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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學校，關閉大部分行業

的運行，待在家裡躲避瘟疫。現

代傳染病學認為，一旦一種傳染

病擴散到小區，每個人遲早都會

接觸到，而可能被感染，目前所

有的措施都是在拖延，就是只能

緩解瘟疫的大爆發時間。 100年

前的西班牙大流感，紐約市並沒

有關閉學校，紐約的死亡率比臨

近採用更嚴厲隔離措施的城市還

低。但這次中共病毒的爆發，紐

約卻成為重災區。我們就從近日

紐約市猶太人小區的一個葬禮聚

集，來探討健康禁令帶來的一系

列的社會問題。

紐約市猶太小區的葬禮

圍繞 4月 28日在紐約布碌崙

舉行的正統猶太教小區的葬禮，

引發官方批評和公眾議論，讓人

們感覺到是圍繞疫情實施的各種

政策措施的是非之爭。

這場公眾議論突顯出在民眾

與官方政策的不一致背後，同時

也表現出公眾在面對瘟疫的態度

大不一樣。對於保留傳統文化的

人來說，參與葬禮是對死者的尊

重，即使在目前如此嚴重的疫情

面前，也不能卻步，躲避是對死

者不尊重。

而這場衝突表現的不只是正

統猶太教小區的問題，而是在面

對瘟疫時，受到傳統文化教育的

人，與受現代思想教育出來的人

的理念和價值觀的衝突。

這種衝突也體現在各國政府

在面對疫情的理念和處理方式上

不一致。

居家令有科學依據嗎

面對這場 21 世紀最大的

疫情，很多國家施行了「居家

令」，但也有一些國家地區實施

放任政策。沒有實行限制措施的

政府，在此時受到批評，疫情

當前，關乎人的生死問題，批

評者底氣十足，聲音也大了，

而且科學家也加入這個批評者的 

行列。

有人給這種沒有實行限制措

施的政策起了個名字，叫「佛系

抗疫」，說佛系抗疫最大問題是

不把人當作人。這讓人感到似乎

實施封城最嚴厲的中共才是真正

把人當人，是全人類在抗擊疫

情的大救星。好在中共學者出

來在黨媒發聲，解釋為甚麼封

城——「疫病是關乎社會穩定、

國家安全的突出問題」。根本沒

有提人甚麼事。它重視的是它的

政權穩定，而不是人，或者人的 

生命。

目前實施強制措施的政府，

和沒有實行限制措施的政府都

聲稱是依據科學決策。實施強制

措施的官員稱，是否解除「居家

令」，不是政治考慮，而是依據

科學依據；而實施放任政策的政

府也強調他們的政策是建立在

「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

理論基礎上的，也就是幾乎所有

的政府都是依據科學決策。只是

目前針對疫情的決策實施過程

中，在科學認識上和採用的方法

上發生了分歧。

嚴格地說，此時面對疫情，

科學真的力不從心。因為現代

科學講的是實證，目前對這個

病毒沒有足夠認識，在過去也

沒有對疫情進行過有效控制，

在本次疫情爆發至今，還沒有

時間實施實證，一切證據要等

到藥物出來或瘟疫結束後才能

得到檢驗和校正，那時是甚麼

情況，現代科學很難說清楚，所

以科學抗疫是空想，也是一個 

口號。

社交距離、居家隔離、
戴口罩的依據是甚麼

那麼，目前推行社交距離和

居家隔離、戴口罩，這些政策和

措施的依據是甚麼呢？

不論政府網站，還是世界衛

生組織的網站，也只有對社交距

離和居家隔離、戴口罩這些政策

和措施報導和建議，沒有科學依

據和數據支持。

有一些醫療官員說，保持社

交距離，以防止醫療系統不堪重

負。這顯示官員不樂觀，他們沒

有寄希望人們不被感染，他們真

正擔心的是感染人數突然爆發，

醫療系統在疫情衝擊下，不堪重

負被擊垮，他們希望疫情能平緩。

西班牙流感的啟示

從歷史上看，社交距離和居

家隔離、戴口罩這些做法，在西

班牙大流感期間都曾經有先例。

很多衛生官員在制訂防疫措施

時，是沿用西班牙大流感時期的

一些防護措施，但是在歷史上這

些措施執行後效果並不明顯。

西班牙大流感時，美國很多

地方也關閉一切公共場所，學校

停課。有的地方衛生官員反應非

常迅速，將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觸

者隔離，但在瘟疫衝擊下也不能

倖免。

當時為了配合防疫措施，有

的地方還為此立法，但是卻遭到

民眾的抵制。

人畢竟不是生活在真空，不

可能絕對隔離。武漢雖然封城管

