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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鄉村防疫標語看中國大陸的防疫 
張之傑 

（本會會員） 

 

 

2020年元月，武漢傳出類似 SARS的疫病，起初國際上稱為 SARS-CoV-2。同年 2

月 11日，世衛組織定名為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簡稱 Covid-19）。以下行文，不論

時間先後皆作 Covid-19。 

自從武漢爆發疫情的消息傳到台灣，我就注意相關新聞。我的電腦有個 Covid-19

資料夾，儲存十幾個檔，其中最有趣的一個，是民間防疫標語，這個檔和大陸某友人的

一封電郵有關。 

2020年元月間武漢爆發疫情，迅速擴及全國，元月 23日武漢封城。2月 18日，某

大陸友人在電郵中談到「疫情段子」，抄錄如下： 

有朋自遠方來，必誅之。這也是一種苦中作樂的辦法，因為越是到下面的基層，醫

療資源越少，唯一的辦法就是嚴防死守，據說山東農村直接用推土機把路挖斷。其實非

常有效。 

這類段子很多，另如：「只要家裡還有一粒米，不往人多地方擠；只要家裡還有一

根蔥，不往菜場裏面衝；只要還有一塊肉，超市裡面不露頭；只要還有一口氣，待在家

裡守陣地。」——被譽為新上甘嶺精神。 

近來還有一副對聯流行：上聯：出門打斷腿 ，下聯：還嘴打掉牙，橫批：不信試

試。權當作娛樂吧。 

這封電郵激起我上網查找類似的標語。先在 google 圖片查找，找到幾張。2 月 22

日，找到一篇 2月 2日澎湃新聞發佈的農村防疫標語貼文（詳後），分為 6類 69則，

每則有一幅標語圖片，圖片下有標語文案。我在 google圖片找的幾張，幾乎全都包含在

內，於是當日（2/22）就把這篇貼文上的標語文案悉數拷貝下來。這篇貼文顯示，在武

漢封城之後，防疫已迅速貫徹至社會基層。 

 

武漢封城之前 

在進入正文之前，讓我們先談談這起世紀大疫的興起，以及大陸防疫態度的轉變。

2019年 12月 30日，武漢市中心醫院醫生艾芬，在其微信群組發出一份檢測報告，顯示

一名病人疑似感染 SARS。同日，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師李文亮將這則訊息在其同行

微信群組中發佈，提醒同行注意。2020年 1月 3日，武漢警方以「在網際網路上發布不

實言論」予以訓誡。 

訓誡事件後，李文亮仍在第一線工作，元月 10日左右出現症狀，元月 31日確診感

染 COVID-19，2月 7日病逝，得年僅 34歲。李文亮去世後，被喻為「吹哨人」，去世

當日網上即出現上百幅輐聯，我已悉數下載，第一幅葉孤城作「凋零風雪抱薪者；圓滿

杏林吹哨人。」這上百幅輓聯，可以看出大陸知識份子的憤懣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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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李文亮訓誡事件，可見疫情爆發初期地方政府在隱瞞疫情。元月 6日，武漢疾控

中心主任李剛在發佈會上說：「沒有明顯的人傳人的證據。」其實，中央的態度也差不

多。央視在元月 2日、3日連續兩天報導李文亮醫師等八人造謠事件。元月 3日國家衛

健委下發「三號文件」，下令不得擅自對外透露疫情訊息。 

當疫情不可收拾時，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為沒能及時向社會發佈疫情作辯解，

他說：「中國疾控中心無權向社會公布傳染病疫情信息，該權力只有國務院衛生行政部

門擁有。」根據維基百科，目前已知信息是：中國疾控中心於 12月 31日開始參與調查，

於 1月 3日完成基因測序，6日啟動二級應急響應，10日完成 PCR診斷試劑開發，至

於何時、如何將疫情上報，則不得而知。 

其實早在 2019 年 12 月中旬，中國疾控中心已證實 COVID-19 可以人傳人。2020

年元月 19 日，中國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等單位 40 餘人（包括高福），在 NEJM

