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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屠呦呦先生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个历史性突破，是中国科技界的一件大喜事。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贺信表示热烈祝贺，并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屠呦呦先生学

习。10月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同志委托我专程前往屠先生

家，对屠先生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示热烈祝贺，并代为致以诚挚的敬意。

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科学家的光荣和骄傲，是全中国人的光荣和骄傲，是国家的荣誉，也是中国科学家为世界医学和科技

发展、为人类的健康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我们一定要响应李克强、刘延东和李源潮同志的号召，学习屠呦呦同志和她带领的科研团队在青

蒿素的发现和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为科学不畏艰险的献身精神、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坚守实验的求实精神，以屠呦呦先生为榜样，奋发

进取、不断努力、造福人民，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一是要增强民族自信和自主创新的信心，屠先生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充分证明了中国科学家有登顶世界科学高峰的能力，未

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取得世界级的成果，对此我们应该充满自信。二是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创新道路。中国

的科技工作者富有创造力，他们开展的科研课题很多都带有强烈的原创性色彩，并且吸收融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经验，在理论和方法上均

有独到之处。这些科研课题既瞄准了世界科学前沿，又紧紧围绕了国家需求，更面向了人民需要，所以说他们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

随着这些科研理论和实践的不断突破，必将会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乃至世界的科技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充满自信。三是要

大力弘扬团队精神，优化创新环境。屠呦呦先生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在发现青蒿素方面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关键性作用，但她反复强调科

研团队的集体作用，强调科技界协同合作的重要作用，这给了我们重大的启示。科学研究既要充分发挥每一位科学家的聪明才智和创造

力，更要强调团队的分工协作；既要奋勇争先，又要发扬团队精神，从而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氛围，使科技界形成百花争春的局面。

四是要坚持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甘于淡泊名利。屠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青蒿素研究，数十年磨一剑，这是教育当前科

技界戒骄戒躁的绝佳例子。科技工作者要发扬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像屠呦呦先生那样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咬定青

山不放松，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屠先生获得诺贝尔奖对中国科技界来说，是一枝报春的红梅，红梅花开了，百花齐放就不远了。我们相信中国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

和一些世界大奖的好消息会接踵而来。同时我们也相信，经过多年的积累沉淀，厚积薄发，中国的科技创新将从跟跑阶段向并跑、领跑的

时代转变。

最后，衷心祝愿屠呦呦先生及其团队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也衷心地祝愿屠呦呦先生健康

长寿，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以创新精神、团队精神、科学精神
开创科技新时代

尚勇，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科技导报 2015，33（20）

卷首语
ForewordForeword

尚 勇

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特刊



2015年10月 第33卷 第20期 总第482期

版权声明

作者所投稿件应没有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权利的内容，自发表之

日起，其专有出版权和网络传播权即授予本刊。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刊名题写：段云

主管/主办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出 版 者 科技导报社

主 编 陈章良

社长/副主编

秦德继 yjzxqdj@163.com

副社长/副主编

史永超 shiyongchao@cast.org.cn

编辑部副主任

陈广仁 chenguangren@cast.org.cn

论文编辑

吴晓丽 wuxiaoli@cast.org.cn

刘志远 liuzhiyuan@cast.org.cn

王媛媛 wangyuanyuan@cast.org.cn

田 恬 tiantian@cast.org.cn

傅 雪 fuxue@cast.org.cn

韩星明 hanxingming@cast.org.cn

栏目编辑

李 娜 lina@cast.org.cn

祝叶华 zhuyehua@cast.org.cn

王丽娜 wanglina@cast.org.cn

本期执行责任编辑 陈广仁，王媛媛

美术编辑

王静毅 wangjingyi@cast.org.cn

编 务

吕 佳 lvjia@cast.org.cn

杨小舟 yangxiaozhou@cast.org.cn

发行负责人

于 辉 yuhui@cast.org.cn

编辑部

010-62138113 kjdbbjb@cast.org.cn

订阅联系电话

010-62194182 kjdb@cast.org.cn（网上订刊）

刊社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86号

邮 编 100081

网 址 www.kjdb.org

博 客 www.sciencenet.cn/u/kejidaobao

订 阅 全国各地邮局

邮发代号 2-872（国内）， TP3092（国外）

中国总发行 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海外发行总代理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5号，邮编10004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海工商广字第0035号

印刷装订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0-7857

CN 11-1421/N

国内售价 37.50元人民币/期；900.00元人民币/年

国外售价 37.50美元/期；900.00美元/年

本期特刊共收录文章近40篇，主要介绍青蒿素的发
现过程，以祝贺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主编按] 我记得，今年9月29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
开了“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部际联席会
议”第四次会议，会议由科学技术部部长万钢同志主
持，各相关部委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主要内容是审
定2016年的59个国家重点专项。在会上，我建议将中
医中药项目列入中国重大科技专项中。因为中医中药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劳动人民千百年智慧的结晶，是
值得大力挖掘的宝藏，近年来在国际上受到了高度关
注。当时，我还特别提到，我国药学家屠呦呦因为从青
蒿中提取出可以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而于今年6月4日
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华伦-阿尔波特奖，
2011年她还曾获得过美国的拉斯克医学奖，说不定将
来还会获得诺贝尔奖。没想到仅仅几天以后，就获悉
屠呦呦先生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
喜讯真的是令人非常高兴。

说到青蒿，我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以前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任职时，还抓过青蒿的生产种植工作，广西来
宾等几个市把种植青蒿作为扶贫项目引入当地，并大
量种植，桂林的几家药厂生产青蒿素药品供非洲使用，
因此，广西成为中国种植青蒿的主要省份之一，当地农
民也借此脱贫。虽然青蒿素是我国科研人员发现的，
青蒿素的结构也是我国科研人员确定的，但遗憾的是
我国科研人员并没有因此得到多少经济收益。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科学家因为不了解专利知识，缺乏
专利意识，国家也没有建立完善的专利制度，因此，这
件事警示我们在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问题上无论是国家
还是科研人员个人都要予以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在诺贝尔奖评委会审定屠呦呦科研成果的过程
中，中国科协也做了一点工作。

在此，我代表《科技导报》对屠呦呦先生的获奖表
示热烈祝贺，并出版此特刊，以资纪念。

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奖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奖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热烈庆祝热烈庆祝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科技导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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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
座谈会座谈会””纪实纪实

