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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影响农村晚期血吸虫病患者防治因素的
访谈调查
刘兆春

肖水源

【摘要】

余冬保

李岳生

方金城

李华忠

张继海

目的探索影响现阶段晚期血吸虫病防治（血防）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偶遇抽样和

判断抽样的方法，在洞庭湖区抽取６ｌ例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分别进行访谈调查。结果

影响晚期血吸

虫病防治的因素为患者社会支持程度较高（６１／６１），缺乏个人应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的观念，血防知
识知晓率偏低（２８／６１）、年龄偏大（５７．４０岁±１０．０８岁）、受教育程度低（４．７０年）、家庭收入较低、社会
缺乏有效的医疗保障系统和缺乏高效的“接近患者系统”。结论

防治晚期血吸虫病需要患者个人、

卫生机构和社会的积极参与。加强对疫区居民的血吸虫病健康教育，强化其血防意识和对自己的健
康负责任的观念，建立健全疫区医疗保障体系、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和重大疾病救治体系，提高农村卫
生系统的反应能力和居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
【关键词】晚期血吸虫病；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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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血吸虫病（晚血）是由于血吸虫卵不断堵塞

肝纤维化，形成以门脉高压症临床表现为主的严重

门静脉分支，机体对虫卵抗原产生免疫反应，在肝内

疾病。患者一般身体损害严重、病程长、疗效差、医

形成嗜酸性肉芽肿，导致门静脉干支发展成干线性

疗费用高、因病返贫…。湖南省是全国血吸虫病疫
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１９９９年湖南省尚有晚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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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８４例，占全国患者的２７．３８％（６６８４／２４ ４１２）旧１。
从生物医学的层面上来说，晚血的预防和临床治疗

作者单位：４１００７８长沙，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刘兆春、肖水

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方法，但防治的效果一直与人

源、张继海）；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余冬

们的预期存在差距。现代医学模式提示我们，对于

保）；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所（李岳生）；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办公室
（方金城、李华忠）
第一作者现工作单位：４１０００８长沙，湖南省卫生厅

疾病的防治，不仅要在疾病发生和转归的生物学特
性上制定控制的策略，而且还应该从影响其防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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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社会因素人手来探讨有效的防治措施。为了寻

女性１８例，年龄２８～７６岁，平均年龄（５７．４０±

找影响现阶段晚血防治的各种社会因素，为制定更

１０．０８）岁，大部分患者在５０～７０岁之间。平均受正

有效的晚血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我们于２００２年

规教育年限为４．７０年，其中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患

９—１２月在洞庭湖区对晚血患者进行了访谈调查，现

者１６例，占２６．２０％；受正规教育１—６年者２８例，

将结果报道如下。

占４５．９０％；７—９年者７例，１０年以上者１０例，两者
共占２７．８７％。患者中农民５４例（占８８．５２％）、干部

对象与方法

５例、工人和教师各１例。所有的患者都有过婚史，
１．研究对象：采用分阶段抽样的方法，以湖南省

其中离婚和丧偶者各２例，再婚１例。来自于核心

洞庭湖区的澧县、汉寿、南县、沅江、岳阳、华容等６

家庭的有４４例（占７２．１３％），扩大家庭的有１５例

个血吸虫病重流行县（市）和常德、益阳、岳阳３个市

（占２４．５９％），其余２例为独居。家庭平均人口数为

级血吸虫病防治所（血防所）以及湖南省血防所的住

３．２０人±１．４２人（１～６人），以２人规模家庭最多

院晚血患者为基本抽样框。采用非概率抽样中的偶

（３７．７％）。

遇抽样和判断抽样方法抽取６１例晚血患者为研究

２．血防常识的知晓情况：有多次晚血治疗史者

对象。所有研究对象的诊断符合国家晚血诊断标准

对血防常识有一定了解。但在６１例患者中有２８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ｕＤＣ

ＧＢ

１５９７７—１９９５）。

２．研究方法：

者表示自己被确诊前不知道血吸虫病需要住院治

（１）问卷调查：采用自制的问卷调查表询问晚血
患者，根据回答内容填写问卷调查表，收集患者的社
会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状况等有关资料。
（２）访谈调查：收集患者对血吸虫病及其防治
知识的知晓情况，包括对防治计划、过去和现在血吸
虫病防治（血防）措施的态度和血防工作的信任度、
疾病的结局；血吸虫病临床和预防服务的可及性，获
得社会支持的状况；医疗费用来源、有关补助措施的
利用等；患者对疾病的体验、态度和对疾病的预期。
住院患者的访谈在医院进行，未住院患者的访谈在
患者家中进行。访谈时根据访谈提纲对受访者提
问，根据其回答现场记录和录音。所有的访谈及记
录均征得受访者的同意，每名研究对象访谈的时间
为Ｏ．５～１．５

