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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ARS 防治过程中 ,出于切断传染源和传播

途径等的考虑 ,隔离了大批病人及疑似病人、与这些

人有过接触史的人和防治 SARS 的医护人员。但是

也由此带来了一些与公民权利相关的问题 ,如隔离

措施是否是合法的、正当的 ? 隔离是否侵犯了公民

的自由权 ? 隔离是否会造成对相关公民的歧视 ? 本

文通过对 SARS 防治中隔离的法律依据和伦理基础

的探讨 ,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1 　“隔离治疗和观察”的有关法律依据

什么是隔离 ? 在医学上 ,隔离是“防止传染病传

播的一种措施。将传染病患者、可疑患者同别人分

隔开来 ,使互不接触。隔离方式有住院隔离 (传染病

院、普通医院的隔离病房) 、设立临时隔离室、家庭隔

离或集体隔离等。患者用过和接触过的物品、排泄

物和分泌物等均进行消毒处理。医务人员对病人进

行护理工作时穿着隔离衣、鞋、帽和戴口罩等。隔离

的时间根据各种传染病的传染期而定。隔离措施 ,

同样也用于牲畜的传染病管理。”[ 1989 年辞海 (缩

印本) 506 页 ]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条例以及司法解释对传染

病病人、疑似病人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进行了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 称

《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医疗保健

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发现传染病时“对甲类传染病病

人和病原携带者 ,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

中的肺炭疽病人 ,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

学检查结果确定 ⋯⋯”;第三款规定 :“对疑似甲类传

染病病人 ,在明确诊断前 ,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

察”;第四款规定 :“对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

传染病病人污染的场所、物品和密切接触的人员 ,实

施必要的卫生处理和预防措施。”“防治法实施办法”

第四十八条规定 :“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以

及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淋病、梅毒病人的密切接

触者必须按照有关规定接受检疫、医学检查和防治

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以下称《应急条例》) 第六条规定 :“县级以上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防治突发事件相关科学研

究 ,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流行病学调查、传染源隔离

⋯⋯”;第三十三条规定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

需要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权紧急调集人员

⋯⋯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 ⋯⋯”《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防治管理办法》(以下称《办法》) 第十九条第二

款规定 :“对密切接触者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流行病学

调查 ,并根据情况采取集中隔离或者分散隔离的方

法进行医学观察。”

法律法规对于不配合和违背这项规定的行为者

的法律责任也进行了规定。《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

四条第一款规定 :“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

自脱离隔离治疗的 ,可以由公安部门协助治疗单位

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告《关于办理妨害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 第一条规定 :“

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 ,危害公共安全的 ,依照

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 ,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患

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

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 ,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 ,情节

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的 ,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

二款的规定 ,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定罪处罚。”

SARS 是新发传染病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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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 ,增加或减少甲类传染病病

种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况 ,增加或减少

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 ,国家卫生部于 2003 年 4 月

20 日将 SARS 列为法定传染病 ,目前将 SARS 暂定

为乙类传染病 ,但要求采取属于针对甲类传染病的

严厉防控措施。

《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指定医疗机构设立发热门诊和隔离观察

室 ,负责收治可疑发热病人 ,实行首诊负责制。发现

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时 ,应当采取应急控制措施 ,并及

时报告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乡 (镇)卫生院应当

根据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的要求设立发热病人隔

离观察室 , 发现可疑发热病人时 ,及时通知县级医

疗机构派专门技术人员诊断或者转诊。”第二十八条

规定 :“对流动人口中的病人、疑似病人应当按照就

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原则 ,及时送当地指

定的专门收治病人和疑似病人的医疗机构治疗。”

