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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长期研究人工冠状病毒合成技术
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成为美国最顶尖的
冠状病毒专家，他凭借该技术在全世界搜
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

□人民日报记者 张梦旭
美国学术刊物网站显示，素有
“冠状病
毒猎手”之称的拉尔夫·巴里克，数十年来
一直致力于研究改造和制造冠状病毒“技
术”。巴里克与美军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
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美国国
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
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国际舆论呼吁，
为提高透明度，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德特里
克堡生物实验室等进行调查，这一行动应
被视为寻找新冠病毒起源的积极步骤。

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家电视三台节目
“普蕾萨迪雷塔”
（意为
“直
击热点”
）采访时，当记者问道：
“如果你不
想留下痕迹，
你也可以人工合成一个病毒，
使其看上去与自然界的病毒没有区别，是
吗？”
他答道：
“没错。你可以不留痕迹地进
行合成，目前有三四种合成冠状病毒的方
法，
利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
都可以不留痕
迹地在实验室制造病毒。
”

2008 年，巴里克等人在《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上发表论文，详细记录了设计、
合成并激活一种 SARS 样冠状病毒的方
法，并特别验证了这种人造病毒不仅能让
与德特里克堡关系非同一般
小鼠感染患病，还能侵袭人类的呼吸道纤
毛上皮细胞。
“在这项研究里，我们报告了
值得注意的是，巴里克与美军德特里
一项规模最大的、人工合成的、可复制的生
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
命形态。”巴里克等人在论文摘要中写道： 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为了试验从不可培养的蝙蝠 SARS 样冠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下属的
长期研究冠状病毒改造技术
状病毒到人类 SARS 样冠状病毒的可能出 “综合研究设施”
都有密切联系。
巴里克目前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流
现途径，我们设计了一个与蝙蝠 SARS 样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
行病学系和微生物与免疫学系教授、美国
冠状病毒一致的基因组，并将蝙蝠 SARS
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过不少涉及冠
微生物学会会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长
样冠状病毒的受体结合域替换为该基因
状病毒的研究合作。巴里克丰富的冠状病
期研究冠状病毒，是国际上这一学术领域
组。这种新型嵌合病毒能够被蝙蝠和人体
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制造冠状病毒的“技
的权威专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官网介绍
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特异性抗体有效中和。
” 术”
，
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德
说，巴里克主要研究三种 RNA 病毒，其中
2015 年，巴里克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
特里克堡内。一篇 2006 年的论文显示，他
包括引起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冠状病毒。数
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
们 曾 就 SARS 开 展 过 科 研 合 作 。 一 篇
据显示，1983 年以来，巴里克以自身名义
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
2014 年刊发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期刊
或者作为指导教师共发表 400 余篇论文，
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
上的、涉及高危冠状病毒的论文，
就来自与
其中关于冠状病毒的论文高达 268 篇。
展开。这种经过基因操作的 SARS 样冠状
这两个德特里克堡机构的合作。2018 年，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
病毒更具传染性。这一研究结果 2015 年
《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显示，来自德特
道，巴里克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 刊发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上。2016 年，
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丽莎·
改造乃至
“增强”
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
巴里克联合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托泽夫斯基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
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
哈佛大学医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在《美
被修改了基因的 MERS（中东呼吸综合
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
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
论文结论中
征）病毒感染了猴子。美国军方 2021 年的
状病毒的基因，制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表示，他们以 SARS 样冠状病毒为模板制
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 4 月应邀给美
美国《病毒学杂志》网站显示，2002
造出的嵌合病毒，在小鼠实验中展现出了
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作讲座，内容就
年，巴里克领导团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
可复制性。
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德特里克堡“综
以片段组装为基础的鼠肝炎病毒反向遗传
2020 年 6 月，巴里克做客美国“本周
合研究设施”
副主任丽莎·汉斯莱正是巴里
系统。依靠这套系统，科学家对病毒的研
病毒学”
播客，进一步阐述他的团队在自己
克的学生。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究可以在活体内进行，通过改变病毒的基
的实验室“改造冠状病毒”的细节。他说：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
因或者结构，来了解每个基因在病毒与宿 “改造新冠病毒是非常容易的，
你可以将至
究所和
“综合研究设施”
都有着糟糕的实验
主相互作用时发挥的作用。这些工作极具
少四或五组不同的变异设定放入新冠病毒
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
突破性，它可以通过给病毒不断更换“组
的受体结合域里去，使得新冠病毒可以和
一份 2014 年的公开资料显示，仅 2014 年
件”
，从而制造出新的病毒。
老鼠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 2（ACE2）受体
一年，
“综合研究设施”出现过多起实验室
2003 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
结合。”
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 MERS 这
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
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
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
SARS 样冠状病毒。后来，巴里克等人就
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表
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同样被曝出存
这一成果申请专利，并于 2007 年获得批
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
在实验室安全问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准，专利代号为 US7279327B2。这项独特
迹”。2020 年 9 月，巴里克接受意大利国
（NBC）下属地方媒体 WKYC 在 2016 年 7

