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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10 万、50 万、100 万、150 万⋯⋯新
冠病毒正在肆虐，全球确诊病例数字不
断跳动上升。2019 年年底开始，这场
疫情袭击多国，迄今已蔓延至 2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

同疾病较量，人类最有力的武器就
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
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而疫苗对疫情
防控至关重要，已成为人类战胜疫情的
关键所在。

历史上，疫苗的研发时间常以年
计。然而，面对全球快速传播的新冠疫
情，尽快研制出有效疫苗成为全人类迫
在眉睫的需求。

加速研发 在大流行中吹响冲锋号
“我们正在一边飞行一边造飞机。”

美国梅奥诊所疫苗研究部主任、《疫苗》
周刊主编格雷戈里·波伦如此形容当前
的新冠疫苗研发。

“当我们遇到这些新病毒时，特别
是冠状病毒，长期的防控希望在于疫
苗。”波伦在 3 月召开的一场新冠疫苗
研讨会上说。

作为一种新型病毒传染病，新冠疫
情还没有特效药，疫苗才是人类应对传
染病的终极武器。自疫苗的早期雏形

“牛痘接种术”在 18 世纪诞生起，天花、
麻疹、脊髓灰质炎、乙肝等曾肆虐全球
的传染病，都通过疫苗接种得到了有效
控制。如果新冠疫情成为一种季节性
流行病，疫苗的开发和推广将成为最重
要的防治措施。

疫情暴发后，中国在极短时间完成
了病毒的鉴定和测序，于 1 月 12 日向世
界卫生组织提交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
列信息，在全球范围内共享。这为各国
病毒检测、治疗和疫苗研发奠定了基
础。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
本、以色列、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等
国都在紧锣密鼓研发疫苗。

然而，疫苗研发是一项耗时久、高
风险、高投入的工作，需经历前期设计、
动物实验和总计三期临床试验。

专家指出，即使“特事特办”，疫苗
也必须经过三期临床试验。临床一期
的安全性试验最短也要不少于 20 天；
临床二期是测试疫苗有效性，大概要
200 至 300 名志愿者，最短需要一个月
时间；临床三期是更大范围接种试验并
评估副作用，最短也要 3 个月到 5 个月
不等。

也就是说，如果三期临床试验一切
顺利，最后得出疫苗有效的结论，最短
估计也需要 6 个月的时间。

例如，埃博拉疫苗项目于 2014 年
底启动，2016 年被证明有效，但直到
2019 年 11 月，世卫组织才首次预认证
由默沙东公司生产的埃博拉疫苗。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 月表示，
新冠疫苗有望 18 个月内“准备好”。这
已是创纪录的高速。

谭德塞 4 月 6 日说，世卫组织有望
本周内宣布一项加速新冠疫苗研发和生
产的“大型方案”。他 8 日又透露，来自
世界各地的 130 名科学家、资助者和制
造商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诺与世卫组织
合作，加速开发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

这是一场以病毒为对手、与时间赛
跑的竞赛。

找准方向 多条技术路线并行
全球多国研究机构目前正勠力同

心，从不同技术路线多管齐下，同时推
进疫苗研发。

研发新冠疫苗首先要弄清病毒感
染人体的机制，让疫苗“有的放矢”。

科研人员发现，新冠病毒主要通过
病 毒 表 面 的 刺 突 蛋 白 与 细 胞 表 面 的
ACE2 受体结合感染人体。刺突蛋白
像一把“钥匙”，细胞上的 ACE2 受体则
像一把“锁”。钥匙开了锁，病毒才能进
入细胞。新冠疫苗的主要作用就是阻
止钥匙打开锁，以防病毒感染细胞。

中国科研人员在病毒基因组序列
以及刺突蛋白与 ACE2 复合物结构解
析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美国研究者则
利用冷冻电子显微镜重建了新冠刺突
蛋白在原子尺度上的 3D 构象⋯⋯在各
国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下，新冠病毒的

“钥匙开锁”机制被明确阐释，这为疫苗

的靶点选择以及研发提供了坚实基础。
靶点确定后，疫苗就可进入初步制

备环节。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正在研发中的

新冠疫苗涵盖了“老中青”三代技术路
线，其中亚单位疫苗、核酸疫苗等是采用
较多的技术路径。据中国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新冠疫苗
研发主要选择了灭活疫苗、亚单位疫苗、
腺病毒载体疫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
苗和核酸疫苗5条主要技术路线。

目前，已有三家机构启动了一期临
床试验。

——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
的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和莫德
纳公司合作研发的 mRNA 疫苗已于 3
月中旬开始临床试验。