[编者按]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等3位科学

家。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对中国科学的发展意义重大。为了及时表达

科技界的心声，10月8日，中国科协主办了“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中国科技

界的领导与著名科学家20余人与会祝贺。《科技导报》力求真实、全面地记录此次座谈会，将各位领导

和科学家的发言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

10月8日下午，“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王志珍，屠屠

呦呦呦呦先生及其科研团队代表，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周济，科技部副部长侯建国侯建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海李静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副主任沈岩沈岩，中国科协副主席陈赛娟陈赛娟，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巴德年巴德年，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贺福初，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张伯

礼礼，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施一公，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饶毅，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吴海鹰吴海鹰，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张木张木等20余人参加座谈会。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主持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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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勇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

10月 5日屠呦呦先生获得 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这是中国科学研究的一个历史性突破，是中国科技界

的一件大喜事。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李克强同志发贺信表示热烈祝贺，

并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屠呦呦先生学习。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刘延东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家副主席李源潮李源潮同志，委托我 10月 5日晚专程前往屠先生

家，对屠先生荣获 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表示热烈祝贺，并代

为致以诚挚的敬意。科技界和全国媒体反映十分强烈，为了

及时表达科技界的心声，中国科协会同科技部、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了这次座谈会。

屠呦呦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

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荣获 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科学家全

体的荣誉，同时也标志着中医药研究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高

度关注和认可。今年 6月美国哈佛大学颁给我一个奖，因为

健康原因我没有去，而现在又公布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也

是比较突然的。

回忆当年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

所为发现青蒿素所做的艰苦奋斗，是令人感动的。当时的团

队大协作有力地促进了青蒿素的研究、生产和临床试验，解

决了当时国内外付出大量工作而没有得到结果的耐药性问

题，为人类健康事业奉献了一份来自中国中医药和现代科学

相结合的青蒿素，这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一份礼

物。

我 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来在医学院药学系学习，

1955年毕业刚好中医研究院成立，我就被分配到这个单位，

后来又学了两年半的中医。通过国家的培养，中西医学我都

能够有机会接触的多一些。1969年，中医研究院接受中央关

于抗疟疾药研究的任务，我觉得我有一定的基础来接受这个

任务，后来就担任了课题组组长。

之前大家做了大量的工作，有 2000多个中药方，但总体

不太有效。到底从何着手，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通过反复

研究，才参照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得到效果。其实很简

单，青蒿一把，加水把它碾一下，压出来的水口服下去对疟疾

还是有用的。后来就考虑怎么来处理这个药？一般做的中

药是水煎，有温度破坏的问题，此外还有药用部位、采用品

种、采收季节等问题，更关键的是如何保持效力。多方面实

践以后，我们才找到有效的部位，它能够有百分之百的抑制

率。青蒿一大堆都是杆，但是只有较少的一节才有青蒿素，

并且还分为酸性和中性两种。酸性没有功效，而且毒性比较

多，把酸性去掉，留下来的中性部分才有疗效。经过反复的

实践才把古人的这句话变成我们试验的方案。

因为很多年没有成果，大家对除疟、抗疟能不能准确地

在临床展现疗效心存疑惑。当时我们就决定必须要做临床

试验。在那时的环境下，药厂都关停了，根本没有人能配合

我们工作。再说，临床试验也要保证病人的安全，那时候有

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毒性没做得很细。假如这一年我们不去

临床试验，下一步的工作就不好进行，又会耽误一年。这是

军工项目，是分秒必争的，我们就向领导写报告，愿意以身试

毒，起码有3个人到医院里，拿自己的身体来探索。最后证明

青蒿素没有毒性，30例临床试验得出的结论也挺好的，大家

都很振奋，这是第一个关键问题。后来很多单位都想做这件

事，这样很好。因为通常青蒿素含量只有万分之几，像云南、

山东有一些资源，大家都来做，资源就丰富了，条件也可以简

化一些。所以，青蒿素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后来，我们进行化学分析工作，寻找有效物质，这个过程

很艰苦。青蒿素确实抗虐疗效是百分之百的，但是后来出了

一点问题。我们发现药的效果不理想，青蒿素片剂碾压不碎，

可能崩解度出现问题，但时间耽误不起，我们就把青蒿素直接

放到胶囊里，并在海南做了几例临床试验，确定疗效是百分之

百的。在化学中已经定性了，确实是青蒿素。后来大家都做，

把这个药做到上千例，我们自己单位才做了500例，按现在临

床不需要做这么多，这也说明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1978年开科学大会，我作为组长，代表中医研究院中药

研究所课题组去领了一个奖，奖状现在还在。1982年又领了

一个中国发明奖，在6个获奖单位中，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排第一位。1981年WHO了解这个情况，通过卫生部来中国

召开第一次青蒿素国际会议，来了7位专家。英国、美国、法

国等国家的专家对中国的青蒿素很赞赏，认为中国人能够把

传统医药与现代科学结合，研究出这个抗疟新药，是非常值

得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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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获得诺贝尔奖是被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全面认可，这

也是我们国家的荣誉，是当年共同工作同志们的集体荣誉。

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医药是伟大的宝库，确实有很多精华值

得我们用现代科学去研究。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

有很多新的手段，如果能够两者结合起来，还会找出一些创

新的成果。这一次诺贝尔奖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激励，就是我

们这五千年的历史是有自己优势的，要古为今用。现在确实

各种疾病很多，健康问题也很严重，所以我在这里呼吁，如果

对医药有兴趣，还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当然，也不是

说只有研究中药才能为人类健康服务。现在WHO提出有些

东西很容易产生耐药性，提出要联合用药，尽量不要使它们

产生耐药性，但是10年不可能一下子找出新的药。联合用药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它并不是说随便加在一起就可以，已经

产生耐药性的药都弄在一起是有一些问题的。我现在已经

老了，对这个问题确实也担心，今后要共同研究。

青蒿素是一个全新结构的药物，而且它的优势是活性比

较强，毒性比较低。我们这些年并没有很好地组织进一步深

入研究，直到现在抗疟的机理也没有弄清楚。一个新药把它

机理研究清楚，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还有别的病，比如说免

疫病、红斑狼疮等等，在国际上也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有一个心愿，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深化改革，希望利用

