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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疫神药的沉浮：从总统代言到悄无声息

作为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存在感不高的岛国，马达加斯加在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的初期一度给人以世外桃源的错觉 ：从 1 月

中下旬开始到 3 月 20 日的约两个月时间里，当疫情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时，马达加斯加始终维持着零确诊的记录。但是，

就在 3 月 20 日马达加斯加政府决定彻底关闭本国领空之际，三天前从法国和毛里求斯回国的三位马达加斯加公民被宣布确诊，

成为了该国官方确认的首批病例。1

相对于其他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在疫情防控期间极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推出了本国特有的抗疫药剂 ——COVID 

Organics（遵国际惯例，以下简称 CVO）。CVO 药剂由马达加斯加应用科学研究院（Malagasy Institute for Applied Research）研发，

该药剂的主要成分是含有青蒿素的蒿属植物，成品形态有两种 ：一是类似果茶的瓶装药饮，二是袋装冲剂。一经推出，马达

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Andry Rajoelina）亲自为 CVO 代言，声称 CVO 对于新冠病毒同时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的效果，寄托

着马达加斯加和世界人民的希望与未来。4 月 20 日，拉乔利纳在电视镜头前亲口喝下 CVO，随后命令在全国范围内将其进行

推广。他一边在主要城市设立药品分配点，向困难人群免费提供 CVO 药汤，一边还极力要求 4 月 22 日首先复课的初三、高

三学生服用该药。

除了在本国大力推广 CVO，拉乔利纳还将该产品作为一种外交工具，通过援助的形式向一批非洲国家输出。据统计，到目

前为止，已经有坦桑尼亚、科摩罗、尼日利亚、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十多个非洲国家引进过 CVO 参与疫情防治。2

但是，CVO 面世不久以后就遭到来自马达加斯加国内国外的多方质疑，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指出 ：世卫组织愿意与马

达加斯加合作，共同研究和测试 CVO 的有效性，但是目前为止 CVO 在研制过程和疗效检验方面都不能得到符合科学标准的

数据和方法支撑。3 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大学医学院院长也指出 ：虽然出现引人注目的 “ 马达加斯加制造 ” 产品在新冠抗疫这

样的大背景下值得肯定，但是使用经得起科学方法检验的产品才是能真正让人放心的抗疫手段。4 甚至马达加斯加本国的最高

学术权威 —— 马尔加什学院一开始都质疑 CVO 的功效，5 只是在后来受到政治压力后才有所改口。

为了回应这些质疑并进一步宣传 CVO 功效，拉乔利纳在 5 月 12 日的时候亲自接受了来自法国 24 电视台 (France 24) 和法

国国际广播电台（RFI）的联合采访，在将近二十分钟的采访中，拉乔利纳介绍了更多关于 CVO 的产品细节，并再次强调了该

药物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所具有的意义。拉乔利纳指出 ：CVO 的功效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在马达加斯加 3 月底检测到首个病例

后一直到他接受采访的近两个月时间里，马达加斯加没有出现死亡病例。拉乔利纳还批评国际社会上的质疑者不应该瞧不起

非洲科学家，为了证明非洲科学家的可靠性，拉乔利纳举例说马达加斯加应用科学研究院早在半个世纪前研制的一种药方就

已经被拜耳制药（Bayer）采用，而后者作为生产过数百种药品的国际知名企业，有过与之合作生产药品的经历自然就代表着

马达加斯加自行研发的药物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可靠性。最后，拉乔利纳将 CVO 的出现提升到了人类命运的高度，指出抗击新

冠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战斗，这场战斗能否胜利不取决于一国经济力量的强弱，而在于上帝的意志。6 拉乔利纳此番评论的言

下之意是说马达加斯加独特的生物多样性以本国科学家的智慧为中介，实现了本土特有植物向药品的转化，而这种药物恰好

是应对新冠的特效药。所有这些特殊性显示的是一种超越 “ 经济实力决定卫生医疗水平 ” 普遍规律的现象，也就是神的旨意。

令人遗憾的是，在拉乔利纳接受采访后不到一周，马达加斯加出现了首个新冠致死病例。然而即便事已至此，拉乔利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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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努力为 CVO 辩护，他指出马达加斯加的第一个新冠致死病例是病人本身基础病过于严重造成的，以至于 CVO 已经无法

