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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香港中學生國情與國民教育讀本》 

延伸閱讀及知識欄 
 

 

 

第７章  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延伸閱讀 01：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世界衞生大會上發表講話，闡述了一個或將重塑全球外交的理念。

中國該如何建立友誼和合作的基礎，在一個格局重塑的世界中發揮作用？ 

 

高瞻遠矚的「衞生外交」 

習近平主席這樣形容該理念，「中國始終秉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對本國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也對全球公共衞生事業盡責。」為此，他宣佈了五大關鍵舉措。這些舉措

將奠定中國的衞生領域領導權，並在此基礎之上，讓中國成為世界中心。最重要的一項舉措就是，

中國將在兩年內提供 20 億美元國際援助，用於支持受疫情影響的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抗疫鬥

爭以及經濟社會恢復發展。第二，中國將同聯合國合作，在華設立全球人道主義應急倉庫和樞紐，

努力確保抗疫物資供應鏈，並建立運輸和清關「綠色通道」。第三，中國將建立 30 個中非對口

醫院合作機制，加快建設非洲疾控中心總部，助力非洲提升疾病防控能力。第四，中國新冠疫苗

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為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擔負性作

出中國貢獻。最後，中國將同二十國集團成員一道落實「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並願

同國際社會一道，加大對疫情特別重、壓力特別大的國家的支持力度，幫助其克服當前困難。在

宣佈這些舉措的過程中，習近平主席一再提到發展中國家，顯然它們是中國抗疫援助政策的中心。 

 

需要被填補的真空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全球大國，未來幾十年將會超越美國。迄今為止，美國和亞

洲巨龍之間的競爭集中於經濟、軍事及地緣政治領導權。一直以來，在全球領導權競爭中，衞生

外交或衞生投資都是一個被低估的領域。不過，這次新冠疫情激發了中國最好的一面，也暴露了

美國最壞的一面。美國的抗疫工作做得一塌糊塗，死亡人數高企、經濟損失嚴重。在大選即將舉

行之際，由於美國疫情慘重，特朗普總統選情不穩。幾個月前，有強勢的經濟表現作為支撐，他

還勝券在握。可惜，他不聽從專業人士對疫情嚴重性的評估，當疫情蔓延至美國時，他反擊得太

慢太馬虎。美國抗疫不力的責任完完全全在於美國政府。特朗普試圖通過謊言、詭計和種族主義，

把國內民眾指向其政府的矛頭轉移到其他國家，不過最後還是慘淡收場。此外，在全球面對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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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最嚴重的疫情之一時，特朗普總統的無知反智、自以為是、糊塗無能、反覆無常徹底暴露。

中國這時候站出來領導全球抗疫，不僅順其自然、適逢其時，而且還具有重大的戰略性意義。 

 

世界需要一個領袖引領前路 

毋容置疑，疫情暴發後的世界需要一個可以動員政府和人民共同合作的領袖，才能解決這個

前所未有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主席主動出擊，高聲號召：「讓我們攜起手來，共同佑

護各國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護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共同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非洲的位置 

以習近平主席的講話作為參考，以及觀察中國在非洲大陸的實際行動，顯然，非洲在未來世

界中佔有特別的一席之位。過去，分析人士用所謂「新冷戰」或類似的框架來分析中非格局，並

把非洲視為其中的倒霉受害者。這種框架是錯誤的，因為它既否認了非洲國家的作用，也無視中

國對互惠互利關係的開放態度。中國一直倡導互惠互利關係，這表明中國認識到走帝國主義老路

是無法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取得世界領導權的。中國的對外交往以友誼和合作為基礎，換言之，

就是與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起打造一個新聯盟，在一個格局重塑的世界中發揮作用。不過，津巴布

韋等非洲國家也需要仔細分析這些舉措，並確保自己能夠從中分得一杯羹。 

同樣重要的一點是，非洲領導人需要接受新的治理、經濟管理及技術創新模式，這需要他們

具備靈活轉變的思維。隨着中國崛起，非洲也需要崛起。 

 

——Tatenda Chinyani（塔騰達·欽亞尼），中國抗疫舉措重塑全球外交，詳見天大研究院編：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習近平領導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頁

2201-2203。 

 

 

延伸閱讀 02： 

 

我們可以哪幾個維度把握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內涵、背景和指向？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

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強調：「積極參與重大傳染病防控國際合作，推動構建人類衞生

健康共同體。」這是為應對全球公共衞生治理危機貢獻的中國智慧。把握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

深刻意蘊，為全人類攜手打造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提供價值引領，需要從理論維度、現實維度和

實踐維度三者內在聯繫、辯證統一的視角着眼。 

 

從理論維度把握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深刻內涵。馬克思將人看作是處於一定社會關係中生

存和發展的「類存在物」，共同體是人的類存在的基本方式，任何人都無法脫離共同體而獨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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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發展，同時為其注入時代內涵。人類衞生