□人民日报记者 李志伟

“美国政客企图通过推销没有事实根
据的病毒起源说，制造恐惧和焦虑情绪。
这与科学毫无关联。”
美国新墨西哥州州立
大学历史学教授肯尼思·哈蒙德近日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美国政客故意忽视中
国抗击疫情的努力和成绩，
炒作新冠病毒溯
源问题，目的是掩盖自身在抗疫问题上的
“灾难性失败”
。
数据显示，目前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已超过 3700 万例，死亡病例 62 万

□人民日报记者

“美国政客应当停止对世卫组织的破坏”

景玥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美国就试
图将‘新冠病毒源头’这顶帽子强加给中
国，千方百计损害中国的国际声誉。这种
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对全球合
作抗疫毫无益处。”埃及共产党政治局委
员萨拉赫·萨路里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萨路里表示，美国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主要目的首先是想转移自身应对疫情失败
受到的指责。由于抗疫不力，美国已成为

多例，经济蒙受巨大损失。在哈蒙德看来，
美国担心失去对国际事务的霸权，不顾一
切抹黑中国，企图借疫情延缓或阻碍中国
进一步发展。
哈蒙德表示，对于美国以及全球各地
的人们来说，
更好的方式是借鉴中国经验，
一起努力，共同应对疫情。
“中国抗击疫情
的方法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典范。其他国
家应从中国抗疫实践中吸取有益经验”
。

“只有团结合作，
才能最终战胜病毒”
世界上累计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
家。为了掩盖这种失败，美国以“病毒溯
源”为名打压他国，
这种政治病毒比新冠病
毒更可怕。
萨 路 里 指出，中国始 终本着 科学态
度配合病毒溯源，第一时间分享病毒基
因序列，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到中国开展
溯源研究。专家们通过实地走访和调查
研 究 ，明 确 得 出 了 实 验 室 泄 漏“ 极 不 可

江津区中医院
8 月 18 日下午，在江津区中医院
三楼会议室，5 位医师用“医路故事”
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节日——中国
医师节。在每一个故事的讲述中，真
诚而质朴地诠释了自己从医职业生
涯中的心路历程。其中不乏有辛酸、
有感动、有欢笑、有争执、有期盼，但
留给在坐每一位聆听者印象最深的
是：
“ 选择当医生，我不后悔。”
“ 我是
一名医生，我骄傲。”
“ 我是党员，
‘战
疫’一线我先上。”
“ 群众的健康就是
我们完美的世界。”……
在每一个“医路故事”的讲述间
歇，穿插了“劳动之星”
“ 微笑之星”
“服务之星”
“综合救治能力比赛个人
奖、团体奖”等表彰，并为这些优秀医
师颁发了荣誉证书。
表彰现场，医院党委书记黄静表
示，医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时刻肩
负 着 救 死 扶 伤、治 病 救 人 的 神 圣 职
责，担负着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身体健康的重大使命。他希望全体
医务工作者常怀怜悯之心、长修为医
之德、长练救人之术、常怀远大梦想
和目标，用自己的精湛技术和优质服
务为群众健康护航。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是每一位
医生的职业誓词，更是他们崇高医德