这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中国能形成一个新的激励机制，

把年轻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

力，为中国和世界做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张伯礼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屠（呦呦）老师在获奖感言里提到，虽然获奖是她个人，

但是她背后有一个团队，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组织。所以她

说这个奖是给这个团队的，是给中国科学家的。我代表中国

中医科学院向当年参加整个试验的老一代科学家表示诚挚

的敬意，这份荣誉也是他们的。

屠老师的获奖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第一，我们科研的方

向、目标到底是什么?尤其临床和医学研究更多的应该把目

标转向需求，转向解决临床实际难点问题，提高治愈率，减少

死亡率，做好保健工作。所以这个奖虽然是一个迟到40年的

奖，但是它20年前在非洲就已经有很大的反响。每年有几亿

人受到疟疾病痛的伤害，2013年导致60万人死亡，这个药能

够使几亿人免受疟疾的伤害，能够挽救数百万人的生命。生

命是最伟大的，所以医学的目的应该是解决问题，这个奖给

我们的启迪是让我们沉下心来，围绕临床重大问题努力攻

关。同时中医药不但对疟疾，包括近些年对甲流、手足口病、

登革热，甚至包括其他的一些急性传染病都显示出很好的疗

效，对一些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糖尿病的治

疗也显示出优势。假以时日，我们都去努力挖掘它、研究它，

必将对解决人类的很多病痛做出贡献。正像李克强同志所

说的，用中国式办法解决世界医改难题。我特别希望全社会

能够理解和尊重中医药，给中医药发展以公平的社会环境，

同时也呼吁我们国家各个部门持续地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

第二，古老的中医是宝贵的，但由于历史条件所致，现在

真正把它拿出来必须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青蒿就是一堆草，

但是变成青蒿素就不是草，是一个宝。这个过程需要现代科

技的研究，按照现代药学的研究，这个过程不可或缺。所以，

原始的经验、原始的思维必须和现代科技结合才会产生原创

性的成果。

第三，当年的团队协作精神是这项工作成功的有力保

障，团结协作的精神永远都不过时，联合攻关、协同创新是我

们成功的经验。同时，在这种合作的情况下更加注重个人的

聪明才智，更加注重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把集体与个人

的作用这两者的关系结合好，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青蒿素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例如它的免疫机制和所

谓的双向调节的作用、抑制疟疾细胞的真正机理等等。我们

也特别希望多学科的人与我们共同努力，把老祖宗留给我们

的宝贵财富挖掘好、保护好、发展好，为人类的健康服务。

巴德年 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屠（呦呦）老师获诺奖之前，有华人获得过诺贝尔物理

学奖、化学奖，但是没有华人获得过生理学或医学奖，而且这

些获奖的都是男性华人。因此，这次获奖是屠老师个人的光

荣，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

我对诺贝尔奖有着非常深切的情怀，也写过很多文章，

做过不少讲座。1990年，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我担任当年医

学奖的提名人，从那里我得到了关于诺贝尔医学奖的整个历

史资料，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期待中国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

今天终于看到了。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时候，我在9月23
日的《科学时报》（现为《中国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

国医药学的文章，得到了陈竺部长的认同。两年半以前我又

写了一些关于中国医药学对世界的贡献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的内容，着重讲了建国以来中国在中医药方面的成就，介绍

了那些属于世界第一却没有得诺贝尔奖的成果。现在对白

血病的治疗，中国治得最好；此外，对于降脂药的研究，虽然

美国强迫用降脂药可以使冠心病死亡率降低30%，对减少心

血管的威胁非常重要，然而中国现在用黄连素同样能实现降

脂，如果将来降脂药得奖，肯定会有研究黄连素降脂药的中

国人。我们应该思考怎么能把这些情况变成现实。

习总书记在“四个全面”中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科

技体制和科研管理改革。我一直认为，我们国家有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能力、优势和成功经验，一旦看准，哪怕最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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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集中力量进行攻关。诺贝尔奖成果是要经过实践的检

验与长期的考核，证明真正有效才可能获得的，因此，年轻人

的启用与培养非常重要，国家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既组织一

个相当规模的队伍干大事，又对年轻人给予一定的支持，让

他们快速成长。

贺福初 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代表军事医学科学院，代表当年所有的战友，为获得

迟来的至高奖项的屠（呦呦）先生表示祝贺。这次获奖，我把

它归结为两个字，一个是“中”，一个是“复”。“中”就是中国第

一个获得诺奖的本土科学家，中草药的第一个世界级大奖，

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第一个顶级大奖。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

国中医科学院，过去可能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领域和单位，但

恰恰在这样的领域出现了奇迹。所以，不只在热门的领域和

方向才能创造出举世闻名、永载史册的成就，真正需要关心

的是一些并不是那么热门的领域、地域、方向、单位、群体、团

队和个人。从这个角度看，不拘一格地选择方向、选择课题、

资助人才，关键在于它的独到和精到，而不在于发了多少篇

文章、得了多少荣誉。在这些方面，中国科技需要重新思

考。在这重要时刻，应该保持一份清醒。

第二个是“复”。首先，屠先生是“复名”。其次，现在在

抗疟疾一线的有效药是复方。青蒿素是主体、是母体，现在

的复方蒿甲醚在世界基本药物列表里是复方，青蒿素起效

快，但是复发快，苯戊醇起效慢，但是复发少。A+B=C，这就

是复方蒿甲醚，蒿甲醚在一线上是主打药，是首选药。所以，

青蒿素的作用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复方的作用更为强大。再

次，中国的科技已经展现出一种滚滚潮流奔涌向前的势头，

这个闸门一旦打开，我们相信将不会是一个、两个诺贝尔奖，

可能是一批。这样的复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充分吸

纳前面3个“中”的基本特点。中国的哲学与文明，“复”是极

为关键的，当然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完全是为了“复”，而是为

了“兴”。在科技界如何“兴”，前面3个“中”值得我们思考。

施一公 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我讲 3点。首先，屠（呦呦）老师获奖的工作实际完成于

