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疾控直击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病学调查真相系列故事，到
此即将告一段落。在每一起疫情的调查处置中，疾控人不分白天
黑夜，冒着被传染的风险，锲而不舍地追踪调查，目的就是要精准
找到传播来源，有效控制病毒传播。只有防得住，才能治得好，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才是控制传染病疫情的关键所在。

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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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通过两次大
型集会， 在湖南各地至少引发
了五起以上的聚集性疫情，确
诊病例共计29例， 而所有确诊
及疑似的病例背后， 还会有更

多密切接触人群的存在， 需要进
一步隔离观察，逐一排除，在所有
密切接触人员没有解除最后隔离
观察之前，这起疫情就不能真正地
划上句号。

本报2月14日讯 近日，武
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呼吁
痊愈患者捐献血浆。他提出，痊
愈病人体内产生的抗体， 对于
研究对应药物有用。 对恢复期
的病人，他希望能够捐献血浆，
然后拯救那些危重病人。 这个
方法目前在第五版的诊疗方案
里都有推荐。

这个方法靠谱吗？ 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输血科李碧娟教授
和湘雅医院感染病科全俊教授
一起释疑。

什么是恢复期血浆治疗

人体感染病毒或细菌等病
原体后， 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
产生相应的物质来抵抗这些病
原， 这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抗
体。 这些抗体存在于人体的血
液中， 通过与病毒的某些蛋白
质结合， 并与身体免疫系统的
其他功能相配合， 共同完成病
毒的清理， 从而让其无法感染
人体正常细胞。 很多病毒感染
引起的疾病是自限性的， 也就
是机体通过抗体反应等免疫反
应将病毒清除。

其实， 用治愈者的血浆治
疗其他感染者的方法早已有
之，就叫做恢复期血浆治疗。以
此次新冠肺炎为例， 恢复期血
浆， 就是指感染了新冠病毒的
病人（一般是身体素质好且年
轻的男性） 痊愈后产生的高滴
度对抗该病毒的 IgG抗体。这
是依靠机体的天然免疫功能产
生的抗体， 实际上就是特异性
抗新冠病毒的丙种球蛋白，因
此弥足珍贵。

捐献血浆的新冠肺炎康复
者，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1、 病人已经彻底康复，体

内没有新冠病毒残留；
2、康复者体内产生了高滴

度（大于128）的 IgG抗新冠病
毒抗体；

3、康复者身体条件符合采
浆标准，乙肝表面抗原、丙肝抗
体、艾滋病抗体、梅毒螺旋体抗
体检测阴性；

4、康复者知情同意，愿意
献浆。

什么样的病人
治疗效果更好？

恢复者血浆治疗最好在起
病2周内治疗，因为这个时候病
人体内还有病毒复制或者病
毒， 用这种特异性丙球疗效很
好，可以遏制病情恶化，减少重
症病例。

起病2周后机体基本检测
不到病毒， 而且出现了严重并
发症，如细菌感染、凝血功能障
碍、多器官功能衰竭等，肺泡细
胞大量损害甚至全部损毁，这
个时候也可以用恢复期血浆，
但疗效已经大打折扣了。

恢复期血浆治疗靠谱吗？

早在十九世纪末， 就有研
究者发现其对于治疗白喉和破
伤风有效。但抗生素、抗病毒药
物和疫苗的发展使其被逐渐淘
汰。

一个例外是在20世纪70年
代， 恢复期血浆在阿根廷出血
热的治疗实验中取得了成功。
在1991年， 我国有研究者同样
运用恢复期血浆的治疗方法来
治疗流行性出血热患者， 获得
了成功；2003年在与SARS的
抗争中， 我国经过无数学者的
潜心研究和临床实践， 已经总

结出一套运用恢复期血浆作为辅
助治疗SARS的临床治疗经验，获
得一定的成功。此后，在MERS、
甲型流感、 埃博拉病毒感染等疫
情中， 同样有国内外研究者运用
恢复期血浆的治疗方法在疾病救
治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因此，当
没有其他有效治疗措施可用时，
尤其是新发传染病暴发流行时，
采用恢复期血浆做经验性治疗有
可能是唯一被寄予希望的选择。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易盼盼 谭恋恋

29人感染！大型年会成“病毒疯狂派对”
直击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病学调查真相：传播4省6市，完成四代传播

一张病毒疯狂传播的图谱，清晰地勾画出涉及湖北、湖南、贵州、
广东四省六市，经四代传播的所有确诊病例的传染脉络，29人确诊感
染。最终，疾控中心的“福尔摩斯”们通过“侦查”过程，画出了一张让
人惊悚的传播大网，也给更多人敲响了警钟。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马海玲 夏昕 胡世雄 曾舸 谢旖欣

