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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干预政策，主要
是：一、建成方舱医院，并与定点
医院和集中隔离点一起，在集中
救治 、集中隔离基础上 ，实现了
对确诊病人的分级诊疗，即方舱
收治轻症患者，定点医院收治重
症患者。 在中医药介入方舱治疗
后 ，收到很好的效果 ，减少了轻
症转重症的比率 ， 总有效率达
90%以上， 大大降低了轻转重的
比率。 二、社区防控。 在确诊、疑
似和密切接触者均运送到社区
外集中隔离后，武汉社区防控负
担大大减轻。 不仅武汉，全国各
地的城乡社区，都在社区工作人
员 、 机关到社区工作的下沉干
部， 以及社区志愿者支持下，有
序开展了社区排查、 消毒杀菌、
照料居民生活和照顾困难群体
等工作。三、联防联控。 全国各有
关部门 ，通过中央电视台 ，每日
报告国务院新冠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工作机制会议的沟通情况，
助力疫情防控。

这个时期的社会风险，是部
分公众看到疫情来势汹汹，全国
停摆 、经济下滑 ，担心疫情能否
控制和在多长时间内能被控制
住，从而信心不足。 加上这阶段
是自 1 月底开始的春节长假到 2
月末，一个月内大部分群众持续
宅家， 人际沟通基本依赖微信，
因而产生心理上的落寞。

疫情衰减期
2020.2.23-2020.3.23
本时期的疫情阻击战渐进

佳境 ， 到 3 月中下旬即开始打
扫战场 。 3 月 18 日 ， 本土疫情
新增病例清零 。 3 月 23 日 ，中
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指出 ，当前 ，以武汉市
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
已基本阻断 ， 但零星散发病例
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
在 ，疫情在全球出现大流行 ，形
势依然复杂严峻 ， 要保持清醒
头脑 ，决不可掉以轻心 。 要实行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的总体
防控策略 ， 维护好来之不易的
防控成果 。 武汉保卫战 ，已进入
最后打扫战场的阶段 。

这一时期的政策措施 ，主
要是 ： 一 、 对重症患者全力救
治 。 其间救活了多位八九十岁
有基础疾病的老人 。 二 、对武汉

24 小时全封闭的社区居民提供
生活物资保障 ， 由志愿者送菜
送饭上门 ， 并对其中的困难人
群实行补贴 。 三 、全国各省市按
照高中低风险评估后 ， 分期分
区复工复产 。 两个月来 ，防控疫
情 、 全国停摆给中国经济带来
了巨大损失 ， 如何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 ，恢复经济运行 ，促
进经济成长 ， 帮助企业渡过困
难时期 ， 帮助脆弱人群获得必
要支持 ， 将疫情造成的损失降
到最低 ， 是中低风险区的主要
目标 。 显然 ，这个阶段的风险主
要来自防控与复工的矛盾 。 防
控必然禁止人员流动 ， 复工必
须推动人员流动 ， 处理这对矛
盾 ，只能两手抓 、两手硬 。 不同
的部门负责不同的工作 ， 同时
又做好相互协调配合 。 其间 ，中
央统一指挥和协调发挥了重要
作用 。

这一时期的风险，集中在口
岸入境和复工复产人员流动引
至可能产生的新的疫情。 另外，
长期宅在家里 ，时间久了 ，形成
居家的新的生活习惯，对于上班
工作，反而需要重新熟悉。 即所
谓久假成真 ， 要恢复原来的状
态，得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如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
家考察组外方专家布鲁斯所言：

“所有好的做法要奏效， 必须要
有公众的集体意愿。 中国成功的
背后是是巨大的集体意愿。 ”中
国正是以全民的集体意愿和统
一意志让中央政府所有措施和
政策得以完整、 彻底的落地，这
是阻断疫情最根本的保证。