很好地调理其机体。7 但是，很快病毒的扩散就再也难以控制，5 月下旬以来马达加斯加疫情境况迅速恶化（见图 1），截至 8

月 5 日，当地新冠确诊病例超过 12000 人，在所有非洲国家中排名第十一位，死亡人数总计 135 人。8 在这种局面下，CVO 迅

速失去支持和关注，马达加斯加总统官方网站上也再难找到相关信息。

图 1 马达加斯加新冠确诊病例数量变化图 9 

二、马达加斯加神药事件的成因

马达加斯加此次得以推出抗疫神药的原因可以归为地利、天时、人谋三个互为关联的部分，这里逐一对它们进行简要解析。

地利 ：马达加斯加地处印度洋西南的热带、亚热带区域，有超过 300 千米宽的莫桑比克海峡将其与非洲大陆隔开，并且

离周围最近的岛国毛里求斯、科摩罗以及法国海外省留尼旺、马约特的最短海上距离都超过 100 千米。此外，马达加斯加面

积约 58 万平方千米（世界第四大岛），有独特的环境史和文化史。就药物制造而言，上述两个地理要素的结合为马达加斯加

创造了条件 —— 一是具备生物多样性和独特性，这是产生本土药物的物质基础 ；二是马达加斯加岛内居民独特的文化发展历

程以及这个过程中积累的医学知识变成为制造本地药物奠定文化基础。此外，马达加斯加的地理属性也成为它与外界人员和

物质沟通的障碍，在平时这是一种劣势，但是在需要阻断疾病传染的时候，这样的地理条件却可以起到一定的屏障作用，它

既能推迟疫情抵达的时间，还能减小病毒携带者涌入的规模，这使得马达加斯加在疫情初期的病例数量增长缓慢，从而为推

出 CVO 赢得了时间，也为宣传 CVO 的疗效提供了虚假但是吸引人的证据支撑。

天时 ：此次新冠疫情目前已知最早的爆发地区在东亚，随后是中亚、西欧和北美，地处南半球的马达加斯加不在疫情最

初扩散的焦点地区。此外，与马达加斯加经贸往来最为密切的两个国家 —— 中国和法国在各自疫情爆发时都不是本国民众赴

马达加斯加旅行的旺季。就中国而言，疫情爆发在春节到来前，此时主要是海外华人的返乡高峰期。在获得疫情相关消息后，

马达加斯加政府立即对节后从中国返回的旅客采取了严格的入境健康检查和隔离，因此没有发生源于中国的输入型病例。同

样地，疫情在法国本土爆发时也并非法国旅客赴海外旅行的假期时段，如果疫情是在圣诞节前或者暑期爆发，马达加斯加受

到法国疫情影响的间隔有大概率会显著缩短。可以说，疫情爆发的时间点也无意间推迟了马达加斯加疫情出现和扩散的进程，

而它和上文中的地利因素一道，为马达加斯加 “ 研制 ” 和推广 CVO 赢得了一个时间窗口。

人谋 ：毫无疑问，马达加斯加现任总统拉乔利纳的个人意志对于 CVO 的问世和推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作为马达加斯加

独立以来最年轻的国家首脑，拉乔利纳在 2009 年政变后因为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而饱受国际社会制裁，并因此未能在

2009 至 2013 年作为临时过渡政府首脑做出显著的建树。在经过 2014 至 2018 年五年的蛰伏以后，2018 年大选获胜的拉乔利

纳无比希望在自己真正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扭转马达加斯加经济发展的颓势。为此，他专门制定了一份 270 页左右、囊括 13

个战略目标的《马达加斯加崛起倡议》（Initiative Emergence Madagascar）准备大展拳脚，并且在 2019 年的任期第一年内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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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错的成绩，马达加斯加大多数发展指标在这一年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提升。可以说，疫情的出现彻底打乱了拉乔利纳的

计划 ：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旅游业、娱乐业以及对外贸易都受到直接冲击，而关系到马达加斯加就业率的非正式经济也因

