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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阳 熊 然

每次疫情发生，人们首先总会想到疫苗。作为

消灭疫病的终极武器，疫苗有最低的成本，更有先

发制敌的优势，无疑成了公众的希望。

2月 22日，在浙江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浙江省科技厅副厅长宋志恒

表示，第一批疫苗已经产生抗体，进入动物实验阶

段，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开始进行重组病毒的培

养，将于近期开展动物实验。

疫苗是靠喊“狼来了”开展工作的

当细菌或病毒等侵入人体时，它们会攻击细胞

并试图无限繁殖。这种入侵被称为感染，而感染是

导致疾病的原因。

当然，人类也不会对敌人的侵扰坐视不理，我

们的免疫系统会调动多种武器来对抗感染。人体

第一次接触到细菌或病毒时，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

来制造和使用所有需要的杀敌工具，也就是我们说

的通过抗体来克服感染。感染后，免疫系统会记住

如何保护身体免受这种疾病的侵害，如果身体再次

遇到同样的敌人，免疫系统会迅速起作用。

如何在不让自己感染的情况下，又能让免疫系

统记住那些可能会登门拜访的细菌和病毒？于是

科学家设计出可以模拟细菌或病毒特征，但又去除

了其致病性“硬核”的疫苗。将其注射到人体中，让

人体免疫系统误以为大敌当前，展开战备动员，并

且牢牢记住这种细菌或病毒的面目，下次如果真正

的敌人来袭，免疫系统就可以立即激活，并全力投

入战斗。

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疫苗对免疫系统喊了

一声“狼来了”，免疫系统开始筹备弹药，下次狼真

的来了，免疫系统就可以马上给予充分回击。

理论上来说，所有的外界微生物入侵导致的疾

病，无论是病毒还是细菌，都可以设计疫苗来抵

御。但事实上有些感染很难设计疫苗。比如艾滋

病，其病毒有极其特殊的逃避免疫系统机制，很难

设计疫苗，有些病毒变异速度很快，也非常难设计

疫苗。此外，还有些病毒或细菌感染事件很偶然、

很小众，不会引起广泛传播，也没有必要专门研发

疫苗和大量免疫接种。

有史可考的免疫法系中国首创

人类第一个对抗传染病的疫苗是用于防治天

花的“人痘”，而且是我国首创。

天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烈性传染病，至少在人

类社会肆虐了 3000 年的时间，致死率高达 30%。

在 18 世纪末，每年大约有 40 万欧洲人被天花病毒

夺走生命。

天花传入我国的时间大约是汉代，古人称之为

“痘疮”。晋代的葛洪记载了天花的一次暴发：“比

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

创，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

在与天花的长期斗争中，人们发现了一些规

律：感染了天花的人，不一定都会死，一旦活下来，

就不会再感染天花。在“以毒攻毒”的观念引导下，

在宋代，人们就把沾有疤浆的患者衣物给健康儿童

穿戴，或将天花愈合后的局部痂皮研磨成细粉，让

健康儿童吸入鼻孔，后来称之为“人痘”。种过“人

痘”，天花感染率显著下降。这也是人类有史可考

的最早的免疫疗法。

疫苗开发的黄金时代

现代疫苗的发明和使用可追溯到 1798 年。那

一年，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从一名感染牛痘病毒

的挤奶工的皮肤病灶里提取了样本，然后接种到一

个男孩身上。正如詹纳预想的那样，男孩出现了感

染牛痘病毒的轻微症状，但他也获得了抵御病毒进

一步侵袭的能力。这次相对安全且有效的牛痘接

种，是公认的人类现代疫苗使用的开始。“疫苗”这

个词第一次出现，英文“vaccine”的词源正是来自拉

丁文的“vacca（母牛）”。

19 世纪中叶，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

提出“微生物致病理论”后，细菌性病原疫苗开发进

入黄金时代：1879 年霍乱疫苗诞生；1881 年炭疽疫

苗诞生；1882 年狂犬病疫苗诞生；1890 年抗破伤风

疫苗诞生、白喉疫苗诞生；1896 年伤寒热疫苗诞

生；1897 年抗鼠疫疫苗诞生；1921 年结核病疫苗

（卡介苗）诞生；1926 年抗百日咳疫苗诞生；1927 年

抗结核疫苗诞生……

黄热病是继天花、霍乱和鼠疫之后第四个被

《国际卫生条例》定为需国际检疫的传染病。作为

一种古老的病毒，黄热病的传播历史已达 5个世纪

之久，有历史记载的首次黄热病流行事件，发生在

1648 年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直到 1927 年，引起

黄热病的元凶——黄热病病毒才被发现。

1937 年，经过十几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美国生

物学家马科斯·赛尔成功研发了黄热病疫苗。这种

疫苗的推出，有效地遏制了黄热病的进一步流行。

1949年，美国科学家约翰·富兰克林·安德斯和

同事建立了体外培养人致病病毒的方法。有了该方

法，1952年，乔纳斯·索尔克研制出了脊髓灰质炎疫

苗，并于1954年通过试验宣告疫苗研制成功。

1954年，安德斯等人又成功提取了麻疹病毒，开

始研制麻疹疫苗，1961年麻疹疫苗宣告试验成功。

