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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 血吸虫病是严重危害我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传染病之一。江西省余江县历史上曾是血吸虫
病严重流行地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领导下，余江县于 1958 年在全国率先以县为单位消灭了血

吸虫病。
《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报道了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成果与经验，毛泽东主席为此写下《七律二首·

送瘟神》光辉诗篇，从此激励着几代血防人前仆后继，不断推进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程。2016 年，余江县又成为江
西省第一个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的县（市、区）。本文全面回顾了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历程，系统总结了余江县消除血
吸虫病的成功经验，阐述了余江县血防经验的内涵、意义及启示。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七律二首·送瘟神》发表 6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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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and insights of schistosomiasis elimination in Yujiang County of
Jiangxi Province—Commemo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publishing Chairman

Mao Zedong’s two poems“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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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 Schistosomiasis is one of the major infectious diseases that seriously endanger the health of people，and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fore the year of 1949，Yujiang County of Jiangxi Province was one of hyper⁃endemic regions for schis⁃
tosomiasi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under the leadership and high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
nist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after the arduous struggle with schistosomiasis，Yujiang County became the first county that
reached the standard of eradication of schistosomiasis in 1958. Moreover，Chairman Mao Zedong gladly wrote the famous poem
of "Farewell to the God of Plague". Since then，the work of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has been greatly inspired by the poem. In
2016，Yujiang County became the first county of schistosomiasis elimination in Jiangxi Province. In this paper，the experience
and process of eradication and elimination of schistosomiasis in Yujiang County ar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and summarized by
analyzing the endemic situation of schistosomiasis before and after the eradication and elimination in Yujiang County，to ex⁃
pound the significa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in Yujiang County. This paper commemorates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Mao Zedong’
s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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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6 月 30 日，
《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

《七律二首·送瘟神》光辉诗篇，从此激励几代血防人

为题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成果与经

前仆后继，不断推进全国血吸虫病防治进程。半个多

验，称赞余江县“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战线上插上了

世纪以来，余江血防成果巩固，第一面红旗高高飘扬。

第一面红旗，给祖国血吸虫病科学史增添了新的一

本文通过系统回顾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历程，总结血

页。科学家们认为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毛泽东

吸虫病消除的成功经验，并阐述余江县血防经验的内

主席读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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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送瘟神》发表 60 周年，激励我们血防人在新时代

继续群策群力、科学防治、甘于奉献、誓送
“瘟神”
！
1

1949 年前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概况
余江县位于江西省东部、信江中下游。白塔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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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和余江县血吸虫病防
治站［1］。为加强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江西省血

吸虫病防治所于 1953 年 4 月从浮梁县迁至余江县邓

埠镇，并在马岗乡设立防治实验区开展防治实验工

境内主要河流，自南向北贯穿全县，至锦江处汇入信

作 ，从 此 拉 开 了 余 江 县 血 吸 虫 病 防 治 及 研 究 的 序

江，为鄱阳湖流域的一部分。血吸虫病在余江县始流

幕［5］。该时期的血吸虫病疫情调查，主要是到各乡村

行于何时，史无记载。据群众回忆，在清朝、民国时

挨户访问、逐人登记，并进行查病、查螺；调查结果显

期，该县白塔河两岸的马岗、西贩、蓝田贩等地就有
“大肚子病”流行。据紫云乡西贩村《吴氏宗谱》、杨家
车村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九月纂修的《宗谱》
等对人口大量死亡的记载统计与文学化表述来推测，
该县可能在清乾隆年以前就有血吸虫病流行 。最
［1］

示，当地居民血吸虫感染率最高达 31.98%，钉螺血吸
虫感染率最高达 38.59%［6］。

2.3

多形式多措施并举，
广泛宣传科学防治知识

防治

初期，由于科学文化落后、封建迷信思想盛行，余江县

群众普遍对血吸虫病不了解，只相信得“大肚子病”是

早有明确的记载是 1946 年（民国 35 年）
《余江县政府

因为村子“风水不好”、吃了狮子岩流下来的“锈水”，

工作报告》，称该县狮岩乡（新中国成立后划为马荃乡

或是命里注定等等。为此，血防部门有针对性地采用

和邓埠乡的一部分）
“曾发现日本住血吸虫病”，说明

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传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并积

