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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击新冠肺炎彰显的道德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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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彰显的巨大道德力量，是打赢防控新冠肺炎中国战疫的重要保

障，也是中国卫生健康事业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动力。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筑牢了抗击新冠肺炎的道德之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抗击新冠肺炎道德实践提供了制度保

障；中国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养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以充分展现；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中华民

族的美德；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展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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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China，the great moral power demonstrated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is an important guar⁃
antee to win the war against the epidemic. It is not only th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of China's health cause and its
future development，but also the driving force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The strong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laid the moral foundation for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vides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moral practice of combating COVID-19.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of Chinese medical personnel have been fully demonstrated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highlights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of Chinese nati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in China has revealed the moral essence of a community of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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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击新冠肺炎阻击战，振奋

人心，已经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胜利［1］。新冠肺

炎是一种新发传染病，医学对它的致病源、感染途

径缺乏全面认识，没有疫苗也无有效的治疗方法，

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了重大威胁。中国抗击

新冠肺炎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这场

防疫阻击战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及其范围和

规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

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

史上是空前的，在人类卫生防疫的历史上同样是空

前的。中国勇敢地面对危机，经受住了考验。这场

撼天动地的防疫阻击战尚在进行中，战斗中所彰显

的巨大道德力量，惊天地泣鬼神，是全面打赢防疫

阻击战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卫生健康事业乃至中

国未来更好、更快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的道德真谛，需要及时、认真总结。

1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筑牢了抗击新冠肺炎的

道德之基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

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短短十几天，便出现了武汉危

机、湖北危机，大有向全中国蔓延之势！解救武汉

人民、解救湖北人民、解救中国人民的重任，异常急

迫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

本色”。在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作为

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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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地位和优势在党领导的卫生防疫事业发

展方面尤为明显。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地成为抗

击疫情先锋队，从总书记到基层党员，到要求入党

的积极分子，形成了救治患者、阻击疫情的牢不可

破的钢铁长城，挽救了武汉，挽救了湖北，护卫了中

华民族。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指挥、亲自部

署，指出“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

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

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工作，把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最

重要的工作。2020年 1月上旬以来，习近平同志时

刻关注疫情防控工作，多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成立

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

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充分发挥协调作用，党中

央印发《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的通知》，集中全国优秀医务

人员驰援湖北等一系列重大决定；并多次亲临基层

调研，视频连线湖北和武汉抗疫前线，听取前方中

央指导组、湖北指挥部工作汇报，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

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

会等会议，研究、部署、动员疫情防控工作，每天都

作出口头指示和批示，从不同角度要求各级党委和

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

延势头，打赢抗击疫情阻击战。2020年 3月 10日，

习近平同志亲自到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专程前

往火神山医院，了解医院建设运行、患者收治、医务

人员防护保障、科研攻关等情况，亲切看望正在接

受治疗的患者，关心慰问日夜奋战在抗击疫情第一

线的医务工作者，看望居家隔离的社区群众，勉励

大家坚定信心，战胜疫情。中央政治局常委带头为

抗击疫情捐款，全体共产党员捐款援助疫情防控。

在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战“疫”部署中，“人民”

一词贯穿始终，“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保障人民健

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

起。”［2］充分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理政思想，

传递出打赢这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坚定

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是一场保卫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严峻斗争，要把医疗

救治工作摆在第一位，最大限度提高治愈率、降低

病死亡率。

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

在前、顽强拼搏，作为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主体，

救治新冠肺炎患者；同时，许多积极要求入党的申

请人，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生命的战斗中经受了

考验，火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抗击新冠肺炎

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领下取得的。中

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伟大实践，再一次有力证明

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3］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共产

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

力量。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

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4］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抗击新冠肺炎道德实践提

供了制度保障

救治新冠肺炎患者、防控疫情有着明确的医学

内涵，但新冠肺炎患者救治、疫情防控决不能归结

为医学活动，其本质是紧急处置突发公共卫生危机

的国家治理，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是一次伟大的

道德实践。社会主义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的决定性

胜利在于用举国体制打了一场挽救武汉、挽救湖

北、挽救中国的人民战争。胜利再一次雄辩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

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战胜新冠肺

炎道德实践的坚强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非常鲜明特点

是在道德上优越于其他的社会制度。习近平总书

记也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

法宝。”［5］这种优越性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以来的辉煌成就所证明。相对完善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各个方

