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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cent�article�written�by�Prof.�Robert�Peckham,�an�author�of�the�
book,� Epidemics� in� Modern� China,� and� a� MB� Lee� Professor� in� the�
Humanities�and�Medicine�at� the�University�of�Hong�Kong� (HKU),�has�
caught�my� attention.� His� article� is� entitled,� Past� Pandemics� Exposed�
China's�Weakness�-�The�current�one�highlights� its�strength,�appeared�
in�Foreign�Affairs�(3-27-2020).�As�a�director�and�founder�of�the�multi-
disciplinary�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 and� Medicine� (CHM),� he�
oversees� a� programme� of� research� involving� a� wide� range� of�
disciplines�networked�to�national�and�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lso�a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histories�of�infectious�disease,�epidemics,�and�global�pandemic�threats.�
Prof.�Peckham's�article�comes�as�a�timely�dissertation�on�an�important�
topic� -�management� of� pandemic.�However,� the� article� seemed� to�be�
tailored� for� Foreign� Affairs'� political� agenda,� the� discussion� is� miles�
high� in� the� political� cloud� than� on� the� ground� of� pandemic� disease�
management�(rather�disappointing).

Pandemic� management� is� such� an� important� topic;� it� deserves�
serious� discussion,� especially� when� the� entire� world� is� facing� the�
challenge�of�COVID-19.�Hence,�I�hope�Peckham's�article�will�stimulate�
discussion� on� China's� weakness� and� strength� in� pandemic�
management�from�the�past�to�present.�First,�I�agree�with�his�point�on�
not�politicizing�pandemic�and�his�conclusion�on�government�efficiency,�
but� his� political� arguments� on� relating� weakness� in� disease�
management� to� government� structure� (China)� was� based� on� little�
concrete� evidence.� China� was� very� weak� in�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in�her�governance�(diplomacy,�defense,� industrialization,�etc.)�
due�to�poor�leadership�(emperor)�and�foreign�powers'�interference�and�
control,� therefore,� China's� healthcare� was� weak� as� well.� Peckham�
reviewed� pandemic� history� from� plague,� to� HIV/AIDS,� to� SARS� and�
COVID-19�but�he�had�no�factual�case�discussion�for�China�other�than�
blaming� her� for� lack�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penness.� China�was�
shut�out�of�global�fair�interaction�and�forced�into�isolation�in�most�part�
of� that� history.� As� a� historian,� Peckham's� view� is� too� simplistic� in�

painting�China�being�weak�and�opaque�in�pandemic�management�for�
that�period�of�time.

Professor�Peckham�first�quoted�Bruce�Aylward,�who�led�the�joint�
mission�of�WHO�with�China�on�fighting�COVID-19,�in�praising�China:�
"probably�the�most�ambitious,�and�I�would�say,�agile�and�aggressive�
disease-containment� effort� in� history."� In� contrast,� Peckham� cited�
the� infamous�Wall� Street� Journal� article�entitled,� "China� is� the� sick�
man�of�Asia"�which� the�Secretary�of�State,�Mike�Pompeo,�made�an�
improper� defense� of� it� as� free� press.� Peckham� gave� a� historical�
origin� of� "China� as� a� sick� man"� coming� from� Chinese� patriotic�
scholars'�outcry�of�China�and�Chinese�people�being�sadly�bullied�by�
the�Western� Powers� (especially� 1890's).� The� intellectuals� in� China�
during�the�late�19th�and�early�20th�century�used�sick�man�and�sick�
nation�to�shame�themselves�and�to�motivate�their�fellow�countrymen�
to� reform,� to� revolt� and� to� rebuild� China.�When� the�world� is� now�
facing� the�challenge�of�COVID-19� together,� such�derogatory�article�
in� WSJ� is� not� a� display� of� freedom� of� speech� but� a� shameful�
discrimination.� Peckham� clearly� has� a� purpose� of� citing� the� WSJ�
article.� He�went� on� to� say� that� the� rapid� politicization� of� the� new�
coronavirus,� and� particularly� of� China's� role� in� containing� it,� has�
historical�precedents.

