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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11日新增40例
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据新华社电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12
日通报，11日0时至24时，河北省新增40
例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石家庄市
报告39例（2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病例），廊坊市报告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
和疑似病例。

11日0时至24时，河北省新增26例
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均为石家庄市报告。

截至11日24时，河北省现有本地确
诊病例305例（危重型 1 例、重型 9 例、普
通型 294 例、轻型 1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2例（普通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367
例（含境外输入 34 例），累计死亡病例6
例，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644例、境外
输入病例36例。尚在医学观察本地无症
状感染者227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5例。

全是密接者！
河北南宫第二轮
检出阳性样本6例

据新华社电 记者12日从河北省邢
台市举行的第六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南宫市第二轮全员核
酸检测采样362997人份，11日晚全部检
测出结果，其中检出阳性样本6例，都是在
集中隔离点上被检测出来的，全部为之前
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据悉，截至1月11日24时，南宫市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1例。现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1例，无症
状感染者5例，全部在邢台市定点医院集
中诊治，患者病情平稳。

除南宫市外，邢台市其他县（市、区）没
有疫情。

光靠喝茶就能预防
新冠病毒感染？
这事儿不靠谱！

据新华社 近日，一个说法在朋友圈
流传：90%的新冠病毒一分钟被茶水杀灭，
99.9%的新冠病毒十分钟被茶水杀灭。

这一说法是否科学呢？曾完成多个抗
新冠病毒药物筛选的国家应急防控药物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钟武表示，这只是
引用了一项蛋白结合实验得出的初步数
据，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茶水喝进体内还能
杀灭新冠病毒的结果。

截至目前，没有体外细胞水平上、动物
体内实验的抗病毒数据或临床试验数据以
及剂量关系等完整的循证证据可以证明，
光靠喝茶就能预防或治疗新冠病毒感染，
大家仍需严格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美国
动物园多只大猩猩
新冠检测呈阳性

美国圣迭戈动物园内多只圈养的大猩
猩患病后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按美国媒
体说法，这据信是美国甚至可能是全球首
批已知灵长类动物感染病例。

美联社11日援引圣迭戈动物园一名
负责人利萨·彼得森的话报道，动物园区内
8只大猩猩共同生活在一起，其中两只6日
开始咳嗽。园方随后检测所有大猩猩粪
便，8日初步结果显示粪便样本中存在新
冠病毒。美国农业部国家兽医学实验所
11日证实，其中3只大猩猩新冠检测呈阳
性，包括咳嗽的那两只。

彼得森说，鉴于大猩猩是群居动物，不
便单独隔离，园方仍让它们在原栖息地共
同生活，“不排除其他大猩猩感染病毒的可
能”。兽医们现阶段密切监测这群大猩猩
的身体状况，向它们提供维生素和食品，但
没有提供专门治疗新冠的药物，“除了鼻塞
和咳嗽，大猩猩们状态良好”。

按园方说法，大猩猩可能受一名野生
动物管理员传染。那名管理员先前新冠检
测呈阳性但没有出现症状，整日戴口罩照
顾大猩猩。

随着新冠疫情反弹，圣迭戈动物园自
上月起向公众关闭。

日前，一篇发表在《英国血液学杂志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仅有3
个段落的案例报告，震惊了世界。

一位恶性淋巴瘤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后，体
内的肿瘤在未给予激素治疗、化疗、免疫治疗
的情况下，居然大面积消失。在文中唯一的附
图中，间隔四个月的肿瘤PET-CT造影显示，
示意肿瘤的黑色斑块绝大多数消失。

在惊叹这波“神操作”之余，更多的追问随
之而来：新冠病毒为什么能击退肿瘤细胞？这
一个案有没有可能的普适性价值呢？癌症患
者能不能因此就有了治愈的新路径？1月11
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免疫领域的几位
学者，听听他们的看法。

