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給這 2369 人的疑問 

——透過媒體復盤武漢、湖北「兩會」 

                                      

新冠肺炎的禍闖大了。搶奪生命的同時，追問聲起。兩

件事同等緊要。亡羊而不及時補牢，將付更慘重代價。 

 

網上流傳一副對聯：「若有惟民不惟上，絕無封口致封

城」。「惟民」，即尊重民意。可民意在哪裡？誰來表達？ 

 

許多人注意到，病毒肆虐時，武漢市、湖北省先後召開

了「兩會」。而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正是民意表達者。總結

教訓，這麼大的事不能當它沒發生。 

 

檢索媒體報道，武漢市和湖北省「兩會」的基本情況如

下： 

時間：武漢市政協 13屆 4 次會議，1月 6 日上午召開，

1月 10日上午閉幕，歷時 4 天。武漢市人大 14屆 5 次會議，

1月 7 日上午召開，1 月 10 日下午閉幕。歷時 3 天。湖北省

政協 12 屆 3次會議，1月 11 日上午召開，1月 15日下午閉

幕，歷時 4 天半。湖北省人大 13 屆 3 次會議，1 月 12 日上

午召開，1月 17 日上午閉幕，歷時 5 天。 

 

地點：武漢市「兩會」，在武漢劇院舉行。該地點位於漢

口，距華南海鮮城車程 5.8公里。湖北省「兩會」，在洪山禮

堂舉行，該地點位於武昌，距華南海鮮城車程 17.3 公里。讀

者可能記得，抗疫已經開始的 1 月 21 日晚，這裡舉行了春

節團拜晚會，省委書記和省長出席，有小演員帶病演出。 



與會者：武漢政協會議，實到代表 512人，武漢人大會

議，實到代表 511人。湖北政協會議，實到代表 657人，湖

北人大會議，實到代表 689人。市、省的「兩會」，總共實到

代表 2369 人。 

 

宣傳：湖北省委機關報《湖北日報》、湖北日報報業集團

的《楚天都市報》、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長江日報

報業集團的《武漢晚報》，除了在頭版報道「兩會」開幕閉幕、

政府工作報告等外，4 家報紙編髮了 148 個專版，大量報道

2019 年的成就和對 2020年的展望。這是湖北日報刊登的「兩

會」影像專版： 

 

 



 

綜上所述，可以拼接出這樣一副圖景：從 1月 6 日到 1

月 17日的 12 天里，武漢進入黨媒所說的「兩會時間」。因為

政協委員全部列席人大會議，所以，先有 1013 位代表齊聚武

漢劇院，後有 1346 位代表齊聚洪山禮堂。列席者還有美國、

法國、英國領事館的總領事、市民代表和大批記者。媒體展

示給讀者的，是武漢市、湖北省的盛大節日。 

 

準備寫下面的分析時，我不無遲疑。因為忽然想到，本

文提到的這 2369 位委員、代表，如今可都平安？僅大批人 1

月上、中旬聚集武漢劇院、洪山禮堂這一點，想來就讓人後

怕！ 

 

但看到官媒上《戰「疫」中的人大代表》、《抗擊疫情，

他們一直在最前沿——湖北省各級政協委員積極行動支援

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等報道，看到這批人中

的多位正因他們表現的「正能量」受到讚揚，又覺得有些話

不能不說。願他們無恙，支持他們抗疫，更希望他們對疫情

下的「兩會」不要選擇性失憶。 

 

疫情與「兩會」有何交集？請看事實： 

武漢市「兩會」召開，是在疫情公開披露後。這是 1 月

1 日的《楚天都市報》： 

 

 



 

这是 1月 6 日，也就是武漢市政協會議開幕當天的《長

江日報》： 

 

 

儘管實際情形遠比衛健委的這兩次通報嚴峻，但畢竟

「病毒性肺炎」的消息已傳向整個武漢市，況且有網上流傳

的從醫生朋友圈傳出的警示，武漢市的「兩會」代表對疫情

絕無可能一無所知。 

 

且不說，政協委員、人大代表中的官員和前官員必定知

情，來自醫藥衛生界的委員、代表，還極有可能掌握一線真

相。 

 

武漢市政協委員中，有 16 位來自醫藥衛生界，他們分



別來自武漢市第一醫院、武漢市第六醫院、華中科技大學同

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武漢市中醫院、武漢市第一醫院（呼

吸內科）等醫院。其中協和醫院是最早接診新冠病毒肺炎病

人的醫院之一。 

 

據財新報道，早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擁有單獨一

棟五層病房樓的的協和醫院感染科，不得不把一層改建成呼

吸道傳染病隔離病區」（2020.2.3.財新週刊：《圍城篇》）。 

 

請注意，武漢市政協委員中，還有一位來自武漢市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有兩位來自武漢市衛健委。 

