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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国进行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阻击战，其残酷程度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战争。1988

年，上海甲肝大暴发。在防控甲肝疫病的过程中，上海市采取的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积极

开展信息收集与公开工作、依靠科技进行防控、普及宣传卫生知识等措施，对于当今我们

应对疫病大流行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与这场疫病的斗争，也留给了我们非常宝贵

的经验和启示。

1988年；上海甲肝疫情；应对措施；经验

1988年上海突然暴发甲肝疫病，感染人数

一度达到30多万人，给上海的卫生部门带来巨

大挑战。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市各级党

委、政府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

平息了这场传染病的流行。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是如何采取切

实有效措施防控和消灭疫情的。

一、突如其来的甲肝疫情致上海30多万人

感染

1988年元旦刚过,上海市民都沉浸在准备过

春节的喜庆气氛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场

规模巨大的疫情悄然而至，并在短时间内改变

了许多上海人的生活。最初，一些上海市民中

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发热、呕吐、厌食、腹泻等

症状，本以为是普通的感冒，但患者不仅全身

乏力，而且面色越来越黄，甚至眼睛都发黄。

在就医过程中，接诊医生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据上海市黄浦区传染病医院和黄浦区中心医院

杨廉奎、刘小庆两位医师反映：“据不完全统

计，至17日下午3时许，两家医院已发现20余名

因食毛蚶而患甲型肝炎的病人。这20多名已被

初步诊断为甲型肝炎的患者，是在前一年的12

月上旬和中旬食用毛蚶的，都曾腹泻，年龄大

都在20至40岁之间。”[1]上海市12个区县开始时

每天发病100人左右, 自1月19日起，甲型肝炎

发病人数比去年同期明显增多，2月上旬形成流

行高峰。截至3月18日，上海累计有292301人患

甲型肝炎，死亡11例。[2]按照医学上的规律,没

有进入临床，但身上携带了甲肝病毒的患者是

其四倍，这意味着上海有150万人携带了甲肝病

毒。那时上海的人口为1200万。[3]上海显然形成

了甲肝传染病大暴发的疫情。

如何防控和消灭这场疫情，成为摆在中国共

产党面前的一次重大考验。上海市各级党委、

政府在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采取切实有效

的措施，很快在3月中旬有效控制住疫病流行，

到4月份逐渐消除，从而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二、采取防治结合的综合方式，形成防控

疫病的社会合力

甲肝疫情暴发突然且发展迅速，给上海市各

级党政机构带来巨大压力。为了及时遏制疫情

传播，上海市各级党委、政府守土有责、多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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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形成防控疫病的社会合力，从而在很短

的时间内扑灭了这场灾害。

（一）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加强集

中统一领导。面对突如其来的甲肝大流行，时

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通过精神鼓励来稳定

上海市民的心理。当时，邓小平正在杭州视察

工作。当他提出要到上海过春节时，工作人员

跟他商量，上海正在闹“毛蚶病”（甲肝），

是不是等过一个阶段再去。邓小平毫不犹豫地

说：“我要和上海人民共同过春节，毛蚶病有

什么了不起啊。”为了防止甲肝传染，上海市

春节联欢会取消了首长上台接见演员的环节。出

乎所有人的意料，演出结束后，邓小平主动走上

台与前排演员一一握手。在走到表演杂技的小演

员面前时，邓小平还俯下身，慈祥地在小姑娘的

脸蛋上亲吻了一下。[4]邓小平通过这种方式安慰

和鼓舞了当地民众，减少了市民的恐慌心理。

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上海

市委、市政府迅速成立防治甲肝领导小组，协

调全市的行动。各区县政府和委、办、局、工

厂、企业、街道也成立了肝炎防治领导小组，

以加强对肝炎防治工作的领导。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各部门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并采取了防治

