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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感染的最小年龄才13岁，最大的86岁。”

提到这两个数字，北京佑安医院感染中心性病艾

滋病门诊主任孙丽君神情黯然。

13岁，花样年华；86岁，耄耋老者。他们本不应该

被艾滋病毒“俘获”，更不可思议的是通过性行为。

也许有人认为这只是两个极端的个例。但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韩孟杰根据

掌握的情况，道出更令人忧心的现实——“最近我们组织

的一项调查表明，少数中学生在网上找‘伴’，发生性行

为。”韩孟杰说，老年人以农村的为主，特别是西南地区，性

行为可能买个菜的钱就发生了。这些都为艾滋病的性传

播埋下隐忧。

2020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3 个“世界艾滋病日”。

来自诊疗一线和全国性的调研数据都共同指向一点：

艾滋病进入到了性传播为主的阶段。

“防控难度很大。”韩孟杰习惯以数据说话：尽管

2019 年我国报告的因吸毒传播艾滋病的人数不到

2000 例，处于较低水平，但性传播却让艾滋病疫情防

控形势仍然严峻。

艾滋病毒更加“隐秘”地传播着。

这仅是其一。艾滋病毒有太多“隐秘的角落”。

它扣动了免疫系统全线
崩塌的“扳机”，人类却无能
为力

紫红色的肉瘤，看上去像熟透的樱桃。

1981年，几十名身患卡波济氏肉瘤的患者在美国

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同时出现，聚集性患病引起医学

界的警觉：会不会是感染性疾病？

随后的患者表现出不同症状：细菌或真菌感染、罕

见的肺炎、血小板低得可怕、侵袭性淋巴瘤……

症状虽然多样，却体现了共性：免疫系统“溃不

成军”。

艾滋病的名字由此得来：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cquired Immuno Deficiency Syndrome，AIDS）。

但人们仍对是什么扣动了让免疫系统垮塌的“扳机”毫

不知情。

源头的发现，是在两年以后。1983 年，来自法国

巴斯德研究所的学者以及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学者分

别独立分离出了艾滋病的病原体，即臭名昭著的

HIV。他们的研究结果分别发表在《科学》和《自然》杂

志上。

元凶的发现并没有阻止艾滋病在人类社会的杀

戮。1986年底，被确诊罹患艾滋病的近 29000名美国

患者中，有25000名死亡。

甚至“零号病人”的发现也没有带来丝毫的转机。

一位加拿大籍、职业为空乘服务员的男同性恋者被认

为是“零号病人”，普遍观点认为他是第一个把艾滋病

带出非洲的人。

但持续的病毒溯源工作和新发现把“零号”推向更

久远。

“后来的病毒溯源工作经过了全球网络追踪，现在

我们知道实际上艾滋病毒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从非洲

开始，从动物跨越到人类。”贝利·马丁奖获得者、广州市

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蔡卫平说，艾滋病毒的发

现或许要比人类社会的“零号病人”出现晚50多年。

无数证据暗示：人们发现的所谓“零号病人”也许

只是中间链条，溯源远远没有结束。

无论是以其他疾病的面貌“隐秘”潜行，还是在被

发现后的大行肆虐，1996 年以前，艾滋病带给医生和

学者的挫败感，丝毫没有因为对艾滋病毒的认知和分

离有所缓解。

“那种挫败感，非常强烈，30年来一直记忆犹新。”在

不久前召开的主题为“艾滋病免疫重建与免疫恢复”的

香山科学会议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

主任李太生感慨颇多：“1993年我去法国学习艾滋病治

疗的时候，始终感觉非常无奈，因为我遇到的病人大概

一年左右就要换一批，就像这次我们一开始去武汉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一样，面对病人的离世，却束手无策。”

幽灵般的“复阳”：刚逃
离死神，又陷入慢性炎症
“漩涡”

