去好像认为如果忽略这个问题，它就会慢慢消失。”

沉默壁垒占了上风。试图提出问题以引起注意的人会受到惩罚。这种新的疾病如此可

怕以至于人们怀疑提及它都要受到处罚。Teguest Guerma 说：“来自 Antwerp 的一个同事因

告诉新闻周刊杂志国内有 AIDS 便受到指控”。“即使这个人事实上没有说什么，他会在 24

小时内被赶出这个国家。同时，我一直在关心每天死于 AIDS 的人们。”

像其他国家一样，感染 HIV 患者在 Burundi 因得这种病被指责，许多情况下被抛弃而

死亡。这种反应的一部分原因仅仅是因为恐惧。这种疾病流行的早期，人们不知道 HIV 如

何传播或传染性有多大。Teguest Guerma 回忆道：“即使是医务工作者也不愿靠近 AIDS 病

人。”他当时一个人被留下来喂养并清洁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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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 WHO 以前没有足够认真对待这种疾病，Mahler 说卫生组织现在正在抗击这种

疾病的流行——其一是“HIV/AIDS 不幸的敲开了亚洲大门”并且已经感染了 800 万人（当

时认为超过 100 万）。号召抗击 AIDS 的努力，其核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政策与方法，

Mahler 坚持重点强调教育运动。这项计划将集中于建立科学家之间的国际网络并促进研究

药物、疫苗和其他治疗和预防卫生措施。

为进行这个计划，Mahler 任命了 Jonathan Mann——

1984年他第一次面对Zaire存在AIDS的现实（图 5.1）。

Mann 得到了每年 500 万的预算和日内瓦总部的一

个办公室。Kaleeba 在 1996 年走进了这间杂乱的办

公室。Kaleeba 被 Mann 的秘书告知没有预约见不到

他，在那里 Kaleeba 放声大哭。就在那时 Mann 走了

进来。

接下来的 4 个小时 Mann 与她进行谈话。他说对

她的丈夫他可能没有什么可做的，但是她的国家就不

同了。他敦促她返回并且要对这种疾病的歧视、无知

和否定做斗争。

Kleeba 在 1987 年返回乌干达，在那里她建立

AIDS 支持组织（AIDS Support Organization，TASO）

并与这个国家新总统 Yoweri Museveni 建立了有力联

当 AIDS 开始在 Burundi 蔓延时，乌干达已经蔓延流行。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期，

这种流行病的全球焦点转移到东非国家，那里人们称这种新的疾病为“苗条”。

Noerine Kaleeba 是一个直率的女人，她在 Mulago 医院开办了一家物理治疗学校，直接

见证了乌干达疾病的流行。在乌干达 Kaleeba 的丈夫 Christopher 输血后感染了 HIV，但是

第一时间他知道事情不妙是 1986 年夏天在英国期间。Kaleeba 听说 Christopher 已经被诊断

为 HIV 阳性，病重的厉害，她乘飞机到那里与他一起。接着当她听说 WHO 已经任命某人

带头进行第一个全球 AIDS 计划时，她不顾一切离开了她濒死的丈夫去日内瓦的总部办公

室并得到治疗。

迫在眉睫的大流行

1986 年，WHO 在全球抗击 HIV/AIDS 战斗中起了关键作用。在那年 11 月的一个新闻

发布会上，WHO 总干事 Halfdan Mahler 博士警告全球流行势头并承认：“我们赤裸地站在非

常严重的和其他以往流行病一样致死率的流行病面前（框 5.3）。”

框 5.3　流行还是大流行？

流行病：感染在一个特定人群中快速传播。这可能是由于局部条件的变化，如自然灾难或大量人

口的转移。当一种疾病袭击均有很少或没有对它没有免疫力的人群时也可能发生。

大流行：一种新疾病在超过一个国家的几个国家中很少或没有免疫力的人群中大规模流行。

图 5.1　1985 年，美国。Halfdan Mahler

博士（右）和 Jonathan Mannzai 博士联合

国总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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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并不像其前后任的首脑，Museveni 正面处理 AIDS，公开提起病因并呼吁同情。这个

政府建立抗击 AIDS 的方法——ABC 或“节制，忠诚于你的伴侣，如果你不能处理好其他两

个，请使用避孕套。”这里面有幽默，有人性。TASO 团队将这些话带到偏远地区，甚至对文

盲表演游戏来说明安全性交的重要性。后来，TASO 活跃分子在帮助全国展开治疗中是关

键因素，这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尝试这种方法的国家（图 5.2）。

相似的计划在其他地方被重复，显著的如泰

国，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HIV 开始在那里蔓延。部

分由曼谷的性交易所推动，疾病在泰国流行也是

因为大量吸毒者大部分在监狱中注射毒品。1987

年当 37 000 囚犯被大赦或释放后，病毒快速传播。

感染通过性接触、血液或血液制品接触、使用注射

药物和母婴传播而扩散。

1991 年国家总理 Anand Panyarachun 任命

Mechai Viravaidya博士来对付这种传染病。Viravaidya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一直为家庭计划目标推行使

用避孕套，并且他也因他的促进活动——包括儿

童吹避孕套比赛——获得“避孕套先生”的绰号。

Viravaidya 利用收音机及电视网络在每一小时的播

音中插播半分钟 AIDS 教育广告（图 5.3）。针对大

量的性服务工作者，还开展了一项教育活动。避

孕套被发放到泰国的每一个妓院，如果哪个妓院

不使用避孕套将立即关闭（图 5.4）。该活动取得了

图 5.2　2003 年，乌干达。来自乌干达 AIDS

支持组织（TASO）的积极分子。他们为 HIV

患者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获得抗病毒和其他

疾病的药物，如他们易感的结核。TASO 积

极分子通过表演有关 HIV/AIDS 和结核的游

戏教育文盲村民

图 5.3　2010年，泰国。避孕套先生Mechai Viravaidya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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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成绩，在随后的十年中性服务工作者 HIV 感染降低了 90% 左右。泰国证明了以避孕

套为支持的针对性信息运动是对抗 HIV 的有力武器。

洗雪耻辱

在 WHO 日内瓦总部，Mann 意识到有效的治疗仅仅是对抗 HIV 流行的一部分解决方

法。他认为 AIDS 不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图 5.5）。不像其他疾病，AIDS 激起强烈

的反应，并导致最严重的屈辱和排斥等不公平的发生。由于这些原因，他把重点放在流行

病的人权方面。

在 WHO 组织了一系列会议之后，Mann 使全球 AIDS 专家就反对强制性检测 HIV 达

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反对 HIV 携带者在雇佣时受排斥。他同时宣传病人的权利应得到保

障，应能够进行旅游交往，并让人权活跃人士来支持他的事业。没有人会被排斥，正如他在

1988 年在世界 AIDS 峰会上讲的：“沉默、排斥和隔离这些个体、人群或国家对我们所有人

构成了危险。”

Mann 继续设立 WHO 的 AIDS 全球计划，它成为这个组织有史以来最大的计划。Teguest 

Guerma 回忆道：“他如此有魅力并鼓舞人心，以至于听他讲话的人很容易被说服跟随他的想

法。”Mann 进入 WHO 日内瓦总部那间窄而杂乱办公室的 4 年内，全球计划雇佣了 280 人，

并支配了每年 1.09 亿的预算。对 WHO 来说，这是非常大的。然而接下来挑战则更大。

事实上，1987 年联合国大会在对该传染病的争论中结束，整个会议期间都在讨论本病。

结果，大会决定在 WHO 领导下动用全球资源进行斗争。

在开始的十年中，此传染病数量每年翻倍增长。至 1987 年年底，这种疾病已经影响 500

万～1000 万人。这十年与中国第一批本土 HIV 病例报告密切相关。

在这关键的转折时期，WHO 犯难了。Mann 在 1990 年辞职了。一些人认为他的辞职

是抗议联合国和世界各地政府未能充分应对这种传染病，其他人则认为是个人原因。Mann

的离开标志着 AIDS 全球项目结束的开始。但是，即使他没有离开，WHO 对 HIV 挑战的反

应也要受到考验。前 WHO 的 HIV/AIDS 主任 Kevin De Cock 说：“尽管 AIDS 全球计划成功

图 5.5　1990 年，坦桑尼亚共和国。儿童

哀悼他们死于AIDS的父亲图 5.4　2000年，柬埔寨。性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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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仍有许多批评。”“例如，一些人认为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协作以及发挥他们的角色还不

够理想。”

实际情况是，与这种疾病斗争了近 10 年后，受影响国家的需求远大于任何一个机构

的处理能力。“在联合国内已经有其他机构建立或正在建立有关特别授权的项目。”联合国

HIV/AIDS 部门战略与运营资深顾问 Andrew Ball 博士说，“一个突出的案例就是，有着清晰

的发展日程的联合国发展计划（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还有致力

于儿童与母亲问题的联合国儿童基金（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UNICEF）。”“AIDS

需要的反应超过卫生部门所面临的挑战。”De Cock 说：“在一些地方它是一个发展问题，一

个贫穷问题。进行多部门协调有许多压力。”

这个压力致使在 1996 年建立了联合国 HIV/AIDS 联合规划署（UNAIDS）。Peter Piot 博

士——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在比利时工作时，曾经对中非的首批 AIDS 病例中一部分进

行了研究——领导的 UNAIDS 联合了 6 个属于或附属于联合国系统的机构。它的任务是协

调所有对 AIDS 做出的努力。

现在 UNAIDS 负责工作后，WHO 在控制 AIDS 中的作用变得不清楚了。曾经在 Manne

领导下 WHO AIDS 全球计划工作的日内瓦工作人员要么解散或再安排至 UNAIDS。1991

年加入 WHO 的 Ball 回忆道：“政府花了几年的时间将它们理清楚。”De Cock 更率直地说：

“有一段时间我们真的很少出现。UNAIDS 建立后 WHO 好像离开了 AIDS 事务。”

同时，全球这种疾病正在加剧。1998 日内瓦国际 AIDS 会议上，UNAIDS 第一次提供了

一组关于这种疾病的前三年的权威数据。HIV 感染率在 27 个国家中已经翻倍。然而，科学

界却一直在庆祝WHO对这种疾病的治疗取得的进展。全球以每天 9000人的速度感染疾病。

Piot 力图鼓励世界各地政府，强调形势的严峻，并将经济和安全纳入这种疾病流行的讨

论。人们听从了。单是南非的恶化情形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鸡尾酒药物

同时，科学家也努力想办法来抗击这种疾病，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就可以得到首批

ARV 药物了。1986 年 9 月，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宣布了实验结果，他们证明最初开发来治

疗癌症的齐多夫定能够降低 AIDS 病毒进展。五年来，诊断出 AIDS 一直是死亡宣判。现在

它终于能够治疗了（框 5.4）。坏消息是，每人每年的花费约 10 000 美元。迫于社会舆论的

压力，公司最终砍掉价格的 20%，但贫穷国家仍然无法得到这种药物。后来，这种药物出现

了严重副作用，并且病毒对药物产生耐药。但是，有解决的办法。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联合了包括齐多夫定的三联药物“鸡尾酒”疗法，对疾病有显

著疗效。但是，很快它的价格给这种振奋泼上了冷水。鸡尾酒将使每人每年花费 20 000 美

元。然而，无论三联鸡尾酒疗法存在什么问题，它都标志了 HIV 治疗的一个转折点。不仅

使用避孕套的教育运动有可能限制新发感染（图 5.6），而且通过治疗延长生命也成为可能

（框 5.5）。目前 AIDS 是一种能够用正确药物治疗的慢性疾病。

在一些方面，南非是一个特殊情况。这种流行病的暴发与从种族隔离向民主体系转变

相巧合。当 Nelson Mandela 1990 年从狱中释放时——成为总统前 4 年——约 1% 南非成

年人 HIV 阳性，但至 2005 年，年龄 15～49 岁感染者迅速上升至约 18%。南部非洲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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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了相似的水平。而且 Mandela 的继任总统