健康共同體，至少蘊含人類生命安全及確保人類生命存在和發展的外在環境即生態安全兩方面內

涵，可以說是生命安全與生態安全一體化的表現。有生命的個人存在是歷史大前提，但是，個體

為了獲得存續發展的可能，不僅需要滿足維持基本生命活動的自然基礎條件，而且需要「生產物

質生活本身」，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從而滿足發展所需的社會條件，比如衞生健康權益、生命

權益、生態權益、安全權益等。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衞生健康領域的具體表

現，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維護人類衞生健康的生命權益與生態權益方面的具體表現，是一種為

應對威脅個體生命安全和生態安全的「生命－生態」一體化危機而形成的共同體。在生命危機與

生態危機相交織的態勢下，不能將關乎人類衞生健康的生命健康與生態健康割裂開來，而要從「生

命－生態」一體化健康和一體化安全的維度出發，把握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深刻意蘊，為 21

世紀全球「生命－生態」一體化危機綜合治理貢獻中國智慧。 

 

從現實維度把握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時代背景。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提出是針對時代突

出問題和順應時代發展的必然之舉。要真正實現每個人自由全面發展，就必須高度重視人類社會

面對的複雜嚴峻的環境問題和公共衞生健康問題。今天，在全球化的歷史大背景下，各國之間聯

繫緊密、利益攸關，生態環境問題和衞生健康問題早就突破國界，成為整個人類共同面對的普遍

問題。生命是人的基本屬性，健康與人的生命質量息息相關，人類衞生健康問題不僅僅指醫療衞

生健康方面的問題，還包含與人類生存發展息息相關的生態環境問題。這種由人與自然關係和人

與社會關係延伸出的生命與生態的關係，具有作用與反作用的辯證互動性：一方面，大自然是有

記憶的，人類生產生活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影響，無論好壞都會在日後表現出來，人類是否善待大

自然，大自然也會採取相應的回報方式；另一方面，人類的生命依賴生態存在與發展，生態環境

的優劣直接影響人類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公共安全帶來的巨大挑

戰，以及個別國家不顧一切搞「疫情政治」給國際抗疫合作帶來的諸多挑戰，中國創造性地提出

推動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倡議，凸顯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為了應對當前疫情危機及關乎

未來的深層次「生命－生態」一體化危機，從現實維度出發深刻認識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構建的

重要性和緊迫性。 

 

從實踐維度把握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應然指向。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構建是一項需要多

方發力的系統工程，對當前人類社會發展乃至文明走向具有深遠影響。從實踐維度把握人類衞生

健康共同體，一是樹立從「生命－生態」一體化健康與一體化安全視域出發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

同體的新理念。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構建首先要解決思想觀念問題，打破

傳統安全理念中把生命安全與生態安全割裂來看的觀念，深刻領悟「生命－生態」一體化安全理

念的意蘊，以維護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全球生態安全為最終目標。二是推動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的體制機制創新。完善以生命安全體制機制與生態安全體制機制一體化發展為目標的世界公共衞

生安全治理體系，完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和生態安全事件的預警機制、信息分享機制、應急響應

機制、科技成果共享機制，完善「生命－生態」一體化安全複合型人才的培養機制。三是推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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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行為方式革新。利益是推動人類行動的基礎，也是推動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構建的強大動力。為了維護全人類的生命權益和生態權益，人類在未來大有可為，要加強信息、

資源、技術合作，將「生命－生態」一體化健康與安全的新理念融入校園、課堂和書本，使之成

為社會文化的重要內容，通過大力推行綠色健康的生活方式，走向將健康與美麗相結合的健康中

國、美麗中國、平安中國，並推動實現共建共享健康安全清潔美麗的人類美好家園。 

 

——馬姍姍、方世南，從三個維度把握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遼寧日報》，2020 年 11 月

24 日。 

 

 

延伸閱讀 03： 

 

香港在面對疫情時，應當如何保持堅定的意志，實現「動態清零」？ 

 

近期，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在全球快速蔓延，並引發香港新一波疫情暴發，香港本地新

增確診病例已經連續多日破百，香港特區政府果斷採取多項「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嚴格防疫

抗疫措施。 

 

在當前香港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卻有人歪曲「動態清零」含義，質疑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

舉措，不負責任地提出香港應放棄「動態清零」，實行所謂「與病毒共存」的「躺平」策略。如

任由錯誤論調大行其道、混淆視聽，將動搖香港全社會的抗疫信心，影響抗疫成效。 

 

「動態清零」不是追求「零感染」，而是我國在「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下常態化疫

情防控的總方針，它要求做到對病例及早發現、快速處置、精準管控、有效救治，使疫情不構成

連續性社區傳播，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經濟社會發展。其背後體現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

抗疫理念，也被實踐証明能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成效。 

 

當前，疫情仍處於全球大流行期，病毒正在不斷變異，奧密克戎毒株傳播速度快、受感染人

羣多，重症率、病死率高於一般流感。在此情況下對新冠肺炎病毒絕不能夠掉以輕心，「動態清

零」是我國現階段綜合考量各方面因素的科學有效防控策略。 

 

