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漫画家们拿起画笔，创作了一批

反映抗击疫情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有的展现了奋战在一线的
医护人员“无论生死、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有的表达了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的理性态度，有的传递着尊重自
然、保护环境的科学理念……但愿画家们的作品，能够鼓舞我
们共同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勇气。

滕新贤

人类自诞生之时起，就不断遭
受着来自各种疾病的威胁。而在种
种疾病当中，流行性急性传染病对
于人类文明的影响往往比战争、灾
荒更为剧烈。对这类疾病，古代称
之为“疠疫”“疠疾”，后统称为“瘟
疫”。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上，就已
刻有“疾疫”“疾年”等文字。《周礼》
中也有关于多种瘟疫的记述。

就江南地区来看，东晋前有关
瘟疫的记载不多。这一方面是由于
东晋以前江南一带地广人稀，瘟疫
不易大规模流行；另一方面也与江
南当时在国内的地位不高，有关记
述不详有关。

然而自东晋时期起，直至新中
国成立前，江南地区的疫情记录却
屡屡令人触目惊心。唐代的江南
道，宋代的两浙路，明代的南直隶
等江南地区，都曾是国内数一数二
的瘟疫高发区。即使是在对瘟疫防
控颇有建树的宋代，江南地区仍难
免瘟疫侵袭。如宋熙宁八年，“两浙
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元祐
七年，“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
州人死过半”。可见瘟疫对于江南
社会的破坏力之强。

不过，作为瘟疫的高发区，江
南不但没有在瘟疫的肆虐下凋敝，
反而保持了长期兴盛，成为中国古
代经济最繁荣，文化最灿烂的地区
之一，原因何在？

■瘟疫高发与地理环境
有很大关联

古代江南瘟疫的高发与地理
环境有很大关联。一方面，这里气
候温暖潮湿，特别适合各种病菌、
病毒的生存和繁殖；另一方面，江
南大地江河密布，人们多以河水为

生活用水，而在水乡泽国的生态环
境下，很多江南人习惯将垃圾、粪
便等倾入河水中，造成河水污染，
导致卫生环境恶化。以水为渠道传
播的疟疾、伤寒等瘟疫在江南历史
上屡见不鲜。

人口的增加，城市的发展也为
瘟疫在江南的大规模暴发提供了
条件。瘟疫的传播需要密集而流动
性较强的人群。特别是天花、霍乱、
伤寒等传染病，须在人群聚集的前
提下才能够传播。东晋以前，江南
地区的人口密度普遍不高，见于史
料的瘟疫主要发生于开发较早、人
口相对密集的会稽等地。

如东汉建武十三年和十四年，
在江南地区暴发的两次大瘟疫中，
会稽都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东
晋后，特别是唐宋以后，随着地区
开发，江南人口骤增，在四通八达的
水运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经济兴旺的
城镇。猛增的人口、便捷的水运为江
南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促
进了江南城镇的繁荣，但同时也为
疫情防控埋下了不少隐患。疫情一
旦发生，就很难得到控制。

此外，兵燹、饥荒等也对江南
地区疫病流行有巨大影响。如两晋
及两宋更迭时，大批北方难民南下
避乱。他们长期在恐惧、饥寒中辗
转奔波，免疫力低下，加之不适应
江南的潮湿闷热环境，不少人患上
了瘟疫，并传染给江南居民，继而
引发大范围瘟疫。水旱灾害也往往
使得灾民们大量迁徙，在饥寒暑热
中患上疾病，引发瘟疫。宋隆兴年
间，浙江水灾造成大量灾民逃至临
安及绍兴一带，引发瘟疫，继而波
及整个两浙路，导致大量人口死
亡。德祐元年，元军占领常州等城
后，城镇居民四处逃亡，“民患疫而
死者不可胜计”。

■江南瘟疫防控走在时
代前列

尽管江南地区开发较晚，医学
水平也一度相对落后，但江南人对
于瘟疫的防控却常常走在时代的
前列。

做好卫生防疫是瘟疫防控中
极为重要的环节。江南医者们很早
就注意到个人卫生、环境卫生与瘟
疫之间存在很大关联，对于卫生防
疫相当重视。东晋医家葛洪认为疫
病的发生是“疠气兼挟鬼毒相注”
所致，因而十分重视对空气进行消
毒。其《肘后方》中就有 6 个专门用
于空气消毒的药方。钱塘人谢肇淛
在其《五杂俎》中也提到，江南人在
端午时“饮菖蒲也，悬艾也，作艾虎
也，佩符也，浴兰汤也，斗草也，采
药也，书仪方也，而又以雄黄入酒
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
鼻，云以辟蛇、虫诸毒，兰汤不可
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沸而浴之”。
可见，江南人很早就开始利用中草
药来杀菌消毒，保持个人和环境的
卫生，预防瘟疫发生。