不知道有关血防的基本知识。首次确诊时有部分患

疗。对感染途径也只是猜测，难以确定。还有常年
生长在疫区的患者竟然不知道其居住地有血防专业
机构。谈到他们血防知识的来源时，多数人都表示
主要来自于血防医院的医务人员，也有部分人说看
到过有关血防知识的宣传画和标语，但很少注意。
居住在城市的晚血患者缺乏血防常识，在被确诊为
晚血前没有接受过血防常识的宣传教育，不知道血
吸虫病。
３．对血防工作的评价：在６ｌ例受访的晚血患
者中，有３１例患者认为现在的血防工作不如以前，
理由是以前灭螺工作都是搞群众运动，人人参与，工
作开展的影响大，依照当时政策血吸虫病实行免费
治疗，现在要收费，难以接受。其余的人没有评价或

ｈ。

３．统计学分析：将定量研究的资料输入计算机，

者说不知道。

建立数据库，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

４．对医疗机构的看法：几乎所有的患者对血防

于定性资料，综合现场文字和录音记录，形成单个个

专业机构的服务态度表示满意，认为其医护人员服

案的访谈记录，再用比较分析法和举例说明法进行

务态度要好于其他医疗机构。有几例患者是在其他

资料分析。运用举例说明法平行列出有代表性的个

医疗机构多次诊疗，却一直未能正确诊断，最后在血

案（即晚血患者）的访谈资料中归纳出关于晚血防治

防机构确诊，因而他们对疫区的医疗机构不能正确

的相关理论假设，然后将其他个案的相关特征对理

诊断血吸虫病感到疑惑。对于血防医院的医疗技

论假设进行验证。运用比较说明法比较来自于不同

术，６１例晚血患者有２４例认为不如其他综合性大

地区、不同社会背景的患者对自身疾病的态度和认

医院好，有１３例患者认为血防医院是专业性的医

识以及对相关专业机构所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评价

院，治疗血吸虫病的医疗技术应该好于其他医院，其

和期望。

余的患者认为难以评价。对于血防医院的收费，有
结

果

１．社会人口学特征：６１例患者中，男性４３例，

３４例患者认为血防医院的收费比较合理，比同类医
院便宜，部分患者认为他们难以判断。
５．医疗费用的支付：农村晚血患者治疗血吸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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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基本自费。在问到是否享受过晚血基金补助时，