为疫情造成的宵禁、交通管制、营业时间限制等措施而活力大减。当下，拉乔利纳通过诉诸本土药物来寻求提振国民信心和

增强外交影响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这样的行为选择与受到西方民主体制支配的非洲政治也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

三、马达加斯加神药案例的启示

首先，像马达加斯加这样的欠发达国家，医疗卫生体系脆弱，在疾病全球化面前会遭遇空前的压力，推出本土神药是面

对这种压力的一种应该得到理解的应激反应。

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马达加斯加的医疗体系，特别是承担主要国民卫健服务的公立医疗体系存在严重的物资、设备、

人员短缺问题。即便在最大的公立医院，医疗物资缺乏也是常态，比如最大港口城市塔马塔夫（Tamatave），其中心医院的药

品部门主管就曾向笔者透露这里几乎所有常用药都存在供应不足的问题。物资和医务人员的匮乏导致对于病患的诊治经常无

法及时有效进行，这种情况甚至在首都塔那那利佛最好的医院都会发生。笔者的一位朋友在当地属于高收入人群，一次因为

一只手指划伤前往塔那那利佛最大的公立医院问诊，但由于挂号排队等待过长没能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导致受伤手指被截断

成为残疾。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马达加斯加每千人拥有的医务人员数量（包括医生、护士、助产士）少于 2.3 人，每万人拥

有的病床数只有 3 张（见图 2），都处于世界最低水平行列。10 此外，据马达加斯加药剂师协会主席的估计，马达加斯加国内百

分之九十以上的药物依赖进口。11

图 2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病床保有率（张 / 万人）12 

马达加斯加如此脆弱的医疗卫生体系在面对凶险未知的疫情时，很难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并会因此诱发一系列伴生的

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CVO 的出现是这种综合性社会扰动下可以预见到的本土应激反应，虽然它存在利益相关者的投机成分，

但也能够暂时缓和国内紧张态势，安抚民心。特别是在全球对疫病治疗的研究还未获得决定性成果之前，外来医疗援助在新

冠病毒这样规模的危机面前起到的作用可谓杯水车薪，在走投无路中向本土智慧求助实属情有可原。另外不要忘记，作为世

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美国和西欧在面对新冠病毒时都奇观尽显，出现了认为 “5G 网络信号会传染疫情 ” 和 “ 注射消毒液

可以治疗感染 ” 的反智言论，以及新冠聚会（Covid Party）这样为庆祝病毒检测阳性而举杯的疯狂创意。在它们面前马达加斯

加草药推广的尝试可以说非常理性与平和。

其次，CVO 的案例体现了马达加斯加应对疫情时在政治维度和文化维度上被卷入全球化的态度和方式。

从政治维度看，在病毒来源至今未明的情况下，是美国和西欧的政治家最先尝试对其政治化和污名化，冠之以 “ 武汉病毒 ”

和 “ 中国病毒 ” 的名称，这是一种主观制造歧视的行为。在传染病学史上，使用地域来命名一种疾病不是没有先例，其中梅毒、

西班牙流感、埃博拉病毒都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16 世纪梅毒首次大规模爆发时，意大利、马耳他、波兰等国将其称为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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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病 ”，法国称其为 “ 意大利病 ”，俄国称之 “ 波兰病 ”，奥斯曼帝国称其为 “ 基督病 ”，日本则将它叫作 “ 唐疮 ”。这些命名

方法体现的不仅是医学水平低下的过去人们在面对新型传染病时的认知局限，更是民族国家兴起后不同群体以国、族、宗教

为媒介对其他群体的指责。13 随着医学进步及其相关伦理体系的发展，对于传染性疾病命名出现去地域化和去群体指向的趋势。

就此而言，马达加斯加的神药 CVO 能够采取病毒描述的原则来进行命名可谓实事求是，它没有试图通过命名方式来将矛盾从

公共卫生领域转嫁到国际政治、族群身份甚至意识形态上，而是尝试通过自身努力来化解危机，这比欧美一些政客借疫情煽

动民粹主义和排外情绪要更加具有中立性，是向国际通识靠拢的负责任态度。当然，此次疫情发生时中国能在非洲国家中获

得较为公正的对待，也和双方长期以来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不断加强的往来联系和不断加深的相互理解有关，同时也有赖

