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陈怡）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的当
下，一些医院正在扩建。上海建工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
与到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新增留观病房应急改造、上海
华山医院病房综合楼改扩建工程、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东院）发热门诊留观病房项目、成都应急隔离医学观察
点设计等医疗设施的改扩建和相关工作中。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正在建造施工市第十人民医院急
诊综合楼。由于战“疫”需要，院方决定将建工项目的工人
宿舍改造后作为新增留观病房。接到任务后，项目部从大
年初一任务启动开始，经过 20个小时连续奋战，改造完
成的设施于大年初二完成并投入使用。根据医院“再次新
增留观病房”的决定，项目部又迅速完成了利用现场项目
管理办公区域改造留观病房的方案制定、搬迁、改造实施
等工作，使新增留观病房于2月4日投入使用。

由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承建的华山医院病房综合楼改
扩建工程开工以来，项目部克服了施工场地狭小、周边环

境复杂、施工难度大等困难，保障了院方在项目施工期间
持续运营。项目部还配合院方迅速腾出项目部部分办公
室、会议室和仓库等场地，作为院方临时堆放场地。项目
管理人员还参与了华山居委会社区志愿者服务工作。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发热门诊留观病房项目
由上海建工五建集团承建。1月28日承接项目任务后，项
目部于1月29日召开紧急启动会，1月30日启动施工。项
目由 2层共 28间标准集装箱板房组成，集团建立领导小
组和工作小组，形成了统筹协调、快速响应的组织架构。1
月 31日，项目临时党支部成立，9名党员共同承诺，确保
项目建设任务顺利完成。目前，该项目处于土建和安装交
叉施工过程中，2层结构施工全部完成，外总体完成度约
80%，安装施工完成过半，计划于2月15日完成施工。

据了解，上海建工集团曾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建设过
上百座医院，在医院新建、改扩建和运维服务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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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3 年的 SARS 危机中，中医
药治疗发挥了特殊疗效，大大降低了
病人的死亡率。如今在新冠病毒的抗
击战役中，中医药治疗又在疫情第一
线大展身手，为挽救病人的生命贡献
了力量。那么，中医药是如何施治新冠
肺炎的？为何会有良好的效果呢？记者
日前采访了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
急救专业委员会常委、上海市中西医
结合学会抗感染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及急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中
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大内科副主任
熊旭东教授。

中医讲究辨证治疗
谈起不久前发生的双黄连抢购事

件，熊旭东直呼看不懂：“当时很多人
发微信问我，是不是要去抢购，我说
大可不必。目前新冠病毒治疗没有特
效药，即使个案治疗有效也不能作为
科学结论。我们在临床上没有看到双
黄连对新冠病毒有治疗作用的相关
论文。双黄连的主要成分是金银花、
黄芩、连翘，有清热解毒、表里双清的
作用，也确有抗某些病毒的疗效。但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双黄连治疗，有
风寒表现的或者素体阳虚的人就不能
使用。”

目前，对于新冠病毒患者的治疗
可以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熊旭东
说，治疗有对因治疗和对症治疗。新冠
病毒肺炎已经找到病原体，新型冠状
病毒会造成人类肺泡细胞损伤，很多
实验室正在加紧研发针对新型冠状病
毒新药，最近美国研制的瑞德西韦正
在武汉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在实际治
疗中，主要是对于病人采取对症治疗，
体外膜肺氧合支持，以及针对冬春季
比较常见的抗病毒治疗等。相对于西
医药治疗，中医倡导整体观念、辨证论
治、三因制宜的治疗原则，根据望闻问切辨证施治，采取个体化
治疗。

汉沪患者证候不同
在治疗实践中，很多中医专家发现武汉患者和上海患者的证

候有些差异。武汉的中医专家发现，武汉病人证候多属于“寒湿
型”，武汉病人舌是淡红的，舌苔是白腻的。而上海中医专家发现，
上海病人证候倾向于“热”和“燥”，舌象表现是舌红、苔黄。

熊旭东说，中医强调三因制宜，辨证论治，即根据区域不同、气
候不同和病人自身的情况进行辨证，所以证型有差异并不奇怪。也
就是中医讲的“同病异治”，虽然是同种疾病，可能是区域和气候的
不同，证候不同，治疗方法就不同。