對於香港而言，「動態清零」也是符合香港社會實際情況的科學選擇。香港人口密度大，老

齡人口佔比較高，醫療資源有限，仍有 100 多萬名市民未接種第一針疫苗，70 歲或以上長者接

種率較低。此外，香港對外高度開放，境外輸入性風險高。如果放棄「動態清零」而選擇「躺平」，

可以預見，病毒必將快速大規模擴散，給香港民生和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重損害。只有採取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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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動態清零」策略，才能減少發病、重症和死亡率，避免醫療資源擠兌甚至崩潰，最大限

度保障香港市民生命健康。 

 

儘管短期內收緊的防疫政策可能對感染者及密接者的日常生活以及不少行業的正常經營造

成一定影響，但從長遠看，這一策略能以最快速度撲滅疫情，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香港經濟社會

的影響，使香港社會在安全的前提下恢復正常運作和對外正常交往。總的來看，「動態清零」有

利於香港經濟社會長遠發展。應算清楚民生賬、長遠賬、總體賬，絕不能被一時困難遮蔽雙眼。 

 

內地的成功抗疫實踐、香港應對前幾波疫情的成功經驗都一再証明，「動態清零」科學必要、

有效可行，也符合香港民心民意。香港紫荊研究院於 1 月 24 日至 28 日期間，電話隨機訪問了

1063 名香港市民。結果顯示，67.9%的受訪市民認為堅持「動態清零」更符合香港社會整體利益，

憂慮香港一旦錯誤選擇「與病毒共存」，疫情必然全面失控，700 多萬名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將

面臨嚴重威脅。 

 

香港社會應堅定「動態清零」的意志和信心，全力支持配合特區政府完善「動態清零」的相

關政策舉措，做到科學精準施策，儘快切斷傳播鏈，撲滅本輪疫情。香港可借鑒內地有益經驗，

精準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精準劃定密切接觸者、精準劃定風險地區、精準進行醫療救治、精準實

施社區防控。 

 

我們堅信，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只要香港全社會同舟共濟、同心協力、科學精準防疫，一

定能夠早日戰勝疫情，讓經濟社會發展重回正常軌道，這顆「東方明珠」必將綻放出更加璀璨的

光芒。 

 

——江琳，「動態清零」是香港抗疫的科學選擇，人民網－《人民日報》，2022 年 2 月 7

日。 

 

 

延伸閱讀 04： 

 

中國提出的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必須秉持哪幾方面的總體要求，才能為全球公共衞生治理

貢獻有效且全面的中國方案？ 

 

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的舉行，表彰的不僅是先進的集體和個人，更是在過去 8

個多月時間裏，敢於鬥爭、舉國同心的全體中國人民。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中國人民為

全人類作出了重要貢獻，提供了成功借鑒。世界衞生組織赴中國考察的專家代表團一致認為，中

國採取的措施非常及時、非常有效，不僅阻止了疫情在中國的傳播，也為全世界爭取了時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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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範圍內的「戰疫」仍未結束，「在所有人都獲得安全之前，沒有人是安全的」，世衞組

織總幹事譚德塞強調的這句話，警醒着所有人唯有風雨同舟、共克時艱才能最終戰勝病毒。打造

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以應對全球公共衞生危機的嚴峻挑戰，這既是中國貢獻的全球公共衞生治理

中國方案，也是中國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實踐。 

 

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必須始終秉持休戚與共的整體意

識、守望相助的合作意識、平等相待的包容意識和尊崇自然的生態意識，共同佑護各國人民生命

和健康，共同佑護人類共同的地球家園。這不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深刻內涵的總體要求，也是對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導致的全球公共衞生危機的必然回應。 

 

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必須秉持團結合作精神。全球公共衞生危機是典型的全球性危機，

其嚴重性、突發性、跨界性的特徵決定了要克服危機就必須採取協調一致的國際應對措施。病毒

是人類共同的敵人，沒有哪個人、哪個國家在面對疫情時可以成為安全的「孤島」。病毒沒有國

界，病毒不分種族，團結合作是戰勝疫情最有力的武器。人類歷史的發展始終貫穿着與各種疾病

和災難的英勇鬥爭。國際社會共同抗擊艾滋病、埃博拉、禽流感、甲型 H1N1 流感的歷程証明，

團結合作才能凝聚最大的全球合力，共同攜手抗疫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護全人類的生命安全。構建

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既是對當前國際社會抗擊新冠肺炎的經驗總結，更是對未來國際社會應對全

球公共衞生危機的長久規劃。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充分體現了以民為

本、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同時也深刻反映出全球化時代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休戚與共、息

息相關的命運共同體意識。 

 

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必須堅持多邊協調機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為破解全球治

理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和發展赤字而貢獻的中國方案與中國智慧。構建人類衞生健

康共同體就是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完善全球公共衞生治理體系，在尊重個體利益的前

提下，尋求實現和保証全人類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最大限度地捍衞各國人民的生命權和健康

權。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必須始終倡導和堅持多邊主義，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多邊協調機制，

