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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味經濟因小失大，黑天鵝打亂三布局 

武漢肺災以「黑天鵝」姿態現身，嚴重損害今年經濟增長，更危及中央布局多年的三大長遠發展大計。今

次疫情罪魁禍首被指是屢禁不止的野味，過往多年政府為了短期利益，對野味經濟推波助瀾，可謂因小失

大、自食苦果。上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動物，設法亡羊補牢。 

「每天這裏就和公園一樣，客戶絡繹不絕。」由一窮二白變成村中致富傳奇，唐文榮慶幸二十多年前的決

定，「一定要做好這事……，免得人家在背後笑話」。 

他口中的「事」，正是養竹鼠。1999 年，湖南人唐文榮從國企下崗回鄉做生意，一直不見起色，眼見同行

的竹鼠熱賣，於是購入廢棄工廠，改造成竹鼠養殖場，2012 年更設立合作社，拉攏同村人齊齊「發大

財」，2018 年合作社銷售總額超過一千萬人民幣。 

近年，養殖致富的故事經常在中國各大媒體上演，不少得到官媒「背書」，如上述主角唐文榮，便見於中

央電視台的節目《致富經》。特別的是，他們大多數馴養野生動物謀利，取名為「特種養殖」、「綠色農

業」，竹鼠只是其中之一。 

武漢肺炎爆發後，傳媒發現華南海鮮市場，掛「海鮮」之名，實質賣「野味」。場內野生動物多不勝數，

加上衞生惡劣，惹起公眾嘩然。其後，國家衛健委高級專家組組長鍾南山將病毒矛頭指向野生動物，認為

很大機會來自竹鼠、獾等；中央政府隨即下令，暫時禁止買賣野生動物。 

一切似曾相識。2002 年，俗稱「沙士」的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率先於廣東爆發，最初專家認為病毒源

頭來自人工養殖的果子狸，多年後才發現病毒的天然宿主是蝙蝠。野味再次成為眾矢之的，有人慨嘆大眾

「好了傷疤忘了痛」，總是重複犯錯。究竟野味產業如何死灰復燃？翻看其發展脈絡，原來政府「有形之

手」一直推波助瀾。 

政府力撐 扶貧致富 

中國野味文化由來已久，若形容它是「野味之國」亦不為過。多年來中國人對野生動物熱情不減，隨着人

口增長、需求上升，特種養殖業應運而生。 

為何中國人愛吃野味？中國林業部曾作過調查，拆解兩大原因：好奇心以及認為有特殊營養。「廣東人什

麼都可以吃！這句話全國人都知道。」一位在廣東梅州的餐廳老闆向記者表示，野味不是想食就食，「第

一價錢貴，第二要知道哪裏吃。真正野生的更要熟門路」。 

需求催生供應，千禧年代特種養殖業欣欣向榮，原因不難理解：一、人民「富起來」，生活水平提高，不

再滿足一般食材，追求另類消費；二、傳統養殖業競爭大、下崗人員增加，紛紛轉型至這種低投入高回報

行業；三、受惠國策、資金支持，對前景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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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歷年有關特種養殖的報道，內媒經常形容它「商機無限」、「熱門致富」、「機遇」，具有扶貧、促

