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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逢九九之厄 防疫步步為封

切莫嫌我這段開場白太神叨、

不科學。看看用科學發展觀武裝 

起來的黨國，為了應對武漢肺炎，

不是正在建火神山、雷神山醫院

嗎？連火神、雷神都搬出來了，看

來，真到了要命的節骨眼兒上，神

馬迷信、神馬科學，除了保黨，都

是浮雲。

言歸正傳，還說肺炎。要說武

漢肺炎有多毒，借用哈佛大學流行

病學家埃里克．費格丁博士（Dr. 

Eric Feigl-Ding）大年初一的推

文說：「這是核武級別的瘟疫，我

們正面對著史上最毒的病毒疫情。」

埃博士的新年第一推還說了：

「我的聖母呀！新冠狀病毒（武漢

肺炎）的感染繁殖數字 R0值竟然

是 3.8！！！在我的職業生涯中，

從未實際見過那麼猛的係數。」如

果我們對高深的 R0值沒有概念，

再往下看，埃博士說「（武漢肺炎）

病毒比SARS傳播速度快 8倍」、

「預測疫情將於 2月 4日再次擴

大」、「過了週末感染人數會飆到

5位數，接下來的兩週會到 6位

數，並且傳遍全世界」。

埃博士的話很驚悚，不過更驚

悚的是，從這幾日中國及全球各地

爆出的疫情趨勢看，埃博士的預言

正在兌現。

那麼擅長與天鬥、與地鬥與人

鬥的黨國，是如何與病鬥呢？一句

話，九九之厄來勢凶，抵抗肺炎全

靠封，一封，封口；二封，封城；

三封，封腦。

抗病第一招：封口

有人說武漢病毒擴散，源於

黨國不作為，這還真是說差了。其

實，黨國從一開始就有了作為，在

草民歲月靜好，韭菜如沐春風的時

候，黨國政府就已經在風吹草動中

表現出了高度警覺，第一時間啟動

闢謠模式——封口。雖然封民之口

如同封川，但習慣於睜眼說瞎話兒

的黨國，不僅從一開始武漢肺炎疑

似非典時就忙著封口，到了武漢肺

炎世人皆知的此刻，封口行動還在

升級。

1月 22日，青島公安局發布

通告：「青島四人編造涉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被處理，一人被刑拘。」

1月 24日，湖南長沙縣公安

局「對周某裁決行政拘留處罰」，

理由是周某在前一天「造謠」，說

該縣一小區有 4名確診病例。

1月 25日，天津市的奚某某

因頭天在微信朋友圈內「編造」涉

及新型冠狀病毒的「不實」言論，

被行政拘留。

1月 26日，眼看「造謠者」

屢禁不止，黨國祭出新一輪更嚴厲

封口行動。新華網報出了微信安全

中心發布的〈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相關謠言專項治理的公告〉。據

此公告，傳謠者將被處 3年以下有

期徒刑，情節嚴重者，3至 7年有

期徒刑。

黨國不僅對內封口，對外也要

封口。黨國的老朋友世衛組織再次

出手為黨分憂，替黨解圍。 23日

這天，這邊武漢封城，那邊世衛

開會，16名專家緊急討論的結果

是，疫情尚未構成「國際關注公共

衛生緊急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簡稱 PHEIC）。

有了「世」字一號的招牌，能

不能矇老外？我不知道，不過矇黨

國草民是綽綽有餘。官媒舉著世衛

的診斷書，四門貼告示：武漢肺炎

不嚴重，大家繼續強國夢。

話說世衛也真不容易。眼看武

漢肺炎確診病例在全球各地如雨後

春筍般冒了出來，美國、歐洲、澳

洲、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

坡⋯⋯世衛愣是咬緊牙關，輕描淡

寫的幫助黨國大事化小，可見黨國

在世衛十幾年的經營沒有白費，到

了關健時刻總能派上用場。

