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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2 日，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

病毒疫苗，开启Ⅱ期临床试验。

由于临床前和Ⅰ期临床在安全性方面

的良好表现，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Ⅱ期临床试验放开了年龄上限：60 岁以上，

甚至 84 岁的高龄老人都能作为志愿者入组

接种。

腺病毒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细读这

13 个字的超长名字，有没有惊奇地发现：它

出现了两种病毒。除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

的疫情“主角”——新冠病毒之外，另一个就

是秒变“网红”的腺病毒，它将化身疫苗“战

士”，成为人类抵抗疫病肆虐并取得决定性

胜利的希望。

都是病毒，这“觉悟”咋差这么多呢？

腺病毒又为什么能够化身“尖刀斗士”？

“许多年以前就已经知道人腺病毒的基

因组能够携带外源基因，完全有可能按照理

论设计。”在 21世纪初出版的《基因工程原理》

一书中，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研究所

吴乃虎教授写道：腺病毒具有很大的潜力，可

发展为真核基因的表达体系。

老先生目光如炬，慧眼识珠。若干年后，

腺病毒载体果然担此大任，肩负使命扭转人

类百年未遇之疫病危机。

解释一下教科书里的话：很早以前人腺

病毒这辆“货车”的潜力就已经显露出来，更

神奇的是，它的拆装灵活性堪比“变形金刚”，

变个半挂车、牵引车、厢式货车甚至皮卡都

行，而且它能够进到真核细胞的细胞核内部，

引导宿主细胞翻译出人们想要的蛋白。

这次腺病毒“货车”搭载的就是新冠病毒

的 S 基因，在体内翻译出 S 蛋白以后，让免疫

系统识别，如果再遇上新冠病毒，它们就能立

刻组织反攻。

陈薇在接受采访时介绍，此次的腺病毒

载体重组新冠病毒疫苗以改造过的复制缺陷

型腺病毒为载体，搭载上新冠病毒的 S 基因，

进入受试者体内，使人体产生对 S蛋白的免疫

记忆，从而达到将病毒“拒之门外”的效果。

病毒那么多，腺病毒为什么就能堪当大

任呢？

“腺病毒的突出特点是（头尾两端）带有

反向末端重复序列。”吴乃虎解释，它只要（头

或尾）有一段是完整的，另一段就算缺失也能

够恢复。

这个类似壁虎的再生能力，让它在按

照人类的意愿切割组装后，仍能“带货”入

核 、如 常 表 达 ，简 直 就 是 基 因 工 程 领 域 的

“利器”。

腺病毒载体近些年在众多病毒载体中异

军突起，还在于它的生产“友好性”。“它的生

产工艺能够很快放大，而且它‘带货’进入细

胞的基因能够表达更高量的蛋白，并且它在

体内表达的时间也很久。”上海比昂生物创始

人杨光华一口气数出 3 个优点。他向科技日

报记者解释，这些好处意味着它不仅理论上

有优势，在实践上也有很强的执行力，以最后

一点为例，腺病毒载体疫苗一般能提供更长

时间的免疫力。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它的安全性在其他

疫苗上已经得到印证，并进入临床。”杨光华

说。2017 年 10 月，陈薇团队的腺病毒载体重

组埃博拉疫苗获批上市。

如此“利器”，自然不会只在疫苗一个领

域发光发热。例如在基因药物生产领域，已

有相关重组药物获批上市。在癌症治疗、遗

传性疾病的治疗领域，腺病毒载体的应用都

有望推动关键性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

科学家还研发出了第三代腺病毒载体介导的

基因编辑技术，开展基因编辑工作。

作为我国并行推进的 5 大新冠疫苗研发

技术之一，腺病毒载体疫苗当仁不让、迎难而

上，领跑疫苗研发竞赛，是目前全球唯一进入

Ⅱ期临床试验的新冠病毒疫苗！腺病毒载体

成为“轻骑尖兵”，有望为人类消除疫情的阴

霾，绝非偶然，全凭实力。

腺病毒载体：拆装灵活的“变形金刚”
——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技 术 路 线 解 读 之 二

