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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人民医

院报告了 1 例疑似腺鼠疫病例，当地于 7 月 5 日发

布鼠疫防控三级预警，预警时间从发布之日持续

到 2020 年底。按照国家、自治区鼠疫控制应急预

案的要求，巴彦淖尔市卫生健康委将根据鼠疫疫

情预警的分级，及时发布和调整预警信息。

从去年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市、

巴彦淖尔市先后发生数例腺鼠疫感染病例（上述巴

彦淖尔市报告的疑似病例已于7月5日确诊），引起

了社会广泛关注。

鼠疫祸害人类已有十多个世纪，从过去的全

球大流行，到如今的个例发生，科学研究和医疗技

术的发展，已让这种令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不再

可怕。

鼠疫在国际上曾被称为“黑死病”，是由鼠疫杆

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也是我国法定传染病中

的甲类传染病。

作为自然疫源性传染病，鼠疫主要在啮齿类

动物间流行。临床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大疼痛、

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出血，以及其他严重毒血症

状。

“根据临床表现和发病特点，鼠疫分为轻型鼠

疫、腺鼠疫、肺鼠疫、脓毒血症型鼠疫等多个类

型。不同的分型，潜伏期也不同，例如腺鼠疫的潜

伏期是 2—8 天；而肺鼠疫的潜伏期则为数小时至

两三天。”内蒙古农牧业科学院兽医研究所二级研

究员侯勇跃说。

医疗专家介绍，临床表明，腺鼠疫为最常见的

鼠疫类型，占鼠疫病例的 80%以上。腺鼠疫起病

急骤，以显著的毒血症状开始，表现为突然恶寒、

寒战，随之高热，体温迅速升到 39℃—40℃，同时

有明显头昏头痛、全身及四肢酸痛、颜面潮红、结

合膜充血，也会有恶心、呕吐等症状。腺鼠疫感染

者多数会出现极度衰竭，如脉搏与呼吸加快，血压

下降，神志迟钝，有时皮肤及黏膜出现瘀点、瘀斑，

并可有鼻出血、尿血及便血等症状。最为明显的

是淋巴结迅速肿大，每天甚至每小时淋巴结都有

显著改变。

原发性肺鼠疫为呼吸道直接感染所致，发病

数小时后出现胸痛、咳嗽、咳痰，痰由少量迅速转

为大量鲜红色血痰。感染者呼吸困难与发绀症状

迅速加重，肺部可以闻及湿性啰音，呼吸音减低。

患者的体征与症状常不相称，重症患者多于 2—3

天内死于心力衰竭、休克。

而脓毒血症型鼠疫也称暴发性鼠疫，分继发

和原发，继发脓毒血症型鼠疫病情发展迅速，短时

间内出现全身毒血症症状、出血、神志不清、谵妄

或昏迷。患者常于 3 天内死亡。患者皮肤广泛出

血、瘀斑、发绀。

专家表示，不论是腺鼠疫还是其他类型鼠

疫，都有致死率高，传播速度快，感染率高的特

点。数据统计显示，随着现代传染病学研究的发

展和防疫技术的进步，鼠疫的死亡率已得到了很

好地控制。

鼠疫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

鼠疫的传播性为何会如此之强？内蒙古生物

技术研究院特聘工程师张志刚告诉记者：“鼠疫的

传播途径多样，首先，人被带有鼠疫菌的跳蚤叮

咬，就可被病毒感染；其次，人接触了感染鼠疫的

防治斗争从未停歇

侯勇跃告诉记者：“人类已经运用科学武器与

鼠疫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斗争，并取得了胜

利。而重视预防则可以避免鼠疫流行。几个月

来，内蒙古出现的几例鼠疫病例并未造成大规模

传染流行，就可以充分证明预防的重要性。”