進經濟等好處，不時看到當地官員鼎力支持。例如在 2002 年，江西省省林業廳向媒體透露，希望改變「只

保不養、只投入不產出」觀念，鼓勵馴養及人工孵化野生動物，當作產業發展，揚言計劃在 50 年藉此賺取

120 億。 

雖則沙士大爆發後野生動物貿易一度低迷，隨着疫情消散，不足一年政府又匆匆公布 54 種可供養殖及買賣

的動物名單，包括當時盛傳是病毒源頭的果子狸，同時禁止非法捕捉野生動物，做法引起坊間激烈爭議。 

有支持者指出，行業有助農民脫貧致富，若徹底禁止將令數十萬人失業。環保人士則擔憂，此舉將增加人

類與野生動物接觸，危害公眾健康；當年的《人民日報》海外版評論已率先警告，野生動物養殖業尚未結

束整頓、部門配套政策未出，公布新名單或有負面影響。 

沙士完結翌年，香港嘉道理農場發表一份野生動物貿易市場報告，已經提及市場上馴化繁殖的動物愈來愈

多，應加強監督及改善場地衞生，但不建議養殖戶嘗試馴化新物種，因過程需要野外捕捉動物「種源」；

若僥幸成功，也可能損害野生動物，「因從野外捕捉往往較人工繁殖來得便宜」。 

種種爭議卻無阻特種養殖蓬勃發展，馴化物種愈來愈多，甚至成為振興省市大計。舉例說，於《湖北林業

十二五規劃綱要》中，便將馴養及利用野生動植物列為 12 項重點產業之一，包括用作餐飲或觀賞等等。數

年前，中科院發表一份長達 300 頁的研究報告，詳細拆解國內特種養殖行業的龐大規模、就業人數〔圖

一〕，難怪有行內人形容它「尾大不斷」。 

利益先行 百弊叢生 

野味禁之不絕，除了因為背後龐大的經濟利益，還涉及監管漏洞、法例不清等灰色地帶。內地民間組織山

水自然保育中心上月發表文章指出，現今法例劃分出三類野生動物名錄：國家重點、地方重點及三有（有

生態、科學及社會價值的動物），它們各有不同的用途限制，以及交易條件、證件〔圖二〕，但進入市場

後，執法者（如市場監督部或公安）根本難以檢查，「這三類不同的保護級別，要查的許可證、要遵守的

規定都不一樣，更何況這三類互相之間還有大量重疊物種！」該組織直言，若要比對與驗證市場上的動物

及其證件，恐怕「連動物博士都答不上」。 

另一個爭議，是部分商人藉許可證「洗白」。今年《新京報》訪問野生動物保護組織志願者後發現，有商

家雖則手持當地的《陸生野生動物經營利用核准證》，但因養殖成本高、困難大，加上人工養殖與野生分

別不大，往往會「越界」私自捕捉野生動物，甚至連養殖場引進的動物亦可能來自野外。該志願者又指，

市面上出售的野味大多沒《動物檢疫合格證明》，更難判斷是否野生以及身上帶有什麼病菌。 

「你如何證明是人工養殖？實質很難分辨。」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項目經理（野生動物保育）陳悅珊

直言，亞洲尚未流行動物晶片辨識系統，現時未見良好的監管系統，難以保證動物來源，「如果一部分人

工養，一部分是野外捉，放在一齊會否發生 outbreak？」 

一切都離不開供求，若然市場繼續存在，當養殖速度追不上需求，最終仍會危及野生動物，「何況部分人

想食的野味，指的是真正生活在野外的動物。」她指出，部分野生動物如穿山甲、果子狸、孔雀數量已急



速下跌，部分即將絕種，她認為首先應關閉非法市場，但坦言仍需時間改變，「如果有利經濟發展，政府

未必想一刀切」。 

野味經濟 誰能杜絕？ 

歸根究柢，內地仍未走出「以養代保」的觀念，視之為產業管理，而非公益目的出發。最近北大原校長許

智宏、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萬建民等 19 位學者公開聯名呼籲，杜絕野生動物非法食用及交易，提出要整

頓行內亂象、改變「保護野生動物為了利用」觀念等等，引來民間反思。 

「再也不能無動於衷了！」武漢肺炎惹來軒然大波，近月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及，「野味產業」已對公共衞

生安全構成重大隱患。不過，仍有媒體發現野味交易充斥市場，到底未來能否杜絕，暫時不得而知。 

「如果你不能從錯誤中學習，就是錯誤。」香港城市大學動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教授 Dirk Pfeiffer 表示，野