充分發揮聯合國、世界衞生組織等多邊組織的組織協調作用。全球抗疫實踐表明，世界衞生組織

不僅為各國提供了信息交流、經驗分享和合作磋商的重要平台，而且向各國提供了技術指導、資

金支持和物資救助等重要服務，其在引領世界各國團結合作、攜手抗疫方面發揮的重大作用無可

替代。某些奉行單邊主義的國家，為了維護一己之私，與國際合作抗疫的多邊協調大唱反調，刻

意弱化甚至詆毀世界衞生組織的作用，不但無益於本國疫情緩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全球

抗疫的成效。因此，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必須建立和維護公正合理、互商互諒、同舟共濟、

互利共贏的多邊協調機制，儘可能擴大國際參與範圍，將單邊主義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 

 

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必須擁有責任擔當意識。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任何國家都應該

既對本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負責，也應該對全球公共衞生事業盡責，這是任何國家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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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時代必須承擔的責任擔當。當然，國家有大小、強

弱和貧富之分，承擔的國際責任不能等同而論。從這個角度而言，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中的

國際責任擔當可以借鑒全球環境治理中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即從責任承擔性質上看，

每個國家都應該毫無例外地承擔責任，但從責任承擔能力上看，每個國家應該基於自身實際能力

承擔有區別的責任。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國不惜以封城、停工的沉重代價，最大限度地阻斷

病毒向外傳播的風險，為全球抗疫積累了寶貴的抗疫經驗，贏得了來之不易的窗口期。在疫情取

得階段性勝利後，中國積極支援國際抗疫，向多國傳授抗疫經驗、支援抗疫物資、提供抗疫資金、

派遣醫護人員，充分展現了負責任大國的責任擔當，樹立起良好的國際道義形象。 

 

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必須遵循科學規律指導。自然環境惡化、生態系統破壞、全球氣候

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流行疾病暴發等非傳統安全因素不斷滋生發展，極大地增加了全球公共

衞生危機突發的可能性，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命安全與身體健康。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最終

目標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發展關係，因此必須樹立尊崇自然的生態意識，遵循科學

規律的指導，建立應對全球公共衞生危機的科學機制，制定有針對性的預防救護、檢測診治和追

蹤分析等系列科學舉措。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國始終堅持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在

疫情防控、信息通報、病毒溯源、疫苗研發等方面積極行動和參與國際合作，贏得了國際社會的

廣泛贊譽。但某些國家基於自身政治經濟考慮，在國內罔顧醫學專家建議，拒不採取科學防疫措

施，導致國內疫情始終無法緩解﹔在國外攻擊歪曲中國抗疫成就，把病毒污名化和政治化，企圖

借疫情問題限制中國的發展空間。因此，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必須以科學規律為指導原則，

一切從事實出發，嚴格防範應對全球公共衞生危機中的污名化和政治化傾向。 

 

——李強，構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內在要求，《光明日報》，2020 年 9 月 12 日。 

 

 

延伸閱讀 05： 

 

中國在抗疫道路上，一直備受西方的批評與污衊，我們該如何承受這些壓力，展現大國之

風，為世界提供援助？ 

 

「負責任大國」這個詞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官方辭令中，例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十

九大報告。不過，要做一個負責任大國，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事。特別是從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

中國的對外交往經驗來看，這簡直難於登天。現在中國正在一邊遏制國內疫情，一邊反駁外界的

懷疑和批評。雖然疫情暴發之初，中國的應對措施出現過短暫的遲疑和混亂，但目前已基本成功

地遏制住病毒擴散，並在疫情演變為一場全球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時，為其他國家提供規模空前的

援助。儘管如此，中國這些努力並沒有得到預期的認同和感激，反而遭到大量惡意嘲諷和指責，

尤其是美國——而美國很可能是接受中國醫療物資援助最多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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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2019 年 12 月新冠病毒開始傳播時，人們對這種病毒知之甚少。武漢政府措手不及，一

開始並沒有採取徹底的措施控制病毒傳播。抗疫措施出現延誤，很快病毒就傳遍武漢並傳至外

地，造成嚴重後果。這時中央政府開始介入，先撤掉武漢領導班子，然後出台史無前例的措施遏

制病毒傳播，包括封鎖這座有着 1100 萬人口的城市，派送 4 萬多名醫務人員馳援，向武漢輸

送大量醫療物資，短時間內建起兩間專門醫院，並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史上最嚴格的居家隔離措

施。除了必要的行業和服務，全國經濟陷入停擺。 

 

隨着感染及死亡人數上升，互聯網上充斥着不少抱怨的聲音。地方政府耽誤抗疫時機、醫療

資源被擠兌，這些都引起了公眾的不滿。在中美交惡、西方對中國的政治及外交政策日益吹毛求

疵的背景之下，西方媒體不亦樂乎地報導這些社會不滿情緒。 

 

1 月 31 日，美國帶頭出台旅遊禁令，禁止最近 14 日內到過中國的外國人入境。美國不斷

加碼出台對中國的敵意政策，包括通過所謂的《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加強倡議法》。美國口頭上