Thabo Mbeki 的怀疑——AIDS 是否由 HIV 引起——

对这种情况不利。

1999 年，有些人怀疑 AIDS 是否由病毒引起，根

据他们的建议——HIV 否定者——Mbeki 拒绝获得

政府医院提供的 ARV 药物，即使已经有很长时间的

科学证据表明这些药物能够阻断大部分母婴传播，

并能够延长 HIV 携带者的寿命。

2000 年 7 月在南非 Durban 第 13 届国际 AIDS

会议上，Mbeki 公开怀疑 AIDS 是否确实由 HIV 引

起。代表们先是震惊沉默，接着一份成为 Durban 宣

言的声明（与会的 5000 名医生和科学家签署的）证

实 HIV 确实是 AIDS 的病因。

框 5.4　专门疫苗

卫生工作者根据疫苗能够使人完全清除天花这种灾难性疾病的事实勾画出许多希望和灵感。但

是天花是目前唯一被人类努力清除的疾病，发现抗HIV疫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疫苗通常通过向机体免疫系统提供病毒或他的弱化形式，因此当机体下次再遇到它时能

够直接反应清除。不幸的是，存在的两种 HIV形式：源于黑猩猩病毒的 HIV-1和起于另一种猴病毒的

HIV-2，都很难治疗。仅 HIV-1——世界大多数 HIV感染的原因——就有 10个不同的亚型。HIV极易

突变。

因此，有效的疫苗需要通过抵制快速演变和改变的病毒来保护人类。当机体已经对自然感染不能

产生有效保护反应时制备疫苗是一个相当的挑战，HIV感染将在感染者的余生持续存在。2008年一

个重要的疫苗试验被废除了，因为它可能实际上增加了 HIV感染的可能性。至目前，AIDS疫苗仍是

未来的一个希望。

框 5.5　非治愈但可治疗

一旦某人感染 HIV，他们将在余生携带这种病毒。尽管这是一种

不可治愈的状态，但它能够用抗病毒或 ARV药物治疗，假如病人按医

嘱服用ARV药物并没有药物抵抗，病人可再活几年或几十年。

AIDS一个最常见的定义——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由 HIV引

起——即它当发生于人血 CD4（分化族的缩写）计数降至每微升 200以

下时。CD4细胞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病毒感染并杀灭这种细胞。当

这些细胞降至此临界值时，机体几乎不能自己防御其他疾病。

尽管这种病毒不能从体内清除，ARV通过减慢 HIV复制和降低血

液 HIV检测水平起作用。这样血液里 CD4含量变高，持续时间变长，

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变强。这意味着机体可以更好的防卫自己免于“机

会性感染”。有些人体制变强有些人面临死亡。其中最常见的机会性感

染是细菌性肺炎和结核。
2005 Haiti

图 5.6　1999年墨西哥，一名AIDS教育者

向 Oaxaca 的一群学生展示如何使用女性

避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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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 Durban，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 Kofi Annan 和其他人提出了 AIDS 全球基金的

想法。正如 Annan 看到的，即使制药公司降低价格，对于贫穷国家 ARV 药物还是太贵。他

建议建立全球基金以成本价购买药品，并让最需要的国家免费获得。

一年后在尼日利亚 HIV/AIDS、结核和其他感染疾病的峰会上，Annan 号召发展中国家

AIDS 花费增加 10 倍。他也建议设立 70 亿到 100 亿的“筹措资金”。同年，全球首脑聚集于

联合国大会的首次 HIV/AIDS 特殊会议。这种传染病再次唤起了强烈的反响。代表们承诺

增加 2005 年 Annan 呼吁的基金。最终他们努力增加了 83 亿美元。针对该疾病的基金有了

大幅增长。一年后，建立了全球抗 AIDS、结核和疟疾基金以向贫穷国家需要这些治疗的人

们提供金钱。自那开始，吸收了至少 200 亿美元的担保，大部分用于 HIV/AIDS。从来没有

如此多的钱在如此短时间内对一种疾病提供保障。

世界卫生组织的宏伟计划

WHO 再一次能够用专业知识解决 HIV/AIDS 问题。De Cock 说：“真正把 WHO 推上突

出位置的是治疗问题。”WHO 深刻认识到给偏远地区人们提供必要的药物是十分重要的。

自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创性的天花根除运动以来，WHO 已经建立了成功达到这种目标的

方法，也起草了一项称为“三五行动”的提案。在 2003 年 12 月启动时，在中低收入国家大约

有 40 万人收到药物。这个组织声称到 2005 年底要让 300 万人得到 ARV 药物，方法是建

议贫穷国家购买哪些药物并如何进行分配，培训卫生保健人员，以及建议设立治疗 HIV 的

诊所。

最初严厉的抨击是 WHO 专注于治疗而不再对预防感兴趣。但 WHO 坚持预防和治疗

同时进行。至 2005 年底，这项计划已经达到了 130 万人，而它又用了两年达到了最初计划

的 300 万人。De Cock 说：“如果我们设定的每个目标都仅晚两年就能达到，世界将会变得

更好。”WHO 总干事陈冯富珍称它是“一项了不起的公共卫生成果”，它证明“有了承诺和决

心”后，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们“能够过上经济和社会富裕的生活”。

有了空前的资金水平和政府对控制这种传染病的承诺，给需要治疗的人们提供治疗成

为一个主要焦点。像 Nokhwezi Hoboyi 这样的人最终受益。对于怀孕和分娩的妇女使用抗

逆转录病毒药物，同时也给她们出生后的婴儿应用药物，能够使非母乳喂养母婴传播的几

率减少三分之二。母乳喂养能够加重这种情况，因为母乳喂养有通过母亲的乳汁传染病毒

的风险。直到最近，感染 HIV 的母亲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选择——是否冒着感染 HIV 的风险

母乳喂养她们的婴儿，或干脆冒着营养不良和腹泻的风险不用母乳喂养。从 2009 年以来，

WHO 已经推荐：除非有安全的喂养替代，否则应在前六个月母乳喂养（框 5.6），但是，如果

母亲或婴儿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降低风险的话，2009 年发表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母乳

推荐。

自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以来，一些富裕国家的 HIV 阳性怀孕妇女已经服用抗逆转录病

毒药物，但是直到 90 年代末，这些药物才开始分发到世界的贫困地区。在 WHO、UNAIS、

UNICED 以及美国总统 AIDS 救援应急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EAR）的帮助下，许多国家已经保证到 2010 年要发放 ARV 药物给至少十分之八的孕妇

以阻断传播。自 2003 年启动以来，PEPEAR 已经提供资金购买的 ARV 药物已经阻止了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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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5.6　HIV母乳喂养的难题

多年来，WHO建议如果能够安全支付、准备和储存相当的牛奶，

HIV 阳性母亲应避免母乳喂养。这对于没有或无法得到干净水源的

HIV阳性母亲是一个难题。她应当冒着增加婴儿感染 HIV的风险进行

母乳喂养吗？或她应当使用替代品代替有保护作用的母乳去增加婴儿

因腹泻或其他疾病死亡的风险吗？

然而，最近布基纳法索、肯尼亚和南非的研究或许解决了这个难

题。已经显示联合专门母乳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能够显著减少母亲通

过母乳喂养传播给婴儿HIV的风险——不使用替代牛奶。

基于这些新的证据，WHO在 2009年 12月就婴儿喂养发布了新的

推荐。WHO第一次推荐在整个喂养和长达 12个月的过程中 HIV阳性

母亲或她们的婴儿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这意味着儿童能从母乳喂

养中获益，并被感染HIV的风险很低。

2006年苏丹

万个母婴传播。通过 PEPEAR，美国政府已经承诺从 2004 年至 2011 年为 HIV 提供 320 亿

美元的庞大资金。HIV 计划的其他主要资助来源于全球基金。

工作已经取得了进步，尤其在南部和东部非洲国家，那里新感染的多数儿童存活了。

在这个地区，为阻止感染她们的婴儿，提供给孕妇的提供的 ARV 增加了 4 倍多，从 2004 年

的每 10 人中的 1 人到 2008 年的每 10 人中的 4.5 人。

迄今，博茨瓦纳是非洲给 HIV 阳性孕妇提供 ARV 治疗最好的国家。在政府提供这些

药物前，接触 HIV 的婴儿中几乎每 10 个中的 4 个感染 HIV。现在每 10 个中低于 1 个患儿

感染。卢旺达、泰国和赞比亚皆有相似的成功率，并且自从 UNICEF 呼吁行动以来，这些

国家正在鼓舞着全球的努力。2008 年，中低收入国家中超过 628 000 的 HIV 阳性孕妇接受

ARV 药物治疗，以预防感染她们的孩子——比前一年增加了 17.5%。

局面改变

2004 年，仅有 4% 的 HIV 感染孕妇接受 ARV 治疗以预防这种病毒传播给她们的婴儿。

2008 年，这个数字是 45%。给怀孕妇女提供治疗的增加反映出给感染 HIV 需要这些药物的

人的稳定增加——受 WHO 三五行动和合作者如 PEPFAR，以及全球基金贡献的推动。总

的形势令人鼓舞，但是仍有许多需要做的工作。

政府、NGO 和诚信为基础的组织说他们正在扩大这些服务，但他们仍仅涉及了有限的

妇女和婴儿。并且对于许多感染 HIV 的儿童，并不总是能得到药物，当他们需要的时候他

们很少是计划中的那些儿童。更多母亲正在接受治疗以预防 HIV 传播给她们的婴儿，但远

没达到 2010 年设定的每 10 个母亲中有 8 个的“覆盖目标”。Teguest Guerma 解释说：“一些

难以接近的地区阻止了更广的覆盖率，薄弱的卫生系统加重了解决问题的困难。”

最近几年，HIV/AIDS 流行已经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在 2007 年，UNAIDS 和

WHO 估计 330 万携带 HIV 生存——低于 2006 年估计 400 万的数目。这个显著下降的改变

是由于更好的收集数据方法。这些改变的数据证实了许多专家的判断：这种流行病在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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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90 年代末已经达到顶峰，当时每年超过 300 万人感染。

在 2008 年，估计新感染的人有 270 万表明平均每天新发感染 7400 例。同时，因 ARV

治疗死于 AIDS 相关的疾病正在下降。同时，携带 HIV 生存的总人数正在增加，不仅因为

持续的新发感染，也因为携带 HIV 的人存活时间更长了（框 5.7）。

框 5.7　AIDS流行性有多大？

自从它出现，AIDS已经使 2500万人死亡并继续每年使大约 200万人死亡。如 2008年，估计世界

有 330万成人和儿童感染——这个数字仍在继续增长。

AIDS流行统计数据是由WHO和 UNAIDS每年估算的。公共卫生人士和政策制定者使用这些数

据来检查他们对这种疾病反应的好坏程度。

HIV携带者的数量下降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况：更多人正在死亡或更少人在感染 HIV。更多人感

染 HIV可能意味着新发 HIV感染已经增加，或是已经感染的正在服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并活得更长。

值得牢记的是，只有HIV监控系统及项目资料提供的详细数据分析才能使这些问题得以澄清。

HIV携带者的数据通常用发病率、患病率这些术语表达。发病率是在单位时间——通常为年——

新发感染数量。例如 2008年估计全球 270万人新感染HIV。

患病率反映了特定时间内在一人群中的患病数量，包括那些已经患病和新诊断出的人们。例如

2007年，估计全球 15～49岁之间的成年人有 3080万人携带HIV，而非洲次撒哈拉沙漠 15～49岁之间

的成年人感染者数量估计在 2030万。

UNAIDS 和 WHO 认为新发感染的数量正在下降。在 2004 年，AIDS 是世界第六大杀

手。在 2030 年，WHO 预计 AIDS 降为第十位。这种流行病看起来正在失去某些动力，事实

上并不意味着它将消失。更多的 HIV 患者接受治疗使这种致死性、不可治愈的传染病成为

一种慢性病，就像患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每天服药。同时，工作者们继续同 AIDS 的耻辱及

歧视进行斗争，由于这种耻辱和歧视导致人们不愿公开谈论 AIDS（尤其在开始的时候）。

治愈的力量

同样的沉默使身患 HIV 的 Nokhwezi Hoboyi 处于黑暗当中。但是，即使 1999 年她从医

生那里得知这种神秘疾病是 HIV，她也不可能有办法得到治疗。1999 年南非仅有几个私立

医院和矿业健康机构向 HIV 患者提供 ARV 药物，但很少向患有 HIV 的怀孕母亲提供药物。

如果她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她就可以得到针对孕妇的预防性治疗。

1998 年，AIDS 活动家 Zackie Achmat 建立了一个南非民间组织，发起治疗行动运动，使

得 Hoboyi 开始得到治疗。Achmat 在世界各地大力宣传，抗议政府对 ARV 药物的政策。他

拒绝使用救生药物持续几个月，直到 2003 年政府才承诺为需要治疗的南非人提供 ARV 药

物治疗。

“在治疗行动运动中，我并不孤单，我也遇到很多人，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与病毒抗争

