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5月26日，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学科群行动计划暨复旦

大学唐仲英公共卫生高研院发布

会、唐仲英基金会支持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项目签约仪式在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明道楼一楼报

告厅举行。

唐仲英基金会捐资 1.2 亿元

留本基金，积极响应复旦大学加

快公共卫生学科群建设需求，携

手复旦大学共建“复旦大学唐仲

英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捐赠

人民币3000万元整，襄助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恶性肿瘤

精准诊疗中心与区域诊治网络

体系建设。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唐仲英

基金会项目咨询委员会委员、商

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唐仲英基金

会项目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

原副部长吴启迪，复旦大学党委

书记焦扬，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顾洪辉，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任邬惊雷，唐仲英基金会执行

总裁徐小春、执行董事梁为功、基

金会中心主任程文琛，复旦大学

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

永浩，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

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复旦大

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复旦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许征，上海

医学院党政领导杨伟国、张艳萍、

汪志明、毛颖等在线上或线下参

会。复旦大学相关专家学者，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代表、相关院

系和部门的负责人及媒体列席会

议。会议由袁正宏主持。

活动现场，陈德铭、宗明、焦

扬、顾洪辉、邬惊雷、袁正宏、桂永

浩共同启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科群行动计划暨唐仲英公共卫生

高等研究院项目。

陈德铭代表唐仲英基金会及

执行总裁徐小春女士致辞。他回

顾了项目行动计划在短短45天内

完善落地的过程，感谢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唐仲英基

金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敬业

精神。他指出，目前，新冠病毒仍

考验着全人类的团结合作精神，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此次疫情，痛

定思痛地考虑公共卫生管理问

题，充分认识到人类最终将战胜

疫情，需要从行政隔离走向科技

创新，需要辩证把握严格防疫与

复产复市的关系，需要借鉴和吸

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技术，更需

要心怀为全人类服务的胸怀和境

界，相信抗疫之战一定能够取得

成功。

焦扬感谢唐仲英基金会、各

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复旦的关心

厚爱。她表示，在复旦大学建校

115周年之际，举行这个发布和签

约仪式，向海内外和社会各界，宣

誓促进人类健康和人民福祉，守

护城市、国家乃至全球健康的决

心和行动，很有意义。唐仲英基

金会慷慨资助，冠名支持唐仲英

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建设，支持

附属儿科医院儿童恶性肿瘤精准

诊疗中心与区域诊治网络建设，

充分体现了基金会的远见卓识。

复旦大学将举全校之力，在国家、

上海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加快建

设“公共卫生学科群”和唐仲英公

共卫生高级研究院，突出扎根上

海、服务国家、辐射全球的发展定

位，打造一流人才、一流教育、一

流服务的学术平台，建设融合创

新、交叉协同、一体发展的学科体

系。希望通过研究院的建设，为

我国和全球公共卫生发展、为人

类健康贡献更大的复旦力量，也

祝愿儿科医院项目推进顺利。

梁为功先生在线讲话。他回

顾了唐仲英基金会与复旦大学的

合作历史，介绍了疫情发生以来

双方在维护人类生命和健康方面

形成的共识与行动。他希望通

过复旦大学唐仲英公共卫生高

等研究院项目的实施对中国乃

至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业产生深

远的影响，同时借助“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儿童恶性肿瘤精

准诊疗中心与区域诊治网络体

系建设”项目回应儿科医生的培

养和儿科医学的发展需要，提升

国内在儿科恶性肿瘤研究方面

的综合水平。

邬惊雷在讲话中指出，复旦

大学以“行动计划”和“复旦大学

唐仲英公共卫生高级研究院”为

载体落地，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公

共卫生多学科合作、协同发展的

需要，大力培育公共卫生领域人

才，积极响应了国家和上海的战

略需求，意义重大，正当其时。他

表示，在“后疫情”的关键时期，要

进一步加大和加快在公共卫生方

面的布局和投入，在重大疫情防

控机制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逐步完善。

桂永浩现场发布《复旦大学

加快公共卫生学科群建设行动计

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毛

颖发布复旦大学唐仲英公共卫生

高等研究院项目。唐仲英基金

会支持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项目签约仪式举行。许征向唐

仲英基金会代表陈德铭颁发捐

赠牌，基金会项目总监朱莉和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书记

徐虹共同见证。

据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多次召开跨

学科会议，布局公共卫生学科群

建设，全面回应社会关切，呼应国

家和上海市需求。“行动计划”从

加快构建高水平公共卫生学科

群、加强一流师资队伍和创新团

队建设、构建高水平公共卫生人

才培养体系、打造“全链式”多学

科协作科研攻关体系、切实增强

服务社会的能级等方面提出复旦

大学的整体性解决方案。

“健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

理体系，离不开科技和人才的关

键支撑，高校应当也必须发挥重

要作用。”据桂永浩介绍，“行动计

划”从“大公共卫生”层面进行学

科整体布局和规划，将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公共卫生学科群，推动

上海率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超大型城市公

共卫生安全治理之路，为更好地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提供支撑和保障，为我国今后

更好地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促进与保障全球健康做

出积极贡献。

文 / 张欣驰 摄 / 王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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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专业书同时也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来自抗疫一线的防治经验与总结

本书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团队成员编写本书由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团队成员编写，，参与编写人员包括数位驰援武汉临床一线专家参与编写人员包括数位驰援武汉临床一线专家

在内的感染病学和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人员在内的感染病学和临床微生物学专业人员，，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内独家出版发行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内独家出版发行。。书中详细介绍了书中详细介绍了20192019冠冠

状病毒病状病毒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流行病学特征的流行病学特征，，病毒的基因组和分子结构病毒的基因组和分子结构、、免疫学及疫苗最新研究进展免疫学及疫苗最新研究进展、、

