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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恐狂群体

今年的世界狂犬病日主题是“狂犬病：分享信息，挽
救生命”。也许，对于恐狂症患者而言，“分享信息，挽救生
命”这 8 个字有着别样的意义。

根据《狂犬病恐惧症的病因及门诊心理干预六例
分析》等论文的定义，恐狂症是因对狂犬病的认知发
生误解，而产生强烈恐惧感，常伴随焦虑、强迫、抑郁
等多种心理症状和行为异常的心理障碍，也可同时伴
有与狂犬病相似的躯体症状，时间可长达数年，严重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恐狂症患者的症状各有不同，但核心都是对狂犬病
的过度恐惧———有人在被狗咬后尽管已经及时接种了
疫苗，也被医生告知安全，但仍忍不住怀疑病毒没有彻
底清除，以至于频繁接种疫苗，曾经有一极端者 10 年内
打了 150 针疫苗；还有人自认病毒已潜入大脑，自己必
死无疑，为此丢掉工作，频繁上网查信息；有人怀疑狂犬
病病毒能通过空气传播，每天在无尽烦恼中挣扎……

在中国，这样的恐狂群体不是一个小数目。据科学
网博主、知名狂犬病专家严家新估计，中国的恐狂症患
者人数至少有数十万，占世界第一位。

在恐狂症群体里，严家新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退
休前在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从事狂犬病病毒研究
20 多年，同时做狂犬病咨询工作也有十多年。2009 年，
严家新在科学网开设博客“独轮车上的博导”，于是，这
里成为了众多恐狂症患者咨询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
这个博客的访问量已经超过 800 万。

2014 年，严家新发动他的学生、同事孟胜利在科学
网开博客，传播狂犬病知识，解答网友问题。截至目前，
孟胜利的博客访问量也达到了 165 万。

国内恐狂群体的庞大可见一斑。“中国社会上广泛
流传着对狂犬病的各种误解。恐狂症患者大都是因接受
这些错误观点而出现暂时性心理障碍，其中轻者不同程
度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重者甚至导致精神病或自杀。”
严家新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

难以摆脱的心魔

“恐狂症无疑是一种精神和心理问题。”北京金鹏九
合咨询公司心理咨询专家刘金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对狂犬病恐惧的程度和持续时
间都超出了正常范围，并且不能被正确的科学理论和证
据说服，需要不断寻找自己认为更权威的专家和机构去
反复确认，或者反复注射疫苗，这样才能暂时得到轻微

缓解，过段时间又会重复这些行为。”
从接触过的恐狂症患者来看，刘金鹏认为，他们或

多或少都已经存在一定的精神或心理问题，然后在一定
的刺激和诱因之下产生了恐狂症，而恐狂症又与其他精
神和心理问题相互交织起来。

“恐狂与职业、文化程度等没太大关系，甚至有些医
生都恐狂，它与人的性格特征关系更大。”在刘金鹏看
来，从心理学上来说，恐狂症患者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安
全感和信任感的障碍。

虽然恐狂症与心理问题密切相关，但刘金鹏告诉记
者，目前，按照国际和国内的疾病分类标准，恐狂症并不
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名称，也没有相关的诊断标准，比如
症状标准、时间标准、社会功能标准等。

“所以我们无法直接将患者诊断为恐狂症，只能将
其诊断为伴随产生的其他心理问题，比如焦虑、抑郁、强
迫等，在后面标注与恐狂相关。”天津市安定医院精神科
医师罗国帅说。

相比医院门诊，罗国帅在春雨医生网络平台上接触
的恐狂症患者更多，“一个月至少有二三十例”。

就在几天前，罗国帅接受了一位患者咨询。患者回忆
起小时候被邻居家的狗舔过，认为自己可能处在狂犬病潜
伏期，一直为此担心焦虑。前几天，因为身体不舒服，出现
了头晕、头痛、乏力、发抖、心慌的症状，认为这些症状符合
狂犬病发病的特点，于是更坚信自己得了狂犬病。

