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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余江县根除血吸虫病
“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与发展

刘玉山

[摘要]余江县血吸虫病防治“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与发展表现在：余江县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率先

根除血吸虫病，这是必要条件和前提；毛泽东撰写《送瘟神二首》，余江由此享誉全国，客观上完成了“议题设

置”过程；此后，中央和省级媒体多年来将余江作为血防成功典范进行持续追踪报道，是为形成阶段。经过岁

月沉淀，60多年来“第一面红旗”符号蕴含的血防精神不仅激励了余江血防工作再接再厉，更鼓舞了全国血防

事业的发展。“第一面红旗”符号代表的血防精神也融入新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形成的系列精神谱系，并逐

渐溢出血防边界，为当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精神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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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对血吸虫病史的研究主要表现

为三个向度：一是对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病防

治史的总体研究和区域研究；二是对血吸虫病

防治精神（以下简称“血防精神”）的挖掘；三是

联系不同学科和方向的具体研究，如血吸虫病

与地方社会变迁、民众动员的作用、血吸虫病

防治（以下简称“血防”）目标实现中对病患治

疗的重要作用、史实考证、实证分析等。值得

注意的是，从新中国血防事业的长时段历史

看，涌现出了不少“符号”，比如从符号学的分

类看，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属于指索符

号，即人们可以从符形推断出有关对象的一些

讯息。[1](p.42)“第一面红旗”暗指的“血防精神”、

普通老百姓提到余江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与

根除血吸虫病有关，这些就属于典型的象征

符号，即人们可以通过符号认知有关事物的

某些属性，比如从红领巾认知战士的牺牲精

神、大海认知宽广的胸怀、婚纱认知爱情的神

圣等。 [1](p.42)当然，不管是余江还是红领巾、大

海，其与象征对象之间或许有联系，也可以没

有联系，但通过“外在施加勾连”，在时间发酵

下就形成了象征意义。这表现在余江县与“血

防精神”之间可谓恰如其分，担负中间“搭桥”

职能的就是新闻媒体多年来对余江血防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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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挖掘中的“议题设置”。本文在亲自实地

调研所收集的第一手原始档案基础上进行阐

释，以期深化余江县与“第一面红旗”“血防精

神”等符号之间关系研究。

一、符号形成的必要条件：1958年

余江县在全国率先根除血吸虫病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受到血吸虫病危害

的有苏、沪、浙、闽、赣、皖、湘、鄂、粤、桂、川、滇

等 12个省（区、市）378个县市，患者约 1000万
人，约 1亿人民受到威胁。[2](p.269)在党中央和毛

泽东亲自部署下，各地掀起了消灭血吸虫病的

群众运动。综观余江县能插上全国根除血吸

虫病的“第一面红旗”，从史料档案所见，其根

本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和无比

优越性；动力机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充分

发挥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艰苦奋斗；实现路

径是深入贯彻党中央、省市相关部门的有效部

署，实现“中央—省市—县”三级政府通力协

作，尊重科学规律、科学施策、科学施治，充分

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余江县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其疫区主要分

布在一区（弓塘乡、蓝田乡）、二区（马岗乡、国

营农场）、七区（西坂乡、更新农场）和邓埠镇等

地，有 4900人患病，近六万人受到威胁。国民

党统治时期，政府对老百姓罹患血吸虫病无能

为力，导致大量村庄毁灭，田地荒芜。余江县

倪桂乡建头村流行谚语，“早年建头是府，如今

变成建头组”。疫情严重的蓝田坂流行过歌

谣：“蓝田坂的禾，一亩割一箩，好就两人扛，不

好就一人驮。”“妇女造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

难听婴儿哭，十有九户绝后代。”①而国营邓家

埠农场和更新农场，在旧社会里行人早晚都不

敢路过，真是“鬼唱歌”的真实写照。

关于血吸虫病肆虐疫区的惨状，笔者在余

江县血防站档案室找到了一本发旧的手写记

录本，是工作人员在 1975年 10月对疫区各个

村庄进行调查的村民叙事，这里仅摘抄数句村

民的口述访谈原话，“大多数人死于大肚子病”