好几年了，”Hoboyi 说。有了新的希望，Hoboyi 愿意了解更多关于这种疾病的知识，并成为

一名 AIDS 宣传员。2007 年，她再次怀孕。这一次，她可以接受 ARV 药物治疗，并且通过

剖宫产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 Qhayiya。他在第 6 周检测到了 HIV。

当结果出来时 Hoboyi 哭了一整天。Qhayiya 的检测结果是 HIV 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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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抗生素的时代，结核病似乎已经作为一种过去时代的疾病而不被重视，然而这
种疾病以一种更新和更加危险的方式卷土重来。世界卫生组织反击结核病的努力显示出如
何通过协调合作来对抗结核病，挽救生命。

19 世纪 50 年代，英国爱丁堡。一名年轻的英国医生 John Crofton 发现一些患者在结核

病房内死去。他开始疑惑为何处方药物未能起效。Crofton 谈到“我们发现一些起初已经感

染结核菌的患者对一些药物耐药，异烟肼已经被发现，其不能破坏细菌但可以干扰细菌的

繁殖机制，因此我们将其用于结核病的治疗。”

异烟肼发挥了药效。Crofton 回忆，“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治愈了所有的新病例。”它是

如此有效以至于有些医生甚至对结果产生了怀疑。但需要我们面对的问题并不简单。任何

一种生物例如结核菌通过变异同时抵抗 3 种药物的可能性明显低于使用 2 种或 1 种药物。

他的工作显示同时使用 3 种药物并及时监测疾病进展可以达到 100% 治愈率。这种治疗方

式就是“爱丁堡方式”，在治疗领域是一次突破。

药物奇迹是短暂的

结核菌已经和我们共同存在了数千年。结核菌损伤人体的证据可以追溯到 6000 年前，

在 3000 年前埃及木乃伊的脊柱内发现结核菌。古希腊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发现结核病是

当时传播最广的疾病。1882 年，Robert Koch 首次发现结核菌导致结核病（框 6.1）。

到 21 世纪结核仍旧是全球性威胁的疾病。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即 20 亿人

口可能感染结核。这些人群没有患病且不具有传染性，但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活动性结

核病”。

1948 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结核被认为对公共健康主要的挑战之一。这种高传染性

的疾病的破坏性被认为甚于千年一遇的战争和饥荒的总和。直到 20 世纪中期科学家发现

一种叫链霉素的抗生素，才使得结核的治疗有了希望。链霉素是第一种可以治愈结核的药

物，它的出现预示着新的治疗结核时代的到来。

然而，结核很快开始反击。

像其他生物一样，结核杆菌也在进化。一代一代的细菌的 DNA 适应它的环境，人们感

第 六 章

结　　核

有效的控制



61

第六章　结　　核

染结核菌后，每一代的新结核菌都会产生一些对药物的耐药和部分耐药变化。当抗生素作

用较弱或未正确应用，或治疗被打断时，这种耐药的机制得以保存。这些再次感染的细菌

被药物消除。此时感染的患者病情加重，当他们咳嗽时可以传播新的耐药细菌。

当面对细菌耐药的情况时，医生开始联合应用链霉素和另一种叫做对氨基水杨酸

（para-aminosalicylic acid PAS）的药物，用以替代单一用药，治疗开始起效，但随着时间的延

续治疗效果下降。19 世纪 50 年代随着 Sir John Crofton 的三联药物治疗的应用，结核的治

疗才有了新的突破。这种治疗在欧洲获得成功。例

如在芬兰，从 1910 年到 1940 年间，患结核病且具有

传染性（活动性结核）的患者每年以 5% 的速度减少，

生存水平随之上升。但是随着链霉素的推出，每年

的下降率达到 13%。其成功率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然而，在中国、印度和许多非洲国家，尽管 WHO 倡议

（图 6.1），活动性结核的病例数量几乎没有下降。

问题是在欧洲实施的 WHO 支持的结核治疗方

案依赖于专业的人员对疾病进行诊断。但当 WHO

及其成员鼓励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广采用相似

的方案时，由于国家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缺少有经

验的专业人员以及资金紧张使得方案的实施未取得

满意效果。

真正需要方法必须具有以下特点，便于操作和可负担得起的，可为贫困国家城市和农村

的大量人口提供结核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一些国家每年每人用于健康的支出少于 1 美元。

在 19 世纪 60 和 70 年代，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在东非、中国香港地区和印度开展了一

系列的试验。试验证实应用一种新的三联治疗方法：链霉素、异烟肼和氨硫脲（代替 PAS）

是安全有效的。这种新方法的巨大优点是持续时间是 12 个月而非 18 个月，这样节约费用

同时利用患者完成整个治疗疗程。

在处理结核时，一个医疗工作者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尽早鉴别患者是否具有传染性以

及时避免疾病的传播。但是，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患有结核病的病人并不是经常去

医院就诊，当他们就诊时医疗机构不具备诊断条件或医务人员也不都能够鉴别这种疾病。

框 6.1　一个发现铺平一条道路

1882年，德国医生 Robert Koch第一次在显微镜下发现了结核菌，他应用一种特殊的技术对痰液

染色（从肺里咳痰）。结核菌素皮肤试验也应归功于 Koch，起先，

他发展了用结核死菌的提取物来进行结核病的治疗，事与愿违，

治疗无效并造成一些人的感染。之后奥地利科学家 Clemens von 

Pirquet意识到这些提取物可用于检测是否存在结核菌素的过敏反

应——表明被测试者是否感染或以前感染过结核。这一诊断试验

方法目前仍在使用。但除了探测潜在感染外，这种方法并不可靠

（框 6.5）。Koch对结核杆菌的发现是重要的，因为它铺平了对结核

诊断，药物和疫苗的发展道路，1905年Koch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结核杆菌

图 6.1　1964 年非洲，村民被调查去发现

哪些人群具有高结核病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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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结果是，医疗机构在有需要的情况下能够提供快速的检测并给予治疗，但这不一定

都能实现。

结核是通过咳嗽和飞沫传播。你身边的人可能患有结核而你不清楚。那些和结核患者

工作和生活密切接触的人群危险性很高。如 WHO

控制结核司司长 Mario Raviglione 所言，具有传染性

的病人不会在额头上标明“结核病”来进行日常活动。

换而言之，如果患者患有活动性结核病，即他患有结

核病同时具有传染性，由于这些症状容易被误诊为其

他疾病，因而很难被确诊为结核病。

在欧洲 20 世纪 50 年代很多的海报和手册被发

放给大众，使大众更加了解结核病。可移动的 X 线

设备和流动诊所用于诊断结核病。随着病例数的下

降，相关设备相应的减少。但是在印度，像其他发展

中国家一样，情况有所不同。少量的专门诊所需要面

对大量的活动性结核病例。根据印度结核病控制程

序的统计，1946 年印度仅有 6000 张治疗床位，而需

面对 250 万活动性结核病例（图 6.2）。

印度的开创性工作

印度具有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公共卫生系统。虽然不是最佳的，但是这个系统包括任

何需要就诊的医院，使其成为改进结核筛查程序的基础。19 世纪 50 年代，一项由 WHO 和

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在印度城市 Bangalore 开展的研究显示许多活动性结核可以通过简单

的方法进行诊断，它是通过对来医院就诊者和对具有典型结核症状的人群进行细致检查实

现的。对这些病例作出诊断所需要的方法是技术要求简单的痰标本的显微镜检查，从而省

去了昂贵的 X 线设备和专业医务人员。然而，这种方式面临着一个问题，首先它对阻止病

例的发生无法发挥作用。

继爱丁堡 Crofton 方案和 Bangalore 研究之后，1956 年取得了第三次进展。在印度

Madras 进行的研究显示可以在家中得到和专门结核疗养院同样的治疗满意效果。这是

Madras 结核病治疗中心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中的第一项，并且得到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

Madras 州政府、WHO 和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的确立。

1956 年 Madras 研究取得了惊人的世界范围的影响，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也

开始关闭其专门的结核病疗养院。如果在 Madras 对结核患者进行门诊治疗可以取得令人

震惊的结果，那么它同样可以在其他地方奏效。实际上，根据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 Wallace 

Fox 博士，Madras 研究的主要研究者所讲，选择这个城市的原因是因为它所有的情况都不

适宜进行结核治疗。

1956 年 Madras 研究不但显示住院治疗不再是治疗结核病的必需条件，它同样强调 Fox

理念的重要性，即“全面监督药物的处方”，这与爱丁堡 Crofton 方案相呼应。

在 Bangalore 和 Madras 研究的基础之上，WHO 专家委员会在 1964 年对结核病治疗指

图 6.2　20 世纪 60 年代印度，两个男孩

进行结核检查并进行预防接种。作为国

家进行的一项治疗结核的活动，对 100 万

儿童进行检查并对35万儿童进行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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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进行了修订以推荐各国如何治疗结核病。之后的

10 年中，许多国家更加依赖于常规健康服务而不是

专门的结核治疗机构进行结核的治疗。但是在这种

公共卫生健康进两步退一步的习惯下，结果并不令人

满意。

许多国家乐于废除昂贵的专门的结核治疗，它

们不乐意投入额外的资金进行结核病的诊断和治疗。

对于门诊治疗结核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问题。医师对

结核病患者的兴趣经常是起于诊断终于处方药物，一

旦患者不来就诊，医生无事可做。这样对疾病的治疗

没有帮助，但对于结核病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为患者需要不间断的完成治疗才可以治愈结核并

防止耐药结核的传播（图 6.3）。

需要新的方法

需要一个新的系统去确认结核患者完成了足够疗程的治疗，医生需要了解他们对结核

诊断和治疗所付出的努力长期有效。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一个新的系统出现了。在国

际治疗结核和肺病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IUATLD）

的支持下，Karel Styblo 博士与坦桑尼亚共和国卫生部协作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程序在公共

健康体系内支持结核病的治疗。Styblo 1921 年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对结核病有直接的了

解。他与急性肺结核病人密切接触，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纳粹集中营中感染结核，

这些经历使他成为一名医生，最终在爱丁堡的 Crofton 团队中工作。

Styblo 还努力研究为何原因导致一些欧洲治疗结核的效果优于其他国家，在捷克斯洛

伐克和荷兰工作。其时，一个主要的转折点是利福平的发现，利福平在 20 世纪 60 年代被发

现并在 70 年代早期被用于治疗。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结核研究组的 Wallace Fox 发现联

合应用利福平和其他抗结核药，在不间断治疗下，6 到 8 个月患者可治愈。较以前进步了

12 到 18 个月。这是一个突破，标志着结核新的治疗方法。Styblo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

开始在坦桑尼亚共和国尝试这种新的治疗方法。证实这种短疗程的治疗可以在贫穷的国

家使用。

Crofton 回忆起 Styblo 时讲：“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但却是非常出色的始终如一的一流工

作者。”Styblo 同样是 Crofton 所讲的“在劝说政府把结核病当成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方面具

有特殊天赋。”为了说服政府，WHO 委托进行研究，以调查在马拉维、莫桑比克和坦桑尼亚

共和国，新的治疗方法较以往的努力更为节约资金。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新的治疗方法比

以往的方法便宜且有效。

坦桑尼亚结核治疗方案，于 1978 年开始，是建立在发现有症状的病例基础上的。同样

的方式在 Bangalore 实施。它的实施依赖于区域基础上的政府医院和医疗机构提供治疗。

Styblo 的方式是在前 2 个月中应用住院或非住院的监督管理（患者在家中或找医生就诊），

保证病人正确服药。他发明了应用记录卡或治疗卡片以便于医生和护士帮助他们的患者进

图 6.3　1967 年印度，活动医疗队的领导

检查儿童手臂上的“健康徽章”洗不掉的

墨水印记显示其已接受结核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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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持续治疗，同样更为重要的新的一点是它可以记录治疗过程的细节。通过记录结核治疗

的成功率，公共健康当局可以显示哪个地方工作出色，哪个地方工作需要提高。WHO 专家

委员会在 70 年代首先推荐，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至关重要的“监测和评估”，可以把新的治

疗方案和以往的方案相鉴别开，并且为今天的方式铺平道路。

1991 年，WHO 和 Styblo，采纳了模式作为 DOTS 的基础，它建议政府，一个包含所有的

公共健康方式需要 5 个因素：政府承诺的长期的国家计划，应用显微镜进行痰细菌学检查

以明确诊断，对患者标准的监督治疗和支持，规律的药物供给系统，监测和评估。

DOTS 是 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 Short Course 首字母缩写词，代表直接的观察、治

