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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路线图

杨团/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政策中心顾问

2020 年初，中国以两个月时
间，快速控制住了曾一度急速暴
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这个战果鼓
舞了世界人民———一个 14 亿人
口的大国都能够做到的，其他国
家也能做得到。

控制疫情有两个战略，一个
是遏制、一个是延缓。 中国选择
的是遏制战略，在短期内采取一
系列严防严控措施，尤其严格执
行的城市防控和社区防控控制
住了疫情。

新冠病毒带来的疫情是一
场生物灾害 ， 属于自然灾害的
一种 。 凡是自然灾害都会周期
性发生 ， 不同类型灾害发生的
周期不一样 。 大地震的发生周
期长则十数年或数十年甚至百
年 ， 洪水 、 台风等数年就来一
次 ， 而病毒带来的灾害现在看
来数年就会暴发一次 。 不论什
么类型的灾害 ， 在一个灾害周
期内 ，都会按照灾害的特征 ，分
成前灾害期 、灾害发生期 、灾害
静止期 ；而从人类救援的角度 ，
可以分为紧急救援 、救援期 （临
时安置 ）、复兴期 （永久安置 ）等
不同阶段 。 对病毒带来的周期
性灾害和应对的救援措施 ，我
们需要做深入研究 。

新冠病毒对人类而言，是完
全未知的病毒。 迄今为止，它从
哪里来？ 有什么特征？ 是怎么传
播的？ 致死率到底有多高？ 无症
状感染者有没有传染性？ 有多大
传染性？ 能不能被消灭？ 凡此种
种 ，我们都从不知晓 ，只能在实
践中不断摸索。 这次新冠病毒引
发的全球重大灾难警示我们，为

了人类的生存，我们必须同舟共
济 ，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
面对这个人类危机，努力创造与
危机的独特性质相匹配的新的
知识生产能力。

总结中国尤其是武汉地域
的抗疫经验 ，将分期 、分阶段的
疫情特征、抗疫措施和成效做一
梳理，就是试图提炼应对病毒这
个特种生物灾害的人类新知。

依据中国对抗疫的管控方
式，我们将抗疫过程划分为局部
内控期、统一防控期和新常态三
个阶段，再根据我们观察到的疫
情发展的自身规律，将其划分为
潜伏期、发生期、急速暴发期、持
续暴发至平台期 、衰减期 ，尤其
针对中国抗疫现实，提出新常态
阶段可分列常态防控期和权变
期。 下面分述之。

第一阶段：
局部内控阶段

疫情发生期
2019.12.1-2020.1.20
灾害一旦发生就进入灾害

发生期， 对于一般自然灾害，这
是最急迫的超急性阶段。 但是 ，
新冠病毒疫情不同于地震 、水
灾，它看不见、摸不着，并非直接
表现出立即严重危害生命的特
征 ，而是以隐匿 、不为人知的形
态悄悄来到人间，这就导致本该
采取超急速度的紧急救援行动，
由于人们对病毒疫情无所觉察
或者认知不足而无法抓住最有
力的时机，错过了早期控制疫情
的时间窗口 ， 导致疫情快速扩

散， 救助成本成百上千倍上升 。
这个惨痛的教训现在已经不止
于中国。 先是伊朗、意大利，后是
美国还有西班牙，这些国家的疫
情都在近期出现急速暴发态势，
挤兑医疗资源，导致死亡率快速
上升的人道主义灾难。

2019 年 12 月 1 日， 武汉出
现第 1 例新冠肺炎病例。 到 1 月
20 日，国家高级别专家组公布新
型冠状病毒“人传人”时，武汉的
病例数已经大幅增加，疫情已经
播散到全国多个省市，最佳的防
控时机已经溜走。

当时的疫情防疫仅局限于
武汉一地，武汉也没有采取阻断
传播途径的有力措施，全国公众
对于突发风险完全无感。

第二阶段：
统一防控阶段

疫情急速暴发期
2020.1.21-2020.2.6
1 月 21 日，国务院建立应对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1 月 25 日 ，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
导小组成立。 在中央统一领导指
挥下 ，武汉 “封城 ”，全国各省市
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I 级响应， 都采取了包括输入
性病例严防、 发热门诊筛查、道
口查控、社区防控、交通防疫、公
共场所防疫等多项措施，以切断
传染源、堵住传播途径。 整个中
国在春节长假期间全面“停摆 ”，
全民禁足，响应政府发出的不出
门 、不聚会 、在家就是做贡献的
号召。 这个阶段开启了中国抗疫
宝贵的窗口期。 其间，反复向全
民倡导的四 “早 ”，即早发现 、早
报告、早隔离、早治疗，起到了很
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举国体制 ，这样的快
速反应， 以全民的集体意志 ，以
无数医疗工作者 、志愿者 、各行
各业工作者们的无私奉献精神，
将传统防疫体系修正为全社会
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新型防疫
体系。 其效果，是延缓了武汉和
湖北的疫情，并且基本阻断了武
汉和湖北疫情向全国其他省市

