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响应应对COVID-19
奥里萨邦 



随着世界各地继续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作斗争，对这

一流行病的有效应对仍然对许多国家构成挑战。在世

界一些地区，如印度的奥里萨邦，人们讨论较少，也

许是因为没有详尽的记载，但仍默默希望其病例数量

较少，甚至社会行为发生某些改变。

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地理、社会和经济特征因

邦而异。一些地区经常面临洪水、飓风、热浪、干

旱等自然灾害。位于印度东海岸的奥里萨邦每年都遭

受飓风袭击，其中在1999年，1万人死于超级飓风。 

在今年的疫情期间，奥里萨还要应对起源于孟加拉湾

的飓风“安潘”。在这种形势下，既要确保适当的社

交隔离和提供卫生环境，又要疏散人员，这就变得相

当困难。奥里萨以前在处理灾害方面具有丰富的经

验，这有助于他们利用过去灾害管理的经验应对当前

的疫情。

奥里萨以其古老的印度教寺庙和一些风景区而闻名，

人口4370万；略低于阿根廷的人口，居住面积为阿

根廷的1/18。奥里萨的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及相关

服务业， 

虽然服务业对GDP的贡献最大。三分之一的人口处于

贫困线以下，23%属于“表列部落”，各方面严重匮

乏。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奥里萨邦却是一个农民工

的主要来源邦，这些农民工前往其它邦工作。面对全

国性的封城，奥迪沙的大批农民工已经返回该邦。这

造成了更多挑战。

采取的步骤

该邦在早期阶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病毒的传

播。3月16日，奥里萨报告了第一个病例，奥里萨就

成为最早宣布封城的邦之一，甚至在中央政府实施封

城以前。奥里萨也是第一个设立医院只治疗新冠病毒

患者的邦。

在印度奥迪沙里萨邦，妇女们领导抗击
COVID-19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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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Covid-19 case load data of Odi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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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城市人流量最大的地方，采用无人机监视和消

毒拥挤的空间，最大限度地降低前线抗击新冠病毒战

士们的风险。

里萨还让妇女自助团体（SHGs）协助公众提高意识，

确保公共健康与卫生，并在城乡为贫困和弱势群体提

供粮食保障，尤其是在封城期间。

从前线领导控制大流行的妇女

在奥里萨邦，妇女们处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沙克蒂

使团的700万名妇女带头采取应对疫情的重要举措，

提供各种社区服务，帮助遏制病毒的传播。

SHGs帮助在全邦所有居民中实施“我们的生命”承

诺，教育1530万人，以打破接触链。其中许多人还帮

助在农村地区传播社会隔离与和安全的意识。

这些团体通过1339家在缝制服装和生产黄麻纤维制品方面具

备经验的沙克提使团SHGs，一直从事确保公众健康的工作；

他们拥有商业裁缝设备，并承诺将口罩生产作为一项慈

善活动。因此，他们生产了650万个可重复使用的口

罩，以象征性的价格出售给前线工人。还有30万个口

罩由SHGs免费分发给穷人和弱势群体，作为遏制疫情

的一项预防措施。这样不仅有益于保护公众健康，而

且也提高了农村妇女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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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贫困、脆弱和受害家庭的粮食保障，