【前奏】 参加数千人的庆典，他成了病毒的传播者

2019年12月末的一天，武汉
市某大型体育中心， 某公司正在
举办10周年庆典， 数千人齐聚一
堂。来自长沙的刘某西和怀化的杨
某玉也参加了这场盛会，可怕的病
毒跟随他们回湘的脚步来到湖南，
开启了一场疯狂的传播之旅。

杨某玉回怀化后稍感不适，
但还是照常上班，不知不觉中把
病毒传给了办公室同事李某霞
和杨某桃。 杨某桃被感染后，继
而感染了她宝贝儿子黄某翔，开
启了三代病例的新旅程。隔天杨
某玉又和另外两名同事曾某辉

和彭某海一起吃饭， 觥筹交错间，
病毒顺利实现了一传二。 短短三
天，病毒就传染二代病例4人，继发
传染三代病例1人。

刘某西回长沙后感觉咽痛，并
没有引起重视， 在密切交往中将病
毒传播给二代病例好友章某英，而
章某英又因密切接触将病毒传染给
三代病例同事王某东。 毫不知情的
王某东， 按照早先预订好的行程去
厦门旅游，20日在旅程中发病，幸运
的是王某东因及时去了医院就诊，
很快被厦门市疾控中心确诊而隔
离，没有造成在厦门的广泛传播。

【高潮】 病毒携带者跨区域聚集，疫情扩散危机重重

蒙在鼓里的杨某玉和刘某西
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的来临，1月
10日－12日又共同参加了该公司
在长沙望城某酒店举办的大型培
训会议，共有282人参会，其中有过
湖北居住或旅行史的则多达39人。

病例被发现后， 湖南省疾控
中心、 长沙市疾控中心和望城区
疾控中心联合展开跨省跨市跨区
大追踪， 共计追踪到酒店其他会

议参会人员、 酒店工作人员及入住
的散客共计1130人。至1月31日，参
会人员中已被确诊的二代病例数达
10人（其中一人为有症状但核酸检
测暂为阴性），他们分别是来自邵阳
市的贾某华、李某群、代某红、卿某
响，来自怀化市的刘某英和刘某兰，
来自长沙市的王某山和冯某， 来自
贵州铜仁市的陈某松以及湖北武汉
市的朱某莉。

【续章】 病毒扩散范围扩大，疾控成功阻断传播

12日的培训结束后， 参会人
员各自回家过年。

短短几天， 邵东的贾某华通
过密切生活接触， 分别将病毒传
播给弟弟贾某庚、表妹刘某怡，以
及刘某怡的女儿杨某风、 儿子杨
某金、丈夫杨某初、姐姐刘某科，
直接或间接引起了6例续发病例，
如果没有疾控人员对这起聚集性
疫情及时开展周密调查和有效控
制， 病毒传播的范围还会进一步
扩大。

怀化的刘某兰1月12日回到

家中，由于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
很快就将病毒传染给儿子余某及其
叔叔余某风。

家住长沙的王某山参加望城酒
店的培训后， 便将病毒传播给家中
自己的父亲王某河以及母亲吴某
华， 三个人相继出现了不明原因的
发热、干咳，病情持续加重。就在他
们不知道病从何来之时， 望城区疾
控中心的调查人员通过培训会议密
切接触者的线索找到了王某山一
家，使得三人得到及时确诊与隔离，
成功阻止了病毒的再次传播。

【尾声】 密切接触人员是疫情防控的核心

恢复期血浆治疗同时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 其限制了这种方案
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① 恢复期血浆相对于药物
和疫苗来说比较复杂， 它需要收
集幸存者的血液，筛查病原体，然
后再给病人输注。

② 血浆操作需要进行严格
的管理，其标准化也是困难的，因
为捐赠者血液中的抗体水平是存
在很大差异的。

③ 血浆的成分复杂，输入人
体存在一定的风险， 如过敏的发
生， 窗口期病原体传播的问题如
HIV、疟疾等。对于是否会引起其
他的问题还存在不确定性。

④ 血清中的抗体其存在的
时间比较短， 而且需要的血浆数
量也比较大。以几百人之力，来帮
助几万人治疗疾病， 这是难以实
现的。

新冠肺炎康复者血浆能否成“良药”?
专家:康复患者体内产生抗体，可抗病毒，但有一定局限性

提醒

恢复期血浆治疗
有局限性

2月14日，一
名康复出院的女患
者（右）回到医院献
血。当日，广东省清
远市三名新冠肺炎
康复患者回到医院
捐献血浆。根据《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诊疗方案 (试
行第五版)》， 对于
重型、危重型病例，
可以采用彻底康复
病人的恢复期血浆
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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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疑

防控是控制传染病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