Peckham�then�reviewed� the� impact�of�plague,�both�bubonic�and�
pneumonic�types,�in�China�and�how�they�were�managed�by�Chinese�
'authorities'.�Extending�to�China's�Republic�Period�(1911-1949)�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0),� Professor� Peckham�
made� glossary� linkage� of� disease� control� and� China's�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is� glossary� discussion� was� unfortunately� lack� of�
facts�and�clear�evidence�on�either�the�weak�disease�management�or�
the� complex� political� structure�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It� is� a�
good� topic� for� PhD� research� but� it� may� be� too� difficult� to� find�
detailed� citizen's�healthcare� information� from� that�period�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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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ce�one�can�not�take�Peckham's�remarks�seriously,�for�example,�on�
relating�disease�management�to�Mao's�cultural�revolution�or�claiming�
that�"disease�had�revealed�China's�political�system�for�what�it�was�and�
in� need� of� fundamental� reform".� The�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was� far� more� motivated� by� the� 'sick� man� feeling'� caused� by�
interference� and� invasion� from� the� foreign� powers� striping� Chinese�
people's�dignity�than�from�the�plague�or�any�other�disease.

Peckham's idea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ooks at 
pandemic from a  lens is an important topic worthy discussion but statistician's 
he did not elaborate. His remark that the disease justifies one party rule had no 
clear arguments. He credited Mao's 'barefoot doctor' and community healthcare 
program, a vision of from-the-ground-up healthcare, "helped inspire a global shift: 
in 1978, …. the WH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Health Care adopted 
the Declaration of Alma-Ata, which upheld health as a basic human right and 
emphasized community-based health care for all". In China's open and reform 
period, healthcare was a number one priority that offered China a strong base for 
handling HIV/AIDS and SARS pandemic. Peckham hinted that there was a 
pattern in China's pandemic management having leaked information, cover-ups, 
and crackdowns. He cited journalist Susan Jakes' searing exposé  in Time 
magazine, based on a signed statement by a whistle-blower Dr. Jiang, under the 
headline, "Beijing's SARS Attack" which "catalyzed a policy U-turn in China"... 
"The mayor of Beijing and the minister of public health resigned, and the 
government embarked on a concerted and much-publicized campaign to contain 
the epidemic."

China� successfully� contained� SARS.� In� Peckham's� view,� China� has�
learned� a� good� lesson� from� SARS� that� is� used�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XI's� campaign� in� fighting� the� Coronavirus� is� strikingly�
similar� to� what� was� used� against� S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ccessfully�marshaled� tens�of� thousands�of�health-care�workers�and�
military� personnel� to� support� Wuhan� where� the� Coronavirus� first�
broke�out.�Xi�described�the�pandemic�as�a�"total�war"�taking�stringent�
measures�of�closing�down�the�14�million�residents�city�and�applying�
nation-wide�testing�and�quarantine�practice.�Now,�China�has�contained�
the� pandemic�with� zero� new� case� occurring;� the� city�Wuhan� is� now�
open� to� visitors� and� the� industries� are� gradually� returning� to� pre-
COVID-19� operations.� China� has� essentially� won� the� COVID-19�
pandemic� war.� Peckham� reiterated� media's� speculation� of� "the�
scenario�of� leaked� information,�cover-up�and�crackdown"�repeated� in�
COVID-19�pandemic.�Personally,� I�would�not�give�much�value�to�that�
kind� of� story.� In�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disease,� before� knowing�
whether� or� not� it� is� pandemic,� the� information�management� is� in� a�
gray� area� between� privacy� and� public� concern� and� between� causing�
panic� and� reaching� only� to� the� right� professionals� to� make� critical�
decisions.� In�Wuhan's� case,� the� delay�was� short� and�measures�were�
swift,�the�success�of�containing�the�pandemic�speaks�for�itself.

