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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我国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机制
要
要要以 员怨缘园 年江苏高邮县血吸虫病爆发事件为例
尹跃进袁张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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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员怨缘园 年江苏高邮县血吸虫病急性爆发袁政府相应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遥文章通过地方档

案资料对此进行研究袁阐述高邮县血吸虫病的发展过程和政府的紧急应对措施袁进而分析建国初期
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应急管理机制袁 对探讨我国的公共卫生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
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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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我国传 染病危害严重袁 新政权对于

震惊中央人民政府袁 人民政府颁布一系列关于血吸

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进行有效的应急处理袁 尤其

虫病防治的政策措施袁成立专门血防领导小组袁组织

是血吸虫病袁受到党与政府的高度重视袁学术界有

发动群众袁开展富有成效的防治工作遥这次事件开启

关研究比较薄弱袁 主要有论述中共在血吸虫病防

共和国政府重视传染病防治袁 加强公共卫生建设的

治中整合社会资源的领导实践尧 区域性血吸虫病

先河遥

防治的历史研究尧 专业性血吸虫病防治的历史回
顾等 咱员原猿暂遥 有关建国初期政府处理血吸虫病突发事
件的个案研究比较少袁本文运用地方档案资料袁论

述 员怨缘园 年 江 苏 高 邮 县 血 吸 虫 病 爆 发 事 件 及 其 防
治政策措施袁 分析建国初期政府的社会应急管理

一尧高邮县血吸虫病事件概述
渊一冤高邮县血吸虫病的发生尧发展
高邮县新民乡位于大运河西侧袁居民以打渔尧卖
草为生遥 员怨缘园 年春夏之交袁高邮县遭遇了严重春荒袁

机制袁 对于疫病防治与公共卫生事件建设具有重

中共中央指示开展救灾活动遥为了度过春荒袁新民乡

要的借鉴意义遥

灾民开展生产自救袁到湖滩打粽箬袁运到邻近的江

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长期战乱与经济文化的落

都县露筋镇卖袁员园园 斤干箬可换回 员 斗粮食遥不料由

后袁卫生医疗条件缺乏袁传染病肆虐袁严重危害人民

于桃花汛猛袁洪水漫滩袁乡民大量感染急性血吸虫

健康袁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袁对于新生人民政权的巩

病袁成批病倒遥 加上遭遇灾荒袁群众营养不良袁抵抗

固也造成严重威胁袁尤其是突发的传染病公共卫生

力弱袁医疗条件差袁村民大量死亡袁根据记载新民乡有

事件袁其处置不仅关乎医疗卫生袁也关系到政权的政

缘 源源圆 人袁 其中 源 猿园园 多人感染血吸虫病袁 占全乡

治威信与社会安定袁所以传染病的防治受到政府的

愿园豫袁死亡约 员 猿猿缘 人袁全家死亡 猿员 户约 员园远 人咱源暂遥 郭

高度重视遥 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广泛袁危害严重遥 建

集乡尧车逻乡尧闸河乡尧城区南益镇和江都县黄珏区的

国初期察哈尔发生鼠疫尧 上海发生天花流行袁 员怨缘园

一些村民到新民滩割草打粽箬袁也因急性感染血吸虫

年高邮县突发急性血吸虫病袁死亡人数达一千多人袁

病死亡 圆怨源 人咱缘暂遥 新民滩血吸虫病感染死亡人数占总

基金项目院圆园员员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渊员员月阅允园员愿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猿原园缘原园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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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导师袁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尧医学与社会史研究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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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圆缘援猿怨豫袁绝户数占总户数的 猿援远豫袁灾难令人心

恸遥 事件发生后谣言纷起袁迷信泛滥袁一些不法分子乘
机散布是野世事轮回袁在劫难逃冶尧野上天有眼袁百姓是
为共产党抵命冶等流言蜚语袁一些群众迷信巫术袁拒绝
治疗遥 这使得新民乡事件不仅是公共卫生事件袁也关
系新生人民政权巩固与政府威信的问题遥
渊二冤政府开展应急救治活动

