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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接触配送

无人车上场
2月19日，记者在北京高端制

造业基地驭势科技研发平台看到，
研发团队用最快时间研发出两款
无接触无人配送车的原型车。它
们将根据设计分别满足疫区医疗
用品的无接触配送及快递物品在
住宅小区内的定点配送。

右图 研发人员调试无人巡检
配送车原型车。

下图 小型物流配送原型车。
本报记者 洪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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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2月 19日电 （记者付毅
飞）记者 19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获

悉，经过 14 天极低温考验，由该院抓总研制

的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车再次顺

利唤醒，进入第 15月昼工作期。

嫦娥四号着陆器和玉兔二号月球车分别

于 2 月 18 日 6 时 57 分和 2 月 17 日 17 时 55 分

结束月夜休眠，受光照成功自主唤醒，进入第

15 月昼工作期。目前确认各设备状态良好，

工况正常，月球车将向西北再向西南移动，同

步在新的目标点行驶探测，按计划开展第 15

月昼工作。

至此，“玉兔二号”累计月面行驶 367.25

米。

据了解，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五院下属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一方面积极做好

防控，在坚持以“确保全体员工健康安全、确

保科研任务有序进行”和“人员最小化、工作

必须化”原则下，仔细梳理留京人员，派出精

兵强将开展技术支持和保障工作。

2 月 1 日凌晨 1 时，嫦娥四号巡视器遥操

作分系统主任设计师彭松来到北京飞行控制

中心，开展巡视器第 14 个月昼的休眠设置，

复核休眠策略，确认设置参数，开展遥测状态

监视等工作。2 月 17 日，嫦娥四号巡视器总

体主任设计师申振荣和总体副主任设计师党

兆龙，在五院月球楼巡视器任务支持中心，对

“玉兔二号”唤醒状态进行了监视，并复核了

相关技术参数，为“玉兔二号”顺利休眠唤醒

保驾护航。

经 过 14 天 极 低 温 考 验

嫦娥四号玉兔二号受光照自主唤醒

2月 18日，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

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为中医药点赞。

“西药在实验室对新冠病毒有效，但是相

当多西药在进入人体后无效，中药则不一

样。”钟南山说，他很重视中药在实验室对新

冠肺炎的作用情况，看其能否阻止病毒进入

细胞，减少炎症风暴，一旦有证据，中药是可

以放心用的，特别是早中期的患者。

目前，广东已优选 54 个上市中成药开展

体外药效研究。下一步将继续完善体内药效

及临床观察，并完成后续批次药物的抗病毒

和抗炎筛选。

“从临床观察看，中医药效果比较明显，

轻症患者胸闷等症状消失较快，重症患者治

疗周期缩短。”19日，电话那头，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声音略显嘶哑。自 1月 25日（大年

初一）奔赴武汉，他已经连续奋战了 25天。

中医药参与救治病例达
85.20% 对轻症患者很有效

2 月 17 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隔离

病区，5 位重症患者集体出院。“哎呀，我们入

院时非常恐惧，现在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好

了，真是感谢你们。”临走前，一对夫妻患者没

说两句话便开始抹眼泪。

这对夫妻是广东中医团队接管的病区中住

院天数较长的两位患者。广东中医团队成员、广

东省中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黄东晖介绍，两位

患者刚入院时病情很重，阿姨高烧39.6℃、剧烈

喘息、咳嗽伴胸闷，艰难走至医院电梯旁时突然

晕倒。大叔是被抬到床上的，吸氧、上监护设备。

“3 天后，例行查房时，大叔开心地告诉

我，他和妻子高烧已经退了，气促、咳喘等情

况明显好转。”黄东晖说，因为在医治过程中，

中医帮了大忙。

这只是中医药在此次战“疫”中的一个缩

影。17 年前，中医在抗击“非典”中立下奇

功。17年后，面对凶猛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中医“绝活”再次大显身手。

“在前一段治疗中，我们总结发现中医对治

疗轻症患者很有效。”中央指导组中医药专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说，一是确诊病人痊愈

的时间短，二是轻症患者变成重症的几率低。

1 月 27 日，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已

经 70多岁的张伯礼院士率团前往武汉。

张伯礼介绍，根据前期对 34 个接受中西

医结合治疗的患者观察来看，中西医治疗患者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更短，临床治愈率更高。数