承諾提供官方援助，但從未付諸行動。在面對國內外雙重壓力的情況下，中國中央政府採取雙管

齊下的對外政策。 

 

首先，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抗疫合作。在認識到疫情嚴重性之後，中國立即向世界衞生組織和

美國通報情況，在本國科學家測出新冠病毒基因序列之後第一時間與國際社會分享，並同意讓世

衞專家組到中國進行調查。 

 

第二，中國竭盡所能反擊西方的輿論抹黑。針對美國關於新冠病毒起源的陰謀論，一位高級

外交官在推特上公開表示，懷疑是美國軍方將病毒帶到武漢。被他的指控激怒，美國總統特朗普

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最後，習近平和特朗普進行了一次通話，才令這場罵戰緩和下來。 

 

儘管中國的抗疫努力為其他國家爭取了一兩個月的準備時間，但歐洲和美國並沒有充分利用

這段時間做好抗疫準備。面對歐美及其他國家的確診及死亡病例飆升，中國沒有袖手旁觀，而是

對外派出醫療團隊馳援，並捐贈大量醫療物資。中國政府認為，本國不但成功控制住國內疫情，

還對其他國家慷慨解囊，理應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然而其他國家不但沒有感激中國，反而再次

發動對中國的抹黑攻擊。或許是因為擔心中國的抗疫援助會擴大其國際影響力，同時也為了分散

本國民眾對政府抗疫工作的關注，美國及其部分西方盟友先是攻擊中國捐贈的醫療用品質量低

劣，然後又攻擊中國的醫療援助帶有政治目的，並且把本國抗疫不力的原因歸咎於中國的抗疫措

施缺乏透明度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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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臨近，特朗普越來越不得民心，為了爭取下屆總統選舉的選票，他不斷炒作中國問

題。其政府班子罔顧西方知識分子圈和科學界的主流觀點，在輿論中大肆宣揚中國武漢實驗室製

造新冠病毒的陰謀論。 

 

面對這些指責，中國政府義憤填膺，並鼓勵其外交人員發動新一輪反抹黑輿論戰。他們抓住

每一個機會反駁指控——在媒體吹風會、採訪、國際會議和報紙文章中為中國辯護。有些外交官

表現突出、風格勇猛，被稱為「戰狼外交官」。中國官方電視台的評論員一度點名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及特朗普前顧問班農，稱他們為「邪惡政客」。在進行輿論反攻的同時，中國仍繼續堅持擔

當負責任大國，履行國際道義，為其他國家提供援助，支持多邊合作，控制疫情影響。中國還反

駁美國對世界衞生組織抗疫措施的抹黑和攻擊。當美國拒絕向世衞出資時，中國向世衞額外捐贈

了 3000 萬美元。 

 

展望未來，中國的外交政策短期內會維持不變——一邊反駁西方攻擊，一邊支持國際抗疫工

作。儘管在擔當負責任大國的道路上遭遇不少挑戰，但中國不會輕易放棄。對很多人來說，這段

路才剛剛開始。 

 

——Jia Qingguo（賈慶國），中國在新冠疫情中的外交政策，詳見天大研究院編：《人民至

上 生命至上——習近平領導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頁 2287-2290。 

 

 

延伸閱讀 06： 

 

中國是如何靠自身的能力對抗當時致命的天花病毒？ 

 

曾造成數億人死亡的「天花」，在中國是怎樣被徹底消滅掉的？1975 年 11 月 13 日，世界衞

生組織宣佈，亞洲有史以來第一次消滅天花。 

 

天花，肆虐人間數千年，奪走了至少 5 億人的生命。假設有四個人患天花，就有一個人要死

於天花。活下來的，要麼滿臉麻子，要麼眼瞎或是耳聾。早在 1961 年 6 月，中國最後一名天花

病人胡小發痊癒出院，新生的人民政府只用了 11 年時間，就消滅了這個困擾了人類數千年的瘟

疫，比世界衞生組織宣佈亞洲消滅天花的時間整整提前了 14 年。 

 

天花之苦 

天花由同名病毒—— 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引起，其繁殖速度快，通過空氣即可傳播，

傳播速度驚人！患者感染天花後，一般潛伏期在 7～17 天之間，此後就會出現高燒、頭疼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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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天後，患者面、手、腿便開始出現紅疹，出疹數天後開始化膿，死亡率高達 30%，一般 10

～14 天死亡，部分重症患者更是 3～5 天就會死亡。 

 

最早有紀錄的天花發作是在古埃及。公元前 1156 年去世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

上就有被疑為是天花皮疹的跡象。而清朝和天花仿佛也有「不解之緣」，12 個皇帝中竟然有 4

位感染過天花，其中順治和同治更是直接被這一病魔奪走了生命。除此之外，八大鐵帽子王之一

的多鐸與董鄂妃（順治帝的妃子）也死於天花。 

 

