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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010—58884102 抗击疫情·视点
KANG JI YI QING·SHI DIAN

尽管现在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溯源工作仍在

进行，但是野生动物的非法猎杀和售卖为危险病原

微生物进入人类社会大开方便之门已是证据确

凿。事实上，人类对于病毒和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的

认知还不足其 1%。

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建国表示，对喜马拉雅旱獭

的宏基因组（包括对肠道微生物的基因组）进行测

序，97.2%的序列来自于未知微生物；对藏羚羊的宏

基因组测序，99.8%的基因显示是未知微生物。大

量人类未知的微生物在野生动物身上。

野生动物就像是未知病毒的蓄水池，本来与人

无害，但是人类的贪婪却打破了池壁，把祸水引向自

己。如果可以，野生动物们最想发表抗“疫”宣言：我

们“在野”，拒绝被打扰、害怕被捕杀、欢迎被研究。

“我曾经在王府井捡到过跌落的蝙蝠，不知道

它怎么了，野生动物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作

为病毒学者，北京化工大学教授童贻刚对野生动物

熟悉而敏感，就像研究蚊虫的科学家，甚至能在几

米外看到蚊子腿上的白斑一样。

人类社会的发展留给野生动物的空间越来越

小，尽管它们不愿闯入人类社会但很可能误入。

2018 年 4 月，《自然》杂志刊载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病

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团队，联合军事医学研究院

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童贻刚（现为北京化工

大学教授）团队，以及华南农业大学马静云教授团

队发现另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能导致 SADS（严重急

性腹泻综合征）的论文。他们从上万头仔猪腹泻致

死的事件中，追查到了一种冠状病毒，并最终确定

是由于蝙蝠的意外闯入将 SADS病毒传播给猪导致

猪的死亡。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与地理

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人类与野生动物、昆虫等媒

介动物的接触机会不断增多。这些在自然界长期

存在的病原体突破物种屏障传播给人和家畜造成

新发传染病的概率将大大增加。”徐建国认为，很多

野生动物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都早于人类，例如蝙

蝠在地球上的生存时间已有 8000万年；又如青藏高

原上有 318 种野生动物，它们来到世界上的时间比

人类早得多，并非有意与人为敌的，事实上，是人类

活动一直在不可避免地打扰着它们。

人类活动一直在不可避免地打扰着它们

2 月 8 日至 9 日，上海、天津、辽宁、河北、河南、山

东、山西、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四川、陕西 13 省

（区、市）共向武汉增派 34 支医疗队。民航局紧急组

织协调 47 架包机紧急运输医疗队，运输全国各地近

6200名医护人员和部分医疗物资驰援武汉。

人们将这些医护人员视作中国人民的英雄。然

而，英雄也是人，疫情暴发的这些天，网络上偶尔流传

出来医护人员崩溃大哭的视频，看着让人揪心。

那么，一线医护人员该如何做好心理健康的自

助，预防心理创伤和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准备奔赴

一线和正在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该如何进行心理调

适呢？对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解放军总医院第五

医学中心心理专家李琳。

记者：医护人员不是超人,病毒面前也是普通

人。一线医护人员救援期间有哪些常见的精神问题？

李琳：抗疫一线医护人员每天面临多种应激