——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
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重组新冠
疫苗”也已开始一期临床试验。

——第三款进入临床试验的新冠
疫苗是美国伊诺维奥制药公司研发的
DNA 疫苗。这种核酸疫苗使用了被称
为“质粒”的环状 DNA 作为免疫原，注
射后能使人体细胞产生病毒的蛋白，从
而激发免疫反应。

世卫组织的信息显示，截至 4 月 4
日，另有约 60 款候选新冠疫苗处于临
床前研究阶段，其中亚单位疫苗最为普
遍，其次是核酸疫苗。包括中国复旦大
学、香港大学以及澳大利亚昆士兰大
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印度药企卡迪
拉公司等在内的全球多个团队都在争
分夺秒进行新冠疫苗研发，力争早日让
人类披上抵御病毒的坚实“铠甲”。

这是一场多条赛道、终点明确的竞
赛。

寻求突破 全球合作助力研发提速
从中国科学家首次向世界公布新

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到三款候选疫苗进
入一期临床试验，两个多月的周期创造
了人类抗击传染病历史的新纪录。然
而，新冠疫苗还面临临床试验存在不确
定性、病毒变异等诸多风险和挑战。

攻坚克难、加速研发，需要全球科
研人员携手努力。“疫苗研发是一个非

常复杂的过程。”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人
类免疫学教授徐小宁说。他认为新冠
疫苗研发最快还需要一年半到两年时
间才能完成，如果国际社会加强在该领
域合作，则有可能加快研发进程。

世卫组织总干事新冠疫情应对特
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全球卫生创新研
究所联合主任大卫·纳瓦罗博士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疫情是全球
范围的紧急危机，确认候选疫苗、建立
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准则方面的协调
十分必要。

为了早日获得对抗新冠病毒的“终
极武器”，从国际组织、地区性组织到各
国政府，从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到企
业，全球都已经行动起来，开展广泛的
合作。

在新冠疫苗研发进程中，中国始终
积极参与，贡献力量，倡导合作，发挥了
不可或缺的作用：

——截至 3 月底，中国科研人员已
在《柳叶刀》《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等国
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 50 多篇与新冠
病毒有关论文，与全球同行分享病毒溯
源、结构特征、感染机制、流行趋势等方
面的新发现。

——中国的新冠疫苗研发项目高
度开放。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介
绍，中国同步推进的 5 条疫苗研发技术
路线均对外开放，分别与美国、德国、英
国等国开展合作。

——中国企业也积极参与全球疫
苗产业链建设。比如，上海复星医药集
团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BioNTech）
达成合作意向，将共同推进生物新技术
公司开发 mRNA 新冠疫苗在中国的临
床试验及后续商业化。

徐小宁认为：“未来如果疫苗完成
研发后，中国在疫苗生产方面有很强实
力，可以帮助全球更快地把新冠疫苗的
生产规模提升上去，用以保护健康人免
受感染。”

（参 与 记 者 郭 爽 彭 茜 张 莹
刘曲 凌馨 张家伟 谭晶晶 郝亚
琳 黄堃）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为人类战疫打造最有力的武器
——全球合力加速研发新冠疫苗

新华社北京 4 月 11 日电 （记者 余俊
杰 高敬）国家卫健委 11 日通报，4 月 10 日
0-24 时，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 46 例，其中 42
例为境外输入病例，4 例为本土病例（广东 3
例，黑龙江 1 例）；新增死亡病例 3 例（湖北 3
例）；新增疑似病例 8 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黑龙江5例，上海2例，江苏1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70例，解除医学观

察的密切接触者1411人，重症病例减少3例。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34例（含重症病例

37 例），现有疑似病例 44 例。累计确诊病例
1183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449例，无累计死亡
病例。

截至4月10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
1089例（其中重症病例141例），累计治愈出院
病例77525例，累计死亡病例3339例，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81953例，现有疑似病例44例。累计

追踪到密切接触者718050人，尚在医学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10435人。

湖北无新增确诊病例，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28 例（武汉 27 例），新增死亡病例 3 例（武汉 2
例），现有确诊病例320例（武汉319例），其中重
症病例95例（武汉94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64264例（武汉47112例），累计死亡病例3219
例（武汉2577例），累计确诊病例67803例（武汉
50008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无现有疑似病例。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34 例，其中境
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7 例；当日转为确诊病
例 14 例（境外输入 14 例）；当日解除医学观
察 25 例（境外输入 4 例）。尚在医学观察无
症状感染者 1092 例（境外输入 338 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1416
例：香港特别行政区989例（出院309例，死亡4
例），澳门特别行政区 45 例（出院 10 例），台湾
地区382例（出院91例，死亡6例）。

