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意外的悲剧

各方协力克服孟加拉国的水危机

BABAR KABIR 

年，年仅 35 岁的 面水池中获取饮用水，每年

1999 ~中 有近 25 万儿童死于水传播

了 。 她生命的最后 2 年几乎 疾病 。 满足了 97 %的农村人

全部是在床上度过的，起身 口用水需求的管井，己被认

只是从一个医院到另一个医 为是降低躏疾高发率并使婴

院。《纽约时报 》曾有一篇文 儿死亡率减少一半的因素 。

章专门介绍她 。 但这并未给 荒谬的是，挽救了如此多生

深遭不幸的她带来一丝安 命的这且井，由于未预见到
、

慰 。 她目睹她的丈夫再次结 的碑的危害，现在却造成威

婚，并与他的第二个妻子生 胁 。

活在同一个茅屋中 。 孟加拉国1. 3 亿人口

Pinjira 放心不下她的三 中，估计有 2400 多万人正在

个孩子;特别是她的两个女 饮用受污染的水，另外 7000

儿一一 当时年仅两岁的 万人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它

Juthi 和七岁的 Shapla 。 在一 正面临着被认为可能是历史

个女孩受歧视的社会里， 上最大的集体中毒 。 已经发

Pinjira 知道，没有她，两个女 她的症状 。 直到达卡社区医 现，在孟加拉国 64 个地区的

儿会元人照管 。 Pinjira 死后 8 院的一名卫生员来到她住的 59 个中，数以千计的作为饮

个月， Juthi 由于无人照管 ， 村庄，她才得知自己得的是 用水主要来源的管井的水中

也因呻中毒和营养不良而死 慢性呻中毒 。 她被告知她得 存在高浓度天然碑 。 由于该

亡 。 母亲和女儿都成为饮用 这种病是由于喝了她家管井 国大多数井还有待试验，所

水源呻污染的受害者 。 中被呻污染的水 。 但是太晚 以该问题的影响范围基本上

曾有两年多光景，Pinjira 了 。 她的病情己不可逆转，发 仍是未知的 。 尽管如此，已证

被她的邻居排斥 。 他们认为 展成癌症，以至最终死亡 。 明该国绝大部分地下水被呻

她得的是一种麻风病，一种 幸运的是，其他人现在

仍在孟加拉国部分地区流行 有了希望 。 Kabir 先生以前任职于世界银行

的病 。 由于担心别人知道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孟 集团，现为孟加拉国碑受害者康

国际屉于能札构通报 .43/3 /200 1 己得了麻风病，她尽量掩盖 加拉国大多数农村人口从地 复信托基金会CBAVRAT)主席 。



污染 。

碑危机的社会后果是深

远而悲惨的 。 由于无知和缺

少信息，许多人把由慢性呻

中毒引起的皮肤损害同麻风

病混淆。人们对受打击最大

的村庄一一其中很多人存在

健康问题一一 的态度，就象

对待隔离的麻风病患者群一

样 。 在这样的社区内，受呻影

响的人不准参加社会活动，

甚至常常遭到直系亲属的排

斥 。 妇女不能结婚，妻子被丈

夫抛弃 。 为掩盖问题，不让有

症状的孩子上学 。

解决该问题的多种努力

之一，是发起一项大规模宣

传活动，使城乡人口了解慢

性呻中毒 。 结果逐渐使碑受

害者被更多地接受 。

虽然孟加拉国和全世界

的科学家正在调查该问题，

但对污染的准确原因还在辩

论 。 在一些有呻污染问题的

国家，人们发现由地下水位

的经常下降(例如用地下水

进行密集型农业灌概)而引

入到地下水中的氧，触发了

照片 : Pinjira Begum 和她的女儿

]uthi 都死于慢性碑中毒 。 孟加拉

国约 7000 万人有饮用不安全的

水的危险。一种基础广泛的伙伴

关系正在支持该国解决该问题的

努力 。 在现场活动中，对井进行测

试，被污染的管井标上红色，表示

它们是不安全的 。

(来源:Maatrik/ BA VRA T) 国际属于班机构通报， 43/ 23/2001



一种氧化过程，使土壤中的 今为止，已在第一次普查中 供 3240 万美元贷款，以资助

呻榕解。 发现数千名与呻有关的皮肤 孟加拉国呻缓解供水项目

孟加拉国似乎并非这 病患者。尽管过去几年报道 (BAMWSP)。孟加拉国政府

样。根据由世界银行委托、由 过几十个人死于呻诱发皮肤 和瑞士发展与合作机构也为

英国国际开发部资助进行的 癌，但仍缺乏可供使用的碑 该项目提供了资金。该项目

一项水文地质学研究结果， 相关死亡率的数据。因为该 预计运作 4 年，曾设想作为

孟加拉国地下水中的碑已经 国大多数管井是过去 20 年 将起码由另外一笔 4 年期贷

榕解并存在于自然条件下， 建造的，所以今后几年可能 款资助的一项较长期计划的

因而不大可能有与人有关的 会有更多人开始出现这些症 第-个阶段。该项目有 2 个

原因。然而，其他研究表明， 状。 主要组成部分:管井和慢性

该过程可能更复杂，许多因 接触呻所产生的健康影 肺中毒患者的紧急筛选和应

素对碑释放到地下水中产生 响会非常严重。长期口部接 急供水与医学干预的保证;