本报记者 张佳星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将联合五
部门开展不文明游园行为整治行
动。4 月中旬，升级版的“不文明
游园行为清单”将对社会公布，疫
情防控期间不戴口罩游园等行为
将纳入其中。对纳入清单的13种
不文明游园行为将开展劝导、制止
等工作。

图为北京市民戴口罩在公园
晨练。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戴上口罩

文明游园

“我们对连花清瘟胶囊进行细胞层面

实验发现，它对抗病毒的作用弱，但对新冠

病毒引起的组织细胞损伤有很好的抑制作

用。”日前，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从临床观察看，

其对新冠肺炎轻症、普通型患者证明有效，

不仅在国内，国外也可以推广。

当前，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

大阶段性成果，在国内战“疫”中，中医药发

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三药三方”，即金花清

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

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更是

被认为取得显著疗效。

然而，社会上还存在中医西医孰是孰

非的争论，存在“中医粉”和“中医黑”的不

同声音，并且借助网络平台，进一步撕裂与

放大。对此，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院

长、研究员肖炜疾呼，应辨证论治，科学理

性看待中西医争论。

“中国方案”就是中
西医结合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医、西

医均是挑战。不得不说，在尚未有特效西

药和疫苗的情况下，中医运用自身理论，迅

速处方用药，参与防控救治全过程，发挥了

有目共睹的独到优势。

“但不可否认，战疫主体力量的西医，

在传染病防控、医疗救治各环节的训练有

素以及患者重症、危重症阶段的生命支持

手段等，也不可或缺。”肖炜说，基础实验对

病毒起源、基因分析、疫苗研发、影像和病

理诊断等对正确认识及截断新冠肺炎感染

至关重要。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也表示，新冠

的病程就像一条抛物线，中医药在早期介

入和康复阶段两端作用较好。“中医西医都

是医，谁有优势谁发挥。”张伯礼说，事实证

明，中西医完全可以优势互补，共同治疗。

正是中西医两种力量的汇聚、携手、结合，

最终开创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西

医结合“中国方案”。

“一人一策”要做到
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中医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中药。此次疫

情，除“三方”等全国通用专方外，也研发出

了如广州的“肺炎一号方”等区域专方，还

有根据不同人制定的“一人一策”等。

“要辩证分析专病专方与一人一策。”

肖炜表示，疫病暴发突然，感染人群多，致

病源相同等特点，推出有效通用的专病专

方或群防群治方案，利于快速推广普及，为

疫情控制争取时间，也弥补了各地中医水

平参差不齐问题。但问题是，千人一方，无

法避免刻板，难以兼顾万千变化。对于特

殊体质人群或特殊的气候地域条件，可根

据实际情况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一

人一策，以精准施治，提高疗效。如在火神

山医院采取“一人一策”的精准疗法，成功

逆转了大量的危重症患者。当然，这也面

临对医生水平要求高、衡量标准质量难把

控等问题。

肖炜认为，中医的精髓在于把握“度”，

在疫情防治中，既要充分借鉴专家共识、专

病专方，也要“三因”制宜、辨证论治。

理性引导对中医的
“粉”和“黑”

对中医药的信任和尊重，至今没有成

为一种普遍共识。

随着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越来

越突出，越来越多人选择中医、喜欢中医、盛

赞中医。一些“中医粉”觉得扬眉吐气，开始

沾沾自喜，过分夸大中医作用，如“中医完胜

西医”“中医吊打西医”等。而各种“中医黑”