国家卫健委：4月10日新增确诊病例46例
其中境外输入42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4例

新华社东京 4 月 11 日电 （记者
郭丹）11 日上午，1 万份留学生“健康包”
抵达日本大阪，中国驻大阪总领事何振良
通过视频连线领区30多所大学的留学生
代表，对“健康包”进行了“云端交接”。

何振良对留学生代表表示，目前新
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党和国家高度重视
和关心海外留学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在国内防疫物资仍十分紧张的情
况下为大家准备了“健康包”。希望这一
个个饱含着祖国爱心、呵护与叮咛的“健
康包”能帮助大家做好疫情防护，祖国和
总领馆永远是大家的坚强后盾。

西日本地区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
（西日本学友会）会长张希西表示，感谢祖国
的关怀。学友会将负责把充满爱心的“健
康包”转交到需要的同学手中。当前疫情
虽日趋严重，但留学生整体精神状态不错。

近期，京都产业大学出现新冠病毒
聚集性感染，何振良特意询问了该校中
国留学生的情况。京都产业大学学友会
会长姚志慧表示，目前该校中国留学生
均平安无事，已做好了相应防疫措施。

总领馆工作人员表示，将用最快的
速度将“健康包”发放至领区内各学友
会，送到留学生手中。

中国驻日本大阪
总领馆向在日留学生

发放“健康包”

新华社日内瓦 4 月 10 日电 （记
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 10 日表示，过早解除居家隔离等限
制措施可能导致疫情卷土重来。

谭德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过
去一周在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和法国
等疫情最严重的欧洲国家，新增确诊病
例出现放缓。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新增
确诊病例加速增长则令人担忧。

谭德塞说，新冠病毒正在非洲农
村地区扩散，目前已有超过 16 个非洲
国家出现集群病例和社区传播。非洲
国家本已不堪重负的卫生系统预计将
面临严重困难，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世卫组织呼吁非洲各国采取紧急应对
措施，加强现有公共卫生和初级卫生
保健基础设施，同时呼吁二十国集团
加快对非洲抗疫的支持。

谭德塞表示，虽然一些国家已计划
解除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等限制措施，

但过早解除限制可能导致疫情卷土重
来。他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各国合作制
定逐步、安全放宽限制战略，建议在此
之前重点考虑六大因素：控制疫情传
播；有足够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在
长期护理设施等特殊环境中暴发疫情
的风险已降到最低程度；在工作场所、
学校和人们必须去的地点已采取预防
措施；输入性病例风险可控；社区充分
了解并参与执行措施。

谭德塞说，为保护一线医卫工作
者，世卫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正与
联合国系统内外的伙伴们协调，通过
在比利时、中国、埃塞俄比亚、加纳、马
来西亚、巴拿马、南非和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的供应中心，扩大个人防护装备、
实验室诊断设备、呼吸机等的采购和
分配，并提供给最需要的国家。世卫
组织估计，这条供应链应能在疫情紧
急时满足全球 30%以上的需求。

世卫组织：过早解除限制措施
可能导致疫情卷土重来

新华社武汉 4 月 11 日电 （记者
乐文婉 齐中熙）11 日，湖北重症、危
重症患者首降至两位数，国家卫健委
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重症、危重症患者
救治难度依然非常大，15 日前将雷神
山、火神山医院患者转运到同济医院
中法新城院区等 4 家医院集中治疗。

焦雅辉说，截至 11 日，武汉市还
有 94 例在院重症、危重症患者，其中 5
例在使用 ECMO，31 例进行有创的机
械通气，7 例进行床旁血滤。重症、危
重症患者的共同特点是，绝大多数年
龄比较大、合并有基础疾病。由于住
院时间比较长，免疫力低下，需要综合
多器官的支持治疗、营养治疗，救治难
度还是非常大。

为做好治疗，重症、危重症患者将
进一步向高水平医院集中。“我们计划
把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的患者在 15

日之前转运到同济中法、湖北省人民
医院东院、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
院西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焦雅辉
说。其中，新冠肺炎已经治愈、但有严
重基础疾病的患者将被转到中南医
院，新冠肺炎未治愈患者将被转移到
其他三家医院。

焦雅辉说：“把这些重症、危重症
患者向高水平医院集中，是为了确保
他们能得到最有效、综合的治疗，保证
治疗效果。”