积极接纳先进的医学技术也
是江南人防控瘟疫的重要举措。天
花曾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恶疾。
尽管人痘接种技术在清初才传入
苏南、浙西等地，但无论是人痘，还
是其后的牛痘，都迅速得到了江南
人的普遍认可。到光绪二十年时，
江南大多数县已设有牛痘局。

隔离病患，杜绝尸体露天腐烂
是江南人防控瘟疫的又一有力举
措。据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
记载，早在秦代，我国就已经有对
传染病人采取隔离的制度了。尽管
这一制度并非江南首创，但在江南
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据《晋书》记

载，东晋永和末年，瘟疫流行。当时
规定如果大臣家里有人染上瘟疫，
即使大臣未被传染，百日之内也不
得入宫，以免其身上可能携带的病
毒传染他人。《元丰类稿》中也有熙
宁九年春，越州发生瘟疫，时任越
州知州的衢州人赵汴创设病坊，将
病患集中隔离收治的记载。至于苏轼
于元祐四年在杭州设立的疫病收治
机构“安乐坊”，更是为后人所熟知。
妥善处理病患尸体是阻断瘟疫流行
的重要措施。江南地区在这方面做得
尤为出色。史载南朝元嘉四年，建康
发生瘟疫，政府部门即出资购买棺椁
收殓无人安葬者，以免疫情进一步
扩散。宋代的江南还普遍实施漏泽
园制度，掩埋无主尸体，从而大大
降低了瘟疫蔓延的可能性。

■来自民间的力量

由官府、民间力量开展的诊疗
活动，对于遏止瘟疫流行也起到了
重要作用。历史上，南宋政权对江
南的疫病防治最为重视。每逢瘟疫
流行，各地官员均广施医药，以期
尽快消灭疫情。明清两朝在疫情防
控方面则颇多缺漏。这其中有政府
财政方面的因素，也有统治者更愿
意让地方政府和民间力量灵活处
理疫情的因素。由于江南地区经济
发达且注重教化，以乡贤为主导的
地方绅富团体和民间慈善机构有
足够的经济能力和意愿去聘请医
者诊疗病患。在历史资料保存较多
的苏州、杭州、南京、上海等地，几
乎每次重要疫情的记载中都有乡
贤或民间慈善机构积极开展诊疗
救助的信息。

如乾隆二十年，无锡大疫。乡
贤张鹏翔倾其所有，收治数百贫困
病患。道光四年，苏州大疫。郡中
韩、黄、许等姓绅士与官府合作开
设医药局，为贫困病患进行免费诊
疗。尽管民间机构与官府之间往往
存在着某些利益冲突，然而在瘟疫
面前，双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因此官民合作非常融洽。同时，江
南文化教育的繁荣也使得江南地
区名医辈出，对瘟疫的研究和诊治
往往处于国内甚至世界领先水平。

如明末吴县人吴又可在细致
探究了瘟疫的形成及传播机制后，
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传染病学专著

《瘟疫论》。该著提出了人体因抗病
能力不良，感染疠气而发病等观
点，主张以物遮掩口鼻以防止传
染，用隔离病人，焚烧尸体及病人
用品等方法阻止疫情扩散。2013 年
王竞导演的电影 《大明劫》 就反
映了吴又可自创的祛病方法。这
些观点的正确性已被现代医学及
微生物学所证实。直至今天，我国
中医应用其理论及方药治疗一些
传染病仍十分有效，可见其在当时
的瘟疫防控中所起的作用。

从医学的角度看，江南发展史
几乎可以说是饱尝各种瘟疫灾难
的历史。历史上的几次大瘟疫曾将
江南变得惨不忍睹。如明末的江南
瘟疫造成了“一巷百余家，无一家
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的
惨状。在康熙、乾隆、光绪三朝，江
南地区的瘟疫次数占了整个清王
朝瘟疫总数的 57%！

然而每次大疫来临，江南人总
能较为迅速地战胜瘟疫，砥砺前
行。正是凭借着不屈的精神与智慧
的头脑，江南人得以在瘟疫的屡次
侵袭后再创辉煌，最终将司马迁笔
下“地卑湿，人早夭”的瘟瘴之地改
造成天下称羡的人间天堂。