Peckham's conclusion states that China has shared its expertis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 may add, Trump said he had learned a lot from Xi in their 
one hour phone discussion) and pledged $20 million to WHO in its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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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國國民的努力和犧牲下，中國躲
過了一場新冠病毒的大瘟疫。值得慶
幸。但是兩個月的停工停產停止消費，
幾億人失業或失去收入，購買力大降而
負債率上升，生產和運輸重挫，整體經
濟受到極大的傷害。當前面臨的一大考
驗， 是怎樣恢復。

中國已經有新聞報導，將仿照2008年
金融危機時候的辦法，再度投入巨額資
金，以投資巨大的基礎建設刺激經濟。
當年投入金額4萬億，救經濟頗有功效，
但是產生在少數項目上過份投入的巨大
不良後遺症，對民生方面反而有若干負
面影響。這次的刺激將投入多少？投向
何方？是否會再度產生更大的後遺症的
問題？頗費思考。

在美國2019年的民主黨初選中，有一
位華裔候選人提出來一條政綱，可以為
中 國 借 鏡 。 原 來 沒 沒 無 名 的 楊 安 澤
Andrew Yang，與十幾位政界名人競選，
參與辯論，堂堂進入最後七人的地位，
然後瀟灑退選。他的十大政綱中，最獲
得各種不同背景各階層各族裔選民支持
的，是保障全民基本收入：凡是18歲以
上美國公民，不論其他收入如何，人人
獲得基本收入每月1000美元，一年1萬
2000美元；保證每一個公民擁有基本購
買力，免於赤貧。這個大福利政策必然
增加就業，擴大總體經濟。唯一的規定
是：這部份收入必須用於消費，不得用
於借、貸。

中國在防、治新冠病毒的過程中，使
用了封城、封區、封路、停工、停產等
辦法，使經濟活動大面積的停頓，幾億
的就業者不能上班，沒有收入，全民宅
居，消費劇減，生產者停工停產，生產
鏈供應鏈斷鏈，整體生產萎縮。在恢復
生產方面，關於怎樣協助生產者、小企
業者、小服務業者恢復正常，政府必須
慎謀善策。在恢復消費方面，不妨參考
楊安澤的建議，全面補充在疫情中損失
的購買力，並擴大到全民補助，使社會
不但恢復購買力，還能創生若干新的購
買力。以下試解釋這個辦法：

1.  這個辦法主要意義是幫助基層農
民 、農 民 工 、工 人 、民 營 企 業 就 業
者、一般服務業的國民，恢復和維持原
有的消費能力，安定民生，同時安定民
心 。這 些 基 層 勞 動 者 ，經 濟 基 礎 薄
弱 ，沒 有 什 麼 儲 蓄 ，長 時 間 沒 有 收
入，對他們的生活、健康、幸福影響特
別大。使他們陷於生計無著，恐慌，負
債，破產等等，影響社會安定。消費力
的消失使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經濟部門陷
入蕭條，恢復困難。消費能力就是需
求，是經濟的動力。政府對國民全面補
助，是恢復整體經濟的一種有力辦法。

2.   其一：對全國所有國民，凡18歲
以上，不論原來收入如何或收入是不是
曾受影響，每人提供1萬元補助。這是一
次性（可以分兩三次發放）的救濟和提
升購買力的措施。

a.  全國18歲以上人口約十億，因此所
需要的總投入是十萬億元人民幣。初看
數目很大，但據新聞報導，僅7個省市的
刺激經濟計劃，以大型基建為主，就投
入25萬億人民幣。隨即又有報導，22省
市將投入 47萬億元，從事鐵、公路等基
建和大數據、人工智能、網絡經濟等基
建。相形之下，補助恢復全民購買力的
投入，數量不大，而對民生基本經濟的
恢復和提高，對安定民心和生活，對提
升民生與幸福，功效大而見效快，而且
不會有不良後遺症。