抗病第二招：封城

黨國抗病第二招更絕，大年

三十前一天，一聲令下「封城」！

僅看「封城」兩字，一種黨性強

就在大家紛紛感慨黨國逢九必亂

已成鐵律的時候，2019這個逢九
之年的最後一天，武漢爆出7例
疫情。幸好，第二天，黨國邁入

2020年，這霉運該到頭了吧！
掐指一算，1921年建立的黨到了
2020年，正式進入99歲，原來，
逢九之年雖然結束，九九之厄卻

剛剛開始。於是武漢疫情在幾週

內，迅速由疑似SARS，竄升為堪
比上世紀初西班牙大流感的世紀

瘟疫。

療設備、家用醫療器械）、生物製

品（疫苗、血液製品和干擾素）等。

電商與快遞：越來越多人從線

下購物轉向網上購物，刺激了電商

發展，進而帶動快遞業務發展。不

過，隨著城市道路封閉情況愈發嚴

重，電商與快遞會受到負面影響。

影視傳媒：電影票房受到負

面影響，疫情升級降低民眾觀賞意

願。目前原本新年假期上映的 7部

電影全部撤檔，新年假期作為最重

要的檔期之一，票房損害慘重，甚

至於對全年票房的影響都是不可低

估的。

交通運輸：對航空行業的衝擊

較大，影響時長約為 2∼ 3個季

度。出行意願驟降，帶來航空旅客

量的斷崖式下跌，對民航的影響時

間短於旅遊行業，民眾出行意願的

恢復傳遞至相關公司業績端，將延

後 2∼ 3個季度。

社會服務：中泰證券首席經

濟學家李迅雷認為，2020年中國

經濟本身就面臨增速下行壓力，又

遇到新型冠狀病毒的侵襲，對中國

服務業的影響比較明顯。而中國服

務的比重已經比 2003年提升了 20

多個百分點，因此影響不容小看。

教育培訓：2003年 SARS疫

疫情對中國各行業影響

隨著武漢肺炎疫情的發展，截

至 1月25日，廣東、湖南、浙江、

湖北、天津、安徽、北京、上海、

重慶、四川、江西、雲南、山東、

貴州、廣西、河北、福建、江蘇、海

南、新疆、黑龍江、河南、甘肅、遼

寧、山西、陝西、青海、吉林、寧

夏、內蒙古共 30個省分，先後啟動

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

這意味著武漢肺炎疫情已被北

京當局列為最高等級的公共衛生事

件，將會對各行業產生影響，下面

僅以一些行業為例：

醫藥生物：隨著疫情的不斷發

展，醫藥生物行業最先受到影響，

診斷試劑、抗生素、防護用具、醫

療器械（體外診斷、低值耗材、醫

情曾給線下培訓行業帶來過近乎

毀滅性的影響，以新東方、巨人為

代表的許多培訓機構，被迫全額退

費，大量培訓機構倒閉。目前，各

地確診武漢肺炎病例在不斷攀升。

可以預料到的是，疫情會在一定時

間內對培訓行業產生後續影響。

有業內人士預測，學校、培訓機構

等，需要集中教學、人員密集型行

業場所，會在一定時間內受到波及。

國際評級機構標普發表報告

稱，武漢肺炎疫情在中國黃曆新年

假期前爆發，勢將打擊作為中國經

濟重要增長推動力的消費市場。

標普亞太首席經濟學家 Shaun 

Roache表示，受中國家庭支出影

響的行業，特別是戶外活動，面對

疫情所帶來的經濟衝擊可能最大。

一旦避險情緒升溫及金融狀況收

緊，均有機會加大對經濟的衝擊，

包括對投資的影響。

疫情對企業及就業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 2019年

12月底，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由

5.1%升至 5.2%，薪資收入僅增

5.8%，低於實質經濟增長 6%，印

證中美貿易戰不但礙及製造業，而

且已開始影響社會就業。

武漢肺炎疫情對中國各行業及全球經濟的影響

隨著武漢肺炎疫情的升級，對中

國各行業及領域的影響也在逐步

顯現，將對企業經營和社會就業

產生衝擊。國際評級機構標普與

惠譽也發布報告，認為對全球經