味身上有多種未知病菌，本應盡量減少接觸，今次是對人類的警號，但對立即禁止有保留。「如果我們可

以控制所有人，我會同意禁止野生動物交易，否則他們只會轉為地下經營，非常危險。」他認為，應該從

經濟需求、文化、教育入手，惟斷言短時間難以改變。 

今非昔比 重挫經濟 

一場由武漢肺炎捲起的完美風暴，已重挫中國經濟，恨錯難返。專家普遍認為，疫情對經濟破壞遠超沙

士，其損失之大與歷年來經營野味經濟的收益不可相提並論。 

2003 年沙士爆發後，國情研究專家胡鞍鋼指，根據亞洲開發銀行（ADB）估計，全球經濟共損失 590 億美

元，其中內地損失 139 億美元，佔 GDP1.3%；武漢肺炎波及全球，中國全部省市均有確診個案，連最初

「淡定」的世衞秘書長譚德塞都警告，「防疫的機會之窗正漸漸關上」，可想而知疫情不容樂觀。中國經

濟學家任澤平估計，單是春節期間的餐飲零售及旅遊業，已損失約一萬億元。 

肺炎爆發後，各大券商、評級機構紛紛調低中國 GDP 增長預測〔見表〕。「我從來都不太在意 GDP 數

字，特別是中國，加上現階段嘗試推算對 GDP 影響，非常粗淺。」大和資本市場首席經濟師賴志文接受本

刊專訪時，未有預測中國 GDP 增長走勢，但肯定武漢肺炎的經濟破壞高出沙士數倍。 

賴志文從三方面分析：一、病毒更「聰明」。今次病毒新特點是能夠無症狀傳播，加上潛伏期平均達七

天，政府更難控制疫情；二、錯失防疫黃金期。他以的士起標價作比喻：「沙士時是 24 蚊，但今次係 240

蚊起跳！」； 

三、死亡率具爭議。賴志文指出現時死亡率基於大陸確診與死亡數字，是否可信成疑；有科學家認為真正

比率接近沙士，「死亡率主宰對未來經濟影響」。 

更重要的是，比較兩次疫情，中國經濟基調迥然不同，救市招數有限。賴志文指出，2003 年中國進入

WTO，擁有改革、人口紅利，經濟剛起飛，疫情未有全國大規模爆發，因此對經濟影響不大；當年中國債

務水平較低，但近年比率上漲〔圖三〕，對外貿依賴加重，又要應付中美貿易戰購買承諾、關稅，外部環

境難言樂觀。 



「現在要好勉強才能推刺激方案，可斡旋的空間減少。人民幣會受壓，不似當年滙率有升值條件，因為剛

入世時，人民幣被低估。」賴志文預料，中國政府將針對部分重災區作財政支援，例如企業稅務優惠，或

是央行放水減準等「標準動作」，但認為減稅空間不多，推測今年底人民幣兌美元滙率保持在 7.6元。 

武漢停擺 崛起夢碎 

除了短期經濟影響，今次世紀大瘟疫勢將打亂中央三大長遠布局，分別是中部崛起、《中國製造 2025》，

以及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國家不停推龍頭企業去中、西部省市，平衡整個中國發展，好有野心。」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陳慧玲研究中國議題多年，表示多年來政府積極於中、西部提供不同土地優惠、人力資源，加上沿海地區

最低工資增長放緩，部分農民工選擇回到中、西部工作，可見經濟結構正扭轉，「這些地方增長幅度好

高」。 

中部崛起計劃早於 10 多年前提出，當時東部經濟已起飛、西部有大開發計劃，唯獨中部發展大落後，遭戲

稱為「中部塌陷」。因此，2004 年時任國家總理溫家寶，首次於工作報告提及要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包括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經多年規劃發展，2009 年至 2018 年中部六省 GDP總量增

長近 175%。 

六省都會中，武漢至為關鍵。這座歷史之都自清末已有「東方芝加哥」的稱號，屬於中國中部「九省通

衢」的交通與經濟核心，擁有大量重點大學、高科技工廠，中央視之為中部崛起的「戰略支點」，更支持

它逐步成為國家中心城市。惟經過今次長時間封城停產，勢受重創，拖慢中部崛起。 

「官方說 3月可遏止疫情，我認為太樂觀。」前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接受本刊越洋電訪時表示，

這說法只為增加公眾信心，若考慮到氣溫及特效藥因素，預測疫情 8 月才能真正完結，全年 GDP增長損失

接近 3 個百分點，「拖了半年，想急起直追也追不來」。 

「武漢是六省最發達地區，但今次疫情嚴重，這個龍頭也可能停擺。」他指出，經過今次疫情，不但打擊

省內經濟、加重金融危機，同時影響外資信心，相信短時間內不會再增加投資；若然武漢受重創，他推測

長沙市最有機會取代，可是已經很難完全承擔武漢積累多年的戰略地位。 

2015 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指出，《中國製造 2025》是實施製造強國戰略第一個十年的行動綱領，後來遭

