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新冠疫情

前言
2002-03 年出现非典冠状病毒疫情的时候，我是
在香港和深圳来回居住，因此亲身了解当时发生
的情况。
2020 年武汉传出新冠疫情的时候，我是在香港，
只是在 1 月 17 日到深圳理发和买一些春节食品和
鼠年纪念品。当时香港和深圳还很轻松。
在 1 月初，香港只是出现一些从武汉过来的肺炎
病例，但还没有确诊是新冠肺炎。
香港卫生当局叫做“疑似感染武汉不明原因病毒
性肺炎的患者”。香港卫生当局提醒香港市民前
往内地时，不要前往湿街市（指湿货市场，海产
市场）或食野味，呼吁外游返港市民若干不适须
尽快就医。
而武汉卫生当局 1 月 3 日公布，肺炎感染者已从
去年 12 月 31 日的 27 人增加到 44 人，其中 11
人属于重症病例，临床病征主要是发热，有少数
病人呼吸困难，双肺呈现近浸润性病灶。
香港第一宗境外传入确诊个案是在 1 月 23 日。
一名 39 岁香港男子于 1 月 21 日乘搭高铁由香港
到武汉，并于 1 月 23 日于长沙南站乘坐高铁返港。
这名男子有长期病患，自 1 月 31 日接受隔离治疗
以来，病情一直稳定；但 2 月 4 日早上突然气喘，
经抢救无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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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72 岁的母亲日前也被确诊为香港第 15 例感染
病例。
香港政府 2 月 5 日关闭来往内地的主要口岸，即
通火车的罗湖口岸
。只开放香港国际机场、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
桥的香港口岸。
香港进入新冠疫情的戒备状态，香港公务员 1 月
16 日开始在家办公（但不是全部）。所有的学
校在春节假期后都延后开学，一直到 5 月份都还
没有上课。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以后，我每天在香港电视上
看到的新冠疫情的确诊和死亡人数，是日日触目
惊心，确诊和死亡人数很快就超过香港在 2003
年非典冠状病毒疫情时期的总感染和死亡人数。
香港在 2 月下旬实际上已经成为非典疫情的感染
中心。当时从香港九龙的京华酒店传播到越南、
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都在各地的医院感染了
很多人，导致不少人病死，而作为香港中文大学
医学院的实习医院，即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竟
然是到过京华酒店的求医者，辗转传染了 238 人，
包括医护人员和医学院学生。
因此我想，武汉是不是也发生在医院内的大感染
呢？果然是如此，武汉如此，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法国、英国、纽约等地的大医院也如此。
这是新冠和非典冠状病毒疫情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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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3 日武汉封城
1967 年初我从印尼经香港、澳门到广州。然后坐
火车到武汉武昌探望我的舅父。
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的第一大河流长江，看见长江
大桥。以前在印尼时只在《人民画报》看到长江
和长江大桥。
武汉是长江和汉江相汇的地方，形成三个城市武
昌、汉口、汉阳
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与其第一大支流汉江在湖北
地区相汇，分割出三座城镇：武昌、汉口、汉阳。
还没有建长江大桥时，市民必须做轮渡才能够到
江河对岸。
现在武汉三个城市之间的交通已经四通八达，不
少武汉市民已经有了私人汽车。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的那一天，一位从事翻译工作
的武汉市民早上从手机看到封城新闻感到坐立不
安。当晚她开车从汉口穿过长江隧道到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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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隧道都是满满的，但这一次一辆车都没有，
更给她带来不安感。
她后来和 5 个好朋友建立微信群，希望一起为武
汉这做点什么。　
6 人微信群第二天壮大到 60 多人，第三天 200
多人。最先让群里的人感到心焦的是城内防护物
资的严重缺乏。他们想为医护人员捐口罩，工厂
却停产了。
他们在行动中结识了很多其他志愿者团队，爱心
汇聚形成联盟，大家为团队取名“武汉美德志愿
者联盟”。
他们的爱心车队有各种各样的汽车，后来连大货
车也加入。从开始调度一个车队到后来大规模协
调调度多个车队。老师、学生、公务员、教授、
白领，企业家、记者和海外人士，以及心理咨询