“整个村子灭绝人烟”“在大肚子病的摧残下，

还没到解放，整个村子已空无一人”“血吸虫病

的严重残害，村子毁灭，只有2个孤儿”“整个村

子的人，大部分死于大肚子病，房倒村灭，仅留

2人”“村子在三座大山以及大肚子病的残害下

灭绝了人烟，空无一人”“得大肚子病死去的人

很多，到 1946年，这个村子已人亡村灭”。②从

访谈描述来看，造成这种悲惨景象的主因就是

“大肚子病”，即血吸虫病。

毛泽东和党中央高度重视血防工作。

1953年底，中共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九人小

组，1955年 11月底在上海召开的九人小组第

一次会议确立的方针是：加强领导，全面规划，

依靠互助合作，组织中西医力量，积极进行防

治，七年消灭血吸虫病。具体步骤是“一年准

备，四年战斗，两年扫尾”。[2](p.269)此后，大规模

的防治血吸虫病群众运动在全国各个疫区开

展。1956年 1月 26日，国务院发布《全国农业

发展纲要（草案）》，谈及在 12年内要消灭危害

人民最严重的疾病，血吸虫病赫然在列。2月
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

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周

恩来还邀请防治血吸虫病领先的日本在 1956
年派出以小宫义孝为首的五位专家组成的代

表团，为中国提供防治经验。[3]国务院 1957年
4月20日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要

求进行积极防治，采取综合措施和农业生产、

兴修水利相结合，是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

务。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 2月中旬，中央防

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专家亲临余江县

进行指导。9月25日，九人小组再次派员来余

江进行指导。③党中央的指导对余江血防工作

又好又快取得成绩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①参见余江县血防宣传报道：《书（杂志）文摘（1956—2010·永久档案·1）（未刊版）》第一册，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
②参见《血防地区村史调查表》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
③参见艾冬云：《余江县血防文件选编（1950—2011）》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28、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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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中央领导下，江西省相关职能部门将

血防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部署落实。为

健全组织，加强领导，1953年 4月江西省血吸

虫病防治所迁到余江县邓埠镇，将马岗乡作

为预防实验区，摸索防治经验。5月撰写的

《余江县洪崖区马岗乡血吸虫病调查工作总

结》，对老百姓抱怨政府光调查不发药等都做

了实事求是的记录。①省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

对于1956年1—6月共治疗的13401例病人中，

死亡 16例的情况，及时下发《江西省血吸虫病

防治委员会关于治疗病患贯彻安全教育的通

知》，严肃指出：“安全第一为治疗原则……防

止不应有的死亡，降低死亡率。”在治疗费用

方面，采取收费、减收、免收和缓缴等办法，而

且患者在医院自身的伙食费还可以贷款。②

省血防所 1953年还为全省疫区 51人进行为

期 3个月的基层医护人员培训，积极培养血防

人才。③

江西省卫生厅随时根据血防战疫的实际

情况进行调整，及时让中医参与进来，积极推

广各地试验的有效方剂，如半边莲、乌桕根皮、

铁矾丸、龙虎草及本省的九转灵丹、绛凡丸、甘

露消毒等。省卫生厅还亲自抽调省内各医院

医务人员于1956年3月5日出发支援余江县邓

家埠疫区工作，为期 3个月。1957年 10月，省

里又派了三人中医组支援余江血防，在省专家

的建议下，采取了中西医双轨诊断，效果良好。

省级职能部门的指导为余江血防治理拨正了

航向。④

在充分落实中央、省市精神的基础上，余

江县委最大化发挥主动性、创造性，主要采取

了如下五方面措施。

一是组织机构、制定合理规划。1954年 9
月，余江县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1955年