结合、多管齐下的措施。在防控方面，卫生防

疫部门对甲肝患者的家庭成员、同事、共同居

住者、医护工作人员，以及免疫能力低下的儿

童和孕妇、环卫工人、接触食品的操作工、炊

事员、保育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丙种球蛋白的

预防接种，提高其免疫力。同时，“如果接到

报告某户人家有肝炎病人，防疫部门马上会派

人上门，免费送上漂白粉，指导他对粪便等消

毒处理”[5]。在治疗方面，各家医院都有大量

的病人涌进来,很多人天没亮就来排队等待诊

治。有的怕传染家人,医院没有空床位就自带折

叠床、被褥,要求立即住院。各级医疗机构挖

掘内部潜力，千方百计增设床位。各区县、各

系统也利用新建公房、旅馆、娱乐场所、校舍

等因地制宜开设临时隔离治疗点。据时任分管

卫生的副市长谢丽娟回忆：“上海各家医院,包

括肝炎等传染病房,以及所有的内外科病房,当

时总共有病床5.5万张,但甲肝病人数以万计,且

发病时间十分集中,即使医院里任何病人都不

收治,腾出所有床位,也无法解决他们的住院问

题。于是我们要求本市的一些大中型企业尽可

能开出临时病房,收住本企业的甲肝病人。另

外,适逢中小学放寒假,有的区就把部分学校的

教室办成病房。一些小旅馆也被要求把客房改

作临时病房。部分正在进行改建的房子,也暂时

停工,用来接收病人。浦东乳山新村当时是个新

建设的小区,大约有20幢多层房屋还没人入住,

就全部充当甲肝病人的临时病房。当时,我们召

开了各区分管领导以及市卫生行政防疫部门的

紧急会议,我在会上要求,要想尽一切办法接收

病人。多一个病人留在医院外,就多了一个传染

源。”[6]上海市传染病医院原来设有肝炎床位

290张，为尽可能多地收治病员，想方设法另

辟隔离病区，增加了1228张床位，先后收治了

2084个患者。此外，他们还因人制宜设置家庭

病床328张，由医生、护士组成家庭病房组，定

期上门巡回治疗。

据统计，全市在甲肝流行期间共收治甲肝患

者155904人，其中卫生系统收治患者98591人，

工厂企业收治患者57313人。全市共增设12541

个隔离点和118104张床位。另外，全市共开设

家庭病床29338张，驻沪部队和卫生部直属的医

疗单位也开设大量病床。全市1000多名离退休

医务人员，近3000名医学院校和中专卫校的师

生们积极投身肝炎防治工作的第一线。

（二）积极开展信息收集与公开工作，为抗

击疫情及时提供信息。及时收集信息，为抗击

疫情提供数据支撑。1月19日，上海市卫生防疫

站疫情监测发现当日病毒性肝炎病人报告剧增

后，即与上海市卫生局迅速向卫生部和中国预

防医学科学院通报上海市病毒性肝炎暴发的疫

情，并于第二日上午组织流行病学专业人员对

南市区和虹口区的10个街道及医院开展调查，

发现近期收治的患者急剧增多，临床表现均以

黄疸型为主，提示暴发流行可能。下午向市卫

生局报告，将甲肝由旬报改为日报。市区县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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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防疫站每天收集医院上报病例，及时掌握疫

情动态，为及时扑灭疫情奠定基础。

做到信息公开，使民众了解疫情真相。由

于疫情来得突然，统计数字需要一定的过程，

同时又怕公布数字会在民众中造成恐慌，因此

直到1988年3月30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时任中共

上海市委副书记、出席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

朱镕基，才向国内外记者公布了患病人数。他

指出：“第一，因为这个数字统计比较复杂，

一个病人在三个医院看病就可能统计三次。仔

细核对需要时间。第二，发表这个数字要考虑

在市民中的影响，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恐慌。第

三，我们把实际数字发表了，你还是不相信。

这就是发表迟的原因。”朱镕基说，“我希望

你相信我的数字，这是经得起检查的。现在宣

布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因为肝炎已

经下去了，再没有高潮，不会引起恐慌。”[7]

