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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野生动物为食很危险 ! 作为埃博拉

病毒的源头和疫情最严重的地区 " 西非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 解放军
067

医院

门诊部副主任周越塑表示 " 目前的研

究认为 "埃博拉病毒最早来自果蝠 "可

以传染给其他动物 " 进而传给人类 !

而在西非靠近热带雨林的边远村庄 "

由于部落文化 " 一些人以打猎为生 "

把果蝠当做常见食物 !

脏乱差的环境必须改变 ! 刚从

几内亚完成救治任务的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么 #音
;$3

$

改琦告诉记者 "卫生环境差是导致

西非埃博拉传播迅速的重要原因 %

据他介绍 "几内亚没有垃圾处理系

统 "常是垃圾遍地乱丢 "加上高温

潮湿的气候 "就为细菌 &病毒以及

蚊子 & 苍蝇等传染病媒介的繁殖

提供了 '温床 ( %并且 "当地人群流

动性也非常高 " 极易造成病毒传

播 %

医疗落后" 缺乏必要的防疫知识 %

非洲国家大部分人生活贫困 " 身体抵抗传染

病的能力不强% 同时"由于教育和医疗条件落后 "

他们缺乏现代医学和防疫知识% 而且 "当地人有自己

的习俗"很多人会走到死者身边抚摸或是亲吻"埋葬时也

不考虑疫情防控"无形中增加了感染风险 % 另外 "西非医疗

资源严重匮乏 "紧缺药品和物资 "特别是帐篷 &救护车等 "无

法满足治疗需求%

国家基础投入不够 % 周越塑说 )'一个国家应对大规模公

共卫生危机的能力 "与它的治理能力有着紧密联系 % (西非国

家政府投入不够 "一些非常基础性的卫生手段 &初级的卫生注

意事项等也比较缺乏 % 此外 "部分国家还饱受国内政治动荡 &

族群冲突和恐怖袭击的影响 "这些都影响了防范病毒传播的努

力 % 反过来 "埃博拉也在破坏西非国家的政治稳定 "让防控工作

更难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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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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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丝状病毒科中的一

种病毒$ 可导致埃博拉病毒出血热$ 罹患此病可致人死

亡$感染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症状%包括恶心&呕吐&腹

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体内出血&体外出血&发烧等'$

感染者症状与同为纤维病毒科的马尔堡病毒极为相似$

具有
86:@A6:

的致死率$ 致死原因主要为中风& 心肌梗

塞&低血容量性休克或器官衰竭( 埃博拉病毒的生物安全

等级为
9

级!艾滋病为
0

级$

BCDB

为
0

级$级数越大防护

越严格')病毒潜伏期可达
7@7.

天$但通常只有
8@.6

天*

76.9

年非洲爆发此病毒疫情$ 为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

博拉疫情*

76.9

年
.6

月
.

日$美国本土出现首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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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的进步"让航天器都载着生命飞上了天"但

在应对传染性病毒方面"人类却屡屡栽了大跟头%此次当

埃博拉病毒跨过地中海"飞越大西洋"登陆欧美的那一刻

起" 疫情便成为了国际社会在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共

同挑战%埃博拉不仅带来恐惧和伤害"也提醒我们在防控

等方面的诸多不足%

流行病学研究不够深入%埃博拉病毒并非新的疾病"

然而多年来它都没得到有效的控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表示"这个病从动物到人是

如何传播的"人与人之间又是如何传播的"都没有弄清

楚% 一方面"这跟学者的研究兴趣有关*另一方面"现场流行病学研究的难度会更大% 不过"如

果没有坚实的流行病学调查"就无法提出全面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

医务人员防护有疏漏%近来"不断有医生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消息传出"医务人员对传染病

的防护应该是专业的"由此可见防范埃博拉还有疏漏之处% 曾光认为"传染病的病理特点"意

味着医务人员感染的风险会更高"因此需要格外注意%一旦怀疑是埃博拉"应该采取最高级别

的全方位防护"包括切断呼吸道&消化道&皮肤粘膜接触等% 北京市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

重大传染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崔小波建议"我国应给医务人员购买公共卫生保险%

缺乏国际合作% 崔小波表示"加快国际合作以促进医疗资源均衡分配"是防控

疾病的重点"但西非国家多年来一直医疗资源不足"又被国际社会忽视% 世卫组织

的内部报告也承认"埃博拉疫情爆发初期"应对工作存在多项失误"比如今年第

一例埃博拉病例出现在
7

月"但当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
5

月世卫才发布

预警"疫情已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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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究竟有怎样的+狰狞面目(,我们应避免哪些预防误区,

这里总结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帮您做好生活预防%

埃博拉是否通过空气传播,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表示"埃博拉病

毒不大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传播% 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患者的血液&分泌

物或其他体液传播% 不过"周越塑表示"目前还不能排除可能通过空气传

播的风险%

潜伏期的埃博拉感染者是否会传染别人,解放军
067

医院感染性疾病

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赵敏表示"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一般在
8@7.

天"这个

阶段的病人不具备传染能力%而一旦起病"发病很急"会出现高热&全身肌

肉疼痛&咽痛等显著症状"很容易识别%

勤洗手能够预防埃博拉吗, 周越塑说"勤洗手是很好的预防习惯"

能起到一定预防效果% 但鉴于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方式"仅靠洗手并不

能完全降低感染风险%埃博拉流行于炎热的非洲"在气温低的地方病

毒会不会死掉,周越塑表示"目前研究发现"埃博拉传播跟气候关系

不大% 现在去西非是否不安全, 旅游等是否应停止, 周越塑说"个

人层面"尽可能不去非洲疫区旅行"如非去不可"需在出发前咨

询疾控部门"知晓注意事项% 抵达非洲后"先要了解当地卫生

部门提供的信息"避免去已被划为疫区的地方"尽量避免与

确诊患者&疑似病例接触"减少与人握手的次数%

不接触患者是否就安全, 周越塑表示"埃博

拉病毒可以通过血&尿&体液&排泄物&分泌物等

传播"因此不接触患者"也有可能被经由其他

地方的体液感染% 与埃博拉患者同行会被传

染吗,周越塑说"如果与埃博拉患者处于同一

航班且邻座"有被感染的风险%不过"只要乘

客不与患者产生直接接触" 如患者血液滴

落至乘客皮肤"不让患者呕吐至乘客面部

或创伤口"产生感染的风险就不大%

埃博拉能不能被杀死, 北京地坛医

院感染一科主任陈志海表示" 一般来

说"当病毒存在于人体外时"一般的消

毒剂就可以杀灭% 而且"任何病毒在没

有细胞营养的条件下" 自身的生存周期

都不长% 但当病毒存在人体内时"我们需

要了解"病毒与细菌疾病在治疗上有很大

的不同" 抗生素或者抗菌药物是可以杀灭

细菌"但目前不存在杀灭病毒的药物"我们

能做的是抑制病毒% !尹若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