这种类型的恐狂症患者并不少见，潜伏期问题也
是恐狂讨论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虽然严家新等专家
反复表明，目前关于人狂犬病“长潜伏期”问题的主流
看法是———人的狂犬病超过一年潜伏期的病例，其证
据都不充分。但还是无法阻挡一批批恐狂症患者为此
辗转难眠。

罗国帅通过心理测量后发现，这位患者除了恐狂之
外，还有非常强烈的强迫症人格，“而且他的心理暗示让
躯体产生了反应，这更增加了他的恐惧感。把狂犬病可
能存在的症状作为狂犬病的特异性症状，与自己的感觉
对号入座，这也是恐狂症患者面临的普遍现象”。

“脱恐”之路在何方

从严家新、孟胜利的博客以及百度狂犬病贴吧上的
留言来看，恐狂症患者往往精神压抑，无法自我解脱。

在严家新看来，恐狂症的流行还是造成中国目前狂
犬病疫苗被大量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每年真正需
要接种狂犬病疫苗的人数可能不到 1 万人，而多年来每年
实际接种人数却都超过了 1000 万，有的年份甚至将近

2000 万。全球 80%以上的狂犬病疫苗都被中国人打
了，其中 99.9%都是被滥用了。”

如何帮助恐狂症群体“脱恐”，已经成为越来越多
人关心的问题。其中，心理干预是一个重要手段。

“心理干预要看患者的恐狂程度。程度较轻的人可
以尝试自我疏导，比如多出去走走或运动，多参加一
些人际交往活动，转移一下注意力。”罗国帅介绍说，

“已经对生活造成影响的中度患者，我们会建议去做
心理咨询和治疗，通常可利用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
疗等方法，来减轻恐狂的症状。如果到了特别严重的
程度，比如反复检查仍不相信，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那就需要用药物干预了。”

事实证明，对于恐狂症患者的心理干预能够取得良
好的效果，刘金鹏发现，其实最大的困难来自于很难与
恐狂症患者建立信任关系。

“大部分患者只是问一问，能够坐下来深入治疗的
还是少数。”刘金鹏无奈地说，“而且，一些患者对治疗本
身也非常纠结，比如会陷入到要不要吃药、会不会有副作
用里面去，反复研究药物的说明书。”她非常希望能告诉
患者，现在临床上的药物非常安全和高效，要积极治疗。

而在军事科学研究院军事兽医研究所教授扈荣良
看来，要想长远地解决恐狂问题，关键还在于重视狂犬
病知识在各类人群中的普及。

“我们小学里现在有生理卫生课，但没有公共卫生
教育。我们需要通过公共卫生教育来告诉学生们，如果
家里养狗一定要给狗注射疫苗，如果狗普遍免疫了，它咬
人后人也不会得狂犬病。这个基础知识普及了，国内狂
犬病会减少，恐狂症患者也会大大减少。”

扈荣良认为，国内狂犬病很难得到确诊也是造成恐
狂的原因之一。“比如在欧洲、美国，人被狗咬了之后，首
先会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来对狗进行判断。如果怀疑它
可能带有狂犬病病毒，马上就可以将其送到县级以上的
实验室去作诊断，很快能够确诊。但在国内，很多地方的
实验室都不敢碰。”扈荣良说，“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普
及不够。大家都知道狂犬病致死率是 100%，所以很多实
验室都不敢接触。但实际情况是，凡是从事狂犬病研究、
病毒样本操作或动物医学的工作者，都应该进行预防性
免疫，之后在操作时一点危险性都不会有。”

“实际上，恐狂症患者中几乎没有得狂犬病的，恰恰
相反，因狂犬病死亡的几乎都是不害怕狂犬病的人，是
那些边远落后地区对狂犬病一无所知、无法得到诊断的
人。”扈荣良说，“希望大家能记住一句话———狂犬病一
旦发病会 100%致死，但也是 100%可以预防的，不需要过
度担心。”