1萬元的數目大約是一般農工服務業
基層三個月的工資，因地域行業和身份
（如農民工）不同而不同。這個數目不
能再少。

b.  政 府 職 工 類 的 人 員 ，包 括 黨 、
政、軍、各級公營企業、教育、社會組
織等以政府負擔工薪的人員，他們在疫
情期間不受影響，照常領取工薪。但是
為了全民共同提升購買力的原則，仿照
楊安澤的基本福利平等概念，對這部份
職工，和對原來在鄉沒有工作、幾乎沒
有收入的老農、和找不到工作的農民
工、城鎮失業者一樣，都同樣領取每人
1萬元補助。這個辦法，簡單明瞭，不必
調查誰該得誰不該得，得多得少。以期
迅速實施。

c.  這其中包括大學生和研究生，原來
不是以工作獲得工資的人口，但有不少
學生是依靠兼職打工艱苦讀書的。他們

在疫情期間也失去收入。因此，政府應
對 他 們 ，不 論 有 無 助 學 金 或 是 否 打
工，都給予完全的成人補助1萬元。學
生 們 如 果 有 公 、私 助 學 金 、獎 學 金
等，應該補領如常。否則，政府應當完
整 補 發 ，或 協 助 民 間 基 金 會 完 整 補
發。這類學生，可能有3000萬人。 

  3.  其二：對全國所有18歲以下國
民，不論原來是否有收入，每人提供
5000元補助。

a. 這其中包括高中和中職學生，原來
不是以工作獲得工資的人口，但有不少
學生是依靠兼職打工艱苦讀書的。他們
在疫情期間也失去收入。因此，政府應
對 他 們 ，不 論 有 無 助 學 金 或 是 否 打
工，全部給予每人5000元的補助。學生
們如果有公、私助學金、獎學金等，應
該補領如常。否則，政府應當完整補
發，或協助民間基金會完整補發。高中
級的學生可能有4-5000萬人。

b.   15歲以下的人口，是初中學生和
兒 童 ，約 有 3.2億 。他 們 原 來 沒 有 收
入，依靠父母或祖父母生活。他們是民
族的瑰寶，未來的希望，特別應該對他
們的父母或祖父母或撫養人給予購買力
補 助 。其 中 包 括 可 能 上 億 的 留 守 兒
童，更有沒有公開記錄的童工，是最脆
弱的同胞。童工尤其是社會的重大污
點，需要加以調查，研究怎樣對他們和
他們的家庭提供補助，讓他們能夠重新
獲得教育機會。

4.  這個補助購買力設想，不涵蓋扶
助企業恢復的辦法。對於民營企業，特
別是小企業和小服務業，對於因為新冠
造 成 的 經 營 和 財 務 損 失 和 恢 復 的 困
難，對於因為新冠影響所及造成的各種
生活和經濟損失，政府應按照各行各業
的具體情況，另外設立辦法，協助他們
脫出困境，恢復正常營業與生活。在刺
激經濟的投資中，希望從大、高、重的
大型工程，轉向農村和鄉鎮、中小城市
的地方經濟的建設。例如，減少僅僅聯
繫大城市的高速鐵、公路的建設，轉而
增加非高速的鐵路、公路建設，以及增
設高速鐵、公路的停站，能夠迅速促進
沿線佔大多數的中小城市和鄉鎮的社會
經濟發展。

5.  有必要建立專門機構，負責公開
地、透明地辦理這個龐大的發放資金的

全部程序。現在手機支付功能的應用很
廣。政府很容易把1萬元打進每個人的
賬戶。簡明而沒有中間費用。對於還沒
有擁有手機的18歲以上國民，多半是農
村貧老農民，不妨由政府贈送給他們每
人一個手機，耗費不大，也是一種扶貧
（這是仿照美國的對低收入老人的福利
辦法）。對於擁有手機而沒有手機付款
程式的人，政府替他們免費裝設。

政府有義務監督市場，嚴禁任何抬高
物價的行為，也勸告購買者不必搶購以
至抬高物價。經濟應該在原來物價水平
上穩定有序地恢復。

結論：這個辦法與美國楊安澤的辦法
雖貌似而實質和精神並不相同。楊的政
策是宏觀而長期的大社會福利制度，免
除社會中經常存在的底層貧困，消解部
份貧富差距。而這裡建議的補充收入，
只是一次性救濟措施：補救新冠疫情時
期的國民購買力損失。

購買力補償辦法，必須立刻開始實
施，迅速發揮恢復經濟的作用。及早實
施，有助於恢復購買方和生產方的信
心。但是應該有序地分期完成。不是突
然把大量資金投入市場，造成市場混
亂，通貨膨脹。分期的另一個理由是：
避免有人不謹慎，突然獲得大筆收入便
亂消費和浪費。