源——时刻面临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医疗物资短

缺的焦虑；每天进行着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大、时间

长；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离的环境，长时间不能回家；面

对病人的死亡以及他们痛苦、恐慌、不安等负面情绪。

因此，一线医护人员可能遇到的精神问题有这样

几种：

急性应激反应，表现为焦虑状态、抑郁状态或恐

惧状态，往往伴有定向问题、身体不适、睡眠问题等。

急性应激障碍，表现为在受到严重精神刺激后几

分钟或几小时内产生一过性的精神恍惚、茫然或哭

喊、乱跑或晕倒、表情麻木，不过数天或 1 周内可缓

解，最长不超过 1个月。

创伤后应激反应，指个体经历、目睹一个或多个

危及自身或他人生命的情况，或受到死亡威胁，或严

重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持

续存在或延迟出现的精神障碍。

记者：准备奔赴一线的医护人员要做好哪些心理

准备呢？

李琳：或许随时待命的医护人员已从新闻报道中

了解到了各种信息，做好了一些心理准备——他们知

道也许会目睹病人的死亡；会有感染的风险；会与家

人分开一段时间；领导和同事可能会在重压下大声讲

话，听起来像在发脾气；病人可能会向你发泄情绪，也

可能会失控攻击医护人员。

但当他们亲身经历这些时，可能还是会产生心理

问题。

例如，会胃疼或腹泻，头疼或其他身体部位疼痛，

胃口不好或吃得太多，发汗或发冷，颤抖或肌肉抽搐，

容易受到惊吓；

感到焦虑、害怕、愧疚、愤怒，感到英勇、狂喜、所

向无敌，感到压倒性的悲伤，感到什么都无所谓或不

在乎；

记忆力下降，难以集中精力、难以清晰思考，难以

做出决定；

增加或减少活动，加大使用烟酒，易激惹、易发

火、易争吵，无法放松或入睡，容易哭泣、过度担忧等。

如果有以上的征兆和表现，医护人员需要及时通

过有效的方式方法疏导不良情绪、减缓压力，预防心

理创伤及应激障碍。

记者：巨大的应激和工作压力之下，可能有很多

人已经濒临体力和心理的极限。我们应该如何帮助

和支持一线医务人员？

李琳：医学不是万能的，医护人员也不是救世主，

接受不完美和失败是医护人员应该保持的客观认

知。只要尽最大努力去救治患者，无论成功与失败，

都应该坦然面对，保持心态平和。不过分关注负面报

道，不轻信谣言、传言。

对于自己出现的情绪反应应理解并接纳，可以选

择倾诉、运动、听音乐、哭泣等合适的渠道和方式将情

绪宣泄出来。同事间要相互支持，讨论和分享经验感

受，保持与外界交流。如果时间允许，下班后可以通

过与亲友打电话、微信视频等方式交流，谈谈自己的

感受。亲密友好的互助氛围既能化解紧张的情绪，也

能提高心理免疫力。同时，还可以通过一些训练让人

紧绷的神经和身体得到舒缓、调节压力、改善情绪。

当然，当医务人员的工作与生活严重受到疫情影

响时，如感到过度的恐慌和紧张、饮食和睡眠习惯日

益恶化、工作效率和生活能力明显受损时，可以鼓励

他们主动寻求专业的心理援助，以恢复心理平衡，也

可以安排其休息调整或换岗。

抗击疫情一线医护人员应如何缓解心理压力

拒绝被打扰拒绝被打扰、、害怕被捕杀害怕被捕杀、、欢迎被研究欢迎被研究——

野生动物的抗野生动物的抗““疫疫””宣言宣言
本报记者 张佳星

一些人以“尝鲜”为理由不断地猎杀已经“偏居

一隅”的野生动物。

1 月 31 日，百度发布《百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搜索大数据报告——拒绝野味篇》，报告用数据显

示了此次疫情暴发背后，“野味”究竟有多火。

报告数据显示，在过去近十年里，穿山甲和豪

猪是人们最关注的野味，二者加在一起的热搜度占

比近 5 成，其次是竹鼠、蝙蝠、果子狸、狍子、蛇等。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蝙蝠和果子狸得到了互联

网用户的持续关注，搜索热度走势不降反升。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中，最早发

现的病例都和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调查发现，

该市场存在多家野生动物交易商铺，公开售卖竹

鼠、狗狸獾、果子狸等几十种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自带病毒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感染