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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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滩血吸虫病急性感染事件震惊中南海袁受

当时村民迷信袁相信巫婆袁不信医生袁高邮县委

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遥 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

召开乡村干部大会进行血吸虫病防治知识教育袁县

病小组将新民乡事件作为典型事例通报全国袁并派

卫生院院长张廷猷在大会上讲解血吸虫病知识袁教

政务委员邵力子率政务院慰问团到高邮慰问疫区人

育群众摒弃迷信袁相信科学袁积极防治遥 在预防卫生

民袁同时政府组织开展应急救治活动遥

方面做好粪便管理尧水源管理尧捕捉钉螺袁教育群众

员援紧急调动医疗资源袁组织人员救治

避免接触疫水等遥高邮县文化馆组织野血吸虫病生活

事件发生后中央政府调动地方与部队医疗队前

史冶的展览袁有图片尧标语尧照片尧实物袁放映有关血吸

往救治袁泰州防疫队尧苏北防疫队及苏北血吸虫病防

虫病防治的幻灯片袁观众达到三万多人遥集体的卫生

治所等赶赴新民乡大力抢救遥 高邮县政府成立血吸

宣传达一万二千人袁印制标语尧传单尧画报及教材八

虫病防治委员会袁动员组织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遥

万份 咱源暂遥 经过政府宣传与医务人员实地教育袁群众提

员怨缘园 年 苑 月高邮县卫生院组成 员园 余名医生的防治

组袁在南益街太平镇设门诊治疗患者遥 高邮县社会
医生扩大会通过叶高邮县社会医生防治日本住血吸

高认识袁 消除迷信观点袁 对于血吸虫病有深刻警惕
性袁积极配合治疗预防遥
猿援开展群众性血吸虫病防治活动

虫病公约曳袁约定野患者必须说服并指定用显微镜化

新民乡血吸虫病急性感染事件袁 使得民众重视

验大便的科学诊断方法冶袁号召医务人员积极防治遥

开展血吸虫病防治遥 员怨缘圆 年 猿 月袁新民乡召开人民

员怨缘园 年 愿 月苏北防疫大队 圆员 人抵达新民乡袁 设立

代表大会袁订立叶新民乡干部群众对日本住血吸虫病

门诊室救治患者遥 苏北防疫大队日门诊量达三四百

的防治公约曳遥公约有五条九款袁第一条是院保证大力

人袁救治大量患者袁发挥关键作用遥 到 员圆 月中旬共

开展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宣传袁 要使大人孩子都晓得

人袁见效即将痊愈者 缘怨苑 人袁无效者 愿远 人袁死亡 员圆怨

便管理尧用水取水尧捕杀钉螺尧化验大便等方面规定

疗队诊治 圆 愿苑园 多人袁治愈 员 园员苑 人遥 员怨缘员 年各医疗

公约要求大家严格遵守袁积极工作袁开展血防群众运

野治疗病人数为 员 远苑园 人袁其中经治疗痊愈者达 远愿怨

血吸虫病是我们的死敌袁是野追命虫冶遥预防工作对粪

人遥冶咱远暂 到 员怨缘园 年 员圆 月底 源 个多月时间袁各医疗队治

严格袁治疗明确规定院发现血吸虫病立即去治疗 咱苑暂遥

队又治愈新民滩及其周边地区血吸虫病患者三千多

动袁作为第一份群众性血防爱国公约载入史册袁开创

人遥 医疗队在疫区进行免费治疗袁政府调拨粮食救

专业防治与群众运动结合的血吸虫病防治模式袁对

济灾民袁赢得群众的好评遥 村民韦兆寿述袁野我们一

于血防工作起到重要作用遥

家四口害病袁要是没有今天的政府来救袁我们自己那

高邮新民乡事件促进党和政府对血吸虫病防治

里看得起病袁只有等死遥 现在个个治好袁身强力壮袁劳

的高度重视袁在全国掀起野全面预防尧群防群治冶的群

动生产袁真感谢毛主席袁感谢政府遥 冶咱远暂苏北防疫大队

众性运动袁建立专门领导机构与专业防治机构袁制定

医疗队遥 在政府积极防治下袁高邮县血吸虫病防治取

议决定袁在苏南设立血吸虫病防治总队袁在皖南及浙

得一定成效袁治愈人数不断增长袁死亡人数大大下降

江设立血吸虫病防治分所开展防治工作遥 员怨缘猿 年卫

撤离新民乡时袁乡民们特制野救吾村民冶的锦旗袁送给

渊表 员冤袁 血吸虫病得到有效控制袁 保护了人民的健
康袁巩固了人民政权遥 医疗队的防治取得了丰硕成

血防政策措施遥 员怨缘园 年华东军政委员会第十六次会

生部召开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专业会议袁 要求加强调
查与防治遥 员怨缘缘 年成立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

果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袁如技术薄弱尧对晚期患者救

组袁卫生部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局袁各地成立血防所尧

治不力等遥

站等机构袁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袁是血防工作取得巨

圆援进行群众性卫生防疫宣传袁提高群众对于疾

大成绩的根本保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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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高邮血吸虫病事件的应急机制
作为建国初期较早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袁高邮
县血吸虫病防治的紧急应对举措袁在当时发挥了重
要作用遥
渊一冤建立疫情信息通报机制
传染病易于传播 扩散袁 疫情信息报告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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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遥新民乡通过制订群众血吸虫病防治公约袁开展
全民性的血吸虫病防治行动遥 血吸虫病防治公约成
为群众的行动纲领袁 对于以后发动群众开展卫生防
疫运动发挥重要作用遥

