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左威、任靖他们奋战在武汉各
大医院的同时，还有 4 个人也在这些
医院来回奔走。他们的名字叫：丁锦、
王晓波、谭丁开、刘飞。

看似毫不相干的他们，其实有着
诸多相同之处：同样来自长沙高新区
的高新企业；同样是为各大医院送去
诊疗医疗器械；同样被称为“逆行者”。

在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肺炎的一
般治疗中，其中一条是这样写的：根据
氧饱和度的变化，及时给予有效氧疗
措施，包括鼻导管、面罩给氧，必要时
经鼻高流量氧疗、无创或有创机械通
气等。

湖南明康中锦医疗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明康中锦）作为国内无
创呼吸诊疗装备的领军企业和唯一可
以同时生成无创呼吸机和经鼻高流量
产品的企业，很快被列入国家疫情防
控期间省重点联系企业名单。

丁锦、王晓波、谭丁开、刘飞 4 人
此行奔赴武汉，就是去安装医院急需
的感染病人救助仪器——无创呼吸机
和经鼻高流量产品。

1月20日，下班回到住处，明康中
锦客户中心负责人王晓波愉快地睡
下，等待回家过年。突然，电话铃响了，
是公司打来的。电话那头说武汉疫情
严重，呼吸机供不应求，经销商不会装
机，让他安排人去武汉协助装机。

王晓波倏地一声从床上翘起身：
这事必须得去！第二天一早，王晓波动
身，当天，便抵达武汉。

同样接到电话的，还有明康中锦

常务副总经理丁锦。此时，他已经回到
上海老家。武汉急需一大批仪器，而快
递公司已经放假，无法运送。丁锦即刻
着手安排卡车送货，又联系了谭丁开、
刘飞二人，共赴武汉。

22日早晨，第一车仪器先到了。已
经在武汉的王晓波赶到著名的金银谭
医院，先接了仪器。穿着防护服的医务
人员出来帮忙，“紧张”写在了每个人
的脸上，一百多箱货三下五除二就卸
完了。

“请注意，有病人通过！”金银潭医
院的广播突然响起！

瞬时，前来接医疗设备的医务人
员抱着箱子飞跑起来。手里正抱着呼
吸机安装设备的王晓波，一边跟着医
务人员往前奔跑，一边双腿不自觉地
发软。

“这里相对安全了，您赶紧装完赶
紧走吧。”当机器终于转运到三楼，医
务人员才停下来，回头叮嘱王晓波。

王晓波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
知道：这批机器是用来救命的！铆足了
劲，王晓波快速装机。“那个时候最怕
闲下来，一闲下来觉得哪里都是病
毒。”时隔几天后，王晓波依旧清晰地
记得当时的每一个情景，甚至记得写
满“紧张”的空气似乎都凝固了。

当王晓波迅速将呼吸机安装完
毕，匆匆走出金银潭医院，他才终于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不敢想象，前一天还
在长沙家中，此刻，离疫情，离新型冠
状病毒，这么近！

“不为困难找理由，只为成功找方
法！”作为圣湘生物抗击疫情应急专项小
组负责人，圣湘生物副总经理、生命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范旭接到任务后全身心扑
在了抗疫科技产品研发工作上，每日睡
眠时间不足4小时。“我们今天多一些艰
辛，我们国家未来就会少一些艰辛。”范
旭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研发总监
刘佳是这次研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
一。研发伊始，他就着力引导研发人员根
据应用场景进行考虑，降低使用门槛。但
随之而来的，是研发难度的大幅提高。

“把困难全部留给研发，把方便留给使用
者，这是我们研发人员的追求。”他不断
地跟研发人员强调这个理念。

如何用简便的方法把病毒从临床样
本中快速高效地分离和纯化出来？是刘
佳思考最多的问题之一。“试剂检测重要
的两个步骤：第一步，把病毒抓出来，技
术不到位，病毒就揪不出；第二步，就好
比是给病毒拍照，像素不行的话，找出了
病毒也拍不出效果。而恰恰我们在这两
个环节上都有技术优势，平台决定了我
们能做到快速和准确。”刘佳打了个形象
的比方。

纪博知是此次研发项目组的重要成
员，基于公司10余年的“一步法”技术沉
淀基础，针对新型冠状病毒进行了技术
创新，突破了行业之前RNA核酸检测必
须要经过繁琐的核酸提取纯化后再进行
扩增检测的瓶颈，大大提升了检测效率，
同时也为更多病毒检测的应用场景提供
了可能。

1987 年出生的谭德勇在浙江大学

研究生毕业两年后回到湖南，2015年谭
德勇和有着丰富研发经历的海归博士纪
博知同时来到圣湘生物，两人多次默契
合作，完成了多个项目以及多个技术创
新开发。对于这对老搭档而言，此次技术
攻关既是娴熟的再次合作，又是一次崭
新的严峻挑战。