疗、短疗程。指的是直接的观察患者以确保其完成全疗程治疗并治愈的重要意义。这一方

式构成了 WHO 标准推荐治疗的基础，并被所有国家的结核治疗方案所采纳。患者可以在

家中居住和服药，或者在医疗工作者或经过培训的亲属或朋友的帮助下尽可能靠近家庭。

从“神奇的结核药物”出现后，到建立新的诊断和治疗方式并在中 - 低收入国家大规模

开展共经历 30 余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在发达和富裕国家中结核病例迅速下降，造成了一

种错误的观念，即结核病的时代已经结束。这种自满导致用于结核的经费下降。例如，在

美国，结核研究和治疗的经费从 60 年代的每年 4 千万美金降至 1980 年的 28 万 3000 美金。

1989 年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如此自信结核病或多或少将在 2010 年从美国根除。

不止是美国如此，WHO 的 Raviglione 讲：“WHO 也忽视了结核病，1989 年我来到这里

时，当时的总干事 Hiroshi Nakajima 博士决定开始对结核病开展工作时，WHO 只有一名流

行病学家和一名秘书负责这里的工作。”WHO 的同行评议月刊 Bulletin 已经终止了对结核

病的报道。1978 年以后世界结核病大会由原来的每两年举办 1 次改为每 4 年举办 1 次。

邪恶重回

看来结核病已经或者说过时了。但是结核病的阴影始终潜伏着，它不断地悄悄地加紧

控制着世界。在非洲，结核病的发生与艾滋病的流行紧密相连。患有艾滋病的病人，病毒

削弱了身体的免疫力，较未患艾滋病的人群更易感染结核。这就是非洲结核发病率自 80

年代初期开始上升 3 到 4 倍的原因，在某些国家中

70%～80% 的结核病人同时感染 HIV。

不但是非洲面临着结核病的流行。在 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后前苏联的一些国家由于分崩离析的

卫生管理体系，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快速转换为市场

经济等原因也发生了结核病的大量增加。在中国，农

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成为结核病的易感人群。这

种情况开始于 1992 年，居住在拥挤和卫生条件很差

的环境中，他们很容易感染结核。当时的条件下卫生

管理主要是归其出生地负责，因此这些流动人口患病

时也无法得到治疗。这两个因素成为中国结核病发

生的重要推动力，据 WHO 估计，每年新增结核病病

例 130 万（图 6.4）。
图 6.4　2004 年中国。对肺结核患者进

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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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国家同样发生了结核病的猛增。在美国，结核病的发生从 1985 年的 22 201 例上升

了 20% 达到 1992 年的 26 673 例。纽约 1 个城市，结核病增加了 3 倍。和发展中国家相比，

美国的结核病上升归因于贫穷，无家可归以及毒品泛滥。此外许多病例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移民，这说明结核的治疗是全球的无国界的。

结核病以耐药的形式卷土重来。Raviglione 回忆到，1984 年到 1990 年他在纽约 Cabrini

医学中心工作期间第一次认识到结核耐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多重药物耐药结核病的问题

是在早晨报告中提出的，30 多名年轻医生每天都要讨论如何应用药物的问题（框 6.2）。那

是在 1987 年，Raviglione 说：“一名结核病人来就诊，有一名医生提出，患者是流浪者应该给

他联合应用 3 种药物，我问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标准用药方案是用两种药物，他讲患者有可

能耐药。”

框 6.2　耐药结核

多重耐药结核（MDR-TB）被定义为对两中强有力的一线结核药物异烟肼和利福平都耐药的结核。

一线治疗是最先为患者提供的治疗，通常是对特定疾病和情况的标准治疗。广泛耐药结核（XDR-TB）

被定义为多重耐药结核加上对强力二线结核药物耐药。即

任何氟喹诺酮，任意三种注射用药阿米卡星，卷曲霉素，卡那

霉素。一个国家当每年出现 4000例或以上新耐药结核病例

时，或 10%的新结核病例耐药时即被认为是高多重耐药结核

负担。2009年，同 27个这样的国家：美国、阿塞拜疆、孟加

拉国、白俄罗斯、保加利亚、中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爱沙尼

亚、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达瓦、缅甸、尼日利

亚、菲律宾、俄罗斯、巴基斯坦、南非、塔吉克斯坦、乌克兰、

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2009 年菲律宾马尼拉，患者在接受国

际结核中心每天注射卷曲霉素

根据这名医生，流浪者只能住院几周，开始用药治疗，感觉好转后就不再治疗，一段

时间后，他会出现在另一家医院重复这一过程。Raviglione 和一名墨西哥的年轻医生 Ariel 

Pablos-Mendez 决定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回顾了以往的记录直到 1981 年，发现一半以上的

耐药病例是流浪者。这种情况应该引起医疗界的注意，他们撰写了研究并投稿到美国顶级

的医学杂志——《内科年鉴》。

数月后文章因为“统计分析不够完全”被拒绝录用。Raviglione 和他的同事惊呆了，应

当对耐药进行处理时间却悄悄溜走。数月后，另一本杂志《纽约州医学杂志》的编辑联系

Raviglione 表示对文章感兴趣。12 个月后文章发表，Raviglione 失望的总结这一事件：我们

耽误了两年。

直到一年后媒体才给了这一问题应有的关注。1991 年，纽约监狱中耐药结核病夺走了

数名服刑人员的生命这一消息得以公布。在城市和郊区，这一消息登载在《纽约时报》的头

版，官方称之为自十年前艾滋病被发现以来在州监狱中最惊人的医学事件。

实际上，从 1978 年到 1992 年，纽约城患结核病的数量增长 3 倍，其中耐药结核病增加

超过两倍。这一研究的发现是严峻的，但给人以希望。研究发现努力确保患者无干扰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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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整个疗程，增加到医院的就医检查。庇护流浪者和服刑人员，在 1992 到 1994 年间结核病

例数下降了 21%。

纽约发生的情况是其他地区的缩影。1993 年研究结果显示，全世界结核病数量在增

加。WHO 宣布结核是“全球的紧急情况”并建议 DOTS 是最好也是最有成本效益的对抗

结核的方法，WHO 劝说各国采用这一方式，因为这个老对手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再次出现。

WHO 拉响警报。1998 年世卫报告提出：“过去 30 年对结核的自满和轻视造成许多国家处

理效果的失败。结果引起结核病强烈反弹。”

对于 WHO，DOTS 是处理结核紧急情况的下一个关键步骤。在结核病重新流行的时

间，WHO 在 1991 年在 Styblo 模式的基础上实施了全球对抗结核的策略。同样在 1991 年，

世界卫生大会采纳了它的第一份雄心勃勃的国际目标：到 2000 年检测至少 70% 的活动性

结核病病例，治愈其中 85%。但是面对巨大的挑战，包括资金缺乏和被感染结核病的许多

国家推广 DOTS 方案。

中国和印度加快速度

从 1960 年到 1970 年间，中国在控制结核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毛泽东主席的政权

派遣赤脚医生到农村进行基本的卫生保健，而医院内

的健康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培训进行治疗结核。到 80

年代后期，卫生保健的水平开始提高，随着经济的开

放，医院和诊所开始为其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许多

需要医疗服务的人们不必为诊断和治疗结核支付费

用。这一情况在 90 年代初期发生变化，中国成为第

一批采纳由 WHO 推荐的结核控制方案的国家，世界

银行和其他组织，无偿提供为感染病人提供医疗服务

（图 6.5）。

中国培训了数以千计的卫生工作者提供专业的

检查、诊断和治疗服务。建立了优良的药品供应体系

并开始对结核患者的治疗建立记录。中国一半的省

份从该项目中获益。结果已经公布公共卫生治疗获

得成功。如华盛顿全球发展中心的评估：“中国已经终止了数十万结核病例的死亡，并为最

终战胜结核病铺平了道路。”通过在这个项目 10 年的工作，2000 年一项结核的调查显示，活

动性结核的数量在一些省份下降了三分之一。之后，该项目在农村大面积推开。

2009 年 4 月，卫生部部长陈竺宣布结核病项目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成功。他说从 2001

年到 2008 年，在中国有 642 万肺结核患者被发现并得到救治。

陈竺讲中国在全国推广 WHO 推荐的 DOTS。到 2008 年底，中国检测了 78% 被诊断为

活动性结核的患者，并治愈了 93%。“中国已经如期实现了政府向国际社会所承诺的控制结

核的阶段性目标。”

同时，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印度于 1997 年开始在 WHO的帮助下推广 DOTS 方案，志愿

者和其他合作者。其时，印度的国家结核计划还未奏效。

图 6.5　20世纪 60年代中国，上海附近3

名属于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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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刚开始采用 DOTS 时，挑战仍旧存在。并非所有政府都允

许推行 DOTS 和控制结核所需的资金。另一个问题是确保充足的药物供应。贫穷国家往往

只能不规律的供应不能确保质量的药物，这会影响整个 WHO 推荐的 DOTS 方案的基础。

1998 年 3 月，WHO 结核专家委员会在伦敦讨论这些挑战。结论是令人失望的。近十

年来，在 DOTS 方案下，感染性疾病被发现，治疗和报告的百分比从 0 上升到 23%，但是这

与 WHO 的目标即到 2000 年，发现 70% 并治愈 85% 相距甚远。许多国家采纳 DOTS 方案，

但极少数能使其发挥作用。结核专家希望得到巨大的变革，敦促政治领导人加入与结核斗

争，并解决药品供应问题。

为控制结核病增加新动力，WHO 在 1998 年发起了控制结核的倡议，“相对于其他优先

的项目，这一倡议并不引人注意，”Raviglione 回忆说，控制结核的目标是使各国了解结核发

展的情况，促进 DOTS 策略作为最好的抗击结核的方式。

2000 年，全球各国的卫生部长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其中一些国家面对着结核的肆虐，另

一些国家提供捐赠资金。穷国和富国团结在一起抗击结核。2001 年，这一倡议被推广，并

一直被 WHO 所倡导，使得众多的组织从事于控制结核的国际合作。他们发出第一个全球

控制结核计划。2001—2005 年，主要的工作重点放到鼓励研发新药物，诊断和疫苗以及结

核的管理和控制上。把结核看成某个国家自己问题的观点已经被替代，结核被看作没有国

界的，需要计算在全球范围控制结核需要花费多少资金。到 2005 年，几乎所有的第一计划

的目标得以实现。进一步的计划是从 2006 年到 2015 年制订出来。迄今为止，这种合作得

到 2 个外部评估的称赞。

为了解决结核药物供应的瓶颈，合作组织在 2001 年建立了全球药物体系。它向许多国

家提供高质量的免费药物或帮助国家采办廉价药物，并支持依靠国家程序解决结核药物的

供应确保这些药物合理地应用。合作组织还帮助国家申请捐款购买药物。

在 2001 年到 2009 年间，全球药物体系为 110 个国家组织和传递了 1390 万治疗。贫穷

国家 DOTS 计划的负责人不再需要担心从哪里获得下一批药物，这使得他们能够集中精力

提供对患者的治疗。

对于 DOTS 方案的一个主要担忧是一些患者鸡尾酒疗法疗效不佳。增加对药物耐药的

恐惧会受到责备。许多 DOTS 方案是在以往很长时间药物供应不足之后发展起来的，这时

已经产生了药物耐药的情况。DOTS 目的在于通过

支持改进了的协作减少药物耐药的出现。但是对于

已经出现耐药问题的地区单独应用 DOTS 不足以解

决问题。许多方案不能验证耐药结核，经常缺乏针对

这种类型结核的储备药物。在一些地区，很幸运这样

的病例很少，在其他地区，10% 或更多的患者由于结

核多重耐药无法治愈（图 6.6）。

1999 年开始，WHO 和它的合作者试验一种新的

称之为 DOTS 加结核处理方法用于试验性的项目中。

它是建立在 DOTS 基础之上的目的在于使得昂贵的

“保留”二线用药更容易得到用于真正需要它的病人。

这些强效药物是由 WHO 的绿光委员会提供，它是由

图 6.6　2009 年哈萨克斯坦，结核患者在

附近的医院接受多重耐药结核治疗后回

到Dalgar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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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面临新的肺结核暴发流行

