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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自然灾害的流行病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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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年来，全球发生７级以上地震约有１２００次，有
２００多万人死于地震。近１０年来，由于地球上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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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与生活离不开自然环境的恩赐与支

使之化利为害，以致发生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起
因十分复杂，其中包括地质、气象、生物和天文。常
见的自然灾害有地震、水灾、旱灾、风灾、海啸、滑坡、
泥石流、火山、地下水变异、煤层自燃、瓦斯爆炸等。
我国最常见、危及人类生命的灾害有地震、水灾、滑

坡、泥石流、瓦斯爆炸等。除火山爆发以外，其他灾
害曾多次发生，危害甚大。

自然灾害对生命的危害和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属
于医学及公共卫生范畴。近年来，国际上有许多关

于自然灾害流行病学的论述。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耽ｅ忌加

Ｒｅｐｏｒｔ有涉及自然灾害的报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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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５年第２７期曾组织“自然灾害专

号”。近年，美国ＣＤＣ专家编著Ｆｉｅｌｄ

密度日益增大、建筑物越来越密集，城市负面效应逐
渐显现。因地震死亡的人数每年以１０％一３０％的幅

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可

心（ＣＤＣ）定期出版的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山崩、滑坡、良田受损和各种次生灾害。据统计，近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Ｇｒｅｇｇ主编，２００２年出版），其中对自然
灾害辟有专章阐述。我国幅员辽阔是自然灾害大

国，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抢救
了大量受灾者，媒体屡有报道。但在医学，特别是预
防医学期刊很少有反映，有关自然灾害的专著更是
凤毛麟角，与外国有较大差距。
１．我国自然灾害的历史回顾：仅就对我国社会

危害较大的地震、洪涝灾害、风灾、旱灾等自然灾害
的历史记载筒述。
（１）地震是一种来自地表之下可释放出能量的
自然灾害，具有明显的突发性ｎ。】。对人类和自然界
瞬间造成巨大的破坏，包括人和动物的伤亡、建筑物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１０．００２

度递增，经济损失也以１０～１００倍的速度增加。
据古籍记载，我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是
１５５６年（明嘉靖年间）发生在陕西华县、华阴县境为

中心的关中大地震。这次地震波及面很广，影响大
半个中国，在１８５个县志中都有记载。有名姓被压
死者８３万例，为世界地震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
次。此后，在１７３９年（清乾隆四年）１月３ １３在宁夏

平罗发生８级大地震，死亡５万人。１９２０年在甘肃
海原发生８．５级大地震，死亡７万人。１９３３年在四川
叠溪发生７．５级大地震，死亡９万人；１９６６年在河北
省邢台地区发生地震，死亡８０００人；１９７６年７月唐
山市７．８级大地震，２４．２万人死亡、１６．４万人重伤、１．５
万户家庭解体，数十万人无家可归。出于当时的政

治形势，政府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拒绝国际支援，故救
灾工作行动迟缓，损失较大。反之，２００８年“５·１２”
汶川大地震，受难灾民７万多人，地震波及四川、甘

肃、陕西、重庆、云南等地；２０１０年青海省玉树地震，
死亡２０００余人。这两次地震灾情虽然严重，面积广

泛，但是由于中央及各级领导的重视，加上国际支援
和国内各方捐助，灾情得到较好的缓解。

（２）洪灾是由于暴雨、融雪、融冰或水库溃堤等
引起河川、湖泊及水流增大或水急剧上涨超过一定
限度时，给人类生活、生产带来的危害ｂ’４］。洪灾多
发生在人口稠密、垦殖密度高、水网密集、降雨丰沛
的北半球温带。世界上以中国、孟加拉国洪灾发生
频繁，美国、日本、印度、西欧诸国次之。我国又以黄
河、长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珠江７大江河流

域属多发地区，这些地区的总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４５％，平均水灾面积占全国的８６％。

据记载，１９１５年６月下旬至７月中旬，珠江流域

作者单位：２３００３２合肥，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各支流连降暴雨，珠江涨水，珠江三角洲受淹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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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多万公顷，灾民３００多万人，铁路被冲毁，船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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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电线杆倒伏，交通中断，死伤１０万余人，仅广州

