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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我国部分地区遭遇了洪涝灾害， 给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也给灾后卫生防病工作带来了挑战。 特别是进
入高温季节， 各种诱发疾病危险因素增多， 容易引起多种疾病的发生和传染病的暴发流行。 因此， 改善饮水、 食品、 环境卫生条件，
控制媒介生物， 消除传染病发生的危险因素， 普及防病知识， 对确保灾区群众的健康、 减轻灾后疾病危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洪涝灾害发生后， 灾民聚居的地方环境卫生较
差， 人口密集， 如果水源污染， 粪便、 垃圾和腐烂
变质的有机物质 （包括牲畜尸体） 得不到合理处理，
便会孳生蚊蝇， 容易导致多种传染病暴发或流行。

细菌性痢疾 是痢疾杆菌引起的肠道炎症， 由污
染了病菌的水和食物传播。 主要症状有腹痛、 腹泻
（大便数量不多， 常带有脓血和粘液）， 里急后重
（大便后仍有未解完的感觉）。 病人应隔离治疗。 吃
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和水就能预防细菌性痢疾。

甲型病毒性肝炎 甲肝病毒由病人粪便排出， 直
接或间接污染手、 水、 食物和餐具， 健康人吃进被
病毒污染的食物和水后便可感染。 注意饮食卫生，
管理好病人的排泄物、 垃圾等污物， 接种甲肝灭活
疫苗能有效预防甲肝。

伤寒 是由伤寒杆菌经消化道感染引起的急性传
染病， 苍蝇是重要的传播媒介。 预防措施有： 搞好
三管一灭， 即管水、 管粪、 管饮食、 消灭苍蝇； 在
伤寒流行区要普遍进行伤寒菌苗预防性接种； 注意
个人卫生及饮食卫生。

布鲁氏菌病 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或慢性传
染病， 人一旦接触病畜或其分泌物就会患病。 水灾
期间环境卫生较差， 更要警惕布鲁氏菌病。 主要症
状是反复发烧， 多汗， 关节疼痛， 肝、 脾、 淋巴结
肿大。 防病的关键是加强畜粪管理， 病畜隔离治疗，
注意饮食卫生。

钩端螺旋体病 也是人畜共患病。 洪水泛滥时鼠
洞及牲畜饲养场被洪水淹没， 大量的病原体伴随洪
水四处漂流， 同时又有大批鼠类和牲畜迁移至未被
淹没的地区， 大大增加了传播的范围。 在抗洪救灾
或抢割水稻的过程中难免会接触疫水， 钩体就会通
过人体破损的皮肤、 粘膜侵入人体内。 因此， 救灾
期间应尽量减少或避免与疫水接触的机会， 不在可
疑疫水中游泳、 洗衣物等； 管好猪、 狗等动物， 猪
要圈养； 下水作业时要尽量穿长统胶鞋； 有条件的
可接种钩体疫苗。

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人和病畜的粪便中含有虫
卵， 虫卵随粪便污染水后会孵化成毛蚴， 毛蚴又钻
入钉螺体内发育成尾蚴， 含有尾蚴的水是疫水。 人
或动物在接触疫水时， 尾蚴就会从皮肤钻人体内，
使人或动物感染血吸虫病。 洪涝灾害期间在可能接
触疫水的部位涂抹防护药， 穿戴防护用品， 如胶靴、
胶手套、 胶裤等。

流行性出血热 是由病毒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疾
病， 鼠类是主要传染源。 患者主要症状是发冷、 高
热， 体温最高可达 42℃以上， 脸上明显充血、 发红，
像喝醉酒一样。 发动群众灭鼠、 杀虫是预防流行性
出血热的最佳方法。

流行性乙型脑炎 简称乙脑， 是由乙脑病毒引起
的中枢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病， 蚊子叮咬感染乙脑病
毒的家畜后再叮咬人， 使人患病。 发病急骤， 体温
迅速上升， l-2 天可达到 39-40℃， 严重的可发生呼
吸衰竭。 预防措施是加强家畜家禽管理， 室内外要
经常洒灭蚊药， 打预防针。

登革热 伊蚊是罪魁祸首。 主要表现发热、 头
痛、 背痛， 二次感染后可出现登革出血热或登革休
克综合病征， 病死率高。 消灭伊蚊是预防登革热的
重要措施。

������小小疫苗， 可以预防多种传染病。 洪涝灾
害地区的疾控部门会根据灾区可能暴发或流行
传染病的实际情况， 进行科学研判， 向当地政
府部门建议， 在灾区开展群体性预防接种和应
急接种， 以确保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 群体
性预防接种是指在特定范围和时间内， 针对可
能受某种传染病威胁的特定人群， 有组织地集
中实施的预防接种活动。 应急接种是在传染病
流行开始或有流行趋势时,为控制疫情蔓延,对
易感染人群开展的预防接种活动。 一般来说，
接种开始越早、 接种天数越短， 效果越好。 群
体性预防接种尽可能 7-10 日内完成接种， 应
急接种尽可能在 3-5 天内完成。