視線離開清朝，放眼世界歷史，被天花奪去性命的統治者也屢見不鮮。羅馬皇帝奧里利厄斯、

英國女王瑪麗二世、德國皇帝約瑟夫一世、法國皇帝路易十五、俄國沙皇彼得二世均死於天花。

在醫療條件相對落後的古代，位高權重的統治者尚且不能逃過天花魔爪，更遑論普通百姓了。據

記載，歷史上先後有 5 億人被天花奪命。僅 18 世紀，歐洲死於天花的人數就約為 1.5 億人。 

 

美洲新大陸被發現後，侵略者不僅從當地掠奪了巨額的財富，也將天花帶到了美洲。與世隔

絕的美洲居民從未接觸過天花，完全沒有免疫力。據推算，80%～90%的原住民因此喪生。類似

悲劇也曾在澳大利亞上演。 

 

中國是最早能夠對付天花的國家 

天花面前人人平等，它襲擊的對象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性別、不分年齡、也不分貴賤。

當時人們對於天花的認識曾經長時間停留在「甚麼病？不知道。怎麼治？不知道。怎麼防？不知

道」的狀態當中。 

 

現實中，無法擺脫天花病魔帶來的恐懼，許多國家和地區開始把希望寄託於迷信。在印度，

當家裏出現天花病人時，家人會對外隱瞞病情。他們認為天花是女神 Shitala Mata 的拜訪，當女

神來訪的時候不應該讓陌生人進家門。雖然飽受天花之苦，但人類與天花病魔的鬥爭從未放棄！ 

 

中國是最早能夠對付天花的國家。清代名醫朱純嘏的《痘疹定論》中記載，在宋真宗年間，

宰相王旦的幾個子女陸續死於天花，最後只剩下一個孩子王素，於是他請來各地名醫來幫王素

預防天花。一位住在峨眉山的神醫將天花患者的痘痂取下磨成細末，吹進王素的鼻孔後預防成

功，這就是後來流傳的人痘接種術。 

 

一次感染，終身免疫。人痘接種術正是利用這一特點，用毒性較低的天花病毒讓人輕度感染，

然後產生抗體。這一技術是現代醫學免疫學的起源。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曾在《哲學通信》中對中

國的人痘接種術有過這樣的評價：「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

和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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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僅用 11 年徹底消滅天花 

在國共內戰期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就十分重視衞生工作，為新中國成立後醫療衞生工作

方針的制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解放初期，老百姓的生活還十分困難，為了不給人民羣眾增加負擔，國家承擔了種痘的所有

費用，還撥巨款先後成立或完善了專門研究疫苗等防疫製品的北京、長春、蘭州、成都、武漢、

上海等六大生物製品研究和檢定所。 

 

五十年代初，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曾是痘苗最主要的生產基地。生產痘苗的原材料是 5 歲的

雌性黃牛，從千里之外的大草原經過一路奔波來到北京後，還要經過 60 天的隔離檢疫，而後才

能用於生產。 

 

送到痘苗室的牛要先洗澡，要用溫水和高級香皂洗上七八遍，一點兒糊弄不得。製備痘苗還

是一個體力活，僅「剃毛」這一項就要 4 個男性來完成。接下來種痘、看護、刮痘等等，整個過

程要耗費 30 個人力。接種天花毒種五天以後，也就到了收穫痘苗的日子，粗略地算，一頭牛身

上刮下來的痘苗大致夠 10 萬人使用。 

 

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初，中國進行了三次強制性全民種痘和兩次接種，五億多人口共發放

了 18 億劑疫苗。為了防止病毒從境外輸入，從 1961 年 3 月開始，中國在雲南靠近邊境 50 公里

的範圍內對當地居民實行了三年普遍種痘一次的方法，以加強免疫，在與緬甸、老撾、越南三國

的國境線上開闢了一條長達 4061 公里的天花免疫地帶。 

 

1961 年 6 月，中國最後一名天花病人胡小發痊癒出院；1975 年 11 月 13 日，世界衞生組織

宣佈，亞洲有史以來第一次消滅天花；1979 年 12 月 9 日，全球撲滅天花證實委員會在日內瓦簽

署的認證書上用六種文字寫道：我們證實撲滅天花已在全世界實現。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撲滅天花的戰役中，中國的「天壇株」是全球應用最廣泛的四大痘苗

病毒之一。說起「天壇株」，要提兩位科學家：一位是齊長慶，1926 年，他在北平醫院從一個

來自西北軍的天花患者身上，分離到天花病毒，經動物傳代減毒，獲得疫苗減毒株，命名為「天

壇株」，用於國內天花疫苗生產，直到天花消滅。 

 

年份 對抗天花的工作進程 

1950 年 8 月 2 日 為時 13天的第一屆全國衞生工作會議在北京隆

重開幕，新中國第一任衞生部長李德全在會議

上指出，對天花等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疾病就

是要貫徹預防為主的方針，以服務人民大眾為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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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10 月 為了在新中國徹底消滅給人類帶來極大危害的

