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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的新大陆螺旋蝇

简介一个国际计划如何保护北非野生动物和家畜

免受"死亡之蝇"侵害

1988 年春，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
国的家畜身上发现了几例蝇阻病一一一种

侵袭动物伤口的疾病。引起这些蝇姐病的

幼虫被送往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鉴别。当

验明为新大陆螺旋蝇 (NWS) ，即"嗜人锥

蝇飞Cochl伽仰加m饥ivorax )时，不管利比亚

还是欧洲，很少有人对此感到忧虑。这是不

足为奇的，因为那里的人几乎没有或者说

根本没有这种寄生虫的经验。

欧洲见过 NWS 的少数个人(主要在联

合国机构内)则反应强烈。他们同美洲人民

一道，立即向欧洲人和北非人发出警告，提

醒他们这种 NWS 会给非洲、中东和欧洲南

部的家畜、野生动物和人带来巨大危险。

(参见第 19 页的地图。)一时间，新同媒介

大量报道了这种 NWS 可能对旧大陆造成

的威胁，这些报道为获得公众对解决这一

问题的强烈支持帮了大忙。

在国际这一级，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

织 (FAO)于 1989 年春确认利比亚存在这

种寄生虫。这就是说 NWS 在利比亚经过了

1988-1989 年的冬季后仍然活着，如果不

加控制必将造成严重威胁。这一认识成了

国际社会随后采取行动帮助利比亚从北非

根除掉 NWS 的起点。

根除 NWS 的计划

1989 年初，利比亚政府做出了消灭该

Lindq酬先生是 FAOjlAEA核技术用于农业

联合处的职员，曾担任根除利比亚新大陆螺旋蝇

计划的主任. Abusowa 先生是利比亚的黎波里兽医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曾是该计划的利方主任.

国螺旋蝇的决定。这项决定得到了财政和

政治上的有力支持，其认识基础是美国和

墨西哥已在根除 NWS 方面取得了成功，因

而利比亚同样可以办到。·利比亚当局指定

利比亚兽医服务中心负责 NWS 的根除工

作，它在 FAO 和联合国其他组织直接和全

面介入此事之前已制定了一项行之有效的

监视和防治计划。

FAO 和lAEA在几个月内制定出了行

动计划。该计划由一系列相互有关的部

分组成 z 监视，控制，检疫，昆虫不育技术

(Sπ) ，流行病学和新同报道。支助活动包

括幼虫和成虫样品的实验室鉴别、NWS 的

小规模饲养、少量的研究与开发、设备维修

以及行政管理等。

本文重点介绍该计划在保护北非免遭

NWS 威胁方面已证明比较成功的几个关

键方面。在利比亚记录到最后一例 NWS 的

日期是 1991 年 4 月 7 日一-1990 年高达

12000 多例。 1992 年 6 月，利比亚政府正式

宣布这种害虫已从其领土上根除掉。

监视活动

通过大范围的监视，划定了利比亚存

备有关 NWS 及其根除情况的详细报告发表

在 FAO(Viale delle Terme di 臼raca且， 00100 Rome , 

I国川的期刊 WOI'I4 AlIimøl Reuiew 1991 年 10 月号

上.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参看 IAEA 于 1990 年 4 月

发表的-篇报告 A Pr咿ømme f Ol' f1Ie Erø4ict.归。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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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螺旋蝇的地区并得出了感染程度的合

