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目： 《从新冠疫情看中央集权》 
 
组长：刘浩然 1O3 (12) 
组员：周朔丞 1O3 (31) , 周汇智 1O3 (30) , 邵裕童 1O3 (21) 
 
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1.2. 文献研究 
 

1.3. 研究方法和框架 
 
2. 内容 

2.1.  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和起源 
 

2.2.  中央集权制度在疫情下的影响 
 

2.3.  中央集权制度的利弊 
 

2.4. 中央集权政策和议会制在疫情下的对比 
 
3. 最终报告 

3.1. 资料整理做成的网站 
 

3.2. 调查卷结果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 
 
 
 
 

 
 
 



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 了解中央集权制度是如何高效应对紧急情况，并在短时间内以举国之力，团结一心地对抗
疫情 

● 了解为何在新冠疫情这种世界危机前，有些国家的处理混乱不堪，甚至对疫情没有采取任
何措施。而采取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却能有条不紊地将大规模爆发的疫情控制得井井有
条。 

● 牢记中央集权制度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以帮助我们在以后面临类似的危机时，可以借
鉴这种处理方式，更加完善的处理危机。 

 
1.2. 文献研究 

 
中央集权制度（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是一种国家政权的制度，以国家职权统一于中央政府
，削弱地方政府力量为标志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这种形式起源于秦朝，并在清朝达到顶峰。这种制度通常与君主专制相提并论，然而两
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必然联系。另外，也跟地方权力较大的几种政权体制作为对照。此

后，这种政治体制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 
专制主义体现的是君臣关系；而中央集权处理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封建社会一般实行中央

集权制度。当前中国实行行政管理体制，不是君主专制体制。 
————百度百科《中央集权》 
 
在采用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中，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并不完全分立。议会民主制一般实行于民主
国家，因此存在着多个参加议会差额选举的政党。议会内阁制的政府首脑（行政首长）与国家元
首（head of state）分开，其国家元首通常是仪式性职务，不享有实际的行政权。 
议会制下的行政中枢为政府的内阁，由政府首脑（一般称为总理或首相）领导。总理或首相以及
全体内阁成员一般也是从议会议员中产生，并在任职后保留议会中的议席。政府首脑往往由议会

多数党领袖担任。但是，当多数党的席次不过半数时，几个少数党也有可能通过建立同盟积聚过
半议席从而获得任命政府首脑的权力，此时的政府称为联合政府，内阁称为联合内阁。 
在很多国家，内阁或内阁内的任何成员都可以通过议会对其的不信任投票而被免职。此外，政府
首脑也可以决定解散议会，经过向国家元首礼貌性报告后，由元首下令重新举行国会选举。 
在议会民主制国家中，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职务分开。在大多数议会民主制国家中，国家元首

（君主或是总统）是象征性的职位，只拥有些无关政局的权力，例如公务员任命权与签署法令，
接受外国使节等。不过国家元首也会保留一些在紧急状态中可以使用的特别权力，但是大多数情
况下（无论是依惯例还是依法律规定）此类权力是在得到政府首脑支持后才会得到实行。国家元
首的命令必须经由政府首脑的副署才能生效，元首依法不能自行发布政令。 
————百度百科《议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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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个好处，可以集合全国的力量。一个班级的学生，他们肯定都有自己擅长的科目，也肯

定都有自己不擅长的科目。有些人语文好得丧心病狂，而有些人语文却烂得见不得人；有些人英

语好得一塌糊涂，而有些人英语却烂得基本没了救；有些人一道数学题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做，而

有些人一道数学题做了两个晚自习也没做出来；有些人三十分钟就考完一张物理试卷，而有些人

快打铃了还没做完物理选择题；有些人化学最多只扣十分，而有些人化学最多只考十分； 
 
有些人考生物靠实力，而有些人考生物则靠视力，还有些人甚至靠想象力。如果这个班级的学生

都各学各的，老死不相往来，语文好的对语文差的爱搭不理，英语烂的也不向英语好的讨教，那

么这个班级的整体成绩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反之，如果他们在自己擅长的科目上辅导别人，同时

