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项目有关人士对《金
融时报》说，这项试验有望
于明年1月正式启动。其
学术领导者是帝国理工学
院，由一个名为hVivo的机
构具体运作。试验地点尚
未最终确定，可能在位于伦
敦东部的一处检疫隔离诊
所中开展，也可能选择附近
另一处设施。受试者将先
接种候选新冠疫苗，约一个
月后在受控条件下接受“挑
战性”剂量的新冠病毒，隔
离期可能长达一个月。

据报道，已有约 2000
人通过总部位于美国的“人
体挑战试验”倡导组织“早
一天”报名参加将于英国开
展的试验。为防止受试者
感染病毒后患上严重疾病，
这项试验将首先使用抗病
毒药物瑞德西韦，该药已在
多个国家获批用于治疗新
冠病毒感染。

在英国开展这类试验
须获得英国药品与保健品
管理局以及独立的研究伦
理委员会批准。《金融时报》
援引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
理局的声明说，“受试者的
安全是我们的最优先事
项。任何来自（疫苗）开发
者的关于将人体感染挑战
作为疫苗开发临床试验一
部分的提议，都将在（权衡）
利益-风险基础上被考量，
并将在提议的试验设计中
监控风险并使其最小化”。

试验如何开展

在疫苗研发中，一般方案
是通过3期临床试验评估疫苗
有效性，为何新冠疫苗研发要
考虑“人体挑战试验”这种非常
规的研究方法？一些专家认
为，目前全球日增数千例新冠
死亡病例使疫苗研发成为一项
极其紧迫的任务，而“人体挑战
试验”可以大幅提速疫苗研发
进程。

英国剑桥大学传染病领域
临床讲师克莱尔·沃丁顿认为：

“受控人体感染模型优势在于，
它能让我们准确地知道人们何
时暴露于相关病原体，从而可
以直接和准确地研究模型中使
用的任何疫苗对感染的反应及
保护作用。”

实际上，美英科学家就在
新冠疫苗研发中实施“人体挑
战试验”开展讨论或进行呼吁
已持续数月。美国拉特格斯大
学、哈佛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5月在美国《传染病杂志》上发
表题为《人体挑战研究加速冠
状病毒疫苗许可》的文章建议，
大多数新冠疫苗准备进入有效
性试验之前，可以先对其实施

“人体挑战试验”。
7月中旬，包括15名诺贝

尔科学奖得主在内的 170多
名美英科学家联名向美国国
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
柯林斯发出公开信，敦促美国
政府为“人体挑战试验”做准
备，包括支持安全可靠的新冠
病毒培养以及为受试者提供
隔离设施等。

学界联名呼吁

“人体挑战试验”的历史可
以追溯至1796年，当时的疫苗
研究先驱爱德华·詹纳为8岁的
詹姆斯·菲普斯接种了活的牛痘
病毒，这种冒险的方法使这个小
男孩获得了奇迹般的免疫力。
此后，这类“以身试毒”研究在开
发针对伤寒、霍乱和疟疾等传染
病的疫苗和疗法，以及了解人类
免疫系统如何应对流感等病毒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虽然有过许多先例，“人体
挑战试验”仍是一种极具争议的
研究方式，尤其对新冠病毒这样
一种有一定致死率、无特效药和
疗法的病毒，“以身试毒”是否违
反医学伦理规范？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研究
人员5月在英国《柳叶刀·传染
病》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说，当
一种特定病原体造成巨大的公
共卫生威胁时，特别是在没有特
效疗法和疫苗情况下，这类研究
在伦理上可以接受。

针对科学界相关讨论，世界
卫生组织5月发布《新冠病毒人体
挑战研究伦理可接受性的关键准
则》，强调必须按照“最高的科学和
伦理”标准开展新冠疫苗“人体挑
战试验”，至少须遵守8项伦理准
则，包括试验要有强有力的科学依
据，以公众、相关专家和决策者共
同参与协商的方式获得信息，研究
者、出资方、决策者和监管机构之
间密切协调，确保受试者筛选标准
能限制并最小化试验风险等。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0
日电 记者张莹）

是否违反伦理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期报道，为了加速新冠疫苗研发，英国政府将资助在该国开展全
球首个新冠疫苗“人体挑战试验”，参与试验的志愿者将在接种候选新冠疫苗后被人为地感
染新冠病毒，以检验疫苗效果。虽然有过许多先例，“人体挑战试验”仍是一种有争议的试
验方法，“以身试毒”的志愿者需要被隔离并承受一定健康风险。在新冠大流行造成全球公
共卫生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这种非常规的试验方法究竟是否可行？