理估计值。尽管在美洲新大陆，监视工作主

要由家畜饲养者做，由他们检查其家畜和

送交幼虫样品 F但在北非计划中，此事由利

比亚兽医服务中心的兽医小组负责。

在 1989 年年中监视活动开始时约有

40 个小组， 1990 年年中增加到 94 个， 1991

年年中超过 100 个。每个小组由 3 人组成，

配有车辆、幼虫取样设备和用于治疗伤口

与给家畜作喷洒处理用的杀虫剂。给每个

小组指定一条具体的路线，每隔 21-28 天

巡视一遍。在该小组负责区内的所有家畜

都要受检查。制订了数据管理、样品处理等

方面的制度，并照此办理。地图加上了网

格，以便得到标出 NWS 蝇姐病例的准确坐

标的网格地图。

控制和检疫活动

监视小组通过给家畜(主要是绵羊)喷

药控制 NWS 蝇姐病的发生，并治疗个别动

物的伤口。随着该计划的进展，给动物喷药

的次数减少，这些小组的主要工作改为治

疗伤口，不管伤口是否已受到 NWS 的侵

袭。采用的杀虫剂蝇毒磷具有一定的残效，

能防止新产下的卵酿成蝇姐病。

检疫活动开始时靠"检查站"完成，由

它们拦截、检查和处理正在感染区内部和

外部转移的家畜。 1990 年 12 月时，设立了

11 个检疫站，主要设在感染区周围，以防止

已感染 NWS 的动物被运到邻近未感染区。

检疫站由大蓬车构成，必要时可移动。起初

检疫站只白天工作。但到 1991 年春末，检

疫站便昼夜不停地工作。

检疫人员的培训是在利比亚进行的。

制定了有关的法律要求并照此办理。每个

检疫站配有车辆、幼虫取样设备、治疗伤口

和作喷洒处理用的杀虫剂，以及用来给离

开感染区的动物喷药的设备。

昆虫不育技术

根除利比亚 NWS 的决定要求使用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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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不育技术(SIT)。这种技术(唯一可利用

的根除技术〉已经在美洲 NWS 根除工作中

使用了 25 年以上。

SIT 是一种以辐射为基础的技术，包括

大量饲养目标害虫，使之绝育，然后释放到

感染区。同不育雄性交配的雌性将不会产

生后代，经过一段时间，这种昆虫的虫口将

减少。

为了更加有效，SIT 要求在整个感染区

接连几代不断投撒大量高质量的不育蝇。

因为不育雄性不是去杀害本地的害虫，只

是同雌性交配，因而害虫虫口的减少不会

太快。中断投撒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因为野

生害虫之间将继续交配。在根除工作的初

期，如果投撤不育雄性的工作中断一周，那

么也许需要多投撒两个月才能将野生害虫

-群体的不育状况恢复到中断前的水平。因

此，必须十分谨慎，以确保每次投撒按规定

的时间表进行，不留空隙。 NWS 的根除工

作要求每周投撒两次，每次投撒几百万只

不育蝇。

在利比亚，第一批必须做的事情之一

是，证实利比亚的 NWS 蝇种和墨西哥的

NWS蝇种的交配亲和性。这需要收集利比

亚的蝇蝠，然后送到美国北达科他州的法

戈，由那里的属于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司

的实验室进行检验。他们发现这两个蝇种

是完全亲和的。

早期需作出的决定之一，是从墨西哥

购买不育 NWS 还是在旧大陆建造大量饲

养 NWS 的新设施。鉴于建造新设施所需费

用高时间长，所以组织者决定从墨西哥一

美国根除螺旋蝇委员会(MACES)购买不育

蝇。该委员会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图斯特拉

一古铁雷斯开设了世界上唯一的螺旋蝇大

量饲养厂。

祷 "Reproductive compatability and mitochondrial 

DNA r田triction site analysis of New World Screw

worm , CoclúWm伊a 岭mtntvor町， from North Africa and 

Central America" , D. B. Taylor , L. Hamrnack , and 

R. L. R，ωhrdanz ， Med:四1 and Ve肋inary E:脚栅logy ， 5 ，

145-151 (1 991). 



有时被称为"死亡之蝇"的新大陆螺旋蝇

(NW剖，是历史上对西半球温血动物危害性最大

和造成经济损失最重的害虫之一。 1988 年在利比

亚发现了此种害虫，给该国和周边地区造成严重

的健康和经济危胁。

这种蝇本身是无害的，它的死亡之蝇的恶名

来自其幼虫 。 这种幼虫的生存完全依赖于宿主动

物的活组织。 它们引起的伤口被称为蝇姐病，即在

动物或人体组织中出现双翅幼虫 。

从监视和动物治疗、动物死亡以及产量损失

的角度看，NWS 的存在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

即使受感染的动物不死亡，它们也比较容易感染

其他疾病，牛奶和肉产量会受到严重影响。 生皮的

损坏和检查与治疗费用会给家畜饲养者带来重大

的经济损失 。 为检查和治疗 NWS 病，每头牲畜每

年的费用约 4-10 美元，因而可以估算出这种害

虫的存在每年会给利比亚造成 2800 万美元以上

的经济损失。 北非地区 5 个国家的牲畜总数为

7000 万头，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每年会达到 2. 8

亿美元。

国际北非 NWS 根除计划的迅速和高效实施，

阻止了这些后果的出现。 1990 年最初的估计是此

项计划持续两年，需花费1. 175 亿美元，实际 1 年

就完成了，费用为 6660 万美元。

一份有关北非螺旋蝇的经济影响的独立研究

报告指出，该地区从根除螺旋蝇的得益每年在 3

亿美元以上。 这表明对该地区来说效益与费用之

比为 50 : 1. 