快速蔓延。 这一效果尽管一个月
后才充分显示 ，不过 ，就在本阶
段 ，武汉 “封城 ”后两周 ，也即灾
害发生时期的急性阶段，就已经
初现端倪。

现在看来，在疫情急速暴发
发期，能否在最佳时间点把病毒
“扼杀在摇篮中”，取决于政府的
反应速度和及时正确做出适当
决策的能力。 1 月 20 日，当国之
重器，中国头号防疫专家钟南山
院士提出新冠病毒人传人的专
业判断后，中央迅速做出重大决
策，建立了应对疫情领导小组和
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这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 ， 最高
级别的重大风险响应机制，从而
构筑了全政府、全社会统一防疫
体系。

这一阶段，武汉由于缺乏床
位、 试剂盒和足够的医务人员 、
防护物资， 导致社区排查受阻 ，
病人和疑似患者在家庭、 社区 、
发烧门诊、定点医院之间来回穿
梭，医疗体系和资源被灾害严重
挤兑，曾一度出现无序状态。 大
批病人在社区拥堵，形成威胁下
游医疗体系的“大洪水”。 这导致
社会出现恐慌心理。

武汉本地市民和全国一些
具有救灾经验的志愿者紧急响
应，自发组织起来筹措运输抗疫
物资，运用互联网平台在线为疫
区人民提供心理、医疗和社会服
务救援。 中央及时调整政策，换
帅换将， 建立武汉方舱医院，增
派医务人员 、 统一分发防护物
资 ，快速止住了恐慌 ，实现了有
序抗疫。

疫情持续暴发至平台期
2020.2.6-2020.2.23
本 阶 段 进 入 对 疫 情 的 震

中———武汉及湖北全境的全面
紧急救援。中央在 2020 年 2 月初
就提出，“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
胜则全国胜 ”。 自 1 月 24 日起 ，
解放军医疗队和全国医疗团队
就纷纷驰援武汉。 到 2 月末 ，驰
援武汉的医务人员达 42000 多
人。 同时，全国人民、全球华侨华
人， 还有 79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
府，都纷纷向武汉和湖北捐赠口

罩 、防护服 、呼吸机等重要防护
物资、设备。 全球支援中国，支援
武汉及湖北全境，“山川异域，风
月同天 ”， “与子同袍 ， 岂曰无
衣”，让中国人民感动得泪目。

这一时期，为切断传染源，阻
断传播途径，武汉征集会展中心、
体育场馆改建为方舱医院， 发布
号令，对确诊、疑似的患者，集中
收治、集中隔离、应收尽收、应治
尽治， 大大降低了社区防控的难
度。 在全国医务人员驰援下，一举
稳定了武汉的抗疫秩序。

在这一时期，武汉于 2 月 12
日出清了多日累积的临床诊断
病例存量，新增病例 13436 例，在
此之后，新增病例做到了日结日
清。 2 月 18 日，出现疫情拐点，当
日武汉新增病例为 1660 例，之后
持续下降；2 月 19 日， 新增病例
当日为 615 例；2 月 23 日新增确
诊病例 348 例 ；之后 ，新增病例
曲线在低位徘徊，从两位数降到
一位数，直到 3 月 18 日 ，新增病
例清零。 而武汉清零，则全国国
内病例清零。

在全国全力支持下，武汉疫
情蔓延势头已被遏制。 而武汉胜
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 2 月
23 日全国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
电视电话会，宣布防控工作取得
阶段性成效， 形势积极向好，要
求各地统筹疫情防控和恢复经
济社会秩序 ，以县 （区 ）为单位 ，
科学划分疫情风险低 、中 、高等
级，根据疫情研判结果及时调整
风险等级和响应级别，分区分期
采取不同政策或全面复工复产
或积极促进复工复产。 这就是运
用差异化政策以实现遏制疫情
与维护经济与社会正常秩序之
间的合理平衡。

这个时期发生的节点事件 ，
是 2 月 24 日，武汉“封城”一个月
后，在中国已考察两周的世界卫
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召开新
闻发布会。 考察组外方专家布鲁
斯向中外记者宣布：在没有特效
药 、没有疫苗的条件下 ，中国以
“非药物性的干预措施改变了疾
病的过程”，亲眼看到“两周之内
实现了确诊病例 80%的下降”，中
国这种 “全政府 、全社会的经典
传统 、看似又老牌的方法 ，避免
了少则万余多，多则数十万病例
的出现，是了不起的成就。 ”另据
该联合专家考察组认定， 自1 月
23 日以后 ， 全中国包括武汉在
内，再没有出现类似武汉早期的
病毒感染社区传播，取而代之的
是聚集性的家庭感染和散见病
例。 这证明了中国方式对于阻断
社区传播 ，阻击疫情 、降低发病
率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一成效，
与国内外数学模型估算的结果
大相庭径。

这个时期的疫情特征 ，是
疫 情 波 谷 即 疫 情 出 现 起 落 波
动 ，波峰和低谷并存 。 新增病例
出现一段相对平台期 ， 发病率
升到峰值后下降 ，同时 ，重症病
人问题凸显 。

（下转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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