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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P4实验室的文章截图： 



 

 

武汉封城！是否该清算咪蒙系的带节奏了 

2020年 01月 23日 07:58 分类：未分类 阅读：72 评论：

0 

今天凌晨 2点，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自 2020年 1月 23日 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

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 

http://blog.caixin.com/archives/category/%e6%9c%aa%e5%88%86%e7%b1%bb


 

而在今早人民日报官方微博的描述中，也公开承认并使用了#武汉封城#的描述。天佑武汉人民和医护英雄，而不是尸位素餐者。 

 

那么，除了现场奋战的人以外，我们除了不到处乱跑给局势添堵，是不是能做的事情还有一件——是否该清算咪蒙系的带节奏了？ 

  

是否正是因为他们一些完全不正确和有误导性的表述，导致了知识储备以及认知相对不足的民众，对于本次疫情的预判和应对

不足？甚至可能影响了部分领导的判断，从而变相加大了疫情控制和治理的难度。 



 

那些宣扬“厉害了我的武汉”的营销号，才是蹭这波流量的主力，以非专业角度误导民众，降低大众的警惕性，甚至刷出了多篇

100万+的文章。 

  

他们没有任何专业素养，却轻易判断问题可控，理由仅仅是肤浅地武汉有 P4实验室、我们有信心和决心、“之前我们犯的错，

没有再犯了，如今官方媒体通报肺炎进展情况，没有耽误。”——也就是他们公开表态这一次的信息披露没有任何问题。 



 

除了咪蒙系的青年大院、与之相关的野火青年，还有谁？ 

  

我们不应去轻易谴责我们的同胞，他们很多人正是因为看了这样的文章，之前才会觉得“莫挨老子”，高层目前也明确表露了壮士

断腕的态度。这些在旁边煽风点火蹭流量的咪蒙们，才是很多问题最大的推波助澜者。 



 

用爱国大旗当作掩护，无论是之前的大兴安岭火灾还是这次的武汉疫情，什么事情他们都“懂”都写，都能发表长篇大论，导向一

个能充分激发民众情绪和流量的结论。——但是这种行为麻痹了民众对危险和紧急情况应有的警惕和反应。 

  

别忘了，我们这个民族能至今屹立不倒，不是靠“厉害了我的国”，而是靠刻入我们骨髓的“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饱经磨难的历史。我们的先人很早就对“居安思危”有了深刻的认识，伟大思想家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示箴言。可以说，中华文明能够 5000年薪火相传，中华民族能够越过历史的沟沟坎坎、经历一次次

生死存亡的考验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解放军报 

  

可能该清一清空气了，不只是武汉那边的。 

 

http://wuyuefeng.blog.caixin.com/archives/22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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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 1918流感：人类的生存保卫战，百年也不会结束 

2019年 12月 15日 10:30 分类：健康 阅读：168 评论：0 

病毒性疾病的传播不需要“签证”，并没有国界和地域的限制，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需要普通民众、学术界、

工业界和政府的广泛参与，精诚合作。在传染性疾病面前，所有的人类都是命运共同体。 

  

撰文 | 丁强（清华大学医学院） 

  

1918年是人类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此时的中国陷入南北分裂、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年代；大洋彼岸，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欧洲四分五裂，尸横遍野，无数年轻人在泥泞的战壕中不知为何而战斗。更为可怕的是，一种看不见的病毒正逐渐在世界范围

内扩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流感病毒，于 1918年席卷全球，共造成约 5000万人死亡，仅一年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

1347-1353年黑死病（欧洲鼠疫）肆虐六年的战绩（2500万人死亡）。除了极高的致死率，本次流感的另一特点是：年轻人，

特别是 20-40岁的人，死亡率最高。 

  

 

  

http://blog.caixin.com/archives/category/%e7%94%9f%e6%b4%bb/%e5%81%a5%e5%ba%b7


这一病毒最先在西班牙公布，因此这次疫情也称为“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流感”病毒轻轻地来，悄悄地走，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18个月后便完全神秘地消失。但是，造成这次大流感的病毒是什么样子？从哪里来？为什么致死率如此之高……这些都成了当

时的“悬案”。 

  

想要破解这些“悬案”，首先得找到“犯罪分子”。然而，已经销声匿迹的病毒，怎能够起死回生呢？ 

  

在电影《侏罗纪公园》中，从一只吸了恐龙血后嵌在琥珀中的蚊子身上，一位科学家提取了恐龙的 DNA，成功复制（克隆）出

了恐龙，建成“侏罗纪公园”供游人参观。电影导演的想象力十分丰富，但是具有一定的科学道理。1918年流感病毒的“复活”和

电影的桥段如出一辙，只要拿到该病毒的基因组信息（流感病毒基因组是由 8股单链 RNA片段组成，分别是 HA、NA、M、PA、

PB1、PB2、NP和 NS，共编码 11个病毒蛋白质），科学家就可以利用分子病毒学技术，克隆出将病毒的基因，生产出病毒（反

向遗传学系统），并且可以任意修改病毒的基因组。 

  

获取病毒样本 

  

《侏罗纪公园》里，科学家是通过提取吸了恐龙血的蚊子 DNA来找到恐龙 DNA的。1918年流感病毒已经随着病人的死去也跟

着消失，科学家们是如何寻找它的踪迹的呢？这里必须提到两位科学家，分别是 Johan Hultin和 Jeffery Taubenberger。 

  

Johan Hultin是瑞典人，1924年出生，后来移民美国，在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读医学博士。Johan是一个多才多

艺，喜欢到处闯荡的人，他设计了提高汽车安全系统的方案，被美国交通部采用；他也是年纪最大的、在我国慕士塔格峰（海

拔 7500米）滑雪的人。可能是瑞典人骨子里有滑雪的传统，已故著名分子免疫学家 Jürg Tschopp教授也是科学界的滑雪高手。 

  

1950年，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的William Hale博士访问爱荷华大学，在报告中谈及 1918

年大流感，提到“或许应该去北极地区寻找永久冻土层下面的 1918年流感罹难者来寻找病毒的踪迹”。言者无心，听者有意，Johan

立刻和导师 Albert McKee博士提出自己想去阿拉斯加寻找 1918年流感病毒，以此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26岁的 Johan意气风

