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化恐怖离我们有多远？

美国的反生化恐怖及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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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今天今天今天, 我们将讨论我们将讨论我们将讨论我们将讨论……
• 生化恐怖离我们有多远? 

几个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

• 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生化恐怖？

• 美国反生化恐怖活动中医卫系统所起

的作用

• 几点启示



生化恐怖离我们有多远？

• 那是美国人的事，与我们无关

• 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

• 不知道



不关心生化恐怖的可能因素不关心生化恐怖的可能因素不关心生化恐怖的可能因素不关心生化恐怖的可能因素 …

• 生化恐怖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后也不会发
生的

• 了解生化恐怖那么复杂，干嘛去费心

• 生化恐怖的破坏和核武器一样，可怕的不
敢想象，干脆不去想它



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 ---- 1111

• 1963年5月，一位24岁的海员坐飞机从澳大利亚到瑞典
去度假。途中他在达卡奇等七个城市分别停留了不到
50分钟时间。15天后，他开始发烧出疹。。生病期间
，他祖母照应他。5天后，祖母也出现类似症状并传给
另外3个人。最后确定海员在途中染上天花。共传给18
个人。为此，30万人接种了预防疫苗。

• 不妨想一想，假如这件事发生在今天，假如这位海员
在北京停留了一天。多少人会传染上天花？假如这位
海员是一个不要命的恐怖分子，那么，又会是什么样
的后果? 请看下面…



• 假日的地铁人流如潮。谁也没有注意到一个走路都有点气喘的年
轻人在车上挤来挤去。如果细心，可以发现他手上脸上有几个皮
疹。

• 一周后，市里几所医院在几天里陆续收了许多症状相同的病人。
发烧，咳嗽，呼吸短促，手脸出疹。还发现医护人员也开始发病
。确诊为天花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护治疗病人的医护人员
？有多少人需要接种预防疫苗？谁先接种？有无足够的天花疫苗
？怎么处理疫苗副作用？不能和不想接种的人怎么办？哪里有大
规模的隔离观察点？。。。

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 ---- 1111



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 ---- 2222

• 寒冷的一月，零度。北方某市室内体育场。晚上8点。数千人
正在观看精彩的花样滑冰表演。突然，体育场内有人闻到大
蒜味。东看台上一人倒地而死。西和南看台数人昏迷过去。
场上有人大喊：“有人放毒气！”人传人，整个体育场大乱。人
们往出口处涌去。恐惧逃命的观众象无头鸟乱闯。人撞人，
人踩人，出现不少伤亡。逃到场外的人慌张开车，车撞车。
交通堵塞，一片乱糟糟，仿佛世界末日已到。

• 现场转播台报告说数百人中毒，中毒人数每分钟增加。电视
台采访逃出来的人说中毒人瞳孔缩小，流鼻涕，恶心，呕吐
，咳嗽，胸痛，呼吸困难，抽搐，等等。参加抢救的医护人
员也出现中毒症状。有数人已经死了。电话铃不断。市民不
断打电话来询问真相。



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 ---- 2222
• 一出口处发现一爆炸性装置。场内发现20个用过的喷雾

器，内含少量剩余液体(SARIN, 一种剧毒神经毒气)，还
发现10瓶装有MUSTARD(芥子气)的玻璃瓶。

• 谁来控制场面？谁负责抢救？如何协调各单位来的抢救
人员？如何处理大规模伤亡？如何应对媒体？告诉市民
什么？谁是作案人？ …



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 ---- 3333

• 金秋送爽，正是观看球赛的大好时光。星期天下午3点，南
方某市大型露天赛场，数千球迷正沉浸在激烈的比赛中。
空中有一架小型飞机拉着一条巨大的气球标语，为当地一
家房地产公司做广告。

• 星期一晚上开始，市内几家大医院的急诊室都陆续来了不
少症状相似的病人。高烧，咳嗽，气促，全身无力。有的
是一家人都病了。有几个昨天还很正常看球赛的小伙子因
呼吸困难须人工插管用呼吸机。很奇怪，所有的病人都看