面对复杂的新型冠状病毒，一开始，
寻找能和病毒相匹配的引物探针让谭德
勇伤透了脑筋。引物探针类似鱼饵，要检
测不同的病毒就类似于要钓到不同种类
的鱼。他的设计，就是要找到相对应的鱼
饵来钓鱼，需要兼具良好的特异性和保
守性。谭德勇解释道，所谓特异性好，就
是检测试剂只认新型冠状病毒，不会与
其他病毒出现交叉；所谓保守性好，通俗
来讲就是检测试剂不能只认男的，不认
女的，而是要找一个男女老少都能辨认
的共同特征。

刚开始产品研发时，谭德勇他们的
设计团队找了数十对引物。每一对引物
探针的背后都是极大的时间和精力付
出。到后来谭德勇才知道，在复杂的新型
冠状病毒面前，数十对引物探针设计就
像是万里长征才刚刚开始。

所幸的是，这漫漫长征，谭德勇、纪
博知他们总算是汗流浃背地圆满走完了
全程。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在最短的时
间里，圣湘生物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试剂盒研发成功。

“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快速开发出
这么精准、简便的快速应对疫情的产品，
是建立在十余年的技术积累基础上的。”
对于圣湘生物为何能在短时间内研发出
检测试剂，谭德勇解释道。

周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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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勇，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
公布了，赶紧回公司。”一大早，谭德勇收
到了刘佳的信息。

知道了一种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意
味着要做引物探针设计。这对谭德勇而
言，是个得心应手的事。“应该很快就能
做完。”谭德勇边琢磨着边往公司赶，惦
记着赶紧做完回家，带孩子去做已经预
约好的幼儿园入园体检。

谭德勇没想到，这一去，孩子的入园
体检就被长时间耽搁下来了。

这一天是 1 月 11 日，在大多数人还
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新型冠状病毒正悄
悄地、汹涌地袭击武汉，蔓延全国。

在公司对基因序列进行分析后，谭
德勇他们发现事情并不是预想的那样简
单。由于是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真正测
序出来并上载网上的序列信息有限，如
何在有限的序列信息下保证所设计区域
的特异性和保守性？是选择 1 个靶基因
设计，还是选择 2 个甚至 3 个靶基因进
行设计？……

不知不觉，一天飞快过去。眼皮在打
架，谭德勇打开手机一看，屏幕上赫然显
示着凌晨3点。半夜回家睡了4个小时，第
二天早晨7点，他又匆匆赶回实验室……

刘佳和谭德勇同在的公司叫圣湘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湘生
物）。这个位于长沙高新区、有着十余年
传染病检测产品研发经验的高新技术团
队，敏锐地嗅到了这个陌生病毒的“不同
寻常”。基因组一经公布，便立刻成立了
以国家特聘专家、董事长戴立忠领衔的

“疫情防控应急技术攻关小组”。
面对流行性病毒，精准、快速、简便

的诊断试剂被称为医护人员的“眼睛”，
也是让新冠病毒现出原形的利器。

尽快研发出兼具良好特异性和高灵
敏度的检测试剂，是圣湘生物“疫情防控
应急技术攻关小组”的重中之重。戴立忠
和他的团队知道，一场没有硝烟的攻坚
战已经开始！

这场战役，关乎武汉，关乎全国，关
乎全人类！

1月20日，匆匆参加完公司的年
会，圣湘生物国内营销总监左威就火
速赶往武汉。

作为在传染病防控领域的从业
人员，作为一名安家在杭州、工作在
长沙的武汉人，对左威而言，这次奔
赴武汉，是一场“家乡保卫战”。

左威先行到达后，陆续有 10 余
名圣湘人赶到武汉支援。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左威他们
过上了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有时候
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候到超市买点
东西充饥。可工作量，却与吃饭的分
量成反比。

每天从清晨开始，这些“战士”便
穿梭在湖北各大医院之间，跑仓库、
跑医院，“武装到牙齿”。他们，要将圣
湘生物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全自动核酸提取仪等疫情防控应急
物资送到定点收治医院，还需要提供
技术服务，与医务工作者一起在一线
共抗疫情。

在武汉，甚至是在全国各地，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几乎所有定点收
治医院都非常紧缺“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病人盼着，医务人员更
是翘首以待。

检测试剂早一分钟送达，则多一
分辨别感染病人的机会，少一分传播
病毒的危险。可谁能去做这个输送试
剂盒、仪器，提供技术服务的“逆行
者”？左威他们站了出来，揽下了这个
十分危险，却刻不容缓的使命。