发，呼朋唤友，立刻出发前往阿拉斯加，开始了他的病毒侦探之旅。 

  

他来到阿拉斯加一个叫做 Brevig Mission的村子。这个村子在 1918年约有 80人，但是据记载，在当年 11月 15日至 20日期间，

流感病毒在短短五天内夺去了 72人的生命。Johan坚信，他能在这里找到 1918年流感病毒的踪迹。1951年夏天，经过村落中

长者的同意，他开始挖掘流感病死者的墓地。挖掘冻土层非常困难，Johan和同事生起火，将地面烤暖进行挖掘。挖掘工作持续

了数天，Johan找到了多具流感患者尸体，并取得了死者肺部组织样品。然而，当他回到爱荷华大学实验室，将肺部组织样品去

感染鸡胚，却并没有使病毒复活。Johan的侦探之旅就这样以失败告终[1-2]。 

  

多年之后，又有一位科学家 Jeffery Taubenberger博士想寻找 1918年流感病毒。Jeff 1961年出生于德国，9岁时跟随在五角大

楼工作的父母来到美国，后分别在 1986年和 1987年获得医学博士 (MD) 和哲学博士 (PhD) 学位，1988年进入美国国立健康

研究院（NIH）的国家癌症研究中心（NCI）进行病理学研究。1993年，Jeff进入美国武装部队病理学研究所（Armed Forces Institute 

of Pathology，AFIP）参与组建一个新的实验室，旨在将当时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到研究所的病理学研究中。1994年，他

被提升为分子病理学部的主任（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Molecular Pathology），拥有了自己的实验室，可以自由研究一些基础

科学问题。 

  

病理学研究所收集有 1918年流感盛行期间死亡的战士的病理标本，Jeff在其中一名死者——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 21岁士兵（死

于当年 9月）——的肺部发现了 1918流感病毒 RNA[2-3]。比 Johan更为幸运的是，此时，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已经比

较成熟。这一技术发明于 80年代，是一种体外核酸扩增技术，能在试管内将微量的 DNA或者 RNA片段于数小时内以指数增长

的方式扩增至十万乃至百万倍，无愧是生物医学领域中的一项革命性创举。1997年，Jeff和同事 Ann Reid等利用 PCR技术，



分别克隆了 1918流感病毒的四条基因（HA, NA, NP和 Matrix基因）的部分序列，并进行测序。通过有限的部分序列信息，Jeff

基本确定了 1918年流感病毒为 H1N1型流感病毒[4]。 

  

但是，经过近 80年福尔马林和石蜡的保存，病理样品的病毒核酸破坏严重，PCR效率不高，从尸检获得的微量组织不足以支持

后续研究，难以得到完整的病毒基因组序列。不过，这个问题马上得到了解决：73岁退休在家的 Johan居然还读论文——他在

《科学》（Science）杂志上看到 Jeff发表的文章，心中重燃追寻 1918流感的热情，决定继续远征！Johan联系了 Jeff，表示可

以重回 Brevig Mission，获取埋在永久冻土层的病死者肺部组织。Johan重获当地的许可，于 46年之后，再一次尝试挖掘 1918

年流感罹难者尸体。 

  

此次挖掘获得了 4名流感罹难者的冰冻肺部检体，其中一位大约 30岁的肥胖女性（取名为 Lucy）身上取出的肺部组织含有大

量高质量的流感 RNA。这名女性的脂肪保护了肺部组织免于腐烂，因此也保留了病毒的 RNA。利用这份珍贵的样品，Jeff团队

分别在 1999年测定了 HA的完整序列[5]，2000年测定了 NA的完整序列[6]，2001年测定了 NS1的完整序列[7]，2002年测定

了 Matrix的完整序列[8]，2004年测定了 NP的完整序列[9]，最终在 2005年测定了病毒聚合酶基因（PA, PB1, PB2）的完整序

列[10]，至此，从 1997到 2005年，9年时间，1918年流感病毒的 8条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完毕。笔者感慨，Johan生不逢时，

如果在 1951年就有 PCR技术，或许 Johan的博士论文就顺利多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真面目也会早早揭开；另外，在二代测

序技术发达的今天，可能 Jeff团队 9年的工作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 想起牛顿的一句话“我之所以看得更远，是因为我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 

  

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by Isaac Newton 

  

复活 1918年流感病毒 

  

70年代兴起的 DNA重组技术，是生物医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人类可以像做工程一样，对 DNA进行克隆和改造。2005

年，科学家们已经获得 1918年流感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对它的来源有了一定的认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 Michael Worobey

及其同事利用分子时钟的研究方法，指出 1918年 H1N1流感病毒是人的 H1病毒和禽类的 N1病毒重组的结果[11]，但是由于

缺乏这之前的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信息，不能进行充分的遗传分析，所以他的“重组来源说”仍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们知道，基因序列固然重要，但是基因序列不能回答 1918流感病毒为何有如此高的致病性。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科学

家们便开始利用 DNA重组技术，参照病毒基因组序列“复活”1918年流感病毒，这和《侏罗纪公园》打算复活恐龙的想法大同小

异。 

  

美国纽约市中央公园旁西奈山医学院的 Peter Palese博士和 Adolfo Garcia-Sastre博士在 1999年就开发了将流感病毒基因组克

隆到特殊的 DNA载体，产生重组活流感病毒的技术（反向遗传学技术），这项技术是研究流感病毒基因功能有效的遗传学工具

（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Yoshihiro Kawaoka博士也独立开发了该技术）[12-14]。所以，Peter和 Adolfo打算利用这一技

术“复活”1918年流感病毒——这立刻引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经过慎重考虑和多重评估，

认为该项研究可以为保护公共安全提供重要信息和为应对将来流感大爆发提供对策（“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this work 

wa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critical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and to develop measures effective against future influenza 

pandemics.”），最终决定实施病毒的“复活”计划，但是必须在严格的生物安全保障下进行。在 CDC诸多的严格规定中，有一条

是：只允许受过严格训练的流感专家 Terrence Tumpey博士开展复活实验。 

  