了昨天的球赛。



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并非耸人听闻的故事 ---- 3333

• 病人还是不断到来，可是医院已经连加床的地方都没
有了。已经有两个病人死了。媒体报道引起全城恐慌
。当卫生当局知道是炭疽爆发时，发现市里现有抗菌
素远远不够。抢救病人的人工呼吸机也十分短缺。

• 现有的人工呼吸机先给谁用？现有的抗菌素先给谁？
哪些人需要抗菌素预防？从外地调要多长时间？怎么
分发到他们手中？…



以上事件的共同点以上事件的共同点以上事件的共同点以上事件的共同点

• 没有突然爆炸，没有硝烟

• 大量类似伤病员 (现场或到医院救治)

• 作案和发现/诊断之间有一潜伏期

• 造成整个社会心理恐惧，人人自危



这些事件也可能发生在这些事件也可能发生在这些事件也可能发生在这些事件也可能发生在
我们身边我们身边我们身边我们身边!!!!

这些事件就是这些事件就是这些事件就是这些事件就是
生化恐怖事件生化恐怖事件生化恐怖事件生化恐怖事件！！！！



江泽民江泽民江泽民江泽民 : : : : 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

• 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
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

• 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加强国
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
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十六大报告



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恐怖主义？？？？什么是生化恐怖什么是生化恐怖什么是生化恐怖什么是生化恐怖？？？？

• 恐怖主义是一种非法的暴力政治行为, 通过伤害
部份人和物, 主要以心理作用来杀鸡吓猴, 恐吓
政府或社会, 转递某种政治, 宗教或意识形态信
息 。

• 恐怖主义用来伤害人和物的手段有核武器, 生物
武器, 化学武器。

• 生化恐怖是采用生化武器伤害人和物来转递政治, 
宗教或意识形态信息的非法暴力政治行为。



生化武器其实是一类古老的武器生化武器其实是一类古老的武器生化武器其实是一类古老的武器生化武器其实是一类古老的武器
• 十四世纪黑死病大爆发十四世纪黑死病大爆发十四世纪黑死病大爆发十四世纪黑死病大爆发: : : : 欧洲死去欧洲死去欧洲死去欧洲死去1/41/41/41/4到到到到1/31/31/31/3人口人口人口人口, , , , 涉及北美涉及北美涉及北美涉及北美

和亚洲和亚洲和亚洲和亚洲，，，，包括中国包括中国包括中国包括中国。。。。最近研究最近研究最近研究最近研究: : : : 大爆发与大爆发与大爆发与大爆发与1346134613461346年蒙古人和意年蒙古人和意年蒙古人和意年蒙古人和意
大利在卡法大利在卡法大利在卡法大利在卡法 ((((KaffaKaffaKaffaKaffa，，，， 现在乌克兰境内现在乌克兰境内现在乌克兰境内现在乌克兰境内))))的围城战有关的围城战有关的围城战有关的围城战有关。。。。 蒙蒙蒙蒙
古人围城久攻不下古人围城久攻不下古人围城久攻不下古人围城久攻不下，，，，将带有鼠疫的尸体抛进城内将带有鼠疫的尸体抛进城内将带有鼠疫的尸体抛进城内将带有鼠疫的尸体抛进城内。。。。城内处理城内处理城内处理城内处理
尸体时直接传染尸体时直接传染尸体时直接传染尸体时直接传染，，，，造成鼠疫大爆发造成鼠疫大爆发造成鼠疫大爆发造成鼠疫大爆发，，，， 卡法不攻自破卡法不攻自破卡法不攻自破卡法不攻自破。。。。



生化武器其实是一类古老的武器生化武器其实是一类古老的武器生化武器其实是一类古老的武器生化武器其实是一类古老的武器

1754175417541754----67 67 67 67 法印战争中法印战争中法印战争中法印战争中，，，，英国和美国军队将带有天花的毯子送英国和美国军队将带有天花的毯子送英国和美国军队将带有天花的毯子送英国和美国军队将带有天花的毯子送
给北美印第安人给北美印第安人给北美印第安人给北美印第安人，，，， 使没有天花免疫的印第安人大量死亡使没有天花免疫的印第安人大量死亡使没有天花免疫的印第安人大量死亡使没有天花免疫的印第安人大量死亡，，，，不不不不
战而胜战而胜战而胜战而胜。。。。



