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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支撑新冠肺炎疫情

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科学院

防控工作。 2020 年 3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

等 12 个部门，聚焦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

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人类同疾

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

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

五大主攻方向，成立了药物、疫苗、中药、大数据等

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要把新冠肺炎防

重点工作专班，集中全国优势科研力量，紧扣抗疫一

控科研攻关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任务，综合多学科

线救治的迫切需求，部署应急攻关项目，全力推进疫

力量，统一领导、协同推进，在坚持科学性、确保

情防控科研攻关 ①。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统一领导

安全性的基础上加快研发进度，尽快攻克疫情防控

和协调下，政府、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联合协同作

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

战，研审联动，科研攻关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大批重要

[1]

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应用成果，迅速筛选出中药“三药三方”、托珠单抗

全局和战略高度，为科研攻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等一批具有明显疗效的药物，快速推出多种检测试剂

和行动指南。

产品，多条技术路线并行推进疫苗研发，血浆治疗、

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成立，科学技术部会同国家

干细胞治疗等技术实现突破进展，不断完善诊疗方
案，使得患者治愈率达到 94% 以上[2]。

*通讯作者

修改稿收到日期：2020年7月19日

①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2020 年 3 月 6 日发布会（http://www.gov.cn/xinwen/gwylﬂkjz46/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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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重点保障支持，确保临床试验病例数及规范性，

1 问题与挑战

尽快完成临床有效性的完整评估。

通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我们深刻认识

在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当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到科技在防范化解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起到的关

的科研和临床团队。得益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

键支撑作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亟须在病毒

科学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长期合作基础及自身协同

溯源、传播机理研究、病毒检测、疫苗和药物研发等

优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免疫学团队与中国科学技

重要方面同时发力。同时，多学科交叉、产学研协

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临床团队，

作，加强统一领导，协同推进是开展科研攻关的内在

通过对 31 例新冠肺炎患者血液 30 项免疫学指标的

要求。如何完善科研攻关协同机制，高效统筹协调各

全面分析，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致重症肺炎炎

类创新主体力量，发挥各自创新优势，提高体系化对

症风暴可能的关键机制；通过中国科学院、安徽省

抗能力和水平，以及最大效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等多方协调，快速在国内开展多中心的临床试验。

等相关方面，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探索和思考。

该医院的托珠单抗治疗方案也被列入《新型冠状病

1.1 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的协同

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为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保障人民群众生

重症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策略 [3] 。目前，该方案已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是

在 20 多个国家推广应用，为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应急科研攻关的重中之重。新药的研发是一个艰难的

贡献了“中国智慧” 。

长期过程，而筛选安全管用的“老药”则快捷有效。
科研攻关发现的潜在有效药物需要快速开展临床试

③

1.2 心理救援与疾病治疗的协同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

验，实现从实验室到临床部门的“接力”；临床救治

设，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

中的需求变化也需及时反馈科研人员，以便通过进一

系和危机干预机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是国家治理体

步实验验证，去伪存真。这需要科研攻关团队和临床

系的必要组成，社会心理服务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

救治部门之间围绕重大攻关任务建立相适应的高效协

关。一旦疫情发生，确诊患者、隔离人群、抗疫一线

同机制。如果团队间没有一定的合作基础，短时间内

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急需心理疏导，因此心理救援需

难以形成有机衔接、高效协调。

与医疗救助同步开展。研究发现， 2003 年非典型肺

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的数据统计，截至

炎（ SARS ）疫情之后，确诊患者、一线医务人员、

2020 年 7 月19 日，在该机构注册的新冠肺炎临床研究

疫区公众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症状检出率分别

②

项目已达到 721 项 。面对众多的临床研究项目，需要

是 55.1% 、 25.8% 、 31.2% [4]。对这 3 类人群要及时给

“全国一盘棋”，做好顶层布局，有效统筹国内临床

予重点关注，持续随访评估、早期干预。然而，目前

病例资源，及时组织专家全面、客观评估各类临床试

我国精神心理健康从业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即使按照

验和治疗方案，对科研攻关筛选出的科学数据充分、

《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 2015 — 2020 年）》预估

专家共识度高的药物和方案，在国家层面协调各部门

的 2020 年底全国精神科医师 4 万人来算[5]，我国人均

② 中国临床实验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研究索引（更新至北京时间 2020 年 7 月 19 日 2 时 30 分），http://www.chictr.
org.cn/uploads/documents/2020/07/19/da94349da3be40bda95c59a4ed50d0db.xlsx。
③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2020 年 3 月 6 日发布会（http://www.gov.cn/xinwen/gwylﬂkjz46/index.htm）。
1062 2020 年 . 第 35 卷 . 第 8 期

关于科技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统筹协同作用的思考

精神心理健康服务人员数量仍达不到国际标准的一

研成果。预印本平台因其发布学术成果迅速，在此次

半，精神心理健康的服务能力和可获得性严重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中成长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重要