Terrence在 2005年夏天开始“复活”工作。为了减少风险，他只能承担此一项课题，且只能在同事不在实验室的下班时间开展实

验。也只有他的指纹可以进入复活流感病毒所使用的“升级版生物安全 3级（BSL-3E）实验室”，并且存放病毒样品的冰箱也仅

仅可以通过他的虹膜识别系统才能打开。同时，他每天需要服用抗流感病毒药物奥司他韦（Oseltamivir），以防止感染。Terrence

也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如果他不幸被感染，将会被隔离，不能与外界接触。 



  

2005年 7月，利用反向遗传学系统，Terrence使用 Peter Palese博士提供的载体，将病毒基因分别克隆到载体中，然后将载体

一同导入体外培养的人肾上皮细胞系（293T）中，等待病毒的复活。当看到 1918年流感病毒复活时候，Terrence意识到，他

们创造了历史——一个已经绝迹的病毒通过科学家的努力和智慧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他在高度防护的实验室里（BSL-3E），打

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科学家们随即展开了对 1918年流感病毒致病机制的研究。研究表明，这种病毒在小鼠体内肺部组织的复制能力以及致病能力比

其他流感病毒显著增强。用 1918年流感病毒与 Tx/91 (1991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分离得到的 H1N1病毒株) 分别以 106病毒剂

量感染小鼠（每组感染 13只小鼠），在感染 2天后，前者即可导致小鼠体重下降 13%，而 Tx/91病毒感染的小鼠体重基本没

有变化；前者感染的小鼠在感染 3天后开始出现死亡，5天后全部死亡，而 Tx/91病毒感染的小鼠直到实验结束也没有死亡现

象。在感染第四天后，小鼠的肺部组织中，1918年流感病毒的病毒载量是 Tx/91病毒的 39000倍，并且引起严重的肺部损失，

并伴随严重的肺部炎症，引起肺功能衰竭[15]。 

  

后续进一步研究发现，1918年流感病毒会引发强烈的免疫系统应答，产生“细胞因子风暴”——免疫细胞大量活化，引发细胞因

子和炎症分子大量、快速释放，这种过度反应会使机体出现超负荷状态，出现严重炎症和肺部积液，增加继发感染几率[16]。年

轻、健康的成年人免疫系统较强，通常更容易产生“细胞因子风暴”，这也解释了在 1918年流感中为什么年轻、健康的成年人反

而死亡率更高。 

  

至此，科学家们经过多年的努力（1951-2006年），借助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终于揭开了 1918年流感病毒的神秘面纱。我们对

病毒从何而来，病毒的遗传信息是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在青年人中引起如此高的死亡率有了清晰的认识。 

  

 

  

远未结束的战争 

  



人人闻之色变的“西班牙流感”已是一个世纪前的阴影了。曾经，人类面对病毒性疾病束手无策，只能被动接受死神的宣判。然而，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大自然的探索，在科学和医学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现在应对新发和再发传染性疾病的

能力已大大加强。逐渐从被动挨打，到主动出击，我们现在掌握的分子病毒学技术可以对病毒进行工程化改造和设计，按照我

们的意愿生产病毒——这便是疫苗的来源。但是，分子病毒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安全地运用这项技术，以及在何种情况下

运用这项技术，需要经过严格考量。我们不希望“基因编辑婴儿”类似事件的发生，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正确地利用分子病毒学技术

探索大自然，认知病毒，造福人类。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和自然交互变得逐渐频繁，我们面临新发和再发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也日益加剧，病毒的传

播速度也大大加快。我们可以看到，从 2003年“非典”（非典型呼吸道综合征，由 SARS冠状病毒感染引起）暴发，到 2012年“中

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病毒感染引起）出现, 再到 2015年美洲寨卡病毒重现，以及从 2018年开始，目前仍在非洲肆虐的埃

博拉疫情（截至 2019年 10月 7日，已有超过 3000人感染，其中逾 2000人死亡），还有当前正在对我国养猪业造成重创的非

洲猪瘟病毒（2019年 4月 19日，全中国大陆 31个省市自治区都传出猪瘟疫情，非洲猪瘟传染性强、病畜死亡几乎达到 100%）……

我们很难预测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什么病毒会出现。这对传染性疾病的监测以及疾病暴发后的应急响应机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2003年全球 SARS病例分布。得益于全球警报和患者隔离制度，全球 SARS病例总数得以控制。 | 来源：

https://www.nature.com/nature/focus/sars/map.html 

  

开发低成本、高灵敏度且高特异性、高通量、方便携带、实时快速的检测方法对于及时发现病原体是至关重要的。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的张锋教授最近利用 CRISPR技术开发的“SHOLCK”技术可以对 1微升临床样品在 1小时内给出诊断结果，其灵敏度可达

1拷贝，且成本约为 0.6美金每个样品。 

  

同时，加强广谱抗病毒活性的药物以及预防性疫苗的研发也是应对新发、突发病毒性疾病的有效手段，这就需要在基础科研领

域工作的病毒学家孜孜不倦地寻找病毒的“阿喀琉斯之踵”，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在 2003暴发 SARS之后，我国建立了完备的应对传染病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响应机制，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大大增强。国家

“传染病防治”重大科技专项充分表明我国对传染性疾病基础研究的重视，可以为抵抗传染性病原提供更多的理论研究。 

  

2018年，地处武汉的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简称“武汉 P4实验室”）正式投入运行，具备开展高致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活动的资质，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反应体系和生物防范体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和生物安全平台支撑作用。 

  

另外，我们也应该主动出击，去了解病毒，预测病毒的流行。人类病毒组计划（Global Virome Project）便是我们主动了解潜在

病毒的策略，这项计划旨在通过病毒检测和样品收集，一方面获得“病毒生态学”大数据，包括宿主范围、地理分布和流行病学；

另一方面通过测序病毒基因组获得数据库，建立一个综合自然病毒生态学和遗传学的病毒超级数据库，以应对未来新发和再发

病毒性传染病的威胁。该计划需要全球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合作描绘全球病毒谱。届时，当遇到新发和再发病毒传染病时，我

