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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贵州省２００２年麻风患者生存状况调查
牟鸿江

包夏

柯伟

目的

【摘要】

王颖

了解贵州省近年来麻风患者及治愈者的婚姻状况、劳动生活能力、经济收入等生

存状况。方法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方法，对全省所有登记病例进行入户调查，并填写全国统一的
调查表。结果
１２

１３

０３４例调查对象中，农民占９１．１９％，＜１８岁学龄人群仅有１３．０１％现在学校就读；

８１６例达到法定婚龄的患者，其中男性未婚率明显高于女性，麻风村内患者又明显高于家庭治疗患

者（Ｐ＜０．０１）。村内患者劳动能力丧失、生活不能自理的比例均明显高于家庭治疗患者。麻风患者
人均年收入仅为全省农村的１／２，全国农村的１／４。结论

贵州省麻风患者的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尤

以麻风村为甚，政府有关部门应建立切实可行的综合防治体系和救助体系，并对重点人群有针对性地
开展健康教育，减少社会对麻风的恐惧与歧视，才能使其真正重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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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麻风具有较高的致残率，患者在治疗前、治

科学依据，我们于２００２年４—１０月在全省９个地

疗期问甚至在完成治疗后，都可能发生麻风反应和

（州、市）８７个县（市、区）同时开展了麻风现症和治

神经炎，如果未能及时确诊或确诊后未能得到及时、

愈患者生存状况调查。

规范的治疗，周围神经受到破坏将导致畸残发生。
对象与方法

而正是由于麻风畸残，使患者出现肢体功能障碍甚
至毁容，成为社会歧视和排斥的根源。因此，麻风不

１．调查对象：全省９个地（州、市）８７个县（市、

仅是一个慢性传染病，更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性疾病，

区）所有登记在册的麻风现症和治愈患者共计

不仅许多社会因素可影响它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而

１３

０３４例。

且也会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如婚姻、就业、贫困等。

２．调查方法：各县选派２～３名麻风防治业务骨

为了解贵州省麻风现症和治愈病例的生存状况和畸

干参加省级培训，受训人员再培训当地所有参加本

残、康复需求情况，为政府制定相关规划、计划提供

次调查的业务人员，力求做到统一调查方法、技术标
准和检查方法，对所有登记病例进行入户调查，并按

作者单位：５５０００２贵阳，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

有关要求逐项填写全国统一的调查表格。

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３．统计学分析：所有调查数据均全部输入电脑，

·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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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分析。
结

次是劳动所得；而家庭内患者最主要是劳动所得，
其次是家庭供养（表３）。

果

表３

贵州省２００２年８７个县现症和治愈麻风患者
经济来源及收入状况

１．基本情况：１３ ０３４例存活麻风患者中，男
９８３８例，女３１９６例，男女比为３．０８：１；年龄最小４
岁，最大９９岁；汉族７９３９例，少数民族５０９９例，少
数民族占３９．１２％；农民１１ ８８６例，占９１．１９％，学生
１６例，占０．１２％；现症患者９８５例，治愈患者１２

０４９

例。１３ ０３４例调查对象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部位

注：括号外数据为年人均收入（元），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畸残者９４３５例，占存活病例总数的７２．３９％。
讨

２．婚姻状况：在全部现症和治愈麻风患者中，男

论

性未婚率明显高于女性，麻风村内患者未婚率明显

贵州省自建国以来首次在全省范围内对麻风患

高于家庭内患者（Ｐ＜０．０１）；男性离婚率明显高于

者及治愈者的畸残状况和职业、婚姻、劳动能力、经

女性（Ｐ＜０．０１）；女性丧偶率明显高于男性；村内男

济收入等社会状况进行大规模调查。从本次调查结

性分居率明显高于女性（表１）。

果看，全省麻风患者及治愈者的入学、婚姻状况、劳

表１

贵州省２００２年８７个县现症和治愈麻风患者婚姻状况
麻风村患者

婚姻
状况

男

家庭患者

女

未婚２８８（２３．０６）３０（６．３４）

男

女

８０７（９．５８）

７８（２．９２）

１

合计

的患者为甚。职业分布以农民为主，占９１．１９％；＜

２０３（９．３９）

１８岁的１２３例学龄人群仅１６例（１３．０１％）在校就

已婚６８４（５４．７６）３１６（６６＿８１）６５７６（７８．０７）２挖６（８３．３４）９ ８０２（７６．４８）
离婚
４１（３．２８）
６（１．２７）
１８９（２．２４）
２４（０．８９）２６０（２．０３）
丧偶