余江县在 1946 年已被当时政府确认为血吸虫病流行
区 。
［2］

血吸虫病的流行与严重危害，曾致使余江县人口
减少、生产力下降、人民生活贫困。据资料显示，新中

国成立前的 30 年间，余江县有 2.9 万人死于血吸虫
病，42 个村庄被毁灭，大量良田无人耕种 。如该县
［1］

荐头村原有 500 多户 2 200 多人，号称“荐头府”，刚解

极发动群众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例如：① 采用

当时先进的留声机、幻灯片等，吸引男女老少来听“洋

戏”、看“土电影”扩大宣传面；② 利用显微镜等设备，

将查获的钉螺和送检的粪便样品当众检查，让群众亲

眼看见自己粪便中的血吸虫卵，以及从钉螺中逸出的

尾蚴，从而受到教育；③ 采用治愈病人现身说法等教

育形式，使群众从迷信中走出来，转而积极配合治疗，

放时仅剩 8 户 24 人，缩减成了荐头组；位于白塔河东

并自觉投入到管水、管粪和查灭螺等群众性血防工作

后发展到第 34 世（19 世纪初期）时，有 500 余户 2 200

班，
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地开展血防工作［7］。

岸的邓埠镇马岗大队上黄村，早年自福建和平组迁来

中；④ 开办了 2 期共 120 余人的血防专业人才培训

余人，但第 35 世之后因疫病影响，人口逐渐减少，绝

2.4

“千村薜
户、有 48 个寡妇，因而曾被称为“寡妇村” 。

晚期血吸虫病治疗等一系列实验，探索有效防治方法

户数逐渐增多，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全村只剩 46
［3］

开展防治实验，探索推广有效灭螺方法

1953-

1955 年，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开展了灭螺、粪管和

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正是余江县血吸虫病流

和措施。为彻底消灭钉螺，初期先后开展了人工捕捉

行区旧貌的真实写照。

钉螺、火烧灭螺、茶枯灭螺等多项灭螺试验，但效果均

2

不理想。后结合秋季铲草积肥进行修沟灭螺实验，即

2.1

19491949
-1958 年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措施与成果
政府牵头，初步摸清血吸虫病流行范围

余江

“三光”铲草堆肥灭螺试验，发现此方法对降低钉螺密

县解放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度有一定效果（钉螺密度从修沟前 28 只/0.1 m2 下降至

查证实，余江县为血吸虫病流行县。全县血吸虫病流

有推广价值与可能性。此后，根据“堆肥闷死钉螺”的

1951 年 3 月，经当时江西省政府卫生厅组织的初步调

行范围以白塔河为中心，涉及 5 个乡（镇、场）、14 个行

7.5 只/0.1 m2）；且该方法可结合积肥，顺应群众意愿，
事实，江西省血吸虫病防治所利用冬季整修水利，进

政村的 95 个自然村，流行区面积达 223 km ，占全县总

行“开新沟，填旧沟，土埋钉螺”实验（以下简称“开新

余人受到血吸虫病威胁；有钉螺分布面积 78 hm ，钉

效果好，
而且结合水利容易推广［1］。

2

面积的 23.67%；血吸虫病患者 4 000 余人，有 30 000
2

螺最高密度达 264 只/0.1 m2［4］。

2.2

设立专业防治机构，全面开展疫情调查

1953

填旧”
）及推广实验，发现此方法不仅经济实用、灭螺
2.5

制定防治规划，实施以“灭螺”为主的综合措施

1955 年，第一次全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会议提出

年 12 月，余江县成立了第 1 个基层血吸虫病防治领导

了“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战略方针”。余江县委在认

年 4 月和 1956 年 4 月，又先后成立了以县长兼任主任

工作形势，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

机构——马岗乡上黄村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1955

真总结前几年防治工作经验教训基础上，分析了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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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两年消灭血吸虫病规划，下发了县委第一份“关