带着一如既往的傲慢与偏见，打着科学的旗

号诋毁中医，认为中医是伪科学。或戴着有

色眼镜，将治疗效果归结为心理安慰，甚至

过度强调中药对肝肾损害或副作用极大等。

在肖炜看来，对于“中医黑”，中医人要

保持自信和定力，相信中医药，会凭借越来

越多中医药临床循证依据或现代科学实验

证据等硬核实力，赢得他们的理解和尊

重。而对于一些极端“中医粉”或“神医”，

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他们缺乏科学精

神，过分吹捧中医、盲目自大，对中医的传

承和发展并不能起到任何正面意义，甚至

会贻误病情，毁坏中医千百年积累的口碑。

“本次疫情，再次证明中医经典的魅

力，即在于它的亘古恒新，永不褪色。”肖炜

说，国家推荐的“三方”均传承了中医理论

的精华，由多个经典方剂组合化裁而来。

但同时，中医也要与时俱进，采用现代科学

方法，证实确切疗效，揭示作用原理，只有

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发展。

（科技日报北京4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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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常州4月16日电（记者过国
忠 通讯员夏斌）“熔喷机的精度决定着喷丝

是否均匀，以及熔喷布的产品质量。”16日，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科研处处长李

爱红说，“我们与企业联合研制的新型熔喷

布数字化自动生产线，集成了多方面的国际

先进技术，突破了技术壁垒，实现生产数据

自动采集和生产过程质量实时监控，保障生

产当前急需的高质量医用防疫系列用品。”

该校机电学院宋黎菁副教授介绍，熔

喷布以聚丙烯为主要原料，具有很好的过

滤性、屏蔽性、绝热性和吸油性，可用于空

气、液体过滤材料、隔离材料、吸纳材料、口

罩材料、保暖材料及擦拭布等领域。疫情

发生后，医用口罩和防护服等用品成为防

疫一线的重要物资。但是，一些企业使用

传统的熔喷布生产装备，由于智能化程度

低，致使喷丝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针对国内熔喷布生产存在的问题和市

场需求，3 月初，宋黎菁科研团队与江苏

特贝尔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发挥各自技

术优势，双方合作开展熔喷布数字化自动

生产线的研制，先后解决了机械设计、模头

设计、电气控制、运营数据采集等一系列集

成技术难题，并采用国际先进的技术、材

料、元器件等，进行反复系统集成，终于成

功研制出新型熔喷布数字化自动生产线。

专家认为，此生产设备的创新之处

是，智能化程度高，运营数据采集精准，质

量实时监控，同时，可根据客户需求和生产

要求，自动调整产品规格和重量，真正实现

数字化生产，节约生产运营成本。经调试

与试机生产显示，一只 300毫米的喷头，每

天可产出 200 公斤，更换大尺寸喷头可量

产 800—1600公斤。目前，2台生产设备已

在国内生产企业示范投用。

我研制出新型熔喷布数字化自动生产线

“去年进入盛果期的 2100 亩新梅，净收

入 400万元，全村人均增收 2000元，一举摘掉

了贫困村帽子。今年全村有 7500 亩的耕地

种植新梅和杏李，届时我们村将成为名副其

实的果园村。”4 月 16 日，伽师县英买里乡阿

亚格兰干村第一书记库热西·哈吾力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信心十足地说。

在挂牌督战的深度贫困县之一的伽师县

采访，到处感受到全县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

一盘棋，高标准、有质量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浓浓氛围。

数据显示，经过 6 年的脱贫攻坚奋战，

2014 年—2019 年，伽师县累计退出 148 个贫

困村，减贫 2.8 万户 11.4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31.2%降至 3.8%。

