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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国 约 翰 斯·霍 普 金
斯 大 学 疫 情 统 计 数 据 显
示，截至美东时间 4 月 12
日20时，美国确诊病例已达
556044 例，累计死亡超过 2
万例。数据显示，从 3 月 4
日至4月12日，美国病亡率
已从 0．6％升至 3．97％。美
国成为全球确诊病例和死亡
病例最多的国家。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
11日批准怀俄明州进入“重
大灾难状态”，美国全部 50
个州及首都华盛顿特区等，
均已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卫
生官员 12 日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如果疫情防控效果
理想，美国或许从 5 月开始
迎来“解封”。美国疫情的拐
点将在5月到来吗？

【新闻事实】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
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
12 日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采访时说：“也许下个
月开始会从某些方面解除限
制。”他表示，解除限制措施
的过程将会是一个渐进过
程，而非瞬间完成。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局长哈恩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采访时表示，对5月1日开始
解除限制措施这个时间点

“抱有希望”，但目前下定论
“为时尚早”。

美国近期整体疫情与形
势最严峻的纽约州疫情走向
一致。纽约州州长安德鲁·
科莫称，医院收治新病患的
速度已有所放缓。对此，有
媒体认为，纽约入院人数降
低是因为床位不足。此外，
美国一些地区因较早实施居
家隔离等举措，疫情正呈现
向好的势头。

事实上，4月以来，尽管
个别日期美国单日新增病例
数回落，但对比检测数量可
发现，检出率基本维持在
19％左右，并一直处于增长
趋势，美国疫情总体趋势尚
没有出现明显变化。

【深度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各
州情况不同，并非每个州的
疫情都在放缓，仍有不少州
呈现新增确诊数上升趋势，
新的重疫区正在出现。马里
兰州州长霍根警告说，到 4
月中旬，华盛顿特区和相邻
的马里兰州与弗吉尼亚州疫
情有发展到纽约州地步的可
能。

在与曼哈顿隔河相望的
新泽西州，以及伊利诺伊、俄
亥俄等州，疫情蔓延势头依
然严峻。密歇根州最大城市
底特律，这个衰落的工业城
市是美国最贫穷的地区之
一，当地不仅医疗资源匮乏，
很多人甚至连基本的卫生条
件都难以得到保障。路易斯
安那州的新奥尔良也处于类

似状况，市区人口密集，贫困
人口多，病例数正迅速增
加。一些专家警告说，这些
地区正面临成为下一个纽约
的风险。

对于美国整体疫情所处
阶段的评估，美国企业研究
所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近日联合发布《国家新冠响
应：重新开放的路线图》，将
美国疫情的响应分为四个阶
段，称美国当前仍处于开始
应对疫情后的第一阶段、即
减缓病毒传播阶段，应严格
遵守“保持物理距离”原则。
报告指出，只有达到一定指
标后，应对疫情才能进入下
一阶段。这些指标包括：某
州的报告病例持续减少至少
14天；地方医院可以安全治
疗所有需要住院患者；该州
具有测试所有有症状人群的
能力，并具有对所有确诊病
例及其接触者进行主动监视
的能力。

就目前而言，显然美国
距离实现第一阶段目标尚有
距离。

【即时评论】

美国疫情拐点出现的时
间，取决于美国政府用多大
力度应对疫情，以及政策执
行情况。

对于拐点的出现和解封
日期，美国各州、市地方官员
显得格外谨慎。纽约州州长
科莫 12 日表示：“我们希望
尽快解封。但需要注意，对
于解封应当理智应对。”

新泽西州州长墨菲 12
日表示，只有疫情被完全控
制后，经济才有可能恢复。
基于目前数据，如果我们过
早重启，我担心这相当于火
上浇油。

只有当所有州的每日新
增确诊数据开始连续下降，
美国疫情才会真正出现“隧
道前面的光”。

【背景链接】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12 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显示，纽约州是美国疫情最
严重的地区，确诊病例为
189020 例，死亡病例为 9385
例；新泽西州确诊病例为
61850 例，死亡病例为 2350
例。确诊病例超过2万例的
州还有密歇根、宾夕法尼
亚、马萨诸塞、加利福尼
亚、伊利诺伊和路易斯安那
等州。