三尧高邮血吸虫病事件的启示
苏北高邮县新民乡血吸虫病爆发事件以后袁

要袁其 目的 在于 早报 告 尧早 治 疗 及 早 隔 离 袁防 止传

中 央 到 地 方 所 采 取 的 快速 的 救 治 活 动 成 效 明 显 袁

府注意疫情信息的重要遥 高邮发生急性血吸虫病

借鉴意义遥

染和蔓延遥 建国初期接连发生传染病突发事件袁政

对于我国卫生事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重要的

爆发事件袁 高邮政府迅速行动起来袁 疫情如动员

渊一冤政府以民为本尧重视民生的执政理念

令袁公函尧急电尧报告火速发到泰州专署尧苏北人民

事件发生后各级政府迅速行动袁 迅速报到泰州

行政 公署 尧华东 军政 委 员 会 袁及 时 采 取 救 治措 施 遥

专员公署尧苏北行政公署尧华东军政委员会袁紧急行

此后政府加强疫情信息的报告袁并形成制度规范袁

动袁不惜代价组织救治患者袁免费治疗袁并运送救灾

建立疫情信息报告机制遥 目前我国突发事件不断袁

物资粮食遥 华东军政委员会下达野结合生产袁发动群

信息沟通是处理突发事件的重要方面袁 尤其对于

众袁全面防治袁重点治疗袁控制发展冶的指令袁以苏北

传染病来说袁 疫情信息通报直接关系到是否及时

防疫大队为主的医务人员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克服重

控制疫情袁具有重要的作用遥

重困难袁在迷信泛滥尧文盲遍地尧灾病繁重的状况下

渊二冤建立社会资源力量动员机制

极力救治袁控制疫情袁受到民众的爱戴遥 新政权民本

由于当时医疗防疫力量分散薄弱袁传染病防治

性的执政理念与政府人员热忱的服务精神袁 给新生

需要医务尧防疫人员协同合作袁新政权建立社会资源

人民政权的巩固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遥

力量动员机制袁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力量调动社会

渊二冤重视预防为主

资源袁成为有效防治疾病的保障遥 事件发生后袁各级

新民乡事件后医疗队在防治中提出野重点治疗袁

政府迅速通告消息袁响应号召组织救治遥 在中央政

全面预防冶的方针袁通过血防知识教育使得乡民远离

府主导下各路防疫医务人员很快汇集到高邮县袁有中

疫水袁 注重粪便与水源卫生管理袁 有效预防血吸虫

央防疫队尧华东防疫大队尧苏北防疫大队尧泰州防疫

病遥野防重于治冶尧野预防为主冶后来成为新中国卫生工

队袁一支支医疗队到新民乡进行救治遥 在救治中将本

作的基本方针遥 员怨缘园 年尧员怨缘圆 年召开的全国卫生会

地与外部医疗队伍相结合袁苏北防疫大队治疗后的病

议上袁卫生部明确提出面向工农兵尧预防为主尧团结

人转到县医院由社医组继续治疗袁创设政府突发卫生

中西医尧卫生工作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袁成为

