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染病知识
古代最厉害的传染病是天花和鼠疫。
人类天花病毒是在人类之间传播的，传染性
非常强，死亡率非常高。在旧世界（亚洲、
欧洲、非洲）流行，人人都谈天花色变。但
新世界（南北美洲）没有，因此美洲的印第
安人对天花没有抵抗力。16 世纪西班牙人派
区区的几百人和千万数量的印第安人作战，
就是凭欧洲天花病人的衣服，把印第安人打
得差不多灭种。
鼠疫的主要传染媒介是老鼠，欧洲在 14 世
纪流行的“黑死病”本来公认是鼠疫，它杀
了欧洲各国差不多一半的人口，但现在也有
专家它是严重的流感。1918 年美国发生的严
重的大型流感死亡的病人有的也会全身变为
黑色。
现代的流行传染病，杀人最多的年年都会流
行的流感，美国的养老院在流行流感季节是
成批老人死亡。
本书主要是介绍冠状病毒肺炎，2003 年广东
省的非典型肺炎（沙士），2019 的中东冠状
病毒肺炎，2020 年的武汉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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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伦敦宽街的霍乱疫情说起

在 1854 年伦敦宽街 (Broad Street) 和剑桥街交
界处发生霍乱疫情，那时对霍乱弧菌还是一无所
知，连微生物致病说也还没有明确，而负责调查
疫情的斯诺 (John Snow) 医生在封井以后就控制
了疫情。
在 1854 年，伦敦市在宽街和剑桥街交界的周围
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霍乱疫情，是英国王朝最严重
的霍乱疫情。
在九月的十天时间内，250x250 英尺范围内共有
500 人因霍乱病去世，如果不是居民因害怕而离
开这个地方，去世的人将会更多。斯诺医生调查
了所有去世的人的资料，讯问了所有还住在当地
的幸存者然后画了一个详细的地图。如下图所
示。
                        伦敦市区街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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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有系统的调查，斯诺医生发现去世的人多数
是住在宽街一个水井附近，井上装了一个可用手
压的水泵，附近的居民就是靠这个水泵拿水来喝。
这个水泵现在还保留用来做纪念。

当时英国有了手压水泵，居民拿水喝很方便，但
喝的是生水，可见那个时代就是英国的首都伦敦
市居民还是喝生井水。而当时中国人主要也是喝
井水，但烧开了才喝，因此在和平时期中国人抗
病的能力更强。
斯诺医生的调查经过，是从幸存者的话中，斯诺
知道有的人不从自己家最近的水井拿水，而从宽
街的水井拿水，有的是因为上学时顺路，有的是
因为喜爱宽街水井的水质。附近有一个工场则在
500 人中只有 5 人因患霍乱去世这个工场有自
己的供水，不从宽街水井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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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还有一个啤酒厂，它也有自己的供水，没有
从宽街的水井拿水。这个厂的老板让工人自由喝
啤酒，工人就没有从宽街的水井拿水或喝水，而
这个厂没有人得霍乱病。
经过调查分析以后，斯诺医生断定宽街的水井就
是病源，他认为被渣滓物质污染的井水就是霍乱
的病源。虽然宽街的井水看起来很清，他还是说
服了有关当局拆除水泵的手柄，使居民无法从宽
街水井拿水，当时的霍乱疫情就受到了控制。
要在大约三十年以后，德国的微生物学家科赫
(Robert Koch) 才在印度发生霍乱疫情时分离出引
起霍乱的细菌。
在上述的例子中，斯诺医生当时所用的工具只有
笔和纸，而他除了掌握当时的医学知识外，还具
有侦探式逻辑推理的头脑，因此才能够在不知道
霍乱病原体的情况下，调查和分析所收集的资料
以后，断定霍乱病患者是喝了宽街受到污染的井
水才致病的，因此在拆除了水井水泵的手柄以后，
人们无法喝该井的井水以后霍乱疫情就受到了控
制。

