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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儿童忽视研究的最新进展
潘建平

李玉凤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１９７７年曾指出：儿童虐待与忽视

英双语现代汉语词典（２００２年版）》中对“伤害”的解释（“使身

是一个社会现象和公共卫生问题，在所有的时间里存在于所

体组织或思想感情等受到损害”。４ ｏ）完全符合“ｍａｌｔｒｅａ咖ｅｎｔ”

有的社会中。１９８４年，ｗｏｌｏｃｋ＆Ｈｏｒｏｗｉｔｚ提出“Ｎｅｇｌｅｃｔ

中所包含的虐待与忽视的全部内涵，而且在与国外同行专家

ｏｆ

Ｎｅｇｌｅｃｔ”（对忽视的忽视）的警告，并指出“对儿童忽视的不重

的交流中也得到了认可；再者，“伤害”也覆盖了“危害”和“损

视是制约儿童健康和幸福的重要问题”。但时至今日，儿童

害”的内容。为方便与确切起见，本文以下部分均将

忽视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对儿童忽视的研究仍然处于

“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称为“伤害”。

“受冷落”的局面…。

关于儿童忽视，目前国际上比较新的定义是２００２年由

１．儿童忽视的概念和定义：迄今为止，国际上对儿童忽

英国阿伯丁大学Ｇｏｌｄｅｎ名誉教授等提出的，即“由于疏忽而

视没有一个统一、确切的定义，其原因是由于各国经济、文

未履行对儿童需求的满足，以致危害或损害了儿童的健康或

化、传统观念、生活习俗等的差异，造成对忽视理解的不同；

发展”。该定义强调了忽视者的“有能力”和“非主动性”特

同时忽视与贫穷之间又存在密切的关系。２ ｏ，除情感忽视外，

征，明确区分并排除了具有“命令”和“主动”特征的“虐待”，

身体忽视、医疗忽视、教育忽视、安全忽视等通常与儿童家庭

并进而将故意或有恶意地不满足儿童需求的行为定义为“剥

经济状况直接相关。再者，儿童忽视的定义也与不同的社会

夺性虐待”（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ｂｕｓｅ）。当然，可以看出这个定义毕

及管理、专业部门间的特点有关。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地

竟还是比较空泛、不易操作的，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具体化，

区可利用的资源越充足，对儿童忽视的界定范围就越宽，确

以便于在教学、研究、管理和司法中应用。我国香港目前对

定的忽视儿童越多、程度也越轻。

儿童忽视的定义是：任何不做出某作为以致儿童身／心健康

过去，儿童忽视与儿童虐待（ａｂｕｓｅ）常被认为是一回事，

发展受危害或损害的行为。

不论在观念、语言或立法中常相提并论，且往往认为忽视是

２．儿童忽视的主要特点：忽视是存在于所有社会中的对

虐待的一种类型。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是不妥的，

儿童照护不足的主要问题，并应该与虐待加以区别。根据以

因为不仅其发生的前提、特点、产生的影响或管理方式均有

上对“忽视”的定义（即由于“疏忽”而未能满足包括情感需求

不同，而且受虐待儿童和受忽视儿童与其父母的关系完全不

在内的儿童的需求），儿童忽视主要有以下特点。

同，受忽视儿童与受虐待儿童本身的特点也完全不同。例

（１）只有对儿童需求的满足负有责任的人能够认定为

如，虐待往往是施虐者故意、主动的暴力行为（作为），其后果

“忽视者”。例如父、母亲及其他照护儿童者（保姆、亲属、托

常常有身体和精神受损的痕迹，一般易于调查、取证、诊断；

幼机构教养人员等）。对儿童没有直接照护（即对儿童的需

而忽视者对儿童的忽视往往与无知（养育儿童知识不足）、无

求满足没有直接责任和义务）的人，不能认定为忽视者，但可

暇（社会竞争压力和工作繁忙紧张）有关，且多为放弃或忽略

以成为虐待者。

了应尽责任和义务而造成的“不作为”。正因如此，目前更倾
向于认为忽视“是一种独立于虐待之外的实体”。３ ｏ。

（２）忽视是一种行为的疏忽或不作为，即父母或照护人
缺少适当的行为而导致对儿童的忽视；忽视者一般没有故意

目前，国际上将忽视（ｎｅｇｌｅｃｔ）与其他三种虐待，即身体

或恶意“克扣”对儿童需求满足的主观意图。相反，虐待却是

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共同归为一大类，即“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一种行为的犯罪，即施虐者以其主动的不当行为（作为）造成