哈蒙德认为 ，中国 迅 速成功 分离出
世界上首个新冠病毒毒株，完成病毒基
因组测序并与国际社会分享信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动用一切可
用资源抗击疫情，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
生命。
哈蒙德说，
在当前变异毒株频现、疫情
持续蔓延的背景下，为人们提供健康保护
是在守护生命健康权这一基本人权，而不

能”的结论。
“ 美国政客无视科学报告，继
续攻击中国。我想说，基于政治阴谋的
溯源永远不会有真相。”
谈及中国与埃及的抗疫合作，萨路里
说：
“从援助防疫物资和疫苗，到实现中国
疫苗本地化生产，
中国从物资、药品、技术、
资金等方面给予了埃及全方位的帮助，这
不仅使埃及人民受益，非洲和阿拉伯其他
地区的人民也从中受益。这种合作不计回

月的一篇报道显示，
“综合研究设施”的实
验室在 2015 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
毒的安全事故。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 2019
年秋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曾发生过
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关
闭。据《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2019 年 11
月 23 日报道，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实
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所的
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
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
防护。
巴里克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
分校生物实验室也有类似问题。据美国非
营利新闻调查网站 ProPubica 报道，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1 日，教堂山分
校共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报告了 28 起
涉及转基因生物的实验室安全事故，其中
6 起涉及实验室制造的多种冠状病毒。其
中，2016 年 2 月，一名实验室女性工作人
员被感染 SARS 样冠状病毒的老鼠咬破了
手指，但在接下来的 10 天里，这名工作人
员并没有被隔离，而是被允许戴着外科口
罩在公共场所活动。
菲律宾《马尼拉时报》专栏作家毛罗·
贾·萨蒙特日前发表题为“现在全世界都
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的文章说，一系列
疑点已将病毒溯源的矛头对准德特里克
堡，对其开放调查是病毒溯源问题取得进
展的唯一途径。
“ 当我们看到有 2000 多万
中国公民签名请愿，要求开放调查德特里
克堡时，我想到，成千上万认为德特里克
堡有疑点的菲律宾人也应该有机会向世
卫组织请愿。这是国际社会取得进展的
唯一途径。”
马来西亚《东盟邮报》近日发表文章
说，一群菲律宾记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
网上发起请愿，敦促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
克堡。正如请愿书中所强调的那样，德特
里克堡仍然是一个不应被世卫组织专家
忽视的谜。为提高透明度，世卫组织应对
德特里克堡和全球其他类似的实验室进
行调查，这一行动应被视为寻找新冠病毒
起源的积极步骤。
（人民日报华盛顿 8 月 17 日电）

应成为少数大公司牟取巨额利润的理由。
努力消除疫苗出口壁垒，富裕国家应当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支持和疫苗帮助。
“疫情防控需要遵循科学客观原则。
美国政客应当停止对世卫组织的破坏。全
球公共卫生政策与实践不应被情报机构操
弄。”哈蒙德表示，推销阴谋论、妖魔化中
国，不符合美国人民和全球人民的共同利
益。
“我们应该走的道路是合作与协调，分
享最佳实践和科学知识，为所有人公共健
康服务。
”
（人民日报华盛顿 8 月 18 日电）