们就可以像遇到生僻字去查字典一样，迅速对病毒有所认识，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对过去总结得多深，可能决定我们将来能走多远。在“西班牙流感”过去百年之际，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发行了《流感病毒：躲也躲不过的敌人》一书。这本书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和中国科学院

武汉病毒研究所刘欢博士担任主编，以大家熟知的“流行性感冒“为切入点，以点带面，介绍了流感病毒以及其他严重威胁人类公

共健康的病毒。十个章节层层递进，涉及到病毒性疾病发生、流行和控制、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研发、生命和演化、国际合作和

中国发展以及现代科技与全球人类健康等话题，是一部普及科学精神，传递科学思想，人文精神的著作，推荐大家阅读。 

  

病毒性疾病的传播不需要“签证”，并没有国界和地域的限制，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也需要普通民众、学术界、

工业界和政府的广泛参与，精诚合作。在传染性疾病面前，所有的人类都是命运共同体。希望每个人读完这本书后，在面临新



发和再发病毒性疾病的攻击时，会多一些理性和思考，少一些不安和恐慌，并且能够积极为战胜病毒性传染病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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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立观察】依法治国 宪法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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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调整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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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立医院改制的“昆儿”样本 

 

相关报道 

【财新周刊】凶猛埃博拉 

纽约确诊首例埃博拉患者 

埃博拉问答：你应该知道的 12件事 

世卫组织建议加强出入境检查严防埃博拉 

中国援非专家：暂无华人感染埃博拉 

美要求西非三国旅客从指定机场入境 

埃博拉威胁：本月底感染人数或将破万 

美从西非接回 5名埃博拉患者全部康复 

法国开发出埃博拉病毒快速检测仪 

治愈埃博拉病患 德国没用新药 

马里确诊首个埃博拉感染病例 

广东已排除埃博拉观察对象 43例 

《财新周刊》 记者 赵晗 驻华盛顿记者 张远岸 实习记者 崔先康 

  “只要非洲疾病源头得不到控制，埃博拉传入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正在塞拉利昂援助当地抗击埃博拉的中国疾控中心

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对财新记者表示。 

  虽然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相继被宣布解除疫情，但是西非埃博拉疫情日趋严重，尚未出现病例整体下降的拐点。 

  世界卫生组织（下称世卫组织）预测埃博拉疫情会加速恶化。世卫组织称，到今年 12月，每周新增病例或将达到 1 万例。 

  世卫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 （Dr. Bruce Aylward）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不应对抗击埃博拉有自满情

绪和空洞的希望，“任何认为过去几个月所做的工作已经开始产生效果的想法，都是非常非常草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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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博拉病毒是人类目前已知的危险程度最高的病毒之一。按照病毒危险程度分级，埃博拉病毒为四级，而艾滋病病毒仅为

二级，SARS（重度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病毒勉强可算三级。埃博拉病毒异常凶残，患者在发病后往往内外出血、血液凝固、

器官坏死，最终死于广泛内出血和脑部受损。 

  此次埃博拉疫情格外凶猛，却并非该疫情首次暴发。1976 年，埃博拉在扎伊尔（今刚果民主共和国）首次暴发，夺走 280

条生命。这一次，截至发稿，世卫组织统计埃博拉疫情共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西班牙、美国、尼日利亚和塞内加

尔造成了确诊、疑似及可能病例 9936 人，其中 4877 人死亡。 

  此外，刚果民主共和国疫区还查出确诊和疑似病例共 66例，其中 49人死亡。世卫组织发布声明称，此次刚果民主共和国

的疫情暴发于东北部赤道省的杰拉地区，与正在西非国家肆虐的埃博拉疫情之间不存在直接关联。 

  世卫组织认为，由于存在漏报，实际感染和死亡数字可能更高，埃博拉实际死亡病例有可能已经接近 1.5万人。 

  今日非洲已非隔绝大陆，非洲的问题，亦是世界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中非商业往来日益密切。有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在

非洲打拼的中国人约有 100 万。在广州“非洲村”，居住着 10万非洲人。 

  只要非洲的疾病得不到控制，传入中国的风险就很大。面对日益紧迫的埃博拉传入威胁，中国疾控准备好了吗？ 

病毒源头肆虐 

  “现在感觉自己处于漩涡中心。”联合国驻利比里亚特派团工作人员王兵（化名）告诉财新记者。 

  高福也感受到同样的压力。9 月 17 日凌晨，中国政府派出由 59 名医务人员组成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

队，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援助当地开展埃博拉出血热检测工作。高福是本次中国疾控中心移动实验室检测队负责人。 

  高福介绍，目前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病情还没有得到控制，也没有出现感染病例整体下降的拐点。” 

  “塞拉利昂的医疗基础比较差，没有任何检测能力。”高福带领的中国医疗队每天在塞拉利昂检测 40 多份样本，留观 10

个左右疑似病人，占每日检测总量的四分之一。 

  无国界医生组织发来的报告则更令人担心：“疫情尚未受控，治疗中心仍然不足。” 

  在几内亚，新增感染个案数目在 8 月曾稍为下跌，但到 10 月已再度回升，上月接收病人数字上升 1倍，“治疗中心不胜负

荷。” 

  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治疗中心共有 250 张病床，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埃博拉治疗中心，但仍不足以应付需要。无

国界医生组织认为，“存在有感染病例没有上报的情况，”担心人们不愿求医并自行埋葬感染者尸体。 

  无国界医生组织认为，在塞拉利昂，“所有地区都受到疫情威胁。”在疫区之一的凯拉洪，由于救护车不足，一辆救护车

有时要同时接载多名病人，部分病人在到达治疗中心前已经离世。 

  无国界医生组织告诉财新记者，在西非国家，埃博拉疫情还带来了医疗危机。人们即使染上一般疾病，也不敢到医疗设施

求医，医护人员亦因担心感染而停工。“医疗系统崩溃，死于疟疾的人数增加，孕妇没有地方可进行安全分娩。” 