底党中央发出限期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以后，

1955年 12月 12日，余江县成立了以县委书记

李俊九为领导的血防五人小组，成为全县防治

工作最高领导机构。1956年1月17日，余江县

设立县血防办公室，制订了“半年准备，一年战

斗，半年扫尾，两年消灭血吸虫病”规划，即

1956年基本消灭，1957年扫尾。⑤每月召开五

人小组扩大会议一次，每半月向县委书记汇报

一次工作，把防治工作列入县党委重要议事日

程。区、乡、社也分别成立防治血吸虫病三人

小组，逐级指定专人负责。

二是加强形式多样的宣传。宣传的方式

有开群众会，播放幻灯片，个别访问，设计漫

画、标语，排演戏剧，出版夜光报，成立腰鼓队、

秧歌队，重视黑板报、大字报等，针对群众认为

“大肚子不治，肚子未大的又要治”等抱怨，工作

人员就重点讲解腹水患者的治疗过程；给群众

听洋戏（留声机）、看土电影（幻灯）；在实物宣传

方面，将尾呦放在显微镜下给群众看，让群众

印象深刻，效果良好。比如，利用1954年邓埠

镇夏秋两次物资交流大会进行卫生展览宣传工

作，在 15天里，利用标本、实物、宣传单等材料

进行宣传，观众达 14500人次。在病房宣教方

面，工作人员经常进行血吸虫病预防教育，在病

员中选出学习组长和代表，协助开展宣教工作。

有些地区的群众在宣教后，能够采用初步简易

的预防方法如田里多用石灰灭螺、粪内用石灰

灭卵，迁移距水源较近的厕所、粪桶等。截止到

1956年7月，共有8.8万多群众受到教育。⑥

三是科学施策、合理规划。余江血防领导

机构因地制宜，1955年 12月 7日制定的《中共

余江县委关于防治消灭血吸虫病计划方案》提

出，结合水利工程开新填旧，埋藏中间宿主钉

螺，并用药物灭螺；对于疫区采取有重点、逐步

推进的办法。1956年1月18日，血防五人小组

①参见艾冬云：《余江县血防文件选编（1950—2011）》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5页。
②参见《余江区血地防站历年来收集的江西省血防文件（1956—1985）》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9、11、13页。
③参见艾冬云：《余江县血防文件选编（1950—2011）》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8页。
④参见《余江区血地防站历年来收集的江西省血防文件（1956—1985）》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4、3页；艾冬云：《余

江县血防文件选编（1950—2011）》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94页。
⑤参见《余江区血地防站历年来收集的江西省血防文件（1956—1985）》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17页。
⑥参见《余江区血地防站历年来收集的江西省血防文件（1956—1985）》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6、10、7、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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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规划》，再次确认

和细化上一年“69号文件”。1957年 3月余江

县第二次血防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针对两年内

完成歼灭战统一认识，提出“巩固成绩，复查疫

情，反复战斗，坚决消灭”的口号。9月的第三

次血防专业会议，“基本解决了思想问题，解决

了工作问题”。1958年1月18日，《1958年全县

防治工作计划（草案）》制定出台，要求鼓足干

劲，提出“苦战四十天”的口号，并对各项工作

进行了细化、强化。①

在中央血防九人小组 1958年 2月评定余

江“基本消灭血吸虫病”已经成为全国“先进旗

帜”的基础上，4月1日，李俊九书记发出“乘胜

追击，苦战三十天，全面彻底根除血吸虫病”的

总攻口号。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七律二

首·送瘟神》已经让余江名扬全国，但余江五人

小组居安思危，仍发出《关于巩固我县根除血

吸虫病成果的指示》，指出“稍一麻痹，瘟神又

会钻空子”。1959年 2月 13日制定《关于余江

县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两年规划》、1960年 1月
制定《关于1960年在血吸虫病流行疫区开展除