这些沙克提使团SHG使贫困家庭能够在封城期间

每天两次免费享用热腾腾的饭菜。为此，7312

家SHG从事免费厨房管理，为该邦城乡地区提供

1910万份餐饮。

在封城期间，由于行动限制，口粮和蔬菜的供应

对城市和农村地区构成了重大挑战。为应对这一

挑战，598家SHG在地区行政当局的帮助下，战略

性地在全邦 建立干粮、蔬菜和水果店，从而为

40多万户家庭提供服务。沙克提使团的这项创新

举措在危机时刻帮助了公民，并向SHG提供了生

计支持。

由于供应链受到限制，封城导致易腐蔬菜供应

中断，导致农民无法出售蔬菜。这导致城乡市

场鲜菜供应不上，而农民则因农场的蔬菜浪费

而蒙受经济损失。在地区管理局和区园艺办公

室的积极支持下，500个SHG从1500个农民手中

采购了171吨剩余蔬菜，用于在当地市场上继续

交易，并作为最佳做法供应给SHGs管理的免费

厨房，使农民免于蔬菜滞销。这确保了农民和

SHG工人的财务稳定，以及危机时期的粮食安

全。

以儿童为中心 干预措施

在这种不寻常的时期，孩子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

心理社会困扰，有时需要采取干预措施才能解决

根源。COVID-19疫情期间，由于封城，儿童们学

习的连续性受到极大影响。在这段时间，父母

也经受了很大的压力：包括在经济方面、心理方

面、社会方面和生存方面。因此，有意义地与儿

童接触就是为了降低不确定性的影响，加强幸福

感，确保儿童健康成长，尤其儿童早期的全面发

展。这些活动对父母、祖父母及护理员（兄姐）

也有治疗作用，帮助他们康复和应付这种前所未

有的情况。

奥迪沙政府发起的“Mo Pratibha”是一项网上

竞赛活动，比赛的类别包括艺术、绘画、标语创

作、海报制作、短篇故事和诗歌等，该活动能够

帮助儿童激发创造力并传播对这一流行病的认

识，从而帮助社区控制病毒的传播。

解决大量涌入的问题  

农民工

农民工不得不面对封城的冲击。3月24日实施全

国性封城，各邦农民工受到影响最大，大量的农

民工滞留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里。大量滞留的农民

工的涌入，对于奥迪沙政府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

战。但是，邦政府迅速开展行动，采取各方面的

措施，例如建设一个集登记、接触追踪、健康监

测及遵守检疫规范、在线电子通行证的统一入口

站点，方便人员流动，在主要地点管理医疗营

地，并提供食宿等等，从而确保病毒得到遏制，

同时保障滞留民工的福祉。 

4 国家灾害管理局|抗灾基础设施联盟



邦与邦之间的农民工大量滞留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里，

在全国性的封城期间影响极大。迫切的挑战是要联系

所滞留的农民工，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

在特伦甘纳邦、安得拉邦和新德里等其它邦也设立了

服务台。这类服务台在帮助各邦的联络官员联系不同

地点的农民工、确保食物/干粮的配给、住宿和保健

设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农民工需要进行预先登记，以便在基础设施和标准作

业程序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入境的农民工。返邦

以后，这些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不仅接受了彻底的检

查，而且通过流动卫生单位检查了流感、咳嗽和感冒

等症状。由于许多农民工处于压力之中，邀请大学的

专家顾问与农民工互动，提供必要的建议，从而帮助

他们应对危机。此外，培训师还组织瑜伽和体育锻炼

课程，让工人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使他们的精神保持

健康。分发个人用品和卫生巾，给予妇女和女孩特别

的照顾。同样，通过确保医生、药品和护理，特别照

顾孕妇和哺乳期的母亲。

邦与邦之间的农民工大量滞留在他们工作的城市里，

在全国性的封城期间影响极大。迫切的挑战是要联系

所滞留的农民工，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环境。

在特伦甘纳邦、安得拉邦和新德里等其它邦也设立了

服务台。这类服务台在帮助各邦的联络官员联系不同

地点的农民工、确保食物/干粮的配给、住宿和保健

设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农民工需要进行预先登记，以便在基础设施和标准作

业程序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入境的农民工。返邦

以后，这些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不仅接受了彻底的检

查，而且通过流动卫生单位检查了流感、咳嗽和感冒

等症状。由于许多农民工处于压力之中，邀请大学的

专家顾问与农民工互动，提供必要的建议，从而帮助

他们应对危机。此外，培训师还组织瑜伽和体育锻炼

课程，让工人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使他们的精神保持

健康。分发个人用品和卫生巾，给予妇女和女孩特别

的照顾。同样，通过确保医生、药品和护理，特别照

顾孕妇和哺乳期的母亲。

此外，还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在线申诉补救

的门户网站，以确保他们的申诉能够得到迅速纠正。

最后，妇女参与提高认识、公共卫生和确保粮食安全

的活动，不仅能够加强SHGs妇女的生计，而且有助于

挑战性别方面的陈旧观念。它为新的可能性树立了一

个鼓舞人心的榜样，使SHGs 在疫情期间的生计实现多

样化。

社会距离：基于社区的监视

里萨政府已将村落潘恰雅特（农村地区的地方自治单

位）与管理机构检疫设施联系起来。这些机构在提高

社区对遵守社交距离规范的认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政府还出台了必要的规章制度。

成果和前进方向

尽管接收了大约60万农民工，奥里萨邦仍然属于控制

新冠病毒传播的邦之一。早些时候，每百万确诊病例

数相当低，虽然自5月第一周以来有所增加，但该邦

的情况仍然好于该国的其他邦，约有9000个确诊病例

和46个死亡病例。就病例总数而言，在相当的邦中，

奥迪沙排名属于后四位。

虽然奥里萨邦对这疫情的处理算得上一个相当的成功

案例，但仍必须保持警惕，努力坚持数月。社区尤其

奥里萨妇女的领导，激发了该邦完成这项任务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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