先进的仪器不能代替一流的头脑
武汉的新冠（新冠状病毒）肺炎是刚发生不久，
还没有详细可靠的资料，而广东和香港在 2002
年底至 2003 年 6 月曾经发生非典冠状病毒肺炎，
香港大学的教授们曾经大力研究非典疫情（世卫
组织称它为 SARS，音译为沙士），香港大学还
第一个发现引起非典肺炎的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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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实验仪器是已经电脑化了，即有关的实验
室配备了电脑控制的先进各种实验室仪器，具有
大批受过严格训练的实验室仪器操作人员，和拥
有充足经费大学教授和攻读硕士和博士的助理研
究人员。
而有关的微生物和医学知识是 150 年前斯诺医生
的时代所望尘莫及的，但对防止疫情扩散，先进
的实验室仪器没有什么帮助。
非典不是从广州传播到外国，而是居住在香港九
龙京华酒店的各国旅客带回到各自的国家（新加
坡、越南、加拿大等国）。因为香港当局和大学
教授不承认香港也会有自己的传染源头，因此就
事后编辑一段故事，说广州的刘教授来香港参加
亲戚的婚礼，他居住在京华酒店，他没有和那些
受非典传染的旅客接触过，刘教授的呕吐物留在
酒店的地毯上，间接传染给那些旅客。但酒店清
洁呕吐物的工人没有受到感染。
我认为应该是刘教授和有关旅客在酒店附近受到
感染的，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香港的有关专家连
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是无从考查。刘教授的家
人是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的意见不受重视。
引起香港严重非典疫情的是九龙淘大花园的商住
小区，也是不承认会有该地的源头，因此就说一
位深圳居民来香港的医院洗肾，他居住在淘大花
园，因为腹泻把粪便冲到排水管，而非典病毒留
在排水管内，住客通过洗澡房的抽气扇把非典病
毒抽入各自的住所受到感染。这是说淘大花园出
现超级非典病毒，入水能游，出水能飞，通过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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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派人调查淘大花园排水管传播病毒
的情况，他们没有否定香港专家的研究报告，只是
建议抽气扇的风力不要太强。结果是大家面子上都
好看，但香港居民要继续承受严重的非典疫情。
先进的实验室仪器，是代替不了在十九世纪医学界
的一流头脑，如斯诺、巴士德、科赫这样的一流头
脑。
科赫是有一直应用至今的科赫公设，它有以下的四
个步骤，如果这四个步骤得到满足，就可证实所发
现的病原体就是导致该种疾病的。
(1) 在患病的宿主体内一定要发现特定微生物
(2) 可分离此微生物并在动物体外加以纯培养
(3) 将该培养物接种到易感动物体内会引起同样的   
疾病
(4) 从实验动物重新分离并纯培养得到同销微生物
所谓纯培养，就是只培养单纯的一种微生物。在自
然界中，各种微生物是杂居的，以前就有人认为微
生物是可以改变形状的，实际上是属於不同的微生
物。 
而纯培养微生物的方法就是从科赫开始的。
发现了病毒以后，由於病毒是要在宿主的活细
胞 内 才 能 够 繁 殖， 因 此 20 世 纪 30 年 代 利 威
(T.M.Rivers) 改良了科赫公设，改为在宿主的活
细胞培养病毒；因此情况就变得复杂得多和较难於
确定。在 2003 年非典冠状病毒的发现过程中，荷
兰的一个实验室能够用冠状病毒令猴子致病，世卫
就宣布研究非典冠状病毒已经大功告成。
2003 年 9 月新加坡的一位实验室助理人员，无意
中感染了培养的非典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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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台湾也出现了实验室感染非典病毒的事件，
这两宗事件倒是无意中完成了科赫公设。
据说在 1976 年美国发生了传人的猪流感事件的
时，就曾经有六个人自愿接种纯培养的猪流感病
毒，而其结果只出现轻微的征状。  
病毒的进化方向是从杀人到不杀人
引起人类生病的病原体，无论是细菌、病毒、衣原
体或其他的微生物，其主要的目的是进入人体以后
利用人体提供的原料进行繁殖，繁殖得越多越好；
如果能够的话离开一个人的身体传到另一个人，
在人竤中一代一代传下去。
如果一种病毒在进入人体以后很快就将人杀掉，
它们自己因为无法离开人体而全部死掉，这显然
是对它们生存繁殖不利的。
流感病毒和冠状病毒是 RNA 病毒，这种病毒由於
在复制时没有纠错的功能，是很容易出现变异的。
能够继续生存繁殖的，应该是那些只引起温和征状
的变异病毒。病人只出现温和的病征，照样进行
日常的社会活动，将病毒传给他人的机会就更大。
这不是病毒有思想进行战略考虑，而是在进化中
自然出现的趋势，从杀人到不杀人！