１２２（９．７７）

９５（２０．０８）６２７（７．４４）

分居

１０６（８．４９）
８（Ｏ．６４）

２６（５．４９）
０（Ｏ．００）

不详

仍

合计１２４９

２９４（１１．０１）１ １３８（８．８８）

１５０（１．７８）

３１（１ ３１）
１８（Ｏ．６７）

７４（０．８８）

蚴

２６７１

动生活能力、经济收入等情况令人堪忧，尤以麻风村

３１３（２．４４）
１００（Ｏ．７８）
１２ ８１６

注：统计对象为达到法定婚龄者（男≥２２岁，女≥２０岁）；括号外
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学。在婚姻状况方面，男性未婚率明显高于女性，与
陈祥生等…调查结果相同，但贵州省麻风患者未婚
率仅９．３９％，最高为麻风村内男性未婚率２３．０６％，
离婚率为２．０３％，均明显低于陈祥生等报道的未婚
率２８．２％、离婚率６．０％，这一方面可能与调查对象
的畸残率有关，陈祥生等调查的江苏省扬州地区

３．劳动生活能力情况：麻风村内患者劳动能力

２５０８例麻风患者及治愈者畸残率高达９６．２％，而贵

完全丧失、大部分丧失和部分丧失，生活能力部分自

州省调查对象为７２．３９％。畸残率越高，社会歧视就

理、不能自理的比例均明显高于家庭内患者（Ｐ＜

更严重，未婚率也可能更高。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人

０．０１）（表２）。

群由于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对婚姻的认识和态度不

表２

贵州省２００２年８７个县现症和治愈麻风患者
劳动、生活能力状况

同，对麻风恐惧与歧视的程度不同，造成麻风患者的
婚姻状况不同。
在经济收入方面，２００１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年
收入为６９０７．０８元，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２３６６．４０
元；贵州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收人为５３４８．８６元，农村
居民人均年收入为１４３０．４０元旧’３ ｏ。而贵州省麻风
患者的人均年收入仅为全省农村人均收入的１／２，全
国农村人均收入的１／４。从经济来源分析，麻风村患
者主要是靠政府救助（５１．７４％），其次是劳动所得
（４３．６９％）；而家庭内患者最主要是劳动所得
（８６．７７％），其次是家庭供养（９．９７％）。社会救助的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比例最少（分别占１．７０％和０．２８％）。这主要与畸残

４．经济来源及收入状况：家庭内患者年人均收

导致的劳动能力丧失有关。在物质贫困和劳动能力

入稍高于麻风村内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丧失的双重压力下，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并随着时间

０．０５）。麻风村患者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政府救助，其

的积累，贫困日益突出。因此，对麻风患者这一特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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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

弱势群体，政府有关部门应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救

的治愈者）感觉有社会歧视，２１．３％感觉有家庭歧

助体系（如纳入“医保、低保”，减免患者及子女人学

视。在歧视的社会群体中，以邻居和亲友为首位，家

费用，对畸残者实施康复手术并提供其所需的康复

庭成员次之，领导干部和医务人员分列第三、第四

用品、辅助用具及康复训练指导等），同时动员社会

位。这些群体应列为纠正社会偏见而开展健康教育

各界人士共同关注、关心、帮助麻风患者，才能使他

的重点对象，否则麻风患者尽管已治愈，甚至康复后

们共享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真正回归到

也难以真正回归社会，其就业、入学、婚姻、经济状况

社会这个大家庭。

等社会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参

麻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它更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全
国推广使用ｗＨＯ的联合化疗方案以来，麻风的治
疗问题基本得以解决。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及时
发现新病例，以及治愈患者中畸残者的康复医疗和