报，充满诚意，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切实举措。”萨路里表示，中国在帮助
世界弥合“免疫鸿沟”上所作的努力值得
称赞。
“病毒溯源必须以科学为基础，目的
是让人类更好地战胜病毒，恢复经济社会
秩序。”
“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最终战胜病毒。
希望能多用数据说话、用科学说话，
而不是
政治打压、强权绑架。国际社会应共同努
力让全球抗疫行动顺利、有序、高效进行。
”
萨路里说。
（人民日报开罗 8 月 1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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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鼓励并希望阿富汗塔利班
将其积极表态落到实处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记者 成欣 伍岳）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19 日表示，中方鼓励并希望阿富汗塔利班将其积极表态落到
实处。国际社会应共同鼓励和支持阿富汗各党派、各民族团结合作，
翻开阿富汗历史的新篇章。
华春莹表示，近日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和发言人多次通过不同
渠道公开一些积极表态和信号。
中方鼓励并希望阿塔将其积极表态落到实处，
同阿各党派、各民
族团结起来，
尽快通过对话协商建立符合阿富汗自身国情、得到人民
支持、广泛包容的政治架构，
施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遏制各类恐
怖主义和犯罪行径，
确保阿富汗局势实现平稳过渡，
让饱受战火之苦
的阿富汗人民能够尽快远离战乱，
建立持久和平。
“阿富汗国内积累了诸多矛盾，美国又留下了大量难题，和平
重建的进程难以一帆风顺。”她说，在此过程中，国际社会应共同鼓
励和支持阿富汗各党派、各民族团结合作，翻开阿富汗历史的新篇
章。
华春莹还说，注意到有些人反复强调他们对阿塔的不信任。
“我
想说的是，
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主张要用全面、
联系、发展的辩证思维来认识、看待和处理问题，不仅要看过去怎么
样，也要看现在怎么样；不仅听其言，也要观其行。”她说，
“如果不与
时俱进，
而是抱守固定思维，
无视形势发展，
那就是刻舟求剑，
就不会
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
华春莹说，
事实上，
阿富汗局势的急剧演变也表明外界以往对阿
形势缺乏客观判断，
对阿民意缺乏准确把握。在这方面，
西方某些国
家尤其应该汲取教训。

引渡事宜听证会结束

外交部：加政府应立即释放孟晚舟

综合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 8 月 18 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高等法院关于孟晚舟引渡事宜的听证会 18 日结束，但法官没有
立即宣布判决结果。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法庭审理结束时，法官表
示将于 10 月 21 日举行会议商定宣判日期。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9 日表示，中方要求加拿大政府认真倾听
正义的呼声，拿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勇气，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
舟女士并让她尽快平安回到祖国。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当地时间 8 月 18 日，加拿大法院
结束对孟晚舟引渡案初审，但未作裁决。孟的辩护律师强调，本案
没有欺骗行为，没有造成任何损失，甚至没有一个合理的风险因果
论述。此外，
《环球时报》18 日晚发布了一封致加拿大驻华大使的公
开信，并发起网络联署，要求加方立即无条件释放孟晚舟。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中方非常关注加拿大法院的这次审
理。
”
华春莹说。
华春莹说，事实上，庭审期间，负责审理该案的加拿大法官多次
就美国对孟晚舟女士的“欺诈”指控提出质疑，称这些指控“不清楚”
“不寻常”
。加拿大检方说辞自相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中方从一开始就强调，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
件。美国政府炮制这一事件绝不是出于什么法律原因，真正目的是
要打压中国高技术企业、阻挠中国科技发展。”华春莹说，
“越来越多
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也充分认识到这一
点。
”
她指出，加方在孟晚舟女士事件上扮演了美方的帮凶，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却被加方无
理拘押至今，
很快就要达 1000 天之久。
“孟晚舟女士也有自己年迈的父亲，也有自己年幼的儿女。加
方充当美方的帮凶，无视孟晚舟女士没有违反任何加方法律这一
事实，无理任意拘押孟晚舟女士，这种为虎作伥的做法是教科书般
的胁迫和侵犯人权。”华春莹说，
“ 我不知道加方的那些人在讲要捍
卫‘人权’
‘ 民主’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孟晚舟女士的人权？有没
有考虑到孟晚舟年幼孩子的人权？有没有考虑到孟晚舟家人的人
权？”
“对于这样的行径，广大中国人民当然非常愤慨。”华春莹说，注
意到《环球时报》发布致加拿大驻华大使的公开信并发起网络联
署。不到 24 小时时间，已经有超过 650 多万人联署。
“这就是中国的
民意，
希望加方能够听到。
”
华春莹表示，中方也注意到，加拿大国内有不少有识之士不断
呼吁加政府依据加引渡法授权终止对孟的引渡进程。
“ 我们要求加
政府认真倾听这些正义的呼声，拿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勇气，立即
纠正错误，
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尽快平安回到祖国。
”