但现在国内书刊杂志上一般将“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一词也译为

对儿童的虐待。忽视的基础是预先对儿童需求和权益优先

“虐待”，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儿童忽视仅是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中

权的无知或淡忘，通常具有“被动性”和“持续性”的特点。儿

的一种类型，是与其他三种儿童虐待平行、并列的对儿童权

童照护者（忽视者）没有动机、也往往对儿童（被忽视者）造成

益和健康造成严重损害的形式之一。另外，忽视与虐待不论

的损害没有察觉。营养不良就是一个忽视的典型例子。因

从词义上或内涵上均有明显差别，并且从汉语语法及逻辑关

此不应该把忽视与“虐待”这个术语联系起来、将“虐待”施加

系上来讲，将虐待（ａｂｕｓｅ）还称为虐待（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中的一

于那些因努力不够或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但她们深切地爱孩

种，不仅在汉语表达上不规范、不恰当，而且也不符合英文原

子、却导致孩子可怜挣扎或者营养不良的母亲。要减少世界

意。笔者认为应将“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译为“伤害”，一来按照《汉

上占很大数量的被忽视儿童，需要加强对母亲的教育、加速
社会的发展以及减少贫困。

作者单位：７１００６１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系儿童与少年
卫生学教研室

（３）并非所有“忽视者”的孩子都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因
为其他人也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为儿童的需求给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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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供帮助。但虐待者由于主动、恶意对儿童施虐，所以往

身体虐待２１％、性虐待１１％、情感虐待３％、其他１６％。据该

往使受虐儿童直接受到较明显的损害。

机构估计，美国过去１０年中儿童虐待和忽视增加了６３％¨ｏ。

（４）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对儿童需求偶然、短暂的

１９９６年ｓｅｄｌａｋ等报告，美国儿童忽视占已报告“伤害”总数

“忽略”一般不认为是忽视，因为任何人不可能全面知道儿童

的７０％（身体虐待、性虐待和情感虐待共占４３％，因相互之

在每一个年龄段和发育时期其身体、心理、情感各方面的全

间有重迭，故二者合计＞１００％）…；１９９９年美国卫生与人类

部需求；由于社会竞争压力、工作紧张和经济等原因，家长也

服务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不可能随时随地都能为儿童需求提供“完美”的满足；实际

１９９７年儿童忽视占已报告“伤害”总数的５４％‘６ｏ；１９９９年，已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报告，美国

上，偶然、短暂的“忽略”也不会“危害或损害了儿童的健康或

得到证实的受到虐待与忽视的儿童总数中，５２％受到忽视，

发展”，也就不是对儿童的忽视。现实生活中，有些家长为了

２４％遭到身体虐待，其余的属于性虐待和精神虐待。

锻炼孩子的生存、生活能力，偶然善意地让孩子“挨饿”、“受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潘建平教授牵头

冻”，不能认为这是忽视。但反复、持续、长期地漠视、忽略孩

的全国协作组在我国１４省、２５市利用“中国３～６岁城区儿

子的身体和情感需求，放弃、淡化对儿童身心发育的关爱，必

童忽视常模的研究”抽样调查表明‘７’…：

然对儿童造成严重而且不可逆转的永久性伤害。
３．儿童忽视的类型及主要表现：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忽