濟也有影響。

大，人性全無的壓迫感，逼面而

來，簡直比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氣

場更強，因為黨國的「封城」，說白

了是逆我者亡，順我者也得亡。只

不過，逆我者立斃，順我者等死。如

果命大，苟延兩日的機會還是有的。

如果是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

疫情隔離本來是一種適當的防疫手

段。不過這事一旦到了黨國，就呈

現出獨一無二的黨國特色來。武漢

城，在食物補給、醫藥物資、生活

用品的供應都沒有著落的情況下，

說封就封了。很顯然，這「封城」

的命令就是一拍腦袋就想了出來，

至於封城之後物資供應之類，全不

在之前的考慮之內，這很符合黨國

想一齣是一齣的一貫作風。

於是，超市裡頭，2斤蒜苗抄

到 92元。這比當年「蒜你狠」還要

狠得多。藥店、超市、商店裡的醫

用口罩、洗手液、消毒液及酒精，

在封城當天就已斷貨。醫院裡，口

罩、防護服供應遠遠不足，而劣質

防護服則成批頂上。果然是劣質防

護服，一穿就裂，如果這種「裂」

質防護服也脫銷了，完全可以考慮

改用一次性雨披，或一次性餐桌布

裹身替代，能不能防毒？不知道，

但筆者目側，「結實程度」不差 

上下。

所以黨國封城，與其說是要

消滅病毒，不如說是要消滅病人。

因為犧牲一部分人，換取政權穩

定，是黨國思維定式。黨國之初，

王震說用「兩千萬人頭換中國政

權」；六四之時，鄧小平說：「殺

20萬人換 20年穩定。」就連薄熙

來政變，也放言掌權後「不惜犧牲

50萬人，也要確保紅色江山不變

天」。所以，如今武漢這種斷人

後路、絕人生望的封城，不禁讓人

聯想，黨國莫不是要犧牲武漢，保 

全國？！

不過，不論這種推斷是否成

立，目前看也最多只是黨國封城大

招的初衷。而疫病的發展完全出乎

黨國預料，依目前看，別說武漢封

城，就是湖北封省、全國封國，也

越封越烈，越滅越生。

抗病第三招：封腦

封口無效，封城失敗，最後一

招——封腦。別小看黨國封腦術，

這是真正的殺手鐧。前段時間去世

的貴州 24歲女大學生吳花燕就是

一個例子。吳花燕因長期貧困，體

重一度跌至 43斤，為了給弟弟治

病，吃了 3年辣椒拌飯。這期間二

家美國醫院、一家德國醫院、一家

英國醫院都曾邀請她去接受治療。

獨立智庫天鈞政經發文（湖

北不只是封城 中共的三步策略），

認為武漢肺炎疫情會對中國經濟

產生的重大衝擊：本次武漢肺炎疫

情讓資本市場不寒而慄，令投資人

回想起 2002∼ 2003年間 SARS

（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造成的

衝擊，股市和匯率等金融交易產生

大幅波動。本次武漢肺炎疫情若持

續擴散，短期內旅遊、交通、商貿、

餐飲、娛樂、會展等將受影響。中

期將視病毒擴散的程度，在GDP增

長創下近 30年最低、中美貿易戰未

止的情況下，對經濟的衝擊不可小覷。

2019年 12月底，中國總理李

克強簽批的「關於進一步做好穩就

業工作的意見」提出，要將穩就業

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對於進行經

濟性裁員的企業，指導其制定和實

施「職工安置方案」，全力防範、

化解「規模性失業」風險，全力確

保就業形勢總體穩定。

中國經濟不斷衰退，企業倒閉

潮與失業潮已經發生，武漢肺炎疫

情將進一步對中國企業經營及社會

就業產生影響。

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臺灣中經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