ｓｙｓｔｅｍ）；⑤对既往的血防模式过于依赖，缺乏个人

有的人说从来没有过，原因是根本不知道此事或者

应该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的观念。

是申请难，要靠关系；还有的说手续多、额度小、怕麻

社会支持程度较高和血防专业机构服务态度较

烦。在５４例农民晚血患者中，享受过晚血基金补助

好是晚血患者防治的保护性因素。在以儒家思想为

的只有８例。来自城镇的晚血患者医疗费用支付一

主导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和文化体系中，家庭和睦、照

般是以公费医疗为主，自费为辅，但具体情况也要视

顾弱者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因此患者受到来自于家

所在单位的性质和效益而定。由于受医疗费用的制

庭和社会的歧视少，社会支持程度较高，这都有益于

约，多数患者难以完整而系统地完成一次治疗。

疾病的治疗和康复。血防机构的服务态度较好是血

６．求医地点及方式的选择：除非症状特别严重

防专业机构医务人员遵守医务人员行为规范的体

而必须住院，农村患者一般自购药或者就诊于基层

现，是患者对各类医疗机构接受的服务进行比较以

血防站或者个体诊所，原因是医疗费用太高，而在基

后得出的结论，客观上对晚血患者的临床治疗是有

层血防站或者个体诊所就治，则相对便宜，有时甚至

利的。

可以暂时赊欠而缓解经济压力。居住在城镇的晚血

如果将影响晚血防治的不利因素按照患者本

患者如没有过血吸虫病治疗史，一般确诊前在城镇

人、家庭和社会等三个方面分类的话，则与患者本人

中的综合性医院治疗，并会有因医院难以准确诊断

有关的为患者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的部分

而在多家医院求治的经历。确诊后一般选择在市级

失能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与家庭有关的主要是

以上的血防专业机构治疗。在研究中有２例农民晚

家庭经济实力差；与社会有关是社会缺乏适当的医

血患者有用迷信治病的经历。

疗保障系统和高效的“接近患者系统”。从患者本人

７．医疗费用承受能力：除了非农民患者外，５４

而言，受正规教育程度低、年龄偏大等造成患者获取

例农民患者均表示难以支付高额的医疗费用。患者

与血吸虫病防治有关的知识和疾病防治相关信息的

往往为筹措治病所需的费用变卖粮食、耕牛等生活

能力差，身体的部分或者完全失能增加了患者的心

和生产资料。有１例晚血患者说一个月前症状就很

理压力，削弱了选择医疗照顾的地点和方式的主动

严重，但因为家里无钱一直未能就医，等秋收变卖全

权。一般说来，血吸虫病发展到晚期阶段要经过一

部新收获的稻谷才去医院治病。另有２例农民患者

个相对漫长的无症状或者症状轻微的慢性血吸虫病

因治病而变卖了耕牛。患者医疗费用的另一个来源

阶段，这个特点使疾病对患者缺乏应有的警示作用，

就是举贷或者向亲友借债。农村患者几乎都有因治

在患者缺少血吸虫病防治知识和血防意识淡薄的情

疗疾病而举贷或者借债的经历，他们对居高不下的

况下，难以对疾病产生及时有效的第一、二级预防措

医疗费用无可奈何，很多患者有这样的观念：农村人

施，同时对患者的求医行为和方式有影响。在疾病

穷，治病不起，有钱就钱挡，无钱就命挡。

的慢性经过期，患者很少去求医或者即使求医，也是

８．社会支持：绝大多数的晚血患者都能得到家
庭的支持，患病后家人都很关心、能得到细心照顾。
有部分患者因为疾病所导致家庭成员的担忧和给家
庭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表示愧疚。
讨

论

进行一些短暂的、不规范的治疗，容易错过治疗疾病
的有利时机，不利于对疾病的积极防治。
患者家庭的经济实力差，在没有合适的社会保
障体系的情况下，治疗疾病所需要的高额医疗费用
是积极防治晚血的重要障碍。晚血的病情特点决定
了患者必须长期接受医疗照顾才能保持身体处于相

影响晚血患者防治的相关因素可以分为有利因

对正常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的适应状态。而由于患

素和不利因素。本研究结果提示，晚血患者社会支

者本人的劳动能力受限和财富创造能力的下降，家

持程度较高和血防专业机构服务态度较好是晚血防

庭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困难，因此没有很好的经济能

治的有利因素。现阶段晚血防治的不利因素为：①

力支付足够的医疗费用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卫生服

血防知识的缺乏和晚血形成前长期的症状轻微或者

务。为了减轻疾病的痛苦，他们就只能去价格便宜

无症状的疾病特点；②患者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

的个体诊所和基层血防机构，而这些机构提供的血

低、家庭经济困难；③缺乏有效的医疗保障系统；④

防卫生服务的能力有限，另外，当病情十分严重时，

缺乏高效的“接近患者系统”（ｃｌｏｓｅ—ｔｏ—ｃｌｉｅｎｔ

也可能去级别较高、医疗条件和技术相对较好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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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血防机构。但由于难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

积极防治晚血是患者个人、卫生机构和社会都

他们或者借贷或变卖家中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如耕牛

要积极参与的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三方面的力

和稻谷，要么就在医院住院几天以后因费用难以负

量积极配合，协调一致。要加强对疫区居民的血吸

担而出院，结果是患者难以得到正规系统的治疗而

虫病健康教育，强化他们的血防意识和对自己的健

病程迁延，甚至持续加重。

康负责任的观念，建立健全疫区医疗保障体系、农村

社会缺失有效的医疗保障系统和高效的“接近

公共卫生体系和重大疾病救治体系，提高农村卫生

患者系统”ｂ１是晚血防治的两个重要的障碍。晚血

系统的反应能力和居民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以适应

患者大多数生长在疫区农村，由于疾病的困扰带来

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经济上的贫困和生活质量的下降，使他们成为社会

由于本研究为探索影响洞庭湖区晚血防治的相

上的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由于收入的低

关因素，以便为进一步进行定量研究提出假设，采用

微，心理上就会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加之生活质量

了概率抽样中的分阶段抽样（多级抽样）和非概率抽

低下，又看不到重新发展的可能性，他们就会成为社

样中的偶遇抽样和判断抽样方法进行抽样设计。用

会的不稳定因素Ｈ１。因此需要社会提供一定程度的

分阶段抽样抽取湖南省３个重要的血吸虫病疫区市

社会保障以维持其社会角色和地位。研究表明，随

中的６个重点县的晚血病例，病例的地区分布覆盖

着改革开放以后卫生体制的改革和农村合作医疗制

了整个洞庭湖区，意在使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度的解体，除了非农村的患者有一定程度的医疗保

囿于研究的特点和人力物力等因素，具体抽到病例

障措施以外，农村的患者几乎没有任何医疗保障措

时采取了偶遇抽样和判断抽样等两种非概率抽样的

施。湖南省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启动晚血基金，作

方法，从理论上说样本的代表性存在一定的局限，但

为对于生长在农村，家庭特别贫困的晚血患者进行

笔者本意在于发现问题，提出假设，因此本研究的抽

社会救助的一种方式，晚血基金的设立对农村晚血

样是切实可行的。

患者的救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后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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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基金在救治晚血患者的作用上逐渐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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