从此，长期肆虐的病毒传染病得到了很大的

控制。

（作者系云南农业大学教授，文字整理：本报记
者 赵汉斌）

疫苗：阻遏病毒感染的终极武器
战疫史话

董 扬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不少地区实行了封闭小区、

居家隔离等管控措施，白领居家办公，学生线上学习。居家期间

科学适度的运动、合理膳食、规律作息、乐观心态能提升自身免

疫力，构筑我们抵御病毒的第一道防线。

规律运动，偶尔猛练会降低免疫力

近来运动免疫学的研究表明，强度不同、持续时间不等的运

动对机体免疫力的影响有所差异。规律从事适量中等强度运动

的人群可以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与久坐少动的人群相比患呼

吸道感染的风险更低；但是不系统、偶尔一次长时间高强度运动

的人群上呼吸道感染的概率却会提高。

尽管疫情来袭让我们不能进行户外或健身房锻炼，更不能

参加团体运动，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家进行高效锻炼。疫情期

间应避免长时间高强度训练，规律维持中等强度运动量，每周锻

炼 3—5 次，每次 1 小时左右，运动强度约为最大运动心率的

60%—80%即可。

我们可以将整个运动分为热身、有氧、无氧、牵拉放松 4 个

环节。不同的人可根据自身的运动能力，酌情调整运动强度及

有氧、无氧比例，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避免突然加量，每周的运

动量增加不要超过 5%—10%。

运动场地可在家中或小区内通风、空旷的场所，若需戴口罩

运动，应避免高强度无氧锻炼。

营养均衡，减肥也会减掉免疫力

新冠肺炎“当道”，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自身的抵抗力就

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大家注意卫生防护的同时一定要重视营养

均衡。不要过度节食，也不要大吃大喝。科学的运动搭配合理的

膳食结构才能使身体从量变到质变，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

保持膳食均衡，每天饮食中 50%能量来自碳水化合物，不可

不进食脂类，确保充足的蛋白质摄入，优质蛋白占总比例的三分

之一，多食新鲜果蔬等。疫情可能造成物资匮乏、日照不充足等

情况，必要时可补充饮食中无法满足的参与抗氧化作用的维生

素 C以及在骨代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维生素 D与钙剂。

自我调节，心理状态能影响免疫力

大量研究表明，心理状态会直接影响机体免疫功能。紧张、

沮丧的负面情绪以及对外界环境的不适感会使神经—内分泌调

节功能下降。所以，对疫情过分的焦虑、睡眠质量差也会导致免

疫力下降。

因此大家要勇敢面对疫情，保持积极向上的心理状态。避

免生活中的负面事件，学会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乐观、平和

的心态会提高机体对病毒的抵御能力。

每天保证 7 小时以上的充足睡眠，减少睡觉前的“屏幕时

间”，避免熬夜、作息时间不规律。日间的睡眠补充及午休有助

于免疫力的恢复。

（作者均系西南医院关节外科中心主治医师
文字整理：本报记者雍黎）

战疫期间宅在家

这些做法会影响你的免疫力

疫情当头，关于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来自实验

室泄露的传闻此起彼伏。

日前，5位国外科学家在病毒学论坛“Virolog-

ical”共同发布论文，对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

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 2019 新型冠状病毒不是实

验室合成的，也不是一种被故意操纵的病毒。目

前，论文还未经过正式的同行评议。

这 5 位科学家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感染与免疫中心主任、被誉为“病毒猎手”的

伊恩·利普金。此外还有 4位来自美国斯克里普斯

研究所、英国爱丁堡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美国

杜兰大学的生物学或免疫学研究人员。

论文指出，与其他冠状病毒相比，2019 新型冠

状病毒的基因组存在两个显著特征。随后文章从

这两大特征入手，分析了为何 2019 新型冠状病毒

不太可能来自实验室合成。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个特征是，根据结

构模型和早期生化实验，这种病毒似乎为了结合人

类的 ACE2受体而得到优化。

这里有必要科普一下，此前有研究发现，2019

新型冠状病毒和 SARS 病毒都是通过刺突蛋白（S

蛋白）与人体 ACE2 受体结合，介导病毒进入人体

细胞。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北

京协和医学院免疫学系副主任黄波介绍，S 蛋白

是位于冠状病毒表面的一种蛋白，放大后像钉

子。ACE2 则是位于人体肺部上皮细胞表面的一

种蛋白。

这些国外专家提出：“SARS病毒和 SARS相关

冠状病毒 S 蛋白中的受体结合域（RBD）是病毒基

因组中最容易变异的部分。这些受体结合域中的

6个残基似乎对与人体 ACE2受体结合以及确定宿

主范围至关重要。”