發表論文 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 China, of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在結論中說：“On 

the basis of this information, there is evidence that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has 

occurred among close contacts since the middle of December 2019.”（基於這一訊息，有證

據自 2019年 12月中旬以來，密切接觸者之間的人傳人傳播已經發生。） 

這種上下隱瞞疫情的態度，直到 2020年元月 18日鍾南山率領國家衛健委高級專家

組前往武漢調查疫情，20 日返京面報總理李克強，才徹底扭轉。23 日宣佈武漢封城，

一場「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鋪天蓋地展開，本文的民間防疫標語，可從一個側面，

看出這場人民戰爭的動能。 

那麼疫情初期，從地方至中央何以隱瞞疫情？《武漢日記》的作者方方，接受《亞

洲週刊》（ 2020年第 16期，4月 20日—4月 26日）訪談所作的分析，可能最接近事實：

「為什麼明知有傳染病，仍然不當回事呢？我想有兩個原因：一則出於習慣。為了保證

『兩會』順利，在會議之前或是期間，將負面信息壓下去，這早已是習慣性的動作。無

論官員，或是媒體，都是如此。二則出於無知。忘記了以前 SARS的教訓。過去所有的

負面信息都壓下了，並未引起什麼後果，這一次也順理成章地以為不會有後果。不料，

新冠病毒過於兇猛，撕碎了他們的習慣。說到底，為了保證『兩會』，便壓下消息不報，

這還是政治至上所導致的。」 

 

人民戰爭式防疫 

中國大陸是個極權政體，擅長組織群眾，只要最高當局作出決定，就可迅速貫徹至

基層。這種舉國體制，對於需要動員各種人力、物力的防疫工作特別有效率。元月 23

日武漢封城時，疫情已蔓延孝感、黃岡、隨州、荊州、襄陽、黃石等地。據百度百科，

元月 24日至 3月 1日，全國各省市累計派出 344支醫療隊（其中中醫醫療隊 17支，軍

隊醫療隊 3支），共 42,322名醫務人員，包括醫生 11,416人，護士 28,679人。其中，馳

援武漢市的醫務人員達到 38,478名。 

有了各省市支援的醫療人力和物力，還需趕建臨時醫院——方艙醫院。疫情期間武

漢市先後建立 16所方艙醫院，提供 20,000多個床位，其中 14所利用體育館等公共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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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修，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則擇地新建。 

火神山醫院元月 25日動工，2月 2日完工，2月 3日投入使用，有 1,014個床位。

雷神山醫院元月 26日動工，2月 6日一期工程完工，2月 8日交付使用，2月 14日二期

工程交付使用。雷神山醫院有 1,600張床位，較火神山醫院規模更大。短期內建成兩所

設備相當齊全的臨時醫院，其效率震驚世界。 

武漢封後幾個小時，黃岡、鄂州封城。24 日，孝感、荊州等 12 個城市封城。27

日，神農架林區封城。28日，襄陽封城。至此湖北縣級市及地級市全部封城，受影響人

口達 59,172,000人。除了城市封城，2月 7日湖北省政府宣佈，村與村之間僅留一條應

急通道由專人值守，其他路口一律封閉，此舉形同「封省」。 

武漢及湖北其他城市封城後，各省市自治區爆發疫情的城市相繼封城，維基百科有

「2019 冠狀病毒病中國大陸疫區封鎖措施」專條，其中有一幅疫情封鎖地區圖，顯示

2020年 3月間，全國約有 1/3省市自治區，正遭到或曾經遭到封鎖。 

 

 

 

 

 

中國大陸因疫情封鎖地區。圖中深褐

色者表示曾經或正被封鎖區域，淺褐

色者表示尚未被封鎖但有較多病例

的區域。2020 年 3 月 23 日更新，

BoyuZhang1998繪製，維基百科提供。 

 

 

2月 10日，習近平在北京調研指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強調：「以更

堅定的信心、更頑強的意志、更果斷的措施，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決把疫情擴散蔓延