动物身上的病毒传人致病说
它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传染病理论思想，它强调人
类的新疾病多是动物身上的病毒传人，接着就是
观察病毒是否能够人传人的问题，武汉新冠肺炎
最初就强调还不能人传人，这反而使民众和医护
人员麻痹大意，对控制武汉新冠肺炎的传播是不
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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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末广东珠江三角洲发生非典疫情的时候，
一开始就知道能够人传人，但现在说在 2020 年 1
月 30 日武汉新冠肺炎的患病人数已经超过非典的
总患病人数就不对了。
因为无论是非典肺炎或武汉新冠肺炎，大部分的
患者的病症都和普通感冒相同，现在已经有试剂
可以确诊这些患者。但非典初期还不知道是冠状
病毒引起的，也没有试剂用来确诊，因此只有较
重的患者才确定为非典病人，因此非典患者的数
量少了，非典的死亡率高了。
2020 年 1 月 31 日，早上五点钟我听英国广播电
台，这个时候世卫组织已经把中国的新冠肺炎列
入“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接着的《科
学在行动》的节目中，回顾 2003 年的非典疫情，
还是相信香港专家说的广州刘姓教授是把非典传
播到国外的“超级传播者”，而当时世卫人员曾
经提出疑点，认为当时刘教授的病毒载量不高。
2003 年最关键的是九龙淘大花园商住小区的大型
传染事件，329 名住客受到感染，42 人死亡，而
死者的年龄较轻，而香港当局和大学教授对传染
链的解释简直是匪夷所思。
艾滋病毒在男同性恋人群变凶易传染
说到动物身上的病毒致病说，让我讨论一下艾滋
病毒吧。西方人说是非洲的猿猴传到人类，但非
洲厉害的艾滋病疫情的出现，是在 1980 年代美
国纽约男同性恋群体流行艾滋病以后才出现的。
非洲人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应该是艾滋病毒传
人以后就在非洲流行的，为什么是发生美国纽约
男同性恋者的艾滋病以后才流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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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毒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染的，当时纽约的男
同性恋人群极度淫乱，一直更换性伴侣，而男同
性恋者的肛交是容易出血的，具有传染艾滋病毒
的环境。
等到出现凶恶的艾滋病毒后，男女性交也能传染
艾滋病。

抗体的细胞激素风暴 (Cytokine storm)