 

武漢市「兩會」的聚焦點是「新一線城市」，武漢要在

中國一線城市「北上廣深」之外的「新一線城市」中脫穎而

出，名列前茅，所以，招商引資、高科技發展、教育與人才

儲備等，都是熱門話題。而「病毒性肺炎」這樣一件關乎武

漢百姓安危的大事，在議題中付之闕如。 

 

《楚天都市報》報道，武漢「兩會」派發的「民生大禮

包」，包括「交通」、「住房」、「社保」、「教育」、「生

態」、「醫療」6 大項。6 大禮包中的「醫療」，旨在「提升

全民健康水平」。市長周先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還要求「加

強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建設，提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

和醫療救治能力」。 

 

可是從新聞報道里，看不出市長所講的「突發」、「應

急」、「救治」，曾引來對疫情的討論。 

 

如果說，武漢市「兩會時間」，該市錯失了疫情預警的

最佳時機，那麼，隨之而至的湖北省「兩會時間」，該省將

錯失遏制疫情爆發的最後機會。 

 



1月 10日，《長江日報》等公佈了病毒性肺炎的病原學

鑒定結果，「新型冠狀病毒」一詞進入公眾視野。 

 

 

湖北省「兩會」的與會者，是看了這則報道、聽到社會

上的紛紛議論，在 1月 11 日匯聚洪山禮堂的。可以肯定，省

「兩會」的人們，已經比市「兩會」的人們知道了更多更確

切的情況，尤其是醫藥衛生界的人。11 日這天，已累計有 7

名醫生感染新冠肺炎（據財新網，2020.1.30）。 

 

資料顯示，湖北省政協委員中，有醫藥衛生界 26 位。

他們分別來自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華中

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武

漢市中心醫院、湖北省中醫院等醫院。 

 

和協和醫院一樣，武漢大學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

的專家早在 12 月就已參與搶救相關患者（中國經濟網，

2020.2.5）。同濟醫院 1 月 7日已有醫生受感染確診（新京

報網，2020.2.4） 

 

正是在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 12月 30日在

同學群里「示警」，被警方訓誡。省政協會議開幕的 1月 11

日，他因受感染發燒；人大會議開幕的 1月 12日，他住院；

2月 1 日確診，2月 7 日病逝。 



    省政協委員中，有一位是省衛健委黨組書記張晉（張已

於 2 月 10 日被免職）。省「兩會」開幕當日媒體報道的武漢

市衛健委最新通報，他更應知悉內情： 

 

 

這篇新華社電訊稱： 

 

去年 12 月底以來，武漢確診的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患

者數持續增加。……據通報，目前初步診斷有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的肺炎病例 41例，其中 2 例已出院、重症 7 例、死亡 1

例。…… 

 

    報道披露，疫情發生以來，武漢市在國家和湖北省

的支持下，採取了 5 項對策：一是全力救治患者。二是深入

開展流行病學調查。三是廣泛宣傳防病知識。四是配合國家

和省進行病原學研究。五是配合國家衛生健康委及時向世界

衛生組織等通報疫情信息。 

 

疫情陰影籠罩，情況十分危急，但省「兩會」有既定的

「節目單」：慶祝 2019「大事喜事精彩紛呈」，吹響「決勝

全面小康」的衝鋒號。 

 

1 月 13 日的《楚天都市報》頭版，讓讀者一圖讀懂省

「兩會」： 

 



 

 

請注意，省「兩會」派發民生紅包 3 個：「重教育」、

「提保障」、「保健康」。沒看錯，「保健康」！ 

 

正如《長江日報》1 月 13 日的文章《展望湖北 2020》

所說，2020 年，民生保障的第一條是「打造國家區域醫療中

心」。 

 

12日，省長王曉東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沒有全民健康，

就沒有全面小康」。他要求，「把老百姓的‘急愁盼’問題

當大事做、往實處做、盡全力做，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老百姓此時的「急愁盼」是什麼？參加省「兩會」的 1346

位委員、代表，怎麼可能不知道！ 

 



他們舉手、鼓掌、熱烈討論、接受記者採訪，但媒體的

報道與市「兩會」如出一轍，看不出省「兩會」對疫情有任

何反應。 

 

觀察「庚子大疫」爆發初期的武漢市、湖北省「兩會」，

一個顯而易見的疑問是，那 2369位與會者為什麼集體失語，

從而使如此重要的會議對如此要命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毫

無作為？ 

 

有人會說，在中國國情下，這樣的疑問迂腐可笑， 2369

位與會者有多大權力？能有多大作為？你還當真了？好吧，

且撇開他們的初心、使命、擔當，做一次制度運作的復盤。 

 