受美國針對而絕口不提，但其實這個戰略只是變了「只做不講」，武漢便身兼這項國家重任！2016 年發布

的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武漢要計劃建立國家智能製造實驗室、推動「武漢製造 2025」行動、「互聯網

+」試驗場等等；作為半導體重鎮，它亦擁有多間重點企業及製造基地〔見表〕，掌握自主研發「啟夢」系

列晶片、人工智慧物聯網等關鍵技術。 

長時間封城嚴重打亂當地製造業。因供應鏈斷層、工廠員工復工困難，全球產業鏈均受影響。上月便有傳

媒報道指出，Apple正打算將 AirPods Pro Lite 等產品生產搬到台灣。英國雜誌《經濟學人》於最近的封面

專題如此評論：「該病毒強烈提醒我們，縱然不考慮政治，多元化供應商也是良好的保險政策，企業將努

力尋找替代『中國製造』的方法，儘管過程可能非常困難。」 



2020 年對中國來說是「交成績表」的一年。18 年前，中共 16 大上提出了到 2020 年「全面建設小康社

會」的奮鬥目標，讓所有貧困人口脫貧。其中一個量化標準是，2020 年底的 GDP 要比 2010 年增長一

倍。據中央社推算，中國 2020 年的經濟增長若有 5.6% 左右增速，才能實現目標，現今疫情未明，無疑增

添變數。 

近年中央力推「習近平新時代」，當中提及「新三步走」方略，第一步亦是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意

義重大。到底習近平能否打敗「黑天鵝」，實現當日承諾，還需拭目以待。 

控制慾無止境 人類自食苦果 

「人類愈難以控制，愈想要擁有。」謝曉陽現職澳門大學傳播系高級講師，多年來潛心研究人與動物的關

係，去年集大成出版《馴化與慾望：人和動物關係的暗黑史》，從歷史、哲學及社會角度，剖析人類如何

透過壓迫動物，滿足無窮無盡的慾望。 

人類與動物的關係怎樣改變？她在書中提及兩大轉捩點：約 5 萬年前，人類狩獵技術「大躍進」，不再用

粗糙的工具打獵，學懂自行捕殺大型動物，一下子成為食物層頂端；約一萬年前，狩獵社會轉型為農業社

會，人類圈養、照顧不同動物，動物則協助耕作或成為食物，兩者界線逐漸清晰。 

吃飽穿暖，人類慾望更上一層樓。皇帝、貴族透過養殖珍禽異獸展示威權。隨着皇權制度墜落，普羅大眾

亦有機會觀賞各種稀有動物，建立不同動物園，「由困住陸上動物，到海上生物，甚至是黑人，永無止

境」。後來人類又訓練動物於馬戲團表演，強迫牠們模仿人類動作，「現在是愈來愈瘋狂，甚至是進入牠

們身體，改變基因」。 

馴化野獸五大條件 

最初人類殺戮動物只為生存需要，如今變成追求進食奇珍異獸，最終惹來軒然大波，說到底都離不開個人

慾望。謝曉陽對人工養殖野生動物甚為不解，「第一，根本就不應該養；第二，養殖空間太密集；第三，

與人類混雜生活。」她直言，此舉完全改變了人與野生動物關係，「沒病才怪」。 

曾獲普立茲獎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提及，野生動物若能馴化成家畜，主要有五

大條件。一、大多數以草食為主，小部分為雜食；二、生育周期及成長速度快；三、能於人工環境交配繁

殖；四、不會容易發怒或恐慌；五、具備層級式社群結構，如牛、羊。 

「一直以來人類能馴養的動物並不多。除了客觀環境，正正說明我們不適合太接近其他野生動物，何況是

食？」她說，過去人類花上數千年馴養動物，過程付出不少代價，「或者兩三百年後，你可以同蝙蝠相

處，但中途已死很多人，當然不希望發生。」她認為人類應該與大部分動物保持距離，沒有權力將所有據

為己有，「人類不是大哂，你強行改變會有反效果」。 

動物受苦，人類未必好過。早於 2003 年沙士爆發前，中國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資源學院院長賈競波已警