新近的例子新近的例子新近的例子新近的例子…
•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曾使用炭疽和鼠疫等生物武器残

杀我们中国同胞。

• 1984年9月中旬，美国一万人小镇子突然有750多人拉肚子。原
因：当地一邪教在餐馆食物中放了沙门氏杆菌。邪教想让镇民
选举时生病，不能去投票，他们就能在选举时获胜。

• 美国911事件后的炭疽危机：四州/特区22人得病五人死亡。国
会关门，邮件积压。报告可疑炭疽的电话不断，当局调查疲于
奔命，毫无结果。

• 2002年10月下旬在处理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时，俄国当局使用
化学武器，造成一百多名人质遇难。



最可能用于生物武器的病毒细菌最可能用于生物武器的病毒细菌最可能用于生物武器的病毒细菌最可能用于生物武器的病毒细菌

• 天花天花天花天花 (Smallpox)

• 炭疽杆菌炭疽杆菌炭疽杆菌炭疽杆菌 ((((Anthrax)Anthrax)Anthrax)Anthrax)

• 鼠疫鼠疫鼠疫鼠疫 ((((Plague)Plague)Plague)Plague)

• 兔拉热兔拉热兔拉热兔拉热 ((((Tularemia)Tularemia)Tularemia)Tularemia)

• 肉毒杆菌肉毒杆菌肉毒杆菌肉毒杆菌 ((((BotulinumBotulinumBotulinumBotulinum))))

• 病毒性出血热病毒性出血热病毒性出血热病毒性出血热 ((((Viral Hemorrhagic Viral Hemorrhagic Viral Hemorrhagic Viral Hemorrhagic 
Fevers)Fevers)Fevers)Fevers)



• 病毒性烈性传染病，经呼吸道和直接接触传播，暴露的人有30%
会得病。未接种死亡率达20-40%，接种死亡率3%.

• 潜伏期7-17天，突发高热，2-3天后出疹，四肢脸部开始到躯干. 
平均每病人传染1.7人，医院2.4  1972年南斯拉夫一医院天花爆
发，因误诊为药物皮疹，该病人传染11人，11人每人又平均传
染13人，50%是医院工作人员.

• 对付天花唯一的武器是接种和隔离病人。暴露前和暴露后2-3天
内接种有完全保护，暴露后5天内接种可降低死亡率。接种10年
后免疫保护功能大部消失.

• 1977年全球根除，美国72年停止接种，中国？ 现只有美国和
俄国合法保存天花病毒，据说法国和北朝鲜也有. 不能排除恐
怖分子拥有的可能.

天花天花天花天花 (Smallpox)















炭疽杆菌炭疽杆菌炭疽杆菌炭疽杆菌 ((((Anthrax)Anthrax)Anthrax)Anthrax)
• 1846年科霍(Robert Koch)首次用培养的炭疽杆菌证明微生物致病. 

• 动物性传染病, 常见于牛马羊，偶见于处理羊毛工人,通过直接接触传
播，没有人对人传染.

• 分三型：皮肤性，吸入性和胃肠性炭疽病。 皮肤性不治疗发生毒血症
死亡率21%(治疗1%)，吸入性和胃肠性死亡率可达80-90% (现45%).潜伏
期1-6天，突发烧，呼吸窘迫，紫绀，休克，24-36小时死亡. 治疗：抗
菌素，疫苗有争议.