1996 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提出了著名的

“鸡尾酒疗法”，即通过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抗病毒药物

联合使用来治疗艾滋病。

在此之前，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把艾滋病毒行为

模式、爱好、侵袭路径、攻击手段甚至弱点等都研究

了个遍。

艾滋病有一把进入人体的“钥匙”，主要打开“CD4

标记”的“锁”。

艾滋病毒主要攻击人体的CD4细胞，由于它是个

RNA 病毒，潜进后会“自带”工具酶进行逆转录（从

RNA变为 DNA），DNA潜进宿主细胞核，便永久性地

插入到宿主染色体中。

CD4 细胞被艾滋病毒占领，成为艾滋病毒的据

点，在“饲育”了大量病毒后一个又一个死亡。

从发现、识别、分离，再到摸清它的底细和路数，艾

滋病毒“生命链条”的每一环似乎已经被尽数“破获”。

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被发明出来，人们抓住了

艾滋病毒的“命门”：只要抑制它的逆转录酶，不让它逆

转录为 DNA进入细胞基因组，打断关键一环，就能把

“死神”拒之门外。

意想不到的事情却接连发生。最为诡谲的是，艾

滋病毒的变异。

它的频繁变异，不仅引发了耐药，也让艾滋病疫苗

诞生变得愈发渺茫。

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杰尔姆·格罗普曼评价：艾滋

病毒是一种高度变异的病毒，狡猾的它会通过突变让

药物作用找不到靶子（逆转录酶），这就是耐药。

“鸡尾酒疗法”的联合用药克服了耐药性的问题，

第一次让长期控制艾滋病成为可能，成为艾滋病的标

准治疗手段。

人们欣喜地看到病毒载量一直在下降，直到检测

显示“Negative（阴性）”，可是只要停药一段时间，它又

会卷土重来。

“复阳”成为治愈的噩梦，也使得艾滋病患者背负

高额而长期的治疗费用和治疗副作用的沉重。

终于，人们认识到艾滋病毒像“幽灵”一样挥之

不去。

“长期治疗的患者普遍遭受着慢性病的困扰，例

如心血管异化以及有神经系统、肾脏、肝脏等问题，

老年人也会承受严重的骨质疏松。”李太生说，在“后

鸡尾酒疗法”时代，引发慢性炎症、异常免疫激活是

用药物压制病毒的代价，而艾滋病用药能不能减轻

或克服这些影响，目前成为其疗效评估、新药物研究

面对的重要问题。

在临床上，医生可以综合考虑患者临床状况、经

济状况、用药禁忌、不良反应等给出不同的“鸡尾酒”

方案。

在新药物研发上，提升药物疗效、服药便捷性、降

低毒副作用是目标，目前集中于新靶点药物与长效药

物的研发。例如，片剂、一周服用一次，这些都是好的

进展。

降低毒副作用，中国多个团队尝试从中药找到突

破口。

“我们团队尝试用中药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雷公

藤多苷片对艾滋病患者进行了临床实验，结果表明

CD4得到显著提升。”李太生说，2015年开始，该团队

与企业合作，开始中药片剂中有效成分（雷腾舒）的进

一步研究，目前已经在进行临床试验研究的患者招募

工作。

无独有偶。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

洪洲教授介绍，上海市公卫团队正在发掘中药“老药新

用”的可能，并在甘遂中寻找到活性单体物质、明确药

物机制，即将开展药物临床研究工作。

既然一切的起因是免疫缺陷，那么受到艾滋病毒

毁灭性打击的淋巴细胞，还有机会重获生机吗？

中国科学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感

染病医学部主任王福生领衔的对 10万病人长达 12年

的随访分析表明，艾滋病毒对于CD4细胞的“大屠杀”