为此 ,对于“非典”病人、疑似病人 ,各地设立专

门的定点医院或专门病区 ,对他们进行隔离治疗和

观察 ;专门设立发热门诊 ,对发热病人进行严密监

控 ,对于可疑病人如果需要进行留观 ;对于没有必要

留观的可疑病人可以在家观察 ,有关专业人员密切

观察其体温等症状。可见 ,对于“非典”病人、疑似病

人的“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就有了严格的法律规

定 ,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严肃、严格地遵照上述有关

法律规定。

2 　“隔离治疗和观察”的医学伦理基础

那么 ,为什么法律会规定对有关人员进行隔离

治疗和观察呢 ? 其伦理学基础是 :对那些不幸感染

SARS 病毒的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既是为了防止病

毒的持续传播 ,将健康人群隔离在传染病的危险之

外 ,保障大多数人的身体健康 ,同时 ,必要的隔离措

施也是为了给“非典”患者创造更安全、更有效的治

疗环境 ,尽最大可能使患者早日康复。

而对 SARS 疑似病人进行隔离观察和一定的治

疗 ,一方面 ,可以严密观察其有关症状和体征的发

展 ,通过治疗消除其有关症状 ,如果被确诊为 SARS

病人 ,可以进行及时的治疗 ,挽救其生命 ;另一方面 ,

疑似病人对他人有很大的潜在威胁 ,而处于潜伏期

的 SARS 病人也具有一定的传染性[1 ] ,同样也是为

了防止病毒的持续传播 ,将健康人群隔离在传染病

的危险和潜在的危险之外 ,保障大多数人的身体健

康。

可见 ,对 SARS 病人、疑似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和医学观察”的医学伦理基础 ,乃是出于“传染病的

预防和诊治”的医学目的。有关人员必须配合有关

医疗机构隔离 ,这既是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负责任 ,

又是对他人、社会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任。因此 ,

这是公民的义务。

3 　隔离治疗和观察限制了有关人员的“自由”吗

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没有外在强制从而能够

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活动 ;不自由则是因有外在

强制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活动。”[2 ]为了

切断传染源与易感者之间的联系 ,保护健康人群 ,依

据流行病学调查 ,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对

SARS 病人、疑似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和医学观察 ,

使 SARS 病人、疑似病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

活动”,而且社会赋予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

这样的特权 :根据“医学检查结果”这样专业的技术

标准确定对 SARS 病人、疑似病人进行“隔离”,

SARS 病人、疑似病人在这种“特权”下 (即在“强制”

下) ,“不得不”听从医疗保健机构、卫生防疫机构的

隔离治疗和观察安排。而且“防治法实施办法”第二

十四条第一款规定 :“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

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 ,可以由公安部门协助治疗单

位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

可见 ,“隔离”就是“因有外在强制而不能按照自

己的意志进行活动”,无疑是对 SARS 病人、疑似病

人“自由”的限制。

如上所述 ,对 SARS 病人、疑似病人的隔离是有

其法律依据和伦理基础的。对每一个人讲 ,自由是

重要的 ,然而自由又不是绝对的。SARS 病人、疑似

病人应该充分认识到“隔离”的法律依据和伦理基

础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 , SARS 病人、疑似病人

“自由”的牺牲是必要的、也是高尚的。在此基础上 ,

辩证地去认识“自由”,就可以在更高基础上 ,重新获

得“自由”。由于“隔离”可以从伦理学和法律上得到

辩护 ,理应得到 SARS 病人、疑似病人的理解和接

受。

4 　隔离治疗和观察的“误区”

在各地采取防治“非典”措施的过程中 ,对某些

措施是否合乎伦理和法律 ,以及是否损害了公众的

“自由”权利 ,应该提出质疑。例如 ,在并没有疫情的

地区 ,有的单位和医疗机构只要发现有人发热 ,就怀

疑得了“非典”或疑似“非典”,就进行隔离或观察 ;只

要是从外地来的人就拒绝进自己小区或村庄 ;一个

人只要到外地出差一返回就要进行隔离、观察 ;不少

居民小区开始向住户发放自行印制的通行证 ,并贴

出告示 ,禁止非本小区人员进入 ,有些小区干脆关闭

了大部分入口 ;更有甚者 ,南京市建邺区上新河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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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为了本地区的“安全”,竟要从疫区回宁的人员搬