• 炭疽杆菌生长快，易成孢子，抗阳光，抗热和消毒剂，可存活50年以上
，常用于实验室，易获得。生物武器最佳候选之一。

• 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使用，美国50年代开发为生物武器，79年前苏联事故
泄漏气化炭疽生物武器，造成附近66人死亡. 2001年10/2-11/20日，美
国22例生物恐怖有关炭疽病，11例是吸入性，5人死亡











炭疽杆菌炭疽杆菌炭疽杆菌炭疽杆菌 ((((Anthrax) Anthrax) Anthrax) Anthrax) 作为生物恐怖武器的魔力作为生物恐怖武器的魔力作为生物恐怖武器的魔力作为生物恐怖武器的魔力

研究表明研究表明研究表明研究表明：：：：用飞机在用飞机在用飞机在用飞机在50505050万人口的城市上空迎风飞行万人口的城市上空迎风飞行万人口的城市上空迎风飞行万人口的城市上空迎风飞行1.51.51.51.5英里英里英里英里，，，，
喷洒喷洒喷洒喷洒110110110110磅炭疽孢子会造成磅炭疽孢子会造成磅炭疽孢子会造成磅炭疽孢子会造成2222万万万万4444千人死亡千人死亡千人死亡千人死亡，，，，无数人得病无数人得病无数人得病无数人得病，，，，全城全城全城全城
处于心理恐惧阴影之中处于心理恐惧阴影之中处于心理恐惧阴影之中处于心理恐惧阴影之中。。。。

抢救治疗暴露于炭疽孢子的抢救治疗暴露于炭疽孢子的抢救治疗暴露于炭疽孢子的抢救治疗暴露于炭疽孢子的10101010万人的费用可高达万人的费用可高达万人的费用可高达万人的费用可高达260260260260亿美金亿美金亿美金亿美金。。。。



鼠疫鼠疫鼠疫鼠疫 ((((Plague)Plague)Plague)Plague)



肉毒杆菌肉毒杆菌肉毒杆菌肉毒杆菌 ((((BotulinumBotulinumBotulinumBotulinum))))



兔拉热兔拉热兔拉热兔拉热 ((((Tularemia)Tularemia)Tularemia)Tularemia)



病毒性出血热病毒性出血热病毒性出血热病毒性出血热 ((((Viral Hemorrhagic Fevers)Viral Hemorrhagic Fevers)Viral Hemorrhagic Fevers)Viral Hemorrhagic Fevers)

伊博拉病毒伊博拉病毒伊博拉病毒伊博拉病毒

95年扎伊尔伊博拉年扎伊尔伊博拉年扎伊尔伊博拉年扎伊尔伊博拉

出血热爆发出血热爆发出血热爆发出血热爆发
93939393例例例例: 92%: 92%: 92%: 92%死亡率死亡率死亡率死亡率

296296296296例例例例
32%32%32%32%医院工作人员医院工作人员医院工作人员医院工作人员



恐怖分子为什么喜欢生化武器？

低可见度低可见度低可见度低可见度

高破坏性高破坏性高破坏性高破坏性

易获取易获取易获取易获取

易易易易制造制造制造制造

易易易易造成人群心理恐惧造成人群心理恐惧造成人群心理恐惧造成人群心理恐惧

易易易易使医疗机构瘫痪使医疗机构瘫痪使医疗机构瘫痪使医疗机构瘫痪



他山之石他山之石他山之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攻玉可以攻玉可以攻玉…

美国近几年在反生化恐怖方
面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不妨了
解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 尤其是
医卫人员在反生化恐怖活动中所
起的作用，也许会对我们防范和
打击恐怖活动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



美国反生化恐怖活动中医卫系统所起的作用美国反生化恐怖活动中医卫系统所起的作用美国反生化恐怖活动中医卫系统所起的作用美国反生化恐怖活动中医卫系统所起的作用



911 911 911 911 之后的炭疽危机之后的炭疽危机之后的炭疽危机之后的炭疽危机



佛罗里达炭疽调查故事佛罗里达炭疽调查故事佛罗里达炭疽调查故事佛罗里达炭疽调查故事…
•2001年9月底，正在南卡州走亲戚的６３岁的BOB STEVEN觉得病了。似流
感。于是老俩口开车回佛州。10月1日到家，半夜醒来，发烧，呕吐，神
志不清。马上到医院看急诊。早上病人出现昏迷， 需要人工呼吸机。