那些日子，左威他们常常工作到
凌晨。每每忙完一天，脱下里三层，外
三层的“武装”时，汗水已是渗透了衣
裳，脸上被口罩和护目镜挤压出深深
的印痕。

既然是一线，危险总是无处不在
的。

一天，圣湘生物一线客服团队接
到电话，是湖北省一家三甲医院打来
的，电话里，对方很焦急，说积压了大
量标本没有处理，希望能够安装圣湘
的仪器。但此时正缺 PCR 扩增仪。怎
么办？大家一商议，只有武汉某医院
感染科实验室还有一台备用的 PCR
扩增仪。这个实验室因为被新型冠状
病毒重度污染，已经几乎没人敢进实
验室。

“我去拿仪器！”在大家正左右为
难的时候，圣湘生物客服经理任靖站
出来说。他冒着极有可能被感染的风
险，冲入该医院感染科实验室，把
PCR扩增仪搬了出来，经过全方位消
毒之后，送到湖北省这家急需仪器的
医院实验室，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圣 湘 生 物 核 酸 检 测 试 剂 送 到
仙桃某疫情防控机构那天，工作人
员叶希（化名）才终于下了个早班。
在这之前，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积压了太多标本，叶希他们就算是
通宵加班，每天也只能处理 200 个
左右。当天，叶希发了一条微信朋
友圈：“圣湘的一步法大大提高了
检测速度，我们再也不用挤破脑壳
去抢购试剂了，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熬通宵啦。今天做完样，清理了一
下凌乱的实验室，下了个早班，回
家发现同事群里的鼓励，心里暖暖
的！”

短短十几天时间，圣湘生物一线
工作人员完成了对湖北省 10余家医
院安装仪器、运送检测试剂及技术服
务等工作。

实验室高效研发，疫情一线“战
火滚滚”，产品设备供不应求。

对圣湘生物、明康中锦而言，严
峻的疫情形势下，另一场常人无法看
到的战役，其实发生在生产部门。

疫情暴发后，圣湘生物召开抗疫
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公司决定，
战略储备 10 万人份“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法）”。

这个重任落在了生产部。
圣湘生物生产部总监袁亚滨接

到突如其来的命令，迅速在部门群里
发起了新冠试剂生产坚守接龙。本
来，她心里还在打鼓，年底了，怕是没
人愿意加班。令她感动的是，“我愿
意”“我留下”“疫情不息，战斗不止”
等字眼很快挤满了手机屏幕，坚守接
龙队伍越来越长。

生产运营系统100余人大多数都
选择留下来。这一留，很多人这个年
没能回家过。

令袁亚滨始料未及的是，战略储
备的10万人份试剂，远远不够！

第一批试剂一入库，马上就被抢
空了。“疫情一暴发，我每天要接上百
个电话、回无数条信息，最多的时候
一天接了 400 个电话，甚至连吃饭的
时间都要接上两三个电话。干的是救
命的事，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保障一线
疫情防控需求。”圣湘生物副总经理
鲁盖伟说。

1月23日，也就是腊月二十九，对
袁亚滨而言，又是一个工作到凌晨的
夜晚。

袁亚滨的爱人也是圣湘重要岗
位的一员。两人为了服务疫情防控，
将两个小孩丢给了家中 69 岁的老母
亲照顾。凌晨回到家，袁亚滨轻手轻
脚走进房间，两个孩子进入了梦乡，
爱人还在公司忙碌，除夕已经来临，
望着酣睡的孩子，她心中燃起了一股
莫名的心酸。

可，疫情还在肆虐，没有大家，哪
有小家。

大年三十，万家团聚的日子。袁
亚滨和她的爱人又毅然决然地选择
继续奔忙在工作岗位上。不仅是他们
两夫妻，更多的圣湘人都选择了竭尽
全力保产能。

与此同时，圣湘生物同步启动了产
品应急注册申报流程，这也意味着一场
不分日夜的硬仗随之而来。

为加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
检测，最大限度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的
科技支持，国家行业监管机构按照“标
准不降低、程序不减少”的要求，正式启
动医疗器械应急审批程序。

圣湘生物副总经理邓中平带领研
发、注册、生产运营团队，全面启动产品
注册申报工作。注册申报是一个庞大的
工作，非常复杂和严格，这张“身份证”
一点都不好拿。

生命科学研究院紧急成立了“KO-
nCoV（打倒新型冠状病毒）团队”微信
群，这个汇集了各路高端人才的研究
院，此时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休年假，
他们把“家”搬到了实验室，集体攻关，
24 小时连轴转，渴了喝口水，饿了吃口
泡面。

与此同时，还有一群人也在陪着
他们奋斗，那便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和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
员。疫情当前，他们建了微信群，24 小
时不下班，为有生产资质的企业提供

帮助。
1 月 28 日，圣湘生物“新型冠状病

毒 2019-nCoV 核酸检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审批，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这一消
息，是疫情阴霾笼罩下的老百姓的福
音。从研发到获得审批，二十天不到，圣
湘生物研发团队完成了一项难度极高
的任务。不得不说，这是疫情面前，湖南
高新企业的效率和担当。