  据世卫组织 10月 22 日发布的数据，截至 10月 19 日，几内亚确诊、疑似及可能病例 1540 人，其中 904人死亡；利比里

亚确诊、疑似及可能病例 4665 人，其中 2705人死亡；塞拉利昂确诊、疑似及可能病例 3706 人，其中死亡 1259 人。 

  与西非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和西班牙的埃博拉感染状况没那么糟糕。这两个国家的埃博拉病例，均由外来感染者传入。两

位西班牙神父在西非感染后，被送回西班牙接受治疗；西班牙女护士罗米诺在护理过程中被感染埃博拉病毒。 

  10 月 21 日，西班牙政府宣布，感染埃博拉的女护士罗米诺的两次化验结果均呈阴性。在美国，第三例治愈的埃博拉感染

者已经出院。 

  9月 30 日，美国发现第一例本土埃博拉感染者——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位成年男性被确诊携带埃博拉病毒。媒体后来证

实，该男子为访美探亲的利比里亚人托马斯·埃里克·邓肯，已于 10 月 8 日死亡。随后，两名为邓肯护理过的护士被发现感染埃

博拉。 

  美国媒体报道，得州 43名曾经与已故的首例埃博拉患者邓肯接触的人员，在 21 天观察期内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官方已正

式宣布对他们结束观察（参见辅文“美国的埃博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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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病毒真正可怕在哪？  

2014年 08月 12日 13:08 来源于 财新网 

这种高致死传染病并没有想象中恐怖，真正的威胁在于人类了解有限；目前致病机理、病毒宿主和最终来源都是未解之谜；现有条件下如何诊断和

防控；有可能被改造为生化武器；中国研究能力远远落后 

相关报道 

贝宁两例疑似埃博拉病例初步检测呈阴性 

中国疾控中心：不排除埃博拉输入的可能 

卢旺达隔离首例埃博拉疑似患者 

香港排除疑似埃博拉感染个案 

塞内加尔隔离首例埃博拉疑似患者 

东非国家正联合应对埃博拉疫情 

加纳就埃博拉疫情发布红色预警 

中国将派专家组赴西非埃博拉病毒爆发国家 

WHO：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 

【财新周刊】凶猛埃博拉 

  于晓华|文 

  从 2013 年 12 月开始，埃博拉病毒从西非国家几内亚开始爆发，到现在已经大半年。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统计，截至 2014

年 8 月 4日，主要疫情国（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尼日尼亚）报告发现了 1711例感染者（1070例确症，436例可能，

以及 205 为疑似感染者），导致 932 人死亡。从 1976 年在扎伊尔发现埃博拉病毒到目前为止，总共爆发过将近 30 次疫情。

但是，这次的爆发规模为最大。 

  虽然此次埃博拉病毒爆发于 2013年 12 月，但不幸的是直到 2014年 3 月才被卫生当局发现并确认。疫情发现滞后使得防

疫措施无法及时启动，埃博拉病毒得以大流行，从几内亚扩散到邻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以及尼日利亚等国。如果能够及早发

现，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或许疫情就没有这么严重。这算是此次埃博拉病毒大流行的一次深刻教训！ 

  从 1976 年首次爆发到如今，将近 40 年过去了，现代科学对埃博拉病毒的研究还处于非常入门的阶段。虽然对其简单的基

因结构了如指掌，但对其病毒宿主，传播方式，发病机制，治疗方法还处在探索的初级阶段。 

  可怕之处：束手无策 

  全世界人们对埃博拉病毒谈虎色变，其主要原因包括：（1）非常高的致死率；（2）一旦感染，无药可医，只能听天由命；

（3）死状凄惨。 

  从 1976 年发现埃博拉病毒到现在，对将近 30 次爆发的致死率统计发现，其致死率高达 50-90%。到目前为止，本次埃博

拉病毒爆发的感染者的致死率为 55%，低于之前的致死率统计。但是，致死率很有可能随着疫情的扩展而上升。 

  埃博拉感染者的死状凄惨。 

  一般经过 2-21 天的潜伏期，埃博拉病毒感染者最初感染症状为高烧，严重头痛、肌肉痛、腹痛、咽喉痛，以及伴随呕吐、

头晕和身体乏力。这会导致感染者被误诊为疟疾、感冒或者细菌感染等常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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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者症状会进一步发展为腹泻、血便、咖啡色吐血、因血管扩大而眼睛变红；最后演变为因皮下出血而皮肤出现红斑、

紫斑、以及内出血；身体的所有孔都会出血。即所谓“七窍流血”，其惨无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实有效的疫苗来防治，

以及确定有效的治疗药物。 

  埃博拉病毒的基因结构非常简单，人类对之早已了解。埃博拉病原体是由链状的负链 RNA（核糖核酸）病毒粒子构成。基

因编码为 7个结构蛋白和一个非结构蛋白；基因材料长度仅为一万九千个碱基。 一般而言，RNA 病毒的特征为结构高易变形，

这导致了医疗上困难性。其它的著名的 RNA 病毒还包括艾滋病毒 和流感病毒等。 

  埃博拉病毒广义上属于一类“病毒性出血热”（Viral Hemorrhagic Fevers）传染病。这是由病毒引起，常伴随出血症状

的一类严重疾病。通常病原非为四科：沙粒病毒科（拉沙热、胡宁和普马拉）、布尼亚病毒科（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裂谷热、

汉坦出血热）、黄病毒科（黄热病、登革出血热、鄂木斯克出血热、基萨那森林病），以及线状病毒科（埃博拉和马尔堡）。

其中，以线状病毒科（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致死率为最高。 

  宿主未明：未来还将爆发 

  不同于细菌或者真菌等传染病的病原体可以独立宿主存在，病毒必须存在于某些生物体的宿主身上。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

埃博拉病毒（包括另外一个致命的出血热病：马尔堡病毒）的终极宿主还没有搞清楚。 

  研究发现，在埃博拉病毒爆发前后，当地森林里面的猿猴和猩猩等灵长类动物大量死亡；因为埃博拉病毒对脊椎动物具有

高致命性，所以埃博拉病毒的宿主不可能为猿猴或者猩猩这些灵长类动物。 

  现在科学家怀疑埃博拉病毒的宿主为一种叫果蝠的蝙蝠，因为在 1976 年爆发的苏丹埃博拉病毒疫情中，科学家追踪到了爆

发起点的一家名叫 Nzara 的棉花加工厂，发现当时的工厂屋顶上存在一些蝙蝠。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疫情期捕捉到带有埃