•医生怀疑脑膜炎，脊髓液化验发现浑浊，大量的白细胞，典型的感染指
征。请传染科医生会诊。

•传染科医生又在显微镜下重新检查脊髓液，看到许多兰色杆状物。他感
到困扰。脑膜炎病毒性较常见。这些杆状物可能是细菌。很少有细菌可以
在健康成人身上造成这么迅猛的感染。

•炭疽是一种。但非常罕见。20世纪吸入性炭疽病总共不到20例，多是处
理羊毛工人。病人是一家小报的编辑，接触炭疽病动物的可能性近于零。
于是，医生又开了4项有关检查。还是不能排除炭疽。怎么办？



佛罗里达炭疽调查故事佛罗里达炭疽调查故事佛罗里达炭疽调查故事佛罗里达炭疽调查故事(继续)…

•传染科医生报告了当地卫生局。卫生局马上取样送卫生厅检验。结果不能排
除也不能肯定炭疽。星期三,州卫生厅和联邦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联系。当晚
，CDC派飞机来取走样本。第二天早上派出12个流行病专家和2个检验专家.

•调查人员100多人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负责临床实验室确诊，主动疾病监测(
到当地所有医院了解30天内有无类似病例)，病人近期(30天内)流行病调查，
病人家环境卫生检查，当地兽医疾病情况分析。没有什么阳性发现。病人星
期五心衰死亡。联邦卫生部长宣布为个案，与恐怖无关。

•星期天，死者的一位同事也确诊炭疽病. 检查工作场所, 在死者的计算机键
盘上发现粉状炭疽菌。大楼关闭，国家药品应急系统启动. 六小时内药品送
达现场. 1000多可能接触的居民获预防药物。770多人取样本检查。10月10日
，开始考虑与生物恐怖有关，联邦调查局接手调查。至今调查还没有结束，
大楼仍然关闭。.



• 初级医疗保健人员初级医疗保健人员初级医疗保健人员初级医疗保健人员 ((((Primary Care Personnel)Primary Care Personnel)Primary Care Personnel)Primary Care Personnel)

• 医院急诊室医务人员医院急诊室医务人员医院急诊室医务人员医院急诊室医务人员 ((((Hospital ER Staff)Hospital ER Staff)Hospital ER Staff)Hospital ER Staff)

• 紧急医疗救护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Personnel)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Personnel)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Personnel)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Personnel)

• 公共卫生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公共卫生人员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Public Health Professionals)

• 其他紧急情况应急人员其他紧急情况应急人员其他紧急情况应急人员其他紧急情况应急人员 ((((Othe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Othe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Othe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Othe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Personnel)Personnel)Personnel)Personnel)

• 实验室人员实验室人员实验室人员实验室人员 ((((Laboratory Personnel)Laboratory Personnel)Laboratory Personnel)Laboratory Personnel)

• 执法人员执法人员执法人员执法人员 ((((Law Enforcement)Law Enforcement)Law Enforcement)Law Enforcement)

谁是一线应急人员谁是一线应急人员谁是一线应急人员谁是一线应急人员 ((((Who are the 1Who are the 1Who are the 1Who are the 1stststst Responders?)Responders?)Responders?)Responders?)？？？？



对付生化恐怖对付生化恐怖对付生化恐怖对付生化恐怖有哪些主要手段主要手段主要手段主要手段????

• 早期发现早期发现早期发现早期发现

• 早期预防早期预防早期预防早期预防

• 迅速反应迅速反应迅速反应迅速反应

• 尽可能减少伤亡尽可能减少伤亡尽可能减少伤亡尽可能减少伤亡

• 尽快消除恐惧稳定民心尽快消除恐惧稳定民心尽快消除恐惧稳定民心尽快消除恐惧稳定民心



为什么医卫系统会起关键作用为什么医卫系统会起关键作用为什么医卫系统会起关键作用为什么医卫系统会起关键作用？？？？

• 需要公共卫生监测调查预防生化恐怖需要公共卫生监测调查预防生化恐怖需要公共卫生监测调查预防生化恐怖需要公共卫生监测调查预防生化恐怖

• 需要临床医学应急能力大规模处理生化恐需要临床医学应急能力大规模处理生化恐需要临床医学应急能力大规模处理生化恐需要临床医学应急能力大规模处理生化恐
怖受害人怖受害人怖受害人怖受害人