考

文

献

ｌ陈祥生，李文忠，叶干运，等．畸残病人的婚姻状况调查．中国麻风
杂志，１９９１，７：２０５．２１０．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２００２．
３贵州省统计局．贵州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江澄，陈祥生，李文忠，等．麻风畸残者的社会歧视与重返社会的

回归社会的问题。江澄等¨１报道，在１０３１例有畸残

影响因素研究．中国社会医学，１９９３，５：２３—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一０９—０９）

的麻风患者及治愈者中，３８．４％的患者（内含６９．１％

（本文编辑：张林东）

·疾病控制·
乌鲁木齐市２００４年部分人群流行性感冒抗体水平分析
赛娜瓦尔

丁丽新

为了解乌鲁木齐市部分人群流行性感冒（流感）抗体水

体阳性率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４．３２，Ｐ＞

平，对乌鲁木齐市某医院就诊的不同年龄人群血清流感抗体

０．０５），Ｂ型抗体阳性率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水平进行了检测。

（ｘ２＝１７．４７，Ｐ＜ｏ．０５）。

１．对象与方法：采集２００４年３—４月乌鲁木齐市某医院

表１

乌鲁木齐市２００４年春季部分人群流感抗体检测结果

门诊各种疾病就诊的不同年龄人群血清标本１８８份，放
一７０℃待测。主要试剂为，流感病毒抗原Ａ１（ＨｌＮｌ）：～ＮＥＷ
ＣＡＬＥＤＯＮ～２０／９９ＩＶＲ一１１６；Ａ３（Ｈ３Ｎ２）：～ＰＡＮＡＭＡ／２００７／９９
（ＲＥＳｖＩＥ＿１７）；Ｂ：吲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３３０／０１一ＬＩＫＥ。霍乱滤液由
国家流感中心提供。红细胞悬液为自配１％鸡红细胞。抗体
检测方法采用血凝抑制试验法，抗体效价＜１０为阴性，≥１０
为阳性；计算流感病毒抗体几何平均滴度（ＧＭＴ）。用ＳＰＳＳ
１１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相应统计学检验。
２．结果：将１８８份血清标本分别与３个标准毒株［Ａｌ
（Ｈ１Ｎ１）、Ａ３（Ｈ３Ｎ２）和Ｂ］进行流感病毒抗体检测，结果显
示，３个毒株抗体阳性率分别为８５．１１％、９７．８７％和７１．２８％；
ＧＭＴ分别为１７５、７８７和３９（表１）；在乌鲁木齐市部分医院
就诊人员中流行的流感病毒主要是Ａ３亚型，０～６９岁的４
个年龄组的抗体阳性率均在９０％以上。Ａ１亚型０～１９岁两
个年龄组的抗体阳性率在９０％以上，２０～６９岁组的抗体水
平在７０％以上，Ｂ型０～１９岁年龄组的抗体水平略高８０％以
上，２０～６９岁组在５５％以上。Ａ１（Ｈ１Ｎ１）阳性率各年龄组之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７．７５，Ｐ＜０．０５），Ａ３（Ｈ３Ｎ２）抗
作者单位：８３００１１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传染病防治科（赛娜瓦尔）；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地
方病控制所（丁丽新）

３．讨论：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不同年龄人群中流感病毒
抗体主要以Ａ３（Ｈ３Ｎ２）型为主，婴幼儿、青少年、成年、老年
均普遍易感，其抗体阳性率在各年龄组之间无差异；其次为
Ａ１（Ｈ１Ｎ１）抗体和Ｂ型抗体，可侵犯婴幼儿和青少年，成年人
和老年人抗体水平较低，处于低阳性率现象；Ａｌ（Ｈ１Ｎ１）抗体
和Ｂ型抗体阳性率各年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虽然
我市部分人群对３种毒株的抗体水平都在５０％以上，但不等
于消除了流感的危险因素。因为Ａ型流感病毒易造成抗原
变异，引起中、小规模的流行。因此，应严格做好流感监测，
及时掌握健康人群免疫状况，为今后我区开展流感综合监测
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对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吴疆老师及该中心传染病
地方病控制所流感实验室给予的指导与帮助，深表感谢）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１．０４）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