于血防计划方案”的文件 。1956 年 1 月 19 日，县委
［1］

在邓埠镇召开全县消灭血吸虫病誓师大会。实施消

灭血吸虫病规划的初始期，正值 1955 年末、1956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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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县境内首先发现钉螺者有奖，但至今无人领此
奖。

3.1.2

多部门配合协作，综合治理项目不断

在巩固

监测阶段，余江县坚持以“四结合”原则（血防工作与

的冬季，也是余江县农业合作化发展高潮之际，土地

水利建设、农业生产、环境改造、爱国卫生相结合），开

已归集体所有统一管理，这为开展“开新填旧”等大规

展有螺环境的综合整治。如通过实施白塔渠东、西片

模灭螺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余江县委及时应用并

区水利改造工程，调整水系，改善了环境；通过结合农

推广了前期防治试验的成果，实施了以冬季兴修水利

田基本建设和农机推广项目，引导群众调整产业结

为契机进行大规模“开新填旧”灭螺、结合农业积肥进

构，推进“水改旱”、
“ 水旱轮作”耕作模式，使农田成

行沟渠等“三光”铲草灭螺、利用春季“送肥造肥”开展

格、沟渠成行，硬化沟渠，水田变旱地；通过结合爱国

粪便管理杀灭血吸虫卵等防治措施，掀起了全党动

卫生运动和新农村建设，兴建自来水、手压机井和三

员、全民动手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高潮。与此同

格式无害化户厕，对村庄周边环境进行整治。这些综

时，全县积极开展查治病工作，并新建了公厕、水井等

合治理项目的实施，一方面改变了钉螺孳生环境，同

基本设施，开展
“两管”工作［4］。

时也使流行区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9］。

2.6

实现消灭目标，血防红旗载伟人诗篇

1953-

3.1.3

血防健教形式多样，全民血防意识不衰

余江

1958 年，余江县通过 6 年的血吸虫病积极防治，取得

县采用各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包括在流行区张贴或

5 810 人·次，共查治血吸虫病牛 65 头、病犬 1 只，累计

血防人员、老先进模范、老血吸虫病患者深入学校、社

治理有螺环境 96.04 hm2［1］。1958 年 5 月 12-22 日，经

区开展血防历史教育等。特别是充分利用和发挥余

江西省委血防领导小组复查鉴定，证实余江县达到了

江血防纪念馆的作用，不定期组织全县广大干部、群

“根除血吸虫病的标准”
（《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和根除

众、军人、学生等到纪念馆参观，
强化全民血防意识。

了显著成果。全县共查出血吸虫病人 4 750 例、治疗

书写宣传画、播放血防专题影片、开设血防课，聘请老

血吸虫病暂行标准》，1958 年），成为全国第一个以县

3.2

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为题报道了余江县消灭血吸

在消灭阶段因外出等原因而漏查的人群以及因故未

虫病的消息。毛泽东主席阅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治的历史遗留病人等，进行检查清理、立卡登记和补

3

19591959
-2018 年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巩固阶段的措

施与成果
3.1

防治措施

余江县实现“消灭血吸虫病”目标

后，没有放松防治巩固措施，仍然因地制宜、持续采取

一系列防治和监测措施，使全县血防成果得到长效巩
固，并于 2016 年达到血吸虫病消除标准。期间的防

治巩固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
3.1.1

专业机构队伍不散，监测工作不停 余江县始

终保持有完整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县血吸虫病防
治站每年对流行区人群、家畜进行血吸虫病检查，坚
持开展日常门诊检查并定期前往在鄱阳湖作业的渔
业队开展查治病。同时，加强对来往于血吸虫病流行
区的人员、家畜及捕鱼船、渔具、水产品等的监测工
作。每年坚持春秋两季的螺情监测，对历史有螺环境
及有潜在传播风险的信江两岸非流行区等开展钉螺

