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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非疫情概况

非洲疾控中心（Africa Centre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Africa CDC）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 8 月 30 日凌晨，

非洲 54 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 1237044 例，死亡病例 29414 例，治愈病例 969061 例。南非的确诊病例数远超其他非洲国家，

目前累计确诊病例为 622551 例，占非洲半数以上，位列全球第 5，接受检测总人数为 3652970，死亡病例为 13981 例，治愈

病例为 536694 例。如图 1 所示，虽然南非累计确诊病例数量持续上升，但日新增数量整体趋势放缓。

图 1 南非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和每日新增感染数

资料来源：Adam Oxford, “Covid-19 in South Africa”(August 15, 2020). 
https://public.flourish.studio/story/367446/utm_source=showcase&utm_campaign=story/367446. 

从时间线来看，3 月 27 日南非确诊人数过千；5 月 10 日过万；6 月 22 日超过 10 万；7 月 6 日超 20 万；7 月 15 日超 30 万；

7 月 23 日超 40 万；8 月 1 日超 50 万；8 月 21 日超 60 万。其它和南非疫情相关的重要事件及时间见图 2 。

南非新冠疫情概况、应对和挑战：挣扎间的脆弱平衡

杨崇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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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非新冠疫情相关重要事件和时间梳理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虽然目前南非疫情有所缓解，但其整体抗疫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阶段性放松封禁有极大可能使得疫情反弹。于疫情导致

的封禁给南非国家经济带来了重创，给本想在 2020 年放手一搏的各个产业当头一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失业率激增、收入剧减、

相当数量民众生活难以为继。南非不仅要应对新冠疫情，同时也要直面疫情带来的可能会持续数年的各类社会问题。

二、南非抗疫措施

南非政府的抗疫工作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始于三月中旬，南非总统西里尔 · 拉马福萨宣布新冠流行病毒

为全国性灾难后，采取一系列检测、防护和治疗措施来缓解疫情影响。这些措施包括加大检测力度，及时公布疫情各类数据，

普及健康防护知识，加强医疗卫生生产和供给，关闭全国所有学校，停止聚集性活动，封锁期内禁止售卖和饮用酒类以及烟

草制品等。得益于南非较为发达的医疗体系，相较其他非洲国家，南非对疫情的防范、控制和检测力度、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以及对疫情的研究都位于前列，对疫情的反应和应对及时和谨慎。由于这一阶段政府工作焦点在全力抗疫，并未对小微企业

和工人提供足够经济支持，使得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因此政府受到民众和媒体严厉批评。1

第二阶段于四月中旬开始，南非敲定 5000 亿兰特的社会救济和经济支持计划来稳定经济和保护就业，并调整预算资金的

优先级来帮助企业、工人和家庭共渡难关。5000 亿兰特占南非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0％，这些资金使用会聚焦在三个领

域：1. 集中资助新冠相关卫生防疫对策；2. 为家庭和个人提供相关援助，缓解饥饿和社会困境；3. 为运营艰难的企业提供支持。

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解决被排除在正规经济之外、处于边缘地带人民的日常需求。虽然该计划只将持续 6 个月，且针对

失业者的补助低于生活标准，但有评论认为，这是南非历史上首次试行全民性社会救济计划，这可能会让疫情压力下的南非

政府直面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迫切性。2 同时，南非政府推行五个防疫级别来弹性应对疫情（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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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南非五个防疫等级

五个防疫等级

第 1 级 可以恢复大部分正常活动，但须始终遵循预防措施和健康指南。公众要有防疫级别提高的心理准备。

第 2 级 进一步放宽限制，但要保持社交距离，限制一些休闲和社交活动，以防止病毒死灰复燃。

第 3 级 放宽部分限制，限制包括工作场所和社交场合在内的诸多活动以应对高传播风险。

第 4 级 采取极端预防措施来限制社区传播，有限允许必要的活动，以限制社区传播和疫情爆发。

第 5 级 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来控制疫情传播，以挽救生命。

资料来源：Fejiro Chinye-Nwoko, Utibe Effiong and Nchiewe Ani,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elemedicine in Africa”(July 28, 
2020). https://mg.co.za/africa/2020-07-28-challenges-and-opportunities-for-telemedicine-in-africa/. 