（１）中国３～６岁城区儿童总忽视率为２８．Ｏ％，忽视度为
＋。

４２．２。

视应包括４个方面，即身体忽视、情感忽视、医疗忽视和教育

（２）３、４、５、６岁组儿童忽视率分别为２５．０％、２５．３％、

忽视。５ ｏ；也有学者认为还应包括或进一步细划为安全忽视、

２７．９％、３５．４％（Ｙ２＝４．７９８，Ｐ＞０．０５）；即各年龄儿童受到忽

社会忽视、营养忽视、衣着忽视、素质训练（ｇｏｏ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忽

视的频度（忽视率）基本相同。

视等‘“。

（３）３、４、５、６岁组儿童忽视度分别为４１．７、４２．２、４２．１、

（１）身体忽视：指忽略了对孩子身体的照护（如衣着、食
物、住所、环境、卫生等），它也可以发生在儿童出生前（例如
孕妇酗酒、吸烟、吸毒等）。

４３．１（Ｆ＝０．９８８，Ｐ＞０．０５）。即各年龄儿童受到忽视的强度
（忽视度）基本相同。
（４）男、女儿童忽视率分别为３２．６％和２３．７％（）［２＝

（２）情感忽视：指没有给予儿童应有的爱，忽略了对儿童
心理、精神、感情的关心和交流，缺少对儿童情感需求的
满足。

６．５８５，Ｐ＜０．０５）；即男童受到忽视的比率较女童高（主要是
因为“身体忽视”的差异所致）。
（５）男、女儿童忽视度分别为４２．７和４１．８（Ｆ＝２．５０２，

（３）医疗忽视：指忽略或拖延儿童对医疗和卫生保健需
求的满足。

Ｐ＞Ｏ．０５）；即男、女儿童受到忽视的强度基本相同。
（６）在儿童忽视的５个层面（类型）上，忽视度为３９．４～

（４）教育忽视：指没有尽可能为儿童提供各种接受教育
的机会，从而忽略了儿童智力开发和知识、技能学习。
（５）安全忽视：指由于疏忽孩子生长和生活环境存在的
安全隐患，从而使儿童有可能发生健康和生命危险。
（６）社会忽视：由于社会发展限制或管理部门对儿童权

４３．４，忽视发生率为５．１％～１２．９％，各年龄组之间的发生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０．０５）。除身体忽视外，其他４
个忽视层面的发生率在性别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值
均＞０．０５）；所有儿童均以单项（即只在５个忽视层面的任一
层面上）受忽视为主（发生率１６．５％，构成比５８．９％）。

益的保护关注不足，造成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一些不良现象，

（７）无论以年龄或性别分组，儿童均为在身体、情感、安

可能对儿童健康造成损害，例如：离婚、单亲家庭、未婚妈妈、

全方面受到的“忽视”较多，而在教育、情感、身体方面受到的

环境污染；不健康的音像作品及儿童读物；假冒劣质儿童食

“忽视程度”较重。

品和用品；应试教育给儿童带来的巨大压力；贫困对儿童教
育和医疗保健的机会影响等。
鼓励或默认未成年人去“抢险救灾”或“见义勇为”，实际
上是严重忽视儿童的表现。

（８）在不同类型结构的家庭中，以单亲家庭中的儿童受
忽视率最高（４２．９％），核心家庭次之，以三世同堂家庭中儿
童受忽视率最低（２５．５％）［注：“忽视率”指受到忽视的儿童
数与被测儿童数之百分比，表示儿童受到忽视的频度（最高

４．儿童忽视的发生率：２００１年，Ｊｕｌｉｅ等‘６ｏ指出“在美国社

值为１００％）。“忽视度”指用专用量表测得儿童的忽视分值

会中，儿童‘伤害’中最普遍的表现形式是儿童忽视，但时至

与忽视满分值之比的１００倍，表示儿童受到忽视的强度（最

今日儿童忽视问题仍未被引起重视”。２００２年，Ｋａｔｈｒｙｎ

高值为１００）］＿８

等…指出“儿童忽视是儿童‘伤害’中影响儿童发育的最常见
形式”。

ｏ。

５．儿童忽视的危害与影响：２００２年Ｋａｔｈｒｙｎ等…指出，
无论过去或当前的研究都表明，儿童忽视可对儿童的认知、

儿童忽视作为“伤害”的四种形式之一，约占其总发生率

社会一情感和行为发育产生短期或长期的严重有害影响；尤

的半数。１９９４年美国“国家预防儿童虐待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其是发生在生命早期的忽视对儿童以后的发育具有更为严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重的危害；它可导致从儿童到成人发育过程中不良的社会或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ｃｈｉｌｄ