根据这项大型的根除计划，在利比亚西北部

28 000 恤'已知的整个感染区域内，开始时每周投

撒 2800 万只不育蝇。 投撒区后来扩大到包括该地

区周围的保护性屏障区，其中包括该区西部边缘

突尼斯境内约 2500 km' 的一个地区 。 每周投撒的

不育蝇增加到 4000 万只 。

在支持这一国际行动方面，IAEA 起了重要的

作用 。 它的工作范围从支助性的试验和研究活动

(其中包括研究不同品系的 NWS 及从墨西哥试运

不育 NWS 娟以研究运输对螺旋蝇质量的影响) , 

直到提供塞伯斯多失实验室的技术专家和设备。

照片:利比亚农民正在检查骆驼受

NWS 感染的情况。〈来源 :FAO )

• 利比亚灾区

圄 受直接威胁的国家

口
如不采取根除行动
将受到威胁的国家

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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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制定了将数亿只不育 NWS 从墨

西哥空运到利比亚的计划。将NWS 运送这

么长的距离，过去从未尝试过，这是可能存

在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IA巳气的初步试

验表明，这是可以办到的。因为拥有足够每

周投撒两次用的高质量不育蝇是一个绝对

必需的要求，所以在安排空运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

为了使投撒有效，需要做的事情很多，

如 z必须在的黎波里建立一些设施，以处理

收到的大量 NWS，必须对工作人员进行培

训1 ，必须安排飞机;以及建立监测系统。

对来自墨西哥的每批不育 NWS 曾做

过质量控制检验。每次运输 3-8 批，在该

项目的初期，每周运输 350 万只，后来每周

增加到 4000 万只。在墨西哥和利比亚对同

一批不青蝇做过同一性检验。数据清楚地

表明，投撒在利比亚的不育蝇的质量同投

撒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基本相同。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将数亿只不育

NWS 从墨西哥运到利比亚的工作，没有出

现大问题。

在该项目的规划期间还决定，需要在

利比亚进行的有关不育 NWS 的操作越简

单越好。因此，投撒不育蝇的准备工作要尽

可能在墨西哥完成，包括将不育 NWS 装在

专用纸箱中，里面放有葡萄糖和水的果冻。

尽管这增加了从墨西哥运来时的体积，但

是它使得在利比亚进行的作业相当简单。

若采用运输散装不育 NWS 蠕然后在利比

亚分装的方案，则费用要高得多。因为需要

添置复杂的装箱设备(包括维修能力) ，装

箱用温控车间，将大量盒装不育 NWS 从装

箱中心运到的黎波里机场分发中心的温控

车辆，并要雇用和培训另外的工作人员。

作出在墨西哥将不育 NWS 装箱并尽

量减少在利比亚的操作这一决定的主要考

虑是，要绝对保证在利比亚没有足够多的

高质量不青 NWS 可供每周投撒两次之用

的风险尽量小。

投撒不青蝇的工作始于 1990 年 12 月

中旬，当时在感染区的 25%面积内投撒了

350 万只不育蝇。 1991 年 1 月 1 日起增加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2 年第 4 期