害灭病讲卫生以进一步巩固血防工作的计

划》、11月制定《余江县血防巩固公约》、1961年
制定《关于血防工作若干问题制度的规定（草

案）》等，将血防工作常态化，血防工作成为历

届县领导班子工作的重中之重。②

四是科学施治、尊重规律。钉螺是血吸

虫的唯一宿主，因此消灭钉螺就是消灭血吸

虫，同时配套相应的粪便、水源管理，及时救

治病患。

余江县消灭钉螺的主要方式有填沟灭螺、

茶枯和石灰灭螺。填沟灭螺就是挖新沟、填老

沟，按照计划将一区弓塘、蓝田和二区马岗、国

营农场组成一片；其中马岗乡还提前达到了

“又省又快又合乎灭螺标准的要求”。实际上，

石灰还可以增产，公塘工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就

说：“全县有近一千二百亩水田如果用石灰灭

螺，一年可增粮食六七万斤。”人民群众还总结

出了“开新填旧法”和“三光灭螺法”等方式。

“开新填旧法”先后发动了民工两万多人做了

209133个工作日，开新沟填旧沟 376条，全长

397里，填水塘363口，灭螺面积417351平方公

尺。“三光灭螺法”即新旧沟两岸光、塘畔田畔

光、屋前屋后光，以村庄为中心，先易（小沟小

塘）后难（大沟大塘），把一切积水塘、水坑、小

沟填平，防止钉螺滋生。“开新填旧法”作为余

江主要的灭螺方式，被事实证明是经得起时间

考验的，这种方法“不但彻底消灭了钉螺，而且

调整了水系，改善了农田灌溉，扩大了耕地面

积”。从1954年冬到1957年春，全县疫区的钉

螺基本已经消灭，1954—1958年总计消灭钉螺

960.393平方米。③

余江县采取了有效的粪便管理，要求每个

生产合作社修建公共厕所一座，做一个集体牛

栏和猪栏，将人畜粪便管理起来，禁止使用新

粪肥田。截至 1956年底，共计改良厕所 311
座，旧粪窖、贮粪窖 139个，废除不合理粪窖

932个，建立集体厕所 85个，贮粪窖 210个，绝

大多数搭棚加盖密封。设立管理公约，选择

“五保”对象为管理员，负责定期清扫。④

余江县还采取了有效的水源管理，要求没

有水井的村庄必须打一口水井，不要到有钉螺

的水塘洗衣服、洗菜等。一定要使用流水沟渠

的要分段使用，吃水、洗菜、洗衣、洗澡要自上

而下划分。池塘要分塘使用，按照吃水塘、洗

澡塘、洗衣塘、洗马桶塘、耕畜洗澡吃水等划

分，要插牌固定下来，有钉螺的塘要禁止使用

或填死。截至 1957年底，实现了疫村“村村

①参见《余江区血地防站历年来收集的江西省血防文件（1956—1985）》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18、22—23、85、87、96页。
②参见《余江区血地防站历年来收集的江西省血防文件（1956—1985）》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100、113、116—118、

119页。
③参见《余江区血地防站历年来收集的江西省血防文件（1956—1985）》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126—128、20、71页；

余江县档案馆：《余江县档案馆资料汇编之一：送瘟神（第一辑）》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14页；余江县血吸虫病地方病
防治站：《余江县血防业务资料汇编（1953—2011）》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7页。
④参见《余江区血地防站历年来收集的江西省血防文件（1956—1985）》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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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井”，大家也形成自觉，不去疫沟摸鱼

洗澡。①

在治疗病患方面，余江县1956年完成治疗

1000人任务，血防站收治晚期病人，经济困难

者可以减免。治疗方法上用锑剂治疗的疗程

由29天缩短到20天，到1956年7月，收治病人

1134人，用锑剂治疗1081人，使用中医治疗53
人，早期病人 1060人，占收治数 93.5%，晚期

病人 74人，占 6.5%，半年未发生死亡事故。

1957年全年治疗病人 844人，出院 768人，其

中中医治疗 91人，死亡晚期病人 1人。充分

发挥中西医结合力量，组织中西医座谈，搜集

中医中药验方，凡对病人有利的方法均可采

取。聘请中医师徐祖礼、饶青山进行中医治

疗，有晚期病人21人，14人用消痦散，7人用九

转灵丹配合针灸治疗，经过半月，大部分腹水

消失，食欲增加。②

五是发动群众，形成灭螺合力。充分发动

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使血吸虫病陷入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加快灭螺速度，1956
年 2月 28到 3月 9日，训练疫区不脱产保健员

63名。截止到 1956年 4月，发动了 28个乡，4
个街及国营、更新农场计12870个民工，投入灭

螺战斗，动用 97726个工作日，填平老沟，开挖

新沟和修理部分旧沟全长 236里，填塞水塘与

牛车井200个，修整水塘63个，消灭钉螺13斤，

扩大耕地面积 1004亩，到 1957年可增产粮食

35万多斤。③

一组组数据的背后是疫区和非疫区老百

姓积极热情的参与，党、团员起到了先锋模范

带头作用。塘桥、洪湖、水北、新店等乡民工，

带汽灯到工地上加班加点，两天半完成五天任

务。乡与乡、社与社开展热烈的红旗竞赛，发

动挑战，如塘桥乡发出挑战书，提出两天半内

完成任务，鼓舞了其他十多个乡民工的劳动热

情，大部分乡都在两天半内完成任务。为彻底

消灭血吸虫病，1957年底还需要填埋老沟 17
条，开新沟 4条，填水塘 16个，总计需要 33800
多个工作日。因此，全县抽调 2800名民工，其

中弓塘乡由新危、大塘、平定、马荃等乡支援；

邓埠镇由管坊、潢溪、倪桂、马岗等乡支援。余

江血防充分发动群众，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制度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④