据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的临床症状消失

时间为5.15天，体温恢复时间为2.64天。

确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

组副组长、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也表

示，中医药在治疗轻症方面，主要体现在能快

速改善患者症状。他们发现，在病人退烧、减

少咳嗽、咽喉痛、食欲不振、乏力方面改善得

比较明显，见效比较快。

中医发挥疗效关键在于中药。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李昱介绍，该局于 1 月

27 日启动了“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有效方剂

临床筛选研究”工作。2 月 6 日，向全国推荐

使用清肺排毒汤。目前，已有 10 个省 701 例

服用清肺排毒汤的确诊病例纳入观察，其中

有 130 例治愈出院，51 例症状消失，268 例症

状改善，212例症状平稳没有加重。

对有详细病例信息的 351 例病例分析统

计，在服用清肺排毒汤之前，有 112 例体温超

过 37.3℃，服药 1 天以后有 51.8%的患者体温

恢复正常；服药 6 天后，有 94.6%的患者体温

恢复正常；有 214 例患者伴有咳嗽症状，服药

1 天以后，46.7%的患者咳嗽症状消失；服用 6

天以后 80.6%的患者咳嗽症状消失。同时，对

其他症状，如乏力、纳差、咽痛等也有明显的

疗效。 （下转第二版）

与西医并肩战斗，中医抗疫显身手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关心爱护参与疫情

防控工作的医务人员专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医务人

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力量，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

护、关心、爱护，从各个方面提供支持保障，使他们始

终保持强大战斗力、昂扬斗志、旺盛精力，持续健康投

入战胜疫情斗争。

习近平强调，指挥调度、后勤保障要科学到位，对

医务人员舒缓压力、生活保障、必要休整、精神鼓励务

必及时加强落实，一定要保证在湖北（武汉）医疗队伍

安全有序、统筹协调、有力有效、及时迅速开展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务人员夜以继

日、连续奋战，有医务人员不幸被病毒感染，有的甚至

献出了生命，体现了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习近平多

次主持召开会议、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给全

国特别是湖北和武汉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医务人

员送去党中央的关怀。他在北京调研指导疫情防控

工作时亲切慰问广大医务人员，并就帮助他们解决实

际困难和问题作出部署、提出要求。

根据党中央部署，全国 29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和军队系统已派出 3 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湖

北（武汉）。

习 近 平 作 出 重 要 指 示 强 调

务必高度重视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关心爱护
确保医务人员持续健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近日，一则湖北孝感某地疫情防控人

员暴力“执法”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居家打

麻将的一家三口与乡镇“纠察队”发生争

执，一名男子被疫情防控人员多次打耳光，

麻将桌也被当场砸坏。

疫情暴发以来，一些防控方面的违法

行为时有发生，从随意罚款、强制“学习”到

游街示众、“一律劝返七省市人员”，不一而

足。一些地方农村防疫搞“一刀切”，封村

堵路，禁止农民下田、农机上路，影响春耕

正常开展。防控疫情名义下对法治的毁

坏，造成了极恶劣影响。

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胶着对垒状态，

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克时艰，这些发生在

部分地区的粗暴执法行为，不禁让人对地

方政府的依法治理能力提出了质疑。

基层疫情防控不易，但一定要依法办

事。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

防控。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

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向前推进一

步，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疫情当前，更

要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的积极作用，提高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能力，用法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严控不失控，“硬核”不硬来。防控疫

情，只能是依法防控，不能存在“法外之

地”。2 月 18 日，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

记、部长赵克志对公安民警依法开展疫情

防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坚持依法履

行职责，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禁

过度执法、粗暴执法。

疫情防控是对我国依法治理能力的一

次大考。依法防控，一方面要严惩公然挑

战法律底线者，另一方面疫情防控执行者

也不能越过法律底线。同时要加强疫情防

控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组织基层开展疫

情防控普法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增强

法治意识，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

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

至关重要”。依法是摆在首位的要求。从立

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

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我们终将打赢这场

疫情防控阻击战，这将不仅是疫情防控的胜

利，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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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 15 时 15 分，浙江省人民医院远