博拉病毒的活体野生蝙蝠；且研究发现蝙蝠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后并没有明显症状。 

  科学家也在民主刚果共和国的一些草食的几内亚猪（guinea pigs）的身上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的抗体，因此怀疑埃博拉病毒

可能存在于某些植物身上。Swanepoel 博士对当地的 24 种主要植物作了一个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些植物身上能够复制埃博拉

病毒。 

  科学家还怀疑某些昆虫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宿主。科学家们在 1970年代发现了马尔堡病毒 （一种和埃博拉病毒结构类似

的病毒）可以在埃及伊蚊身上复制。但科学家并没有在爆发地分离出带有病毒的昆虫。 

  因为宿主未明，所以从长期来说无法根除和防治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因为科学家们认为蝙蝠极有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宿主，

所以建议旅游者们尽量少去蝙蝠聚居地的山洞参观。 

  诊断和治疗：困难来自何方 

  由于埃博拉病毒发病初期和感冒等通常疾病比较类似，使得卫生当局极易发生误诊，耽搁了防疫措施的及时开展。 

  传统的诊断方式需要通过复杂的实验室试验（PCR 和 ELISA）来检查感染者体内是否存在抗原。最新的技术可以通过患者

的吐沫和尿液来检查是否存在埃博拉病毒。确症埃博拉病毒需要相对较长时间，这进一步耽搁了防疫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 2013

年 12 月就在几内亚爆发疫情，而到 2014年 3月才最终确认了疫情。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对埃博拉病毒的致病机理也不甚明了。大家普遍认为埃博拉病毒通过摧毁人体的免疫系统，阻止人体

的适应性免疫系统发生作用来达到致病目的。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证实有效的疫苗和医疗手段来防治埃博拉。虽然早有研究指出埃博拉的疫苗和一些药物在老鼠和猿猴

等动物身上试验有效（比如，Zmapp），但是还没有最终证据证实这些药物对人体确实有效。 

  病人在发现感染埃博拉病毒后，最好的方法是马上隔离，给患者以输液方式补充电解质以使患者尽量感觉舒服。然后，听

天由命，超过一半的感染者最终会死亡。 

  防疫措施：做好隔离 

  因为埃博拉病毒的最终源头未明，所以科学家现在还没有得出野生动物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具体方式。而人类主要是通过身

体接触而发生感染。这主要包括（1）接触感染者的血液，人体组织，精液以及其它一些人体排泄物；（2）处理或者接触感染

埃博拉病毒的动物的病体或者死体。虽然有证据表明动物之间可能会通过呼吸系统传染埃博拉病毒，但还没有证据支持人类通

过呼吸系统互相传播埃博拉。 

  在非洲国家，能够接触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身体的方式主要包括：（1）参加埃博拉病毒死者的葬礼，并对尸体进行一些防腐

处理；（2）循环使用埃博拉病毒患者的注射器和注射针（这在发达国家不成问题）；（3）医疗人员的不小心接触而爆发传染；

（4）吃下病死的野生动物的肉。 



  埃博拉病毒一旦发现，最好的办法是对所有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患者的人员尽早进行隔离，并追踪所有接触过患者的人

员。 

  从传染病学的角度，埃博拉病毒的高致死性以及不通过空气传播这两点，导致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染能力较弱。埃博拉病毒

还来不及大规模扩散，其宿主已经死亡。这也是为什么埃博拉病毒爆发大半年才死亡不到 1000 人的原因。从这一点来看，只要

做好隔离措施，埃博拉病毒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现实中，大部分传染病致死率很低。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传染病致死占全世界死亡人数的 16%。现在世界上死亡人数最

大的三大传染病为：艾滋病，疟疾，以及结核病。埃博拉之所以引起世界恐慌，是因其高致死性。 

  疾病源头：为什么是非洲 

  病毒性出血热所包括的几个高致病性传染病的暴发地点基本在非洲国家。这有几个主要原因。 

  首先。这次爆发埃博拉病毒的西非国家，地处热带，降水丰富，森林覆盖率高，物种丰富，气候有利于各种病毒和病毒宿

主存活。值得比较的是，1990 年在美国的 Reston，从菲律宾进口的食蟹猴的身上同样也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的变种。但这种病

毒对动物有很强的致死性，但是对人类却无致病性。这意味着，病毒可能因气候变化而使得其致死性下降。 

  其次，非洲国家由于大部分人生活贫困，营养不良，所以身体抵抗传染病的能力下降，使得他们感染这些传染病后的死亡

率很高。同时由于物质条件不够，注射器和注射针等医疗材料多次循环使用，这促进了埃博拉病毒的扩散。 

  第三，由于部落文化，一些人以打猎为生，会通常食用丛林里面的病死野生动物尸体，甚至会把这些病死野生动物的肉拿

到市场出售，这导致了埃博拉病毒这样的疾病的爆发和区域性流行。 

  第四，由于教育落后，大部分农民不懂得现代的医疗和防疫知识。有些人根本不相信埃博拉病毒的存在。他们甚至迷信的

认为这是白人带来的巫术。一旦患者死亡后，通常要和死者身体进行直接接触，比如对死者尸体采取一些防腐处理。这也进一

步助长了埃博拉病毒的传播。 

  这说明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爆发并流行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促进经济增长，较少贫困，提高人民

的生活质量才可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传染病发生的社会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长期过程。短期内，这需要对人民加强宣传和教育，

让他们改变传统信仰，懂得如何科学防疫埃博拉。 

  生物安全：恐被恐怖组织利用 

  世界卫生组织对传染病，按照生物安全划分为 4 个水平。由于埃博拉病毒的高致死性，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分类为生物安全