在当时医学防护知识并不普及的年代，这个顾

虑显然不是多余的。据谢丽娟回忆：“那时候,

部分人群的情绪显得特别紧张,如果听说某户人

家查出了甲肝病人,同一幢楼里的居民上下楼都

不敢摸栏杆,有病人的家庭会很快被周围人‘孤

立’。”[8]这种恐慌心理不仅存在于上海人中，

还蔓延到了周边省市。一时间，大家对上海人

都比较忌讳，认为上海人就是肝炎的传播者。

上海人在外地住旅馆、上饭馆吃饭都受到排

斥。朱镕基能够公开发布患病人数，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敢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和品质。而实际上面

对灾害时，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及时发布权威、

准确的疫情信息和防控工作信息，以诚恳务实态

度接受社会舆论监督，以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

切，能够减少谣言的滋生，促进公众情绪和社会

的稳定，避免公众的各种猜测乃至恐慌。

（三）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及时制定防控

策略和措施。有效防控甲肝病毒的传播，明确

传染源是首要的工作。1月25日至2月25日，上

海全市组织了12个区1200多名防疫人员，进行

急性肝炎病例配对和居民整群抽样等流行病学

调查。配对调查结果显示：生食毛蚶与不食毛

蚶肝炎发病相对危险性为9.6倍；居民整群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生食毛蚶与不食毛蚶发生急

性肝炎相对危险相差24倍。[9]通过大量流行病

学调查，基本认定上海的甲肝流行是因食用毛

蚶引起。但是，为了更加科学地明确甲肝的传

染源，谢丽娟指示市卫生局长王道民“立即送

毛蚶检验，检验其携带甲肝病毒情况”[10]。随

后，市卫生防疫站肝炎研究室对多批毛蚶鳃和

消化腺的提取物进行甲肝病毒的检测，结果为

阳性。在这同时用电子显微镜也观察到甲型肝

炎的病毒颗粒。[11]该检验结果于３月５日向公

众公布。通过科学手段，证明了“启东毛蚶带

甲肝病毒”。因此，市委、市政府开始采取有

针对性的措施。 

对于市场上的毛蚶，市政府规定禁止销售

并进行无害化处理。谢丽娟回忆：“为切断食

源性甲肝的传播，我和王道民局长决定要禁

运、禁售毛蚶，并把市场上所有的毛蚶作为垃

圾填埋处理。” [12]虽然有“毛蚶可以解决市

民急需的动物性食品，1年的产值约合100万元

以上”的顾虑，但是为了“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上海市政府毅然下

发通知：全市禁止运输、销售毛蚶。为此，市

政府组织市卫生、工商、环卫及公安局采取联

合行动，把市面上的所有毛蚶（包括存货）全

部销毁，并在市郊要道设卡，禁止毛蚶进入上

海。这一措施确实在源头上控制住了新感染患

者的大规模增加，“据统计，当时吃过毛蚶的

上海市民约有230万人，在35万甲肝患者中，确

认有85%的人生吃毛蚶。如果当初不封杀毛蚶的

销售、不把市场上的毛蚶销毁的话，发病人数

绝对不止35万，其后果更是不堪设想”[13]。而

该项禁售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如2013年9月10

日,上海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人民政

府关于禁止生产经营食品品种的公告》，明确

规定：禁止食品生产经营者生产经营毛蚶、泥

蚶、魁蚶等蚶类[14]；2018年12月19日，上海市

政府颁布了《关于本市禁止生产经营食品品种

的通告》，明确本市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品种

其中包含毛蚶、泥蚶、魁蚶等蚶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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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卫生知识宣传，促进市民养成良

