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8 年超级大流感
前言

1918 年是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远在
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也派出大量的军队到欧洲战
场上参战。在美国国内进行大征兵，大量的青年
在美国各地的军营内受训，然后派到欧洲战场参
战。
1918 年春季欧洲出现流感疫情，人们把这个流感
叫做“西班牙流感”，或叫做“西班牙夫人”。
究竟 1918 年的流感是不是从西班牙开始呢？现
在的流感专家多认为其发源地是美国堪萨斯州
（Kansas），随著美国派往欧洲参战的大兵传播
到欧洲。因为当时西班牙没有参战的中立国，没
有新闻管制传媒能够自由刊登流感消息，使人误
以为西班牙是当时第一个出现流感的国家。
西班牙流感是在1918年春天出现的，征状不严重，
发烧三日就自动好转，因此叫做“三日烧”。但
这个流感在夏天消失以后，在秋天就回来了。回
来的流感穷凶极恶，杀人无数。我认为 1918 年
穷凶极恶的超级大流感病毒，是在极端恶劣的欧
洲西部前线培养出来的。由於华人多数对欧洲人
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了解不深，有必要先介绍一下
它的来龙去脉。
为了什么原因这一群自以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用当时刚刚发明的科技武器 --- 用机关枪，用装甲
车，用飞机，用毒气尽量杀害对方，杀掉对方越
多的人就成为本国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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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轻易攻陷北京
1900 年，欧洲各国在经过石油、电气化、科技革
命以后，已经拥有长距离的军事攻击力量，因此
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意大利、
奥地利八国联军的军舰在天津登陆，用先进的武
器轻易地攻陷北京，就好像在北京渡假休闲那样，
例如上图就是八国的大兵可以休闲地在北京皇宫
的午门外步操进行阅兵式。
这个时期西方的优越感达到了顶点。在 1900 年
的前 20 年，西方国家完成了科技革命，他们发明
的石油推动的内燃机已改进到了实用阶段，作为
汽车的发动机。
根据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的电磁感应定律，制
作了发电机和电动机，用在工业生产上，也开始
兴建民用的发电厂，在城市点亮路灯，建立城市
的电车公共交通，还向各个家庭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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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后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 19 世纪初法国的拿破仑曾经发动侵略战争，最
大的是侵略俄罗斯的战争，1815 失败以后欧洲进
入百年和平时代。
英国在 1807 年放弃从非洲运送黑奴到美洲的贸
易，并强迫其他的欧洲国家也这样做、英国站在道
义的制高点领导欧洲群雄。
但那个时候欧洲的经济是进入停滞期，欧洲和美洲
的贸易没有什么增长，于是英国领导欧洲国家对中
国进行鸦片走私贸易，在侦查到中国的底细以后在
1840 年发动鸦片战争，逼迫中国割让香港和开放
5 个通商口岸。
欧洲国家在欧洲是和平相处，他们搬到中国这个地
方进行勾心斗角，即把战场搬到中国，欧洲这个地
方没有受害。
如果欧洲在 19 世纪发生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
战那样惨烈的战争，社会改革和科技进步可能会中
断。就好像中国东汉末年发生长期惨烈的内战，结
果把中原这个地盘都让给胡人，大量汉人南逃。
欧洲百年和平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 1815 年到 1914 年刚好一百年，欧洲国家分成
两个战争同盟，同盟国有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
帝国、保加利亚；协约有英国、法国、俄罗斯、意
大利、葡萄牙等，而美国在 1917 年参战，加入协
约国。
这两个战争同盟使用最新的科技制造各种厉害的武
器，战车、飞机、毒气弹、强力机关枪、大炮等进
行大规模的互相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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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战的大规模杀戮
第一次世界大战主要是打阵地战，一方在如上图
所示的战壕内防守，另一方向对方的阵地冲锋。
战壕内的守军用机关枪向冲锋的士兵扫射，用大
炮轰炸，而冲锋的一方用大炮发射毒气弹，要毒
死战壕内的士兵。
如果实在冲锋不了，自己退下来的话，阵地后面
的宪兵就会把他抓起来，就地枪毙。
因此不要随便相信西方国家的人权和创作自由，
那些文学家、音乐家、画家都被逼上战场送死。
一直到 1960 年代的越南战争，美国还是实行征
兵制，不少青年被强迫上越南战场送死，才因此
美国国内发生大规模反越战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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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传染病理论是分开病毒和人类
在西方的传染病理论中，只强调病毒的传染能力
和毒性破坏力，例如病毒破坏人类的器官。但对
病毒和人类交互作用却不去研究。
以 1918 年的超级大流感来说，只强调这种流感
病毒如何恶毒，却没有联系当时战场上战壕的周
围环境是如何恶劣。
在战壕内，疲倦不堪的守兵，和死尸，重伤者聚
在一起，还有毒气和炮弹烟雾，还有被炮弹炸碎
的人体。
现在的集中式养鸡场，虽然有大量的鸡只，但重
视鸡场的环境卫生，还会打疫苗，隔离患病的鸡只。
战壕内的环境实在太过恶劣，究竟这样的恶劣环
境如何影响病毒的变异呢？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好，回归正题，以下就讨论美国发生流感疫情的
过程吧。
1918 年春天的三日烧
1918 年 2 月西班牙北部海岸的渡假胜地阳光普
照，和欧洲法国战场上弥漫的绿色芥子毒气，可
以说天堂和地狱的分别。就是在这个第一次世界