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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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医疗卫生上，我们从 20世纪 40年代末的缺医少

药，逐步建成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的医疗卫

生保障体系，正在从以医疗服务为中心向以提高国

人健康水平为中心的健康中国战略目标迈进。我

国在卫生防疫事业的历史实践与伟大成绩也充分

证明：只有坚持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正确的政策

领导，在广泛动员与组织群众积极参加的基础上，

卫生防疫的科学技术才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6］

但也必须看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既要

面对自身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危机，也要面对全人

类共同面对的各种危机、风险。这次新冠肺炎病毒

肆虐，严重威胁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就是一次十

分险峻的危机，是社会主义中国不得不应对的一次

大考。新冠肺炎对中国的卫生防疫体系、中国社会

治理体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挑战。武汉疫情高峰

的时候，确诊病例近五万患者，每天有 3000多患者

的病床需求和大量的医务人员需求，这对世界上任

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挑战。疫情爆发时，武汉市

只有两家传染病医院，病床不超过 1000张，根本不

能满足需求。解救武汉，解救湖北的疫情危机，十

分紧迫。在这种特别艰难的时刻，社会主义中国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全国一盘棋，团结奋斗，集中力量

办大事，克服困难的道德优势得到了充分彰显。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挥、部署下，集全国之力

救治新冠肺炎患者。为做到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病床等患者”，国家投入巨

资，在十几天内建成了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改

造、新建了 86家定点医院，16家方舱医院，平均每

天增加 3000张床，共增加床位 6万多张，满足了不

同病情患者救治床位的需求。若以 1000张床的规

模计算一个医院，意味着一个月内在武汉建设完成

了相当于 60家具有千张床位医院的病床数。与快

速开设病床相对应，全国 4万多名高水平医务人员

主动请缨，急驰武汉，参加新冠肺炎患者救治，19个
省份对口支援武汉之外的湖北省 16个市州及县级

市的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在救援湖北同时，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迅速启动紧急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响应，形成了新冠肺炎快速诊治、隔离的医

疗救治系统和全民参加的防控疫情系统［7］。世卫组

织总干事谭德塞对中国防疫举措的判断是，我一生

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

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称：中国方法是唯一被事实证

明成功的方法［8］。国家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免费

治疗。面对危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优

越性充分显现。

3 中国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在抗击新冠肺炎中充

分展现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医务人员在医疗战线辛勤

耕耘、无私奉献，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推进我

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特别是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是我国

民众在应对新冠肺炎中常用的词汇。［9］中国广大医

务人员舍小家、顾大家，全力救治患者、防控疫情，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在全国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明知感染风险高、工

作任务重、休息条件差、心理压力大，广大医务人员

依然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不顾个人安危，迎难而

上，英勇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为保护人民生

命健康作出了重大贡献，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

在此次与新冠肺炎的遭遇战中，被誉为“逆行

者”的医务人员甘冒被感染危险，日夜奋战，全力救

治患者的行为可歌可泣。湖北省有一千多位医务

人员在与救治患者的密切接触中被感染，甚至有些

医务人员经多方抢救医治无效而牺牲。“‘苟利国家

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申请去隔离病房，共

赴国难，听从组织安排。”是在救治一线工作岗位上

感染新冠肺炎而牺牲的湖北孝感中心医院呼吸内

科副主任医师黄文军写的申请书；“我年轻，我先顶

上”，正准备结婚的 29岁的呼吸内科医生彭银华，2
天里接诊了 300位患者，终因不幸感染而牺牲。武

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武汉抗击新冠肺炎一线的医

务人员是英雄中的英雄。

全国军地医务人员主动请缨，驰援湖北。在全

国支援湖北武汉的 4万多名医务人员大军中，既有

呼吸病专家、危重症专家，也有感染病专家；有医

生、护士，也有检验师、影像师；有西医专家，也有中

医专家；既有七八十岁的老医务工作者，也有 90
后、00后的年轻医务工作者。据统计，20~30岁的年

轻医务工作者的人数达到 12000人之多，接近整个

队伍的三分之一。在武汉抗击疫情的过程中，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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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00后这些年轻的医生、护士，用行动实践着医务