“精准、快速、简便、高通量！”在总
结圣湘生物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
剂优势时，戴立忠一连用了4个词语，并
将其称为“圣湘方案”，“它能够助力识
别疑似病例特别是隐性感染者，快速分
流患者，防止交叉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核酸
检测试剂盒（荧光PCR法）”在抗疫攻坚
战中发挥了独特的贡献与作用。可这，
并不意味着工作完成。在圣湘生物生命
科学研究院实验室，依旧从早到晚活跃
着刘佳、谭德勇、纪博知这些科研人员
忙碌的身影。他们时刻在通过生物信息
学实时监测着新型冠状病毒，看它有没
有发生突变。

火线运输战：
临危受命逆行江城

相隔不远的明康中锦，这个年过
得也非常紧张。

随着来自武汉疫区的订货需求
源源不断，明康中锦紧急成立了覆盖
研发、采购、生产、客服、质管、销售等
全体系的“疫情应急工作指挥部”。

周阳萍是分管生产、采购、行政、
人力资源的副总，疫情让她感觉重任
在肩。小年之后，周阳萍和她带领的
团队为了能够为疫区一线提供更多
的呼吸机和经鼻高流量产品，一直忙
碌着。大年三十前，为了核对物料，周
阳萍和采购部李琴一起在公司连续
睡了两晚。终于，在短短的十几天内，
明康中锦向包括湖北在内的全国疫
区一线提供了超过 1000 台重要诊疗
设备。

疫情当前，湖南长沙的高新企
业——圣湘生物和明康中锦展现出
了不一般的担当和作为。它们，是无
数湖南高新企业的缩影。

在长沙，在湖南，在全国，还有很
多这样的高新企业，还有很多夜以继
日奋战在实验室里的高科技人才，还
有很多不辞辛劳坚守在生产一线的
普通员工。岁月静好时，他们是默默
无闻的劳动者；疫情肆虐时，他们也
是冲锋在前的逆行者。

顺着这普照全国的科学之光，我
们看到了科技的力量，看到了人性的
光辉，自然，也看到了必将战胜疫情
的决心和希望！

产能保卫战：
全力以赴保障一线

23日中午，丁锦等人到达武汉与
王晓波汇合。第二日早晨 8 点，第二
车仪器到了，此时，丁锦他们已经隐
约听到了武汉要封城的消息。可他们
没有退路可以选，仪器还是“散兵游
勇”，多少病人还在生死关头挣扎着。

丁锦托朋友找了一个周边环境
相对繁华且大一点的酒店，安排四人
住下，要住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后
来，酒店关门了，好在还有一个厨师，
好歹可以吃上盒饭，这已经是莫大的
幸运了。“医院里面，大家都忙得十条
腿走路。没人管你。”此外，在医院他
们看到了排着长龙的发热病人，碰到
过殡仪馆的车往外开……这些，既让
他们害怕，也让他们勇敢。

对他们而言，大年三十已经没有
了“今天过年”的概念，人人忙得脚不
沾地。虽然连续高强度作业，但他们
都知道，这些机器，是用来救人的。必
须快！

在医院，王晓波听到一个护士长
和设备科人员在说话：“你不给我口
罩没关系，我感染没关系，但护士们
会接触更多的感染者，他们必须要保

障口罩！”王晓波默默地听着，心里很
不是滋味，他心疼那些一线工作者，
可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装完机器，
王晓波快速走出了医院，默默地找了
个凉亭抽烟，等车。他又想起昨天晚
上在另一个医院装机时遇到的 3 个
临时过来支援的年轻小护士，冷得瑟
瑟发抖却忙得没时间回去拿衣服。风
呼呼呼地从耳旁吹过，一种沉重感压
在王晓波心头，久久没法散去。他将
所有的沉重都转化成了动力，拼命地
努力地认真地安装着每一台机器。

明康中锦武汉经销商将年夜饭
送到医院门口，邀请丁锦几个到车上
吃。可，四人刚从医院出来，又怕将病
毒带到经销商的车上，就提议在车的
引擎盖上吃。经销商将差不多冷了的
饭菜一份一份在引擎盖上摆开。

第一块牛肉下肚，王晓波的眼泪
瞬间夺眶而出。男儿有泪不轻弹，可
这一刻，王晓波说，他怎么都克制不
住，眼泪就是跑出来了。趁着雨和夜
色，王晓波悄悄把眼泪擦干。而这顿
狼狈的、特别的年夜饭，或许也是他
们最难忘的一顿年夜饭……

科技攻关战：
高效研发检测利器

圣湘生物一线工作人员与医者同行。

明康中锦生产人员正在进行机器
装配。

杨丰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