统。受灾地区原有的监测系统在灾害发生时可能已

市受淹达城区的２／３，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财产损

经遭受破坏或已流失。此时，应及时恢复，或使之健

失无法统计；１９５４年长江流域大洪水，武汉市区受

全。尽快向救灾指挥部门提供信息：受灾地区分布、

淹面积１５万ｋｍ２，中下游淹没农田３００多万公顷，死

受灾人数（死、伤、失踪等，并计算发生率及现患率）、

亡１４．５万人；１９６３年海河发大水，据统计，当时河北

迁移人口及迁移地点、目前灾民生活状况（水、食、宿

省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天津７个地

供应情况）、所需物资、交通状况等。②评价伤员救

区共１０１个县市遭受洪灾，占总数的９６％，农田被水

治情况及效果，初步分析伤员病情、病因及提出临床

淹面积达３５０多万公顷，其中约有２００万公顷绝收或

治疗改进建议。③开展受灾危险因素的应急调查，

基本绝收，倒塌房屋１２６５万间，有２５４５个村庄的房

提出造成伤害的主要危险因素及紧急措施等。④对

屋全部被毁，受灾人口２２００万，１０００万人无家可归，

公共卫生工作做出初步评价，以纠正工作的缺陷，提

５０００人被淹死，４万多人受伤；１９７５年８月河南省驻

出改进意见。⑤开始描述灾害发生的自然史，估量

马店市连降暴雨，板桥水库溃坝，造成河南省２９个

其长远影响。

县市１１３万公顷农田被淹，其中有１００万人受灾，８５

３．救灾与卫生防疫措施ｎ】：

６００人死亡，京广铁路被冲毁，影响交通运输，造成

（１）组织领导：我国的救灾工作应在各级党政部

重大经济损失；１９９８年我国气候异常，从东北松花

门统一指挥下进行。如民间组织或志愿者参加，应

江、嫩江，到我国中部地区长江，南至珠江，发生全国

在救灾指挥系统的领导下统一调度有序进行。紧急

性的大洪灾，造成特大灾害，全国共有２９个省（自治

任务应有驻地部队及武警人员参加，规模较大的地

区）遭受不同程度洪水灾害，受灾面积２１２０公顷，成

震应有地震局的专业援救队员。重大自然灾害应由

灾面积１３０７公顷，受损人口２．２３亿，死亡３００４人，经

国家政府部门向国际通报，遵循国际惯例，呼吁国际

济损失１６６６亿元。

支援。参加救灾的医疗卫生队伍应器材配备周全，

（３）旱灾也是我国主要的自然灾害。地球总

可独立开展工作，应急能力强，并随队携带救灾医

水量的９８％主要是分布在海洋的咸水，淡水只占

疗卫生工作所需的药械、帐篷、车辆、燃料、食物、饮

地球水量的２％，且淡水的８８％被冻在地球两极的

水等，以保证在灾害现场无法供应情况下能够开展

冰川内，无法应用，只剩下１２％的淡水可为人类利

工作。

用，加之这极少的淡水在地球上分布又极不均匀，

（２）传染病和多发病及其防治：①肠道传染病：

一些地区常年不下雨，水源枯竭。一般说，全年降

如１９７６年唐山地震后数个月内，细菌性痢疾（菌痢）

水量＜２００ ｍｍ的地区称为干旱区，这里大半是不毛

患病率高达７９．６７％，其他腹泻（肠炎）患病率则高达

之地；年降水量在２００～４００ ｌ＂ｎｔｎ之间的地区，为半干

１９２．００％ｏ；１９７６年河南驻马店地区洪灾后，菌痢发病

旱区，该地区往往人口众多，是农牧业区。如年降水

率达２４９．９９％。；１９９１年安徽省发生特大洪灾期间，颍

量少于往年的１／４时定为干旱，少于１／２称为大旱。

上县杨湖区由于饮水困难，居住环境恶劣，于７月下

据统计，公元前２０６年至公元１９４９年期间，我国

旬至８月上旬发生菌痢暴发，罹病率高达６３．７９％。

发生旱灾１０５６次。在２０世纪的前５０年中，曾发生

此外灾区甲型肝炎流行也是常见传染病之一。②自

１１次死亡逾万人的特大旱灾。１８７６—１８７８年（清光

然疫源性疾病：１９６３年河北省平原水灾后发生２ｌ万

绪年间）长江以北１３个省（市区）遭受旱灾，据不完

例波摩那型钩端螺旋体（钩体）病例，经调查为猪携

全统计，累计饿死、病死１００万人，为我国近代史上

带钩体，由于猪圈冲垮，洪水污染使人感染。２０世

旱灾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１９９７年我国北方大旱，

纪６０年代阜阳地区发生无名高热症流行，临床主要

黄河断流，华北、东北大部及西北地区东部遭受旱

表现为双目暂时失明，达数千例；经调查，证实为波

灾，农田受旱面积达２０６８万公顷，其中有８０万公顷

摩那型钩体引起的虹膜睫状体炎；此眼病实际上为

农作物干枯死亡，约有１１５０万人、６００多万头大牲畜

钩体病的并发症，是钩体病流行后的“侧影”。③虫

因干旱而饮水困难。

媒传染病：最常见为疟疾的流行；主要是按蚊孳生环

２．流行病学工作者在自然灾害中的应急任务：

境增加，蚊媒密度增大，导致疟疾流行。④呼吸道传

灾害发生，对流行病学工作者来说，是应急任务ｂ加１。

染病：如１９６６年３月邢台地震后，流行性脑脊髓膜

这时，一旦收到救灾通知（或邀请），流行病学工作者

炎、麻疹分别比上半年上升５．７倍和１．２倍；若在流感

应及时赶赴现场开展工作：①建立健全灾情监测系

流行期内，可能引起流感流行。⑤其他常见病多发

。１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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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如１９９１年安徽省江淮地区每逢“梅雨”时，阴雨

结局属于医学及公共卫生内容，隶属伤害流行病学

连绵，使小麦在田间受赤霉菌侵袭，不仅减产，还因

范畴。但是，以往由于主客观原因，预防医学工作者

镰刀菌毒素发生，可引起食物中毒；当时因灾区粮食

关注较少，是一个缺陷。今后，我国流行病学工作者

及食品供应不足，居民进食霉麦面而发生群体性中

应该主动参与这项工作，增加实践经验，总结对灾害

毒；此外，洪灾期间由于居民经常涉水，也可引起皮

防制的认识。

肤病流行。⑥疫苗接种及预防服药：根据灾区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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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力和社会发展，值得举国关注。自然灾害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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