1958年5月27日，由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

员会等多家单位组成的鉴定机关下发《根除血

吸虫病的鉴定书》，指出：“余江县党政领导在

积极防治、采用综合措施的方针指导下，发动

了群众，进行了反复斗争，通过全面复查，证明

该县已根除了血吸虫病。”⑤

二、“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及

基本功能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因而我国的大众传

媒是社会主义媒介，我们不但不否认自己的舆

论导向作用，而且应当旗帜鲜明地把引导舆论

作为一项基本任务。舆论导向的含义更宽

泛，包含对社会认知、价值、态度和行动的全

面引导。为此，舆论导向需要遵循一定的客

观条件和规律，需要来源实际、立足人民，实

事求是地发挥社会主义媒体的正向作用，使

之与现实正能量产生良好的二元互动。联系

本文主题，“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正凸显

了这点。

（一）发轫阶段破除畏难思想

1958年5月27日，余江县作为县级单位率

先根除血吸虫病经过了权威机关确认，一个月

后的 6月 3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第一面红

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的经过》

发表，文章认为余江县“在全国血吸虫病防治

①参见《余江区血地防站历年来收集的江西省血防文件（1956—1985）》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26—27、95页。
②参见《余江区血地防站历年来收集的江西省血防文件（1956—1985）》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20—21、51、94、27、

35页。
③参见艾冬云：《余江县血防文件选编（1950—2011）》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32、34页。
④参见艾冬云：《余江县血防文件选编（1950—2011）》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34、35、90页。
⑤参见艾冬云：《余江县血防文件选编（1950—2011）》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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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战线上插上了第一面红旗——首先根除

了血吸虫病，给祖国血吸虫病科学史上增添了

新的一页”。[4]需注意的是，文章是《人民日报》

记者与《江西日报》记者联合实地调查采访所

撰写，两位记者的报道充满向上的精神力量，

希望早日将这一喜讯传递给全国人民，给如火

如荼的血防事业鼓劲。

该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完全客观真实的，不

存在刻意向受众“隐瞒”或“筛选”信息的意图。

当然，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想必也

是两位记者始料不及的。隔日，毛泽东在杭州

看到报道后，欣然提笔撰写了著名的《七律二

首·送瘟神》，刊登于 10月 3日的《人民日报》，

该诗作赞扬了余江血防伟大成就，余江血防由

此享誉全国。毛泽东的“锦上添花”彻底“引

爆”了该事件的舆论影响力，有学者就注意到

了余江“第一面红旗”是由高层领导人亲自树

立的，具有“名人效应”。[5]

千百年来，中国的封建王朝“无奈小虫

何”，旧社会疫病造成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难

以名状。毛泽东在诗作“后记”中也对血吸虫

的危害做了描述。中国共产党能否带领人民

一举消灭该病，不仅是为解除老百姓病痛所应

承担的国家责任，是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

“得人心”“服人心”的重要考验，更是检验社会

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试金石。消灭血吸虫病，破

除了一些人认为“血吸虫病无法消除”的畏难

思想，为老百姓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

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由于毛泽东的崇高

威望，并且由于该诗作具有较高的文学成就而

更为老百姓所传颂，这又反过来让余江“第一

面红旗”符号继续深化。

（二）形成阶段塑造精神动力

在随后几十年里，中央与省级主流媒体对

余江“第一面红旗”进行了持续不断的长期跟

踪报道，笔者统计了1958—1980年之间一些主

要媒体的相关报道（参见第48—49页表1）。

从中可以发现，仅《人民日报》和《光明日

报》两大央媒的报道在22年间就接近20次，省

级主流媒体《江西日报》更多。如果说毛泽东

诗句的发表是“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发轫时期，

那么在主流媒体多年的报道后，这一符号正式

进入形成时期。老百姓一提到余江马上就联

想起了血防及其“第一面红旗”，此时在人们的

头脑中形成了余江等于血防“第一面红旗”的

印象。当然，印象的累积所形成的这一符号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人民领袖和主流媒体继续