到 750 万只。每周投撒一次，为彻底根除阶

段作准备。根除阶段从 1991 年 2 月上旬开

始，每周收到 2800 万只不育蝇。在整个感

染区内每周投撒两次，覆盖面积为 28 000 

km2
0 1991 年 5 月上旬，投撒的不青蝇增加

到每周 4000 万只。投撒面积扩大到 40000

K时，包括感染区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大约

15 000 km2 的保护性屏障区。

不育蝇的投撒于1991 年 10 月 18 日结

束，距1991 年 4 月 7 日发现最后一例 NWS

感染约 6 个多月。从1990 年 12 月中旬到

1991 年 10 月中旬，总共投撒了 13 亿只不

育蝇。

流行病学工作与研究开发

在利比亚根除 NWS 的计划所需要的

流行病学工作与传统的不一样。

有关监视、检疫、捕蝇器、植被、气象、

家畜数量以及可利用不育蝇的质量数量的

一切数据，都要根据已掌握的有关 NWS 根

除技术的知识加以分析整理。每天都要做

出决定。根据对所获得的数据的分析来调

整在给定地区投撤不育蝇的数量。凭经验

作出 NWS 根除计划中该做哪些，不该做哪

些的决断。

因此，利比亚根除计划的流行病学活

动是决策过程中的关键组成部分。所涉及

的所有其他技术活动都围绕着流行病学分

析转，并给它提供数据。

研究与开发。实际上，在利比亚并没有

进行对这项 NWS 根除计划产生直接影响

的研究。只是偶而做一些简单的试验，目的

是证实某些问题。做过的试验同下列几方

面的工作有关 z修改投撒用降落伞，使得装

有不育蝇的纸箱不会碰着投撒飞机的尾部

或机身 z一侠收到墨西哥的不育蝇踊就采

用快速方法准确测量不育蝇的成熟羽化状

况 p测量不育蝇投撒情况及其在野外的存

活力 F测定不育 NWS 踊能承受的最高温度

/或持续时间，以便提供发生运输问题时紧

急处理不育蝇用的信息。预期这些试验的

大多数数据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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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宣传

与从利比亚根除"死亡之蝇"这一工作

同样看见得摸得着的一项工作，是争取公

众和家畜饲养者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

就不可能获得有关发病率的数据，不可能

治疗受感染的动物，或实施有效的检疫/动

物转移控制计划。曾将 SIT 及定期从低空

飞行的飞机上投放成箱不育 NWS 的情况

通告一般公众。必须不情一切代价避免公

众对这一行动的反对。

1989 年年中初次主动掀起了一次宣传

运动。这一运动由一名利比亚兽医牵头，从

而保证了技术内容的准确性。主要的宣传

方式是散发传单、张贴宣传画、播放录像以

及广播与电视的现场直播。还采用了其他

一些方法，使利比亚的一般公众和家畜饲

养者都能及时了解到与 NWS 有关的问题

和根除计划的进展情况。同饲养者的直接

联系主要是通过家畜饲养者协会建立的，

同一般公众的联系则是通过牲畜市场、学

校和其他公共活动建立的。

这些必不可少的工作有助于使 NWS

根除计划中的新闻与宣传部分得到落实。

迅速有效的反应

当大多数国际职员于 1990 年 10 月和

11 月到达利比亚时，几乎没有时间为根除

计划的开始实施作准备。他们的工作得到

了优秀的利比亚工作人员的帮助，这些工

作人员是 1990 年 9 月任命的，他们迅速熟

悉了该计划的所有方面。到 1991 年 1 月

底，从利比亚根除 NWS 所必需的一切条件

均已就绪。国际的和利比亚的工作人员已

作好准备，必要的设备和用品已运抵现场，

不育螺旋蝇将从墨西哥运来。

很幸运，一切准备工作都能按时完成，

充分利用了 1990 年 12 月下旬至 1991 年 2

月期间比往年冷的冬季气候条件.这种冷

天气使得NWS 蝇口急剧下降。 1991 年 2 月

的头几天，开始在整个感染区内投撒不育

NWS，当时大多数 NWS 踊尚在土中.随后

几周，当野生 NWS 成蝇羽化时，迎接它们

的是数量上占优势的不青蝇。

在利比亚记录到最后一例 NWS 的日

期是1991年 4 月 7 日， 1991年总共只见到 6

例。在全面根除计划开始以前的1989 年和

1990 年，曾记录到 14 000 多例. (见上图.)

由于 SIT 是在气候条件影响 NWS 蝇

口之时施用的，所以该项根除计划节省了

一年的作业时间和几百万美元。

成功的原因

该计划在利比亚的成功，回答了有关

管理和实施这类行动的一些问题.

就根除计划而论，不是成功就是失败，

没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必须做出技术

上和管理上的决定，将犯大错误的风险减

4 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 1992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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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些照片上的情景表明的，从北非根除