事件的应急管理动员机制袁体现高效的社会资源调动

卫生工作的基本指南袁 预防对于当前疾病的防控具

能力袁对于控制防治疾病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有重要借鉴意义遥

渊三冤建立疾病预防教育机制

渊三冤注重发动群众开展防疫运动

传染病的预防教育非常重要袁新民乡事件发生

传染病的防治具有社会性袁需要民众广泛参与遥

后袁政府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疾病防治教育袁成为防治

新民乡事件揭开了群防群治血吸虫病的序幕袁 群众

疾病的必备要素遥 在紧急救治中医务人员开展宣传

制订公约袁参与疾病防控活动遥政府把血吸虫病的防

教育袁宣传方式有候诊教育尧群众大会尧干部大会尧镜

治列为政治任务袁制订一系列血防政策袁发动群众开

头宣传尧漫画尧挨户访问等六种袁镜头宣传用尾蚴等

展血防运动袁 对于全国血吸虫病的防治发挥重要作

标本及活体给群众观看袁帮助人们科学认识血吸虫

用袁对于当今传染病的防控是可贵的经验遥

病袁破除迷信袁对配合防治工作等起到较好作用袁有
利于疾病预防遥

总之袁 高邮血吸虫病事件是我国建国初期第一
起重大的血吸虫病感染爆发事件袁也是当时少数重大

渊四冤建立群众性疾病防控机制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之一袁在事件处置措施中体现了党

血吸虫病的预防依靠群众袁开展环境卫生治理袁

与政府的民生观与民本性的执政理念袁开创了新中国

注重粪便管理尧水源管理尧捕杀钉螺袁开展清洁卫生

血吸虫病防治的工作模式袁建立了较早的突发事件应

第 源 期 总第 缘苑 期
20员3 年 愿 月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对机制袁奠定了卫生防疫事业的基础袁具有重要的历

西科学袁圆园园怨袁圆苑渊远冤院愿苑员原愿苑远
咱源暂

史借鉴意义遥

参考文献
咱员暂
咱圆暂

咱猿暂

窑猿猿怨窑

高邮县人民政府关于日本住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报告
渊员怨缘圆 年 员园 月冤咱砸暂援 高邮院高邮市档案馆袁档案号 源园员原
圆原圆缘

王冠中援 圆园 世纪 缘园 年代中共整合组织资源防治血吸虫

咱缘暂

高邮县血吸虫病流行情况报告渊员怨缘缘 年 员园 月冤咱砸暂援 高

戴晓兵援 员怨缘园原员怨缘缘 年湖南洞庭湖区血吸虫病防治历

咱远暂

苏北行署卫生局防疫大队高邮新民乡住血吸虫病防治

渊猿冤院 员园源原员园远

咱苑暂

病的实践及启示咱允暂援 党史研究与教学袁 圆园员员渊猿冤院愿怨原怨远
史研究咱允暂援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院 社会科学版袁圆园园怨袁猿员