第三阶段：
新常态阶段

常态防控期
2020.3.23-2021.3
在这个新时期，疫情已经基

本阻断， 人们从灾难中走出来，
开始走向灾后重建阶段。 在这个
阶段，灾难医疗已经转回为常态
医疗，生产、生活都在恢复常态。
而疫情中失去亲人的死难者家
属面临长时期的心理阴霾，奋战
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
者在疫情过去后，紧张的心理状
态一下子难以放松，一些人甚至
产生了抑郁症 ， 这些都需要社
工、 心理咨询师和医生做支持，
对其进行心理抚慰和对死难者
家属进行哀伤辅导。 在后疫情时
代处理人际关系，可能面临更复
杂、更艰难的选择。 需要寻找新
的社会关系支点和心理支点，在
新的基础上进行心理重建、社会
重建， 以构筑社区命运共同体、

社会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阶段，
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将协同政
府部门和街道 、居委会 ，发挥较
之抗疫期间更加有为的作用。

与此同时，鉴于每日均可发
现境外输入型病例 ， 以及看不
见、 很难普查的无症状感染者，
中国的疫情防控仍然不可刀枪
入库 、马放南山 ，不仅思想意识
上要防控，还要建立一整套落地
的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机制，尤其
要重视社区防控。 这导致疫情之
后的灾后重建与一般自然灾害
有明显不同， 从意识到制度、政
策 、措施 ，都需要灾后重建与常
态防控两手并存。 为体现这种特
殊性，将这一时期标示为新常态
阶段。

权变期
2020.3.23-不确定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是新常

态阶段的防疫政策特征。 这是因
为本土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基本
零新增， 确诊的存量不断降低，
出清只是时间的问题，但是口岸
输入型病例持续增长。

自中央在 3 月 23 日宣布中
国本土基本阻断疫情以来，境外
疫情空前暴发，先是欧洲尤其意
大利成为全球“震中”，接着是美
国替代欧洲成为“震中”。 到 3 月

底 ， 美国确诊病例已达 164000
多例，已经是中国的两倍。 意大
利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也超过
中国， 达到 10 万例， 死亡过万
人。 这导致中国疫情的威胁方向
调转 ，随着境外疫情暴发 ，大批
留学生和华侨归国。 在入境人口
不断增长的同时，输入型病例每
日持续增长，到 3 月 31 日，输入
型病例累计已达到 771 例。

而中国本土的病例自 3 月
18 日以来几乎半个月内除两日
外，都保持零增长。 截至 3 月 31
日，全国本土现存确诊病例已经
下 降 到 2000 多例 ， 治 愈 病 人
76227 人， 死亡人数 3314 人，加
上境外输入的 771 例，累计病例
825417 例。

为控制输入型病例，中国自
3 月 28 日起，暂停持有效中国签
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境。 根
据国内防疫现状，中央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与防疫
专家取得一致意见，在全力救治
重症和危重症病人、做好社区防
控的同时 ，以更早预防 、预警和
对入境人员 100%实施核酸检测
等方式，筛查和防治无症状感染
者。 另有科学家在对无症状感染
者的病毒载量和病毒持续期进
行研究，以期找寻新冠病毒传播
规律。

今天看来，中国遏制疫情之
战正是全球战疫的前哨战。 自 3
月上中旬以来，全球疫情进入大
流行， 波及所有国家和地区，确
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在急速攀
升，中国已经成为迄今全球唯一
扼住疫情咽喉的风暴之眼。 当下
的中国，出现抗疫初期和中期都
无法预料的复杂局面，同时面临
抗疫与援外 、抗疫与复产 ，维护
本国人民生命安全与维护世界
人民生命安全，珍视生命与恢复
经济两个维度、两个层级上的巨
大张力。 而只有世界战胜疫情，
只有世界经济恢复，中国才能彻
底战胜疫情，才能真正促推本国
经济成长。 所以，两个维度，两个
层级的目标都必须兼顾，择中道
而行。 顾全大局、兼顾多目标的
复合成效，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的必然选择。 可以说，自全球
疫情进入“大流行”以来，中国战
疫进入新常态，以权变策略寻求
复合目标的统筹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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