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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成都商

報》紅星新聞報道，9月26日，

作為內地首批接種重組新冠病毒

疫苗（腺病毒載體）的武漢志願

者嚴先生，結束了6個月的觀察期。他說，過去6個月來，他身體健康，

無任何不適，甚至都沒有感冒過。9月27日早8點，嚴先生又參與了重組

新冠病毒疫苗（腺病毒載體）Ⅰ期加強免疫臨床試驗。從這天起，他將展

開為期一年的新一輪觀察。

接種半年無不適 果斷參與新實驗
疫苗首批志願者武漢男子結束觀察期

接種疫苗後這6個月，身體狀況怎
樣？有沒有不適？
◆嚴先生：沒有（不適）。這6個月，連
感冒都沒有。

接種後，飲食、運動、作息和以
前有沒有不同？
◆嚴先生：接種後三天內不要飲酒，其
餘沒有什麼改變，都是正常飯菜，蔬
菜、魚、雞鴨等等。晚上一般10點、11
點睡覺，早上七八點起床。沒感覺和
（打疫苗）之前的狀態有任何區別。

專家們主要通過什麼途徑了解你
們這批志願者的健康狀況？
◆嚴先生：我們接受了三次訪視，分別

在接種後的第28天、第3個月、第6個
月。每次訪視都要抽血檢查。醫務人員
會詢問身體情況。我們有個微信群，裏
面有這批108個志願者和專家等。自己
有什麼事，就在群裏說。一般也沒什麼
事，所有人都挺好。

有過擔心嗎？
◆嚴先生：沒有，十分相信陳薇院士。
我的父母受我的影響，也報名了新冠疫
苗志願者，不過身體條件沒過關，沒有
達成。關於我們這批志願者的新聞報道
出來以後，親戚朋友基本就都知道了，
都挺興奮的，說我是英雄。

資料來源：紅星新聞

對話志願者

今年3月16日20時18分，陳薇院士領銜
研製的重組新冠疫苗獲批啟動展開臨

床試驗。首批接種這款疫苗的志願者共有
108人，分為3個研究組：低劑量疫苗組、
中劑量疫苗組、高劑量疫苗組，每組36
人。武漢市民嚴先生報名成為該候選疫苗I
期臨床試驗志願者。嚴先生所在的是低劑量
疫苗組。3月19日，他接種了該新冠疫苗。

108志願者和專家有微信群
「按照要求，接種後三天內不要飲酒，其
餘沒有什麼改變，飲食都是正常飯菜，蔬
菜、魚、雞鴨等等。晚上一般10點、11點
睡覺，早上七八點起床。跑步、游泳、瑜伽
等都可以，一切照常。我體重也一直很穩
定。」嚴先生說，4月2日隔離觀察結束之
後，他收到了一張「注意事項」。上面說，
「既往文獻報告腺病毒載體類疫苗可能會增
加HIV（人類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的潛在風
險。該風險雖未被證實，但為保障您的個人
健康，請避免發生可導致HIV感染的高危
行為（如，多個性伴侶、共用針頭或注射
器、不安全的輸血等）。」
「注意事項」還說，「鑒於新冠疫苗對妊
娠的影響仍在研究中，建議女性志願者在整
個研究期間（約6個月）採取有效的避孕措
施，如發生妊娠，請立即告知我們。」
「首批接種疫苗的志願者有個微信群，
108個志願者和專家都在裏面。自己有什麼
事，就在群裏說。一般也沒什麼事，所有人
都挺好。」嚴先生告訴記者，隔離觀察結束

後，他先後接受了三次訪視，分別在接種後
的第28天、第3個月、第6個月。每次訪視
都要抽血檢查。醫務人員會問，這段時間身
體怎麼樣、有沒有不適、有沒有住院。

「連感冒都沒有出現過」
4月8號之前，他一直在家裏休息。「不
是身體不舒服，就是自己特別想休息一
下。」從4月8號到6月18號，做武漢站疫
情防控志願者，他開始負責核驗健康碼、給
旅客量體溫，每天接觸好多人，志願者的工
作很繁重，但是他沒有感到身體有不舒服。
武漢站的志願者工作結束後，他就回到了自
己公司開始正常的業務，一切都回歸正軌。
「接種新冠疫苗迄今已經6個月了，我連
感冒都沒有出現過。」嚴先生說。
記者留意到，陳薇院士最近在接受新華

社採訪時亦表示，「我們3月16日開展全
球首個Ⅰ期臨床試驗，並於5月22日將Ⅰ
期臨床試驗數據在世界醫學期刊《柳葉
刀》上公布，接種的108人全部產生了抗
體。《柳葉刀》主編對此評價是『疫苗安
全、耐受性好，是全球首個臨床數據，單
針接種就能快速引發免疫，是一個重要的
里程碑』。」