等级最高的四级（level 4）。 

  一般而言，由于病毒性出血热的高致死性，很多国家和恐怖组织都试图用它们来开发生物武器。比如，俄罗斯在 1992 年之

前就利用了病毒性出血热的一些病毒，比如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热等开发出了通过空气传播的生物武器。美国在 1969

年之前也开发了裂谷热和黄热病病毒的生物武器。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的原教主麻原彰晃也曾经到非洲寻找过埃博拉病毒，试图

开发生物武器进行恐怖活动，但未能找到。 

  由于埃博拉病毒不能通过空气传播，这减少了它扩散范围。但是如果现代的基因工程却有可能改造这一点，比如埃博拉病

毒与流感病毒结合，制造出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的恐怖的生物武器。 

  研究能力：中国远远落后 

  世界各国都在投入大量的资金来研究这些病毒。对这些病毒的致病机制以及治疗方法的研究有助于防止将来可能的生物恐

怖主义袭击。 

  遗憾的是，中国对埃博拉等病毒性出血热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世界。 

  对应于生物安全的四级标准分类，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对应于每一等级的生物实验需要相应的实验室保护水准（Protection 

Level）。对埃博拉等高致死性病毒的保存和实验需要在安全等级最高 P4 实验室进行，确保实验室内部与外部完全隔离。 

  很可惜，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P4 水平的实验室建成使用。中国大陆虽然在 2009 年批准在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建立

P4实验室，到现在还没有建成使用。相对应的是印度居然有四所 P4 实验室，中国的台湾地区也有两所 P4 实验室。连从事埃博

拉病毒的实验室能力都没有，这种差距不言而喻是巨大的。 

  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与世界的差距不言而喻是巨大的。中国政府必须要对这方面的研究加大投入。 

  （作者为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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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战、核武器与细菌（2011年 4月 12日）  

由于本文不允许复制粘贴，故用截图方式将本文保存，这是

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它体现了中共对于美国被告细菌战的

最初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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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众对科学的态度十分矛盾。公众期望科技新发展能够继续提高生活水准，但他们又怀疑科学，因为他们不懂科学。 

——斯蒂芬.霍金 

不论科学家是否愿意，如今的科学研究，早已不再是那种苹果树下思考问题的自娱自乐。发达的传播媒介可以在短时间将那些原本只在学术圈

内慢慢流传的研究内容变成地球人都知道的科学故事。对于科学研究而言，这种关注可说是“有利有弊”。公众的关注可以让科学研究得到更大的重

视，获取更多的资源。2010年因人造生命话题而大出风头的生物学家 Craig Venter就是利用公众关注的高手 (他的故事，可见

http://songshuhui.net/archives/45095)。另一方面，如霍金所言，公众因为不理解科学而产生不信任，使关注变成争议。 

虽然没人认真统计过，哪门学科哪项技术成为“争议话题”的频率最高。可以肯定，基因工程技术在争议榜上排名一定低不了。在一些公众的眼

中，那些穿着白色实验服、戴着手套的研究人员怎么看怎么不靠谱。且不说那些人会不会因为好奇心搞出个哥斯拉来。就说他们手里的试管，里面

的微生物都带有人为植入的基因。如果这些微生物跑出实验室，会不会对人类健康或者环境造成重大威胁？现在人类面对的一些棘手疾病，例如

H1N1、超级病菌、SARS，会不会是从实验室意外流出的基因工程微生物？ 

其实，这种对实验室微生物“逃逸”的担忧颇有历史。早在 19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而最早表示出这种担忧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些从事基

因工程研究的专业人士。1970年代初，基因工程技术尚处在起步阶段。科学家将 DNA片段在体外拼接，制造出重组 DNA，再将重组 DNA送入大

http://reading.caixin.com/107501/107507.html
http://blog.caixin.com/archives/category/%e6%9c%aa%e5%88%86%e7%b1%bb


肠杆菌中，使得大肠杆菌产生新的性状或者制造出科学家想要的蛋白质。当时实验所用的 DNA片段有不少来自于抗生素抗性基因和肿瘤病毒 SV40

的基因。于是，一些与微生物直接打交道的研究人员就开始担心，携带有肿瘤病毒基因的大肠杆菌会不会从实验室“泄漏”出来，进入人体肠道，使

人患上癌症。也有人担心，一旦经过基因工程改造过的细菌出现在实验室以外，它们携带的抗生素抗性基因是否会传递给其它细菌，导致不惧怕抗

生素的超级细菌出现。科研人员的这种忧虑，经过媒体的宣扬，在当时的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反对“基因工程”的风潮。 

 

当时一本杂志的封面，穿白大褂的科研人员正在改造象征 DNA的双螺旋结构，而顶端的凶恶毒蛇造型表明了杂志对于基因工程的态度 

到了 1974年，担忧达到高潮。包括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一批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撰文，呼吁在认真研究基因工程风险之前，停止相

关的研究工作。这次的呼吁，在科学史上，也许绝无仅有。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危害存在，没有法律限制，没有政府命令，却要求科学家停止工作。

要知道，在那个基因工程的“淘金”年代，任何研究进展都可能意味这巨大的学术荣誉和经济利益。世界上第一个基因工程专利，在 1980年被批准

后，仅专利费就赚取了超过 1亿美元。但是，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绝大部分科学家对呼吁表示支持，停止了手头的工作。 

1975年 2月，旨在探讨基因工程安全性的学术会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阿斯络马召开。数百人参加了这次在生命科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会