论文中提到的：
作用机理有两种可能

在论文中，来自英国康沃尔皇家医院血液
科的作者推测，可能的作用机理有两种可能：

一是病原体特异性T细胞与肿瘤抗原的
反应；

二是炎症细胞因子对自然杀伤细胞的激
活。

论文语言不太好懂，其实是提供了两种可
能，一是激发了特异性的免疫，二是激发了广
泛的免疫。

肿瘤细胞之所以不受控制的生长、转移，
是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把它们当成了正常细
胞，这时癌症患者体内的免疫系统成了“睡
狮”。不管是特异、还是广泛的免疫的激发，都
是由于新冠病毒的入侵，叫醒了“睡狮”，把肿
瘤细胞、EB病毒（该患者之前还感染了这一病
毒）等一并干掉。

上面只是笼统地解释，科学家们最关心的
是其中具体的机制。事实上，针对具体的机

制，不同学者持不同观点。

科学家们最关心的：
“神操作”可能的原因

有学者介绍，“新冠病毒杀死肿瘤细胞”也
可能是个巧合，巧合的点可能是“小段肽”。T
细胞特异性杀伤是经过新冠病毒的“介绍”才
认出肿瘤来了。

“这只是推测，一切要看研究团队的进一
步分析。”该学者表示，但从新冠肺炎患者的表
现看，也是很有可能的，因为重症患者中“炎性
细胞因子风暴的发生”是主要死因，这意味着
新冠病毒会诱发体内免疫系统“疯狂”释放炎
性因子，且具有巨大杀伤力，因此只要“认得
准”，完全有可能在4个月内杀死患者体内的
恶性肿瘤。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判断新冠病毒在这
个患者体内激活的是广谱免疫。”上海海洋大
学特聘教授、比昂生物创始人杨光华表示，发
表论文中提到大幅减少的不止肿瘤细胞还有
患者此前感染的EB病毒的拷贝数，因此很可
能新冠病毒激活了患者的整体免疫系统，使得
包括自然杀伤细胞等在内的免疫细胞数量剧
增，对所有其识别为“异己”的单元统统干掉。

“目前的简单报道透露的信息较少，难以
做出全面判断，也不排除特异免疫的可能。”杨
光华说，在治疗时，医院应该之前有采集患者
的肿瘤样本，相信团队会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包括对于这个病例的分析，深入的T细胞分
析，还有肿瘤组织的特异性分析等等。

事实上，除了激活免疫系统，病毒还有直
接杀死肿瘤细胞的先例，这类病毒被称为“溶
瘤病毒”。针对有没有可能是第三个原因：新
冠病毒直接“溶瘤”，杨光华回应，“目前难以得
出这一结论，需要证实患者肿瘤细胞表面有受

体接纳新冠病毒进入。但从新冠病毒的的基
因组上分析，应该不太具备溶瘤的特性。”

患者最关心的：
主动染病赶走肿瘤？

癌症病人主动感染新冠病毒是不是也能
把肿瘤统统赶出去呢？

高危操作、请勿模仿！针对可能的非理性
操作，学者们纷纷表达了这一呼吁。由于先前
癌友圈出现的兽药治癌、疟原虫治癌等乱象，
很多专业人士也表达了忧虑。

这个案例能不能在别人身上重复，在进一
步研究无结果之前，很难确定。即便未来相关
机制明确，证明是可重复的，现代诊疗手段也
必然会有所优化。

毕竟，直接感染新冠病毒的操作，太原始
了！有违安全、有效的基本要求。

既然论文报道了肿瘤消退的“曙光”，科学
家们会有哪些推论？

杨光华梳理道：可以做肿瘤疫苗、可以发
现肿瘤标志物、可以进行基因改造……

“这个病例是碰巧做了PET-CT检测发
现了，但也有可能很多类似的情况没有被发
现。”杨光华说，“肿瘤患者同时感染新冠病毒
的案例，应该在我们国家也是有的。”

这个案例打开了“一扇门”，给国内有条件
的研究小组以启示。

“之前有很多病人接受治疗，相关部门都
有联络方式，我觉得可以开启相关的调研，例
如统计一下有没有癌症的病人，联系看看他现
在的病情情况，或者再做一下检查。如果发现
了相似的病人，肿瘤缩小或消失，就可以马上
纳入分析研究。”杨光华说，或许相关的研究团
队已经开始部署相关研究了。