也在自己不擅长的科目上向别人请教，如此取长补短，那么这个班级的整体成绩必然会有所提

升。 
 
同样的，一个国家各个地方的发展情况也必然有所不同。如果国家是分裂的，这些地方都自给自

足，闭门造车，那么全国各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肯定都高不到哪里去；而如果国家是统一的，这些

地方相互之间都进行交易，盛产海盐的地方用海盐去换别人的陶器，盛产青铜的地方用青铜去换

别人的丝帛，如此互通有无，那么全国各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必然都会大幅提升。这是第二个好处

，可以调配各地的资源。一、可以集合全国的力量，二、可以调配各地的资源，这是国家统一的

两大好处，同时也是林肯为什么不能容忍美国南方独立而非要统一美国的一个原因所在。 
————老陈爱历史《中央集权》 
 
1、中央集bai权的高度加强必然使地方丧失自du由度和主动性，zhi不利于地方因地制宜dao的发
展适合本地方的经济，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地方官员的生、转、迁、调也不利于长期经济计

划的制定和执行。 
 
2、中央集权的加强，使得中央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制定苛捐杂税，可以随时增加劳役，地方没有
力量反抗。这样也使得官员有了贪腐的可能和机会。 
 
3、以皇帝个人专制为表现形式的中央集权有其内在的不稳定性。皇帝个人不可能总揽政事，必然
要通过一小部分人控制庞大的国家机器。这些围绕在皇帝身边的人，欺下瞒上，贪污腐败，极力

扩充势力范围，他们是封建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4、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隋唐的科举考试，明朝的八股取试，清朝的文字狱，中央集权一步步加
强思想的控制，使得为官当政者都是封建社会培养出的木偶。呆板、腐化、千人一面，思想僵化

，没有创新，社会、文化的发展受到抑制。 
————百度知道《中央集权的弊端》 
 
 
 
 
 
 
 
 



疫情来袭 
中国在战斗 

 
数字和时间 
记录着十四亿人民的战“疫”故事 

 
医务人员紧急驰援 
建设者分秒必争 

 
志愿者艰辛付出 
全国各地无私捐赠 

 



每一个数字起伏 
都记录下我们的痛与爱 
战“疫”还在继续…… 
————中国战“疫”时间线 
 
 
 
 

 
1.3.  研究方法以及框架 

 
研究方法 
 
→ 调查问卷 
→ 文献分析 
→ 政策对比 
 
研究框架 
 
→ 历史起源 
→ 政策利弊 
→ 政策对控制疫情的影响 

 
2. 内容 

2.1. 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起源 
1.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六国，建立了秦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皇帝的朝代）。并着
手建立了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策，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 

 
2. 这种政治体系在中国延续至今，存在了长达两千多年。 

 
3. 在这两千年里, 尽管王朝和统治者在不断更替,甚至经历数次改革。但中央集权这种核心制
度在秦朝之后的2000年里几乎从未改变,经久不衰。 
 

4. 中央集权制度萌芽在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催生了封建官僚主义，其特点为百官服从君主法
令。 
 

5. 由于中央集权制度是从商鞅变法转变而来, 其思想根源也来源于法家 
 

6. 这种制度的诞生也源于中国地大物博,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进行管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5%86%E9%9E%85%E5%8F%98%E6%B3%95/10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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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韩非子在战国末期，提出要建立 “事在四方 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 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国
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政事分给地方官员来做, 大权集中在中央。圣明的君主独掌大权,四
方的官员都来效力。韩非子的思想跟随了历史的脚印,参考了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设计了
一种新型国家统治形式。—— 中央集权制度 

 
 