（作者为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文
化与法律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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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笔者待在
家中，看了部电视剧《平凡岁月》。
女主角张朵朵出生于知识分子家
庭，是歌舞团的舞蹈演员；男主角
李大宝草根出身，是纺织厂的机修
工。两人结婚后，发生的几次冲突，
都源于两个家庭截然不同的卫生
习惯：张家的厨房有三把刀，三块
砧板，分别用来切蔬菜、熟食和生
肉；而李家是一把刀、一块砧板混
用；张家的饭碗是固定使用人的，
李家的则是混用的⋯⋯

分析张家的情况，可以发现良
好的卫生习惯往往与个人素养有
关，个人素养则与家庭教育有关，
良好的家庭卫生习惯教育又体现
了家庭经济条件。经济条件好的家
庭更容易接受一些卫生习惯，更愿
意为三把菜刀、三块砧板买单，为
健康付出更多的财务成本。如果从
公共卫生角度来分析，两家的矛
盾，主要是“讲卫生”和“不注意卫

生”之间的矛盾。而在当下讨论这
个话题，特别有意思。

在阻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地
出台了大量管控措施，封城、封路、
封小区，对感染人群实施集中隔
离，限制市民减少外出，倡导大家
勤洗手、外出戴口罩⋯⋯诸如此
类，其实都是为了控制感染源、阻
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其本
质是把“卫生习惯”上升到社会管
控层面，就是一场公共卫生习惯、
公共卫生意识的大普及、大宣传。
这采取的是强制手段，其最终效果
如何，取决于每个人的执行程度。
而执行程度又取决于每个人的健
康素养和公共卫生素养。

无论是个人健康习惯还是公
共卫生习惯，养成都是不容易的。
譬如勤洗手这件事，无数权威医学
专家反复在说一个事实，我们生活
的环境中充满了各种细菌，而勤洗
手是阻断细菌传播的最有效办法
之一，它直接影响着一个人和家庭
成员的健康。

首先发现勤洗手对人类健康
有益的是位奥地利人，名叫塞麦尔
维斯，是名外科医生。150 多年前，
他在奥地利维也纳总医院工作时，
发现分娩后的产妇死亡率很高，而
且大都死于“产褥热”。现代医学发
现，“产褥热”是由于分娩过程中有
细菌侵入产道引起的，但当时的医
学界没有把细菌感染与产妇的高
死亡率联系起来。

1847 年，医院名叫科勒什克
的教授死亡，死因是他在做解剖手
术时割伤手指，患上败血症。塞麦
尔维斯发现，科勒什克教授的尸体
有许多特征和死亡的产妇非常相
似。为了验证推论，塞麦尔维斯要
求其中一个病区的所有医生在帮
助产妇生产时用漂白水洗手，用氯
化钙消毒器械。结果在很短时间
内，产妇“产褥热”死亡率从 10%下
降到 1%左右。

塞麦尔维斯为推广勤洗手努
力了十几年，但直到去世，它也没
有得到普及。现在规范的手术消毒

流程是后来的事情。塞麦尔维斯发现
勤洗手能降低产妇死亡率，奠定了他
在流行病学方面的地位。他最大的贡
献就是“阻断细菌”，而要做到“阻
断”，必须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在个人无
法自觉和理性的前提下，可以通过
行政性的措施，迅速普及公共卫生
常识，以达到阻断细菌传播的可能
性。这种带有行政强制色彩的手段，
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是有必要
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自救手段。疫
情发展初期，说传染率并不高，感染
率甚至比不过流感，这种言论是极
为可怕的，因为它会降低人们的防
范意识，让人觉得采取勤洗手、戴口
罩等必要的防护措施是多余的。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不仅让
自己受益，也会让公众受益。反之，
个人的不良卫生习惯，将给自己和
公众带来风险。我们应该反思身边
形形色色的卫生陋习。150 多年前
塞麦尔维斯医生的努力，希望我们
别再辜负了。

别再辜负了塞麦尔维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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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就曾发明通过接
种人痘来对抗天花病毒的方法。早
期人痘接种，使用的都是病愈后人
身上的痂，人们把它叫“时苗”。清
代医家俞茂鲲在《痘科金镜赋集
解》中曾提到，“种痘法起于明隆庆
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姓氏失考，得
之异人丹徒之家，由此蔓延天下。”

图为“痘衣法”接种人痘。
（资料图）

▼1910 年暴发东北鼠疫，
哈尔滨傅家甸设立防疫消毒
所。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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