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春季

9/11 及以后

登记系统研究结果

纪念的艺术

研究结果基于登记者对以下问题的回答：“在过去
12 个月内，除了偶尔忘记最近遇到的人的姓名之
外，您是否经历过意识模糊或记忆丧失？”大约五
分之一年龄介于 36 岁至 64 岁之间的登记者针对此
问题回答“是”。

除 9/11 灾难后在“瓦砾堆”上辛勤工作多月的数千
名救援和清理人员外，有近 350 只搜救犬与人们并
肩工作，竭力抢救遇难者。新泽西州 West Orange
一座饱览哈德逊河对岸曼哈顿迷人风光的公园内，
就坐落着一尊四英尺高的青铜犬雕像，它站立在由
5,000 磅的花岗岩和钢铁打造而成的基座上。

社会支持与登记者的意识模糊或记忆丧失经历*

我们发现，相对于获得较少社会支持的登记者而
言，获得较多社会支持的登记者经历意识模糊或记
忆丧失的可能性更低。

*Seil K、Yu S、Alper H。一项以认知储备和社会支持为重点的潜在类别分析，
旨在预测世贸中心健康登记系统 (World Trade Center Health Registry) 内的中
年登记者自我报告的意识模糊或记忆丧失情况。《国际环境研究与公共卫
生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年；16(8):1401。doi.org/10.3390/ijerph16081401

与 9/11 相关的青少年行为与成人心理健康

这项世贸中心健康
登记系统 (WTCHR)
的研究调查了青少
年与 9/11 相关的行
为问题与他们成年
后心理健康及药物
使用状况之间是否存在关系。观看我们的
视频以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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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各地的 9/11 纪念雕像

该青铜犬雕塑由来自俄勒冈州的雕塑家 Jay Warren
设计，于 2016 年在该公园的埃塞克斯郡鹰岩 9/11 纪
念活动 (Essex County Eagle Rock Sept. 11 Memorial)
中开始展出，雕塑制作及安装费用均由企业赞助。
纽瓦克公共安全事务 (Newark Public Safety) 主任
Anthony Ambrose 在纪念活动的新闻稿中表示：“搜
救犬搜索了原爆点 (Ground Zero) 周边方圆 16 英亩
满是金属和瓦砾的区域，到达了人力所不能及的角
落。许多家庭因为搜救犬的工作而获得了某种程度
上的宽慰，这是纪念这些搜救犬的恰当方式。”

年度报告

今年，WTCHR 继续研究 9/11
事件的长期影响，并持续建
立登记者与医疗资源之间的
连接。2019 年度报告分享了
9/11 事件与中风、意识模糊
和记忆丧失、肺纤维化以及提
前退休之间关系的新发现。下
载并阅读该报告的完整 PDF
版本。

您有新的来信

欢迎您来信提供意见！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WTCHRELetter@health.nyc.gov 与我们联系。
“您好，

这是一封来自我和我妻子的“感谢”信。

自 9/11 以来（我在“瓦砾堆”上工作了六个月），
我患上了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症，这不仅让我在
夜里失眠，也让我的妻子难以入睡。我十分确定
我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然而，直到我阅读了你
们的睡眠呼吸暂停症健康手册，我才决定去看医
生。是的，我被确诊了，并且正在接受治疗。

9/11 的持续健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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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系统的健康资料是我们最受
欢迎的信息来源之一。这些健康
资料描述了世贸中心健康计划
(WTC Health Program) 所涵盖的
52 种疾病（黑色素瘤、鼻窦炎
等）的一些症状和治疗方法。

Wave 5 问卷调查启动

登记系统的 2020 年健康问卷调查 (Wave 5) 将继
续监测登记者（现在都已成年）在 9/11 事件过
后 19 至 20 年的健康状况。登记者的回答将使我们
能够继续跟踪 9/11 事件对健康的影响，并确定影
响 9/11 事件幸存者和救援人员的医疗保健缺口。欲
更详细了解登记系统何以重要，请观看 Kuerban 的
视频。

我和我的妻子都十分感谢你们！”
— L. Lin, NYC

需要护理？

如果您是一名 WTCHR 登记者，并认为您可能
存在与 9/11 相关的健康问题，请发送电子邮件
至 trp@health.nyc.gov 联系登记系统的治疗转介
计划 (Treatment Referral Program)。当您寻求
帮助时，我们的多语种工作人员将在回复中提
问以了解您的健康状况。根据您的需要、资格
以及受 9/11 事件的影响程度，我们会将您转介
至 WTC 幸存者健康计划 (WTC Health Program
for Survivors) 或 WTC 救援人员健康计划 (WTC
Health Program for Responders)。

观看登记系统的更多视频。

资源

联邦的世界贸易中心健康计划提供与 9/11 相关
的身心健康状况监测和治疗，包括提供药物。
无论您现在身居何处，都可获得免费服务。在
线申请 (cdc.gov/wtc) 或致电 888-982-4748，我
们会向您邮寄申请表。

要查找本电子报的英文、简体中文、西班牙文和繁体中文版本，请访问 nyc.gov/911health 并单击“Research”（研
究）选项卡，然后单击“Publications”（出版物），并在下拉菜单中选择“E-newsletter”（电子报）以找到 PDF。
如需联系我们以了解登记系统，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wtchr@health.nyc.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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