一旦越过“红线”，即便 12 年也无法恢复到正常人水

平。他们将初治艾滋病患者的 CD4 细胞水平分为 5

组，结果表明，如果大于 500 个/立方毫米，经过治疗

后，CD4细胞很快会恢复，整个系统也会趋于均衡；而

如果小于 200 个/立方毫米，那么即便病毒控制住了，

患者的免疫能力仍旧难以恢复。

这一大规模、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对艾滋病毒的破

坏力给出了铁证：艾滋病毒对于CD4细胞不仅是杀戮

甚至破坏了它休养生息的能力。

“需要给被破坏的免疫系统支援。”多年来，王福生

带领团队开展了整体过继免疫治疗的研究，希望对艾

滋病感染者进行免疫“重建”，通过采集健康直系亲属

的细胞，回输到患者体内，提升或改善患者免疫力和辅

助控制疾病并发症。

在药物预防方面，艾滋病治疗也有了新的突破，

GSK开发的长效 HIV整合酶抑制剂，被用于非洲女性

的艾滋病毒感染预防用药，只需要2个月注射一次，就

能够起到预防保护作用，甚至可以作为疫苗使用。

据专业媒体“生物谷”总结的近期艾滋病毒前沿研

究进展显示，《科学》发表了美国学者在体外重建 HIV

复制和整合过程的研究，对艾滋病毒作用机制更进一

步掌握。此外，免疫细胞治疗、病毒潜伏机理等研究也

有所突破。

人毒之战中，“兵法”中
的三十六计极有可能时时
上演

艾滋病毒幽灵般的“复阳”，让学者们想尽一切办

法追捕，试图发现它的藏匿之处。

参与过 1981年艾滋病患者治疗的哈佛大学医学

院教授杰尔姆·格罗普曼在其回忆文章中记录了这段

历史：在 1997 年的《自然》杂志上，约翰·霍普金斯医

学院、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罗伯特·西里西

亚诺发表了一篇论文，用自己发明的一种非常灵敏的

测量技术，在记忆 T细胞中发现了 HIV病毒。艾滋病

毒在记忆 T 细胞的 DNA 链中保持休眠状态，这样就

可以避开鸡尾酒药物，并在稍后重新激活，开始损坏

免疫系统。

“西里西亚诺告诉我，他还记得第一次在接受

HAART治疗的病人的记忆T细胞中发现潜伏病毒的

情形。”杰尔姆·格罗普曼在文中写道：“当时的主治医

生以为病人是能治愈的，在每一个能想象的部位都进

行了活体检查，一点病毒存在的迹象都看不见。研究

者从患者身上取了 20试管的血样，分离出 T 细胞，并

将它们分别放入容器中。接下来，研究人员将样本和

未受感染者的细胞混合。如果健康的 T 细胞受到感

染，那么病毒就能够繁衍并被释放。如果检测到病毒

的存在，试管的颜色会变成蓝色。”