40多年之前，现在的情况和40多年前大相径庭，无论是科技

体制、科技支持、经费等，都很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通的，

就是科学家要坐得住冷板凳，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

究，都需要克服浮躁，沉下心来做研究，这可能在当今中国是

很重要的一点。从屠老师分享的个人经历中发现，在当时环

境下做这样的工作一定极其艰难，付出巨大的牺牲，科学家

用自己身体来做试验，这是一种献身精神。

第二，听到这个消息既激动又有另外一些比较复杂的心

情。复杂的心情是担心大家过度解读诺贝尔奖，走极端。关

于中国科技体制的问题，我们不要一刀切，不要以一种模式

向另外一种模式过渡。比如青蒿素这项工作是集体攻关，屠

老师带着研究组起着核心、关键作用，这是一种科技攻关的

模式，它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我们的科技评价标准常常

出现的问题是一刀切，用一种评价标准衡量不同的领域和学

科，甚至医生晋级都需要没完没了地发表文章。我们用 SCI
影响因子、引用率或者是论文数量等等这些指标来衡量所有

不同的学科，严重束缚了我们的创造力，对国家科技的发展

是不利的。对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学科，中国需要多种科技

评价的标准并存。联合攻关恰恰是中国这种社会制度的优

势，应该积极推动。像冷冻电镜，就是中国发挥了优势。美

国一些老牌大学，因为体制限制，没有办法购买这样的冷冻

电镜，整个学科，从结构到生化到细胞生物学马上就落后

了。我们的这种优势转化在两三年之间就形成了，这恰恰是

我们的体制优势。总之，一方面，中国的一些以应用、需求为

主的学科不能用影响因子、论文来做主要的评价标准，而是

要允许多种科研评价标准并存，要实事求是，根据不同领域

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对基础研究我们不能松懈，千

万不要因为这次获得诺贝尔奖而削弱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中

国这样的大国，需要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

第三，屠老师85岁高龄了，代表的是老一代科技工作者，

青蒿素既是为国家做的重大贡献，也是为世界人民、为世界

科技界做出的重大贡献，现在接力棒传到年轻一代的手上

了。对于中国科技界今后的发展，我们是很有信心的，这个

接力棒会很好地在下一代青年人中体现出来，也会产生一大

批成果。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任重道远，大家应该居安思

危。我们即使再拿几个诺贝尔奖，再有几个大的科技突破，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对世界文化做出了

历史性贡献的国家来说，都是应该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贡献

还远远不够，希望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饶毅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屠（呦呦）先生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奖，彰显了中国女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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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的贡献。在诺贝尔奖 115周年的历史上，有 592位

自然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只有17位是女性，只占3%。其中

物理学奖中只有2位是女性，一位是居里夫人；化学奖只有4
位女性获得者，两位是居里夫人母女；即使在女性得奖比例

稍高的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包括屠呦呦先生也只有 12位，约

占 5%。所以，女性在科学界需要突破。屠呦呦先生是中国

女性，也是中国本土第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

家。中国女排多年获奖，证明中国女性在体能方面出类拔

萃，而屠先生获得诺贝尔奖也说明中国女性在智力上的优

秀。中国社会对女性在文化、就业等方面还有一些不平等，

希望能够引起各方面对中国女性的尊重和关注。

陈赛娟 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

屠（呦呦）老师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是

首位在中国本土开展科学研究并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科学

家，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更是我们女性科技工作者的骄傲。

屠老师的科学成就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实至

名归的。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带领团

队潜心研究，翻阅大量医书，在前人有关青蒿治疗疟疾的记

载中得到启发，最后成功地研发了青蒿素。在提取了青蒿素

以后，他们在自己身上进行了临床试验，这种精神是非常值

得我们学习的。青蒿素的成功研制，使得全球数以万计的疟

疾患者得到治愈，为寄生虫领域的传染性疾病作出了重大

的、革命性的贡献。

在当时那个非常时期，作为一位女性科学家更加不容

易。为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党和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当中去，

她把两个女儿请人家代管。作为一名女性，屠老师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

屠老师获得这个奖也是对中国科技界充分的肯定。我

们国家正处于最快、最好的发展时期，中国科技正在不断地

繁荣、进步。很多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做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科学研究。青蒿素的工作能够

获得诺贝尔奖，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对我们研究成果高度

认可的一个突破口。中国科技界应该进一步发扬当年的协

同攻关精神，争取能够产生更多的诺贝尔奖级的重大成果。

侯建国 科学技术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屠（呦呦）先生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不仅

是她个人崇高的荣誉，也是中国科技界的骄傲。

屠先生和她的团队创制的抗疟药青蒿素是科学技术领

域重大突破，开创了疟疾治疗的新方法，显著降低了疟疾患

者的死亡率，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400万人的生命，

对促进人类健康、减少疼痛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屠先生

作为大陆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奖，必将对中国广大科技工

作者带来巨大的鼓舞。当前，中国的科技制度正在进行改

革，中央财政对科技计划管理和资助体系也在进行改革。屠

先生与各位科学家都发表了很好的看法与见解，我们仍需要

继续坚持几点。

一是科学研究的选题一定要面向国家和社会的重大需

求，科学研究的意义才能得到更大的彰显和发挥。二是凡是

重大的科学研究都是艰辛的，重大的科学成果都不是一蹴而

就的，都需要科学家在研究当中长期扎实、艰苦的努力。三

是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科学家个体的聪明才

智，也要提倡合作的精神，提倡协同研究工作的科研文化和

环境氛围。面对复杂艰难的问题，只有发挥学科交叉、知识

互补的作用，才能获得更大的科学突破。

相信屠先生的得奖，将激发更多的中国科学家特别是青

年一代的科学家不断开拓创新，迈向一个又一个科学高峰，

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沈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

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首先，我代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杨卫主任对屠

呦呦先生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示热烈祝贺!
这是对屠先生个人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肯

定和奖励，也是对中国医药卫生界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重要

贡献的充分认可和肯定，必将激励中国科技界在各个方面更

加努力。现在中国的科研环境和 20世纪 70—80年代相比，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近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在科技领域有许

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科学贡献，至于这些科学发现的价值及

其社会贡献，还有待今后的检验和证实。总的来说，我们应

该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科技界取得的很多重要的

科技成就。

另外，我们应该对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进行探讨，思考

如何更好地传播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如何处理需求导向和

科学家自由探索的关系以及如何评价集体的科技成果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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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贡献。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角度来说，我们要继续努

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支撑国家的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通过基