充查治，并定期随访。1958 年后，曾先后发现血吸虫
病人 1 610 例（次），其中新病人 712 人；但自 1973 年以

后未再查出新病人。在 1959 年 和 1964 年 分 别 查 出

1 头和 7 头病牛，但其后未再发现病畜［1］。1958-1965

年曾发现 32 个残存螺点，面积总计 13 482 m2；1971-

1983 年曾发现 3 个残存螺点，面积为 1 236 m2；此后未

［10⁃11］
再发现过新螺点（图 1）
。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成

果得到进一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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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欣然命笔”，
写下了不朽诗篇《七律二首·送瘟神》
。

1958 年余江县达到“消灭血吸虫病”

目标后，继续加强对血吸虫病传染源的监测，重点对

人群血吸虫感染率（%）

为单位消灭血吸虫病的地区。1958 年 6 月 30 日，
《人

防治成果

年份

图 1 1958
1958-2017 年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趋势

调查。为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消灭”，建立了群众

性查螺报螺激励机制。1986 年和 2004 年，余江县政
府两次发布《关于奖励群众报告钉螺的通告》，规定凡

4 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经验的内涵

余江县自 1953 年起全面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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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958 年 5 月成为全国第一个以县为单位消灭血吸

虫病的地区，又于 2016 年成为江西省第一个达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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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区乡（镇）、村级卫生人员成为生产、生活第一线的
血防“侦察兵”；同时，充分利用“血防纪念馆”，强化全

吸虫病消除标准的县（市、区）。回顾余江县血吸虫病

县干部群众的血防意识。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七律二

防治历程，以及实现血吸虫病消除的经验，其血吸虫

首·送瘟神》后记中写的“党组织、科学家和人民群众，

病防治经验的内涵可总结为以下方面。

［13］
三者结合起来，
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

4.1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血防工作贯彻始终

余江县

委县政府始终将血吸虫病防治作为促进生产、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56 年 1 月成立

5

5.1

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经验的意义及启示
为全国血吸虫病流行区树立信心，掀起了“送瘟

神”高潮

1955 年中央提出“一年准备，四年战斗，两

的“中共余江县委防治血吸虫病五人小组”和“县血吸

年扫尾”的血吸虫病防治规划后，余江县积极实施“半

虫病防治委员会”，组长和主任均由时任县委第一书

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的

记李俊九担任；各区、乡、镇、农场和农业社随后也成
立了由各级党组书记担任组长的“血防三人小组”和
行政上的“防治委员会”。在具体防治工作中，要求各
级党政及其血防机构做到“四统一”
（统一领导、统一
安排、统一检查和统一汇报）和“四坚持”
（坚持将血防
工作列入党政议事日程，同生产和其他各项重大工作
一起研究部署；坚持书记挂帅、专人负责，部门配合；
坚持结合生产开展血防；坚持定期会议汇报制度，在
党的领导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坚强有力的工作组织体
［12］
。1958 年实现消灭血吸虫病目标后，余江县委
系）

及时提出了“长期观察，定期复查，反复斗争，巩固胜
利”的十六字方针，并在此后的历届县委县政府工作
中坚持贯彻。2005 年后，县政府每年以“一号”文件

的形式部署血防工作，并将每年的 4 月 30 日定为领导

干部“查螺日”，要求县四套班子领导同干部群众一起
参加查螺工作，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血吸虫病
防治工作，为巩固血吸虫病防治成果营造了良好的社
会氛围。
4.2

血吸虫病防治与生产密切结合消除流行环境

余江

县在消灭血吸虫病过程中，始终坚持“以生产为中心，
以血防为重点”的指导思想，坚持因地制宜将血吸虫

病与水利建设、农业生产、环境改造、爱国卫生等工作
密切结合，收到了一举数得、事半功倍的防治效果。
如冬季兴修水利与开新填旧灭螺结合、夏季割青沤肥
与“三光”灭螺结合、治病工作与农事错开安排等，使
历史钉螺孳生环境得到根治，影响血吸虫病流行的因
素也得到了进一步消除。
4.3