王溪云援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回顾与展望 咱允暂援 江

邮院高邮市档案馆袁档案号 源园员原圆原缘园

工作总结咱在暂援 高邮院高邮市档案馆袁档案号 源园员原员原员园

陆建华援 新民乡的悲欢咱酝暂援 南京院 南京大学出版社袁
员怨怨园院源源原源缘

粤 泽贼怎凿赠 燥枣 糟燥责蚤灶早 皂藻糟澡葬灶蚤泽皂 燥枣 责怎遭造蚤糟 澡藻葬造贼澡 藻皂藻则早藻灶糟蚤藻泽 蚤灶 贼澡藻
藻葬则造赠 泽贼葬贼藻
要栽葬噪蚤灶早 贼澡藻 燥怎贼遭则藻葬噪 燥枣 泽糟澡蚤泽贼燥泽燥皂蚤葬泽蚤泽 蚤灶 员怨缘园 燥枣 袁郧葬燥赠燥怎 悦燥怎灶贼赠袁 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藻 枣燥则 藻曾葬皂责造藻
要要
再蚤灶 再怎藻躁蚤灶袁 在澡葬灶早 载蚤葬燥造蚤

渊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匀怎皂葬灶蚤贼蚤藻泽袁 粤灶澡怎蚤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 匀藻枣藻蚤 圆猿园园猿圆袁悦澡蚤灶葬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栽澡藻则藻 憎葬泽 葬灶 葬糟怎贼藻 燥怎贼遭则藻葬噪 燥枣 泽糟澡蚤泽贼燥泽燥皂蚤葬泽蚤泽 蚤灶 员怨缘园 燥枣 郧葬燥赠燥怎 悦燥怎灶贼赠袁 允蚤葬灶早泽怎 悦燥怎灶贼赠援 栽澡藻

早燥增藻则灶皂藻灶贼 贼燥燥噪 藻皂藻则早藻灶糟赠 皂藻葬泽怎则藻泽援 栽澡则燥怎早澡 葬糟糟藻泽泽蚤灶早 贼燥 造燥糟葬造 枣蚤造藻泽 葬灶凿 燥贼澡藻则 蚤灶枣燥则皂葬贼蚤燥灶 蚤灶 贼澡蚤泽 糟葬泽藻 泽贼怎凿赠袁
贼澡藻 葬则贼蚤糟造藻 藻曾责燥怎灶凿藻凿 贼澡藻 凿藻增藻造燥责皂藻灶贼 燥枣 贼澡藻 凿蚤泽藻葬泽藻 葬灶凿 贼澡藻 藻皂藻则早藻灶糟赠 则藻泽责燥灶泽藻 皂藻葬泽怎则藻泽 燥枣 贼澡藻 早燥增藻则灶皂藻灶贼袁

葬灶凿 贼澡藻灶 藻曾责造葬蚤灶藻凿 贼澡藻 糟燥责蚤灶早 皂藻糟澡葬灶蚤泽皂 燥枣 责怎遭造蚤糟 澡藻葬造贼澡 藻皂藻则早藻灶糟蚤藻泽 蚤灶 贼澡藻 藻葬则造赠 赠藻葬则泽 燥枣 悦澡蚤灶葬援 陨贼 憎葬泽 葬灶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蚤灶泽责蚤则葬贼蚤燥灶 葬灶凿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糟藻 贼燥 贼澡藻 糟燥皂皂怎灶蚤贼赠 澡藻葬造贼澡 糟燥灶泽贼则怎糟贼蚤燥灶 蚤灶 贼澡藻 灶藻憎 糟藻灶贼怎则赠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郧葬燥赠燥怎 悦燥怎灶贼赠曰泽糟澡蚤泽贼燥泽燥皂蚤葬泽蚤泽曰藻皂藻则早藻灶糟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