告，濫吃野生動物導致害蟲與鼠類天敵減少，加劇大陸蝗禍與鼠害。再者，生態圈環環相扣，某種物種滅

絕將帶來連鎖效應，一發不可收拾。去年聯合國發表的權威報告估計，未來數十年將有近 100 萬種物種因

人類活動而滅絕，速度前所未見，必須作出「徹底改變」，例如減少食肉及物質消費。 



近年，謝曉陽喜見整體社會氛圍有所不同，如更多人食素、留意動物權益，傳媒考慮動物角色，平衡報

道，「雖然多了人關心，仍然有一小部分人繼續瘋狂」，當問及中國會否因今次疫情而改變食野味文化，

她坦言並不樂觀。 

遺忘傷痕 

野味營養價值成疑 細菌多病從口入 

野味文化歷久不衰，皆因部分人深信牠們於自然界成長，吸收「天地精華」，營養更勝一籌。 

「野味完全沒有獨特的營養價值，反而對人體健康有好大威脅。」尚營坊註冊營養師黃雅婷說，野味營養

高實際只是坊間傳聞。 

野味在營養師眼中，說穿了只不過是一堆不同營養素組合。她坦言，動物的主要營養為蛋白質，亦有脂

肪、鐵質、鋅、維他命 B12 等；現時沒有科學實證指出，野味的營養及藥用價值比常見肉類高，一般人只

要有均衡飲食，已能吸取必備營養素（見表）。 

不但營養價值未有特別之處，還隨時禍從口入。2017 年有內媒記者翻查法院文件，發現有商人為了提高穿

山甲售價，於體內注射水泥增重，或是興奮劑讓牠們看似更「生猛」；亦有人不惜下毒捉候鳥，毒素殘留

身體。黃雅婷說，野生動物容易成為病菌、寄生蟲溫床，加上黑市交易難以監管，未經檢疫進食易有風

險，「除了涉及道德爭議，對人體也有害」。 

「市民食野味，多數抱住物以罕為貴、試新嘢心態。」黃雅婷表示，若中年人希望秋冬進補，或在肺炎疫

情嚴峻時增強抵抗力，也有多種「平民之選」。一、新鮮肉如豬牛羊，補充優質蛋白質、鐵質等，幫助身

體修復細胞；二、各種顏色蔬果，例如含豐富維他命 C 的橙、紅蘿蔔，具番紅素的番茄，以及具薑黃素的

薑等。 

她補充，若想送禮也可以選擇花膠、海參，既有豐富蛋白質，亦十分體面。 

野味重臨 

竹鼠多數生活於亞熱帶森林，主食為竹，體型龐大肉多，是近十多年中國人工養殖的熱門動物之一。部分

養殖戶如「華農兄弟」、烹飪網紅王剛，更透過拍片教授飼養及烹煮竹鼠，於網上爆紅，吸引全國大批支

持者。 

早前內地女網紅食蝙蝠的影片於網上「驚」傳，證實是在太平洋島國帛琉拍攝。蝙蝠是世上唯一會飛的哺

乳動物，身體有強大免疫系統，當年沙士病毒的源頭便證實來自為名「中華菊頭蝙」的蝙蝠。印尼、泰

國、澳洲等地亦有民眾吃蝙蝠。 

果子狸是廣東熱門進補選擇之一，2003年被指是病毒源頭，一度銷聲匿跡。十多年後，果子狸再度成為桌

上菜餚，於華南海鮮市場出售。上月，更有網民發現有內地兒童圖書形容果子狸全身都是寶，屬於稀有

「山珍」。 



穿山甲是全球走私交易最嚴重的哺乳動物之一。傳統中醫學認為，鱗片可製成中藥，治療身體失調，如血

瘀、泌乳困難等等。有專家估計，2000至 2013年期間多於 100萬穿山甲遭到盜獵，正面臨滅絕危機。 

孔雀是中國傳統的吉祥動物。過去幾年均有報道指出，不少中國大學生畢業後回鄉創業，養殖孔雀致富，

認為是集合觀賞、食用、藥用價值的鳥類。《本草綱目》形容孔雀「味如雞，能解百毒」。 

中國養殖食用青蛙源遠流長，認為其肉含有豐富蛋白質，並具藥用價值，可治風濕、腰痛，吸引部分人生

吃，常見種類包括牛蛙及虎皮蛙。不過，青蛙身上容易有名為曼氏裂頭蚴的寄生蟲，若未煮熟將入侵人

體。 

人工合成中藥 減少殺生 

「中醫用藥相當尊重生命，必要時才會用動物藥！」註冊中醫師楊明霞記得十多年前出席國際醫學會議

時，主持人諷刺中醫常以動物入藥，她雖則初出茅廬，仍按捺不住發言指正說：「其實是你們不了解，中