能參與陳薇院士項目很自豪
出於對陳薇院士的信任，9月27日，嚴先

生又參與了重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腺病毒
載體）Ⅰ期加強免疫臨床試驗。
「27日早上8點，我到體檢中心先簽了知

情同意書，然後抽血、測體溫等等，10點左
右打了一針，打的左手臂，低劑量。留觀了
半小時。不用隔離，直接回家。接種4個小
時以後，打針的地方有很輕微的腫脹感。」
嚴先生說，參與Ⅰ期加強免疫臨床試驗的志
願者有86人左右。接種後，他們收到的

「接種後注意事項提醒卡」上寫道，後續我
們還將參加5次訪視，分別為加強接種後第
1天、第14天、第28天、第6個月和第12個
月。而且接種後三天不能飲酒。體溫超過
37.5℃，吃退燒藥。
回憶過去半年多以來，作為首批疫苗接種

志願者，嚴先生告訴記者，他的想法很簡
單，就是想為武漢做點兒貢獻，結果收穫了
太多的關注和讚美，受寵若驚。「能親身參
與到陳薇院士的科研項目，和院士近距離接
觸，很自豪。以後，我也會繼續做更多力所
能及的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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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嚴先生參與重組新型冠狀病
毒疫苗（腺病毒載體）Ⅰ期加強免疫臨床
試驗。 網上圖片

■在武漢站做志願者的嚴先生。 網上圖片 ■3月19日，嚴先生接種陳薇院士團隊研製的重組新冠疫苗。 網上圖片

「大姐，醒醒，該您核
酸檢測了」，京新高速公
路邊的交警叫醒了帶着倦
意打盹的謝琳。

她已經記不太清楚，這
是今年第幾次核酸檢測

了。跟身後這滿載貨物的「龐然大物」 重
型卡車相比，她的身形顯得嬌小。這位50
歲出頭的女人，穿着最簡單樸素的行頭，
戴着一頂灰色鴨舌帽。

如果單這樣看，她跟普通的婦女無異。
可就是這樣一位來自安徽淮北的女人，在
武漢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兩度深入核心疫
區運送救命的醫療物資。回想起來，謝琳
坦言，那時候的武漢是令人窒息的，「在
外面怕，進入武漢更害怕」。

但她還是去了。而少有人知道，在武漢
度過最驚心動魄的疫情期之後，謝琳又奔
赴了新疆。7月份，新感染者的出現，將
新疆拉回「戰時狀態」。謝琳「單槍匹
馬」從山東北上，跨越內蒙古，沿京新高
速獨自「長征」4,300 多公里後抵達新
疆，貨箱裏載着29噸抗疫所需的建築板
材。

「一車一人一江湖。」她習慣了就這樣
闖蕩江湖。

隔離完畢再次出發
8月底，新疆疫情得到控制後，謝琳才

鬆了一口氣，踏上返程。今年國慶節，她
想回武漢看看、走走。

「那裏的醫生護士們和我並肩戰鬥過，
他們都是我的戰友。」「我只是一個普通
人，做了一點平凡的事情而已。」這是謝
琳常掛在嘴邊的話。

武漢封城期間，她兩度雪中送炭：馳援
900公里，冒着巨大的風險運送口罩、防
護服和呼吸機等物資。

第一次趕往武漢的夜裏，她心裏沒底，
擔心被感染，但又知道前方等着這批物資
救急。熬夜趕路時，她就洗一把冷水臉，
沖上幾袋濃咖啡，又繼續了。等她到達武
漢時，天還下着雨。「醫生護士們都冒雨
等着口罩和防護服，看着他們又髒又舊的
防護服，我特別心疼。」

第一次救援結束從武漢返回後，謝琳一
個人在車上自我隔離，吃了半個月的泡

麵。隔離期滿，物流公司再次聯繫她是否
願意再去武漢，運送一批從瑞典加急採購
回國的呼吸機——咬咬牙她又答應了下
來。

報答「杯水之恩」
謝琳冒險援助武漢的舉動還源於一段

「因緣」。
2016年，謝琳運貨至西藏阿里，途中經

過無人區，卡車出故障了。很不巧她又遇
上感冒，高原反應下開始咳血。儲備的飲
用水耗盡，她不得不靠邊停車，下車揮手
求救。

等了三天救援還沒來，在孤立無援、生
死一線間，一列摩托車隊路過，第一輛車
立刻停下來，領隊的人給謝琳倒了一杯
水。隨後他呼叫後面的每一輛車也都停下
來，駕駛員依次走過，都給謝琳倒了水。
當時身體虛弱的她目光搜尋到，壓尾的車
插着「湖北武漢」的旗幟。