新大陆螺旋蝇 (NWS)的国际计划，是一项涉及世

界各地人员(从利比亚的农民和研究人员到墨西

哥的供应者)的多学科工作。 1991 年 2 月第一批

1050 万只不育蝇运抵的黎波里时，该计划的准备

阶段已为这场昆虫不育技术 (SIT)运动打好了基

础。随后 9 个多月，在投撒了 13 亿只以上的不育

蝇，并在紧张的监视、治疗和检疫活动的支持下，

这项 SIT 计划胜利结束。 1991 年 10 月，即发现最

后一例螺旋蝇蝇姐病后 6 个月，停止了不育蝇的

投辙。

本页照片(自左下 j顿时针) :一位利比亚农民

在领取几小袋杀虫剂，以治疗他的牲畜的伤口和

保护牲畜免受 NWS 侵袭;工作人员在查看有关

NWS 防治情况的宣传材料，并准备分发给利比亚

的牲畜饲养者;利比亚农村的儿童正在打开一只

从飞机上投下时盖子未打开的纸箱，以便释放不

育 NWS;墨西哥妇女在包装准备运往利比亚的不

育 NWS。

下页照片(自左丰J顿时针) :将装有不育 NWS

的纸箱装上飞机准备空投;在这次根除 NWS 运动

中投撒了数以亿计的不育蝇;一位利比亚实验员

在解剖捕获到的雌性 NWS，以确定它们是否不育，

这是质量控制检验的一部分。(来源:所有照片均

来自 F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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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绝对最低的程度。在规划和实施利比亚

计划时，最重要的两个考虑是 z把 NWS 限

制在利比亚境内，以排除在一个以上国家

内进行作业的极端困难性z尽一切可能确

保得到可供整个受感染区每周不间断地投

撒的足够多的高质量不育蝇。

该计划的一个有利因素是，螺旋蝇问

题对新同媒介的"吸引力" NWS 引起的蝇

姐病十分可怕，新同媒界很快就认识到

NWS 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野生动物的

极大威胁。利比亚和一些西方国家之间的

政治关系也值得报道。采用的 SIT 技术对

环境无害，增添了一个吸引新闻媒介的因

素。结果是，利比亚的 NWS 问题和此项根

除计划传遍了全球。这种公开性无疑有利

于获得实施该计划所需的资金。

在技术方面，从美洲 25 年成功地根除

NWS 的计划中获得的专门知识，是一个十

分有利的因素。知识是现成的，这里只是使

用。

利比亚政府的支持无疑是该计划获得

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或许可以说是最关

键的因素)。它在财力、人力、物力和政治方

面的支持，使得该计划有效高效的管理和

实施成为可能。

FAO 负责整个计划的实施，它得到了

联合国系统内其他许多组织的有力支持。

IAEA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了规划的制定，

并为 SIT 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技术支助。国

际农业开发基金会(IFAD)为获得众多捐助

20 多个国家以及区域的和国际的组织

向北非新大陆螺旋蝇根除计划提供了资金和

其他支助，它们是 z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

德国，爱尔兰，意大利，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典，联合王国，美国，

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粮农组

织，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

伊斯兰开发银行，石油输出国组织基金会，以

及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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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财政资助做了出色的工作。此外，IFAD

还积极参加了早期的规划工作。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UNDP)通过其驻的黎波里的办

事机构，有力地支持了这项计划，提供了大

量后勤服务，并协助国际职员与当地政府

打交道。

值得称道的是许多合同承包者的工作

和职业道德。 MAC囚负责在墨西哥饲养螺

旋蝇，使之不育和装箱 5德国货运公司负责

将不育蝇从墨西哥运到利比亚;利比亚航

空俱乐部负责在利比亚投撒这些不育蝇。

更重要的是，这些组织派出的每个人都工

作得很出色，这就是说他们对该计划的成

功有强烈的责任感。所有这三个单位所做

的都大大超过了对它们的最低要求。

FAO 规划这样一项规模大、技术复杂、

费用高的计划，必然要花费大量时间。如果

-FAO 不等到编制好详细的计划，或不等到

筹齐不间断地执行根除计划所需基金，或

在有关的现场工作人员就位和设备备齐之

前就匆忙行事，那该计划也是不可能成功

的。此外，从 MACES 大规模饲养工厂得到

不育 NWS 的安排，需要美国国会和墨西哥

政府的批准。该计划获得成功这一事实，证

实了 FAO 在物资和人员方面的规划和安

排既及时又有效。

FAO 为实施这一计划所建立的机制，

是仿照该组织的煌虫防治计划建立的，它

把决策权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这一有

效的做法是 NWS 根除计划获得成功的一

个重要原因。此外，FAO 还通过经常出版简

讯和其他信息资料让捐助国和有关各方及

时了解该计划的进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在计划全面开始实施之前，许多科学

家和行政管理人员曾对从利比亚根除NWS

计划的成功表示怀疑。怀疑出自一些先入

之见，如发展中国家中的技术援助项目相

当大的一部分都失败了或只是部分成功 z

又如，实施象根除 NWS 这样一项要求很高

的计划，利比亚是一个很困难的地方。

幸运的是，这些先入之见从未成为现

实。但毕竟值得问一下，这些怀疑者当初为

何怀疑，他们为什么是错的。 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