议，他们中有生物学家、医生、律师、媒体工作者，甚至还有来自冷战铁幕另一侧的苏联代表。在会上，科学家决定开始建立一个完善的系统将研

究用微生物给“禁锢”起来，让它们为科研服务，但不会逃出去危害人类健康和自然环境。 

这个囚禁微生物的特殊“监狱”主要由两道屏障组成。一道屏障被称为物理屏障（Physical Containment）。在建起这道屏障之前，科学家将实验

室中所用的微生物，根据危险程度，划分为了不同级别。各国的分级标准大同小异，以分成四个级别居多，从基本没有危险的一级到最危险的四级。

第四级微生物以病毒居多，是指那些能引起人类或者动物严重疾病的微生物，也包括那些从未被发现或者已经宣布被消灭的微生物。2003年非典

事件后，“第四级病毒”成为一个在媒体上曝光度颇高的词语。 



临床检验微生物等级分布，低风险的二级微生物最为常见（来自永康疾控网-实验室生物安全讲稿） 

所谓物理屏障，就是针对这四级微生物所设立的四个实验室防护级别。从简单到最严密，分成 P1、P2、P3和 P4四级，这其中的 P就代表物

理屏障 Physical Containment。针对不同等级的微生物，物理屏障必须做到保护操作人员不受到微生物的危害，同时还要防止微生物被“泄漏”到实

验室以外。以常见的 P2级实验室为例，操作人员需要穿着实验服，戴手套，在生物安全柜中对微生物进行处理，以避免直接接触微生物。P2实验

室的废弃物必须经过高压灭菌后才能丢弃，保证了微生物不会“逃逸”。而要求最高的 P4级实验室中，从穿着正压防护服保护操作者，到完全独立

的建筑及配套设施来隔离微生物，所有配置都以最危险的微生物为假想敌。 

电影《恐怖地带》的剧照，全身正压防护服是 P4实验室的标志之一 

物理屏障虽然严密，但是它的效果完全依赖于操作人员的素质和认真程度。违规操作，例如为了图省事，把三级微生物带到 P2实验室操作，

就会使得屏障失去作用。根据墨菲定律(Murphy’s Law)，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把“禁锢”基因工程微生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操作人员永不出错上，

显然是不可靠的。于是，科学家又设计出另一道屏障，生物屏障(Biological Containment)。 



墨菲定律： Anything that can go 

wrong, will go wrong 

生物屏障的设计思想是设法基因工程所用的微生物只有在人造环境中才能正常生长。即使发生意外“逃逸”，也不必担心这些微生物会在自然界

或者人体中兴风作浪。因为离开了特殊的人造环境，它们会迅速死亡。与有形的物理屏障不同，生物屏障是无形的，但却更加严密。 

生物屏障也有相应的分级系统。安全性从低到高，分为 EK1、EK2和 EK3三个级别，不同的微生物的分级标准有所不同。以基因工程中最常用

的大肠杆菌为例，EK1标准是所有基因工程用大肠杆菌必须要达到的最低标准。符合 EK1标准的菌株必须没有危害健康人群的能力，也很难在自然

界或者人类肠道内存活。与 EK1相比，符合 EK2或者 EK3标准的菌株必须做到生存力更差和可能致人生病的几率更低。 

第一个达到 EK1标准的大肠杆菌是一个编号为 K12的菌株。1922年，微生物学家从一名康复期白喉病病人的粪便中分离得到了原始的 K12。

其后整整五十年，K12都是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中度过。而它生存的环境也从人类的肠道变成了人工配制的培养基。考虑到大肠杆菌每 20分钟

就能繁殖一代，50年的人工 “驯养”实在是非常的漫长，漫长到让 K12丧失了一些最基本的生存能力。例如，普通的大肠杆菌能产生一种称为生物

薄膜(Biofilm)的物质。生物薄膜可以帮助大肠杆菌牢牢附着在潮湿的物体表面，这对于大肠杆菌在人体内的存活意义重大。另外，生物薄膜能让大

肠杆菌对抗生素和去污剂的抵抗力上升几百倍。有生物薄膜覆盖的大肠杆菌细胞对于外界环境的变化的反应也变得更为迅速。但是，被“驯化”的 K12

菌株却不具备产生生物薄膜的能力，以致于它根本无法在试管以外正常存活。科学家正是利用了 K12的低生存能力，让它“安心”地为科研服务。 

到了 1976年，在 K12的基础上，科学家又培育出了能符合更严格要求的 EK2标准的新菌株。因为恰逢美国 200年国庆（1776建国），新菌

株被命名为 x1776。x1776比 K12更为“虚弱”，惧怕阳光，惧怕稍稍偏高的温度，对普遍存在于人类生活环境中的微量去污剂很敏感。更重要的是，

x1776的胃口非常特殊，它需要一种在人类肠道中根本不存在的物质，二氨基庚二酸，才能存活。因此，除了人工添加了二氨基庚二酸的培养基，

x1776哪里也去不了。 

目前，常用于生物学研究的大肠杆菌菌株，如 DH5α，BL21等等，大多源自 K12，全部符合 EK1或者 EK2安全要求。 

为了让生物屏障更加严密，除了安全菌株，科学家还配套开发了安全载体。所谓载体，顾名思义是一种运载工具。在基因工程中，载体把科学

家感兴趣的 DNA片段带入宿主细胞内，并且帮助 DNA片段在细胞内实现自我复制和指挥蛋白质合成。基因工程中，最常见的载体是一种头尾相连



的环形 DNA分子，叫做质粒。为了满足生物屏障的要求，科学家对质粒进行了改造，开发出了安全质粒。安全质粒不具备在不同细胞间转移的能

力，也就是说它自始至终只能呆在一个细胞中。安全质粒与安全菌株配合使用，就形成了一个双保险。即使发生细菌“逃”出实验室的意外，在其短

暂的存活期内，装载在安全质粒中的外源 DNA也会被牢牢锁定在细胞内，直到细胞死亡。 

 

图中的绿色环状物就是载体。载体将外源 DNA的带入细胞，并帮助它在细胞中“安家落户”和发挥作用。 

安全载体只会呆在它最初进入的那个细胞 

从 1970年代初到现在，基因工程的研发和运用已经走过了将近 40年的岁月，在医疗、农业等方面贡献颇多。可以说，基因工程满足了人们希

望科学技术提高生活水准的愿望。另外一方面，最初那些担忧者所设想的恐怖微生物灾难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科学家用事实答复了民众当初的怀

疑。这四十年的安全不是简单的幸运，而是科学家一系列努力的结果。如今的世界，同样存在一些争议颇大的科学技术。简单的“立”或者“废”，都

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如何在技术发展之初就预测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负面影响产生之前构建起一个系统防止影响的发生，在系统可能出现纰

漏前设法完善系统，才是实现趋利避害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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