好卫生习惯。卫生防疫部门与新闻媒体配合广

泛深入地开展卫生宣传教育，普及卫生知识，

提高市民的自我保健能力，用科学知识化解市

民的疑虑。如《新民晚报》《文汇报》和《解

放日报》等新闻媒体开辟专栏，向市民宣传甲

肝的防治知识；上海电视台邀请肝病防治专家

宣传肝炎防治知识；卫生防疫部门还采用各种

形式在公共场所宣讲卫生知识。

普及科学知识，纠正错误认识。在自然灾难

面前，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人们很容易相信谣

言。“那时，很多人认为板蓝根可以治甲肝，

便普遍给病人服用板蓝根。各地生产的板蓝根

一下子都运到了上海。即便如此，还是供不应

求。”[16]当时板蓝根等治疗感冒的普通药材的

紧俏程度，可见上海《文汇报》1月28日的报

道：“在最近五天内，上海市药材公司供应各

类用于防御肝炎的药材已达一百七十多万吨，

菌陈、板蓝根等药材三天就用完了‘一年用

粮’，约五十吨，大青叶、山枝、黄芩、垂盆

草等药材的用量已相当于去年全年的供应量。

当时在民间，一包才一角左右的板蓝根，因为

有防甲肝、治感冒的功能，竟需要用一包十来

元的进口烟来交换。”[17]在这种情况下，有些

药贩趁机倒卖板蓝根。“来自江苏、浙江、安

徽、福建等地的这10名药贩中，有9人是在职

职工。他们得悉上海流行传染性甲型肝炎，防

治‘甲肝’的‘板蓝根’冲剂紧缺，便购买并

携带这种药剂到上海高价倒卖。其中南京一名

青工伙同一名无业人员，携带1000块原价每块

0.19元的‘板蓝根’来沪，以每块0.7元的高价

倒卖牟利。”[18]为了更好地安慰患者，谢丽娟

想了个办法：“把茵陈、甘草、大黄等中草药

放在一口大锅里煮，到吃药的时候给每人送一

碗。甲肝的治疗方法其实没有特效药，就是让

病人卧床休息，每天早中晚各吃几片维生素B、

C，每两周查一次血。但当时不给病人吃药是

不行的，病人不理解没有特效药，所以，给他

一碗清热去湿的汤药，告诉他这是治疗甲肝的

药，他就安心了，其实这是一方‘安慰剂’。

甲肝是一种能自愈的疾病，绝大部分病人被隔

离二十来天，就可以出院在家休养了。”[19]

为了纠正错误认识，1988年2月26日下午，健

康报编辑部邀请在京肝病防治专家田庚善、汪

俊韬、刘崇柏、崔振宇、曾均国、倪承瑞、庄

辉、林秀玉就当前甲肝防治问题进行座谈和论

证。刘崇柏教授指出：“由于水资源的污染，

毛蚶等贝壳类水产品成了肝炎病毒的中间宿

主。人们在食用时如煮沸时间不够，即可感染

上甲肝病毒。上海人用开水烫一烫毛蚶即吃的

习惯，是造成这次甲肝流行的重要条件。”[20]

而所有到会专家一致认为板蓝根预防甲型肝炎

无效，并指出“有些人喝了几包板蓝根冲剂，

便以为吃了保险药而忽视食品卫生、个人卫

生，这是危险的”。同时专家们还提出饭前便

后用肥皂加流动水反复洗手，是最好的消毒方

法。“不喝生水，保护水源不被肝炎病人的粪便

污染也是关键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注

意饮食卫生。如不要随意在小摊上吃东西，不吃

生冷不洁食品，坚持餐具煮沸消毒（煮沸后15分

钟即可杀死甲肝病毒），提倡分餐制等。”[21]

通过新闻媒体呼吁改变过去不良的生活习

惯。传统风俗虽然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

不少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但也确实有一些用现

代科学的眼光去审视，就发现不那么文明，需

要改一改。“对于甲肝来说，病从口入，其流

行无疑与不卫生的饮食习惯有关，例如上市食

品不检疫、饭前便后不洗手、从家庭到饭店一

桌吃饭不分餐等等。在平时，大团圆式的吃饭

方式大家吃得乐陶陶，你说不卫生，要改，说

了好几年，有几家改了的？现在，肝炎病毒来

当反面教员了。据说，上海今年有些家庭连吃

年夜饭都实行了分餐制。预防肝炎，从讲卫生

做起，改变不文明的生活方式，恐怕要比吃药

更灵。”[22]为预防甲肝流行，3月2日，南京军

区领导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全区部队一律实

行分餐制；招待所、宾馆的零星就餐人员一律

实行一人一筷一碗一盘制，会议、宴请等集体

就餐也实行公勺、公筷制。”[23]