加强舆论导向的引领作用，强化其血防标杆的

“刻印”，这就产生了两个良性后果：

第一，“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激励了余

江血防事业再接再厉，永当行业排头兵。消灭

血吸虫病后，余江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现

了人畜兴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比如建头村

增加到 21户，54口人，形成初具规模的村子

了。弓塘乡张家村逃出去二十几年的农民，也

都搬回来了。①人民的身体更加健康、体质显

著增强，如表 1《体育报》报道的余江文体活动

积极开展，实际上也是拿疫情结束后的余江

与旧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客观上也是一种“议

题设置”。不仅如此，余江迎来了“第二面红

旗”——1959年以来，余江县为部队输送合格

兵员7498名，无一退兵，国防部授予“征兵工作

先进单位”。[6]蓝田乡张国栋，血吸虫病治好后

当上了空军飞行员，1987年任空军某师政委；

2006年 5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血吸虫病防

治工作会议”在余江举行；2018年 12月 14日，

余江县血防纪念馆正式升级为国家级中国血

防纪念馆；2018年12月14—15日，全国地方病

防治专项三年攻坚行动现场会在余江召开。

我们或可说，血防已经融入余江的生活细胞，

在各个方面形塑了余江的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余江地域政治成功地打上了深深的‘血防’烙

印”。[5]笔者在余江调研的一个多月里，对上述

情愫深有感触，余江血防工作 60余年不倒，60
①参见《余江县档案馆资料汇编之一：送瘟神（第一辑）》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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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时间

1958.5.30
1958.6.30
1966.1.4
1966.6.27
1970.10.16
1970.2.10
1970.7.12
1970.10.6
1970.12.24
1971.1.12
1971.10.3
1971.10.4
1971.10.20
1971.12.14
1972.9.13
1972.10.3
1973.7.1
1973.10.4
1974.4.5
1974.3.9
1974.3.26
1974.3.28
1974.4.5
1974.5.17
1974.7.9
1974.5.28
1974.10.3
1974.11.8
1975.1.30
1975.6.27
1975.7.4
1975.7.14
1975.7.16
1975.10.3
1975.10.4
1975.10.5
1976.1.5
1976.6.8
1976.6.26

来源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人民日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人民日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光明日报

人民日报

江西日报

体育报

江西日报

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江西日报

体育报

人民日报

体育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江西日报

内容

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

第一面红旗——记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一心为人民 一切靠人民——余江县委依靠群众改变生产面貌的斗争

遵循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余江县委用一分为二方法看成绩

春风杨柳万千条——记在毛主席《送瘟神》伟大诗篇鼓舞下余江人民的战斗历程

继续革命 巩固成果 余江县巩固防治血吸虫病成果的调查报告

白塔河畔尽朝晖——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后的巨大变化

今日余江旗更红

伟大诗篇化长虹

余江人民谱新篇

扛红旗的人——记余江县几位学大寨带头人的事迹

女查螺员

红日高照景象新——记余江县兰田坂大队的巨大变化

发扬“送瘟神”精神 根治白塔河

一支捍卫红旗的轻骑兵——记余江县血防队伍为巩固和发展血防成果而战斗的事迹

战斗在血防线上——记余江县兰田坂大队为巩固血防成果而战斗的先进人物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余江县人民坚持不懈地巩固血防成果

血防战线第一面红旗光采夺目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巩固血防成果

不许旧社会的悲剧重演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不许瘟神“复辟”

铁臂银锄创历史 纸船明烛送瘟神

铁臂银锄创历史

深入批林批孔进一步巩固血防成果

余江县人民巩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成果（重点介绍）

高擎血防红旗的新一代

欣欣向荣的新余江

血防战线新一代

白塔河畔红医队

开展“余江—北京”象征性长距离游泳

夺取除害灭病的新胜利

蓝田大队夏季游泳活动蓬勃开展

光辉诗篇化宏图

夺取血防生产新胜利

春风化雨洒余江

毛主席的光辉诗篇鼓舞着我们不断前进

发扬送瘟神精神 痛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红雨洒余江

表1 1958—1980年之间各级主流媒体对余江血防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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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如一日地查螺灭螺，做好记录，这些血防

人日常点滴的工作又何尝不是全国血防人的

缩影！

第二，“第一面红旗”符号的树立也鼓舞了

各地血防工作。有学者指出：“我在旧社会从

事医学工作十六年，没有听说过，更没有看到

哪里消除了血吸虫病，在资本主义国家文献里

也没有血吸虫病可以消灭这一条。”①给余江县

根除血吸虫病作出专家鉴定的孙振中教授认

为，余江县的壮举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技术一旦为群众

所掌握，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②1958年 5
月25—28日，余江邓埠镇召开了庆祝大会，120
多名代表与会，他们看到余江由疫区变成人寿