由於中美貿易戰和新冠疫情的雙重壓
力，在中國的生產鏈和供應鏈受到重
創。有的公司工廠可能考慮移出中國，
使鏈環中斷，從而增加恢復的困難。及
早宣布立刻注入資金恢復購買力，有可
能使仍在猶疑不決或尚未執行外遷的企
業，從長計議。給本國產業有時間和能
力考慮新的國內、外佈局。

經濟發展必然有循環性的周期降速，
又有不可預知的天災人禍。無論任何國
家都難免。不論發生在本國或從外國傳
入，各國都須要有種種因應方策。本文
借重在美國的一個競選政綱，稍加變
通，希望有助於迅速恢復新冠後的民生
經濟。

（後言：本文寫好後，美國議會在
3月25日恢復經濟的2.2萬億美元撥款法
案中，也包括了對公民發放現金的辦
法。可見這個 "楊氏政綱" 已經被採用
為 在 經 濟 危 機 中 必 須 的 紓 困 辦 法 之
一。）

吳章銓，聯合國退休人員，是老保釣
中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
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人之一。後來的保
釣運動就是從他們的質疑開始的。

◎王文軍新冠疫情從1月23日武漢封城為標誌
性爆發節點，以3月30日大部分各省援
助湖北醫療隊撤回本省，武漢宣佈4月
8解封為標誌性節點的話，中國大陸瘟
疫基本解除，歷時70餘天。後續是恢
復社會活力和生產，還有因疫情衍生
出的次災害——人的心靈創傷。

這次疫情與17年前非典的社會環境
有很大不同。2003年時沒有高鐵，沒
有高速互聯網，沒有移動社交媒體，
沒有4G多媒體手機，而且本次疫情爆
發的時間點在春節前，一年中人員最
大流動的時間節點。這是本次疫情的
環境背景。

雖然疫情爆發前，在武漢醫生群體
有各種關於疾病的傳言，卻誰也不能
確認此病毒的性質，或者有權威性的
認知，讓決策層做出決斷，包括對以
李文亮等醫護群體的訓誡談話，都是
基於當時對病毒的認知不足，從「不
造 成 社 會 恐 慌 」 、 從 「 維 護 社 會 穩
定」出發的措施。當然，我們也不能
否認有行政體制的弊病，與官本位制
度所造成的資訊不暢。有國家衛健委
專家組在與武漢醫護交流是否充分等
問題。

另外還有就是對於新發「未知」傳
染病的既定處置機制問題，都是需要
在本次疫情後，進行制度性建設的問
題。比如，這次湖北潛江當地主官根
據資訊自我判斷，號召本地居民不聚
集不串門，就取得很好的效果，也說
明當地主官行政水準是疫情預防的第
一道防線。

在這裡也要說下歐美世界，從1月
20號鐘南山肯定人傳人，中國中央政
府決定23號武漢封城乃至封省開始，
到3月20號美國新冠疫情爆發，美國政
府做了什麼？除了坐看中國的笑話，
指責中國「封城」沒人權外，什麼都
沒 做 吧 ， 什 麼 都 比 別 人 都 懂 的 特 朗
普 ， 除 了 將 病 毒 名 稱 改 為 「 中 國 病
毒」外，做了任何防治疫情在美國爆

發的物資與人員的準備嗎？甩鍋與煽
動種族仇恨倒是一流。還有中國疫情
期間向世界高調宣傳援助中國抗疫的
一億美元呢？樓梯的腳步聲一直響
著，未見人下來！

對內，1月20號前期湖北當局不可否
認有不瞭解而輕視與瞞報的行為。對
外，對世界中國是沒有任何隱瞞與虧
欠，從1月3日中國衛健委向WHO通報
發現新病毒開始，到1月下旬分離出病
毒毒株後向世界分享，中國政府一直
是同步向世界發佈，有些資訊甚至早
於國內通報。那些美國政客總是改不
了對中國的歧視與胡說八道，也是現
實版的「傲慢與偏見」與隔岸觀火。
正是這「傲慢與偏」"的歐美政客耽誤
了其本國防疫整整2個多月的時間，笑
話看到最後發現可笑的卻是自己，是
多麼悲哀的一件事！