Ａｂｕｓｅ）”调查显示，自１９８６年以

来，儿童“伤害”中各类型发生的比例大致稳定，即忽视４９％、

情感反应，造成体格与心理、行为的失常或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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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都表明，忽视对儿童的不良影响绝不亚于各种

医生、司法人员、精神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组成。目前国际

虐待的后果。例如，Ｅｇｅｌａｎｄ＆ｓｒｏｕｆｅ（１９８１），Ｅｇｅｌａｎｄ

上最著名的组织是１９７７年成立的“国际防止儿童虐待与忽

（１９８３），Ｃｒｉｔｔｅｎｄｅｎ（１９８５，１９９２），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１９８９），Ｂｏｕｓｈａ＆

视协会（ＩｓＰｃＡＮ）”，且每两年轮流在世界各地举办一次国际

Ｔｗｅｎｔｙｍａｎ（１９９４），ｓｈｉｅｌｄｓ＆Ｃｉｃｃｈｅｔｔｉ（１９９８）等的研究均发

学术研讨会，以传播和交流关于预防儿童虐待与忽视的信息

现，单纯受到忽视的儿童，比仅受到虐待或同时受到忽视和

和经验。目前该国际大会已召开了１４届。我国香港的“防

虐待的儿童，更易发生心理、行为或情感的异常问题№１。这

止虐待儿童会”（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ｌｄ

主要是因为在儿童发育的关键时期，虐待虽然残酷，却还存

构，主要提供高素质防范及治疗性的儿童保护服务。该组织

在一种“交流”，而严重忽视则完全剥夺了儿童身体、情感方

设有一个执行委员会，在总干事的主持领导下，通过多部门

面的交流，使之处于孤独、冷落、寂寞、无助之中，从某种角度

多学科的协调与合作开展相应的工作。该机构成员由医生、

分析，还不如“狼孩”的境遇。

律师、商界人士、精神心理学家、教师、社会福利工作者构成。

此外，忽视还可引发严重的虐待或暴力打击，更加重儿
童的身心伤害。例如受忽视儿童由于长期得不到亲人的关
爱，很容易寻求或相信他人的爱抚、接受虚假的情感欺骗和

Ａｂｕｓｅ

Ｌｔｄ）是一个非政府机

此外，国际上确定每年１１月１９日为“世界防止虐待忽视儿
童日”。
７．我国预防儿童忽视工作的进展：

诱惑，从而遭受性侵犯、性虐待等剥夺性伤害。

（１）政府关注：中国政府于１９９０年９月签署了联合国

６．国际上开展防止儿童忽视工作的方法：

《儿童权利公约》、１９９１年３月签署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

（１）评价量表的开发研究：近几十年来，各国学者努力致

世界宣言》及《执行９０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

力于对儿童忽视评价方法的研究和量表的开发，其中比较著

行动计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１９９１年９月通

名的有：儿童虐待倾向量表（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于１９９４年

Ａｂｕｓｅ

１０月通过了《母婴保健法》。２００１年５月１６日北京召开的

Ｔｒａｕｍａ Ｓｃａｌｅ，ＣＡＴＳ）、儿童虐待与忽视的综合量表（ｔｈｅ

“第五次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儿童发展问题部长级磋商会议”

Ｃｈｉｌｄ

Ａｂｕｓ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ＡＰＩ）、儿童虐待与精神创伤量表（ｔｈｅ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ＣｏｍＤ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ｈｉＩｄｌｌ００ｄ Ｍ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ＣＭＩ）等。