勢頭遏制住，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這可能是將防疫提升

至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濫觴。 

疫情初期，我每天收看央視四台的新聞節目，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口號喊

得喧天價響，隔著海峽仍感受到全民防疫的戰鬥氣息。當時還沒有疫苗，只能靠強制隔

離，阻止病毒傳播，以及全面排查（篩檢），找出帶原者。 

以武漢市來說，截至 2月 9日，核酸排查 1,059萬人，佔武漢人口的 99%，耗資 9

億元人民幣。2021年 5月底，廣州出現德爾塔病毒株，啟動最大規模的核酸排查行動，

自 5月 26至 6月 5日，累計採樣 1,608.81萬份（查出陽性 33人）。這樣的排查行動，

大概只有中國大陸做得到。 

在人民戰爭式的防疫規格下，湖北省 3月 25日解封，武漢市 4月 8日解封。以疫

情淵藪的武漢市來說，2020年 6月 16日宣佈「清零」。此後約有一年左右，中國大陸的

確診人數經常為零或個位數。2021年 7月下旬，德爾塔病毒株傳入中國大陸，確診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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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增加趨勢，偶而曾達百位數，但經過疫區全面排查，筆者撰寫此文時已降至個位或十

位數。對一個有 14億人口的大國，這樣的防疫成績值得喝采。 

中國大陸以人民戰爭式防疫，迅速遏止住疫情，使得中國大陸得以提前復工、復產。

湖北省解封、武漢市解封是個指標，亦即到 2020年 3月、4月間，全國已具備復工、復

產的條件。而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卻一直深陷泥淖，論者認為中國因而有望在經濟上提前

趕上美國。 

 

民間防疫標語 

 2020年 2月 2日澎湃新聞所發佈貼文

（http://www.thepaper.cn/baidu.jsp?contid=5739878），題目是〈實力派！農村大爺的防疫

標語〉，所謂實力派，是指具有創意。有網友說：「月薪 3萬元的文案，也比不過村裡的

大爺！」 

其實這些橫幅標語，皆由數位印刷廠印製，農村不可能有數位印刷廠。部份文案或

許出自農村大爺，大多數可能出自村官（村支書助理）等年輕地方幹部，具有高度官方

色彩。這從若干標語橫幅上標明：「某某政府 宣」、「某某村委會 宣」等可資證明。這

些標語橫幅，可視為國家機器推動的防疫人民戰爭的一環。 

中國大陸一向以橫幅標語宣導政令，武漢封城後，防疫標語橫幅應充斥全國，從澎

湃新聞所發佈的這篇貼文可窺其大概。這篇貼文分為 6項，計 69則。茲略去圖片（只

呈現兩幅），拷貝其文案如下。 

（1）勸誡人們戴口罩！ 

口罩還是呼吸機，您老看著二選一。 

戴口罩總比帶（戴）呼吸機好，躺家裏總比躺 ICU強。 

省小錢不戴口罩，花大錢臥床治病。 

不帶口罩亂集聚，家人含淚過頭七。 

預防千萬條，口罩第一條！ 

人多莫去湊熱鬧，出門記得戴口罩。 

以前蒙面像壞人，現戴口罩好鄰居。 

要聽晚輩好言勸，不戴口罩萬人嫌。 

平時出門戴口罩，否則麻將都點炮。 

出門不戴口罩，等於在病毒裏裸奔。 

神仙也要戴口罩，疫情不是開玩笑。 

身無保障滿街走，勝似糞池自由泳。 

全家戴口罩，勝過一堆藥。 

罩你不戴，病毒把你愛。 

（2）勸誡不走親訪友，不聚餐串門！ 

現在請吃的飯都是鴻門宴。 

不聚餐是為了以後還能吃飯，不串門是為了以後還有親人。 

今天到處串門，明天肺炎上門。 

出來聚會的是無恥之輩，一起打麻將的是亡命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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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門就是互相殘殺，聚會就是自尋短見。 