主导产业功不可没

在决战脱贫攻坚过程中，伽师县统筹全

县 310 个村的特色产业、优势资源等实际情

况，制定“一村一方案”。

果园村、蔬菜村、石榴村……这些具有田

园风光的特色村是伽师县立足各村优势资

源、地理位置、特色产业等实际情况，制定“一

村一方案”精准施策打造出来的，形成的主导

产业为当地整村脱贫摘帽“功不可没”。

英买里乡阿亚格兰干村是发展新梅较早

的村，但在 2014 年前新梅的种植规模并不

大。“发展新梅特色林果业”的脱贫思路和定

位，打开了该村的发展思路和视野。该村连

续两年从外地购买 12 万株桃树苗，嫁接为新

梅和杏李，仅在苗木成本上就为农民节约 31

万元。

县里通过“科技之冬”、实地培训讲解等

形式向果农传授新梅种植管理技术，在这个

过程中培养了不少本村技术员。现在阿亚格

兰干村的技术员以修剪一棵果树 4 元、嫁接

一株苗木 2 元的价格，走村串乡做起了专职

技术活。

“一户一策”精准扶贫

2014年，伽师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2546

户 129426人，贫困发生率为 31.2%。

今年 3 月，伽师县再一次对每一户的情

况进行了摸排，实现“一户一策”不漏一人，确

保 1467 户脱贫监测户不返贫、5025 户边缘户

不致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伽师县从“解

剖麻雀”开始，由帮扶干部包联贫困户，制定

“一户一策”方案，精细、精准到每个家庭成

员。对贫困户的定制方案和施策，注重在扶

志扶智上下功夫。

2014 年，40 岁的库尔班·排塔尔因生活

变故，从外地回到了克孜勒苏乡库台买村。

当时的库尔班无房、无地，一蹶不振，打个零

工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鉴于库尔班的特殊情况，他被纳入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从驻村干部到帮扶干部都没

有放弃他，天天上门作他的思想工作，为他量

身定制了脱贫方案。

2016 年初，库尔班参加了为期 45 天的

免费泥瓦工培训后，加入本村施工队建设安

居房，一天工资 200—300 元，当年收入近 3

万元。

今年 2 月，在驻村干部、帮扶干部的谋划

下，他依托库台买村创业小市场开办农资超

市的想法也变成了现实。他还承包了 10 亩

土地和一座拱棚，利用拱棚培育的辣椒苗已

于 3月 1日下种，4月中下旬辣椒苗出苗后，将

把 10亩土地全部种上辣椒。

“三位一体”全覆盖

今年 2 月，县里利用援疆资金，以每月

1350 元的报酬聘请 357 名农民技术员。这些

活跃在本村的农民技术员，有责任指导农民

种植业方面遇到的问题，农民也可随时向他

们请教种植管理技术。

全县种植伽师瓜 25 万亩、蔬菜 10 万亩，

对 种 植 伽 师 瓜 、蔬 菜 贫 困 户 每 亩 补 贴 500

元。同时，培育了 1700 万株菜苗，送给农民

种植春提早拱棚菜和庭院蔬菜。

为做到未就业人员全部就业、就业不充

分人员充分就业，县上在项目建设、公益性岗

位等方面开发岗位 4.7万多个。

区地县 128 个单位定点帮扶 219 个贫困

村，1.46 万名干部全覆盖包联 3.7 万户贫困

户、脱贫监测户和边缘户；对 4044 户未脱贫

户，新增 3102名干部结对包联。

人心齐，泰山移。伽师县对 310 个村实

现督战、包联、帮扶“三位一体”全覆盖，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确保与全国全疆同步迈入小

康社会。

一村一方案 精准打赢攻坚战
——来自新疆伽师县决战脱贫攻坚的报道

本报记者 朱 彤 通讯员 陈 晨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6 日电 （记者付毅
飞）记者 16日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获悉，该集

团研制生产的“移动医院”日前跟随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队，到达黑龙江省绥芬

河市驰援当地疫情救治工作。

据悉，此次驰援绥芬河，医疗队携带了航

天科工所属航天江南苏州江南公司研制生产

的移动医院产品，包含远程会诊车、X 线车

等。这是该集团移动医院装备继紧急驰援武

汉保卫战之后，再次出征抗疫一线。

据介绍，航天科工集团是我国应急救援

移动医院的主力研制单位，其研制的移动医

院展开后相当于一所二级甲等综合医院，具

有机动性好、模块化组合、展开部署快速、救

治功能范围广等特征，能够完成手术、急诊、

急救任务，同时可以保障救援工作人员的基

本生活所需。

航天“移动医院”

再次出征抗疫一线

（上接第一版）他算了一笔账，外出打工每年除

开成本只能留下 2 万元左右，去年他养了 500

只芦花鸡，收入达到了 4 万多元，除开成本也

有2万多，今年他已预订养2000只芦花鸡。

“芦花鸡是帮助梧桐村脱贫的‘金凤凰’。”