础研究取得科学发现，通过科学发现对技术的发明和发展有

所支撑，通过技术带动产业的升级换代或者催生新兴产业，

努力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李静海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

学院院士

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再次祝贺屠（呦呦）先生获奖。屠先

生获奖，不仅是她本人和团队的荣誉，更是科技界的大喜

事。尤其是屠先生作为女科学家获奖，显得更加珍贵，我们

为中国的女科学家感到骄傲。

从屠先生获奖，我们应该得到一些启示，我主要谈3点体

会。

第一，科学家在选准方向后长期坚持特别重要。只有这

样，在科技上才能取得重大突破。青蒿素从发现到被列入世

界卫生组织药用目录经历了40年，从那个时候到今年获奖又

经过 10年。实际上，这项研究还没有结束，青蒿素抗疟的机

理仍然不太清楚。如果继续研究，从青蒿素抗疟的机理角度

进行揭示，进一步发展为对整个药物设计的理论和方法的推

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鼓励

一个科学家一生就做好一件事情的精神。

第二，原创性是科学研究的灵魂。不仅是对成果，更重

要的是对原创性敏锐把握的能力。没有思想就没有成果，新

思想的鉴赏能力比成果更为重要。

第三，继承前人的智慧固然非常重要，尤其是一些传统

学科，但是另辟蹊径可能更为重要。现代科技发展到今天，

青蒿素的成果是起源于传统中药，但是成功于现代科学。屠

先生是学药物化学的，她把传统医学和药物化学有机结合，

才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突破。

屠先生得奖，给中国科技界很大鼓舞，提升了中国科技

界的自信心，但光有自信心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

理念和价值观，科技界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周济 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屠（呦呦）先生和她的团队这次获奖，无论是对科技界来

说，还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要特别

感谢他们给我们树立起一个卓越的榜样。他们在工作上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获得了诺贝尔奖，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

认可。他们在工作中体现出的奉献精神、奋斗精神、创新精

神和团结精神，更是给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这也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学习的榜样。中国发展

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一个特别重大的变化就是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和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历史

性的交汇，这时候科学技术更加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更

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所以我们要学习他们

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激励科技工作者继续努力，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王志珍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今天见到屠呦呦先生感到很惊喜，特别高兴的是看到她

精神非常好、身体非常健康，而且还聆听到她本人讲述研究

青蒿素的历程。

我知道一点点青蒿素，但知道得很少。最近谈到青蒿素

的事情，我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一位同志当时参

与了青蒿素的协作研究，测定了青蒿素的晶体结构。有一件

事情我感触非常深，大概是 1988—1989年间，我在美国的

FDA实验室学习，当时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这个会上有美

国和欧洲各国的科学家，有很多各方面从事抗疟疾工作的人

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所有人都说中国的青蒿素

是当前最有效的药物。当时非常惊奇，因为我们所谓早期出

去的人都觉得自己要去向外国人学习，没有想到我们还有一

个青蒿素被当年所有国际科学界的科学家们公认为世界上

最好的药物，并且承认这是中国做的。

最近的一些药物学研究，我们投入很多资金。青蒿素在

原始创新意义上是完完全全自主创新的药物，是中国人在国

际上创新的药物，我觉得特别自豪。

我是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的会长，我们一定要做点实

事。现在博士生中男性与女性各占一半，但到了博士后阶段

就不是这样了，女性上哪儿去了？屠呦呦先生作为一位女科

学家，为中国争得诺贝尔奖的荣誉很不容易。她的两个孩子

在很小的时候，一个送回老家，一个送到别人家里。女科技

工作者要想做点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屠先生给我们树立了

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尤其在价值观发生很大变化的当今社

会，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支持女科技工作者、女科学家，同

时，女性自己也要自强、自立、自尊，这在当前非常重要。

我们以前经常分析诺贝尔奖的历史，分析获奖者获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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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他们的工作有什么意义等等，从政治、经济、家庭、个人

等方面都有很多故事。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在我们身边，

建议中国科协和参会各个部门加强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近

代中国人在科学方面有很多成绩，要系统、认真、严肃地研究，

比如青蒿素研究工作的由来和过程，这个历程当中的政治背

景、经济背景，尤其是科技政策背景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

尚勇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

记

同志们，刚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同志专门打来电话，我做了记录，现在传达李源潮同志的电

话内容：“再次向屠呦呦研究员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表示热烈祝贺!这是中国科学家的光荣和骄傲，也是全中国人

的光荣和骄傲，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学习屠呦呦同志和她带

领的科研团队在青蒿素的发现和研究过程中表现出的为科

学不畏艰险的献身精神、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坚守试验的

求实精神，为祖国和人类的科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刚才与会的专家和领导做了精彩发言，特别是屠呦呦先

生向大家讲了青蒿素发现的艰难经历和自己的感想，感人至

深。大家对屠呦呦先生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表示了真

诚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屠呦呦先生获得诺贝尔奖是中国

科学家为世界医学和科技发展，为人类的健康所做出的重大

贡献。这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是中国科技界的骄傲，是国

家的荣誉，也是中华民族的自豪。我们一定要响应李克强、

刘延东和李源潮同志的号召，以屠呦呦先生为榜样，奋发进

取、不断努力、勇攀高峰、造福人民。希望全国广大科技工作

者向屠呦呦先生学习，加强自主创新，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发

展作出新的贡献。

一是要增强民族自信和自主创新的信心，屠先生荣获诺

贝尔医学奖充分证明了中国科学家有登顶世界科学高峰的

能力，我们未来一定会取得更多的世界级的成果。二是要坚

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主创新道路。我们国家

有很多的课题带有强烈的原创性的色彩，有我们的民族传

统，有我们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独到之处。所以我们这些科研

课题既面向了世界科学前沿，又面向了国家需求，更面向了

人民的需要。他们既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这些科研理论

和实践的突破，都会为中国发展乃至对世界科技的发展产生

深远的影响，对此我们应该充满自信。三是要大力弘扬团队

精神，优化创新环境。屠呦呦先生作为课题组的负责人，在

发现青蒿素方面起到了不可取代的关键性作用，但她反复强

调了科研团队的作用，强调了科技界协同合作的重要作用，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重大的启示，科学研究应该发挥每一位科