大战是中立国的西班牙，出现一种三日发烧、头痛、
肌肉痛为病征的传染病，它传播得很快，如果曾
经接触病人，两日后他就会被传染而生病。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欧洲战场上的士兵也生同样
的病。欧洲战场上的士兵叫这种病为“三日烧”，
有一个士兵这样描述∶“它突然而来，体温上升
到体温计的顶端，脸色发红，全身骨头都痛，头
痛得头像被分割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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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三、四日以后就退烧，而后遗症一直维持一
个或二个星期。
这个在 1918 春天出现的西班牙流感虽然发病急
骤和传染性很强，虽然它传播到世界各地，包括
亚洲在内，但并没有造成大量的死亡。
在夏天来临时，这个流感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几个月以后它就回来了，这一次回来的流感，
其传染性是和几个月以前的流感一样强，其不同
点是它变成了厉害的杀手。
美国费城的大流感疫情
上图是美国费城 (Philadelphia) 在 1918 年 9 月
28 日举行的自由公债阅兵大游行，是有 20 万人
参加的美国光荣日大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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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是 1776 年 7 月 4 日发表《美国独立宣言》
的城市，是著名的美国历史古城。从 1776 年美
国独立以来，美国始终是受欧洲列强的影响，不
能“出人头地”。
美国在 1917 年 4 月 6 日向德国宣战，向大西洋
对岸派兵，士兵出发和回国，主要就是通过费城
的海军码头。
有悠久历史的《费城询问报》用头版报道“YANKS
（美国佬）来了”的阅兵盛会，而同版报道欧洲
战场德国军队节节败退。
实际上流感疫情这个时候已经在费城流行，最严
重的地方就是在城中的海军码头，从欧洲战场上
带回流感病毒竟然大规模参加阅兵盛会。
阅兵大游行后几天，费城流感疫情大爆发，一个
月的时间就有 12,000 患者死亡，上图是集体埋
葬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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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 日，城中报告的流感病例是 635 人，它
是大大低於实际的病人数量，因为城中的医生已
被大量的病人所淹没，医生根本没有办法抽出时
间报告病例。
10 月 3 日费城当局关闭所有的学校、教堂、戏院、
游泳池和所有娱乐场所，试图减慢流感的传播。
10月5日的一个星期中，根据报告费城是有2,600
人死於流感和它的如并发症。下一个星期则有
4,500 人死亡，生病的人数则有几十万人。就在
流感来临的头一个月中，费城有 12,000 死亡。
最严重的是在 10 月 10 日，费城有 759 人因流
感死亡。
和 美 国 费 城 刚 好 相 反 的 是 圣 路 易 市（St. 
Louis），该市一早就关闭学校、图书馆、法院、
教堂、剧院等公共场所，其效果是在流感高峰期间，
圣路易市的死亡率是费城的八分之一。
但中途圣路易市解禁，发生第二波疫情，使圣路
易市疫情延长，增加死亡人数。圣路易市当初的
努力就大打折扣。
流感的病原体
《费城询问报》曾经发表一个好消息，一个引起
流感的细菌被科学家找出来了，它叫做 Pfeiffer's 
bacillus。该报纸说这种发现给医学专业人员以绝
对知识为武器装备，用来对付流感疾病。
这种病菌实际上是 1892 年由德国的细菌学家
Pfeiffer 发现的，当然不是引起流感的元凶，只不
过是情急之下翻炒而已。
流感病毒是在 1933 年发现的，取名为 H1N1 流
感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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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 年的流感就是 H1N1 流感，而 2009 大流
行的也是 H1N1。
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医治流感病毒的特效药。
年轻人患病急剧死亡
在 1918 年秋天出现的流感是当兵年龄的青年人
大量死亡，即二十岁以上的青年和壮年人死亡，
这只在 1918 年秋天出现的流感才有的现象，之
前没有出现过，之后也没有再出现。
当时患上流感的人，其中 20% 只有轻微的病征，
病好后恢复正常。其它的都有一种或两种严重病
征。一些病人则很快就出现严重的肺炎，肺部充
满液体使病人难以呼吸到足够的氧气。这种病人
在几日内，甚至在几小时内死亡，他们因发高烧
而神志昏迷，因吸不到足够氧气而不断喘气，最
后就昏迷不醒就此死亡。
白人青年在死亡时面色紫黑，好像是变成了黑人
那样。
当时对死亡的病人进行尸体解剖时，手术刀一切
开肺部，所看到的是蓝色胀大的肺，肺内充满泡
沫而不成形，即肺脏已完全被破坏了。
抗体的细胞激素风暴 (Cytokine storm) 
流感病毒主要是靠人体的抗体来压制的。就算及
时吃了抗流感的药物特敏福，最多是减少一日或
二日的生病时间，最后还是要靠本身的抗体来压
制流感病毒。
但抗体有时会损害人体，甚至引起死亡的情况。
1918 年的超级大流感，年轻人很快病死，就是细
胞激素风暴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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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的细胞激素能发出讯息，吸引抗体的 T 细胞
和巨噬细胞到达受病毒入侵的地点，细胞激素活
化这些抗体细胞来克制病毒。在正常的情况下，
细胞激素这种正反馈操作是会被人体所控制。但
在失控的情况下，超量的巨噬细胞和体液集聚在
受病毒入侵现场，例如肺部，是能够阻塞空气管
道使人不能呼吸而死亡。
在 1918 年的流感疫情中，不少年轻人是细胞激
素风暴的受害者，而在 2019 年的新冠疫情中，
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是受害者。
上表是显示各国流感的死亡人数
从上表可以看到中国的流感死亡人数相当多，但
什么时候传到中国呢？不知道。只知道后来西方
专家把 1918 年流感源头也推到中国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