2003 年的非典冠状病毒疫情，死亡者多是因为不
能呼吸而死亡，而医生为挽救病人性命，对病人
进行气管切开手术，痰液喷了出来，病毒感染了
在场的医务人员，是非典在医院内大肆传播的主
要途径。
非典病人呼吸困难，是因为有大量的抗体细胞集
中在肺部深处，使病人不能呼吸，病人可以说是
被“淹死”了。
古代没有切开气管插入氧气管的设备和手术能力，
这种厉害的病毒随着病人的死亡就留在病人体内，
不能跑出来传染其他人。说到现代化的医院，是
会产生不少副作用的，例如医院性败血症，超级
耐药细菌在医院内的传播等。
什么是细胞激素风暴？它是细胞激素发出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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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被活化的巨噬细胞能吞噬病毒，完成工作后
巨噬细胞又释放细胞激素，吸引更多的抗体细胞
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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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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一些非典病人很快就出现呼吸困难，现在专家的
共识就是细胞激素风暴引起的。为了减低抗体的
作用，一些香港医生对病人使用大量的类固醇，
导致病人患上骨质疏松症，影响日常的生活。　
细胞激素风暴的机制还没有被真正了解，除了
新型和高致病性的病毒，例如 1918 年爆发的
H1N1 超级流感病毒，2003 年非典病毒，1997
年香港发生的 H5N1 禽流感病毒能引发细胞激素
风暴外，一些药物也能引发细胞激素风暴。
根据记录，2006 年三月人体测试用来治疗白血病
的 TGN1412 药物时，接受测试的六个人都出现
类似细胞激素风暴的严重反应。这种药物在做动
物测试时无事，而第一次人体测试时，虽然所用
的只有动物的五百分之一的份量，就发生了严重
的反应。
香港治疗非典期间收集了很多细胞激素风暴的数
据，可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时过境迁非典疫情消
散以后，对这种需要既灵活又严谨的头脑，工作
辛苦而难以有成就，香港的聪明人不愿意做。
普通感冒和人类抗体的互动 
引起人类普通感冒的病毒种类很多，据说有 200
多种，有鼻病毒、冠状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
呼吸道融合病毒以及某些肠道病毒等，其中成人
以鼻病毒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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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一般是一年患上普通感冒 2-4 次，常常是小
孩将普通感冒从学校带到家里。
普通感冒病毒是最成功的呼吸道病毒，它通常只
引起轻微的症状，从这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一代
一代传下去。其中普通感冒的冠状病毒是在 1965
年从感冒病人中分离所发现的，可引起典型的感
冒症状，在人体中广泛存在，但一般没有下呼吸
道感染。
北极圈小海港的普通感冒免疫情况
在 1930 年代，一个处於北极圈的小海港，在冬
季由於海港冰封，轮船不能往来，由于当时飞机
还不普及，因此在冬季时小海港和外界隔绝。
在最后一艘轮船离开该海港的几个星期后，留在
海港的居民渐渐就没有人再患上感冒了，虽然那
个时候当地的气候是冷得要命。要等到次年春夏
季海港解冻，外面的轮船进港以后，才会有人患
上感冒，因为外来人带来新的感冒病毒。
进 行 这 一 次 研 究 普 通 感 冒 研 究 的 是 Paul 和
Freese，1933 年在挪威的 Spitsbergen 进行的。
因为当当地和外界隔绝以后，居民对既有的感冒
病毒都产生抗体，虽然当地气候很冷，一些人的
工作环境恶劣，但都没有患上感冒。当春季来临
轮船进港，船上的人带来新类型的感冒病毒以后，
因为小海港居民对此还没有抗体，当地人很快就
患上感冒。
一般中国人认为感冒是“受寒”引起的，实际上
是因为感染了感冒病毒。
这个研究报告直到现在还能够通过谷歌搜索出来。



13传染病的传染途径

引起传染病的病毒在人体内繁殖，是有几个关健时
刻。一是病毒进入细胞；二是繁殖后产生的大量病
毒离开细胞；三是病毒离开人体感染第二个人。只
要能够阻碍上述的三种病毒活动就可以抑制该传
染病。用来医治流感的特敏福是阻碍病毒离开细胞，
而对病者进行隔离就是阻碍病毒离开人体感染第二
个人。
但对病者进行隔离不一定能够顺利进行，以流感来
说，病者在潜伏期，即还没有出现病症就能够传染
别人，如下图所示。

在进入传染期后，病人可把疾病传染给第二个病
人。对流感来说，在出现临床病征前的一至二天，
就进入了传染期。而流感的潜伏期大约是二至五
天。当临床病征还没有结束时，传染期就结束了。
流感的传染期是在出现临床病征后五天结束，也
有说能延长到七天的，而小孩病者的传染期也会
更长。
因为流感在还没有出现临床病征的潜伏期就可以
传染，使隔离流感变得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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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当局曾经在酒店隔离两百多名旅客
在 2009 年流行猪流感的时候，5 月 1 日因为有
一位墨西哥旅客被确诊为甲型 H1N1 流感，就对
他住过的湾仔维景酒店进行隔离七日。原住在该
酒店的 386 名旅客可以有二种选择∶要么留在酒
店隔离；要么就去麦理浩夫人渡假村隔离。身体
不舒服的，则送去医院留医。5 月 8 日解除隔离，
这些被隔离的人竤都没有患上流感。后来香港突
然有相当多在本地受感染的猪流感病人，难于追
踪传染的途径。

病毒在宿主细胞繁殖的步骤
(1) 病毒通过宿主细胞受体进入细胞
(2) 病毒在细胞内打开基因码（DNA/RNA）
(3) 病毒基因码利用细胞物质复制大量新病毒
(4) 大量新病毒从宿主细胞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