被狂犬病支配的恐惧
本报记者张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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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更好地服
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时，却长期面临着科技与
产业“两张皮”的难题。

“十三五”期间，中科院在“促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专项行动”中专门设立了一个“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重点专项”即“弘光专项”，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聚焦
已取得突破并具有相当引领带动作用的重大
战略技术与产品，支持其转移转化。

目前，这一专项中已涌现出一批产业化成
果，或许可以对解决“两张皮”问题提供借鉴。

“刷脸”安检不是梦

今年 7 月，厦门高崎机场正式启用民航安
检人脸识别辅助验证系统，结果在 6 天内连续
查获 9 宗企图持用他人证件乘机事件，平均每
1 天就有 2 名冒用证件的不法人员落网。

在重庆江北机场，2017 年全年通过使用
这一系统共查获 233 起企图持用他人证件乘
机事件。

这两个机场所用的正是中国科学院重
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联合智慧航安 （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民航安检人脸识别
辅助验证系统。

北京首都机场、广州白云机场、上海浦东
机场……据介绍，这套系统目前累计示范应用
于国内 70 个机场（全国共 218 个机场）的 618
条旅客安检通道，覆盖了全国 80%以上的大型
重点机场。

据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

院副院长张长城介绍，民航安检人脸识别辅
助验证系统的使用，可有效提升机场空防安
全；同时有效缩短旅客安检和登机的时间，提
高旅客乘机的便捷性。

例如，在这套系统的支持下，乘客不会再
听到“请正脸面对摄像头”“请摘下你的眼镜”
等要求，即便被抓拍到的是侧脸，也能在两秒
内完成人证比对；另外，乘客仅需在安检时出
示一次身份证，之后直到登机都可以一直“刷
脸”通关；凭借乘客的一张照片，系统还可以
在整个机场查询其移动轨迹。

“问题导向是我们项目启动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做技术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张长城
表示，在“弘光专项”的支持下，研究所正在对
技术集成创新和组织创新两方面进行探索。

“芯突破”超越 4G

如今，人类已经进入万物互联的 IT3.0
智能信息时代，但地面移动通信网络覆盖地
球表面面积不足 20%，难以满足万物互联需
求。纵观“一带一路”65 个国家和地区，多为
海洋、沙漠，地面通信设施薄弱。

解决方案是形成以卫星移动通信为核心
的空天地一体化支撑网络。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石晶
林表示：“卫星移动通信已成为 IT3.0 时代信
息技术领域产业发展重点。”据他介绍，卫星
移动通信在存量市场、新兴行业、“一带一路”
等领域市场规模超万亿元。

终端芯片是卫星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基

础。为了解决这一“卡脖子”问题，在“弘光专
项”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联合
北京中科晶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研制
了业界首颗融合卫星移动通信和北斗导航
的通导一体多模终端芯片并实现批量生产，
突破了微弱信号接收、节带化处理等关键技
术，研制了我国第一颗通信专用数字信号处
理器，突破了制约我国卫星移动通信产业高
端核心器件供给瓶颈。

石晶林透露，随着技术进步和卫星普及，
未来，卫星通信将比地面通信成本更低。

目前，项目成果已经在重大事件保障、边
远地区信息覆盖等领域得到了成功应用，卫
星移动通信终端芯片及其相关成果实现亿
元级规模的直接销售收入。

作为走出过联想、曙光、龙芯等知名科技
企业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在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主战场、进行科技成果
转化方面传承已久。所长孙凝晖认为，其模
式可总结为六个字：“打点连线织网”———以
源头创新为生命；通过技术转移将源头技术
辐射出去落地；最后将核心技术、关键部件、
骨干人才三者织网，形成产业和产值，服务社
会经济主战场。