肺结核的耐药菌同样威胁着俄罗斯联邦政府。Vladimir 地区肺结核病研究所 Grigory 

Volchenkov 主任医师指出，在 1991 年苏联解体之

前，问题就出现了。“不规律服药和劣质的结核药物

引起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抗药性的增长，”结合早期几

十年医务工作者不确定病人是否接受了全疗程的治

疗，他说道，“1970—1999 年，我们没有合适的治疗方

案。”俄罗斯科学家发表在 2000 年俄罗斯结核病杂志

Problemy Tuberkuleza 的一项研究显示，抗药性的证

据可以追溯到 1979 年，直到 1998 年，这个问题还在

稳定地增长。

20 个世纪 90 年代末期，结核病的暴发已经威胁

到俄罗斯联邦全境，加之经济衰退，生活标准下降，

健康系统下滑，抗结核病药物的供应链被摧毁，严重

来自 CDC，哈佛大学和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无国界医生）的专家组成。作为这一

倡议和与药物生产者协商的结果，一些国家在多重耐药结核药物费用的节省了 94%，这些

药物能够确保治疗正确且药物具有很好质量。

随着 WHO 全球结核监测和监控项目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建立，结核病例的发现

数量从 11% 迅速上升至 62%，同时在 2007 年治愈率也从 77% 上升到 86%。这是针对被发

现病例的数目增加而实现的。它也使世界达到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6，即到 2015 年战胜包括

结核在内的传染病（框 6.3）。

框 6.3　事实档案：肺结核

什么是肺结核？由结核菌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如果未得到治疗它将在 5年内导致 2/3感染人群

死亡。

TB代表什么？肺结核。

起因：60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间就在人类中发现。

菌属：分枝杆菌科

起源：75%为肺结核（肺脏），其他器官同样能够被感染。

传播途径：咳嗽，通过含有结核菌的飞沫传播。

症状：咳嗽，咯血，发热，盗汗和体重减轻。

诊断方法：显微镜，培养，分子学方法，胸片等。

什么是结核菌素？结核菌中发现的一种蛋白质的混合物，用于检测人类是否存在潜在的感染（见

框 6.5）。

治疗：四种药物联合治疗。标准治疗周期为 6个月。耐药细菌需要持续两年不同药物或二线药物

的鸡尾酒治疗，直到治愈。

疫苗：卡介苗，就是熟知的BCG。

图 6.7　2007 年俄罗斯联邦，肺结核病人

在Orel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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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治疗的成功率。位于俄罗斯东南部的 Orel 省也未幸免。该地区结核病研究所主任

Boris Kazyenny 博士指出，“该地区结核病非常严重，尤其从 1999—2000 年间。”

Kazyenny 博士回忆当时基本的结核药物供应链如何被摧毁以及治疗的效果如何。“我

们没有足够的药物，所以我们不得不处方不完全的化疗药物，很多病人没有连续治疗计

划。”他说道，“这就是为什么 90 年代初很多病人没有完全康复而且还在持续传播着细菌。”

自从 2001 年 WHO 推荐 DOTS 方案以来，Orel 省肺结核的暴发得到了控制，控制效果继而

延伸到了全境（见框 6.4 全球改革方案控制肺结核）。

框 6.4　全球改革方案控制肺结核

2006年，WHO发布了终止结核病策略。它以终止结核病全球协作计划为基础终止 TB，2006—2015

年树立全球目标，到 2015年控制结核病，这些包含在千年发展目标 6中。终止结核病方案包括 6条：

 ● 力求高质量现代结核病控制策略的扩展和强化；

 ● 关注结核病 -艾滋病，多种药物抵抗结核病及贫困和弱势群体的需求；

 ● 帮助医疗体系强化初级卫生保健的基础；

 ● 确保所有关怀提供方的参与；

 ● 让结核病人友好融入社区；

 ● 允许和促进调查研究。

就像中国，印度和美国，在前苏联，贫困的生活条件是促使 TB 暴发的一个因素。莫斯

科结核病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Victor Punga，注意到在 19 世纪 30 年代的工业革命时期 TB 发

病率开始上升。Punga 指出：“1917 年革命之前，我们能发现很多结核病菌。那时，他们试图

解释高发病率是资本主义的遗留物。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这种情况是由社会问题决定的。

即使我们拥有高科技的治疗手段，但人们缺乏食物和住所时，结核病的发病率升高。当工

业革命开始后，人们居住条件很差，营养不良，这是结核病生长的沃土。”

现在说已经战胜结核病还为时过早，之后的几十年结核病的发生率还会上升，数量保

持稳定。令人恐慌的情况还会存在。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由于频繁和大量的人口流动而使

微生物本身不断的改变和潜在的无限制，将使其在全世界快速播散。

多重耐药的结核病

2008 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将会有 44 万种新的多重耐药的结核病菌出现。同时，在

2006 年 3 月 WHO 和 CDC 定义的广泛的抗药性结核病的病例也在增加。到目前为止，接近

60 个国家发现的广泛的耐药性结核菌无法被一线或大部分二线药物治愈。只有必要的药

物可获得时，广泛耐药的结核菌才能够被成功治愈。但那些病的较重的病人还是被判了死

刑。2006 年 8 月，暴发于南美洲，Kwa Zulu Natal 的 53 名感染了广泛耐药的结核病的病人

中有 52 人死亡。大部分死亡人群中同时还是 HIV 阳性。

其中一个受到多重耐药结核菌和广泛耐药结核菌威胁的地区是前苏联。例如，官方数

据指出，在 2008 年，俄罗斯联邦东北部地区中将近 1/4 新感染结核菌的病人是多重耐药结

核菌。在其他新的独立国家中，如阿塞拜疆、摩尔达瓦和乌克兰共和国，每 5 个病例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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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病例是多重耐药的结核菌，这就对结核菌控制提出了一个严重的威胁。WHO 和这些国

家合作，共同控制多重耐药的结核菌。

在俄罗斯联邦结核病的发病率正在逐年下降，同时还有一些成功战胜耐药性结核菌的

案例——至少在将近一千五百万人的 Vladimir 省。

到 2002 年，WHO 和 Vladimir 省地方结核病研究所、国家中心结核菌研究中心、疾控中

心和美国政府发展部门合作，实施一项旨在防护结核病人之间多重耐药结核菌传染的感染

控制的加强计划，同时，减少卫生保健人员感染的风险。这将帮助减少地方结核病研究所

卫生保健人员的数量，由 1993—2002 年每 10 万人 1080 名工作人员减少至 2005—2007 年

每 10 万人 160 名工作人员。同时，Vladimir 省地方结核病研究所开展了全国范围健康工作

者的优秀训练计划。

但是，和以前一样，这种成功经常成为泡影。在 John Crofton 于 2009 年死前接受的最

后一次采访中，他说道，他认为广泛耐药结核菌的出现是一个坟墓，类似于他 60 年前在苏

格兰所面对的一样。然而他希望，一些新药能够始终有效，但害怕终有一天会因为耐药性

的出现病人将失去生命。

WHO 的 Raviglione 认为，高度药物抵抗性菌株的出现是一种严重的忧虑，但同时，要

将结核病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也很重要。“所有结核病人应当得到适当的治疗，否则我们

将得到更多的多重耐药的病例。”Raviglione 强调，全世界的卫生部长们要认识到适当治疗

结核病的问题的紧急性。“他们需要投入更多的钱，他们需要从全球基金（对抗 AIDS，结核

病和疟疾）或其他国际援救组织中拨出资金”。

Raviglione 希望看到更多的实验室能够改进新的诊断技术。“我们同样需要优质的药物

和训练有素的医生。国家不应该恐于求助国外的专家来教会他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他

说道。

这里有全球范围政治性的解决公示，例如在 2009 年，WHO 和中国卫生部与比尔盖茨

基金会合作，在中国北京召开了药物抵抗性结核病会议。承受着巨大药物抵抗性结核病负

担的 27 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出席了会议，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联邦和南非，这四个国家分

担了将近 60% 的多重抗药性结核病人。

参会者保证拿出一千五百万美元资助结核病研究，截止到 2015 年研究出药物抵抗菌

株的研制。他们还指出要增加投资在新的结核病诊断技术、药物和疫苗的发展和研究，号

召 WHO 和终止结核病协作组织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执行药物抵抗反应计划。该组织相

信，在五百万多重耐药的结核病例中估计每年只有 3% 的病例能从公共服务中得到适当的

治疗。虽然有多少病人从私营部门得到救治还未可知，但是这始终是一个小型数量。这意

味着，有很多多重耐药结核病人没有得到应该的救治，他们仍然能够向周围人群播散潜在

的无法治疗的细菌（框 6.5）。

框 6.5　潜在的或是活动的

结核菌寄宿在肺部小的空气气囊中，也就是肺泡中。它一旦定居，人体的免疫系统——人体对抗

感染的机制——就会释放巨噬细胞，这是白细胞的一种，攻击被蜡状外壳包裹结实的结核菌。

巨噬细胞吞噬细菌然后凝集在一起，攻击其他白细胞再凝集在一起。感染几周后，这些凝集块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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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小而坚硬的小结节，能够导致肺脏细胞死亡，分解成为干酪样组织。有些病人，结核菌仍会存在有

小结节内直到疾病消失。这种状态——患者没有症状也没有传染性——就称作潜在的或者静止的结

核病。多余 90%这种状态的病人不会发展成为活动性疾病或不会有任何症状，这意味着他们没有发

展成为活动性肺结核。估计有二百万人，将近 1/3世界人口，感染过潜在的结核病。

如果某些感染了潜在性结核病的病人身体很弱，例如 HIV携带者，细菌突破结节，攻击更多的巨

噬细胞，形成更多的小结节。如果未予检查，结核结节继续生长，破坏并取代肺组织而成为干酪样组

织，最终液化并流出气道，留下破坏和瘢痕组织。由于坏死细胞组织液化而导致黏液增多引起持续的

咳嗽，这就是肺结核早期需警惕的主要症状。

最初，结核可能被误诊为严重的感冒或支气管炎。病人感到极度的疲劳和持续不断的咳嗽。随

着结核菌不断地杀伤细胞和破坏肺组织，血管也会受到侵犯，痰中带血或咳出肺组织。当结核结节在

肺中出现空洞，呼吸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病人体重减轻，脸色苍白并且嗜睡。就是这种特征性的体

重减轻叫做消耗性疾病，这种疾病引起的脸色苍白则被称作：“结核面容”。曾歌颂夜莺的著名的诗人

John Keats于 1821年死于肺结核，其描写了这样的情况“当年轻人脸色苍白，极度消瘦，他将要死亡”，

暗指结核病无情的消耗人体。

你不必富有

尽管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Raviglione 对未来依然很乐观：“我知道只要人们有志向，就

能成功……我已看到成功。”Raviglione 引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谚语，他们曾是前苏联的

一部分，那里 10 年前 9% 的结核病例已经是多重抗药性结核。“他们决定请求外部援助。他

们得到了技术援助。他们创建了可以隔离病人的医院。他们获得了药物，并建立了实验室。”

苏格兰是请求外部援助和技术支持的另一个国家。就像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地区一

样，结核病和 HIV/AIDS 流行息息相关——一种易导致联合反应的相关性。实际上，苏格

图 6.8　2009年莱索托，社区护士在回乡村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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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是世界上患结核病和艾滋病疾病人均患病率最高的国家。这个情况是 Raviglione 在 2008

年访问这个夹在莫桑比克和南非之间的国家时发现的。在那里他帮助卫生部长召开了一个

私人的基于信任的会议，旨在处理艾滋病暴发的前线劝说他们将结核病纳入日程。最终，苏

格兰得到了全球对抗艾滋病、结核和疟疾组织的授权来处理双重灾祸。Raviglione 表示：“我

们帮助政府和当地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创建全国性协作，以便于服务的接通和交接更加高效。”

另一个关键点是莱索托，南非周边的一个小国家，同样在 2006 年寻求外部资金对抗结

核病的暴发，这里的暴发被 Raviglione 形容为灾难性的毁灭。“卫生部长决定引进实验室进

行诊断检测，”他说道，“我用一年的时间在首都城市 Maseru 开创了实验室，能够用最先进

的液体培养设备在一周之内得到结果，而不是三个月。现在他们引进了一种新的分子生物

学方法，能够在一天之内诊断出多重抗药性结核菌——这种方法在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应