年丰的新气象，因而充分认识到，血吸虫病可

防可治，还可彻底消灭，体会到了党中央提出

的积极防治方针是正确的，“破除了怀疑和保

守思想，坚定了消灭血吸虫病的信心和斗志”。

大家纷纷提出：“学余江、赶余江、又多、又快、

又好、又省地消灭血吸虫病。”玉山县代表提

出：“在今年国庆节前达到基本消灭，后三个月

进行扫尾，争取根除血吸虫病的第二个县。”南

昌专区代表也提出：“回去后要在所属疫区开

展突击运动，首先全部治完南昌、新建等县已

查出来的病人，在今后几个月内一定做出成绩

来。”③已经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上犹县、婺源、

浮梁、奉新等地代表，也都表达了要在最短时

期内再加一把劲，赶上余江县的决心。余江也

鼓舞了全国其他疫区的防治工作，余江人“战

天斗地、敢为人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血防

精神，激励着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推

进血防进程。目前全国共有血吸虫病监测点

453个，1985年广东和上海、1987年福建、1995
年浙江达到了血吸虫病消除标准，2017年四川

达到了阻断标准。目前，全国的血防工作者正

为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到

2030年全国所有流行县达到消除血吸虫病标

准而不懈努力。

三、“第一面红旗”符号的

新时代意义

“第一面红旗”符号在几十年形成过程中，

逐渐发展了原有内涵，时代更赋予其新的意

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第一面红旗”符号代表的血防精

神，从最初余江“战天斗地，敢为人先，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衍化为 2018年经过专家研讨、广

泛征集和筛选提炼，最终凝练出的“群策群力，

科学防治，甘于奉献，誓送‘瘟神’”的我国新时

代血防精神。这一精神从根本上展现了在党

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

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改

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惊天伟业；“中国人民

序号

40
41
42
43
44

时间

1976.7.16
1976.9.24
1976.10.3
1976.12.2
1978.4.5

来源

江西日报

光明日报

江西日报

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

内容

兰田人民畅游“幸福水”

红太阳光辉照万代

余江县人民决心把卫生革命进行到底

坚持继续革命 余江欣欣向荣

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 巩固血防成果

①转引自《余江县档案馆资料汇编之一：送瘟神（第一辑）》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5页。
②转引自《余江县档案馆资料汇编之一：送瘟神（第一辑）》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6页。
③参见艾冬云：《余江县血防文件选编（1950—2011）》未刊版，余江县血防站档案室藏，第111页。

续表1 1958—1980年之间各级主流媒体对余江血防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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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

世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在新时代所谈的广

义上的血防文化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中国人民在血吸虫病防治历程中创造并形

成的独特风气、社会意识乃至物质文化等总

和，[7]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血防工作者所

共同创造、发展和积淀起来的精神文化的进

一步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们站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起点

上，更加需要发挥血防精神体现出来的“改造社

会”的内涵，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第一面红旗”

符号所代表的血防精神已经成为新中国社会

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等时期形成的一系列精

神谱系之一，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

民的精神就由被动转向主动。新中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大

庆精神、北大荒精神、垦荒精神、西迁精神、焦

裕禄精神、铁人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

雷锋精神等；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特区精神、

载人航天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

击非典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这些都是中国

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形成的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了

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血

防精神也必将与其他精神一道，继续照耀我

国为全面根除血吸虫病而不懈奋斗、为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精神

动力。

第三，“第一面红旗”符号在发展中已经远

远突破了其原始概念和意义，成为提升国家认

同和凝聚力的象征和载体，充分彰显和鼓舞人

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血防精神所

彰显的全国一盘棋、一条心，“战天斗地”的革

命英雄主义精神，形成了强大凝聚力，不断促

进人民群众增强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制度

认同和文化认同。

第四，“第一面红旗”符号逐渐溢出了血防

边界，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提供了精神资源。60年前，面对“千村薜荔”

的惨状，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送走了瘟神，事

实证明，瘟疫是可以战胜的。我们党带领全国

人民消灭血吸虫病的历程也印证了没有共产

党就不可能战胜疫情，余江血防“第一面红旗”