其它物种，但由于病毒的多样性极其复杂，而且

病毒总是处在持续的变异过程中，一些特定的基

因突变会导致动物病毒跨种传播。一旦动物病

毒突破物种屏障，就可能产生新的疫情。”童贻刚

说，而捕杀野生动物就是突破物种屏障最暴力的

模式。

人类正在为这样的暴力承担恶果。随着野生

动物的捕猎、杀戮和烹食，大量未知的病毒随之“闯

进”人类社会，就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病原体魔

捕杀野生动物是突破物种屏障最暴力的模式

无知无畏的一些人打破了人与野生动物的结

界放出了魔鬼，如今我们要亡羊补牢却要尽可能的

研究野生动物、了解野生动物。

现在应对疫情的策略是被动的——在传染病

疫情发生之后，再分离鉴定可疑微生物，确定病原

体，而后展开传染源、动物宿主、传播途径、诊断治

疗等研究，这是“马后炮”，等着传染病突发就晚了，

能不能做到预测、预警？

把“马后炮”调动到前面的方法之一，是研究野

生动物，从中发现可能的致病性强、传播力广的病

原体，提前准备。徐建国说，一些野生动物的正常

菌群可能是人类的病原体。例如，秃鹫体内有大量

产气荚膜梭菌，因为它吃死尸，需要借助类似的细

菌帮助消化，但对人类而言，产气荚膜梭菌就是烈

性病原体。

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发现的 3种新的病原体，都

是先从野生动物或媒介动物中分离出微生物，后发

现人类病例，如温州病毒、山羊无形体、荆门蜱传病

毒等，在发现之初都对其致病性做了预测。

“我们将此称之为反向病原学。”徐建国介绍，

其实每一种野生动物身上都携带自己的病毒，通过

研究野生动物，取得它们的粪便或者唾液等标本，

可以发现、分离、命名新的微生物。通过评估微生

物的潜在致病性和公共卫生意义，提出未来可能引

发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微生物目录，研究检测、

诊断、治疗、预防控制的技术、方法、策略等，预防或

早期扑灭疫情。

在对喜马拉雅旱獭的研究中，徐建国有了很

多让他兴奋的发现。例如，所有之前发现的大肠

杆菌都没有喜马拉雅旱獭携带的大肠杆菌早；很

多大肠杆菌在旱獭身体里相安无事对人类却是致

病菌……

更深入的研究将带给人类更多的已知，或许会

让人类懂得敬畏。

更深入的研究或让人类更懂得敬畏

SARS 病毒在果子狸身上发现后，人类疯狂扑

杀果子狸。那么这场疫情结束后，冠状病毒的宿主

蝙蝠会不会步果子狸的后尘呢？

在整个大自然的生态链上，不能缺少任何一个

生物。病毒学者严家新撰文表示：蝙蝠在地球的整

个生态系统中具有十分关键的积极作用，它们控制

蚊子和农业节肢动物害虫、植物的授粉和种子传播。

他认为，源于蝙蝠的病毒传播的风险对人类的

影响其实很小，而蝙蝠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地

位却无法取代。蝙蝠在生态系统中对人类带来的

好处远远大于其可能的危害。例如，它甚至可以减

少病毒的传播，一只蝙蝠能在一小时内捕获 1000只

蚊子，有助于减少西尼罗河病毒、黄热病病毒等虫

媒病毒的传播。

它还被称为地球热带森林规划建造师，有观

点认为它为 95%的热带森林传播种子。可见，捕

杀蝙蝠将破坏既有的生态平衡，不仅关乎动物，还

有植物。

莫因冠状病毒对蝙蝠赶尽杀绝

洪建国 崔展宇 本报记者 张 强

盒，未知致病微生物应有尽有。

不久前，央视纪录频道名为《北美洲》的纪录片，

播放了一个绝美却无奈的片段，一头小北极熊站在

海中岩石上，海水齐膝深，一群海豚在它周围的海中

巡游，北极熊瞄准时机跳下去猎杀了一头海豚，把它

拉上岸和几个伙伴一起分享。而事实上，过去北极

熊是不吃海豚的。人类的猎杀、环境的巨大改变，使

得一些野生动物食物紧缺，它们不得不改变饮食结

构来适应，这种改变未来会对生态产生什么样的后

果还不得而知。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叶青 通讯员钟飞兴 范敏玲）
“请大家戴好口罩，注意个人卫生，不要前往人流密集

场所，身体若有不适请及时就医……”连日来，在广州

市南沙区万达广场，一款巡逻机器人不停来回喊话，提

醒市民时刻注意个人安全防护。

这款机器人名为“千巡警用巡逻机器人”，是 5G警

用巡逻机器人，也是目前国内第一款用于测量体温的

巡逻机器人，可一次性测量 10 人体温，温度误差在 0.5

摄氏度；可实现红外线 5米以内快速测量体温，并识别

过往人员是否戴口罩，从而减少人员检查接触带来的

安全风险。

“人员移动位置，机器人可以实现快速记录。一旦

测量到人体温度超过设定值，或发现行人不戴口罩，机

器人会立即启动报警系统。”研发该机器人的高新兴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柏林说，“通过机器人‘执