制嚴厲，仍多次出現超市人員被

感染的案例，那麼這些超市員工

接觸到的各地派來統一購物的機

構，同樣把病毒傳播開來，而

且接觸過的新鮮蔬菜都可能被汙

染，怎麼能保證不被感染？居家

令的實效大打折扣。

同樣，在武漢有很多感染者

是年齡很大、不能離開小區，但

是卻感染病毒，而一些在戶外活

動的人群，還有很多沒被感染，

這樣的例子很多。

在歷史上的大瘟疫期間，那

時交通也沒有這麼便捷，但還是

有很多人感染。病毒怎麼在尋找

人群？在尋找甚麼人群？目前科

學還不是那麼清楚。有人就是不

被感染；有的人能產生抗體免疫；

有的人就容易被感染。

關於CDC通告的疑問
美國疾控中心（CDC）3月

15日發通告，建議未來 8個星期

禁止 50人以上集會活動，認為大

型活動和群眾聚會是病毒在美國

傳播的原因。

但是，為甚麼以 50人為界

限，也有的地區是100人為界限，

或其他數字？顯然，對人數多少

並沒有一致的標準，重點是限制

人的聚集。

通過飛沫、接觸或空氣傳播

感染的病毒，保持社交距離可能

對減緩病毒的傳播有一定效果。

但如果傳播途徑是通過糞口，或

是其他方式感染，保持社交距離

就沒有甚麼效果。

保持 6英尺（約 2米）的社

交距離，這種提議也是沒有科學

依據，規定社交距離的理由是，

一般說話氣流不能超過 2米的距

離。這個假設是病毒會隨著飛沫

運動，病毒是會隨著感染者的飛

沫出來，但出來後病毒的運動並

不一定一直隨著飛沫運動，病毒

有可能會隨飛沫運動，也有可能

離開飛沫，自行運動，所以，這

個保持 6英尺（約 2米）的社交

距離只是一個安慰距離。

社交距離和居家令、戴口

罩，對於人們躲避病毒有一定效

用，有多大作用並沒有準確數據

支持。這些要求並非依據科學，

而是經驗、感覺。

用法律限制民眾是否合適

按照現在這種旅行狀況，病

毒可能早在年初就已擴散到世界

各地。當前，人們對這種病毒的

認識有限，這種病毒到底有哪

些感染途徑，現在還不是那麼

清晰，甚至對這種病毒的生存狀

態都還不能準確認識，只是從檢

驗中發現，或者從實驗室的試驗

中獲得一些數據，但不能保證這

些信息是病毒的全貌。那麼，制

定的避免交叉感染措施就是臆想

的，目前無法證實它的實效。

流行病學中保持社交距離的

要求只是一個常識性的建議，是

想通過這種方式限制病毒的傳染

途徑，但前提是這個病毒是通過

飛沫，或者接觸傳播。

要說傳播，蚊子、蒼蠅、昆

蟲、動物，甚至空氣、風都能成

為病毒傳播者，為甚麼以防疫和

保證生命安全的名義制定法律來

限制人呢？在沒有任何依據的情

況下，這種依靠法律、行政法規

來限制民眾的做法，肯定不合

適，這已經不是小題大作問題。

以保護人生命的名義使用強制手

段，包括法律，來限制人，維護

政府的做法，是在共產國家和專

制制度下最慣用的手段。

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當年

立國的基點就是信仰自由，宗教

是有一些儀式，民眾也有一些習

俗。在不清楚這種病毒的情況

下，作為政府使用強制手段限制

民眾傳統習俗和信仰等活動，這

種做法無論是否為了健康，肯定

是不合適的。

瘟疫期教堂關閉說明甚麼

在過去，人在生命垂危時，

不是想到的找醫生，而是想到牧

師。那時人們信神，相信生命輪

迴，在生命彌留之際，懺悔自己

這一生中的過錯，希望得到上

帝寬恕，帶著一個平靜的靈魂 

回歸。

今天在瘟疫期間，有的教堂

關閉，改成網上佈道。這讓人想

到，在瘟疫面前，他們對神的信

念還有多少？他們對神信的程度

還剩多少？他們是否還相信上帝

的話？

此時，神職人員自己對神也

失去信心，這是宗教的沒落和悲

哀，那還怎麼去勸導人相信神

呢？今天神職人員這個詞的意思

已經不是表示專業修行，而是表

示一個職業、工作，只是一個專

業而已。

面對疫情 出路在哪
疫情不知道甚麼時候能夠結

束，但人們，包括：專家和政策

制定者，普遍寄希望於這次瘟疫

病毒像上次 SARS病毒一樣，在

6月突然消失，這是人們制定這

種限制政策時所期待。但如果不

能按照預期在 6月結束怎麼辦？

或者像 1918年那次出現一個反覆

怎麼辦？是繼續採取強制措施，

還是放鬆一些呢？如果在疫情沒

有減緩下，放鬆了強制措施，就

意味著這種強制措施在防疫上失

敗，但如果還要繼續採取強制措

施，那是災難，不僅是被病毒感

染者的劫難，也是未被感染者的