一，下情上達是政協委員、人大代表最基本職責。2019

年底，武漢疫情已發生。正準備市、省「兩會」的委員和代

表，有沒有人到醫院、衛健委、病毒所調查？有的委員無須

走遠，自己工作的醫院就正在隔離救治病人。 

 

二，歲末年初，市、省兩級政府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

按慣例，正在徵求各界意見。有人向政府提出過疫情問題嗎？

政府考慮過在報告中增加這一內容嗎？最終為什麼沒有？ 

 

三，1月 1 日武漢警方通報，依法處理了在網上散布有

關肺炎不實信息的 8 人。2 日，央視滾動報道這一消息。「兩

會」參加者，尤其是醫藥衛生界人士，對此有何反應？此事

對他們參會後的言行有什麼影響？ 

 

四，兩級人大代表，在會上有沒有依法行使質詢權，向

政府的衛生行政部門、應急部門乃至市長、省長，就疫情問

題提出質詢（例如人傳人與醫護感染問題）？ 

 

五，兩級人大代表，在會上有沒有依法行使審議權，在

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疫情預警、防控問題？ 



 

六，「兩會」召開時，省衛健委已配合國家衛生健康委

向世衛組織通報疫情信息。既然能向世衛通報，省政府有沒

有向 2369 位代表、委員通報？ 

 

七，包括數十位醫務專家在內的兩級政協委員，有沒有

行使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權利，對防控疫情建言獻策？ 

 

八，兩級人大代表，有沒有依法行使提案權，遞交關於

設立地方性特別法規、採取防控疫情緊急措施的提案（如比

1月 23日提前一周對武漢封城）？ 

 

九，2020 年湖北省「兩會」，首次開啓「委員通道」和

「代表通道」，「邀請委員和代表回答提問，講述委員和代

表的心聲」。這樣一個溝通平台，有沒有用來回應民眾的最

大關切？而媒體，為什麼沒有使用這個通道，就疫情向委員

和代表發問？ 

 

湖北省人大會議閉幕時，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讚揚「各

位代表忠實履責，反映人民意志」。他能不能回答上面的問

題？事實是，2020 年武漢市和湖北省「兩會」，從預備到召

開、到閉幕，面臨最迫切的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委員和代表

「履責」的每一個環節都發生了不可原諒的嚴重缺失！ 

 

「兩會」不是慶功會，不是嘉年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和政治協商制度，是保護社會、保護人民的瞭望塔、防護牆。

當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如此大的威脅，就不能不徹查，這個

制度中了什麼病毒？罹患了什麼疾病？ 

 

僅在疫情發生一個月前，中共 19屆 4 中全會通過了《關

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人民行

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支持和保證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

保證各級人大都由民主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受人民監督，

保證各級國家機關都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受人大監督。」

「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健全代表聯絡機制，更

好發揮人大代表作用」。「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

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健全相互監督特別是中國共產

黨自覺接受監督、對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情況實施專項監

督等機制」，「發揮人民政協作為政治組織和民主形式的效

能，提高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水平」。 

 

「庚子大疫」如同 CT，無情照出這些宏論與現實的反差，

照出人大、政協體制的「虛化」。體制痼疾帶來的巨大災難，

千百萬人在扛。 

 

*附言： 

寫到此，本文應結束，但仍想附錄兩條關於「兩會」的舊聞。

2369 人中，有不少中青年，沒有經歷過文革，對 80 年代改革開放缺

乏親身感受。他們不知道，鄧、胡、趙他們曾做過努力，試圖讓「兩

會」由假變真。這是 1980 年 9 月 12 日《人民日報》： 

 

 



    頭版頭條社論《民主的大會 改革的大會》，說的是五屆人大三

次會議。這次會議，被認為充滿民主精神，領導人「向代表講真話，

向人民講真話，既講了我們的成績，也講了我們的缺點和失誤」，「人

民代表把人民的意見帶到這次會議上來」，「國務院一些部門的負責

人就代表們的質詢作出回答」。 

 

社論說，「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開法，也有很多革新，給人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央領導同志同其他代表一起入座，不像過去那

樣，等代表們和主席團成員都入座以後，才登上主席台，全場起立鼓

掌」。 

 

這次人大會議引起各國注意，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的社論

說：「中國新的開誠布公和民主的做法會實行到什麼程度還不太清楚。

但是正在進行的這樣大規模的變動表明，它的領導人正在覺醒」。 

 

另一條史料，關於 1988 年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這次會議的各種

表決中，多次出現反對票、棄權票，引起媒體的關注。《中國青年報》

記者，我的好友賀延光，拍下了台灣代表黃順興發表反對意見的一刻： 

 
 

這是中國的 20 世紀 80 年代。 

     這幅圖，請 2369 位先生和女士收藏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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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英文版參見： 

http://chinamediaproject.org/2020/02/10/questions-for-hubeis-

deleg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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