用。所以哪里有政治性的意愿，哪里就能成功”（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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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 21 世纪首次流感大暴发只用了几小时的时间便在世界范围内播散开来。现在武
装了先进报警系统后，当出现公共卫生威胁时，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合作方帮助了很多国家
做出反应。

1976 年，苏丹和扎伊尔，起初病人看起来像是疟疾或是流感，但症状突然出现，高烧伴

随着肌肉疼痛。病人卧床并主诉咽部不适，恶心，头晕，腹痛和腹泻。随后出现全身蔓延的

疹子。在开始出现的第二周人们才清楚这不是疟疾。病人鼻子，嘴，耳朵开始出血，随后照

顾他们的医护人员开始怀疑他们照看的病人越来越严重。

Ebola 首次大暴发出现在 1976 年。临近 Zaire（现在叫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Ebola 河有

一个小村庄叫做 Yambuku。另一个是位于苏丹（现在叫做南苏丹）的 Nzara。就像刚刚从丛

林里出来一天，在 Nzara 的 284 人有 151 人死于该病，在返回丛林之前，在 Yambuku 的 318

人有 280 人染上了该病。第二年在 Zaire 又出现了这种疾病，死了一个人。

1995 年，再次暴发严重的事件，这次是在 Kikwit，一个将近五十万人口，距离首都

Kinshasa 以东 550 公里的城镇。Kikwit 中心医院的一个实验员在给一个同样症状的病人抽

血后出现了发烧和血便，医生误诊为肠穿孔并为其手术，使得他们也暴露在病毒当中。

四天之后，医院的其他人员开始出现发烧，有一些人还出现出血症状。但是立即被隔

离的一些感染病人离开了城市，新闻记者来到 Kikwit 报道了这件事。一场新的令人恐惧的

暴发被揭露。

世界卫生组织首先注意到在非洲刚果共和国 5 月 7 日所发生的事情。5 月 9 日 Ebola

被确定，这时已是暴发后一个多月。它被形容为惊天骇地的事件：世界上最致命的疾病之

一——无法治愈——来自距离一个将近五十万人口城市不远的雨林，而这个城市拥有一个

国际机场，能够到达世界任何地方（框 7.1）。

致命的搭便车者

自 1948 年 WHO 成立，其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对危险的疾病暴发做出反应，例如，霍乱

和伤寒，评估其范围及种类，然后整合国际专家和资源应对事件发生。

20 世纪末发生的两件事，迁徙和流动人口，使得疾病在几小时之内全球蔓延变得更加

第 七 章

大　暴　发

世界的急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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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了。带有伤寒的寄生虫或者带有瘟疫的飞虫从一个东方集市上乞丐的脖子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到达东京、奥斯陆、纽约、莫斯科或悉尼。这似乎只能在 21 世纪发生，但 1958 年这

就已成为事实。第一任 WHO 总干事 Brock Chisholm

博士（图 7.1）曾谈论过关于疾病传播的速度，他查阅

了第一次 WHO 面临的公共紧急事件——1947 年在

埃及暴发的霍乱。

这件事暴发于 El Korein，尼罗河三角洲东部边

缘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每年秋天商人们就会聚在一起

进行交易。在那附近，一支 6000 工人的军队正在空

军基地工作。其中有一些人患病，在隔离措施实施之

前，传言就已散布出去。惊恐接踵而来，人们逃离该

地以躲避死亡。

三天后开罗宣布了暴发事件。几周后整个国家

陷入深渊，医院竭尽全力处理三万三千名患病群众。

出现了大规模的恐慌。最后霍乱横扫埃及，到 1902

年已有三万五千人死亡。政府竭尽全力。病人填满了备用的隔离病房。开罗的街道布满了

各个家庭喷洒的消毒剂的味道。超市都关门了。任何沿尼罗河岸的祷告都被禁止，埃及到

麦加的朝圣活动和穆斯林神殿均被禁用。

埃及的邻国眼见危机情况日益增长。当 10 年之后 Chisholm 在回顾这次事件时，在

框 7.1　事实档案：Ebola和Marburg

病毒家族：纤丝病毒科，拥有丝状部分，来源于拉丁语，以长的纤

丝为特点。

概述：严重的急性病毒性疾病，多伴随失血。

传播途径：接触被污染的血液，体液和组织。

治疗：加强护理。

感染源：在非洲，第一例 Ebola病毒暴发被认为是接触了死亡的

大猩猩，黑猩猩，猴子，蝙蝠和麂羚（羚羊的一种）而传染的。第一例

Marburg被认为是被埃及山洞或矿山上的蝙蝠传染的。

Ebola病毒

首次认定：1976年同时暴发在 Zaire的 Ebola河附近（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的 Nzara（现

在的南苏丹）

暴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加蓬，南苏丹和乌干达。

潜伏期：2～21天。

死亡率：50%～90%在大暴发中感染的人将会死亡。

Marburg病毒

首次认定：1967年在德国Marburg，来自乌干达进口的感染病毒的长尾猴。

暴发：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德国，肯尼亚，南非，乌干达以及南斯拉夫。

潜伏期：2～21天

死亡率：25%～80%在大暴发中感染的人将会死亡。

Ebola病毒

图 7.1　1946 年瑞士，Brock Chisholm

（左侧）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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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写到“红海和苏伊士运河的卫生屏障就已被打破，感染发生率再次威胁到了世界”。

WHO1948 年成立之前那一年，危机暴发了。那时，联合国机构——临时过度委员会负

责监视重大国际公共健康活动（图 7.2），负责对埃及提出的要求提供帮助，一直到 WHO 成

立。几小时后，电报发向巴黎的 Pasteur 研究院，伦敦的 Lister 研究院和孟买的 Haffkine 研

究院，询问能获得多少疫苗，怎样才能更快的制作更多的疫苗，多长时间才能到达开罗。最

终，2000 万支霍乱疫苗送到，足够为每一个埃及小

孩、妇女和男人提供疫苗。

联合国在日内瓦募集了一批霍乱方面的专家着

手应对危机。对于暴发不要过度反应是该小组需

要关注的其中一点。这是由于自从 1348 年意大利

Venice 不许感染了瘟疫的船只进入，公共卫生官员就

开始争论隔离的功绩——隔离人们一段时间以便确

定他们是否感染了疾病。但是，隔离期间仍然会产

生人道主义的危机，有时还会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

1848 年出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例子，意大利 Genoa

的一艘携带了 200 名乘客的船，船长 Matteo Bruzzo

宣布船内有霍乱，已经在海中漂了 4 个月，原因是大

西洋两端的国家都拒绝让船靠岸。

这种事为每一位船长传递了一个信号，下次再有人因霍乱倒下千万不要声张。每条船

声明的事实才是实际情况。过于严格的隔离，边境的关闭，所有这些行动都可能掩盖疾病

的暴发，反而导致了疾病的蔓延。

这些问题促成了 1851 年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卫生大会，会议上 12 个国家进行了讨论，但

是并未通过对哪些疾病患者进行隔离检疫，例如霍乱、瘟疫和黄热病。最终，1892 年多国达

成了第一个国际卫生会议的隔离检疫方案。但是，直到 1947 年埃及的大暴发，大家才认为

对付这种疾病的暴发唯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国际间的合作。实际上，霍乱迫使各国将注意

力集中到公共健康管理体系的建立。

最终，埃及从 1947 年的霍乱暴发到最后一例病例报道，经历了 3 个半月。期间，20 804

例感染病例中，10 277 人死亡，死亡率接近 50%。而在 1948 年第二次暴发中，生产出的大

量疫苗投入了使用，饮用水的供应和卫生状况有了改善。而那年只有 10 例被报道。1949

年则无报道。

霍乱暴发说明了面对危机拥有一个国际机构的重要性，每一个国家会被联系在一起。

临时过度委员会对疾病暴发的回应成为 WHO 今后工作的模式，远不同于处于争论中的社

会，建议如何处理危急情况，WHO 要做的是将国家组织起来对共同的威胁做出反应。

迅速报告

埃及的另一个教训。如果 El Korein 的暴发得以马上报道和研究，第一个病人得以及时

治疗，霍乱有可能永远不会到达开罗（图 7.3）。我们需要机制杜绝延迟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在 1948 年开始应用当时最先进的通讯设备——无线电——进行工作。

图 7.2　瑞士，1946 年。临时过度委员会

的成员在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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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扩展到日内瓦全城，基于无线电的网络开始每天广

播全世界的疾病信息，信息来源为公共权威的信息，

港口和机场的媒体服务也为其提供信息来源，海中的

船只也可作为信息来源，但普及性并不完全。很多国

家缺乏有效地监视和报道疾病暴发的系统，同时他们

也担心报道潜在的致命性暴发的后续问题——经济

和其他方面。实际上，现在在一些国家的某些方面公

开透明和过去也没什么不同（图 7.4）。

WHO 不仅在努力提高信息的流通与透明，同时

也在提高分析数据的能力。在 1957 年亚洲流感暴发

时，WHO 就已经有能力将其实验室的全球网络用于

分析病毒和几天内宣布病毒的新分型。新病毒的样

本被送到疫苗制造厂，与此同时 WHO 还利用无线电

和电报成功的改变了世界（图 7.5）（框 7.2）。

图 7.3　2007 年苏丹，霍乱中幸存的小女

孩。死亡人群大部分为小孩和老人

图 7.4　19 世纪 50 年代瑞士，无线电台向

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检疫所传递流行

病学的公告，图中所示为其分布。这个情

报网主要接收关于霍乱、天花、瘟疫和其他

疾病的报告，并与当地卫生局保持联络

图 7.5　无线电是第一个被用于通知公众

疫情的技术

框 7.2　20世纪 3个主要的流行病

自从 16世纪证明流行性感冒或“流感”会循环流行。平均每个世纪都会经历 3次流行。

在 20世纪，最严重的流行病发生在 1918—1919年。通常称之为西班牙流感，它被认为夺去了 2～

4千万人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青壮年。排在第二的是 1957年的亚洲流感，它夺去了 2千多万人的生

命。第三名则是 1968年的中国香港流感，导致大约 1千万人死亡。

1997年，在中国香港 18人被一种通常感染鸟类的流感所感染。导致其中 6人死亡而它被命名为

A（H5N1）（甲型流感病毒 H5N1亚型）型禽流感。这种被叫做“禽流感”的病毒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导致

多人感染。超过半数的病例有实验室证据，并且证据显示这种病毒是致命性的。



77

第七章　大　暴　发

这是希望的开始，但是这些工作并没有继续进

行。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在疾病监控的获益与投资

中——包括对已知病例对密切接触者的鉴别和追踪

并未进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染性疾病已经离

我们远去的观念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富裕的国家中

蔓延，抗生素能够杀死一切微生物和能够治愈任何细

菌性疾病成为普遍观念。对很多细菌来说，最初，这

是正确的。但是，多年之后，微生物进化出了对抗生

素的抵抗能力以至于新的抗生素不得不也随之升级。

这两者的竞赛一直持续至今（图 7.6）。

在生产疫苗和抗生素的进度方面令人惊叹，随着

天花的根除，进一步让人们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安全

感。世界卫生大会将注意力转向别处和搁置一些有

关传染性疾病的计划反映了时代精神。

苏拉特的恐慌

Brock Chisholm 的时代可能已经爱上了网络，因为它可以实时监测全球的疾病。但是，

随着媒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他和公众健康专家的同事们会惊奇地发现新问题的出现。其

中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在 1994 年印度 Surat 暴发的肺炎型鼠疫了解。肺炎型鼠疫是一种罕见

的并且具有极强传染性的高致死率疾病（框 7.3）。它攻击肺组织，通过咳嗽和喷嚏传播，但

是人们可以戴口罩预防和服用抗生素治疗它。

然而，当一个 200 万人的城市听到 100 人已经死于这种疾病而且如果 24 小时内没有得

到治疗病人就会被夺去生命，这个由政府官方信息和谣言混杂在一起的消息出现时，其可

预防性和可治疗性就会被忘记。这时人们就会逃离家园，就像 Surat 所发生的。

在媒体报道这个新闻后，大约 50 万人逃离了 Surat 及其周围地区。恐慌的人们将药物

抢光。而媒体所报道的中央政府已经向灾区发出 8 百万支抗生素的消息并没有使人们的恐

惧减轻。

在这些人逃离时，对疾病会播散到拥有 1.1千万人口的邻近地区孟买的担心亦随之而来。

距埃及霍乱流行已经将近 40 年过去了，但是人们对它依旧知之甚少。首例“瘟疫”病

人发现后一周之内其以光速般传播，从亚洲到中东的城市全部停飞了往来印度的航班。与

此同时，孟加拉国、阿曼、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全部停止了对印度食品的进口，其他