对于国内外关于该新发传染病的临床表现对于国内外关于该新发传染病的临床表现、、诊断以及治疗亦有详细论述诊断以及治疗亦有详细论述。。同时同时，，还介绍了关于如何在医疗还介绍了关于如何在医疗

机构进行个人防护和院感控制等热门话题机构进行个人防护和院感控制等热门话题，，并收录有并收录有《《上海市上海市20192019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冠状病毒病综合救治专家共识》。》。

2019 冠 状 病 毒 病（COV-

ID-19）在我国又称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NCP），犹如一场突如

其来的风暴，使中国面临一场严

峻的考验。在这场考验面前，中

国感染病学界更是承担着难以

想象的责任。

2019年12月，我国武汉市发

现多例病因不明的肺炎病例。

当时由于引发该病的病原体尚

未明确，引发的症状主要为肺炎

改变，所以该病被称为“不明原

因的病毒性肺炎”。此后，确认

引起该病的病原体是一种全新

的冠状病毒，该病被改称为“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但随着对疾

病的进一步认识，发现该病不只

是导致肺炎，感染者既可能没有

肺炎表现，也可能全身多个脏器

受累。同时，“新型”一词并不适

合一种疾病在历史中的命名，因

此，经过讨论，WHO将该病改称

为“2019冠状病毒病”。

在武汉出现流行后，随着人

群的流动，该病迅速扩展至湖北

和整个中国。亚洲其他国家、欧

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也相继出现

该病，至今，已经演变为一场席

卷全球的风暴。极强的传染性

与部分患者病情的快速进展是

该病的主要特点。在短短2个多

月的时间内，该病迅速蔓延。截

至2020年2月28日24时，全球累

计确诊病例数已经达到 84607

例，死亡2914例。其中中国内地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数达到79251

例，死亡2835例。中国面临巨大

考验，全球也面临巨大考验。

本 次 全 球 疫 情 和 1918 年

H1N1 大流感，以及 2003 年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的全球

流行既有着相似之处，亦有不同

之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一种

全新的以呼吸道传播途径为主

的传染病造成了全球的传播流

行，并且由于全体人群均没有免

疫能力，造成了大量人员感染和

死亡。不同之处在于，无论是相

较于100年前，还是相较于17年

前，全球一体化更加密切，交通

旅行更加便捷，导致疾病传播的

速度也远远超过了之前。同时，

由于 COVID-19 的病原体不同

于流感和 SARS 病毒，因此致病

特点和流行特征并不相同。

这场人类抗击新出现的传

染病的斗争需要全球性的合作

与互助。全球在抗击这场瘟疫

中积累的经验与研究成果需要

第一时间共享。在不到2个月的

时间里，中国科学家们取得的成

绩是举世瞩目的，从来没能在这

么短的时间里针对哪个新发传

染病获得如此多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包括：迅速找到引起疾

病的病原体，中国的科学家率先

完成了病毒基因组测序，并且第

一时间与全球分享基因序列，初

步阐明了该病的传播方式，基本

判定该病的潜伏期与临床特点，

明确了病毒的存活时间及对各

类消毒剂的敏感性，建立了快速

诊断的实验室检查方法，初步总

结了有效的治疗方案。

值此抗击 COVID-19 战役

全面展开，并且已经获得包括病

原学、流行病学、诊断与治疗学

等方面的重要成果之际，我们汇

集了华山医院感染科长期工作

在感染病学临床、基础和医院感

控一线的专家，在参阅了目前国

内外杂志上发表的大量 COV-

ID-19 相关文献，学习了我国医

务工作者在该领域的经验总结

后，希望能从基础研究到临床防

治等各方面对 COVID-19 尽可

能做一些粗浅的概括。期盼本

书出版后能对广大关心 COV-

ID-19研究进展与防治知识的读

者有所帮助。 文/张文宏

疫情
让我们和熟悉的亲人分离
也让陌生的我们聚集
从世界各地
以“出征”的名义
在另一条战线
出手
以我们的方式

我们拥有共同的名字
译者
我们代表着
606位应征的同侪
还有背后
千千万万默默的支持

那些反复推敲的字词
还有日以继夜的日子
见证着我们
无悔的选择
那是我们
最珍贵的回忆

我们坚信
疫情终将逝去
我们期待
未来可以面对面的聚集
以译者的名义
十三位义士
和著者团聚

聚 集
——本书13位译者的故事

张永彬

2020年6月5日，由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华山医院感染科

主任张文宏教授主编的《2019冠状病毒病——从基础到临床》海外版

正式发行。

本书多语种的翻译和出版计划得到了全球的支持和响应。复旦

大学的老朋友、晨兴资本的创始人陈乐宗博士通过复旦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捐资支持并建言。来自全球的诸多医学和翻译专家、学生市民

等志愿为书籍的多语种出版出力献策。这本书的出版体现了一种纯

粹的国际主义精神，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次伟大实践。

复旦大学出版社版权输出工作一直走在业界前列，不断追求新的

目标，开拓发展，在更多出版领域加强国际合作。《2019冠状病毒病--

从基础到临床》这本书的版权输出到多国，将会为复杂多变的全球抗

疫形势作出新的贡献。

中文版原著于今年3月付梓，当时国内疫情已经向好，而国际疫

情形势依旧严峻，张文宏教授及其团队毅然将本书版权无偿授予复旦

大学出版社，并授权复旦大学出版社将其海外多语种版权免费输出全

球。复旦大学出版社与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皇家柯林斯出版社通

力合作，经过翻译及编辑团队两个月的努力，英文版、法文版以及西班

牙文版终于推出。卓声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代表晨兴基金会Morn-

ingside Foundation向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人民币25万

元，用于支持本书翻译及海外发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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