天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佈了由周恩來總

理簽發的《關於發動秋季種痘運動的指示》， 於

是，全國迅速掀起了普遍種痘的高潮。 

1952 年 全國各地接種疫苗達五億多人次，有效地控制

了天花的泛濫和蔓延。但是，這個古老的疾病

並沒有像人們期盼的那樣迅速退出歷史舞台。

當時，國產天花疫苗只能靠牛體培養獲得，過

程複雜、成本高昂。培養無污染的痘苗，成為

科技工作者的當務之急。 

1956 年 中國工程院院士趙鎧提出用「雞胚細胞」來培

養痘苗，並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1961 年 6 月 中國最後一名天花病人胡小發痊癒出院。 

 

「消滅天花的功臣」 

趙鎧，中國工程院院士，畢生致力於病毒疫苗的研究開發，曾為甩掉中國乙肝大國的帽子作

出了巨大貢獻，也是中國消滅天花的一大功臣。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 大學剛畢業的趙鎧參加了痘苗的製作，那時，他負責給痘苗做檢定，

參與了痘苗生產的全過程。 1956 年，26 歲的趙鎧主動扛起了天花疫苗革新的大旗。摒棄傳統思

維，他在借鑒國際經驗後，創新提出用「雞胚細胞」來培養痘苗，並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此後不久，中國科技工作者又研製出了耐熱液體痘苗，延長了疫苗的保存期，滿足了廣大農

村邊遠地區和氣候炎熱而又無冷藏設備地區種痘的需要。 

 

李嚴茂，中央衞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痘苗室主任。「七七事變」後，他先南遷南京，後西遷

長沙和昆明，顛沛流離，卻始終精心保管「天壇株」。新中國成立初，一度「事事學蘇聯」，採

用蘇聯疫苗。 1960 年莫斯科天花流行，人們對蘇聯疫苗產生懷疑，李嚴茂拿出精心保存的「天

壇株」，比較研究證明，「天壇株」更有效。於是重新更換生產「天壇株」，直至全球消滅天花。 

 

回首與天花的漫長鬥爭，不得不感慨人類不屈從命運安排的抗爭精神！消滅天花，是人類面

對疾病最完美的一次勝仗！這固然有病毒的特殊性，比如只有人這個唯一宿主，沒有無症狀感染

者，不易變異等。但更為關鍵的是科學的防控策略以及全人類的共同努力、統一行動。這是根除

天花給我們最重要的啟示，也是人類戰勝病毒、走向未來的大道正途。 

 

——楊安琪，僅用 11 年就消滅這種烈性傳染病，新中國是怎麼做到的，共產黨員網，2021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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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07： 

 

中國除了擊退天花外，在新冠疫情期間，黨與人民憑藉怎樣的信念和力量，用最短的時間

抗擊？ 

 

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襲人類社會，曠日持久的疫情席捲全球，導致民生凋敝、星

球黯然。在這場百年來最為嚴重的傳染病全球大流行中，中國最早遭受襲擊，卻最先走出困境，

在短時間內有效戰勝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這一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疫

情，奪取了抗疫鬥爭的重大戰略成果，創造了人類同疾病鬥爭史上的奇蹟壯舉，書寫了人類精神

所演繹的動人篇章，讓舉國振奮，引舉世讚歎。中國的壯舉、中國的經驗，既啟示當下、為來者

之師，又燭照未來、為後世之鑒。 

 

…… 

回顧近兩年的全球抗疫歷程，中國之所以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重大的戰略性成果，書寫人

類同疾病鬥爭史上的壯麗篇章，歸根到底，離不開習近平總書記和以他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堅強

領導；離不開中國共產黨這一 14 億多中國人民的中流砥柱，在危急之時力挽狂瀾；離不開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優勢，在災難之際佑國前行。 

 

滄海橫流顯砥柱，萬山磅礴看主峰。在新冠疫情狂風暴雨來勢洶洶、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

康面臨嚴重威脅的關鍵時刻，習近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果敢的歷史擔當作出重大決策，黨中央

迅速形成統一指揮、全面部署、立體防控的戰略佈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積蔓延的勢頭，有力

控住了病毒大範圍傳播的險境，最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2020 年農曆正月初

一，是中華民族最具團圓意義的傳統節日「春節」，這一天的中南海，卻呈現另一番必將載入史

冊的忙碌景象：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研究部署動員抗疫

工作，作出黨中央成立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的決定。大年初一召開最高決策會議，這在中共百

年歷史上，實為罕見。黨中央一聲號令，全國 9600 萬名黨員、480 萬多個基層黨組織，迅速行

動、投身抗疫，築起疫情阻擊戰最堅固的防線，在疫情最危急時刻，他們義無反顧、力挽狂瀾，

發揮了抗疫戰鬥堡壘的關鍵作用，領導、鼓舞全國各地、各族人民、千家萬戶自告奮勇參與抗疫，

為取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重大戰略成果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組織保證和強大的精神支撐。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領袖的號召鼓舞着億萬中國人。短短幾天，全民自覺戴起了口罩，外