孟俊分析，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

中國經濟三大引擎的出口、消費及

投資，去年都有降速跡象，假如武

漢肺炎疫情失控，更將直接衝擊內

需經濟、打壓消費信心。將導致工

廠停工、供應鏈停擺，由於中國在

全球供應鏈環節扮演重要角色，也

將影響到全球經濟。

臺灣中經院副院長王健全表

示，考慮到兩岸經貿往來密切，預計

中國經濟下降一個百分點，對臺灣經

濟影響約為 0.29個百分點，「中國經

濟若失速，也將影響臺灣經濟。」

國際評級機構惠譽發布報告認

為，目前旅遊相關企業在現況下受

到的威脅最大，包括：全球的航空、 

博彩、酒店住宿及休閒行業，因

有關行業的營運最易受消費者的

行為所影響，疫情爆發等特殊事

件或會導致全球旅遊需求立即中

斷，從而影響企業收入，財務影

響仍取決於疫情爆發的嚴重性和

持續時間。

若疫情進一步蔓延，宏觀經濟

影響將最先在亞洲浮現，依賴旅遊

和服務業的經濟體，包括：泰國、

越南、新加坡、香港及澳門，最易受

到此類病毒恐慌爆發拖累，而港、

澳兩地的評級展望此前已為負面。

不過，吳花燕拒絕了他們的美意，

並對幫助她聯繫醫院的郭先生說：

「我們中國人的事情，我們自己能

解決，不要外國人插手。我們都很

愛國，我們不需要外國。」封腦術

就是這般神奇，可以讓人「雖九死

其猶未悔」！

顯然，吳花燕不是個案，如今，

在武漢肺炎來襲時，熟悉的情節

再次出現。 1月 24日，推特網友

「溫相」發推文說，美國紐約華人

捐贈 5萬美元的口罩，竟被上海海

關扣下。海關宣稱：「我們不接受

境外勢力的東西！」捐贈者們立馬

傻眼，「我們哪兒有甚麼勢力啊？」

上面說的是封腦術的療效，

至於具體如何封腦，《春晚》堪

稱操作指南。武漢封城後，從網

絡上傳出的視頻看，病人橫死醫

院，醫生大呼崩潰。然而武漢封

城第二天，帝都《春晚》大戲開

鑼，這邊宛如地獄，那邊歌舞昇

平，真是天朝奇景。不過，就在

黨國末日狂歡的時候，也沒有完

全忘記武漢，所以臨時加了一個

詩歌朗誦節目——「眾志成城，抗

擊肺炎」。在黨國眼中，武漢不

是完全沒有價值，根據多難興邦

的原理，適當提及武漢，可讓廣

大草民的大腦皮層發生愛國的化

學反應。再加上成龍獻唱一首〈大

俠霍元甲〉，那句「問我國家哪像

染病」，好似打了一劑雞血，病夫

秒變戰狼，抵抗病毒，遠離邪氣。

此外，近來還有一個爆料很重

磅，美國《華盛頓時報》1月 24日

報導，在武漢有一個病毒研究實驗

室，即（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一名前以色列軍事情報官員丹尼‧

肖漢姆（Dany Shoham）推測，

武漢肺炎病毒的來源不排除是從 

這個實驗室傳出來的。 

肺炎病毒是否真是黨國製造？

還有待考證，不過，黨國抗病「封」

字訣，對於病毒的催化作用絕對

功不可沒。有朋友說，現在既無預

防疫苗，又無特效藥，抵抗肺炎，

全靠命大。命大是甚麼？命大就是

運氣，人要想有運氣，就得遠離 

邪氣。黨國封口封城封腦，還有比

這更邪氣沖天的嗎？如此邪物，不

得避而遠之嗎？所以，如果哪一天

有人對您說：三退保平安，您別不

信，遠離邪黨，百益無害。九九 

劫後，來日方長。

文∣李正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