武汉这次发病在冬至和小寒以后，虽然都处于冬季，但是武汉
阴雨绵绵，武汉人又喜欢吃辣的食品，所以患者证候是“寒湿”为
主。上海秋冬季节相对武汉比较干燥，所以上海病人呈现出“热燥”
症状。这仅仅是对证候不同的一个解释；另外，患者本身的体质情
况或患者处于不同的临床阶段等等，表现的证候也是不同的，所以
还不能就此下肯定结论。

不妨用中医调理预防
传染病的预防除了控制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外，很重要的

是保护易感人群。
熊旭东说，预防包括特异性措施与非特异性措施。特异性措施

就是人工免疫预防，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保护易感人
群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锻炼身体、改善营养，以提高机体非特异性
免疫力。此外，中药调理也不失为较好的非特异性免疫。但中药辨
证调理，要看个人体质决定使用什么样的药物，比如肺气虚的老年
人就需要用补肺益气的方法，而气阴两虚的病人就需要采用益气
养阴的方法。

中医有分期治疗模式
国家卫健委最近出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五

版），其中有很多中药方剂名列其中。但是普通公众无法理解这个
诊疗方案背后的价值和意义。

熊旭东在解读这个诊疗方案时说，中医在此次新冠病毒的治
疗中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医学观察期的治疗，包括对
疑似病人的治疗；第二个阶段是发病后临床治疗期的治疗。

“这样的分类比较符合临床实际情况。”熊旭东说，新冠病毒疑
似病人在医学观察期中会有以下几种情况：有些病人出现胃肠不
适的症状，要考虑可能是风邪夹湿，可以用藿香正气胶囊；有些病
人表现为乏力伴有发热，考虑为风热袭表，可以用疏风解热的中
药，比如柴胡、黄芩、金银花、连翘等，还有一些中成药，例如荆银合
剂，以及全国版治疗方案推荐用的疏风解毒胶囊。

对于临床治疗期的治疗，熊旭东说，西医治疗有轻型、普通型、
重型和危重型之分。中医治疗和西医类似，分为初期、中期、重症期
和恢复期治疗。比如患者初期舌质淡或淡红，苔白腻、湿邪为主，治
疗可以芳香化湿、辟秽化浊为主。中期病人的证型是疫毒闭肺（上海
版是热毒闭肺），有些病人表现为身热不退，伴咳嗽、黄痰，甚至有一
些喘憋，这些病人舌质红，舌苔黄腻，脉象滑数，这属于热毒闭肺，可
以使用宣肺合剂来治疗。全国版推荐了喜炎平、血必净注射液，而上
海版加了痰热清注射液（痰热清胶囊），该药的成分有黄芩、熊胆粉、
山羊角、金银花、连翘，具有清热、化痰、解毒的作用。

出现热毒闭肺的证候不只是新冠病毒感染这一种疾病，呼吸
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感染都可以出现热毒闭肺的证候，因此，中
医在治疗上采用同一种方法，所谓“异病同治”。而在重症期时，中
医给予参附汤、山茱萸这一类药物。对于恢复期的病人，新冠病毒
患者在大病初愈后会出现肺脾不足、气阴两虚情况，所以全国版中
提到的是肺脾气虚型，上海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又加
了“气阴两虚”的表述，以补肺健脾、益气养阴为主，病愈的患者通
常需要带这类中药继续治疗。熊旭东强调，虽然中西医是不同的理
论体系，但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可以殊途同归，必然会取得很好的临
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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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苡婷

抗击疫情 快速出击

上海科研力量紧急启动上海科研力量紧急启动
科技攻关，助力抗疫。记者从 2月 13日

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针对新
冠疫情，上海已紧急启动应急科技攻关专
项，聚焦流行病学研究、检测试剂研发、药
物和疫苗研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向，
加大科研攻关力度。目前，已实施 6个应急
科技攻关项目，首批科研资金已拨付到位。