美国总统特朗普4日表
示，美国即将进入“非常可怕
的时期”，将看到“一些非常
难看的数字”，之后两周将

“非常、非常痛苦”。他此后
多次表示，美国已经接近“看
到隧道尽头的光”。

截 至 目 前 ，美 军 已 有
150个军事基地、4艘航母出
现确诊病例，现役军人确诊
病例突破2200人。

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

加速研发
在大流行中吹响冲锋号

“我们正在一边飞行一边造
飞机。”美国梅奥诊所疫苗研究
部主任、《疫苗》周刊主编格雷戈
里·波伦如此形容当前的新冠疫
苗研发。

“当我们遇到这些新病毒时，
特别是冠状病毒，长期的防控希
望在于疫苗。”波伦在3月召开的
一场新冠疫苗研讨会上说。

作为一种新型病毒传染病，
新冠疫情还没有特效药，疫苗才
是人类应对传染病的终极武器。
自疫苗的早期雏形“牛痘接种
术”在 18 世纪诞生起，天花、麻
疹、脊髓灰质炎、乙肝等曾肆虐
全球的传染病，都通过疫苗接种
得到了有效控制。如果新冠疫情
成为一种季节性流行病，疫苗的
开发和推广将成为最重要的防
治措施。

疫情暴发后，中国在极短时
间完成了病毒的鉴定和测序，于
1 月 12 日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
了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
全球范围内共享。这为各国病毒
检测、治疗和疫苗研发奠定了基
础。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法
国、日本、以色列、新加坡、澳大
利亚、印度等国都在紧锣密鼓研
发疫苗。

然而，疫苗研发是一项耗时
久、高风险、高投入的工作，需经
历前期设计、动物实验和总计三
期临床试验。

专 家 指 出 ，即 使“ 特 事 特
办”，疫苗也必须经过三期临床
试验。临床一期的安全性试验最
短也要不少于 20 天；临床二期
是测试疫苗有效性，大概要200
至300名志愿者，最短需要一个
月时间；临床三期是更大范围接
种试验并评估副作用，最短也要
3个月到5个月不等。

也就是说，如果三期临床试
验一切顺利，最后得出疫苗有效
的结论，最短估计也需要6个月
的时间。

例如，埃博拉疫苗项目于
2014 年底启动，2016 年被证明
有效，但直到2019年11月，世卫
组织才首次预认证由默沙东公
司生产的埃博拉疫苗。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
月表示，新冠疫苗有望 18 个月
内“准备好”。这已是创纪录的高
速。

谭德塞 4 月 6 日说，世卫组
织有望本周内宣布一项加速新
冠疫苗研发和生产的“大型方
案”。他8日又透露，来自世界各
地的130名科学家、资助者和制
造商签署了一份声明，承诺与世
卫组织合作，加速开发针对新冠
病毒的疫苗。

这是一场以病毒为对手、与
时间赛跑的竞赛。

找准方向
多条技术路线并行

全球多国研究机构目前正
戮力同心，从不同技术路线多管
齐下，同时推进疫苗研发。

研发新冠疫苗首先要弄清
病毒感染人体的机制，让疫苗

“有的放矢”。
科研人员发现，新冠病毒主

要通过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与
细胞表面的 ACE2 受体结合感
染人体。刺突蛋白像一把“钥
匙”，细胞上的 ACE2 受体则像
一把“锁”。钥匙开了锁，病毒才
能进入细胞。新冠疫苗的主要作
用就是阻止钥匙打开锁，以防病
毒感染细胞。

中国科研人员在病毒基因
组序列以及刺突蛋白与 ACE2
复合物结构解析方面作出了重
大贡献，美国研究者则利用冷冻
电子显微镜重建了新冠刺突蛋
白在原子尺度上的3D构象……
在各国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下，
新冠病毒的“钥匙开锁”机制被
明确阐释，这为疫苗的靶点选择
以及研发提供了坚实基础。