激光“智造”助力“两机”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
明珠”，其制造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科技、工
业和国防实力，却也是我国尚未攻克的堡垒。
为此，我国启动实施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重

大专项，力争突破“两机”关键核心技术。
据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研究员杨小君介绍，航空发动机关键零件极
端制造能力不足，是致使我国发动机研发进
展缓慢的瓶颈之一。

为了解决这一重大需求，中国科学院西
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弘光专项”支持
下，开发出国内最高单脉冲能量的 26 瓦工业
级飞秒光纤激光器，研制出系列化超快激光
极端制造装备。在航空领域攻克了新型超高
温单晶材料和高精度复杂微结构制造难题，
实现了“超精细冷加工”，解决了现有加工工
艺的缺陷；在航天领域，攻克了 50±2 微米高
品质钻孔技术，将航天推进器流量控制板的
控制精度提升三个数量级，减少燃料携带量
约 20%，并成功应用于世界首套在轨验证的
磁聚焦霍尔推进系统。

目前，西安中科微精光子制造科技有限
公司已有 1 条核心部件及 3 条极端精细制造
装备的中试生产线，相关产品在 20 余家单位
得到应用，打破我国空天发动机高端加工装
备依赖于进口的窘境。

“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我们在身体力行
实践产学研结合。”杨小君指出，做设备研发
投入巨大，产业化进程往往又不能按预期的
时间节点推进，除了科研经费的投入，融资的
方式推动作用巨大。

据悉，“弘光专项”的设立就是希望引起
研究所对成果转移转化、项目产业化的重视，
同时引入社会投资参与，加快成果转化，达到

“多赢”局面。

“打点连线织网”：

“弘光专项”持续辐射主战场
本报记者陈欢欢

17

本报北京 9月 27日讯（记者陈欢欢）今
天，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了中科院“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工作进展及取得的
成效。

“十三五”期间，中科院设立“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重点专项”，即“弘光专项”。目前已
取得诸多进展，如“机场安检智能识别系统”
已覆盖了全国 80%以上的重点机场（年旅客
吞吐量 3000 万人次以上）；“卫星移动通信
终端基带芯片”初步实现了产业化，摆脱了
对国外核心芯片的依赖；“航空航天发动机
极端精细制造装备”已成功应用于国内航空
航天领域 20 余家优势单位，为国产大飞机
换上国产发动机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中科院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项目共 13364 个，为社会企业当
年新增销售收入 4269.31 亿元。今年，在“弘
光专项”前两批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上，中
科院又组织遴选了 9 项重要科技成果候选，
包括“深度学习处理器（寒武纪芯片）”“现代
物流智能装备系统”“阵列波导光栅芯片”

“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新一代煤制乙二醇”
“抗 Alzheimer 症新药 GV-971”“生物人工
肝”“高端品牌猕猴桃”和“植物工厂”等。

在此次发布会上，中科院还介绍了在
“特色研究所”的改革发展和战略性先导科技
专项的部署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今年 7 月，
14 家“特色研究所”试点单位通过验收。中科
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表示，这些特色
所的特色研究方向均具有独特性乃至唯一
性，在国家战略安全、生态安全和区域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17 年，中科院设立了两个新型的 A 类战略
性先导科技专项———“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
和“泛第三极环境变化与绿色丝绸之路建
设”，正在源源不断地产出阶段性成果。

严庆表示，未来，中科院将推动更多高
水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提供更多有效的中
高端科技供给，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
更有显示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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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9 月 28 日是世界狂犬病日，
其目的是提高人们对于防控这一被忽视
的疾病的认识。今年 4 月，世界卫生组织