针对公众最为关注的抗疫药物和疫
苗，中科院院士陈凯先表示，两者的开发
都有其客观规律和评审规范，尽管已经取
得了一些进展，但还需要时间。

药物与疫苗还需要时间 无论是新
药还是疫苗，两者的诞生都需要经历至少
两个阶段：临床前研究和临床研究。

陈凯先介绍说，新药的临床前研究包
括：新药的筛选和活性的评价、药理学研
究和安全性评价，以及制剂和药学等许多
方面；疫苗的前期研究包括：获得免疫原、
免疫反应测试、动物保护测试、免疫原生
产工艺（放大）优化、临床前毒理研究等环

节。新药的临床研究则要看药物的临床疗
效和安全性。而疫苗在完成临床前一系列
环节之后，还要申报临床，进行临床试验，
最后才能实现疫苗上市。

尽管在客观上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研发
过程，但疫情当前，上海科研团队能做的就
是通过自身努力，争分夺秒。在目前还没有
特效药的情况下，上海积极推进一批已上
市药物，或者至少已经具备一定临床研究
基础的药物，如羟氯喹等开展抗新冠病毒
肺炎新适应症药物研发。其中，氯喹在体外
研究中已经展示出了很好的抗新型冠状病
毒活性，已被国家科技部、卫健委作为临床
试验药物。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上药集团联
合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启动了羟氯
喹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试验。

在新药研发方面，上海正在组织优势
力量，加快新药发现和研究的速度。上海
科技大学研究团队测定新型冠状病毒 3CL
水解酶（Mpro）高分率晶体结构，可以提供
给药物研发的科技人员开展新药研究。中
科院上海药物所攻关团队围绕建立新冠

病毒蛋白水解酶抑制剂高通量筛选模型
等开展研究，以期快速发现活性化合物，
突破新药发现速度的瓶颈。目前已完成了
新型冠状病毒体外评价模型的微量化，建
立及优化了自动化筛选体系，并完成了 4
万样次化合物初步筛选，发布了 30个潜在
抗新型冠状病毒化合物清单，将有力地推
动抗新冠病毒肺炎药物的研发。复旦大学
医学分子病毒学实验室和市疾病控制中
心的 2个 P3实验室已经成功分离了共计 4
株新冠病毒毒株，为抗病毒药物的筛选和
活性评价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而在疫苗方面，斯微生物与东方医院
合作开展了mRNA候选疫苗的研发工作，
第一批小样已于近日送达国家有关部门
开展药效实验。对此，陈凯先表示：“已取
得了进展，但还需要一步步的研究结果的
验证。”

在多领域取得进展 除了加强药物
和疫苗之外，已经被紧急动员起来的上海
科技力量还在流行病学研究、病毒检测、
人工智能等方面取得进展。

市科委总工程师陆敏介绍，在流行病
学研究方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团队围
绕新冠肺炎的传播模式、发展和扩散趋势
等开展研究，分析传播规律，预测疾病流
行趋势，研究制定科学的预防控制策略，
为疫情防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检测试剂研发方面，之江生物等三
家企业开展的相关检测试剂攻关项目快
速研发出检测产品，并获得国家药监局首
批 生 产 批 件（占 全 国 首 批 获 批 企 业 的
50%）。截至 2 月 11 日，3 家企业累计提供
核酸检测试剂盒 232.5万人份。

在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方面，上海微
技术工业研究院正加快生产自主研发的
高性能红外温度传感器，以支撑国内有关
厂商生产；依图医疗开发出新冠肺炎智能
影像评价系统，已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多
地运用，全面提高了筛查效率；优刻得

（UCloud）安全屋技术为疫情重点地区往
来人员信息排查提供了支持；云知声推出

“疫情防控机器人”，有效帮助了基层街道
社区开展健康情况追踪和流动情况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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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打响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和攻坚战
的时刻，还有一群“战士”也加
入其中，它们就是 2020年的生
肖——鼠。在科研院所和高校、
在科技企业、在医院实验室，一
群从小就“娇生惯养”的实验
鼠，正在为新型冠状病毒药物
和疫苗研发献出生命。记者从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获悉，8
个品系的 30 万只大小实验鼠
已经严阵以待。

在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
心，大小实验鼠从出生到进入
实验室，一生都处于严格的隔
离环境中。在它们之中，有些在
出生前就被实验人员进行了基
因的巧手改造，专门用于某一
类疾病的研究或为了满足某一
方向的科研需要；有些出生后
始终处于一个无菌的环境中，
以减少实验中的干扰因素。从
动物实验到毒理实验，从损伤
模拟研究到病毒感染研究，在
新冠病毒药物、疫苗研发及相
关科研中，大小实验鼠都不可
或缺。