检验新冠疫苗效果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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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10月10日电 （记者
吴刚）俄罗斯、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三国外
长10日在莫斯科发表声明说，阿塞拜疆
和亚美尼亚达成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纳卡）地区停火的协议。

根据发布在俄罗斯外交部网站的这
份声明，各方同意自当地时间10月10日
12时起在纳卡地区停火，在国际红十字
会的协调下交换战俘和遇难者遗体。

声明说，各方将继续磋商具体停火措
施。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同意在欧洲安
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共
同主席国的协调下就纳卡问题开启实质
性谈判以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阿塞拜疆外

长巴伊拉莫夫、亚美尼亚外长姆纳察卡
尼扬9日在莫斯科就纳卡冲突举行闭门
磋商，磋商持续10个多小时至10日凌晨
结束。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9月27日在纳
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双方均指责对
方违反停火协议，率先发动军事进攻。
连日来，冲突已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
员伤亡。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南部，居
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苏联解体后，阿
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
爆发战争。1994年，双方就全面停火达
成协议，但两国一直因纳卡问题处于敌
对状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达成在纳卡地区停火协议

新华社联合国10月 9日
电 第75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
国际安全委员会（联大一委）9
日进行一般性辩论，美国代表
妄称俄罗斯和中国不断发展核
力量，国际和平与安全因此受
到严重威胁。中国常驻联合国
副代表耿爽行使答辩权，列举
美国在裁军与国际安全领域倒
行逆施的十个事实，对美方进
行有力驳斥和坚决回击。

耿爽说，中方明确拒绝美
国代表在发言中对中国军控政
策的无端指责。中国一贯反对
军备竞赛，坚持多边主义，履行
军控条约，支持安全领域对话
合作，对国际安全与裁军事业
的积极贡献有目共睹。

耿爽说，单边主义、例外思
想、霸凌行径根本行不通。美
国作为世界上军力最强大、武
器最先进的国家，在军控和裁
军领域有着特殊、优先责任。
希望美国与各国一道努力，推
动国际军控和裁军进程，维护
全球战略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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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在法国设立拉格朗日研发中心

10月9日，拉格朗日研发中心负责人迈尔万·德巴在法国巴黎接受媒体采
访。中国华为公司9日在法国巴黎举行拉格朗日研发中心落成典礼，这是该公
司在法国设立的第6家研发中心，主攻数学与计算领域。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中国代表：

美国在裁军与国际安全领域
倒行逆施的十个事实

耿爽列举10个事实

10月10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一座公园内，一名男孩展示其创作
的艺术作品。

黎巴嫩百余名艺术家10日在首都贝鲁特市中心一座公园举办绘画和雕塑
艺术创作展，其收益用于帮助那些在贝鲁特港大爆炸中受灾的家庭。这一艺术
展将持续两天。 新华社发（比拉尔·贾维希 摄）

黎巴嫩举办艺术展
帮助贝鲁特港大爆炸受灾家庭

一名印度尼西亚女子企图在菲律
宾南部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10日清
晨在菲军方突击行动中落网。

菲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女子名
为莱斯基·范塔斯娅·鲁利，是8月在
菲南部苏禄省首府霍洛被打死的印尼
籍极端武装人员的遗孀。她当天与另
两名据信嫁给极端组织阿布沙耶夫武
装人员的女子一同被捕。

“我们一直在追查（企图制造）自
杀式炸弹袭击的外国恐怖分子，”菲军

方官员威廉·冈萨雷斯说，“自从我们
接到鲁利打算发动这类袭击的情报，
她就在我们的名单上排第一。”

菲军方说，鲁利在霍洛的住所据
信为一名阿布沙耶夫武装头目所有。
阿布沙耶夫武装上世纪90年代初组
建，主要在苏禄省等菲南部岛屿活动，
多次发动袭击和绑架人质，2014年宣
称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菲军方
估计，阿布沙耶夫武装目前有300名
至400名成员。 闫洁（新华社微特稿）

图谋发动自杀式袭击 印尼女子在菲落网

如今不少家庭出钱让孩子学习乐
器。智利一项小规模研究显示，孩子
学乐器有助于提升注意力和记忆力，
这钱不白花。

由智利天主教大学牵头的一个神
经科学研究团队招募40名10岁至13
岁孩子，其中20人学习乐器至少两年、
每周练习乐器至少两小时且常参加乐
团活动，另20人没有接受过乐器训练。