在通过了《北京宣言》后胜利闭幕，国务委员吴仪出席闭幕式

由于儿童忽视的概念和定义尚未统一，因此目前没有、

并讲话。《北京宣言》提出了未来１０年维护儿童权益、保护

也不可能研究制定适合各国统一应用的儿童忽视评价方法、

儿童健康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号召各国政府组织及社会各方

判别标准和测查量表。以上这些量表，多为用于对儿童虐待

面加大对儿童发展的支持。

的评价，而且也只适合若干社会、文化、经济、宗教、习俗相似

（２）学术交流：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对儿童忽视的研

的国家和地区。一般来说，各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应用心

究逐步成为儿童保健的热门话题，我国各地活动不断开展。

理测量原理和特定的统计学方法，研究、开发适合本国应用

例如：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９日至１２月１日在西安召开了“全国首

的“儿童忽视评价常模”。

届预防虐待、忽视儿童（ＰＣＡＮ）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和香

（２）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过去各国对忽视的研究大多

港特别行政区以及其他９个国家的２００多位代表参加了会

是同“虐待”联系在一起进行的。如上所述，随着近１０年来

议。世界卫生组织临时顾问、国际预防虐待忽视儿童协会

对儿童忽视概念的深入认识和对其危害的广泛关注，越来越

（ＩＳＰＣＡＮ）代表Ｔｉｌｍａｎ Ｆｕｒｎｉｓｓ教授到会并作了学术报告。

多的研究开始将“忽视”作为独立的课题，并已取得了较大的

我国国家民政部派员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马来西

进展。研究方法除了采用传统的个案调查、群体回顾性研究

亚、德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专家分别在学术报告

外，也逐步开展了一些针对预防和干预的探索性观察研究。

中介绍了国外对儿童虐待和忽视的研究、管理情况及经

（３）健康教育与服务：主要是通过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开

验旧ｏ。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９日至１０月１日在西安召开了“东亚及

展高水平的健康教育，或通过大众媒介，通过社区等途径，广

太平洋地区维护儿童权益和防止儿童性剥夺会议”，来自印

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指导父母科学养育孩子的知识和技

度、瑞典、韩国、越南、法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中国的１００

能。同时，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举报体系，开设了热线

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东亚及

电话，随时接受社会和大众的投诉、举报、咨询，或通过调查

太平洋地区维护儿童权益及防止儿童性剥夺会议宣言》。该

处理个案，教育指导民众。

宣言随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刊物上刊发。２００１年１２月

（４）立法与执法：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先后立法，规定禁止

１１—１３日在北京举行了由英国救助儿童会（Ｓａｖｅ

ｔｈｅ

体罚、侮辱和忽视儿童。在很多国家，父母和家庭如何养育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主办的“防止虐待和忽视儿童培训暨研讨会”，特邀

孩子均处于社区和社会的监督之下，可有效地防止虐待、忽

香港“防止虐待儿童会”雷张慎佳总干事主讲，并结合中国内

视儿童事件的发生。

地实际情况充分讨论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５）建立专门机构和组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许多国家

３—５日在西安召开了“国际儿科新进展暨防止虐待与忽视儿

相继成立了预防和处理儿童虐待与忽视的专门组织和机构。

童研讨会”，会议呼吁全面启动我国对虐待、忽视儿童问题的

这些机构一般由政府或／和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儿科

学术研究和管理模式的探讨，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并尽快

史堡堕鱼疸堂蓥查；！！！生ｉ旦箜堑鲞箜ｉ塑堡堕！』垦２ｉ！！翌！！！！丛型！！！！！Ｙ！！：堑！盟！：ｉ
成立全国预防虐待、忽视儿童协会，以与国际接轨。

ｄｅｖｅｂｐｍｅｎｔａｌ

（３）宣传教育：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陕西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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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并不定期编辑出版的《防止虐待、忽视儿童简报》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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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忽视儿童日”在西安市均举行盛大宣传教育活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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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防止虐待、忽视儿童的宣传教育，并通过卫星广播向国

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汉英双语现代汉语词

内外介绍。我国第一部关于儿童虐待与忽视防治的专著《防

典．第１版（２００２年增补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止虐待忽视儿童的医学处理》已于２００４年２月在第四军医

２００２．１６７６．
５

大学出版社出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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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科学研究：１９９９年３月至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西安交通大
学医学院潘建平教授组织课题组以西安为现场，在全国率先
开展了对儿童忽视状况的调查研究，通过获取第一手资料，
探讨了相应的研究方法、评价指标和现场工作经验。１“。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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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潘建平，杨子尼，任旭红，等．中国３～６岁城区儿童忽视常模的
研制．中国公共卫生杂志，２００３，１９：３３—３６．
８潘建平，杨子尼，任旭红，等．中国部分城市３～６岁儿童忽视状
况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２５８—２Ｊ６２．