工作者的誓言，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责任、担当和

价值。“昨天父母眼中的孩子，今天已然成为了新时

代共和国的脊梁，成为我们国家的骄傲和希望。”［10］

精湛的医术是高尚医德的载体，整合各学科的

理论、方法、技术是诊断治疗新冠肺炎的特点。鉴

于对新冠肺炎的认识比较初步，国家卫健委及时总

结新冠肺炎临床诊断治疗经验，在 2个多月里，颁布

了七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对新冠肺炎

感染的传播途径、病理特征、临床表现、病原学和血

清学检查、诊断标准作了越来越全面的说明，对临

床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的诊断、治疗作了明

确的规定。中西医结合是中国防治新冠肺炎的鲜

明特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

版）》对中医治疗作了明确的规定，包括医学观察

期、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复型的中医证

型、临床表现、推荐用药。新冠肺炎的整合防治还

表现在医学基础学科、技术学科的疫苗研究、传染

源、传播致病机理、大数据分析与临床医学的结合、

心理学与医学的结合等。

中国的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许许多多的危重症患者转危为安，一批批患者在核

酸检测阴性和专家组会诊后，确认治愈，并解除隔

离出院。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着中

国疫情防控的每日通报。回想 2020年 1月下旬至 2
月中旬，新发确诊病例不断攀升，人们的心紧紧揪

在一起。之后，在有效遏止了新冠病毒传播的同

时，越来越多的患者治愈后出院，人们紧揪的心才

逐渐放开。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的通

报，“全国现有确诊病例”的数值从 2月 20日的

63088例，逐步下降，截至 3月 24日 24时，已降至

4287例（数据来源：人民日报），许多省市已经“清

零”。这些数字的变化令人振奋，我们为抗击疫情

的捷报点赞！为中国医务人员的职业精神点赞！

4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中华民族美德

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战是一场气势

恢弘的人民战争。在气壮山河的全民抗疫战中，中

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得到了又一次展现。

2020年 1月 23日，为维护全国人民的健康、生

命安全，武汉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封闭控制措

施——封城，紧接着，湖北封省。武汉封城、湖北封

省，是遏止肺炎疫情蔓延的最为积极的无奈之举。

1500万人口的城市、6000万人口的省封闭与外界的

航空、铁路、公路交通，其面对的困难是无法想象

的。英雄的武汉人民、湖北人民，自觉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展现了坚忍不拔的顽强斗志，为全中国的

安全乃至世界的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世卫专家

布鲁斯·艾尔沃德在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战疫的评

价中也指出，“我们要认识到武汉人民所作的贡献，

世界欠你们的，在这次疫情过程中，中国人民奉献

很多。”但是，中华民族血浓于水，全中国人民情同

手足，心心相连。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决不是也决

不能牺牲武汉、牺牲湖北。武汉封城之时，即全国

驰援武汉、驰援湖北之时，保卫湖北、保卫武汉的伟

大战役随即打响。全国 340多支医疗队、4万多名

医务人员驰援湖北，参加武汉、湖北保卫战。在支

援武汉的医务人员中，重症医学、感染、呼吸等临床

科室专业人员超过 15000人，许多知名大家、学科带

头人亲临一线；宝贵的防疫物资源源不断地送来，

社会各界纷纷为湖北和武汉捐款捐物，携手共克时

艰。据报载，截至 3月 8日，湖北省累计接收社会捐

赠资金超过 137亿元，物资超过 9907万件（信息来

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中外历史上，大疫往往导致社会失序，社会失

序又使抗疫抗灾雪上加霜。但今日中国的疫情防

控，井然有序。在新冠肺炎定点医院里，救治患者

的临床决策是紧张的，医疗防控措施是严密的，但

医患关系是友爱、和谐、轻松的。在前所未有的方

舱医院，医护人员和轻症患者一起做八段锦、跳广

场舞、合演小品。14亿中国人联防联控，严防死守，

在全国织就了从中央到地方坚实、精细、沟通快捷

的疫情防控网。在中国的大地上，每个村落，每个

社区，每座楼宇都是疫情防控一线；公安民警、疾控

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日夜值守；每个

家庭，每个公民都自觉响应国家号召，少外出，戴口

罩，勤洗手……

无怨无悔无酬的志愿者是防控疫情的强大群

体。在全国各地，有无数为防控疫情辛勤工作的志

愿者。从在社区、楼栋口守卫的六七十岁老人，到

为居家防疫者送米面、蔬菜、肉食等生活必须品的

年轻人，到为医务人员排忧解难的司机，处处可见

温馨、感人场景。奔走在武汉的快递小哥汪勇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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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组织二三十人的志愿者司机小分队到协调 15000
多份免费餐食，虽困难颇多，但一呼百应，用他的话