“中心常年维持着 8 个品
系 30万只实验大小鼠的规模。
就在春节期间，我们接到了上
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及企业的
紧急需求。他们要用实验鼠来
做与新冠病毒的相关实验。”
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主任范
春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实验用
鼠，中心紧急动员和组织员工，
对抗疫用鼠进行最优先级的供
应。“实验鼠可不管逢年过节还
是双休日，一直需要人的精心
照顾。中心原本在春节期间就
安排了员工值守。接到紧急需
求后，中心很快实施一线员工
全员上岗，在最短的时间内完
成了实验用鼠的准备工作。春
节期间，我们保证了上海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上海上药信谊药厂等
机构的用鼠需求。”范春预计，

春节之后，由于抗疫需求还将引发一波实验用鼠的高峰。
“我们将保证充足和及时的实验鼠供应。”他表示，已经有企
业在中心开始了新冠病毒疫苗开发的动物实验。“中心不仅
向用户提供实验鼠，更是一个公共实验技术服务平台，有专
门的科研团队帮助用户在中心完成动物实验。”

作为每年生产约100万只实验鼠、为上海乃至国内生物
医药产业提供重要支撑的机构，上海实验动物研究中心本身
也具有相当的科研实力和资源整合优势。范春透露，中心已
经与上海南方模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计划启动构
建一种新冠病毒的损伤性易感染动物模型，通过在小鼠体内

“安装”新冠病毒感染人体的“大门”——人源化ACE2蛋白
基因，获得一批可被冠状病毒感染的小鼠模型。该小鼠模型
研发成功后，将起到代人试药的作用，用于后期抗新型冠状
病毒药物的筛选研究工作。“我们预计可以让实验鼠的肺部、
心脏、肠道等器官呈现出被新冠病毒感染后损伤的样子。科
研人员可以在这个模型上，研发针对性的抗病毒疫苗及治疗
和恢复方法，从而帮助新冠肺炎患者更好地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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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耿挺

这是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也是一场科技防控攻
关战，还是一堂特殊的科普课——老师，是科学家，
也是紧急的疫情，甚至是死亡的威胁；课堂，在防控
前线武汉，也在我们所在的城市、乡村，还在我们自
已的寓所；听讲者，是我们每一个人，谁也无法缺席，也不
应该缺席……

这堂特殊科普课的一项内容是心理健康。有人说，面
对紧急疫情，疾病治疗占三分，心理疏导占七分；而心理
疏导，除了舆论引导、社会动员，还有不可或缺的科普。

这堂特殊科普课的关键词之一是“敬畏”。人类是大
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平安的前提是对大自然的敬畏。这难
道不就是常识吗？然而，一些人的贪欲常常把常识打得粉

碎，悲剧也就不断随之相伴。人们再一次反思，如今
对大自然的敬畏更加刻骨铭心。

这堂特殊科普课的显著特征之一是两个字——
高效，而原因也无非是两个字——需求。因为此时此

刻的科普，是正常生活的急需，是疾病防治的催促，是珍惜
生命的呼唤，可以说是公众当下的“关键需求”“核心需
求”。可见，努力让科普满足公众的切实需求多么重要。

这堂特殊的科普课，虽然来得并不是时候，但也提供
了一个把科普做优的窗口期。公众对科普的需求是旺盛
的，但如缺乏正确引导，也容易被谣言、谬误、偏见、想当
然所裹挟。能够把科学、科普元素都动员起来，及时把握
窗口期，因势利导，这堂特殊科普课的特效很值得期待。

一 堂 特 殊 的 科 普 课
□柯文

科 海
观 澜

2月10日上海迎
来复工返程客流，全
市公交行业共有99个
枢纽设置乘客测温
点，涉及公交线路370
条。中运量 71路作为
申城公交主干线，试
点采用大型电动喷雾
器喷洒新型消毒剂进
行车厢消毒，消毒因
子能很好悬浮在空气
中，对空气中的有害
微生物进行持续有效
消杀，大大提高车内
消毒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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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耿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