国家纷纷效仿。尽管 WHO 建议不要强行限制对印度的旅行及贸易，但这些国家还是采取

了这些措施。

图 7.6　世界健康日2011年海报

考虑到当今世界旅行和人口流动之快，每一个新的流行性疾病都有潜在能力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并

且对国家的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多个国家都在流行性疾病出现时的应对主要原

则方面达成共识，同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为保证政府和公众都知道如何正确处理动物，包括鸟类，

努力工作的原因，这样人们就知道当被禽流感病毒感染时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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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并不需要曾经发生过才使人了解。事件发生后不久，暴发的真相浮出水面，在

1994 年 9 月 20 日，Surat 公立医院承认 7 人有肺炎样症状。尽管使用了青霉素，但一天内还

是有两人死亡。同时，附近的其他医院也承认发生相似病例。病人痰液检查显示有与肺炎

型鼠疫相似的棒状杆菌的存在。

印度卫生部被告知可以选择现在宣布瘟疫暴发或者等一周后有实验室证据证明 Surat

医生们的发现后再宣布。政府决定面向公众。3 天后瘟疫暴发的消息传遍了世界。

一项随后的调查显示因为缺乏相关技术的医生，诊断不得不依靠临床而不是实验室检

测：这导致了病例数量的多报。最终，有 52 人死亡。一项稍晚的来自印度卫生与公共卫生

学院的消息报道没有一例瘟疫病例经由实验室检测证实。

那年印度的贸易赤字是以往的两倍。其他国家看到印度所付出的代价，更不愿意报告

相似的暴发。这对全球疾病监视来说是个灾难。WHO 的处长 Hiroshi Nakajima 在那时甚至

还飞到 Surat，这暗示了这个事件所导致的政治危机的严重程度。Surat 显示开放和透明对

抗疾病暴发是一个有效方式，但在有实验证据证实前过早的报道疑似病例会导致社会动荡、

经济损失和打击公众的信心。

同时还有其他的教训，不仅需要更好的诊断，还需要知道如何在全国范围内通过给新

闻工作者提供更多完整的信息来避免错误和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的。世界各地的人只了解

了大批的人从 Surat 逃离的报道但却不知道感染这种疾病的风险实际上很低而且疾病的扩

散是很有限的。

接着是埃博拉

Surat 爆发一年之后，Ebola 在 Zaire 的 Kikwit 暴发。这次的信息问题则相反——一个

“太少，太迟”的案例（图 7.7）。政府得到血样用于实验室检查并公布疾病暴发后不到三天，

框 7.3　从动物到人

在过去的 30年间出现了超过 30种人类传染性疾病，包括病毒。多种因素导致了这些疾病的出

现，包括城市的扩张、人口的增长和农业实践活动，而国际旅行和移民也促进了它们的扩散。

来源于动物的疾病，像人畜共患病，在影响人类过去 30年的疾病中占到了四分之三。这些新的传

染性疾病并没有波及大部分人，但它们因为病原体最初是未知的而经常引发公众、健康工作者和政府

的恐惧与恐慌。并且因为它们起始于新发疾病，没人知道它们是如何感染人类并造成死亡的。就像克

雅氏病（variant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vCJD），也叫做疯牛病。以及 1999年科学家追踪到的从蝙蝠

中起源而通过猪传染的立白病毒（Nipah virus）。

由于广泛接触动物和昆虫人类会被人畜共患病感染。目前，已经发现超过 200种人畜共患病。其

中一些已经暴发可怕而孤立。其他的一些已经威胁到了全球人类的健康。拿鼠疫来说，它是一种由大

鼠、小鼠、松鼠和猫携带，患者未及时治疗而死亡的疾病。狂犬病病毒能够从野生或家养的动物传染

给人类。

随着每年新的人畜共患病的出现，我们不仅要解决病原体在国家与地区之间播散的问题，还有疾

病在人类、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间传播的问题。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及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在解决野生动物和农业方面问题合作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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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队 WHO 工作组在 1995 年 5 月 10 日到达 Kikwit。然而政府这次却是在第一名受害者死

亡 4 个月之后才公布。同年 6 月，第一位 Ebola 病人

的死亡并没有公布，因为健康工作者当时并不知道病

人死亡的原因。这是随后 WHO 的专家追踪调查传

染链，才找到了他。

由 David Heymann 领导的 WHO 工作组，是首批

到达暴发地点的专家。很快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疾控

中心、法国巴黎 Pasteur 研究所、南非 Sandringham 的

国家病毒学研究所、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和其他同

伴也加入了他们。

健康工作者们很快就行动起来告诉人们一旦家

人出现疾病症状就要报告。人们还被告知不要使用

传统方式埋葬尸体，因为在过去 Ebola 流行时人们会

被这种方式感染。人们被抑郁和惊慌笼罩。许多人

认为这种疾病是一种诅咒。

Heymann 应对疫情暴发的经历要回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那时他直接从伦敦大学卫生

和热带医学学院被 WHO 的天花根除计划招募。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为疾控中心工作，在那

里他第一次被委派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调查一种令人费解的类肺炎性疾病的暴发，一种

后来以军团菌或军团病为人所知的疾病。1976 年，他被派遣到 Zaire，第一个暴发 Ebola 的

地方。

20 年后 Kikwit 暴发疾病。Heymann 了解非洲，也了解 Ebola。尽管如此，他在 Kikwit

综合附属医院看到的场面仍然令他震惊。由于缺乏流动水，Kikwit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屠

宰场。到处都是被病毒感染的血液——床垫、地板和墙上。狭小的病房到处是恐惧的人

们——正要死去的和看着别人死去的人。医院没有亚麻布来更换床单也没有无菌注射器。

WHO 的队员和他们的同伴穿着塑质保护衣开始建立严格的独立病房，教授当地卫生工作

者使用消毒技术和保护衣使他们在治疗病人时不被感染。

在 5 月 14 日，疫情已经夺去了 64 人的生命。即使疾病已经波及到了城里，WHO 试图

告诉人们疾病可以被遏制使人们镇静，而政府在首都 Kinshasa 周围安排了路障。在 5 月 17

日，调查确认的 93 个疑似病例中，86 名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成员通过追踪密切接触者继续积极寻找其他病例。他们走进 Kikwit

及周边地区的一所所房子，试图解开一连串纠缠在一起的谜题，追踪其源头以期遏制此病

（框 7.4）。

图 7.7　1995 年 Zaire，Kikwit 在 Ebola 暴

发时的清洁程序

框 7.4　Marburg病毒谜题被解决

消息是由短信的方式发送到乌干达卫生部长 Sam Okware博士

手机里的。“Marburg病毒被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实验室证实。相

关…”在 2007年 7月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疾控中心的一则被证实的消

息引发了对病毒的天然宿主——动物或其他有生命的有机体宿主的

搜寻。
山洞中悬挂的蝙蝠



80

 感染、毒品和吸烟  公共卫生案例实录

人们为了要保护自己不被感染就需要知道这种危险的病原体寄

宿在哪。这就是为什么天然的宿主在错综复杂的谜题中是一个重要

的部分。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指示病例”——在疾病暴发中第一个

被感染的病人。在乌干达的疾病暴发中，是一名 21岁的采金矿工，

开始是发热和出血，之后便死在了医院里。

卫生部开始着手调查而WHO也派送国际专家组协助调查。调

查最终集中在了乌干达 Kikasi森林保护区的一个山洞里，这个矿工

和他的两个也被病毒感染的同事工作的地方。三者中只有一人幸

存，而且也没有发现其他病例。但最重要的问题是：矿工是怎么感染上的。

蝙蝠在加蓬被发现携带病毒，但是他们并没有传染给任何人。乌干达的这个山洞是大约 10万只

蝙蝠的家。“这些蝙蝠白天睡觉晚上从洞中出来，”WHO的专家 Pierre Formenty博士说，“即使在夜里，

我们在洞口张开网子也能抓到大约 100只到 200只蝙蝠。”

为了进入到洞中，Formenty和其他的队员不得不穿上多层保护衣，盖上每一寸身体。洞外的温度

是 27摄氏度，但洞内却是闷热的 32摄氏度。

他们将蝙蝠带回在当地医院建立的临时实验室，使它们入睡后，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解剖它们以提

供标本。“我们全副武装穿着保护衣戴着能覆盖整张脸的口罩。通过防毒面具呼吸。戴着两副手套使

用解剖刀解剖并不容易，但我们不得不这样。”Formenty说。他们将从 611只蝙蝠身上取下的标本寄回

了疾控中心，结果它们其中的 5%都感染有Marburg病毒。

“这是我们第一次能够真正将自然宿主和Marburg病患者联系起来——蝙蝠的病例——到人类中

的暴发，”Formenty说。“矿工虽然戴着手套但没有戴口罩。蝙蝠通过空气中血液或尿液和粪便的气液

传播，矿工将其吸入。这就是他们被感染的方式。

晚上解剖蝙蝠

特殊的专家小组参观了这个地区，他们迎难而上走在泥泞的路上。每到一个地方他们

就会停下来问问题并做记录。正是用这种方法他们才追踪到了第一例疑似病例——“指示

病例”——一个炭笔制造者，于 1 月 6 日在 Kikwit 综合医院死亡。

疾病在 5 月末被控制住。世界卫生组织和同伴们帮助建立了一个地区监测系统来报告

新发病例。同年 9 月在两个没有新发病例的 21 天潜伏期过去后，WHO 宣布了疾病的结束。

这时候大约 315 名被感染的患者中已经有 244 人去世——致死率约为 77%。然而，如果第

一个病例在传染给他的家人前被恰当诊断；如果有人通知到当局；如果当局通知了 WHO，

结果将会非常不同。

Heymann 和他的团队带着脑海中的疑问回到 WHO 设在日内瓦的总部：如何提高诊断、

公布以及反应的连续性。团队中的一个队员 Guénaël Rodier 博士，在加入美国海军实验室

致力于感染型疾病之前同样在伦敦热带医学院学习，他与 Heymann 一样致力于提高 WHO

的疾病监测能力和对疾病暴发的应对能力。事实上，在 1995 年的秋天，似乎每个人都专注

于此。

意识的转变

在秘鲁霍乱暴发以及纽约多重耐药结核菌的出现之后，Surat 鼠疫爆发，紧接着 1995 年

Ebola 病毒再次出现，公众对世界范围内潜在病原体的意识起了彻底的转变。

这种改变反映在当年世界卫生大会推进各国对感染型疾病监测的决心，使他们能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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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何再次出现的病原体类型和识别新类型。在 1995 年 10 月，为了实践该决定，WHO 宣

布建立一个专用于传染性疾病监测和控制的部门，特别针对新发或像结核一样再发的疾病。

这个部门需要包括一个随时候命的小组，该小组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在任何时间被调配，并

且能及时到达疾病暴发地点。

这是一次积极的发展，但就像 Heymann 说的，它的成功有赖于“获得有关感染性疾病消

息的能力和在国内和国际间交流信息的意愿”。

找到鼓励政府更加开放的方法很具挑战性。一种办法是根据国际卫生法减少全球贸易

和旅行，该法在 1969 年提出，用来保护各国免受 6 种疾病——霍乱、天花、黄热病、鼠疫、回

归热和斑疹伤寒的侵害。1995 年，法规重新修订，要求政府在 24 小时内报告健康威胁，尤

其在疾病暴发和自然灾害来临时，也包括化学、生物以及放射材料的威胁。

在 2005 年，法规再次修订并于 2007 年 6 月生效，使得各国有法可依。现在施行的责

任就落在了各国身上，这就意味着它们有设立新职责的必要——即建立系统和聘用技术

人员——用来通知和报告可能影响其他国家的公共健康安全事件。可能是疾病的暴发、化

学物品泄漏或生物恐怖袭击。各国还被要求报告 4 种疾病的一切病例：天花（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被根除，但为了防止其卷土重来），野生型的脊髓灰质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和新发亚型的人类流感病例（用以监测新的流感大流行）。

然而，没有强制执行的机制，那就意味着无法强制各国公布这些情况。多年负责执行这

些条规的 WHO 官员 Rodier 表示各国更倾向于冒着被反对和不信任的危险而不是服从规则。

他说：“如果一个国家知道消息但却不公布的话可能会得到短期的经济效益，但却会毁掉长

期的荣誉，会被认为是不值得信任的生意伙伴。”除此之外，各国更应该记住在现代保守这种

事件的秘密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之，通过实时报道，博客和网络聊天，真相总会为人所知。