再回到說舉國抗疫。先是武漢，湖
北，湖南等三迪率先宣佈一級防控，
接著各省也根據各自的情況進入一級
或者二級防控，從結果看，有效地切
斷了病毒傳播的鏈路防控取得了非常
好的效果，從距離湖北最近且人員往
來密切的湖南省來說，整個一級防控
期間只有1018例確診病例，僅僅死亡
4人，其餘全部治癒。說明新冠並不可
怕，是可防可控，前提是全民都能自
覺防疫和有充分的醫療資源。從治療
方式來看，輕症中症，中醫治療是有
效的，重症中西醫結合治療也是有效
的。這也是湖南能取得學霸級抗疫成
績的根本原因。

崇尚集體主義，舉國體制的中國，
的確在災難面前，能不惜一切代價撲
滅病毒的優勢，儘管也有地方遇事等
待指示，遇事推諉的弊端，但能在二
個月內就控制並基本消滅境內傳染
源，最大的依仗是有堅韌、隱忍，顧
全大局又敢於奉獻、敢於犧牲的中國
人民，能在疫情期間相信政府，不添
亂，還有各街道、村鎮的基層工作人
員、志願者維持著社會毛細血管的暢
通是抗疫勝利的基本保障。這份作業
是抄不來的，國情不同，就像中國抄
不來日本的作業！想來這或許是儒家
文化圈的文化優勢吧，與歐美精緻的
利己主義者，衍生出了極度自由與人
權文化有本質區別。

從1月23日開始到3月31日整整2個多
月，人們都開始居家生活，購買生活
物資、瞭解信息、與親朋好友交流嚴
重依靠網路。從恐慌，到不適應居家
生活，到處之泰然，朋友圈裡各種居
家鍛煉、曬廚藝的越來越多，好像都
適應了疫情生活。也在盼望疫情解除
後的生活，偶有友人曬出出門曬太陽
的相片都羡慕不已。

相信政府能處理好疫情問題，可以
說是全民共識。現階段還是二級防
疫，街頭的人流與車流漸漸的與往日
沒多大區別，與往日不同的是街頭人
與人的距離都有2米了，巴士地鐵都是
隔的很遠。完全恢復到正常生活尚待
時日，快捷的高鐵與地鐵在提供方便
的同時，也能快速的傳播病毒。高速
4G多媒體互聯資訊爆炸能帶來真相同
時也能帶來謠言，更何況還有那些喚
不醒的鴕鳥。

現實世界與真相畢竟是每個人內心
的表現，是唯物的也是違心的，常識
需要與良知作伴！

祖宗庇佑華夏子孫！上帝保佑美
國！

作者，王文軍 1968生於重慶， ，
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 世界華人保釣。
聯盟創會會員。

中國版疫情作業快寫好了，世界作業才開始中國版疫情作業快寫好了，世界作業才開始中國版疫情作業快寫好了，世界作業才開始

現在要吹響號角：新冠病毒長期存
在，中醫是新冠病毒的剋星！

之所以說中醫是新冠病毒的剋星，
是因為病毒會變型，新冠病毒變得特別
快，單靠研製疫苗，疲於奔命。西醫認
為新冠病毒不可控，而中醫卻不這樣認
為，從理論(瘟疫論)上說，中醫可以防
治所有病毒。

在防治瘟疫(病毒)方面，中醫的歷史
比西醫悠久得多，經驗豐富得多。都說
中醫的歷史很久遠，究竟有多久呢? 相
傳《黃帝內經》是黃帝所寫，距今已有
四千多年。如果從神農嘗百草開始算，
中醫則更早，具有六千多年的歷史。據
說神農氏還發明了針灸，即用針刺穴位
來治病。為何遠古的中國人便懂得使用
人體的經絡和穴位?這連現代解剖學也
發現和解釋不了，但經絡穴位是確實存
在的。