出排隊時自覺拉開「一米線」距離，自願在家保持隔離狀態……對於億萬普通中國人所做的這一

切，很多西方人無法想象。有的甚至認為，一定是中國黨和政府用了甚麼非常手段。事實上，絕

大部分民眾完全理解並且支持黨和政府的各項防疫措施，大家都知道，這既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

人，也是不給國家和社會添亂。災難面前，中國人千百年鑄就的優秀品質和集體主義精神盡顯無

遺。在抗疫鬥爭的第一線，從身先士卒、率先試打腺病毒疫苗的陳薇院士，到發出「17 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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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守護我們，17 年後，換我們守護世界」肺腑之言的武漢金銀潭醫院 90 後護士羣體，從

湖北仙桃企業主趙波一家四口將第一時間趕工生產的 10 萬個口罩無償捐獻社會，到說出了「只

有國家安全，我和家人才安全」這樣的樸素道理，從救治 3 個月大的嬰兒到搶救百歲高齡的期

頤老者，每一個生命都得到了全力護佑，每一個人的生命、人的價值、人的尊嚴都得到了悉心呵

護，每一個故事裏都飽含着無數的溫暖與感動，傳遞着比病毒速度跑得更快的人間大愛和希

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非凡的組織動員力、統籌協調力、貫徹執行力，能夠充分發揮

集中力量辦大事、辦難事、辦急事的獨特制度優勢。這為中國打贏這場抗疫鬥爭提供了有力的制

度保障和體系支撐。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和統籌協調下，在抗疫主戰場武漢和湖北，「天使白」

「橄欖綠」「守護藍」「志願紅」迅速集結，54 萬名湖北省和武漢市醫務人員同病毒短兵相接，

346 支國家醫療隊奔赴前線，最優秀的人員、最急需的資源、最先進的設備千里馳援，在最短時

間內實現了醫療資源和物資供應從異常緊缺向基本充裕的跨越式提升。中國僅用 10 多天時間就

先後建成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改建 16 座方艙醫院、開闢 600 多個集中隔離點。而時任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 2020 年 4 月疫情嚴峻之際，公開宣佈動用軍隊，要用「比中國更多的人力

物力和更短的時間」建立一所新醫院。但最終的結果卻是：美國軍隊花了 3 天半時間建立起來

的新醫院，僅是把紐約賈維茨會展中心改建成一座方艙式醫院而已。 

 

國際社會普遍公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顯著優勢在抗疫鬥爭中展現得淋漓盡

致。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美歐的持續肆虐及美歐等西方國家拙劣的抗疫表現，集中暴露出西方

所謂三權分立、權力製衡、「一人一票」民主體制的根本弱點。衡量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否成功、

是否優越，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風險挑戰面前，能不能號令四面、組織八方共同應對，

能不能讓全體人民凝聚起來，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時挺身而出，在新中國百廢待興時艱苦創業，

在改革發展經歷風雨時勇毅擔當，每當風雨來襲，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總是最重要的保障、最可靠

的依托；每次風雨過後，中國人民都會對中國共產黨更加擁護和信賴。也正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

的堅強領導、有全國各族人民對黨的由衷擁護，中國才能創造出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這

世所罕見的“兩大奇跡”，才能不斷戰勝各種天災人禍、成功化解各種危機挑戰，才能取得抗疫

鬥爭的偉大勝利。 

 

——摘自方文權，為什麼中國能在抗擊新冠疫情中取得重大勝利？詳見天大研究院編：《人

民至上 生命至上——習近平領導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評論與報導選輯》後記，頁 1-9。 

 

 

知識欄 01： 

協同理念，即協同效應，簡單地説，就是「1+1>2」的效應。協同效應可分外部和內部兩種

情況，外部協同是指一個集羣中的企業由於相互協作共享業務行為和特定資源，因而將此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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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單獨運作的企業以取得更高的贏利能力；內部協同則指企業生產、營銷、管理的不同環節、不

同階段、不同方面共同利用同一資源而產生的整體效應。 

 

知識欄 02： 

重症急性呼吸綜合症（SARS）是一 種由 SARS 冠狀病毒（SARS-CoV）引起的急性呼吸道

傳染病，世界衞生組織（WHO）將其命名為重症急性呼吸綜合症。本病為呼吸道傳染性疾病，

主要傳播方式為近距離飛沫傳播或接觸患者呼吸道分泌物。 

 

知識欄 03： 

全球健康峰會於 2021 年 5 月 21 日在羅馬舉行。大會由世界衞生組織主辦，二十國集團和歐

盟委員會承辦。 

 

知識欄 04： 

聯合國貿發會議 27 日發佈的《2021 年最不發達國家報告》顯示，全球 46 個最不發達國家

僅有 2% 的人口接種了疫苗，而發達國家的這一數字為 41%。 

 

知識欄 05： 

「四樑八柱」源於中國古代傳統的一種建築結構，靠四根樑和八根柱子支撐着整個建築，

四樑、八柱代表建築的主要結構。現今，「四樑八柱」成為共產黨的最新理論成果，利用「四

樑八柱」的形象比喻，強調國家的改革要有基本的主體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