「我也怕病毒，我也怕被封鎖在武漢出
不來，我也怕那種被隔離的孤獨感」，謝
琳百感交集，「但一想到武漢人對我的
『杯水之恩』，我的勇氣就來了——天塌

下來我也當被蓋，別的司機可以不去，但
是我謝琳一定要去！」

跨越4300公里到新疆
同樣緊張的抗疫氣氛，在新疆出現了。

7月17日零點，烏魯木齊正式「封城」。
謝琳，再次成為逆行者。

她駕駛着3米寬、17.5米長的重型卡車
跨越 4,300 公里，經山東、北京、內蒙
古，風塵僕僕趕到新疆烏魯木齊。這次，
她經蘭州北上，奔襲 5,000 公里。這一
去，就是整整幾十天——她自願待在新
疆，協助當地的郵局運送郵包。「住車
上，吃盒飯，我就在烏魯木齊和喀什之間
來來回回，運送郵包。」

直到8月26日新疆「解封」，她才返回
南方。

「疫情塑造着每個人的行為方式。」
在從新疆返回的路上，謝琳告訴記者，
「我相信一些人的善良、奉獻乃至犧
牲，都會對整個社會形成正面的影響，
拉近彼此之間的情誼、化解原有的矛
盾。」

■澎湃新聞

貨車司機謝琳：馳援武漢新疆，一車一人一江湖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北京
報道）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
影響，今年874萬高校畢業生就業形
勢複雜嚴峻，就業工作面臨前所未
有的挑戰。對於今年的就業形勢，
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司長王輝在28日
的發布會上表示，2020屆高校畢業
生就業局勢總體穩定。值得注意的
是，今年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
有企業、教師、大學生徵兵、科研
助理等政策性崗位大幅增加，截至9
月1日，已吸納280多萬畢業生就
業，比去年同期增加70多萬。
此外，教育部也會同各方千方百

計開拓市場性崗位。王輝介紹，教
育部與9大社會招聘機構今年2月聯
合推出「24365 校園網絡招聘服
務」，目前已提供崗位信息1,522萬
條，累計註冊畢業生669萬人次，投
遞簡歷3,736萬人次。教育部會同有
關方面舉辦專場招聘活動40場，累

計提供各類崗位540多萬個。

雲就業成疫下主要就業方式
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教

育部今年將「雲就業」作為疫情防
控常態化條件下，畢業生就業的主
要方式。目前全國8萬餘名一線就業
指導人員和畢業班輔導員全部註冊
上線工作。另據了解，教育部在3月
份推出「全國高校畢業生網上簽約
平台」，推動11個省近900所高校
開展網簽工作，今年有64.5萬畢業
生完成了網上簽約。
對於離校未就業畢業生，王輝表

示，教育部將與人社部等有關部門
密切配合，一方面指導地方和高校
積極為畢業生提供不斷線就業服
務，另一方面，確保有就業意願的
畢業生納入到公共就業服務體系，
努力幫助未就業畢業生盡早實現就
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內
地27日新增21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均
為境外輸入。27日，湖北省武漢市闢謠
關於「武漢協和醫院確診病例」的網絡
謠言，敬請廣大市民不信謠、不傳謠。
9月25日，有網友發帖並配圖稱，武漢

協和醫院「昨天來了個疑似，今天就確
診了」。武漢市衞生健康委網站發布闢
謠聲明稱，經核實，包括武漢協和醫院
在內的武漢市各醫療機構，近期均未收
治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和確診患者。
據中國國家衞健委網站消息，9月27
日，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
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確診病例21例，
均為境外輸入病例，其中上海10例、廣
東5例、內蒙古3例、福建2例、山西1
例；無新增死亡病例；無新增疑似病
例。
其中，輸入病例最多的上海市，有8例

來自菲律賓，均為在當地工作或生活的
中國籍人士，分別搭乘兩個航班入境。

廣東省新增5例均在廣州發現，分別來自
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秘
魯、尼泊爾。內蒙古新增的3例，均由首
都機場國際航班分流至呼和浩特白塔國
際機場。
中國內地現有確診病例185例，累計治

癒出院病例 80,553 例，累計死亡病例
4,634例，累計報告確診病例85,372例。
累計收到港澳台地區通報確診病例5,621
例。其中，香港特別行政區5,065例，澳
門特別行政區46例，台灣地區510例。

要求企業加強境外源頭防控
疫情以來，中國內地海關和地方多次

在進口冷鏈食品中檢出新冠病毒核酸陽
性。北京市商務局網站 28 日發布通
知，要求各相關企業加強境外源頭防
控，主動規避從疫情嚴重地區進口冷鏈
食品；如發現冷鏈食品入境後被檢出新
冠病毒核酸陽性，要第一時間報告有關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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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新增21輸入病例
「武漢確診病例」屬謠言

■謝琳（中）早前負責運送物資到武漢。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