醫用藥近 95%都是植物」。 

中藥來源可分為三種：動物、植物、礦物，雖則行內認為動物是「血肉有情之品」，功效的確較佳，現時

仍會用驢皮製的阿膠、名為「地龍」的蚯蚓、治皮膚病的烏梢蛇等等，但楊明霞再三強調只會危急時入

藥，「於中醫界德高望重的孫思邈曾說，如非必要都不要使用動物入藥，有醫德的主要用植物與礦物

藥」。 

「一些好藥材很平民化，少少已能有助進補。」她認為透過不同草藥配搭已有相似功效，不必食野味，何

況不少所謂「以形補形」、「愈奇愈補」的動物，其實都沒有根據，「見動物走得快，誤以為很補身。」

她又提醒，部分野味如果子狸十分燥熱，並非人人合適食用。 

以形補形無根據 

近年食竹鼠大行其道，養殖戶經常引用《本草綱目》的一句：「竹鼠肉甘，平，無毒。補中益氣，解

毒。」但楊明霞指出，經書作者李時珍當時是到民間研究，四處搜集大眾意見，歸納出不同藥物功效，而

且《本草綱目》是較近代才書寫。楊明霞反而較多參考源遠流長的《神農本草經》。經上說：「神農嘗百

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他真的有嘗試草樂，但從沒聽過吃蝙蝠、竹鼠」。 

「野味是可以入藥，但正常不應該去食。」負責浸大中醫藥發展的協理副校長卞兆祥指出，有部分動物藥

可以人工合成，比如牛黃、麝香，減少殺害野生動物，又說現今中醫入藥有多種選擇。去年《國家地理雜

誌》曾有穿山甲入藥的專題，訪問舊金山美州中醫學院前任副院長史蒂夫．吉文，他提到至少有 125種中

藥可以代替穿山甲，沒有非用不可的理由。 

至於透過食野味進補，卞兆祥坦言應該「愈少愈好」，警告吃野味會增加進食者風險，「現時牛、羊、豬

等家養動物的檢疫方式齊備，可以防止感染疫病、寄生蟲，但野生動物有沒有呢？」他提議立法禁止食用

引起傳染病的野生動物。 

武漢 P4實驗室播毒？ 



對於病毒的源頭，常見的有三種觀點：自然界進化、實驗室洩露、敵對勢力投毒。現時仍未一錘定音的說

法，導致謠言四起，最受關注的莫過於武漢 P4實驗室。這個最高生物安全等級的實驗室 2015年建成，專

門研究烈性傳染病。疫情爆發後，盛傳病毒是人工合成，源頭正是這所實驗室。 

疫情爆發之初，中國與世衞報告均指出大部分感染者，與武漢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有關，但英國醫學期刊

《刺針》研究 41 宗確診個案後發現，當中 14 人從未到該市場，包括首宗病例；美國《科學》雜誌亦引述

學者分析指，病毒有機會從外傳到海鮮市場，之後才散播。根據中國一名學者在網上發布的英文報告指

出，武漢疾控中心有研究人員曾被用來研究的蝙蝠的血液和尿液濺到，受影響的人員已接受自我隔離 14

日。 

《華盛頓郵報》今年 1 月報道，研究中國生化武器的以色列情報官肖漢姆披露，今次與 SARS病毒的區別

是：好像被換掉四個關鍵「蛋白」，「蛋白」變異只有兩種可能：一、自然變異；二、人工干預。若是前

者，四個蛋白至少經過一萬次的質變，幾乎不可能。 

不過，上月《刺針》網站刊登聯署聲明，簽署者包括美、英、德等 27 個地區的公共衞生科學家，警告宣稱

新冠肺炎的病毒並非源於自然界的錯誤資訊，會製造恐懼、流言和偏見，影響全球抗疫合作。聲明強調多

國科學家已分析致病原的基因結構，均認為這款冠狀病毒一如其他新興病原體，都是源自野外。 

鄭雲風 本刊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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