焦雅辉补充道，患者集中后，武汉
已有 65 家医院全面恢复正常医疗工
作。对于仍然在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
医院来说，随着病区的集中，只要“两
区三通道”、通风、空调等系统符合院
感要求，清空的病区在经过消杀后，可
以接受非新冠病人，进一步扩大开放
的床位。“这样可以增加医疗资源供
给，对于缓解供需矛盾非常重要。”

雷神山火神山医院患者将于15日前
转运至4家高水平医院集中治疗

据新华社罗马 4 月 10 日电
（记者 陈占杰）意大利累计新
冠 确 诊 病 例 10 日 增 至 147577
例，死亡病例 18849 例，治愈病
例 30455 例。意总理孔特当天
表示，原定 4 月 13 日结束的全国

“封城”措施将延长到 5 月 3 日。
意大利民事保护部门负责

人、新冠病毒应急委员会专员博
雷利 10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说，该国确诊病例比上一日增加
3951 例，死亡病例增加 570 例，
治愈病例增加 1985 例。

博雷利说，在现有患者中，
66534 人在居家隔离，28242 人
在医院接受普通治疗，3497 人在
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其中，重
症病例比上一日减少 108 例，连
续第七天下降；在医院接受普通

治疗的人数连续第四天下降。博
雷利说，医院面临的压力从一周
前开始减轻，这一趋势仍在继续。

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院
长布鲁萨费罗当天说，病亡者的
平均年龄是 80 岁，其中男性占
68%。过去几天疫情出现减缓
趋势，表明严格的管控及保持社
交距离的措施取得成效，但这并
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绝不能
放松警惕。

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意
大利从 3 月 10 日起进入全国“封
城”状态，从 3 月 12 日起关闭全
国除食品店和药店以外的所有
商铺，从 3 月 21 日起关闭所有公
园和其他公共场所。孔特 4 月 1
日宣布，将“封城”措施的结束时
间由 4 月 3 日延长到 4 月 13 日。

意大利累计死亡病例近1.9万例
“封城”措施再度延长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0 日电 （记
者 谭晶晶）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最新发表的一项利用瑞德西韦治
疗新冠重症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大
约三分之二的重症患者接受瑞德西韦
治疗后，在氧气支持类型方面得到改
善。但研究人员谨慎表示，由于该研
究缺乏对照组等限制因素，目前评估
瑞德西韦疗效仍为时过早，需等待后
续临床试验结果才能判断其有效性及
安全性。

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
研发的一款抗病毒药物，主要用于治
疗埃博拉出血热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
疾病，尚未在全球任何国家获批上市。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最新发表的
论文介绍，在同情用药原则下，来自美
国、欧洲、加拿大和日本的 53 名新冠
重症患者接受了瑞德西韦治疗。在接
受治疗前，近三分之二的患者需要呼
吸机支持。患者接受瑞德西韦静脉给
药治疗 10 天。在接受第一剂瑞德西
韦治疗之后的 18 天（中位数）观察期
内，有 36 名（68%）患者的氧气支持分

级有所改善。其中，需机械通气支持
的 30 名患者中，有 17 名（57%）拔除气
管插管。共计有 25 名患者出院，7 名
患者死亡，死亡率约为 13%。

吉利德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由于此次研究的患者规模小，观察期
较短，且缺乏随机双盲对照组，因此同
情用药的研究数据存在局限性。正在
同步进行的瑞德西韦随机双盲对照临
床试验，将提供更多关于瑞德西韦疗
效的科学结论，预计未来几周内将公
布初步数据。

论文主要作者、锡达斯-赛奈医疗
中心流行病学主任乔纳森·格赖因表
示，目前尚无针对新冠肺炎验证有效
的治疗方法。尽管还不能从现有研究
数据中得到明确的结论，但至少能看
到使用瑞德西韦治疗这些患者是有希
望的。他表示希望能通过随机双盲对
照临床试验的数据来印证这些结果。

据吉利德公司介绍，目前该公司
正在进行两项瑞德西韦的三期临床试
验，此外还对其他多项瑞德西韦临床
试验予以支持。

新研究称瑞德西韦
治疗新冠重症患者有改善但评价疗效尚早

4 月 11 日，在菲律宾卡洛奥坎，人们排队等待购物时保持一定距离。菲律宾卫生部 11 日通报，该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
累计达到 4428 例。 新华社发

菲律宾：保持社交距离

4 月 11 日，在科威特艾哈迈迪省，因疫情被封锁地区的居民领取政府发放的
食品。科威特卫生部 11 日宣布，该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累计达到 1154 例。

新华社发

科威特政府为被封锁地区居民发放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