靶点确定后，疫苗就可进入
初步制备环节。

从全球范围看，目前正在研
发中的新冠疫苗涵盖了“老中
青”三代技术路线，其中亚单位
疫苗、核酸疫苗等是采用较多的
技术路径。据中国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新
冠疫苗研发主要选择了灭活疫
苗、亚单位疫苗、腺病毒载体疫
苗、减毒流感病毒载体疫苗和核
酸疫苗5条主要技术路线。

目前，已有三家机构启动了
一期临床试验。

——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
院下属的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
研究所和莫德纳公司合作研发
的mRNA疫苗，已于3月中旬开
始临床试验。

——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研
发的“重组新冠疫苗”，也已开始
一期临床试验。

——第三款进入临床试验
的新冠疫苗是美国伊诺维奥制
药公司研发的 DNA 疫苗。这种
核酸疫苗使用了被称为“质粒”
的环状 DNA 作为免疫原，注射
后能使人体细胞产生病毒的蛋
白，从而激发免疫反应。

世卫组织的信息显示，截至
4月4日，另有约60款候选新冠

疫苗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其中
亚单位疫苗最为普遍，其次是核
酸疫苗。包括中国复旦大学、香
港大学以及澳大利亚昆士兰大
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印度药
企卡迪拉公司等在内的全球多
个团队都在争分夺秒进行新冠
疫苗研发，力争早日让人类披上
抵御病毒的坚实“铠甲”。

这是一场多条赛道、终点明
确的竞赛。

寻求突破
全球合作助力研发提速

从中国科学家首次向世界
公布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到三
款候选疫苗进入一期临床试验，
两个多月的周期创造了人类抗
击传染病历史的新纪录。然而，
新冠疫苗还面临临床试验存在
不确定性、病毒变异等诸多风险
和挑战。

攻坚克难、加速研发，需要
全球科研人员携手努力。“疫苗
研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人类免疫学
教授徐小宁说。他认为新冠疫苗
研发最快还需要一年半到两年
时间才能完成，如果国际社会加
强在该领域合作，则有可能加快
研发进程。

世卫组织总干事新冠疫情
应对特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全
球卫生创新研究所联合主任大
卫·纳瓦罗博士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指出，当前疫情是全球范
围的紧急危机，确认候选疫苗、
建立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准则
方面的协调十分必要。

为了早日获得对抗新冠病毒
的“终极武器”，从国际组织、地区
性组织到各国政府，从非政府组
织、科研机构到企业，全球都已经
行动起来，开展广泛的合作。

在新冠疫苗研发进程中，中
国始终积极参与，贡献力量，倡导
合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截至 3 月底，中国科研
人员已在《柳叶刀》《新英格兰医
学杂志》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
发表50多篇与新冠病毒有关论
文，与全球同行分享病毒溯源、
结构特征、感染机制、流行趋势
等方面的新发现。

——中国的新冠疫苗研发
项目高度开放。中国科技部副部
长徐南平介绍，中国同步推进的
5条疫苗研发技术路线均对外开
放，分别与美国、德国、英国等国
开展合作。

——中国企业也积极参与
全球疫苗产业链建设。比如，上
海复星医药集团与德国生物新
技术公司（BioNTech）达成合作
意向，将共同推进生物新技术公
司开发mRNA 新冠疫苗在中国
的临床试验及后续商业化。

徐小宁认为：“未来如果疫
苗完成研发后，中国在疫苗生产
方面有很强实力，可以帮助全球
更快地把新冠疫苗的生产规模
提升上去，用以保护健康人免受
感染。”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为人类战“疫”打造最有力的武器
——全球合力加速研发新冠疫苗 美国疫情拐点在5月来临？

10 万、50 万、100 万、
150 万……新冠病毒正在肆
虐，全球确诊病例数字不断跳
动上升。2019年年底开始，这
场疫情袭击多国，迄今已蔓延
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同疾病较量，人类最有力
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
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
技术创新。而疫苗对疫情防控
至关重要，已成为人类战胜疫
情的关键所在。

历史上，疫苗的研发时间
常以年计。然而，面对全球快速
传播的新冠疫情，尽快研制出
有效疫苗成为全人类迫在眉睫
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