災難，這會帶來次生災害，可能

有人是死於這波瘟疫帶來的次生

災害。因為人還要生活，為了

制止瘟疫而限制人們的生活，

給社會帶來負擔，那是另一場 

災害。

當疫情爆發的時候，很多人

被突如其來的災難鎮住了，不知

所措。目前，當疫情稍微緩和一

些的時候，人們心理也放鬆一些

了，雖然不知道疫情將會怎樣發

展，但此時可以冷靜思考了，怎

麼做才能遠離病毒。

歷史上宗教和很多傳統文化

中都對瘟疫有過說明，並做出預

言，告訴人在此時會出現災難，

關於對中共病毒（又稱武漢病

毒、新冠病毒）的預防，我們從

公共渠道得到的信息是悲觀的。

普通醫用口罩無法阻擋病毒被吸

入體內，而可以過濾病毒的N95
口罩極度缺乏，連在第一線的醫

護人員也不能保證足夠供應。

讓人保住善良才有希望。那是神

在提醒人，讓人遠離危險，希望

人能得救。

既然希望人能得救，那也一

定給人留下了解脫瘟疫的方法。

今天很多人因為相信進化論，已

經不相信神了，對歷史的預言也

不相信。當災難發生時，人們便

想起這些預言。

病毒是奔中共來的，抵制中

共的地方和人群，那裡的疫情就

緩解。

宗教中講，瘟疫是神的懲罰。

那麼，如果是神的懲罰，神最要

清除的一定是不好的東西。

進入二十一世紀短短二十年

間，發生的兩次波及全球的瘟疫

都是從中國大陸產生，再蔓延到

全世界。不論從中國大陸來看，

還是從全球來看，瘟疫並不是走

直線傳播，而是跳著走。在全世

界，瘟疫最嚴重的國家都是跟中

共走得近的，而不是地理上與中

國相鄰或很近的地區，那瘟疫就

是衝著中共來的。

在疫情期間，中共的表現，

讓那些之前還不在意中共所作所

為的人，通過疫情看清中共，因

為瘟疫涉及到每個人切身利益。

中共從開始隱瞞疫情，私下

卻在全球採購防疫物質，以致各

國在疫情爆發時，有的國家連醫

護人員都缺乏防護物質。因為隱

瞞疫情造成疫情擴散，中共又將

大陸生產的劣質試劑和防護物質

銷往國外賺錢。

很多人可能不高興這麼說中

共，但是中共從來都沒有把人當

人，包括它自己的菁英，一個簡

單例子，在知道武漢出現這種人

傳人病毒的情況下，仍在 1月 3

日宣布湖北省「兩會」於 1月 11

日至 17日在武漢召開。與會者是

中共體制的菁英，中共為了掩蓋

疫情，讓他們暴露在病毒面前。

之後很快傳出消息，湖北黃石前

市長楊曉波、武漢市民族宗教事

務委員會前主任王獻良等中共官

員染病及死亡。參加會議的都人

人自危。

在眾多有疫情數據的國家和

地區裡面，按被感染人數與人口

比率來算，臺灣是這次疫情感染

率最低的。臺灣從一開始就不相

信中共，在世界各國相信中共和

世衛的話，沒做準備時，臺灣憑

藉多年與中共打交道的經驗，第

一時間就果斷行動。

看看與大陸緊鄰的香港，在

大陸疫情爆發後，港府在最初一

直沒有封關，在香港抗爭人群中

也沒有爆發疫情。在港人遊行隊

伍中打出「天滅中共」的橫幅，街

道上也常有人寫「天滅中共」，

看來是這些口號有驅疫作用，香

港的疫情被港人的抗爭遊行給

驅散掉了。港府以防疫的名義，

通過「限聚令」阻撓港人集會，

打壓港人抗爭和自救，港府成了 

傀儡。

很多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可能

不以為然，覺得這個說法不靠

譜。在哲學上一直都有「一元論」

和「二元論」之爭，爭論是物質決

定意識，還是物質和精神是一性

的，科學發現人的思維是物質，

也就是說物質和精神是一性的，

那人的精神，人的思想就對物質

有作用。常言道「七分精神、三分

病」，人的精神對人身體有很大

的影響，很多實驗也發現這點。

有實驗是通過儀器觀察人的思想

活動，知道人下一步幹甚麼，這

個論文都發表了。那麼，遠離中

共的這種認識本身就能起到抵禦

病毒的作用。這也說明目前威脅

人類的這個病毒叫「中共病毒」是

很準確的。

所以「三退保平安」，或者是

對中共的認清與抗議都可以成為

有效的免疫辦法。此外，中醫講

「正氣存內，邪不可干」。如果心

生善念也可有效防疫，如法輪功

所倡導的「真、善、忍」理念，這

種人類普世價值觀也是中共最害

怕的，因為邪不勝正，老話也有

「一正壓百邪」之說。

這樣看來，控制疫情，祛除

病毒真的就這麼簡單。

「錯施」防疫不科學
面對病毒出路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