科学防治监测不停巩固防治成果

防治规划，并于 1958 年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成为血

防战线的“第一面红旗”，毛泽东主席为此写下了《七

律二首·送瘟神》的光辉诗篇。这不仅为全国血吸虫
病流行区的防治工作树立了信心，余江县探索出的成
功血防经验也对其他流行区、特别是山丘型流行区的
防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毛泽东主席
在《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所述的那样“血吸虫病，过
去 人 们 认 为 没 有 办 法 对 付 的 ，现 在 也 有 办 法 对 付
［13］
。余江“第一面红旗”和伟人的号召，不仅在全
了”
国掀起了“送瘟神”高潮，而且激励了几代血防人前仆
后继，不断推进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进程。

5.2

进程

为消除血吸虫病树立典范，推进全国血防达标
余江县在全国率先实现以县为单位消灭血吸

虫病的成功经验，在当时堪称医学科学史上的伟大创
举，也是广大群众运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除害灭病

的创举。余江县因此在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被授予
了“消灭血吸虫病”成果奖。“第一面红旗”的榜样和

激励作用，在今天依然为我们所珍视感怀。2006 年，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在余江县召开的全国血
吸虫病防治工作会时，称赞“余江县为巩固血防成果
树立了典范，
‘战天斗地，敢为人先，不达目的决不罢
休’的余江血防精神是我们做好血防工作的一个宝
［14］
贵财富”
。目前，全国正处在全面实施以消除血吸

虫病危害为新目标、开展监测响应为主要干预措施的
血防新时期，
“余江血防精神”已成为我国血防工作从
控制走向消除的动力来源之一。
5.3

余江县消除血吸虫病是我国制度优越性和疾病

防控工作的成功范例
在血吸虫病

防治初期，在实施每项措施前都先行试点，实行干部、

余江县立足基层公共卫生防

疫，通过“党组织、科学家和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

防治人员和群众“三结合”，共同开展各种血吸虫病防

的办法开展血防工作，率先消灭了血吸虫病并有效巩
固了防治成果，展示出“余江血防经验”对中国血吸虫

治实验研究，摸索经验，再全面推广，并在防治过程中

病防治工作的普适价值。建立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各

注重质量控制和监督。消灭血吸虫病后，加强监测、

级防控组织体系，实行专业人员指导、广泛的社会动

创新防治机制，在保留县血吸虫病防治站基础上，建
立和完善了县、乡、村三级血吸虫病防治网络，使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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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全省有螺环境的活螺平均密度和有螺框出

现率分别为 0.392 0 只/0.1 m 和 12.93%，其中山丘型

了科学依据。

2

环境均高于湖沼型环境。有螺环境及活螺密度等多
项指标分析均表明，杂草是有螺环境中最主要的植被
类型，表明钉螺分布与草的分布密切相关。

2016 年，安徽省新发现钉螺面积 1 287.65 hm2、复
现钉螺面积 1 375.32 hm2。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
面：① 2016 年入夏之后，长江流域遭遇了长时间的强

降雨，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全省出现了较大范围的
扩散情况［4］。历史经验表明，洪涝灾害还有滞后效

应，存在钉螺扩散的风险［11］，因此不排除此后年份有
新螺区出现或复现的可能。② 本次钉螺调查利用

GPS 与 Google Earth 重新测算了全省钉螺分布面积，

少量的新发现与复现钉螺面积是由核算出来的有螺

面积与历史数据间存在差异所产生，并非真正的新发
现与复现环境。
调查显示，全省历史累计有螺面积为 14.10 亿 m2，
且主要分布于长江、新安江和高邮湖畔等水系。调查

还发现，70% 以上的历史有螺环境未发生改变，表明
大部分历史有螺环境仍具备钉螺孳生的条件，一旦有

外来钉螺引入或钉螺从毗邻环境扩散而来，就会重新
形成钉螺孳生地。

本次调查对每个环境用 GPS 进行了精确定位与

测绘，首次绘制出了安徽省钉螺孳生环境分布的电子
地图，调查结果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全省钉螺分布的历
史与现状。这为全省控制血吸虫病提供了一份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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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也为制定“十三五”规划和今后的防治工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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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与民众参与的科学防治是我国血防取得举世瞩目
成就的法宝，也是中国特色公共卫生体系的体现，更

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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