第三阶段则是在 6 月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后，南非有条件地推动经济复苏。3所谓 “ 有条件 ”，即南非政府和所有民众、企业、

组织需做好长期和疫情共存的心理准备，并把各项防疫和抗疫措施融入生产和生活。该阶段下，南非政府积极从国际组织获取

援助，从 4 月底开始策划，6 月开始谈判，于 7 月 27 日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约 43 亿美元贷款（700 亿兰特）用于抗击疫

情，款项主要用于创造就业、稳定债务、帮助抗疫前线医护工作人员对抗疫情，以及推动南非结构性改革进而重振经济。4 此外，

南非银行业协会（BASA）称，截至 8 月 1 日，南非银行已向因疫情和全国封禁措施而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和个人累计提供了455

亿兰特的资金救助和贷款担保。5 自三月疫情在南非开始蔓延，为刺激经济，释放货币流动性，南非央行（South African Reserve 

Bank, SARB）于 3 月，4 月，5 月，7 月进行了四次降息，利率由 6.25%下降至 3.5%，降息幅度达 2.75%。6 同时，政府也督促各行

业研究、发布和完善针对新冠疫情的行业健康和安全准则，为生产复工做好确切准备。

南非抗疫过程中，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民众和各类民间组织都反应积极，高度配合，采取各类应对措施来抗疫。虽然南非

抗疫迄今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走出疫情困境却为时尚早；同时疫情防控期间暴露的问题，以及疫情带来的波及社会、经济、文

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的连锁反应让南非依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三、防疫挑战

南非的防疫挑战不仅来自新冠疫情本身，还有疫情对各个民生领域的冲击。在疫情中，既有人性的善恶所造成的挑战，

也有历史遗留的无可奈何。

疫情本身挑战

南非面临着三类来自疫情本身的挑战。首先是南非欠发达地区的疫情控制。南非大多非城市区域由于基础设施落后且长

期贫瘠，其卫生保健能力远落后于城镇地区，迄今大多新冠感染病例都发生在这些地区。许多农村家庭户主为老年人，抵抗

力低下，如不对这些区域加以控制，则会成为公共灾难。7比如在卡雅利彻（Khayelitsha），一个 40 万人口城镇中有 6000 名确

诊病例，但其地区医院只有 300 张床位，尽管征用了当地的体育馆作为临时救护点，增加了 3 倍医护人员，但是依旧面临各

类医护设施缺乏，医护人员接连感染的状况。8需要指出的是，卡雅利彻的情形在南非并非个案，而是对于疫情相对严重的欠

发达地区的普遍状况。

第二个疫情带来的直接挑战是南非抗疫一线医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缺乏有效保障。据 8 月初南非卫生部长公布数据，已

有超 24000 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占南非确诊病例的 5%，181 人因新冠去世。一方面，医护人员缺乏个人防护设备，或使用

的设备质量不合格，被迫在不安全的医疗环境中持续工作加大了感染风险。另一方面，医院管理层未能确保工作环境的卫生

和安全，以及瞒报确诊医护人员数量也增加了其他医护人员感染风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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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南非亟须解决医疗资源倾斜和整合问题。在新冠疫情之前，南非的医疗卫生体系已不堪重负，长期困扰南非的艾