坚韧笃行 用初心与使命守护群众健康

和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面对“百年
华诞同筑梦，医者担当践初心”这一
主题，江津区中医院的“中医人”用仁
心仁术和默默奉献，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和救死扶伤中用初心与担当为群
众筑牢了一道道健康屏障。

的鞋垫、一个无助的求救电话”3 个感
情至深的故事生动诉说了医患感人
情节。
“当生命发生危险，无论是怎样
的危险，第一时间拨通的是我们的电
话，那是一份信任，也是一份责任.如
此之重，我不能退却，我只能尽我所
能，
不负重托。
”
杨欢表示。

患者及家属的信任
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除了络绎不绝的门诊患者、动辄
数小时的手术之外，医生每天的工作
还包括病房巡查、与患者家属沟通病
情及手术方案、写病历、搞学术研究
等，工作强度远超日常所见。在这所
有的工作背后，
“患者信任”成为每个
医务工作者的最大愿望。
“没有患者及家属的信任，我们
的医务工作真的是寸步难行。”在“医
路故事”讲述现场，超声科学术带头
人、从医 23 年的袁继红用真实的两
个事例呈现了“信任”的真正含义：一
个是在为一位 80 多岁的爷爷做髂血
管彩超时意外发现其左侧膝关节的
动脉瘤，在家属的信任下，利用微创
介入挽救了患者生命；另一个就是通
过执着、坚持、不放弃、多学科会诊为

医者仁心
为百姓健康撑起一片天

为
“综合救治能力比赛团体奖”
颁发荣誉证书 摄/蒋晨

一名患者精准诊断出非霍奇金淋巴
瘤。
“如果没有信任，第一次的诊断都
不可能有，他们到其他医院去了。第
二、第三次，患者还是选择信任我们，
我们才得以有机会再次想尽一切办

法，最终获得精准的诊治。”袁继红感
慨地说。
在“医路故事”现场，与袁继红有
同感的还有来自肾病科的杨欢。她
用“深夜一次默默地守护、一双温暖

有人说“医生是天使”，也有人说
“医生是上帝派到我们身边的白衣战
士”。而医生却说：
“我们只是有血有
肉的普通人。没有岁月静好，只是医
路有我”
。
在平凡的日子里，当救护车从你
身边呼啸而过，你是否会想到“天使”
正在和死神抢时间？在医院里，当你
心情不好和医生发生争执时，你是否
发现在他们微笑的背后却潜藏了多
少辛酸与泪水。
在“医路故事”中，检验科张亚运
用“检验科 48 小时”生动再现了江津
双 福“ 战 疫 ”一 线 惊 心 动 魄 的 48 小
时。在 48 小时中，检验科全体人员轮
番 上 阵 ，共 检 测 核 酸 标 本 6241 份 。

而每一份标本都是他们冒着被感染
的风险践行着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侦
察员”和“扫雷兵”的职责和担当。外
二科的李大川在两个多月的强化培
训中，带领“背囊化卫生应急快速反
应小分队”的 4 名队员，摘得重庆市突
发中毒事件处置比赛的单项二等奖、
团体三等奖。
面对全体医师的艰辛付出与使
命担当，医院院长曾宏表示，袁继红
等 5 位医生的讲述只是全院在册 300
余名医师的一个缩影，在疫情防控一
线、在挽救生命的每时每刻，每一名
医生无一不是在奔跑中。
“‘医师节’
是对医生这个职业从业人员最大的
肯定和鼓励。今天，没有谁比你们更
可爱，没有谁比你们更暖心。此时，
看着你们一张张放松下来的笑脸，我
想起了从呼啸驰来的救护车上跳下
来的你们，想起了无影灯下聚精会神
的你们，想起了从居民房里背着病人
下楼的你们，也想起了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战场上勇往直前的你们。口罩
之下的无声，是对生命相托的专注；
白大褂内的这颗红心，始终紧系患者
健康，每一位医生都是平凡岗位上不
平凡的人。
”
曾宏说。
马太超 赖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