一天，一个研究生破门而入，宣告：容器变蓝了！

这抹冰蓝锁定了艾滋病毒的最后“藏匿点”，但也证实

了人们不愿相信的事实：即使用了抗逆转录病毒疗法，

病毒还是会在体内活下来，根除不尽。

“现行疗法可以持续抑制艾滋病毒的复制，效果

可以达到检测不到其存在，但不能清除持久存在的潜

伏病毒。”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院长张

林琦教授说，这是如今艾滋病毒无法治愈的主要原因。

找到“老窝”，才能根除。

2012 年，“引蛇出洞”的方法被提出，通过重新激

活休眠的病毒，让药物或者免疫系统识别并清除。

用什么唤醒？理论的提出者使用了名为伏立诺他

的药物。近几年“引蛇”药物的寻找成为艾滋病研究的

前沿。

张林琦团队与清华大学药学院的同事合作，从受

体激动剂入手，通过计算机辅助，基于结构的药物设

计、虚拟筛选和先导化合物优化的组合策略，合成了约

200 种具有不同结构和生化特性的小分子化合物，初

步证明小分子在激活病毒储藏库和增强NK细胞介导

的抗病毒免疫力两方面的巨大潜力。“新型小分子在激

活与清除艾滋病患者潜在病毒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

面仍需要深入的机制分析以及临床前和临床评估。”张

林琦说。

艾滋病毒与人体的交互，或许比想象的更为复

杂。人毒之战中，“兵法”中的三十六计极有可能时时

上演。

随着生物技术手段的精进，越来越多的意想不到

纷至沓来。

例如，原本认为是人体内重要抗病毒因子的Ⅰ型

干扰素，在动物实验中居然被证明是艾滋病毒破坏免

疫系统的帮凶。

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院人类病毒学研究所教授苏

立山带领团队做了一个“考验”Ⅰ型干扰素的实验。“很

有意思，去掉以后，病毒复制增加了大约 5—10倍，说

明Ⅰ型干扰素衍生物对病毒复制有抑制，但是人体免

疫细胞被救回来了：T细胞的功能回来了，骨髓里边的

造血干细胞、肠道里的稳态也都回来了。”苏立山在此

次的香山科学会议上讲述了这个发现。

“隐秘”的内鬼是不是只有Ⅰ型干扰素，侦察仍在

继续。

柏林病人、伦敦病人、圣
保罗病人、精英控制者……
艾滋病毒真的在死去？

若干年来，“治愈”始终无法用在艾滋病人的身上。

但“柏林病人”出现了……

2007年，同时患有白血病和艾滋病的蒂莫西·雷·
布朗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随后艾滋病毒奇迹般地从

他体内消失。

CCR5基因缺陷会让艾滋病毒打不开进入人体细

胞的门，而布朗的骨髓捐献者先天性地有这种缺陷。

基因编辑、细胞移植治疗艾滋病的大门开启了。

2016年，“伦敦病人”重演了布朗的奇迹。

但他们的幸运被认为无法复制。

除了难以找到匹配的骨髓之外，也并不是所有配

型成功者都让病毒消失了。回输免疫细胞在患者体内

能不能存活下来并壮大势力是关键，也曾有过相似的

疗法，患者的病毒并没有清除。

天然的 CCR5基因缺陷系统寻找困难，人工的基

因编辑技术或许能弥补“短板”。

2019年 9月 12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线发表

了我国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邓宏魁教授、解放军总

医院第五医学中心陈虎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

医院吴昊教授等团队合作，利用 CRISPR基因编辑技

术在人体造血干细胞中失活 CCR5基因，并将编辑后

的干细胞移植到一名艾滋病合并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患者体内。

在美国，ZNFs基因编辑技术被用于血液和骨髓干

细胞的改造，CCR5 失活干细胞被回输，并被寄予厚

望，帮助艾滋病人形成一个足以抵抗病毒的免疫系统。

2020 年，一个更欣喜的消息传来，巴西圣保罗的

一名男子接受了特别的药物治疗（抗逆转录病毒药

物+烟酰胺）后，停止使用药物 66周以后，仍未检测到

艾滋病毒。

接受同样治疗的 5名患者中，只有“圣保罗病人”

有效。无论他是否会成为世界首例药物治疗痊愈的艾

滋病患者，仍旧给了药物治愈艾滋病以很大的鼓舞。

人毒酣战近半世纪！艾滋病毒始终负隅顽抗。

但在人类的族群中，有这样一群人，能够把艾滋病

毒插入到基因组的序列紧紧“锁死”，他们被称为“精英

控制者”，即便感染艾滋病毒也不会发病。

哈佛医学院副教授于旭日前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了一项研究发现，在这些精英控制者中，病毒经常整合

到人类基因组的特定区域，其中的病毒转录受到抑制。

研究团队使用最新测序技术精确绘制了完整的

HIV基因组在人类基因组中的位置，以此比较了 64名

保持HIV-1精英控制者和41名正在接受ART治疗者

细胞中的前病毒，前者的序列更多地驻留在“基因沙

漠”中。

柏林病人、伦敦病人、圣保罗病人、精英控制

者……无论他们是个案还是少数，他们的存在都证明

艾滋病毒并非不可战胜。而让艾滋病毒真正死去的，

可以是有效的治疗手段，可以是先进的生物技术，也可

以是特效的药物，但最终战胜传染病的法宝，一定是疾

病预防与控制策略。

“我国 2019年制定了‘遏制艾滋病传播的实施方

案’，把艾滋病防治工作真正地让多部门来承担。”韩孟

杰说，例如其中的青年学生工程，是专门由教育部来牵

头的，目前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可见，在无有效预防疫苗的情况下，政府领导、各

部门协同努力、社会参与，实施以健康教育为主的综合

性防控措施才能有效控制艾滋病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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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病人、伦敦病人、圣

保罗病人、精英控制者……

他们的存在都证明艾滋病毒

并非不可战胜。而让艾滋病

毒真正死去的，可以是有效

的治疗手段，可以是先进的

生物技术，也可以是特效的

药物，但最终战胜传染病的

法宝，一定是疾病预防与控

制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