据科技日报

近来，多国对早期新冠疫情又有一些新发
现，引发学界对新冠病毒起源和传播的新思考。
意大利米兰大学牵头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在《英
国皮肤病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从该国一名年
轻女性皮肤病患者2019年11月10日的活检样
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这一结果将意
大利“零号病人”出现时间再次提前到2019年11
月。意大利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是去年1月
30日，报告本土病例是去年2月21日。

病毒在2019年秋末
可能就在欧洲出现

该研究团队牵头人、来自米兰大学的贾诺
蒂向媒体表示，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能还会
发现比2019年11月更早的新冠病毒感染样
本。他说，研究发现一些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
只表现出皮肤病症状，因此他们想知道在新冠
疫情暴发前的皮肤病患者中是否有人已经感
染了新冠病毒。

去年12月，米兰大学另一组研究人员在
美国《新型传染病杂志》上报告说，他们检测了
2019年9月至去年2月期间采集的39份口咽
拭子样本，这些样本来自疑似麻疹但最终麻疹
检测呈阴性的患者。结果发现，一名居住在意
大利米兰周边的4岁男童样本新冠病毒检测
呈阳性。

这份口咽拭子样本采集于2019年12月5
日，该男童在那之前一段时间没有外出旅行
史。研究人员对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发现，病毒
毒株基因组序列与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参考
序列100%相同。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病例的

时间明显早于意大利官方此前公布的该国首
个新冠病例确诊时间，推测可能2019年秋末
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已有新冠病例
出现。

去年11月30日，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心研究人员在《临床传染病》半月刊上报告说，
2019年12月一些美国人献血样本中已有新冠
病毒抗体存在，这意味着那时候新冠病毒或已
在美国出现，早于美国官方报告首例新冠确诊
病例的时间。

在这项研究中，美疾控中心研究人员检
测了美国红十字会于 2019 年 12月 13日至
2020年1月17日期间采集的7389份血液样
本，这些样本来自全美9个州的献血者。结
果发现，106份血液样本中含有新冠病毒抗
体，其中39份样本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俄勒
冈州和华盛顿州，采集时间为2019年 12月
13日至12月16日；67份样本来自马萨诸塞
州、密歇根州等地，采集时间为2019年12月
30日至去年1月17日。

美国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是去年1月
21日。而新研究推测，可能2019年12月美国
一些地方就已经出现个别新冠感染病例，还有
一种可能是有一小部分人群此前体内就已存
在能与新冠病毒结合的抗体。

2019年3月采集的废水中
发现新冠病毒的踪迹

不仅在人类身上发现了更早期新冠感染
的线索，对废水的研究也显示新冠病毒可能早
已存在。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可能由感染者

排泄物进入废水，基于废水的流行病学研究有
助于更好地了解病毒的传播情况。

西班牙去年1月31日报告首例新冠确诊
病例，去年2月25日报告首例本土病例，但该
国研究人员却在2019年3月12日采集的废水
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的踪迹。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去年6月26日发布
公报说，该校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分析了
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废水样本，结果
发现2019年3月12日采集的废水样本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呈阳性，不过病毒水平非常低。这
意味着新冠病毒可能当时已在巴塞罗那存在，
该时间点要比全球报告首例新冠确诊病例的
时间提前很多。

除西班牙外，巴西和意大利研究人员也分
别在当地报告最早确诊病例之前的废水样本
中找到了新冠病毒存在的痕迹。

巴西圣卡塔琳娜联邦大学去年7月2日发
表研究报告说，由该校领衔的一个研究小组在
圣卡塔琳娜州首府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市2019
年11月27日采集的废水样本中检测到了新冠
病毒的遗传物质。这比美洲报告首例新冠病
例的时间提前了约2个月，比巴西报告首例新
冠病例的时间提前了约3个月。

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去年6月18日发
表公报说，新冠病毒可能在2019年12月就已
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地区。公报说，该研究院环
境与水质卫生监测等部门专家分析了2019年
10月至去年2月间收集的40个城市废水样
本，结果在2019年12月18日取样的米兰市和
都灵市废水中检测到了新冠病毒的遗传物
质。 据新华社

意研究发现该国一名女性
2019年11月已感染新冠病毒

更多研究发现改写新冠疫情时间线

新冠病毒杀死肿瘤细胞？
这波“神操作”能复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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