• 需要基础医学研究回答未知生化恐怖问题需要基础医学研究回答未知生化恐怖问题需要基础医学研究回答未知生化恐怖问题需要基础医学研究回答未知生化恐怖问题

• 需要基础临床公卫共同教育群众消除恐惧需要基础临床公卫共同教育群众消除恐惧需要基础临床公卫共同教育群众消除恐惧需要基础临床公卫共同教育群众消除恐惧

因为反生化恐怖活动反生化恐怖活动反生化恐怖活动反生化恐怖活动…



普通人死于各种情况的可能性普通人死于各种情况的可能性普通人死于各种情况的可能性普通人死于各种情况的可能性

1/50,000,000Terrorism attack in 1990’s 90年代恐怖

1/10,000,000Hit by lightning 闪电

1/100,000Terrorism attack in 2001  2001年恐怖

1/100,000Homicide 谋杀

1/25,000Playing soccer 踢足球

1/8,000Road accident 交通事故

1/850All natural causes, age 40  40岁因自然原因死亡

1/200Smoking 10 cigarettes a day 每天抽10支烟



• 恐怖和可疑恐怖事件调查

• 教育群众

• 解决未知反恐怖疑问

• 制定反恐怖应急计划

• 建立统一反恐怖应急指挥系统

• 建立反恐怖应急通讯系统

• 建立反恐怖症状监测系统

• 建立培训反恐怖应急队伍

• 做好各种反恐怖准备

医卫系统参与了哪些医卫系统参与了哪些医卫系统参与了哪些医卫系统参与了哪些反恐怖活动反恐怖活动反恐怖活动反恐怖活动？？？？



几点启示几点启示几点启示几点启示

• 发生生物恐怖的可能性不大发生生物恐怖的可能性不大发生生物恐怖的可能性不大发生生物恐怖的可能性不大，，，，一旦发生一旦发生一旦发生一旦发生，，，，造成的破造成的破造成的破造成的破
坏极大坏极大坏极大坏极大。。。。不怕一万不怕一万不怕一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只怕万一只怕万一只怕万一，，，，没人输得起没人输得起没人输得起没人输得起。。。。

•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一旦发生一旦发生一旦发生一旦发生，，，，医学专业人员必将处于第一线医学专业人员必将处于第一线医学专业人员必将处于第一线医学专业人员必将处于第一线。。。。
您有准备吗您有准备吗您有准备吗您有准备吗？？？？

• 计划准备不能保证不出问题计划准备不能保证不出问题计划准备不能保证不出问题计划准备不能保证不出问题，，，，不计划准备肯定出问不计划准备肯定出问不计划准备肯定出问不计划准备肯定出问
题题题题。。。。

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唯一的恐惧是恐惧本身，，，，恐惧来源于无知恐惧来源于无知恐惧来源于无知恐惧来源于无知

计划准备可以加强医疗卫生系统计划准备可以加强医疗卫生系统计划准备可以加强医疗卫生系统计划准备可以加强医疗卫生系统，，，，不会浪费不会浪费不会浪费不会浪费

• 生物恐怖有规律可预防生物恐怖有规律可预防生物恐怖有规律可预防生物恐怖有规律可预防：：：：对付生物恐怖对付生物恐怖对付生物恐怖对付生物恐怖，，，，应与对付应与对付应与对付应与对付
其他疾病一样其他疾病一样其他疾病一样其他疾病一样，，，，预防为主预防为主预防为主预防为主。。。。

• Dress me slowly, I am in a hurryDress me slowly, I am in a hurryDress me slowly, I am in a hurryDress me slowly, I am in a hurry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欢迎提问讨论欢迎提问讨论欢迎提问讨论欢迎提问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