学家的聪明才智，更要强调团队协作，既要奋勇争先，又要发

扬团队精神，要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使科技界形成百花争

春的局面。四是要坚持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要淡泊名利，

像屠呦呦先生那样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

凳。屠先生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就开始进行青蒿素研究，

将近五十年磨一剑。我们要发扬持之以恒的钻研精神，咬定

青山不放松，一定会有好的结果，这对抑制科技界的一些浮

躁现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才很多科学家都讲到，屠先生

获得诺贝尔奖对中国科技界来讲，是一枝报春的红梅，红梅

花开了，将会引来百花齐放，我们相信中国的科学家获得诺

贝尔奖和一些世界大奖的好消息会接踵而来，希望能够看到

井喷的现象。我们也相信经过这些年的积累沉淀，中国的科

技创新将从跟跑的阶段向并跑、领跑的时代转变。

最后，衷心祝愿屠呦呦先生及其团队在未来的科研工作

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也衷心地祝愿屠呦呦先生保重身体、健

康长寿，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做出更大的贡献。

致谢致谢：：座谈会文字记录由中国科协办公厅提供，照片由

中国科协信息中心拍摄。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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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青蒿素：：从抗疟机理与积累模式到临床从抗疟机理与积累模式到临床
应用应用
————2015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简介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简介

曾庆平

广州中医药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广州 510405

摘要摘要 以解读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契机，重点介绍了获奖者之一——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的科学贡献。通过切入

相关研究动态与进展，初步揭示了青蒿素抗疟及疟原虫耐药的分子机理。从描述青蒿素天然合成规律到青蒿素人工合成现状，

前瞻性地展望了青蒿素研究的未来，强调了青蒿素获奖给后人带来的启示。

关键词关键词 青蒿素；抗疟疾；耐药性；新药开发；合成生物学

2011年，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因发

现青蒿素获得素有“美国诺贝尔奖”之

称的拉斯克-德贝基临床医学奖。作

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获得

者，屠呦呦年年都被预测能获诺贝尔

奖，但这样的预言却年年落空。

正当获奖可能性几乎被人淡忘之

后，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却出其不意

地宣布，将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一分为二，一半奖给青蒿素发现者

屠呦呦，另一半由阿维菌素发明人

William C. Campbell 和 Satoshi Ōmura
共同分享（图1）。

自诺贝尔奖设立115年以来，第一

次把这个诺贝尔奖颁给中国女科学家，

第一次把自然科学奖颁给中国本土科

学家，第一次让本土中国人获得生理学

或医学奖。2015年 10月 5日，屠呦呦

一举创造了诺贝尔奖历史上的 3个第

一！

鲜为人知的是，2015年 6月 4日，

屠呦呦还获得由沃伦·阿尔伯特奖励基

金会颁发的 2015年度沃伦·阿尔伯特

奖，同样表彰她在抗疟领域做出的突出

贡献。

1 青蒿素的获奖理由是什么？

正如诺贝尔奖网站披露的颁奖词

所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

呦呦是因为她发现了一种抗疟疾新疗

法”，也就是屠呦呦首先发现的青蒿素

导致疟疾治疗方法的革新。这说明 4
年前拉斯克-德贝基临床医学奖的颁

奖理由同样得到诺贝尔奖评委会的认

可：屠呦呦“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青蒿

素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 100%抑制

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青蒿素抗疟临

床实验”。

青蒿素之所以屡获巨奖，是因为它

的问世挽救了数百万濒临死亡的疟疾

患者的生命，是当之无愧的“救命药”。

青蒿素的另一个可贵之处是，它能攻克

抗氯喹疟原虫感染所致的疟疾，也能对

付多药耐药（multidrug resistant）疟疾，

而且几十年来仍然保持奇高的治愈率，

成为为数不多的抗疟药中一枝独秀的

“奇葩”！更神奇的是，正当抗氯喹疟原

虫肆掠而让疟疾患者无药可救时，青蒿

素犹如“及时雨”般地横空出世，令世人

叹为观止！

从左向右依次为William C. Campbell、Satoshi Ōmura和屠呦呦

（图片来源：http://www.nobelprize.org）
图1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3位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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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疟原虫对青蒿素会产生耐药性

吗？

理论上，任何药物在长期应用过程

中若使用不当都可能会出现敏感性降

低和耐药性提高乃至药效逐渐丧失的

结局。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对疟

疾不可采用青蒿素单药治疗，并推荐使

用基于青蒿素的联合治疗（artemisinin-
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ACTs）[1]，