2.2. 中央集权制度对疫情的影响 

经济 
1. 中国政府降低了企业成本并安排了贴息资金。 
2. 国家减少了税收，增加了补贴，降低了存款利息，保持贷款利息不变。 
3. 适当增加了对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的补贴，以帮助这些企业渡过难关。 
4. 减少房租， 放宽交租时期。 
5. 军队被派往各个乡区帮助企业复兴。 

 

人文 
1. 通过网课以及电视频道积极地为学生们补课，在疫情期间让他们的学习不会落下。 
2. 学而思网校以及其他企业帮助乡村孩子在线上学习。 
3. 音乐家三五成群为医护人员演唱励志人心的歌曲，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 

 

管理 
1. 在疫情初步控制的阶段时，如果发现病例会马上进行治疗，并将患者密切接触人群进行隔
离。 

2. 体育比赛目前是以无观众的方式进行，防止群众感染。 
3. 政府在公共场所张贴海报，提醒民众们勤洗手，少接触。 

 
2.3. 中央集权制度的利弊 

 

利端 
1. 中央集权制度可以让我们在产业生产效率低下或面临危机(新冠疫情)的时候，能有效地组
织人力，财力，物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2. 可以帮助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性 
 

3. 中央集权还可以提高行政的效率。在政府发达命令时，中央集权使得地方政可以最快并最
高效率地执行。由于中央集权使地方政府的力量被削弱，地方政府只好乖乖遵旨，不能讨

价还价。 
 



4. 集权制度可以有效消除分裂的可能性，维护国际统一，让社会发展不会受到内乱的影响。 
 

弊端 
1. 中央集权的加强，使得中央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增加劳役，地方没有力量反抗。这样也
使得官员有了贪腐的可能和机会。 

 
2. 中央集权的高强度管理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的权利遭到大幅度削弱，不利于地方的发
展。 

 
3. 由于国家首要领导人(皇帝)无法每时每刻管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导致有一些围绕在国
家领导人身边的高级政府官员或宦官(太监) 欺下瞒上，贪污腐败，极力扩充势力范围，
创立党派, 造成朝廷统治不稳定. 

 
4. 中央集权制度会加强对思想的控制,导致科举考试例如 → 八股文;所选出来的国家栋梁都
是书呆子, 没有创新和治理国家的能力, 可能导致国家无法进步甚至退步. 

 
2.4. 中央集权政策和议会制在疫情下的对比 

中央集权制度 
1. 反应速度快 
2. 在紧急状态下应对措施落实很快 
3. 中央集权下的中国及时进入了封城状态，及时地制止住了病毒的发展。目前大部分企业
以及日常生活以及步入正轨。 

4. 疫情在5月份基本已经得到控制，现阶段经济开始回暖 

议会制度 
1. 由于缺乏统一的协调，各州在控制疫情上基本上是各自为政  
2. 联邦和地方层面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应对  
3. 进入紧急状态比较慢，导致疫情社区传播迅速。目前美国日均增加病例大约6万人。在
现在的情况下，疫情在美国有可能造成几十万人死亡。 

4. 美国现阶段疫情确诊病例超过500万，情况十分严重，很多企业破产或者经济衰退 
5. 美国失业率现为10.2% 

 
 
 
 
 

 



3. 最终报告 
3.1. → 整理资料做成的网站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zhongyangjiquan/%E9%A6%9
6%E9%A1%B5?authuse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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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调查卷结果 
 

 
我们会问这一题因为我们想要知道我们观众在看我们的专题作业之前对各个执政制度的理解，如
果有大部分的人对此项目有所了解，我们就可以把研究重点放在讲解上，可以注重于做中央集权
的介绍而不是不同的执政制度。 

 
 



我们会问第二题是因为我们想知道我们的研究对象对中央集权的了解，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为他们
制作专题作业资料。 

 
我们问第三题是想要知道我们身边的人的看法，让他们直接的告诉我们，他们的看法，因为新闻
有真有假，他们给的数据也有可能不准确，所以我们会自己做调查，用自己的数据比较放心。 