工作人员、律师和普通工人等 600 人充实着这个
联盟。
他们除了帮助病人外，还帮助流浪在武汉无家可
归的人。他们转运分发的物质，有消毒液和酒精、
手套、牛奶、防护服、口罩、茶叶、瓜果蔬菜、
大米饼干，呼吸机、甚至有救护车。
一位武汉人在她的华丽别墅内写一本日记，准备
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翻译成德文再德国出版。
我看过支持她和反对她的大量文章，大家竟然还
是在文学的圈内打转，很容易就沦为空谈和废话。
我们都是中国的公民，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观点，
但无论自己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国家是不能凭空
谈治理。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大家必须贡献自
己的力量努力去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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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说起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现在已经在全世界闻名了，因
为这个海鲜批发市场，内有出售野生动物，不少
中外专家认为是野生动物将将冠状病毒传染给人
类。
武汉的医院是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因此能够立
即对普通发烧咳嗽的病人进行胸部的电脑断层扫
描（CT）拍片。
2019 年 12 月 26 日上午，有一家医院一对老两
口因发烧咳嗽看病，拍出胸部的 CT 有阴影。他们
的儿子 CT 上也有那种表现。　　这一天还来了一
位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一样的发烧咳嗽，一样
的肺阴影。如果一家三人同时得一样的病，一般
即可认为是传染病，他们还排除了患上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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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立即上报给武汉区疾疫防控中心。
12 月 29 日开始，有关部门进行流行病的调查。
是否能够人传人的争论
武汉在疫情初期为什么有是否能够人传人的争论
呢？因为中国的传染病专家都是学习西方的传染
病理论。
按照西方的传染病理论，新型的病毒呼吸道疾病
是动物传染的，第二步就是问是否能够人传人。
1997 年香港发生禽流感传人事件，23 年的时间
不少地方都发生禽流感传人事件，都引起是否能
够人传人的惊魂。
确定新冠能够人传人
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王广发 1 月 8 日 -15 日随专
家组前往武汉工作，回京以后他感染了新冠肺炎，
而他没有去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经历。他的
亲身经历证明了新冠能够人传人。
最后是广州的权威专家钟南山断定新冠能够人传
人。
钟南山是 1 月 19 日到武汉考察，20 日他讲到广
东出现了新冠本地病例。他们没有去过武汉，但
家人去过武汉，得了病，也证明了人传人的问题。 
冠病的治疗和康复过程
新冠疾病有八成以上是轻症，其病症和普通感冒
一样，依靠体内产生的抗体自动痊愈。
最初没有发现有无病症的患者，现在由于核酸检
测技术的进步，而对跨区的人员流动常进行核酸
检测，就发现无病症的冠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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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上对冠病产生抗体的人应该是相当多，
这就是冠病受到抑制的原因之一。其效果就好像
接种自然的疫苗。
最初使用核酸检测有相当多的假阴性，即患上冠
病没有被检测出来。因此当时武汉有一些医护人
员提出以胸部 CT 检查结果为准。
CT 是电脑断层扫描拍片，是先进的医疗设备，它
能够拍出不同角度的多个胸片，发现普通的肺部
X 光片所不能发现的肺部病变。
冠病有一个分界线，就是患者是否有肺炎病症。
新冠重症患者发生呼吸困难，多数是因为细胞因
子风暴的体内免疫系统的异常反应。治疗的方法，
最初是帮助患者吸氧，中国浙江有一个通过吸氧
几天就康复的 96 岁患者。
而英国首相患上冠病后吸氧几天也康复了。后来
医生跟他说如果不行就要上呼吸机，就有生命危
险了。
第一步的吸氧是使用头罩、口鼻罩等辅助设备，
还是通过患者的肺功能吸氧。
当患者接受了标准的氧疗后，呼吸窘迫或者是低
氧无法缓解，要考虑经鼻高流量和无创通气。
这种使用呼吸机的无创通气的阶段的时间长短，
要看患者的病情是否能够改善。
如果患者病情恶化，在短短的 1-2 小时就要及时
进行气管插管和有创通气。
这样的医疗操作医生必须有熟练的技术和经验，
要保护自己免受传染，还要时时注意患者的体征，