我国早有严谨、科学、精准的鼠疫防治流程：发

现疑似或确诊病人，要立即通过紧急电话和网络报

告疫情，城市不得超过2小时，农村不得超过6小时；

同时对病人进行严格隔离，禁止探视及病人互相往

来；病人排泄物要彻底消毒，病人死亡要实行火葬。

各型鼠疫病人分别隔离，肺鼠疫病人要单独隔离，不

能与其他鼠疫病人同住一室；腺鼠疫病人隔离至淋

巴结肿完全消散后再观察7天，肺鼠疫病人则要隔离

至痰培养 6次阴性。鼠疫接触者应检疫 9天，对曾

接受预防接种者，检疫期应延至12天等。

医疗专家表示，在具体病原治疗方面，原则上

是早期、联合、足量应用敏感的抗菌药物。例如，

链霉素为治疗各型鼠疫特效药，对严重病例应加

大剂量；链霉素可与磺胺类或四环素等联合应用，

以提高疗效。磺胺药宜用于轻症及腺鼠疫，与等

量碳酸氢钠同服，体温正常 3—5 天后停药。在治

疗中，也可选用β-内酰胺类、喹诺酮类和第三代

头孢菌素等药物。

侯勇跃说：“面对鼠疫，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鼠疫已经不是死亡的

代名词，它完全可防可控可治。在我国，鼠疫防治

仍以预防为主。2019 年，内蒙古自治区出现的几

例鼠疫病例，均与草原上的野生动物有关，这也再

次提示我们，防治鼠疫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仍是

那个老生常谈的人类生存法则：只有尊重自然，敬

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才不会将自然界的病毒

带入人类社会，我们自己才是安全的。”

用科学武器可防可控可治

本报记者 张景阳 动物（主要是鼠类和旱獭）也会被传染；此外，如果

剥食患有鼠疫的病死动物，鼠疫菌进入人体创口

就引起感染；再有，吸入皮毛中带菌的尘埃同样会

引起感染；而取食未经充分煮熟的染疫牲畜时，病

毒则会通过消化道进行传播。总之，多渠道、快速

的传染特性决定了鼠疫的传播性远远强于其他传

染疾病，也正因如此，人类已经与这种传染病斗争

了十几个世纪。”

在人类发展史中，鼠疫绝对算得上是人类生

存、发展、进步的头号传染病劲敌，3次鼠疫的世界

性大流行，至今令人心有余悸。

鼠疫首次大流行发生于 6世纪，这次流行持续

近 60 年，流行最严重时每天死亡 5000—10000 人，

死亡总数近 1亿人。

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 14 世纪，而这次大流行

持续了近 300年，仅欧洲就死亡约 2500万人。

第三次是 1894 年突然暴发的鼠疫，引发全球

大流行，至 20 世纪 30 年代达到最高峰，共波及亚

洲、欧洲、美洲和非洲的 60 个国家，死亡达千万人

以上。这次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

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这次流行的特点是疫区多

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

在第三次鼠疫大暴发之前不久，人类找到了

鼠疫的罪魁祸首：耶尔森菌（鼠疫杆菌）。张志刚

介绍说：“鼠疫杆菌侵入人体后，会立即引发基本

病，致使血管和淋巴管内皮细胞损害及急性出血

性、坏死性病变；淋巴结肿常与周围组织融合，形

成大小肿块，呈暗红或灰黄色；脾、骨髓有广泛出

血；皮肤黏膜有出血点，浆膜腔发生血性积液；心、

肝、肾可见出血性炎症，并引发支气管或大叶性肺

炎，支气管及肺泡有出血性浆液性渗出以及散在

细菌栓塞引起的坏死性结节。”