（WHO）发布更新狂犬病疫苗立场文件，
同时发布狂犬病专家磋商会第 3 版报告，
替代以往版本。

狂犬病是狂犬病病毒属感染引起的
一种急性脑炎，病人一旦出现临床症状，
死亡几乎不可避免。人类通常在被已受感
染的动物深度咬伤或抓伤后染上狂犬病，
99%的人类狂犬病病例由患狂犬病犬类传
播至人。2018 年，WHO 报告估计全球因
狂犬病死亡 5.9 万人。

随着兽用狂犬病疫苗的广泛使用，
西欧、加拿大、美国、日本和一些拉丁美洲
国家已经消除了犬介导的狂犬病；澳大利
亚和许多太平洋岛国一直没有因犬而感
染狂犬病的报道。在多个国家通过采取控
制犬只数量、给犬绝育、限制犬跨界运输、
犬只强制拴养和疫苗持续接种等措施，已
经成功预防了人类狂犬病和控制了犬类
狂犬病。

然而，非洲和亚洲依然面临最沉重
的人类狂犬病负担，缺乏足够的资金、疫
苗和政府低效是主要的障碍，其狂犬病死
亡人数占全球狂犬病死亡总人数的 95%。
在边远落后的农村地区，狂犬病通常没有
被诊断或报告。部分狂犬病不会出现“恐
风、恐水、恐光”这种经典的临床表现，大
约 20%至 30%的狂犬病会以瘫痪、麻痹这
种非典型症状出现，这往往容易误诊且被
忽视。因此，非常贫穷落后的地区，人狂犬
病仍未得到明确诊断，而且死亡人数也被
严重低估。

WH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和全球狂犬病控制联盟
已经承诺，在 2030 年之前消除人类狂犬
病死亡。然而，目标是否能够实现，需要各
成员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

提供百姓可以负担得起的暴露后处
置医疗服务必将是各国政府优先考虑的
事项，同时考虑在每个地区建立标准化犬
伤门诊，对基层医生进行持续的培训，规
范犬伤处置流程，减少狂犬病发病率。此

外，在这些领域，政府和
公共部门需要共同促进
民众了解狂犬病，并提
供经济的暴露前和暴露
后预防措施，也必须与
持续的犬疫苗接种相伴
而行。

实际上，只要一个
地区 70%以上的犬只接
种了狂犬病疫苗，就可
以建立起有效的免疫屏
障，阻止狂犬病病毒扩
散和传播。野生动物（通
常包括蝙蝠、鼬獾、红狐
等）给人带来的风险仍
长期存在，病毒溢出感染犬，而后再感染
人类。因此，应该考虑为野生动物用诱饵
疫苗免疫，特别是在一些野生动物狂犬病
流行国家。

中国作为一个狂犬病流行国家，在过
去 10 年，狂犬病预防控制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2007 年疫情高峰时，年报告病例
数达 3300 例，而后逐渐下降，2017 年狂
犬病死亡 502 人，预计 2018 年死亡人数
在 500 人以内。取得如此成效，一方面是
通过对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公众进行持续
教育，并确保在全国范围内随时可用、可
以获得暴露后处置；另一方面，过去 10 年
我国上市了可媲美全球最高质量标准的
人用狂犬病疫苗———冻干人用狂犬病疫
苗（人二倍体细胞）。

为了进一步降低中国狂犬病死亡人
数，需要广泛持续的犬类疫苗接种，并进
一步呼吁民众文明养犬。

（孟胜利系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
责任公司狂犬病检测中心副研究员；王传
林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救治中心急
诊科副主任）

今年 9月 28日是第 12 个世界狂犬病日。在中国，狂犬病仍是个
严峻的问题，2017 年全国上报的狂犬病死亡人数为 502 例，居全国传
染病报告死亡数第四位。

毋庸置疑，狂犬病的防控需要社会各界投入更多关注。但另一方

面，有很多人走向了另一极端———对狂犬病产生过度恐惧，程度严重
者会影响自身和家庭的生活质量，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这种现象被称为恐狂。据估计，中国的恐狂症患者人数至少有数
十万，占世界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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