滋病、肺结核、非传染性疾病和意外伤害等问题已占据大量医疗资源。新冠疫情来临后，南非不得不重新调配有限现存的医

疗资源聚焦在疫情攻坚上。比如，政府已部署超 28000 名社区卫生工作者在贫困地区进行冠状病毒筛查，曾经为追踪结核病

人的接触者而成立的团队已转型为新冠疫情应对团队。对疫情的聚焦势必会减少对其它疾病的关注，南非人类科学研究委员

会的一项调查发现，约 13% 的患有结核病和艾滋病的患者在封锁期间难以获得常规治疗药物。10 再以精神科医生为例，南非共

有约 850 名精神科医生，服务全南非近 6000 万人口，但由于新冠疫情影响，政府征用这些精神科医生帮助治疗新冠病人，这

使得能提供心理健康门诊服务的有效医生数量急剧减少。11 因此，如何整合过往投入资源较多的艾滋病和结核病项目与资源不

足的普通卫生服务，平衡医疗资源和调整研究重心来有效应对突发性卫生健康事件，是南非必须深度思考的问题。

社会安全挑战 

南非 3月开始实施的封锁措施大幅减少了暴力犯罪。与往年同期相比，谋杀案减少了72%，劫车案减少了81%，其余犯罪如袭击、

谋杀未遂、抢劫和强奸案数据等都有所下降。12 但自南非政府下调防疫级别至四级再到三级后，国家经济生活逐渐恢复，各类案

件数量也开始随之上升，严重影响社会安全。同时，至 7 月中，南非共有超 12000 名警察感染新冠病毒。13 大量警察感染的直接

后果是造成警力南非严重不足，助长了各类犯罪滋生。

此外，专家指出强制隔离会导致暴力事件增加。隔离期间南非有数百万人生活在棚户区、市区内楼单间和城郊非正规场

所等狭窄和拥堵的居住环境中，被迫在这些地方隔离。但这些地方往往拥挤，人口密度高，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加之许多人

处于失业或刚失去工作状态，可能会导致家庭成员和邻里间的紧张关系。把男子关在家里，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家庭暴力。仅

在南非开始封锁的第一周，南非警方就收到了 2320 起基于性别的暴力投诉，比 2019 年周平均数高出 37%，期间警方接电数

量是平时三倍。14 因此，如何进行有效隔离，隔离期间是否需要心理疏导，是否有更多措施来保证隔离期间女性的人身安全等

问题已开始提上议程。

再者，与酗酒相关的暴力行为在南非放松封禁期间频发不止，也是危害南非社会安全的隐患之一。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

南非疫情百日讲话中指出，南非有两大疫情，一是新冠，二是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从 3 月 26 日到 4 月 3 日，共 8300

起基于性别的暴力事件记录在案；从封禁到 6 月中旬期间，至少有 21 名妇女和儿童被虐杀。1516 相关案件在南非放松封禁期间

发生，且和酗酒行为有密切关系。这类案件的增加应引起南非对其发生环境和动机更多思考，比如这些犯罪和暴力行为是否

属于隔离或封锁后 “ 发泄性 ” 的释放？ “ 禁酒令 ” 的一松一弛是否会激发民众的过激行为？

除了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类危害社会安全的犯罪活动外，南非社会可能在 “ 后疫情时期 ” 会因为新冠、失业和贫困的综合

作用产生更大震荡。各种研究报告表明，新冠疫情和封禁措施对南非大部分人民产生了消极影响，贫困、失业、食品安全、

饥饿和家庭暴力的增加速度让人咋舌。南非统计局数据显示，南非第二季度的失业率为 29%，为 2008 年以来最高。17 需注意，

社会不平等、贫困和失业人数增加会激化南非人民的愤怒和不满，如南非政府不能提供有效措施来缓解焦虑，人们很可能就

会诉诸暴力和犯罪。

经济发展挑战

南非社会长期饱受高失业率困扰，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本就岌岌可危的高失业率困境雪上加霜。由于疫情而必须采取的

全国性封闭措施，已让南非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南非统计局数据显示，南非今年第二季度失业率为 29%，失业人口总数为 670万，

较上一季度增加 45.5 万人。18 尽管目前南非全国感染率增加速度放缓，但疫情的余震会长期困扰南非贫困地区。有研究发现在

索韦托（Soweto）、亚历山德拉（Alexandra）、迪普斯洛特（Diepsloot）、卡耶利沙（Khayelitsha）和乌姆拉齐（Umlazi）五个城

镇，42% 的家庭在封锁期间没有收入。有研究团队通过建模分析，预估在强制封闭期间，南非有多达 990 万人失业；防疫级别

下调至三级后，失业人数为 430 万。19 南非国家财政部统计，本次疫情可能造成 180 万个工作岗位的流失，失业率最坏情况可能

会激增到 50%。20 失业、无收入、无力偿还债务等诸多因素以及其可预见的持续，让南非多数底层人民在温饱线上勉强挣扎，

惶惶不可终日。21

IMF 预计受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南非经济今年可能萎缩 7.2%，不断增长的债务偿还额将阻碍其经济复苏。22 大部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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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领域都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银行、农业、旅游和服务业等行业出现大规模失业潮。以旅游业为例，该行业受到疫