侯勇跃强调说：“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这一

次鼠疫大流行中，人类正式开始使用科学武器与

鼠疫进行斗争：人类弄清了鼠疫的病原体为鼠疫

杆菌，掌握了鼠疫的传播途径，加强了国际检疫措

施，从而使得人类有史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波及范

围最广的鼠疫大流行得到了迅速有效的控制。”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获悉，该

院强磁场中心王辉研究员与张欣研究员合作，利用磁溶剂热法合

成出海胆状镍纳米粒子（UNNPs），实现了旋转磁场诱导下的肿瘤

细胞凋亡以及肿瘤生长抑制。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国际期刊《化

学工程期刊》上。

近年来，磁性纳米颗粒（MNPs）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癌症治疗，

“磁力刀”概念也随即被提出，即磁性纳米粒子在旋转磁场作用下，

产生带有类似“旋转搅拌”功能的机械力，利用这种机械力可以破

坏肿瘤细胞，达到与手术刀相同的效果。这种由磁性纳米粒子组

成的“磁力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刀，它是一种磁场带动下的“机械

力”，这种力量形似榨汁机在搅拌水果时产生的涡轮形力量。水果

在涡轮力的作用下被搅碎，同理细胞在磁场机械力的作用下被搅

碎直至死亡。

因其具有深层肿瘤治疗以及远距离操纵等优势，磁机械

癌症疗法受到持续关注。目前，不同类型的磁性纳米颗粒已

经被广泛应用于磁机械诱导的癌症治疗，但这些磁性纳米颗

粒存在表面光滑和磁性较弱等缺点，难以在磁机械癌症治疗

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因此，设计一种具有高饱和磁化强度和

结构特异性的磁性纳米颗粒，对于提升磁机械癌症治疗效率

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辉与张欣利用外加磁场和溶剂热法一步合成了海胆状镍纳

米粒子，相关表征以及实验表明，该海胆状镍纳米粒子不仅具有高

饱和磁化强度和结构特异性等优点，对正常细胞以及生物体无明

显毒副作用。据悉，在低频旋转磁场下，海胆状镍纳米粒子展现了

“磁力刀”的作用，有效抑制了小鼠体内乳腺癌的生长。

磁性更强、结构更优

新型“磁力刀”可抑制肿瘤生长

新华社讯 （记者杨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国际牲畜研究所

近日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呼吁，各国政府亟需采取措施阻断病原

体从动物“跨越物种界限”传染给人类，否则将来还可能暴发更多

人畜共患疾病。

这份名为《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病：人畜共患疾病以及如何阻断

传播链》的报告指出导致人畜共患疾病频发的七大因素，包括人类

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增加、对野生动植物的利用和开发增多、气候变

化等。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在报告中说，流

行病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也危害各国经济。在过去几个月

中，“我们切身感受到，疫情对最贫穷和最脆弱人群的打击最为

严重”。为了防止将来疫情再度暴发，必须更加谨慎地保护自

然环境。

为预防和应对人畜共患疾病和大流行病暴发，报告建议各国

政府扩大对人畜共患疾病的科学探究，采取将公共卫生、兽医和环

境专业知识相结合的“一体化健康”计划，加强生物安全和相关防

控体系建设，以及采用可持续的土地管理做法等。

人畜共患疾病是指动物和人类之间自然传染的疾病，包括埃

博拉、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冠病毒等。

联合国报告呼吁各国

加强研究和预防人畜共患疾病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柯溢能 记者江耘）近日，记者从浙江大

学获悉，该校基础医学院、浙江省免疫与炎症疾病重点实验室张岩

研究员课题组联合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刘剑峰课题

组在国际知名期刊《细胞研究》上发表封面论文，首次报道了代谢

型γ—氨基丁酸受体（GABAB）的多种状态的精细三维空间结构，

阐明了全长 GABAB 受体异源二聚化的激活机制。该研究成果为

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提供了解析度最高的模板，为今后靶向

GABAB受体的药物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为重要的药物靶点，目前近 40%的药物通过 G 蛋白偶联受

体（GPCR）发挥药效。其中，代谢型 GABAB受体是哺乳动物中枢

神经系统中最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受体，参与大脑冷静的调控，

一旦失调会导致癫痫、焦虑、抑郁等众多神经和精神疾病。由于候

选药物通常无法精准识别 GABAB 受体，加之目前缺少 C 型 GP-

CR 高分辨的三维结构，为高特异性的药物筛选以及设计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

浙江大学科研人员通过冷冻电镜技术成功解析 GABAB 受体

在非激活状态和激活状态复合物的高分辨结构，发现 GABAB 受

体与其他 GPCR 家族受体以单体形式存在不同，它由“两扇门”组

成并协同发挥作用——一扇门可接收药物信号，然后再通过另一

扇门将信号传向细胞内。张岩带领课题组还发现，GABAB受体底

部有一个特定的“门洞”，能够让药物认准 GABAB受体。

张岩表示，课题组由此揭示了新颖的 G 蛋白偶联受体激活

机制，科学家可根据此次解析出的高分辨结构设计改造获得高

特异性的药物候选分子，也可以通过计算机辅助的方式进行药

物筛选。

看清关键受体三维结构

靶向药物筛选有据可循

江南进入梅雨季，蘑菇大量繁殖。7 月 7 日，

记者从江苏省人民医院获悉，入夏以来，该院急诊

医学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中毒学组

组长张劲松教授陆续接到近 10起省内各地毒蘑菇

中毒病例的会诊，南京、苏州、淮安、宿迁等地的老

百姓纷纷中招。张劲松表示，目前没有简单易行、

快速有效的方法识别蘑菇是否有毒。不采、不食

野生蘑菇才是预防和控制毒蘑菇中毒的关键。

我国已报道435种毒蘑菇

口舌尝鲜，有可能肠胃受罪，还有可能丢了性

命。前不久，在联合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陈

作红教授进行形态学鉴定后，张劲松团队对病人

生物样本以及蘑菇样本毒检分析发现，多例患者

均明确为误食剧毒类型的鹅膏菌。

这类鹅膏菌含有鹅膏毒肽等毒素，这些毒素

在人体内的“杀伤力”往往不低。南京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孙昊介绍：

“含鹅膏毒肽的毒蘑菇，如肉褐鳞环柄菇，可以造

成严重的肝脏功能损害；含 2-氨基-4、5-二乙烯

酸等毒素的毒蘑菇，如欧式鹅膏菌，可以造成肾小

管损伤，从而引发肾功能损害甚至衰竭。”她说，前

不久，江苏淮安一位患者，吃了肉褐鳞环柄菇，结

果发生严重肝功能衰竭，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无独有偶，7 月 5 日，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中