程超声波医学中心，该医院超声科副主任彭

成忠、检查医生叶瑞忠连线远在武汉的主任

医师李亚清、护士长俞平，通过手柄操作，远

程控制 700 多公里外的武汉黄陂方舱医院患

者床旁的超声机器人，隔空为新冠肺炎患者

进行超声检查。

这是 5G 远程超声诊疗技术首次用于武

汉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在全国却已非首例。

2 月 2 日下午，彭成忠利用超声机器人，

为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例新冠肺炎疑似

患者开出了全国首张远程超声诊断书。

超声机器人技术是当前最先进的远程

超声诊断手段，医生端远程控制病人端的机

械臂和超声机器扫查，检查图像同步显示，

远程专业医疗人员和现场医护人员据此协

同会诊。

而一次数分钟的心肺超声检查，可产生

最高达 2GB 的超声影像数据，因此，大带宽、

高速度、低时延的 5G 网络支撑成为最优选

择。为这两次远程超声诊疗提供稳定、高速

5G 网络通信保障的是中国电信，成果来自

于浙江省人民医院、中国电信、华为 2019 年

6 月共建的 5G 智慧医疗创新实验室。

虽 然 远 程 诊 疗 是 民 众 最 为 期 待 的 5G

应用，但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了解到，已

有十余项 5G 应用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积极

作用，很多应用通过不会被感染的机器人

实现。

借助智能语音机器人，中国移动在湖北

已完成 70 万户居民的疫情排查；由中国移动

和达闼科技联合捐赠的 5G 云端智能机器人

已在湖北、浙江、上海等地分批上岗，担负起

部分远程看护、测量体温、消毒、清洁和送药

等医疗服务工作。

达闼科技创始人、CEO 黄晓庆说：“那些

工作量大且非常繁琐的工作由 5G 智能医护

机器人承担，可以有效减少人员交叉感染、

提升病区隔离管控水平。”

被疫情意外催红的机器人能做的远不

止这些，宁波机场的巡逻测温机器人，一次

可测量 5 米内 10 个人的体温；创泽全自动智

能消毒杀菌机器人可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

所、患者、医护、医废的高频活动区域沿路经

自动高水平消毒；优必选科技 5G 机器人“黄

田田”全天 24 小时“奔忙”在深圳鹤洲检查

站，边提醒过往司机扫码登记，边进行疫情

播报……

继工业和信息化部向科技企业发出应

用人工智能抗击疫情倡议后，2 月 10 日，世

界机器人大会组委会秘书处又联合百度、京

东物流、美团点评、腾讯公司、中国科学院沈

阳自动化所、深圳市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等

130 家机构和企业就疫情防控期间做好科技

支持服务工作发起倡议，越来越多收到“召

集令”的智能机器人来到全国各抗疫前线、

复工现场，成为疫情防控中技术支撑的实力

代言人。

抗疫战场 机器人披挂上阵

医务人员是战胜疫情的中坚
力量，务必高度重视对他们的保
护、关心、爱护，从各个方面提供支
持保障，使他们始终保持强大战斗
力、昂扬斗志、旺盛精力，持续健康
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本报记者 刘 艳

本报记者 付丽丽
浙江省推进中医药及早、全面、深度

介入疫情防控工作，形成了“密切接触者
预防用方、疑似病例第一时间用上中药、
中医师进隔离病房全程参与救治、康复
期用中药恢复”的防治体系。图为 2月
19日，杭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的中药师根
据处方给新冠肺炎患者配中药。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据新华社）

新华社武汉 2月 19日电 （记者赵文
君 胡浩）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一

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赴湖北指导

组连日来指导地方千方百计救治患者，提

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为加强危重症患者和轻症患者的救治

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率中央指导组走访慰问一线医务工

作者，听取医院专家团队的意见建议，要求

有关部门加大保障力度。

孙春兰说，当前医疗救治过程中已探

索出一些有效经验，要及时总结，形成适合

医疗机构推广的规范流程，对重症患者要

集中多学科医疗团队，全力以赴、努力降低

危重症病人的病亡率。

目前，全国已有来自地方和部队的 3

万余名医务人员驰援湖北武汉，包括呼吸、

感染、心脏和肾脏等多个学科专业。武汉

的重症专业医务人员达 1.1万名，接近全国

重症医务人员资源 10%。

孙春兰指出，湖北武汉疫情防控发生

了一些积极变化，但形势仍然严峻。救治

工作一定要关口前移，避免轻症发展成重

症。方舱医院、隔离观察点的医疗救治工

作也要进一步强化细化，中西医结合打好

救治组合拳。

中央指导组指导督促湖北省、武汉市

进一步加强发热病人核查筛查，从源头上

切断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目前，湖北省

和武汉市正在进一步强化对发热病人的排

查核查，围绕筛查、转运、收治、治疗四个环

节无缝对接，优化畅通收治转诊通道，确保

患者及时转运到相应医疗机构，实现应治

尽治。武汉市定点医院已增加到 45家、共

有床位 19161张；全面启用 12家方舱医院，

计划床位超过 2万张。

中央赴湖北指导组：

坚持重症轻症并重 千方百计救治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