出去。结果从北京回到在南京的租住地的朱先生被

赶出家门、露宿街头 ,尽管他还有本地户口[3 ] ⋯⋯

目前全国各地采取的隔离措施出现了一些过激

的情况。本来公安部、铁道部、交通部、卫生部、质检

总局、民航总局、海关总署的紧急通知规定 ,在火车

站、长途汽车站、机场、客运码头采取卫生检疫措施 ,

对经检测体温高于 38°C 的人员 ,要立即报告并送至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安排的医院诊治 ;而有的地

方随意加码规定对经检测体温高于 37. 5 ℃的人员

必须统一处理 ;一些单位和地区随意划定隔离对象 ,

大搞所谓封闭式管理 ,对不属于隔离对象的人采取

隔离措施 ,各地各单位似乎都有权画地为牢的做法

曾在全国蔓延[4 ] 。

这种“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思路和做法 ,

一方面可能确实有利于疫情的控制 ,但从另一方面 ,

这种所谓的“隔离”措施 ,可能是不恰当的 ,是对这些

人的“自由”的无端剥夺、是缺乏伦理基础和法律根

据的 ,它损害了居民的正当权益。

这种隔离治疗和观察的“误区”之所以会出现 ,

究其原因 ,与人们对非典这种新发传染病缺乏足够

的认识和心理准备有着直接关系 :人们珍重自己的

生命和健康 ,担心这种可怕的疾病 ,以致于采取了上

述“非常”措施 ,此外 ,有的政府官员 ,并没有真正认

识“隔离”的伦理和法律根据 ,也不排除个别政府官

员从自己的一己私利出发 ,“惧怕丢官”而动用自己

的“行政权力”采取上述措施。

5 　社会“歧视”的出现与避免

由于 SARS 病毒是一种全新的病毒 ,具有极强

的传染性 ,而人类尚没有有效的疫苗和药物。人们

惧怕这种可怕的病毒 ,担心通过与 SARS 病人和相

关人员的接触而感染这种病毒。但是这种“惧怕”和

“担心”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发展成对一些人的“歧

视”:歧视对象从 SARS 病人、疑似病人、与他们有过

接触史的人、到已经康复的 SARS 病人、排除 SARS

感染的疑似病人、到战斗在防治“非典”第一线的医

务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甚至于疫区的所有人 ⋯⋯

例如 ,一个小学生仅仅因为身为护士长的母亲

去了非典隔离病区工作 ,便被学校“劝”回家里自

学[5 ] ;在我们的媒体上出现这样的报道 :小标题是

“身上沾满‘毒王’带着血的痰液”,把一周姓非典型

肺炎患者称为“毒王”[6 ] ;再比如有媒体报道 ,“我们

这里最近只要听说有从北京回来的人 ,大家就如听

到‘鬼子进村’了的感觉”。而且农民被告知 ,若发现

务工人员返乡 ,要向乡政府“举报”[7 ] ;据《羊城晚

报》报道 :一名“非典”患者病愈出院后 ,由于遭受各

种歧视而饱受压力。这名患者在今年 2 月份感染了

“非典”,治愈出院已经两个多月 ,他的单位却一直让

他“在家休息”。虽然他也曾到广州市疾病控制中心

复查过 ,结果“一切正常”,但单位仍然维持原来的决

定[8 ] ;一些饭店在门口公开打出“本店只接待 ××

×常住人口”、“本店拒绝外地人”等字样的横幅

等[9 ] 。

这明显是一种对公民的歧视 ,因为 :第一 ,对这

些公民的称呼本身有侮辱性 ,是对公民人格的不尊

重 ;第二 ,对这些公民的对待既缺乏法律依据 ,也没

有伦理基础 ;第三 ,这样的称呼和做法也没有医学依

据 ,纯粹是出于个别人的恐惧和自私心理。这些人

缺乏起码的人文素养。

对人们而言 ,SARS 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在

这场灾难面前 ,人们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科学有

效的应对措施 ,产生恐惧、不安等不良心理是很正常

的。但是 ,在抗击这场灾难的过程中 ,人们必须理性

地高擎人文关怀的旗帜 ,利用科学的利剑去战胜病

毒 ,而不是靠一些过激的非理性行为。只有具有法

律依据和伦理基础的措施才是正当的措施 ,才能体

现人类团结协作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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