心抢救室也接收了一位食用毒蘑菇中毒的患者。

这位男性患者 57岁，在南京老山风景区游玩时，自

行采摘了一些野生蘑菇食用，第二天开始出现恶

心呕吐的症状，第三天出现了无尿症状，送至医院

后被确诊为食用了欧式鹅膏菌而中毒，患上“鹅膏

肾毒性综合征”并造成肝功能损伤。

据中国疾控中心 2019 年发布的资料显示，全

世界已知的毒蘑菇超过 1000 种，我国已经报道的

有 435 种。我国蘑菇中毒发病集中在每年 6—10

月，全年均有发生。西南地区和华中地区是我国

毒蘑菇中毒的重灾区。

一种蘑菇可能含有多种毒素

专家表示，不同种类蘑菇生长习性不同，含有的

毒素不同。不同的毒素在人体内的吸收、分布、代谢不

同，作用的靶器官不同，引起效应类型和程度也不同。

而且，一种蘑菇可含有多种毒素；一种毒素也

可存在于多种蘑菇中。同一种蘑菇的不同生长阶

段、不同部位的毒素含量也不尽相同。这些特点

使得蘑菇中毒临床表现多样，导致的健康危害结

果也大不相同。

目前，已知的蘑菇中毒，可以引发急性肝损

害、急性肾损害、横纹肌溶解、溶血、胃肠炎、神经

精神症、光敏性皮炎等症状。

“云南地区多见的球基鹅膏、黄粉末牛肝菌

等，吃了之后，会出现头晕、幻视等精神症状，甚至

出现‘小人跳舞’的幻觉。”孙昊说。

食用会引发神经精神型疾病的毒蘑菇，进食

者多在进食后 15 分钟至 2 小时内发病，除有消化

道症状外，还会出现瞳孔缩小、多汗、流涎、兴奋、

视物模糊、幻觉、步态蹒跚等神经精神症状，严重

者可出现视觉畸变、狂躁、沮丧、焦虑、被害妄想等

症状。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2019

年中国蘑菇中毒事件报告”，全国17个省份报告了276

起蘑菇中毒事件，共计769人中毒，造成22人死亡，涉

及70种毒蘑菇，22例死亡病例中有20例是由急性肝

损害型（含鹅膏肽类毒素）的毒蘑菇引起的。

借助专业仪器才能精准识毒

如何辨认各类蘑菇“是敌是友”？孙昊介绍，

即使是经验十分丰富的生物学家，往往也需要借

助实验室专业仪器才能进行精准鉴别。而非专业

人员仅凭经验，靠形态、气味、颜色等外貌特征来

辨识，是很难准确识别毒蘑菇的。

“我们常说同时‘戴帽、穿裙、穿鞋’的蘑菇不要

采。”孙昊说，这指的是有菌盖、菌环、菌托，这类蘑

菇多为鹅膏属，而鹅膏属的蘑菇大多含毒或含剧

毒。但没菌托和菌环的蘑菇也可能有毒。

“任何形态、种类的野生蘑菇均不要食用，50克新

鲜有毒蘑菇即可致死，蘑菇中含有的鹅膏毒肽耐高温，

常规烹煮模式不能破坏毒素。”张劲松提醒，一个蘑菇

里面可能混合多种毒素，一旦误食了野蘑菇，一般在进

食后6到12小时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症状，经对

症处理消化道症状可能会获得缓解，但此时切不可轻

视，因为这可能是含有鹅膏毒肽的毒蕈“假愈期”的表

现，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暴发性肝功能衰竭期。如果

食用野蘑菇后，出现呕吐、腹泻、发热、头痛、麻痹等可

疑症状，应立即到医疗机构就诊，切莫延误治疗。

凭形态辨别毒性不可靠
不食用野蘑菇才是避免中毒的关键

本报记者 金 凤
通 讯 员 王鲁闽 吴倪娜

北方草原出现鼠疫北方草原出现鼠疫
别怕别怕，，它已不是死亡代名词它已不是死亡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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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江苏患者食用的有毒蘑菇，a、b为欧式鹅
膏菌，c、d为肉褐鳞环柄菇。

受访者供图

人类运用科学

武器与鼠疫进行的斗

争已经取得了胜利。

重视预防可以避免鼠

疫流行。内蒙古出现

的几例鼠疫病例并未

造成大规模传染流

行，就充分证明预防

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