重庆市科技局扶贫集团驻龙驹镇工作队队

长、重庆三峡学院副院长祁俊生说，汶上芦花

鸡产自山东省济宁市，是国家保种源。2017

年底，东西扶贫协作项目——汶上芦花鸡生

态养殖扶贫产业项目引进。不同于简单的养

殖，通过科技支撑，这里形成了从鸡苗繁育、

高效山地散养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

“从技术到资金都享受到了‘保姆式’服

务。”实施芦花鸡项目的重庆市铭森晟祥农牧

科技有限公司牟桔丰说，为了解决芦花鸡的

适应性、免疫条件和原生态散养等问题，重庆

三峡学院在这里建起了“科技小院”，不仅有

科技特派员专家前来技术支持，培养了专业

养殖技术人才，而且从育种、饲料研发等方面

进行科研项目攻关，并有效破解了企业产品

深加工的发展瓶颈。2019年他们获评为重庆

市农业科技企业，获得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授

信 400 万元，已成功贷款 300 万元，解决了资

金困难。

在芦花鸡良种繁育基地里，全自动化的

鸡苗孵化车间，年出栏达 200 万只，是国家级

汶上芦花鸡保种场西南基地；而占地 790 亩

的芦花鸡高效山地散养示范基地，年出栏达

3.5 万只。通过“公司+集体+农户”的模式，

养殖基地每销售 1只鸡，村集体经济可增收 2

元，托管代养贫困户可收入 18 元。目前，已

发放扶贫鸡苗 5万余只，带动 550余户困难群

众增收。

脱贫攻坚衔接乡村振兴 万州发展凸显科技特色
（上接第一版）

“针对我国盐碱地分布广、类型多样，

研究优势单位、平台和人才队伍分散、难以

集中的特点，协同平台拟实行‘总部、研究

中心、区域分中心和试验站/基地’模式建

设，组织全国最大范围的优势力量协同攻

关，储备国际领先的盐碱地利用关键核心

技术，培育粮食生产新增长点，搭建国际一

流耐盐碱水稻研发技术创新平台，培养全

产业链国家高端创新人才队伍，打造耐盐

碱水稻创新型产业集群。”湖南省科技厅厅

长童旭东谈及协同平台构想时说。

而据湖南杂交水稻中心消息，技术路

线上拟利用杂种优势技术培育高产、优质、

适应性广的耐盐碱水稻重大新品种，构建

不同盐碱地生态区耐盐碱水稻丰产高效应

用模式并大面积示范。

“今年，我们在辽宁省盘锦市新兴镇开

展耐盐碱新品种试种，示范面积大概 30

亩。”正在盘锦“蹲点”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

中心副研究员彭玉林说。

仍在海南三亚南繁育种基地的湖南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玉烛则透露，今

年，在袁隆平院士亲自安排下，他们已在内

蒙古兴安盟、黑龙江肇源、吉林大安、辽宁

盘锦等全国 10 省份地区部署耐盐碱新品

种示范，部分示范基地现已完成播种。

（科技日报长沙4月16日电）

（上接第一版）军队前方专家组现地指导医院

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积极推广新技术新

疗法，坚持中西医结合，提出个性化救治方案，

突出做好高龄患者和危重症患者救治，有效提

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一线科研团

队争分夺秒展开科研攻关，研制的重组新冠疫

苗通过临床研究注册审评，获批正式进入临床

试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作出重要贡献。军队前方指挥协调组加

强统筹指导，确保一线医疗救治工作迅捷高效

实施。

离开武汉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精心

整理医院、住宿场所各类物品，对医疗设施表

面擦拭消毒，及时协调专业力量进行终末消

毒，并认真进行物资清点、资料归档、医院移

交等工作，把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留在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同时，疫情防

控期间担负武汉市生活物资运输保障任务的

驻鄂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也圆满完成

任务回撤。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圆满完成任务回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