疫情引发的心理问题与社会矛盾交织，在较长时期内

学术交流模式。但是，预印本平台的研究结果未经过

将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因此，心理救援应与临床救治

严谨的同行评议，研究质量参差不齐，而很多媒体却

实现最大程度一体化行动，要密切关注受疫情影响较

将其当作既定事实进行报道，因而容易成为舆情的导

大的重点人群，随访评估其心理状态，及时干预，减

火索，引发“信息流行病”。因此，科学共同体在科

少 PTSD 的发生。

研攻关的同时，也要注重组织专家对预印本平台的文

不同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新

章进行研判，及时发出权威声音。在自媒体时代，面

冠肺炎疫情从空间和时间上带来的心理问题都是前所

对海量信息，要及时梳理热点问题，及时回应公众关

未有的，这些心理问题甚至严重到不能通过当面沟通

切，用科学的逻辑说话，借助多种新媒介平台（如视

疏导解决。因此，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出台针对新发突

频弹幕网站、短视频分享平台等），引导理性、科学

发传染病重大疫情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指南”，在

的言论。

组织机构、人员队伍、体系建设等方面系统规划，建
立指令清晰、系统有序、针对不同人群提供统一规范

1.4 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协同

近些年，随着社会各界对科技投入的加大，我国

的心理干预模式，精准解决与疫情相关的心理健康问

的科研平台条件日新月异，有些领域的科研条件也迈

题 [6]。加强精神心理队伍建设，健全执业人员培养、

入国际一流行列。例如，2003 年 SARS 疫情持续了 3 个

使用和考评激励机制，减少人才流失。同时，借助远

月后才被确认为是一种新型疾病，并且病原体鉴定和

程诊疗方式可为更多公众提供心理健康服务。

基因组测序主要依靠国外的研究人员来完成。此次新

1.3 科学研究与舆情引导的协同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科研人员快速响应，仅用短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机理复杂、传播性强、发展迅

短几天时间就完成病原体分离、基因组测序，并鉴定

猛、波及面广，公众的科学素养、媒介素养与过载的

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我国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

信息量不匹配、不适应，再加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

共享了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为全球科学家展开药物、

传播，一些科研进展、专家言论被过分解读，甚至出

疫苗、诊断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为抗疫赢得了宝贵

现性质恶劣的网络人身攻击。一些发表在预印本上的

的时间。

不严谨情况甚至颇具误导性的研究结论，被延伸解

基于科学家之前长期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读、大肆传播，对坚守科研一线的科研人员造成了极

的积累，一些新技术、新产品被快速研发，及时应用

大的伤害，也严重干扰了科研攻关任务的正常开展。

于新冠肺炎患者临床救治。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研究

这些舆情对于破坏公众对我国科学家的信任和对我国

院科研团队基于长期在肺功能评估新型核磁装备研制

科技攻关战“疫”的信心影响很大。因此，必须及时

方面的探索和积累，研制出我国首套具有自主知识产

加强疫情舆论引导，保护相关科研人员。

权的“超极化气体磁共振成像仪（129Xe MRI）”，并

科技攻关战“疫”是一场战争，舆情更像是一场

快速将其应用于新冠肺炎患者肺纤维化临床诊断。通

不见硝烟的战争。学术观点之争应限于学术圈内部，

过129Xe MRI 可获得常规医学影像手段无法获得的肺功

不宜扩大到公众层面。科研人员面向公众发声应该以

能量化信息，为肺纤维化疾病救治提供重要的功能参

科学事实为依据，把问题说透、道理讲明、不夸大科

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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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和源头技术方

（2）统筹当前需求和长远储备，加强交叉学科建

面的积累不足，一些影响生物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

设和人才队伍培养。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依托

产品受制于人，医疗装备国产程度低。因此，需要加

国内优势单元，建立传染病领域基础研究能力建设的

大对生物安全领域相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支

长效机制；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临床研究型医院，

持力度，转变传统课题立项模式，开展临床应用需求

加强临床病原微生物和公共卫生学科体系建设，促进

牵引下的应用基础研究。虽然我国科研人员众多，

“医、教、研”深度融合，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但潜心做病毒学原创性、基础性研究的科研人员严重

全面支撑病原体溯源和传播途径、感染与致病机理、

不足，其中研究冠状病毒这类“冷门”病毒的课题组

抗感染防治等工作。加强战略谋划和前瞻布局，充分

更少。因而，需要国家在病毒学领域针对某些重要病

发挥高技术学科与生物学交叉融合，加强生物安全关

毒开展持续性投入，鼓励科学家进行长期、系统性研

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做好相关产品和技术储备，补齐

究，避免追求短期的成果回报。

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

2 对策分析

（ 3 ）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加强舆论引导
和科普宣传。 科学家是抗疫的关键力量，高等级生

自 2003 年起， SARS 、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

物安全实验室是抗击疫情战役的前沿阵地。要在全社

综合征（ MERS ）、新冠肺炎等疫情相继暴发，人类

会大力营造相信科学家、关心爱护一线科研人员的氛

和传染病的斗争日趋激烈。从科技在应对重大突发

围，让他们心无旁骛地开展科研攻关。加强对科研活

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统筹协同作用的角度，建议重点

动的科普宣传，提升公众科学素养和信息识别能力。

做好以下 3 个方面的工作，以支撑快速打赢疫情阻击

良好的科学素养可使人们理性对待各类消息，成为抵

战。

抗“谣言病毒”的最好“疫苗”。继续弘扬科学家精

（ 1 ）统筹平时预防和战时应急，建立健全平战

神，宣传科研人员甘于寂寞、无私奉献、攻坚克难的

结合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我国科技发展的环境

爱国情怀，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病毒无国

相对平稳宽松，缺少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历练。近年

界，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积极开展国际科技

来，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频发，建议要在国家层面

合作活动，排除西方“政治病毒”干扰，积极借鉴和

建立健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调决策工作机制，

分享抗疫经验，增进了解、凝聚共识，共同应对生物

分设行政领导小组和专家委员会。①“平时”加强顶

安全风险挑战。以科学事实为依据，做好国内外新闻

层规划，坚持底线思维，做好系统布局。完善国内生

舆论引导，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

物安全实验室布局，加强国内相关科研力量的整合优
化和错位发展。加强产学研创新链条能力建设，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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