用現代最前沿的考古學解釋便是，
這與史前文明和外星人有關。那就是
說，經絡穴位的知識和針刺療法有可能
是史前文明的遺傳和外星人傳受的，而
外星人在遠古時期與人類有過接觸。針
刺經絡穴位治療是中醫的精髓，由此可
見中醫的神秘力量。在病毒面前，醫學
本沒有中西之分，後來西方工業革命
後，人為地劃分中西醫，甚至排斥和摒
棄中醫，這實在是棄本逐末的愚蠢做
法！因為中醫是全人類的寶貴遺產。
 人類長期防治病毒的經驗證明，人體
內的免疫系統具有天生的抵抗和消滅病
毒的能力，中醫能夠激發人體的免疫系
統，消滅病毒;還能夠阻止免疫系統功

◎吳章銓

China's�Ability�in�Dealing�with�Pandemic

能過激對內臟的損害，沒有後遺症。這
是最完美的治療方法。

 這次中國能迅速控制新冠病毒的爆
發，除了隔離的有效措施外，後期中醫
起了很大的作用。若能更早起用中醫，
就能將感染率和死亡率降至最低。但亡
羊補牢未為晚，特別是新冠病毒有可能
捲土重來。為了防備新冠病毒捲土重
來，必須以中醫為主，中西醫結合，加
快中醫療法和疫苗的研究，雙管齊下。
用中醫療法提高人體自身的免疫力，就
無需要讓一半人口感染來產生免疫力。
讓一半人口感染來產生免疫力，這是最
原始的不人道的方法，可惜西方絕大多
數人不相信中醫。

在中國這次防治新冠肺炎中，民間
湧現的苯酚穴位注射療法，應當引起醫
學界的重視，雖然療效和負作用還未經
過臨床試驗。穴位針刺和注射，本來就
是中醫自古以來的一種基本療法，苯酚
穴位注射只不過利用了微量的化學藥
物，是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即使有療效
的案例還不多，也是值得研究的。往好
處說，這療法說不定具有象根治天花那
樣劃時代的意義！所以應儘快完成對苯
酚穴位注射療法的論證和臨床試驗，是
真是假，當機立斷，不要再打口水仗。

 在疫苗還未研製出來之前，還要集
中全國的頂級中醫藥大師，開出預防新
冠病毒的湯劑，在病毒捲土重來時，在
全國各省市開鍋讓民眾服用，這也是一

個行之有效的預防方法，就如上世紀
中 期 防 治 流 行 性 腦 膜 炎 一 樣 。
 從神創論的角度看，其實人類的免疫
系統和治病的藥物(中草藥植物)，是上
天早已安排好的，連動物也會給自己
治病(因不適而找一種植物來吃)就是明
證，不然人類和動物早已不存在了。
所以中醫調理人體的免疫力和使用大
自然的植物作藥物，才是上天給人類
的 最 正 統 和 最 基 本 的 治 病 方 法 。
而西醫則用人工的化學材料作藥物，
並用手術代替對身體的調理，所以後
遺 症 多 ， 治 了 這 種 病 又 引 起 另 一 種
病，悪性迴圈，對病毒束手無策，特
別是濫用抗生素，這將會造成超級細
箘，最終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的災難！
 從嚴格的意義上說，西醫不是治病，
而只是發現疾病和割除病灶，就象將
水果的腐爛部位切去一樣，但細箘和
病毒依然存在。只有中醫才是真正治
病，在人體內消滅細箘和病毒，使人
體能抵禦細箘和病毒。所以必須以中
醫為主，西醫為副，中醫主內，西醫
主外……。

 現在是恢復中醫作為人類醫學的正
統和主導的地位，發揮中醫應有的挽
救人類的巨大潛力的時候了，隨著全
球對抗新冠病毒的展開，人們將越來
越認識到中醫的重要性，最終不得不
承 認 中 醫 的 重 要 地 位 。
戰勝病毒，要靠中醫，中醫加油！

劉羽明， 廣州師範學院七八屆中文
系。一九八一年自費畄學美國，現旅
居紐約，是美藉華裔畫家、作家和收
藏家。

◎劉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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