如果官方公布的疾病暴发的真实情况不能相信，而新闻媒体更倾向于用耸人听闻的方

式报道消息而不得不小心的对待，那么 WHO 怎样得到信息呢？答案是任何来源。

WHO 接到疑似疾病暴发的“正式的报道”。这些报道有的是来自各国卫生部和国家公

共卫生研究所；有的是来自 WHO 各地或各国家设置的办事处；有的是来自 WHO 合作中

心，如疾控中心，也有的是来自民用或军用实验室、大学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WHO 还通过有效的搜索工具全球公共健康情报网（Global Public Health Intelligence 

Network，GPHIN）获得有关疾病暴发的“非正式报道”。这些网络信息搜查者扮演了早期预

警的角色，经常在点击摘要前就能够获得不同语言的有关疾病暴发的信息。超过 60% 的疾

病暴发的最初报道是从非正式或非官方渠道获得的。

最大的挑战就是信息的核实——不论消息源是否来自正式渠道，例如政府或其他信息

资源，如网络。在 2004 年，因为在日内瓦的总部决意要获得真实的信息，一支专门核实这

些报道的工作组战略卫生行动中心（Strategic Health Operations Centre，SHOC）（图 7.8）搬入

了配备有最新交流技术的新办公室，每当有疾病暴发的消息时专家们就会对其进行核实。

一切就绪

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经常依赖于外部的专家，他们的工作是帮助各个国家遏制疾病

的暴发。在 20 世纪 90 年代，WHO 意识到要想在这一领域非常高效，就需要广泛邀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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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专家。在 2000 年，WHO 为此建立了全球疫情预警和反应网（Global Outbreak Alert and 

Response Network，GOARN）。

“Kikwit 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警告我们需要有所作为而且需要有更好的准备来应对这种

情况，”Rodier 说，“反应能力只是一个元素，我们不仅需要能够找到病原体的专家，还需要

会当地语言的专家和熟悉当地地形的专家。”

全球疫情预警和反应网是由多个科学组织、实验室和在应对传染性疾病有广泛专长的

非政府组织组成。它有能力用简短的通知调度这个地区在 WHO 工作人员附近工作的这些

外部专家来帮助遏制疾病的暴发。这些专家中的很多人家中都有装备好的手提箱，准备好

在接到世界上某个地方需要他们的专业知识通知后任何时间不论昼夜即刻启程。

1996 年 Mike Ryan 加入了 Heyman 和 Rodier，并且被推举为“全球疫情预警和反应网之

父”，以纪念全球疫情预警和反应网建立前的混乱。他将对疾病的反应比作一场足球比赛：

“WHO 和其他代理机构常在疫情暴发时会面，就像由来自各地的队员组成的足球队，在比

赛时间到达并且决定穿何种运动服、谁来进球、谁

当前锋，而所有这些缺少一个教练。”

为了提高反应的能力，Ryan 和他的同事们邀请

了 50 家代理机构来日内瓦，将提议放在桌面上的以

寻求意见。最终所有人都同意建立一个由 WHO 运

行的外部专家网络。

从 2000 年开始，全球疫情预警和反应网磨炼

出了反应能力，学习如何处理当地实际的政治问题

和聆听当地群众的声音。处理疾病暴发并不像跳伞

那样让群众穿戴着白衣和口罩就可以了。关键是告

诉当地受影响的群众，用当地语言告诉他们怎样做

能保护自己并阻止暴发。当有人去世准备埋葬时是

图 7.8　2008年瑞士，日内瓦的战略卫生行动中心（SHOC）

图 7.9　2008年乌干达，对Ebola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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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难的一部分——一些非洲传统的埋葬方式会导致 Ebola 及 Marburg 病毒进一步的传

播——采用新的方法来保护亲属（图 7.9）。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的检测

2003 年 2 月 21 日，一位来自中国广东省 64 岁的内科医生乘机飞到香港并预定了当地

的一家酒店的客房。他并不知道这一晚将改变世界，他传染给了至少 16 名其他客人一种新

的、神秘的呼吸道疾病，这些人将到加拿大和越南旅行。这一情形印证了传染病专家很久

以前的预测，即飞机旅行和人口移动而出现的意想不到的疾病传染。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

上播放着香港人戴着口罩去上班的景象。到 2003 年 7 月，疾病被遏制的时候，已经有 30 余

个国家的 8422 人感染此病，而其中 916 人被夺去了生命。

但对于 WHO 来说，这种通过空气和接触受到污染的物品传播的新型和高传染性疾病，

却提供了监测检测方法和报告机制。2002 年 11 月，WHO 接到中国北京和广东出现严重流

感的报道。

同年 12 月，WHO 询问中国政府是否能确定疾病暴发。一周后中国回复 WHO 确定有

B 型流感的出现，一种季节流感的暴发，并不严重。

但之后证实实际上在 2002 年 11 月中旬有两种呼吸

道疾病在广东省流行。一种由流感病毒引起而另一

种是由一种能引起大量健康人肺炎感染的新型病原

体。第一波最终被证实为 SARS，在 2002 年 12 月和

2003 年 1 月肆虐。这时已经有更多的健康人被感染

（图 7.10）。

在 2 月 10 日，WHO 北京办公室接到了官方的

一封描述广东省传染病已经致 100 余人死亡的邮件。

第二天，中国卫生部又向 WHO 报告了他们叫做“急

性呼吸综合征”的 300 个病例中 5 人死亡。接下来的

一天，卫生部表示疾病暴发于 2002 年 11 月 6 日，流

感病毒已经被确认并且已经被遏制。

一周后，一位经商的美籍华人因为患有非常严重的肺炎样症状而使得从香港飞往新加

坡的航班不得不转向越南的河内。这位商人也住过那家酒店。在他的病情恶化后，WHO

的医学官员 Carlo Urbani 对其进行了检查。Urbani 取得样本并送到 WHO 全球流感监测网

的实验室分析。

多名治疗过这位商人的医务工作者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干咳、发热和呼吸困

难——虽然是按照医院治疗程序开展工作。Urbani 告知这家医院要隔离患者和员工，并且

停止对公众开放。他在 3 月 10 日向 WHO 和越南政府报告了这些新病例。症状的严重性和

医院员工被感染的事实促使 WHO 向全球的政府和公众发布了一种未知起源的高传染性疾

病出现在越南和中国香港的警告。在 3 月 15 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出警报时就已经有从世界

多地报道的 150 余例新出疑似病例，包括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越南。

图 7.10　2004 年中国，健康工作者（右）

在北京与可疑SARS患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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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代价

伴随着警报，WHO还为此病定义并称其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成为全球协同应对疾病暴发的开端。全球的权威都积极加入了遏制疾

病的队伍中来。多亏了 Urbani 和他的同事们在越南的工作，使得 WHO 能迅速的行动起来，

向世界各国拉响了公共安全受到威胁的警报。但 Urbani 却为他的职业付出了最终的代价。

在他照料 SARS 病人两周后，他也被感染上此病并且于 3 月 29 日去世，年仅 46 岁。

疾病在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越南爆发后，中国政府允许 WHO 流行病专家

进入广东省去核对疾病是否是 SARS，一种会引起这种感冒的冠状病毒。

从那之后，WHO 工作组就在亚洲每一个 SARS 暴发的地方工作。全球疫情预警和反应

网集中全世界最顶尖的实验室的科学家，临床大夫和流行病学专家集中在这个虚拟的网络

中。使他们尽快了解病毒及其传播的方式（框 7.5）。此组织之后向健康工作者提供了 SARS

的临床处理和防止进一步播散的措施。

框 7.5　SARS和网络

当一场高度致命的呼吸道疾病在 2002年末和 2003年初出现在中国时，医生本以为只是新型的感

冒。但是随着病例在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的医院出现，似乎这场暴发正在穿越边界并且迅

速传播。当科学家取到这一疾病样本并分析时，他们很快清楚地意识到事实上在解决同一个疾病——

并非流感，而是一种新的呼吸道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将有患者送入到的医院的当地的科学家们召集起来，请他们在电话会议中交流他们

的所见。通过一起合作和在线利用他们的有关这个新的健康威胁的信息，他们很快就确定了疾病。而

一旦确认了疾病，科学家就很快能找到遏制它的方法从而尽可能拯救生命。这就是实际所发生的，非

常感谢他们的工作和这个网络。

为了让这些科学家分享他们的发现，WHO启用了一个由密码保护的网络。科学家们更愿意独自

工作并第一个做出科学突破。但是这次，他们在电话和网络上分享了信息，并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科

学家就确定了这个新型病毒的基因序列。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冠状病毒，并且给予这个病毒一个中性

的名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因为他们认为不应该再像Marburg病毒（使用德国的城市名字）、

Ebola病毒（使用刚果民主共和国一条河流的名字）那样命名。现在，这个新型疾病一起首字母缩略词

为大家所知，SARS，并且——就我们目前所知——还没有再发。

在 2002—2003 年期间暴发的 SARS 给了我们许多教训——所有的感染性疾病是没有

国界的，并且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就像 Heymann 所说的“SARS 的暴发说明了一件

事——即使只有一个国家的疾病监控措施不充分和缺乏反应的能力也会威胁到整个民族和

全世界的公共安全。”换而言之，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监测到疾病的暴发和没有及时报道潜在

快速传播疾病的暴发，那么这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就会为此而付出代价。

在 21 世纪初各国面临着是否能够做到此点的考验。2009 年春天它们以新型流感病毒

的形式出现并以 A 型流感（H1N1）为人们所知，同年 7 月份，已经肆虐了 100 余个国家，促

使 WHO 宣布 21 世纪第一场流感的大范围流行的出现（框 7.6）。

这一次似乎人们最终吸取了以前的教训。许多国家都被影响——特别是加拿大、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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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和美国，第一批流感肆虐的地方——他们很快就分享信息并联合其他国家一起来应对新

的全球健康威胁的做法很值得赞扬。

“墨西哥向世界发出了早期预警，并且当疾病在他们国家暴发流行时，他们通过快速而

透明的报道、积极的防控措施以及广泛的合作，为世界其他国家作出了榜样，”WHO 总干事

陈冯富珍说。她还提到了加拿大和美国的贡献。在 2009 年 7 月访问墨西哥时说：“WHO 和

各国都应该感谢这三个国家实行这个先例，目前为止，几乎每个国家都在这样做。”

框 7.6　21世纪第一场流感流行

尽管普通感冒总是令人疑惑，流行性感冒——真正的“流感”——是可致命的。因为经常变异，流

感病毒是特别难以发现的。这些病毒是新型的所以很难被我们的免

疫系统识别，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年都要打新的疫苗来保护我们不受

侵害。每十年或二十年新型病毒从其他动物种群传播到人类造成没

有相关免疫的人群感染并且造成大的流行。

这就是 2009年出现的情况。那年 3月，WHO接到墨西哥和美

国有大量不同寻常的流感病例集中出现在早春季节的北半球的报

道。它被证明是一种新型的流感病毒被命名为 A型流感（H1N1）导

致了全世界大量没有免疫的人群患病和一些 65岁以上的病人死亡。

2009年 4月早期暴发于美国北部地区的这种新型病毒在全世界

快速的传播。WHO在 2009年 6月宣布了这场疾病的流行，共有 74个国家报道了经实验室证明的感

染出现。到 2011年的 2月，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报道有这种新型病毒的出现。

世界卫生组织一直与各国政府合作以减慢 2009年的 A型流感传播的速度，并且鼓励速效疫苗的

生产和使用，包括对贫穷国家疫苗的捐献。

自从先前的流感流行（见框 7.2），新的抗病毒药被开发出来以用于治疗，特别是对于患有更严重

疾病的病人或有高危并发症的病人。包括使用疫苗和抗病毒药，WHO和各国政府告诉人们如何通过

简单的卫生习惯如洗手来保护自己和他人不被病毒感染。

与季节性流感不同（一般情况下主要会导致老年人和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死亡）2009年的 A型流

感病毒导致了不同寻常的疾病模式和死亡，特别是在健康的年轻人中。并且在 21世纪第一场流感流

行的两年中，大多数人都在得病后症状并不严重并且不用治疗即能治愈。

2009 年莫斯科 A 型流感病毒

（H1N1）暴发时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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