它实际上是由速效抗疟药青蒿琥酯或

蒿甲醚与长效抗疟药甲氟喹或本芴醇

组成的复方抗疟药。

最近几年来，东南亚各国相继发现

青蒿素复方耐药性病例，即青蒿素复方

治疗依然有效，但疟原虫的敏感性有所

降低，从 5 h内清除 50%疟原虫延长至

5 h以上（图 2）。同时，疟原虫的复燃

率有所提高，从原来的5%上升至15%~
20%[2,3]。据疟疾临床专家李国桥教授

介绍，造成青蒿素复方复燃率升高的原

因并不是疟原虫对青蒿素产生抗性，而

是疟原虫对与之配伍的长半衰期抗疟

药敏感性降低。

李国桥还引述掌握的疟原虫体外

抗性筛选数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当疟

原虫在添加本芴醇的培养基上传递

20~30代时，抗性指数可达到100，传递

200代后，抗性指数更高达400。相反，

若将本芴醇与蒿甲醚合用，则疟原虫的

抗性指数始终保持在40~60不变，而蒿

甲醚的抗性指数最高也不会超过10。
为什么疟原虫不易对青蒿素产生

耐药性呢？这要从青蒿素分子中特有

的“过氧桥”（peroxide bridge）说起，因

为这个—O—O—结构被公认为青蒿素

杀灭疟原虫的关键因素。以往研究发

现，凡是抗氧化剂（如维生素E生育酚、

维生素C抗坏血酸、谷胱甘肽、二硫苏

糖醇等）都能降低青蒿素的活性，凡是

促氧化剂（如维生素B2核黄素、维生素

K 甲萘醌等）都能提高青蒿素的活

性[4]。同时，抗氧化酶抑制剂可提高青

蒿素的抗疟活性[5]，暗示青蒿素活性与

氧化—抗氧化平衡动态有关。

由于青蒿素作用十分迅速，疟原虫

根本来不及诱导抗氧化酶及抗氧化剂

的合成。同时，红细胞本身不含细胞

核，没有染色体和基因组，也就不可能

上调抗氧化酶基因的表达。因此，红细

胞与栖身其中的疟原虫因缺乏足够的

抗氧化活性物质保护，几乎不可能抵御

青蒿素的凌厉攻势，一旦遭遇必陷灭顶

之灾。

3 青蒿素为何能杀灭疟原虫？

疟原虫可寄生于人体的肝细胞和

红细胞中（图 3）。虽然青蒿素抗疟疾

的分子机制仍不明确，但青蒿素依赖过

氧桥的自由基形成并发挥抗疟作用是

明确的。以前有人认为，青蒿素主要作

用于疟原虫吞食血红蛋白后产生的疟

色素（hematoin），疟色素中的螯合铁可

以使青蒿素的过氧桥还原，从而大量形

成氧自由基杀死疟原虫 [6]。另一种理

论认为，青蒿素可能打破细胞的氧化还

原循环，因为青蒿素能抑制疟原虫消化

泡膜上的谷胱甘肽-S-转移酶[7]。

有人以酵母为模型研究青蒿素作

用机理，结果发现青蒿素靶向酵母菌的

线粒体，其中的电子传递链可激活青蒿

素释放活性氧自由基（ROS），导致线粒

体膜去极化[8]。随后的研究证实，青蒿

素只攻击疟原虫的线粒体，而且作用于

线粒体时并不抑制呼吸中的电子传递，

表明青蒿素作用的特异性可能源于自

我催化[9]。

最近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假说，认为

氧自由基导致疟原虫ATP酶（PfATP6）
受到抑制，由此阻断其能量代谢过程而

致死[10]。PfATP6被确认为青蒿素作用

（图片来源：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
mg22329822.900-blood-test-identifies-people-with-resistant-

malaria?full=true&print=true）
图2 东南亚各国青蒿素抗性疟疾的分布概况

（图片来源：https://www.niaid.nih.gov/
topics/Malaria/Pages/lifecycle.aspx）

图3 疟原虫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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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点的证据是：青蒿素也能抑制哺乳动

物 钙 ATP 酶（SERCA）[11]；PfATP6 与

SERCA突变能调节对青蒿素的敏感性
[12]；用去污剂使PfATP6与SERCA液化，

两者对青蒿素都不敏感[13]。

4 青蒿为何积累青蒿素？

青蒿素是从青蒿（Artemisia annua

L.）中提取出来的单体化合物（图4），而
野生青蒿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只不过

中国云贵川地区的青蒿富含青蒿素，如

四川酉阳青蒿中所含有的青蒿素比其

他地区高出10倍以上。因此，可以说，

高产青蒿素的青蒿是中国独有的“土特

产”，中国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青蒿素原料出口国。

青蒿素属于倍半萜类化合物，根据

此类化合物可能充当植物抗逆成分的

观点 [14]，推测青蒿素可能是生物胁迫

（biotic stress，如病、虫、创伤）及非生物

胁迫（abiotic stress，如旱、涝、暑、寒、盐

碱）诱导的抗性产物 [15]。有证据显示，

青蒿素是由其前体接受单线态氧（sin⁃
glet oxygen）而生成的，因而青蒿素有活

性氧自由基的“贮存库”之称[16]。

换言之，生态环境条件越极端的地

区，当地青蒿中的青蒿素含量越高，因

为恶劣气候能刺激细胞中的叶绿体大

量释放单线态氧。有报道称，四川酉阳

山如“鸡爪”起伏不平，河似“树根”蜿蜒

遍布，常出现“一边是骄阳一边是雨”的

奇异天气，这或许能理解为何当地生长

的青蒿中青蒿素含量在全国数一数二。

5 青蒿素能否人工合成？

早在 1983年，国外就已成功地化

学合成青蒿素 [17]。中国科学家也在同

年报道了青蒿素的全合成 [18,19]。但是，

人工合成青蒿素的成本太高，难以实现

工业化生产。随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

学的科学家Keasling团队另辟蹊径，开

启了青蒿素半合成的新时代，即首先在

微生物工程菌体内合成青蒿素前体，然

后再通过体外化学转化获得青蒿素。

2003年，他们在基因工程大肠杆菌中

首次合成了青蒿素前体青蒿酸 [20]。

2006年，他们又在基因工程酵母中合

成了更多的青蒿素前体，包括青蒿酸和

双氢青蒿酸[21]。

由于微生物体内缺乏活性氧自由

基的来源，也不具备青蒿素前体转化的

油性环境，因而未能实现青蒿素的“一

步法”全合成，而只能采用“两步法”将

酵母合成的双氢青蒿酸通过体外光化

学催化转变成青蒿素（图 5）。从经济

角度来看，酵母来源的青蒿素价格每公

斤为350~400美元，而青蒿来源的青蒿

素价格最低为每公斤120美元，最高可

达每公斤 1200美元[22]。中国科学家采

用独特的非光化学催化法也已成功地

将青蒿酸转变成青蒿素。

利用工程微生物工业化生产青蒿

素完全可达到高效、经济、实用的程度，

用这种青蒿素给药一次只需花费25美
分。酵母青蒿素目前已由赛诺菲公司

在意大利投资设厂进行规模生产，2014
年已生产出 55~60 t青蒿素，这相当于

青蒿素总供应量的 1/3。2014年 8月，

第 一 批 总 共 1700 万 份 青 蒿 素 已

运往非洲国家，用于疟疾患者临床救

治[23]。

6 青蒿素未来研究展望

青蒿素不仅可以抗疟疾，而且具有

抗衰老、抗肥胖、抗炎、抗癌和抗菌等多

种潜在功效（图6）。

图4 青蒿及青蒿素分子结构

（图片来源：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440/n7086/full/nature04640.html）
图5 青蒿素“两步法”合成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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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之所以能“一药多用”，是因