洪涝灾害期间接种的疫苗品种有甲肝疫
苗、 乙脑疫苗、 麻腮风联合疫苗、 流行性出血
热疫苗、 钩端螺旋体病疫苗、 伤寒疫苗等。 各
级疾控部门会通过疫苗运输车、 冷库、 冰箱、
冷藏箱和冷藏包的维护和管理， 确保疫苗安全
有效。 疾控部门会在灾区的临时安置点、 临时
学校、 临时医疗救治点等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
设置接种点， 并悬挂醒目的标示牌。 为确保接
种安全， 接种人员会详细询问受种者或其监护
人有关受种者的身体状况及禁忌， 签署知情同
意书后， 方可接种疫苗， 并做好接种记录， 定
期统计、 分析和上报。

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都是免费的， 希
望灾区群众积极配合卫生部门做好疫苗接种工
作， 有效预防传染病。

������灾区临时安置点是灾后人们临时集中居住
的地方， 必须事先尽可能进行选址和规划， 并
保证居住安全和卫生。

选择交通便利、 有饮水水源、 对人体安全
有保障的场所或地点。 需要搭建临时住所时，
临时住所之间应保留充分的空间， 预防因人口
过密造成传染病的流行。

建立卫生管理制度， 落实管理人员， 加强
安置点的卫生管理， 确保临时住所的环境卫
生。 组织大家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清除垃圾、
消灭蚊虫。 修建临时厕所应避免污染环境， 禁
止随地大小便。

在临时居住地修建污水、 雨水等排水系
统， 并及时消毒。 修建垃圾收集站 （点）， 禁
止乱倒垃圾、 污水， 保持居住环境卫生。 要提
供能满足受灾群众需求的供水点、 饮食点和医
疗卫生服务点。 临时住所要能遮风防雨， 满足
通风换气和夜间照明的要求。 预防中暑， 也要
注意夜间防寒。

加强家禽、 牲畜管理， 禁止在灾区临时安
置点内饲养畜禽。 住所应设置纱帘， 以防蚊蝇
袭扰。 监测鼠、 蚊、 蝇等媒介生物密度， 适时
进行消杀。

������洪涝灾害期间， 水源容易受到细菌、 病
毒、 寄生虫卵、 幼虫的污染， 喝这样的水，
用这样的水洗食品、 餐具或刷牙、 漱口， 很
容易引起疾病的传播。 洪涝灾害期间， 饮用
水水源应选择泉水、 深井水、 浅井水， 其次
才考虑河水、 湖水、 塘水等。 洪水淹没了的
水井或供水构筑物应停止供水， 待水退后经
彻底清洗消毒后方可继续供水。 生活饮用水
根据来源不同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简便实
用的是煮沸消毒和氯化消毒法。

煮沸消毒是一种最简便而有效的消毒方
法。 一般细菌在水温 80℃左右就不能生存，
将水煮沸 3-5分钟后， 几乎可以将水中所含
的全部细菌、 病毒杀死。 但这种消毒方法无
持续杀菌作用， 煮沸后的水存放过程中有重
新被病原菌污染的可能。 因此， 盛放开水的
容器要清洁， 应设置开水龙头或公用水舀，
不要用喝水的杯子直接到容器中去取水。

氯化消毒是在水中加入氯制剂， 通过其
有效氯的作用杀灭水中的细菌。 常用的氯制
剂有优氯净、 漂白粉、 漂白粉精片等。 在农
村家庭饮水消毒中以漂白粉、 漂白粉精片使
用最多， 它不仅杀菌力很强， 使用方便， 价
格便宜， 而且能在水中保持一定量的剩余浓
度， 即使水再度污染， 余氯仍有消毒作用。

漂白粉 (精) 的投加量， 应根据水体的
水质状况、 水量、 漂白粉 (精) 有效氯含量
等因素决定。 用漂白粉精消毒 (按含有效氯
50%计算)， 每吨水加 4-8克； 若用漂白粉精
片消毒 (按每片含有效氯 0.2克计算)， 则每
担水 (50公斤) 加一片。 方法是： 将漂白粉
精或漂白粉精片研细， 用清水调成糊状倒入
需要消毒的水中， 充分搅拌， 加盖静置 30
分钟后方可使用。 漂白粉 (精) 遇高温、 亮
光、 潮湿会失效， 所以必须放在能避光、 干
燥、 凉爽处。

灾区群众在做好消毒措施的同时， 还应
自觉做好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工作， 尽量避免
粪便、 垃圾、 污水、 腐烂尸体污染水源， 不
在水源边喷洒农药等化学药剂， 水桶、 水缸
也要勤刷洗。

应急接种 防病利器常见传染病防病要点

临时安置点 防蚊蝇袭扰

喝开水 不喝生水

抗洪救灾 防病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