也不可能树立起来。

余江血防“第一面红旗”符号的形成与发

展告诉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尊重科学

规律、实施科学举措，发挥群众积极性、主动

性，“瘟神”是可以送走的。血防精神也进入中

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积淀着崇高神圣的初

心使命，积蓄着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

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力量，激发继续前进的

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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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rconnection among the History of World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of the CPC,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re exists inseparable logical interconnection among the history of world
socialist development, the history of the CPC, the history of New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CPC
’s practice of working for the happines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commonwealth of the world is the main
line of the“four histories”. The CPC followed the path blazed by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o establish a new socialist China; when the world
socialist development faced a huge setback of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the CPC members
drew a profound lesson from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firmly established the dire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aised the reforms in socialist countries to a new level, and br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to a
brand new stage.(Wu En-yuan)
On the Connotation, Denotation and Strategic Thinking of Conducting the Great Struggle in the New Era：：Continuing the Great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 order to continue the spirit of party construction. To be brave and good at carrying out the great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we must clarify its connotation, denotation and strategic thinking. The connotation has two levels: the philosophical level of the struggle suggests
the absolute role of all factors within things that exclude each other; the practical level of the struggle is to solve the interest contradiction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and even classes through a broad social revolution and self-revolution led by the Party. The outreach from this involves two areas:
adhering to the Party’s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struggle in the ideological area; advancing the great cause and improving
the skills of struggle in the political area. Daring to struggle and being good at struggle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strategic thinking to manifest the
morality and truth of Marxism. It includes maintaining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based on the ability of strategic thinking, strengthening the people-
centered value stance, and applying scientific theoretical thinking that reflect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Chen Xi-xi)
Exploring the Ideological Discourse in Cultural Works：：As an important publicity carrier, cultural works can realize the popularized, daily
and universal expression of socialist ideology, provide ideological impetu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p the national spirit of different
times. Enhancing social cohes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socialist ideology through cultural works is an important task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innovative creation of cultural works should have the“sense of reference”of entering into real life and the“nobility”of transcending reality, so
as to continuously infect, influence and attract people.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play to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cultural works, endow
them with traditional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and constantly enhance the unifying, appealing and centripetal power of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discourse through the innovative creation of cultural works.(Peng Li)
The Disciplinary Support for Cultivating and Practis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Core socialist values are the common value beliefs of the
Chinese people at present, concentrating on the value pursuit and cultural beliefs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 However, some problems are
also exposed 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and practising core socialist values. Solving those problems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disciplinary system, promoting the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nd m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more academic, disciplinary and practical. At the same time, the firm establishment of the values also puts forward construction requirements for the
socialist disciplinary system, which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theoretical disciplines, build a complementary knowledge patter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imes,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c education with superior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principles.(Zong Ai-dong)
Three Paths of Theory Popularizati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To achieve
substantial results, theories must be built on the basis of universal acknowledgement, that is, the masses cognitively and behaviourally agree with,
accept and follow the value orientation, theoretical content and practical goals of mainstream theories, and take the initiative to have their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conformit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heories.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has undergone a successful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in which the CPC has shaped mass Marxist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theoretic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Party’s guiding
ideology through the bond of a common national psychology, and eventually transformed them into the conscious actions of the masses.(Chen Xiao-
jing)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First Red Flag””Symbol of Schistosomiasis Eradication in Yujiang County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first red flag”symbol of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in Yujiang County is shown as
follows: Yujiang County took the lead in eradicating schistosomiasi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Chairman Mao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which is a necessary condition and prerequisite; Chairman Mao wrote“Two Poems of Sending off the God of Plague”, which made Yujiang famou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objectively completed the“topic setting”process; since then, the central and provincial media continued to report
Yujiang as a successful model of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for many years, which is the stage of formation. After years of maturation, the spirit of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embodied in the symbol of“the first red flag”for more than 60 years has not only inspired Yujiang people to make persistent
efforts for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but encourage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The spirit of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represented by the“first red flag”symbol has also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series of spiritual genealogies formed during the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of new China. It gradually spilt over the borders of schistosomiasis control and provided spiritual supply for the ongoing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pandemic, which is the development stage.(Liu Yu-shan)
A Review of the Activity of Learning the CPC’’s History in 1951：：In 1951, the CPC launched its first large-scale activity of learning its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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