 
我们问第四题是想知道观众们为什么中国的做法比较好，大多数的人选择的是认为中国好在反应
速度上，这或许和中国快速封城有关。 
 



 
 
 

这个问卷能让我们知道人们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方式来学习，如果一味地制作网站，群众有可能会

对主题失去兴趣。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可能觉得网站已经是完美的但公众不一定这么想，这个问卷就是让群

众向我们提出反馈来让我们对网站进行改正和优化。 

 



我们希望群众能够向我们反馈在网站中是否有获取知识，因为我们觉得科普性的资料或许

对群众来说是尝试所以问卷可以让我们知道是否需要加深一步的去搜索关于中央集权的资

料。 
 
 

4. 反思 
 
刘浩然： 
我们一开始本来不想选择这个关于政治的主题的。但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发现一个国家

的政策对于防范并控制疫情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通过这次的小组作业，我不仅学会了怎

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组长，我还学会了中央集权这种制度。我本来以为我对中国的政策和

历史已经非常了解了，但是这次的小组作业让我学到了更多关于中国的政策和历史。这次

的小组作业也让我明白了中国是怎么样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控制住了新冠疫情。我们

组员之间的友谊也由于了这次的小组作业变得更加深厚。这次的小组作业让我受益匪浅。 

 
周朔丞: 
《从新冠疫情看中央集权》不仅是我在华中的第一个专题作业。更是一份弥足珍贵的经

历。这个小组作业让我跟另外三个成员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也让我对中央集权制度和新冠

疫情有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也许我们选择做这个专题作业的时候只是因为好奇中国为什么

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让全世界都陷入危机并感到棘手的新冠疫情，但是随着我们对中国新

冠疫情的深入了解，我们认识到了中央集权制度对一个国家所产生的的凝聚力是让人震撼

的。众所周知，中国有着十四亿的人口，控制起疫情的难度是其他国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以上。但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令出如山” 和 “令行禁止” 创下了让世界为止赞叹的奇迹。这

份专题作业不仅让我学到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利与弊，更让我了解到了凝聚力和团结一致的

重要性。 

 
周汇智： 
题作业告诉了我效率的重要性，我们一开始，出现了一些差错。我们的组长把我们的工作

分给了大家，这让我体会到了中央集权的利处，因为我们都听组长的。我们提高效率，事

半功倍。与此同时，我总专题作业学到了中央集权的好处，这种制度能让全国上下，团结

起来，使用举国之力，一起来攻克疫情。这个专题作业也教会了我永不放弃，因为专题作

业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因为专题作业是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一步一步的完成，考验我们

的耐心。我很荣幸，能和我的组员一起完成这个作业。 

 

 



邵裕童:  
 在中以便能接触到专题活动而且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探究和资料搜寻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
的考验。因为在小学从来没有和同学一起完成一项专题作业，所以一开始很不知所措，不

知道能否和同学们默契的完成任务。因为我们的主题很特殊需要大量的历史知识和个人对

于政策的一定了解，所以我们一开始遇到了一些困难。这次的专题活动也需要我们四个组

员非常的默契，要把自己的一部分完成后想办法和希塔族源的内容吻合。通过这一次的专

题作业我更加了解了中央集权的历史。我和组员也在配合中变得更加默契。虽然题目先天

比较困难但我们组还是克服了这个考研。 

 
 
 

 
 
 
 
 
 
 
 
 
 
 
 
 
 
 
 
 



参考资料: 
 
中央集权的简介 
https://tinyurl.com/y3l2g4t5  
 
美国联邦治 
https://tinyurl.com/y5nxtl5t 
 
中国战新冠肺炎时间线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688663968298352&wfr=spider&for=pc 
 
武汉雷神山医院建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XFIPfUY9fI 
 
新冠疫情实录《令出如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DITdq7YW0I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https://v.qq.com/x/page/j0763ijusw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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