于中国自身抗疫工作出色成效所展现的说服力和中国在非外交官、企业、援助人员等多方协同的努力工作。这些因素共同形

成了一个常态，引导马达加斯加在面对疫情产生应激反应时去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与共情，而不是走入隔阂和极端。

从文化维度上看，CVO 神话的破产是又一次 “ 祛魅 ” 过程。研发出 CVO 的马达加斯加应用科学研究院的主任曾说过：“ 大

约百分之五十的马达加斯加传统医药知识在经过马达加斯加应用科学研究院科学家的严格检验后被认为是有效的。”14 这正和

CVO 标榜自己符合科学标准异曲同工，两者都在寻求为传统医学寻找到科学性的论证和背书。这里不辨别研究院主任论断的

真伪，但是可以肯定的地方在于 —— 一旦传统医药和科学建立同盟，那么也意味着前者要被纳入现代医学科学的范式和规则

中进行审视，也就必然使得原有医学知识及其所属社会文化中的 “ 真理 ” 受到挑战。总统以神之名亲自宣传的药物短期内走

下神坛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挑战的结果，可以看到舆论绝大多数对于 CVO 的批评都集中在 “ 没有科学依据 ” 上，所对应的论

述也都是诸如 “ 临床样本极小 ” 和缺乏 “ 有效性及副作用测试 ” 这样现代医学科学的话语。但要注意 ：这种文化上的祛魅并非

是马达加斯加和其它非洲国家独有的开悟过程，曾经英国和法国民众也相信国王的触碰（the Royal Touch）是治疗结核病的妙方。

科技进步和全球化中的文化祛魅会有先后和不同形式，但它们不代表不同人类群体间心智的优劣。

最后，在医疗卫生方面，殖民活动对马达加斯加的影响在今天依然深远，限于篇幅这里仅以语言为例论述这一点。

根据马达加斯加医药卫生的相关法规，凡是进入马达加斯加市场的药品，其内外包装及说明书必须用法语和马尔加什语

的至少一种进行书写，仅仅这一条规定在很长时间内都阻挡着非法语国家的很多优质药品进入马达加斯加市场。因为药品属

于受到严格监管的特殊商品，每一种进入市场的药物在原则上都需要通过当地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相关检验后才能获得销售许

可号，这就要求外来厂商先提供药品样本接受检测。但是现在的药品生产流水线都是批量生产，对于希望进入马达加斯加的

法语国家药企这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对于非法语国家药企而言，这就意味着需要专门针对马达加斯加市场生产一批药物，

并从中取出几件样本呈交当地药监局受检。一旦检验不通过，就意味着为了申请销售许可号而生产的所有药品报废。

不仅如此，即便非法语国家企业在马达加斯加取得了产品销售许可号，它们为此生产的相关药品也面临着市场不确定性

带来的风险。出于谨慎考虑，非法语国家药企一开始往往会选择当地市场上常见且需求量大的一些普药（比如阿莫西林、头孢）

作为探路石，从而减少前期市场宣传的成本，同时争取缩短出货周期。但是这样的常见药品自然而然也就面临着市场竞争激

烈这一显著问题。一旦自身产品无法很快获得当地市场认可，那么药品迅速流逝的有效期就会很快转化成亏损。此外，同一

种药物存在不同形态和单位计量，而这些差异都有待市场偏好检验。比如同为阿莫西林，胶囊和混悬剂可能会因为各种不确

定因素在某一国家或地区产生明显的市场偏好差异。对于普通商品而言规格差异的试错成本不高，但是对于药品而言，不同

规格是需要不同许可号和包装的。从非法语国家药企的角度看，这意味着产品试错成本昂贵，也就抑制了它们向马达加斯加

进口更多药品的动力。15 长此以往，马达加斯加药品供应无论在种类还是数量上都严重不足，当爆发诸如新冠这样的大型疫情时，

诉诸本土传统偏方也是药物和医疗设施短缺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熊星翰，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政治学方向博士生，研究国家为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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