了影响。 触无机碑的一个最明显特征 以及确定较长期的、可持续

孟加拉国的呻污染是非 是皮肤发生一系列变化，其 的畔危机解决方案。许多其

常没有规律的，相邻场所以 中包括面部、颈部和背部色 他地方的、双边的和国际的

至不同深度的管井可能是安 素沉着深浅不-;手掌、足底 捐助者、非政府组织 (NGO)

全的，也可能是不安全的。呻 和躯干出现小的表皮角化 和研究机构也启动了一些计

是一种天然元素，也是一种 ("鸡眼"或"疵勺。一些角化 划，其中大多数计划也侧重

毒物。约 125 克的一剂碑足 病可能发展成皮肤癌。色素 水的测试和确定可持续水处

以杀死一个人。如果在一定 沉着的变化并不一定被当成 理方案。

时期内，摄入超过最大容许 癌变前的症状。严重的健康 国家筛选计划正在通过

限值 0.01 毫克/升(世界卫 后果包括皮肤癌(通常是鳞 BAMWSP 实施。为实施该计

生组织规定标准)呻的饮用 状细胞，有时是基细胞)、肝 划，政府和基层 NGO 之间己

水或食品，也是极危险的。无 癌、膀胧癌、肾癌和肺癌;心 建立一种非凡的伙伴关系。

论何处，出现慢性呻中毒症 律不齐和导致坏死和坏瘟 除进行筛选之外，地方 NGO

状需要 2 到 14 年。 (即"黑脚病勺的血管损坏等 将帮助组建有下述功能的乡

许多浅井和深井中存 心血管影响，神经病学影响 村机构:就可持续备用供水

在高水平碑的问题，是 1993 (即衰弱、反应能力变差，腕 方案做出决定、监督新的供

年首先在孟加拉国发现 下垂)、贫血和可能的代谢影 水和卫生系统的运行和维

的，接着在 1995 年后得到证 响(即糖尿病)。 护，以及帮助提供基建费用

实。 虽然还不知道剂量反应 的资金。由于缺乏有关井水

因为缺少诊断能力和工 关系的准确形式，但接触浓 问题的影响范围、原因和有

具，呻中毒难以发觉。而且， 度为 50 ppb一一也许甚至 10 效补救措施的信息，该项目

仅少数慢性碑中毒患者可以 ppb一一的碑据信足以造成 正在帮助加强数据收集和建

容易地从皮肤情况来判别。 这些健康后果。 立旨在收集和宣传信息的国

因而，大多数慢性呻中毒 呻缓解计划 1999 年 2 家碑缓解信息中心。还建立

国际原于能机构通报 ， 43/3/2001 患者未被确诊就已死亡。迄 月，世界银行给孟加拉国提 了-个技术咨询组，以审查



找到更安全的水

出现碑危机后，可替代

的安全饮用水源寻找工作

得到加强。通过 IAEA 支持

的同位素水文学领域项目，

制订了评估深层地下水源

安全性的科学准则。在孟

加拉国实施的一项 IAEA

技术合作项目，通过对该国

部分地区的地下水进行同

位素分析，继续向世界银行

和政府的碑缓解计划提供

战略信息。

技术选择方案，并正在向进

行呻问题各方面研究的地方

研究人员提供资金 。 该项目

还将资助对保健专业人员的

培训 。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提供资金、世界银

行水和卫生计划提供技术援

助的一项 1997 年小规模项

目，为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

大规模国家计划打下基础 。

其他联合国机构和捐助

者也通过辅助计划作出响

应，资助调查和研究，以及支

持开发备用技术方案 。 它们

包括 IAEA、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 (UNICEF) 、世界卫生

组织 (WHO)、联合国教科文

照片:在孟加拉国各地的乡村和

社区，宣传计划正在提高人们对

碑危机的了解。(来源: Maatrik / 

BAVRAT) 

组织 CUNESCO) 、联合国环 的承诺 。 在组建以社区为基

境规划署 CUNEP) ;以及双 础的机构时，当地 NGO 和当

边捐助国和国际发展机构， 选的地方政府机构将作为社

包括联合王国的 DFID、加拿 区的伙伴 。

大的 CIDA、荷 兰 的发展社 为确保这且新的备用水

团、瑞典的 SIDA、丹麦的 源和E生设施得到保持，以

DANIDA ，以及日本政府通 社区为基础的机构负责监督

过日本国际合作机构 。 运行和维护，并提供 20%到

该项目正积极地在乡村 40%的基建费用。在市区，该

以及城市和市郊实施 。 它在 项目监控处于污染危险中的

建立供水备选设施的同时， 城镇水质和帮助地方主管部

正在帮助成立以社区为基础 门制订补救战略 。

的机构 。 供水备选方法包括 通过反复试验，孟加拉

共用安全的管井和雨水;使 国碑缓解供水项目及其他有

池中水经过净化装置或过洁、 关活动定将有助于确定最有

器;开凿深层地下水井;以及 成本效益的和可持续的技术

在行得通的情况下，采用简 和干预方案，为克服该国的

单的呻去除技术 。 碑危机长期提供安全饮用

这略选择方案中有许多 水 。

将要求建立卫生设施，以防 但是，确保成功最终取

与水有关疾病再次发生，同 决于社区本身 。 无数生命期

时还要求保持对运行和维护 待着这种成功 。 口 国际属于革札构通扭 ， 43/23/2ω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