说，“生死之交吧，大家都是想出一份力的，目标一

定是一致的，那就是保护医生，给武汉加油。”这是

中国民众美好道德使然。

5 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展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道德真谛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世界空间距离相对缩短，地

球正在变为一个村落，居住在地球村的各个国家应

当和平共处，休戚与共。特别是气候变暖、能源危

机、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问题，必须全世界共同面

对，同舟共济。新冠肺炎病毒已经对人类的健康和

生命构成威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必须全球治理、

全球合作，弘扬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

防控新冠病毒肺炎的壮举，就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

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

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

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

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命运共同体”是

近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

念。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

“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

价值的新内涵。［11］对共同体进行较为系统理论研究

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他在 1887年出

版的《共同体与社会》中阐释了“共同体”与“社会”

之间的差异，指出共同体是一种具有共生共存关系

的人的群体，是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是一种

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是人们经过谈判与妥协的

产物。近年来，共同体理论逐渐进入我国国家治理

与社会治理领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

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

理共同体”。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体制机制是关

键。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

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12］。

“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任务的提出与建设对策的

制定把我国“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提升到一个新

的历史发展阶段［13］。

共同体理论对于治理包括公共卫生防疫在内

的社会公共事务有着独特优势。中国的疫情防控，

为世界各国提供了成功经验。中国在全面有效防

控疫情，对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的同

时，为人类安全和世界公共卫生事业作贡献。国际

社会普遍认为中国采取的坚决有力防控措施，展现

的出色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组织动员能力、贯彻

执行能力，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为世界防疫树立

了典范。我们与相关国家分享抗击新冠肺炎的具

体方法，及时向疫情日趋严重的意大利、韩国、伊

朗、伊拉克、日本等国家赠送大量医疗器械、医药物

资，并派医学专家帮助一些国家的救治工作。这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类担当。中国积极主

动同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开展合作和信息交流，迅

速分享部分毒株全基因组序列，研制成功快速检测

试剂盒，努力防止疫情在世界蔓延，不仅是在对中

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是在为世界公

共卫生事业作贡献。社会主义中国是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我们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们是负责任的

大国，我们用防控新冠肺炎的行动为维护世界人民

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作出了世人称赞的贡献。

此次疫情属于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

中构建良好的医患命运共同体是战胜传染病的重

要措施之一。在疫情防控中，中国恪守国际人道主

义原则。在疫情严峻时，有 5000位游客、船员的“歌

诗达赛琳娜号”邮轮停留在中国天津码头，当时船

上已有十几个人有发热症状。中国政府只用了 24
个小时就完成了对游客、船员的卫生检疫，并对游

客、船员做出妥善安排，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医

患命运共同体旨在促进医患和谐相处，医患关系在

本质上是基于“相互信任、密切合作、战胜病魔、谋

求健康”目标的利益共同体。而传染病疫情的产生

难以预测，在疫情的救治工作中，构建“医患命运共

同体”将促进医患之间相互理解信任，让医护人员

和患者团结协作，共同战胜传染病。然而，我们也

应同时看到，在人类与新冠肺炎搏战的战场上，还

存在着逆全球化的不和谐声音和不负责任行为；但

是，正是在这样的“差异”之中，方体现出我们存在

的意义，越是有不和谐声音、不负责任行为，就越是

需要正能力，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自己负

责、对世界负责的道德引领作用就越是可贵，这是

中国得到越来越多赞誉的原因所在。

—— 5



网址与投稿：http: // yxllx. xjtu. edu. cn
在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团结互助超

越自私狭隘，应该成为主旋律［14］。面对人类共同的

挑战，只有坚定信心，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

能共渡难关［15］。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关注并

学习中国的抗疫模式。联合国表示“中国做出了强

大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反应”，国际舆论对中国“史无

前例”的防控举措的称赞，世界卫生组织作出“中国

展现的领导力和政治意愿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的积

极评价。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甚至对记者说：

“如果我感染了，我希望在中国治疗”。这些都传递

出对中国抗疫成果的高度肯定。中国在防控疫情

过程中所采取的这些战略部署和政策措施，及其所

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效，以实际行动充分展示了中

国携手各国联防联控、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尽责担

当的大国形象；同时，也彰显了中国在新冠肺炎疫

情阻击战中具有的道德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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