研究结果分别在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１年的国际研讨会上报告。在
此基础上，开始着手全国儿童忽视评价标准的研究。２００２年
５月，由潘建平教授主持、全国１４个省、２５个市组成的协作

９潘建平．全国首届预防儿童虐待、忽视研讨会会议纪要．实用儿
科临床杂志，２０００，１５：３７０．
１０焦富勇，焦文雁，潘建平，主编．防止虐待忽视儿童的医学处理．
第１版．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组共同开发、研制了“中国３～６岁城区儿童忽视常模”＂，。相
关研究论文“中国部分城市３～６岁儿童忽视状况及影响因
素分析”等也已发表阳，”’”］。目前已进入研究开发我国城市
７～１８岁、农村０～１８岁儿童忽视评价常模的阶段。

１１潘建平，顾雪，韩香，等．西安城区４～６岁儿童忽视现状及影响
因素探讨．中国儿童保健杂志，２００２，１０增刊：２６
１２潘建平，李玉风，马西，等．陕西省３～６岁城区儿童忽视状况的
调查分析．中国全科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８：３８１—３８３．
１３李玉凤，潘建平，马西，等．陕西省３～６岁城区儿童忽视影响因
素的调查分析．中国全科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８：３８４＋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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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青海省黄南自治州一起人畜间炭疽疫情爆发的调查
李承宁
２００４年６月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恰科日乡雄

出现斑丘疹，继成水泡，周围组织肿胀发硬，肿胀区破溃呈浅溃

让、角呼两个公社发生急性牛、羊死亡，接触者出现不同程度

疡，溃疡面结成黑痂。首发病例为６月２５日，潜伏期最短２天，

的发热、全身不适、腋下淋巴结肿大、皮肤破溃结黑痂等症

最长８天，病程１０

状，经调查证实为一起人畜间炭疽爆发疫情。

藏族牧民。

２０天不等，发病年龄集中在２１～３９岁，均为

１．资料与方法：该乡属于高原性湿带半干旱的草甸草原，以

２．结果与分析：经采集病死牛羊肉标本１０份，直接涂片

畜牧业为主，主要畜种为牦牛、藏系绵羊和马。人口居住分散，

及增菌后染色镜检，均检出呈竹节状两端整齐排列的革兰阳

交通不便，历史上为炭疽疫源地，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５日某牧民有６

性粗大杆菌。采集患者病灶深处渗出物标本５份，经革兰染

头牛急病而死，死前主要症状为发热、呼吸困难、口吐白沫、站立

色镜检，均检出阳性炭疽杆菌，每个视野（高倍）见到ｌＯ条以

不稳、倒地后突然死亡，死后天然孔道出血，血液不凝固。７月初

上粗大杆菌。当地牧民称炭疽病为“沙士菌”，并有专门吃这

其周围邻居家中也相继发生牛、羊死亡，症状同前。至７月２１

种肉的习惯，认为这种病死畜的肉鲜嫩好吃，由于当地经济

日共死亡牛５１头，羊２４只，马１匹。２１户牧民家中共有１０９人

落后，生活贫困，牧民自我保护意识差，致使疫情蔓延。流行

食用病死牛羊肉，无人发病，但参与剖杀病、死牛羊的２２人中有

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１６例患者都有与病死畜接触史，表明在

１６人发病，发病率１．７６％。畜间发病高峰期在７月５

１９日，人

畜间先出现炭疽流行，而后发生人间炭疽爆发。故应在畜间

间发病集中在７月１ｌ一２３日。发生部位主要为手臂和颜面颈部

推广接种炭疽疫苗，严禁剥食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提高群

暴露皮肤（４人在剥皮前有蚊虫叮咬史，３人有皮肤破溃史）。症

众对炭疽的警惕性。

状表现为发热、头痛、全身不适、腋下淋巴结肿大。病变皮肤先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一叭一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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