研究人员发现，两组研究对象对
来自外部的视听刺激反应时间基本相

同，但相比没学过乐器的孩子，受过乐
器训练的孩子注意力和记忆力表现更
佳，其大脑额顶控制网络、左额下回和
左缘上回明显更活跃。这些部位主要
关联认知能力和听力。

研究人员据此认为，乐器训练提
升孩子关键大脑网络的功能活动。鉴
于经由学乐器带来的认知益处，学乐
器的孩子或有更强的阅读能力、适应
能力和创造力，今后生活质量也更高。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孩子学乐器有助提升注意力和记忆力

美国总统候选人第二场辩论取消

据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9 日电
（记者邓仙来 孙丁）美国总统辩论
委员会9日宣布，原定于15日举行
的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取消，委
员会将专注于筹备本月 22 日的最
后一场辩论。

总统辩论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
说，委员会此前宣布15日辩论改为线
上进行后，共和党籍现任总统特朗普
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双方竞选团
队就是否参加表达了各自立场并分别

提出替代方案，15日的辩论“显然无
法举行”。

该委员会说，在遵守接受新冠病
毒检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防
疫规定的前提下，最后一场辩论将于
22日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贝尔蒙
特大学举行。届时，双方候选人将就
辩论主持人选择的6个议题进行辩
论，每个议题辩论时长为 15分钟。
双方竞选团队均已同意参加最后一
场辩论。

美国军费常年
高居世界第一，
2019年达7000多
亿美元，占世界军
费总开支近40%，
超出排在美国之后
10个国家军费开支
的总和

痴迷穷兵黩武

美国在《国家
安全战略报告》《核
态势审议报告》中
公然将中国、俄罗
斯定位为战略竞争
对手，渲染外部威
胁，挑动大国对抗

重拾冷战思维

美国撤出《中导
条约》，退出伊核全面
协议，取消对《武器贸
易条约》的签署，消极
对待延长《新削减战
略武器条约》，对多双
边军控条约体系采取
赤裸裸的实用态度

奉行单边主义

美国不断升级
核武库，降低核武
器使用门槛，利用
所谓“三边谈判”借
口逃避自身核裁军
特殊责任，近期甚
至讨论重启核试验
问题

谋求自我松绑

美国在核不扩
散问题上奉行双重
标准，滥施单边制
裁，借伊核、朝核等
热点问题整治异
己，推行地缘政治
议程

大搞政治操弄

美国在亚太、
中东欧部署反导系
统，寻求在亚太和
欧洲地区部署陆基
中导，企图强化军
事存在，建立绝对
优势

打破战略平衡

美国独家反对
《禁止生物武器公
约》核查议定书谈
判，妨碍国际社会
对各国生物活动进
行核查的努力，成
为生物军控进程的
“绊脚石”

阻挡生物军控

美国作为世界
上唯一拥有化学武
器库存的国家，多
次推迟化武销毁时
间，消极履行自身
义务，成为建立“无
化武世界”的最大
障碍

迟滞化武销毁

美国组建外空
军，成立外空司令
部，加速开展外空
武器试验和军事演
习，威胁外空安全，
严重背离和平利用
外空的理念

推动星球大战

美国通过“棱
镜计划”等在全世
界大肆开展网络攻
击和监听活动，大
力发展网络作战能
力，企图称霸网络
空间

构建黑客帝国

制图/张昕

荷兰一项研究显示，相较于低热
量食物，人类记高热量食物的位置更
准确。这可能是人类进化使然。

瓦赫宁恩大学研究人员请512人
沿着房间内规定路线行走，房间内不同
位置放置苹果、薯片、黄瓜和巧克力布
朗尼蛋糕等8种食物样品或能散发出
对应食物气味的棉片。研究对象如果
走到食物跟前，需要品尝一下，说出对
它的喜爱程度；如果走到棉片跟前，需
要闻一下，然后说出对这种气味的喜爱

程度。研究人员随后要求他们回忆每
种样品的摆放位置，在地图上标出来。

结果显示，接触食物的研究对象
记高热量食物位置的准确率比低热量
食物高27%，接触棉片的研究对象这
一数字为28%。另外，接触食物的研
究对象对所有样品位置记忆的准确率
比接触棉片者高243%。

研究表明，人类对食物的空间记
忆能力与食物热量有关。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研究显示人类更擅长记高热量食物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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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将资助在该国开展全球首个新冠疫苗“人体挑战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