正是因为采取了上述积极防控的多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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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肝疫情才得到了及时控制，再次暴发的隐患

也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三、上海抗击甲肝疫情的宝贵经验和启示

这场甲肝疫情对上海市民的健康造成极大威

胁，也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在

抗击疫病的过程中，各级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经

受了锻炼，积累了抵御自然灾害的宝贵经验。

（一）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防控疫情

的政治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

领导力量。越是急难险重的时刻，越需要党的

坚强领导，越需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的领导核心作用，团结凝聚一切力量，勠力同

心，共克时艰，这是打赢“战疫”的坚实政治

保证。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凝聚坚实的组

织力量。在抗击甲肝的“战疫”中，正是因为

各级党委坚强领导，动员社会上一切力量共同

行动，才形成了防治结合的社会合力，从而在

很短的时间内使甲肝疫情得到迅速控制。各级

党委、国家机构、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广泛动

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把党的政治优

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疫情

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确保了各项防控工作抓

紧抓好抓实、落细落小落地。

（二）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是防控疫情

的制度保障。生命重于泰山，防控就是责任，

建立科学合理的卫生保障工作机制，是战胜疫

情、防止疫情再次发生的重要举措。在抗击甲

肝过程中，上海市政府牵头联合工商、卫生等

部门查处市场上的已受污染的毛蚶，有效防止

了传染病的迅速扩大。疫情结束后，上海市建

立了经委、工商、卫生等多部门的食品卫生联

席会议制度, 会议由分管卫生和财贸的两名副

市长主持，有关部委办负责人参加，研究、决

定重大的食品卫生问题。同时区县政府也建立

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而市食品卫生监督检查

所、区县卫生防疫站先后建立食品卫生监督员

巡回执法队，对重点行业、重点单位及重点品

种进行监督执法。这些举措，在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饮食安全上起到重要作用。

（三）依法有序防控是防控疫情的法治保

障。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

略。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反映了行政机关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

本身就是体现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作用的重要

方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依法

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

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

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

利开展。”[24]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

力，可以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也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重要内容。上海甲肝疫情

结束后，市政府迅速修订了多个食品卫生管理规

定, 为保障人民食品安全起到关键作用。

（四）科学技术是防控疫情的有力保障。科

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强大支撑，也是战胜困难

挑战的有力保障。战胜疫情，需要尊重科学、

相信科学。从研判疫情传播扩散风险、加强溯

源和病原学检测分析到上海本地电视台和广播

滚动播出科普新闻、大力宣传科普知识，都对

防控疫情起到积极作用。甲肝疫情也让上海人

的卫生意识得到了全方面的加强，不仅养成了

“饭前便后勤洗手”的习惯，饭店里面使用公

筷的做法也在那时得到推广。自1993年起开展

的甲肝疫苗接种工作，提高了人群免疫水平，

大大降低了甲型肝炎的发病率，则更是利用科

技手段防控甲肝的重要措施。

（五）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是防控疫情

的重要举措。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

群众，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既是我国制

度优势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防控疫情的关键举

措。街道、居委会挨家挨户发宣传单，排查居民

有没有甲肝症状。上海电视台和广播连续滚动播

出如何防治甲肝的科普宣传片。对于一些家里没

有广播、电视的居民，居委会大妈、楼长也会上

门做宣传。这些举措既解答了广大市民心中的困

惑、防止出现心理恐慌，又能够将防控措施落实

到户、到人，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诊断、早治疗，有效实现疫情防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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