帮助病人在病床上翻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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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患者具有高度的传染性。
这是需要有熟练的医护人员，单单购买更多的呼
吸机，如果缺乏熟练的医护人员，操作不当对病
人的帮助不大。
帮助患者的最后阶段，是使用体外的人工心肺机
（ECMO），即不用患者自己的肺来吸氧，而是
在体外为患者血液用机器补充氧气。
说到气管插管的有创通气方式，大家注意的是多
采购几千台呼吸机的新闻，而我们对使用呼吸机
以后的康复率不大清楚。
有的人认为使用呼吸机关乎患者的生死，而有的
医生认为要尽量避免使用呼吸机，呼吸机可能对
一些冠病患者造成伤害。
一般呼吸严重困难的冠病患者，上了呼吸机以后
的死亡率是 40-50% 左右。
而在美国纽约州，据当地的卫生官员说，上呼吸
机的冠病患者的死亡率高达 80%。
纽约州是冠病的大感染中心，冠病的严重性和死
亡率是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武汉也是冠病的大
感染中心，而从一天有一些零星病例，上升到一
天有十位数的病例，到一天新产生千位数的病例，
时间是非常急促，因此武汉、意大利伦巴第大区，
美国纽约州的医疗体系很快就被压垮。
有一点常常被传染病专家所忽视的，是医院内重
症监护病房使用呼吸机，病人肺部和气管内的冠
状病毒会跑了出来，即重症病人具有高度传染性。
很容易传染医护人员，而医护人员再传染给同院
的其他病人，和医院外面其他的人。
这是否使疫情得以急促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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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
上图是武汉为应付突然而来的严重疫情，解放军
快速建立的“火身山医院”，用来接收新冠肺炎
的确诊患者。每间病房有 2 间病床，有独立的洗
手间，亦有空气净化消毒机。
接着是兴建“雷神山医院”，可容纳 1,600 张病床，
2 千多名医护人员。两天后，又决定在 30 公里外
的江夏黄家湖畔，再建一座雷神山医院。
1 月 24 日，在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大
型机械加紧施工，以便 10 天内就建成火神山医院。
两天后，又决定在 30 公里外的江夏黄家湖畔，再建一座
雷神山医院。
1 月 24 日，在武汉蔡甸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大型机械
加紧施工，以便 10 天内就建成火神山医院。
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工地相当于 7 个足球场大小，本来遍布
藕塘和土堆。5 万平方米场地很快就全部平整，开挖土方
15 万立方米，足以填满 57 个标准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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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天工地还是一片沼泽，推土机都快陷进去了。
第二天早上土堆已经推平，沼泽被填实，完全看
不出之前的模样了。”
来自河南漯河的两名安装工人，完成火神山病区
水电、通风系统安装后，马不停蹄赶赴雷神山。
来自各地的工友都在顶风冒雨、日夜奋战、争分
夺秒，施工最紧张的一次，有的安装工人连续 40
多个小时没合过眼。
用来收治轻症病患的方舱医院
除了兴建上述的两间医院外，武汉还兴建十多个
用来收治轻症病患的方舱，室内的床位是一排一
排的，如上图所示。它可以收治很多轻症病患，
其目的是将轻症病患集中起来，避免他们在社区
内传染别人。
2 月 15 日，武汉开放了 9 个方舱医院，最多是建
立了 16 个方舱医院，累计收治了 1 万 2 千多人。
到了 3 月 10 日，方舱医院用来隔离轻症病人的
任务完成了，就闭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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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零点武汉解封

2020 年 4 月 8 日零点武汉解封
武汉的江汉关楼顶大钟的时针指向 2020 年 4 月 8
日零点的时候，离汉通道管制措施即刻解除。武汉
从 1 月 23 日开始封城，武汉市民过着历时 76 天的
封城日子。
关闭了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所有对外交通
通道，昔日繁华都市近乎停摆。
76 天不能出城的武汉本地和外地民众，在武汉解封
以后，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离开武汉，他们有的已经
已经两个多月没有和家里人在一起。上图是武汉民
众乘火车离开武汉，据说当天有 5 万多人乘火车离
开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