论文中说，2019新型冠状病毒 S蛋白基因序列

中 486 残基处的苯丙氨酸，与 SARS 病毒 S 蛋白基

因序列中的 L472 相对应。在 SARS 病毒细胞培养

实验中，L472 可以突变为苯丙氨酸。此前的研究

预测，这是 SARS 病毒的受体结合域与人体 ACE2

受体结合的最佳方案。然而，这种位置的苯丙氨酸

也存在于蝙蝠身上的一些类 SARS冠状病毒中。

此外，2019 新型冠状病毒受体结合域中的几

个关键残基，与之前研究曾描述的与人体 ACE2

受体结合的最佳残基不一样。但最新研究却表

明，2019 新型冠状病毒与人体 ACE2 结合的亲和

力很高。

这说明什么？“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 S 蛋白似

乎是对人或类似人 ACE2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从而

出现了不同于预测的最佳结合方案。这有力地证

明了 2019新型冠状病毒不是基因工程的产物。”论

文作者称。

S蛋白与受体的结合方案，不同于人工预测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二个特征是，在这种

病毒具有高度变异性的 S蛋白上，插入了 12个核苷

酸，而且存在一个可疑的酶切位点。

“通常情况下，存在这样的酶切位点被看作人

工基因工程的痕迹。但是对禽流感病毒的研究

发现，病毒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也可以获得酶

S蛋白上的酶切位点，可以通过自然变异获得

“2019 新型冠状病毒不太可能是通过实验室

操作现有的 SARS 相关冠状病毒而出现的。”这些

国外专家说。

专家们指出，如果进行了基因操纵，人们可以

预期，可用于β冠状病毒的几个反向遗传系统中的

一个将被使用。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因为遗传数

据显示，2019 新型冠状病毒并非来自任何先前使

用的病毒主干。

这几位国外专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情况来解

释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第一种是在人畜共

患传染病转移之前，在非人类动物宿主中自然选择

的结果；第二种是在人畜共患传染病转移之后，在

人类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那么，实验室到底有没有能力设计或合成病

毒？“从技术上讲，是没有问题的。”高山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对此，这篇国外论文也进行了分析。“多年

来，在世界各地的多个 BSL-2（生物安全第二等

级）实验室都进行了有关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

在细胞培养和/或动物模型中传代的基础研究。

还记录了在 BSL-2 密闭环境下工作的实验室人

员在实验室获得 SARS 病毒的实例。因此，我们

必须考虑有意或无意释放 2019 新型冠状病毒的

可能性。”论文称。

但专家们随后对这种可能性也进行了质疑。

他 们 指 出 ，通 过 细 胞 培 养 或 动 物 传 代 产 生

2019 新型冠状病毒，需要事先分离具有高度遗传

相似性的前体病毒。随后产生的酶切位点需要在

细胞培养中，或者具有与人类相似的 ACE2受体的

动物（如雪貂）中进行密集的传代程序。

然而，2019新型冠状病毒 S蛋白由于存在酶切

位点，导致酶切位点周围存在 3 个 O-聚糖结构。

“值得怀疑的是，O-聚糖结构的产生是否会发生在

细胞培养过程中，因为这种突变通常意味着免疫系

统的参与，而这种免疫系统在体外是不存在的。”这

些国外专家称。

O-聚糖结构的产生，通常需要免疫系统参与

中外科学家给出基因组学依据中外科学家给出基因组学依据：：
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合成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合成！！

本报记者 刘园园 切位点。”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高山的研

究方向为生物信息学，他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

访时如是说。

上述论文提到，这种酶切位点，在病毒快速复

制和传播的自然选择环境下，例如在高度密集的鸡

群中，可以在禽流感病毒血凝素（HA）蛋白的两个

亚基的接合处获得。流感病毒 HA 蛋白在细胞培

养或动物体内反复强制传代后，也可以观察到酶切

位点的获得。

论文提出，通过插入或重组而获得 HA 蛋白中

的酶切位点，可将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转化为高致

病性禽流感病毒。同样，新城疫病毒的一个无毒分

离物在鸡的连续传代过程中，可以在其融合蛋白亚

基的连接处逐渐获得一个酶切位点，从而变得高度

致病。

“这意味着，一旦获得酶切位点，这些病毒相

当于进行了一次升级，有可能提高其传染能力。”

高山说。

与这篇国外专家的论文遥相呼应，早在 1 月

27 日，高山就与多位研究人员共同在中科院科技

论文预发布平台 ChinaXiv 上提交研究发现：2019

新型冠状病毒 S 蛋白可能存在弗林（Furin）蛋白酶

切位点。

高山介绍，他们的研究发现，2019 新型冠状病

毒的 S蛋白可能存在弗林蛋白酶切位点，从而导致

它的感染机制不同于 SARS 等大部分β冠状病

毒。由于感染机制的改变，2019 新型冠状病毒获

得了更高的进入细胞的效率，这可能是其传播能力

大于 SARS病毒的原因之一。

“我们还意外地发现，一些禽流感病毒可以通

过突变获得弗林蛋白酶切位点，这说明自然突变可

以引入弗林蛋白酶切位点。”高山说。

20192019新型冠状病毒效果图新型冠状病毒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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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对 新 冠 病

毒基因组的两大显

著特征进行了比较

分析，这些分析提供

了大量证据推论出：

新冠病毒不太可能

是实验室基因工程

制造的病毒，而应该

是病毒自然进化的

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