勤’，真正做到隔而不离，有效节约了人力，不仅替人分

担了执勤工作任务，也有助于避免人员交叉感染。”

目前，这款巡逻机器人搭载了 5个高清摄像头，能

实现全景无死角巡逻。其可在机场、车站、广场、医院、

社区以及重点卡口路段，启用疫情防控模式，借助移动

式红外测温筛查、循环播报提醒等功能，实现远程可视

化指挥，协助一线民警，在危险、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完

成排查、防控任务，有效节约了人力资源。目前该机器

人的驰援点包括广州、武汉、上海、天津、北京等城市。

测温巡逻机器人

可识别有无戴口罩

科技日报讯（记者矫阳）日前，记者从国家科技图

书文献中心（NSTL）了解到，面对科技攻关对文献信息

的需求，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迅速响应，积

极组织专家遴选专题文献资源，已于近日上线“新型肺

炎应急文献信息专栏”，对社会大众及科研人员免费提

供服务。

“新型肺炎应急文献信息专栏”专题数据库包含冠

状病毒研究相关外文科技文献约 350 万篇，文献类型

涵盖外文期刊论文、科技图书、科技报告、专利、标准

等。专题信息门户及时跟踪报道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20余家政府机构网

站公布的防控指南，以及《科学》《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等 30 余种权威期刊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既包括此

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也包括 SARS、MERS 等相

关文献。既有病原生物学、流行病学等基础研究，也包

括临床诊治、药物治疗、检验检测、疫苗研究等重要内

容。专栏将通过 NSTL主网站和全国 40个服务站提供

在线文献检索、信息浏览及原文传递服务。

NSTL 表示，疫情期间，全国范围内社会大众及科

技人员通过“新型肺炎应急文献信息专栏”检索和获取

全文文献传递所产生的费用由 NSTL全额补贴。

“新型肺炎应急文献

信息专栏”上线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盖伦）近日，记者从西安交通

大学了解到，为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的防控工作，西安交

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医学人工智能团队日前为西安

交大第二附属医院紧急开发出一套免费在线健康咨

询、问诊与新冠风险筛查系统。

该团队联合大数据算法与分析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医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技术

力量，春节期间放弃休息进行高强度攻关，开发出了这

套系统。通过这套系统，患者可直连西安交大二附院

相关科室资深医生，进行远程健康咨询、问诊与新冠风

险筛查。

据团队负责人徐颂华教授介绍，该系统是一款综

合的医疗在线服务平台，打通了医疗环节中的各参与

者、各系统、各终端，实现互联互通，促进信息数据充分

流动，为患者提供疾病问诊、健康答疑、病情跟踪、实时

监护等一站式医疗服务。系统已于 2020年 2月 1日零

时正式上线。徐颂华表示，该系统后台联通多家医院

的病历系统，可以实现病历管理的互联互通，并支持三

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允许病人在线上传、补充个人病历

记录档案，实现基于云平台的终身病历管理；还允许病

人授权其他可靠用户访问自己的病历记录，实现家族、

亲属间的病历授权访问。此外，后台支持区块链技术，

对病历的访问管理进行严格监控与动态管理。

据悉，在疫情防控期间，该校医学人工智能团队将

免费为全国各大医院、相关管理部门提供相关服务，为

遏制疫情蔓延、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人工智能助力医院

开展新冠风险筛查

近日，在工作中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的医护人
员，很多经过治疗康复后
已经返回各自岗位，继续
战 斗 在 疫 情 防 控 最 前
线。图为重返岗位的医
护人员在武汉大学中南
医院急救中心合影。

新华社发（龚勇摄）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

断扩大、对野生动物的捕猎

和烹食，一些在自然界长期

存在的病原体突破物种屏障

传播给人和家畜造成新发传

染病的概率大大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