情的打击相较其他行业尤为沉重，且预计恢复速度极其缓慢。南非封锁期间，各个航班停飞，酒店门可罗雀，旅游巴士闲置，

景点人数寥寥。据统计，封锁期间，南非总共失去 4.8 万航空旅客和 14.6 万陆路旅客。南非旅游局数据显示，每 12 名游客可

以为该行业转化一个新的工作岗位。2018 年，南非迎接了 1050 万国际游客，旅游行业直接雇佣 72 万人（占劳动力的 4.4%），

如包括间接就业，则雇佣 150 万人（9.2%）。在南非，该行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2.8%（直接），如果包括间接贡献，

则为 8.2%。2018 年，外国游客在南非消费了 585.7 亿兰特。23 受疫情影响，南非旅游业已损失 542 亿兰特，如持续封禁，损失

会高达 1497 亿兰特，可能裁掉 43.8 万个工作岗位。24

文化教育挑战

新冠疫情改变了教学方式，使得线上教学成为短期内的唯一选择，但对于南非来说，线上教育只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

并不是基于其巨大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大环境下的最优解。南非是一个贫富悬殊极大的分裂社会，拥有笔记本电脑的学生和为

生计犯愁的学生接受线上教育的差异非常明显。此外，由于南非的特殊历史原因，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学生的性别差异和

城乡背景差异，这些原本都是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师综合掌控和平衡的因素，在线上教育中都备受限制。再者，对学生的

考核与评判方面，开放的网络平台很容易导致答案抄袭和共享，影响教育的公平性和竞争性。25

另外，疫情的反复加剧了返校的困难。政府试图推动一些疫情较轻地区学校逐渐复学，但是效果均不理想，甚至遭到家

长和教师们的抗议。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学校无法提供符合防疫规格的教室规模和配套设施。防疫措施要求师生之间需保

持一定距离，这意味着学校需要配备更多的教室和配套教学设施，以及相应的医疗防护用品来维持教学。但就现行状况来看，

南非的教育体系并未做好复学的准备。26

行政透明挑战

光天化日之下腐败的猖獗一直是南非饱受诟病的问题。有评论认为，疫情中的南非容易成为投机分子们的乐园，政客

和商人们大做文章，纷纷谋求利益。比如财政部官员无视财政部的紧急采购指示和个人防护装备的最高限价，将价格提高了

800%。面对民众对这部分价值数十亿兰特公共资金透明度的质疑，财政部一直不愿意提供相关贪腐事件细节。27 此外，政府官

员与供应商相互勾结谋求利益最大化，零售商哄抬物价，雇主申请救济计划款项，政府却不发放落实等事件在过去几个月被

纷纷披露，南非部分政府官员在采购环节上出现的欺诈、腐败和任人唯亲行为引起了民众广泛不满。

结语

南非疫情之所以如此严峻，应对措施和多维挑战也都超越单纯的公共卫生事件范畴，其本质是其复杂而深层的社会、文化、

历史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南非长期的种族隔离史和族群抗争史，让本土人民对于 “ 自由 ” 和个人权利的向往无比强烈，

甚至自我拓展该概念范畴，进而衍生出对于 “ 自由 ” 定义的不同解读。更有甚者会把 “ 违背本我意愿的所有对立性原则皆为不

自由 ” 这一心理暗示嵌入生活各个角落和思考模式中。但有时这种意识放在疫情防控大背景下，则显得过于突兀。教堂中礼

拜的接触、婚礼上宾客的寒暄、葬礼上歌唱的飞沫和家庭聚会的饮食共享等行为都导致了各类群体感染事件。但依旧有相当

一部分人值得体谅，这些人的 “ 封禁 ” 和中产阶级的 “ 封禁 ” 完全不同 —— 前者身无分文，封禁意味着每天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活着而生存；后者则在自家的花园中遛狗园艺，闲庭漫步，封禁好似一个漫长的假期。

贫困和不平等是南非长期以来面临的深刻的国家危机。受新冠疫情影响，这种危机在各个角落加剧蔓延，并不断挑战国

家治理、文化教育、公民权利和经济发展等各个领域，并在无声息间拉大贫富差距。防范疫情和解决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对于

当下的南非，可谓进退两难；一方面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迫使南非迎难而上；一方面则是南非长久以来急于摆脱的棘手难题。

从目前南非的各项应对措施来看，它应该做好了和疫情长期共存的心理准备，同时意识到必须不断发展国家经济的重要性。

从政府到人民，都在挣扎间努力维持这两个挑战间的脆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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