今年過年不串門，來串門的是敵人，敵人來了不開門。 

現在請你群體聚餐的人，都是不顧你生命安危的人。 

春節集會一時爽，隔天醫院床上躺。 

今年上門，明年上墳。 

一人傳染全家倒，財產全跟親戚跑。 

今天走親或訪友，明天家中剩條狗。 

東家走，西家竄，染上病毒不好辦。 

今天到處亂跑，明年墳山長草。 

聚餐就是找死，拜年就是害人。 

你不聚，我不聚，人人齊把病毒拒。 

東逛西逛不孝兒郎，傳染爹娘喪盡天良。 

少聚會，少吃一頓，親情不會淡！ 

串門就是互相殘殺，聚會就是自尋短見。 

不要命，不怕死，就往人堆裏面擠。 

今天趕場湊熱鬧，閻王殿裏去報到。 

不走親戚，不訪友，平安健康跟到走。 

親戚不走來年還有，得了肺炎性命堪憂。 

親戚不走，明年還有； 朋友不聚，明年再敘。 

如果是因為你不來拜年，你媳婦跟你離婚了，我掏錢給你買一個。 

 

（3）勸誡人們不出門！ 

老實在家防感染，丈人來了也得攆。 

里不出村外莫入屯，不聽勸阻就是罪人。 

守好自己的屯，看好自己的門，管好自己的人。 

少出門、多居家，網路拜年樂大家。 

要想活得久，不要到處走。 

孤獨兩星期，熱鬧一輩子。 

少出門，多居家，14天後樂哈哈！ 

面對疫情別添亂，在家也能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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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在家安全，出門找死。 

不聚會，少出門，多在家裏陪家人。 

控制疫情，咱不出門，待在家裏，安逸無窮。 

兒女如何算孝順？看著爸媽不出門！ 

好好在家莫亂跑，傳染肺炎不得了。 

管住嘴、捆住腿、莫讓親人徒悲傷。 

親情友情保命要緊，不走不串，做個懶漢。 

宅家，躺沙發享受，亂跑，躺 ICU搶救。 

（4）勸誡人們不吃野味！ 

偷吃野味，病床 c位！ 

今天沾一口野味，明天地府相會。 

野味一時爽，隔天醫院躺！ 

不要吃野味、蒸煮要到位。 

（5）勸誡人們預防疫區返鄉人員 

疫區返鄉不報告，害家害人不人道。 

帶病回鄉不孝兒郎，傳染爹娘喪盡天良。嘴上不說心裏疑，全村嚇的了不滴。 

武漢回來莫亂串，左鄰右裏捏把汗。 

本戶有武漢返鄉人員，請勿相互來往！ 

帶病回村，不孝子孫。 

湖北回來不報告的人都是定時炸彈。 

武漢回來莫亂跑，傳染肺炎不得了。 

返鄉人員不隔離，親人不死扒層皮！  

  

（6）勸誡人們不要隱瞞病情 

隱瞞症狀不上報，黃泉路上提前到。 

故意隱瞞、不主動自行隔離，斷子絕孫。 

 

這些標語具鄉野氣息，雖粗鄙不文，卻直指人心。當街頭巷尾隨處可見防疫標語，

加上地方政府、村委會、街道辦事處人員與志工隨時督促、監控，這些標語的收效不容

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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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中共建政後，1949-1978年獨尊馬列。改革開放後，馬列之外，逐漸融入民族主義、

傳統文化和資本主義，人類史上不曾有過這樣的組合。然而，馬列與後三者相扞格，如

何調和，將是個極其艱巨、攸關民族長治久安的思想工程。 

改革開放後雖融入民族主義、傳統文化和資本主義，但始終以馬列為核心，亦即一

直恪守列寧所建立的極權體制。這一體制具有其他政治體制所難以企及的組織力和動員

力。本文從一個側面，藉著民間防疫標語，略窺這一體制組織力和動員力。 

然而，疫情初期的隱瞞，和這一體制有關；武漢封城後力阻疫情，也和這一制度有

關。以 2021年 9月 28日為例，美國確診新增 176,558例，英國新增 37,583例，中國大

陸只新增 31例，這是何等反差！ 

在這一體制下，類似的成敗例子不勝枚舉。因這一體制而造福萬民的，如改革開放

後的經濟飛速發展、完成脫貧奇蹟等等。因這一體制而禍害萬民的，如大躍進、文革等

等。自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至習近平，都稱得上「明君」。不過這一體制存在產生

暴君的潛在因子，查考過去，蘇聯如此，中國如此。為了民族復興大業，我們馨香禱告，

希望這一黨權高於一切，有強烈人治因素的體制，不要再有暴君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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