为其特有的过氧桥赋予了“一因多

效”。这个“因”是指青蒿素与血红素的

结合，这个“效”是指青蒿素结合血红素

蛋白并抑制其活性后产生的一系列健

康效应[24]。

当青蒿素与肿瘤细胞或细菌的一氧

化氮合酶结合后，就能有效地抑制其活

性，切断保护性一氧化氮的合成，因而可

作为抗肿瘤药或抗生素的增效剂发挥抗

癌或抗菌作用[25,26]。青蒿素可与诱导型

一氧化氮合酶结合，迅速阻断一氧化氮迸

发诱导的缺氧、血管再生和组织增殖，有

效中止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发病进程[27]。

青蒿素与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的结

合，能模拟热量限制激发的线粒体增殖

效应，发挥减肥及延寿等作用[28,29]。

有趣的是，青蒿素与2,4-二硝基苯

酚、白藜芦醇、二甲双胍、雷帕霉素等化

合物的结构完全不同，但却具有相似的

抗衰老作用。这是因为这些候选的“长

寿药”都靶向线粒体，而且通过一氧化

氮发挥作用。

7 青蒿素获奖启示

1）温故知新，绝不可生搬硬套。

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写道：“青

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

之”。正是其中的“水渍”和“绞汁”让屠

呦呦琢磨出青蒿素可能不耐热的想

法。诚然，古训的经验之说难能可贵，

但它仅仅是教病人如何抓药治病，并不

强求一定要完全利用青蒿素。实际上，

青蒿素不溶于水而溶于油，青蒿素因对

青蒿有毒而被隔离在充满芳香油的腺

毛（glandular trichome）中。假如机械地

套用“水渍法”，那么青蒿素的提取量将

很低。

2）古为今用，中医药现代化是否

还有必要？屠呦呦在多次热提取青蒿

素失败后，果断改用冷萃取法，一方面

有机缘巧合与运气的成分，另一方面也

有受先人启发的因素，说明不仅中医药

本身是现代医药开发的素材，而且中医

药典籍也是现代医药研究的宝藏。有

人担心中药或中药复方一旦被拆散，其

药性不再或大大减弱，反对中药的单药

提取及其药效研究。这种担心是没有

必要的，毕竟拆方效果最终要靠药效说

话，而且不可能每种中药必须配伍才会

有效。

3）屠呦呦获奖，同行应有怎样的

心态？青蒿素项目获得诺贝尔奖应该

是实至名归、货真价实！至于对“个人

功劳”还是“集体荣誉”的纠结，随着青

蒿素获得拉斯克—德贝基临床医学奖

与诺贝尔奖也就尘埃落地了。这是主

流科学评价的“游戏规则”，中国人应该

学会适应。屠呦呦是中国青蒿素研究

的杰出代表，她的获奖是国际学术界对

中国自然科学研究成就的认可和肯定，

这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4）预测诺贝尔奖及高影响力论文

还有用吗？从今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

来看，汤森路透的预测再次落空。这反

映出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与科学研究

团队追求的理念不同，前者更青睐实用

成果，而后者多注重前沿研究，导致从

成果发布到颁奖的相对滞后性，他们的

预测或许在今后可以兑现。高影响力

学术期刊固然集中了绝大部分高水平

的研究成果，但影响因子较低的学术期

刊不一定只发表低水平论文，更有可能

收罗原创但初步的创新性成果，青蒿素

研究中发表的论文就是鲜活的例子。

致谢致谢 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

中心教授李国桥为本文写作提供帮助！

图6 青蒿素等抗衰老作用机理模型

红色箭头表示激活，绿色箭头表示抑制，方框内箭头朝上指上调、朝下指下调。AMP：腺一磷；

AMPK：腺一磷依赖蛋白激酶；ART：青蒿素；ATP：腺三磷；CAT：过氧化氢酶；COX：细胞色素c氧
化酶；CR：热量限制；DNP：2,4-二硝基苯酚；H2O2：过氧化氢；MAPK：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ET：
二甲双胍；mTORC1：哺乳类雷帕霉素靶点复合物 1；NAD+：氧化型辅酶 I；NADH：还原型辅酶 I；
NO：一氧化氮；O2

-：超氧阴离子；PGC-1α：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辅助活化因子1；RAP：
雷帕霉素；RES：白藜芦醇；ROS：活性氧；SIRT1：氧化型辅酶 I活化去乙酰化酶；SOD：超氧化物歧

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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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呦弄蒿呦呦弄蒿———一个中国科学家的—一个中国科学家的
诺贝尔奖之路诺贝尔奖之路
李娜

科技导报社事业发展部，北京 100081

严格来说，屠呦呦并不是中国首位

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2009年，香

港中文大学前校长、物理学家高锟与另

外两位科学家共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不过，因高锟拥有香港居民身

份以及英、美双重国籍，加之内地民众

对其并不熟悉，因此他的获奖并没有在

国内掀起巨浪，也丝毫没有缓解中国人

的“诺贝尔奖焦虑症”。

2015年 10月 5日下午，屠呦呦因

为发现青蒿素而获得本年度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传来，中国人终于

可以放声为大陆科学家摘得诺贝尔自

然科学奖的桂冠而欢呼，国人呐喊多年

的“诺奖之问”也戛然而止。屠呦呦，这

位85岁的女药学家让国际社会认识到

中国科学界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一条通

往斯德哥尔摩之路已在她脚下铺开，后

来者必将追随她的足迹，越来越多地走

到国际科学舞台的中央。

屠呦呦生于 1930年，其 85年的生

活和科研经历并不算复杂。她33岁结

婚，婚后育有二女，丈夫是中学同窗，留

苏的钢铁研究专家，他体贴地包揽了家

中事务，使屠呦呦能更加专注于科研工

作。她一生中的荣耀与争议都与“青蒿

素”三个字紧紧相系。她的主要工作是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个庞大而复

杂的项目中完成的，她在其中做出了突

出贡献，也卷进了一些争议，这为她的

生平增添了一些斑驳的色彩和些许别

样的况味。不过，她的贡献毋庸置疑，

而且单就一位药学家而言，她的研究工

作的脉络也是非常清晰的。

受业：北大药学系的培养

20世纪 50年代，北京大学医学院

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教堂附近（现

址为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第一门诊部），

药学系学生在此处上课，他们的实验室

和宿舍则设在附近的菜园胡同 13号。

当时国内开设药学系的大学寥寥无几，

北大药学系更是其中翘楚。屠呦呦

1951年从宁波考入此地，进行为期4年
的药学专业学习。

据屠呦呦当年的同窗、北京卫生职

业学院首批主任药师周仕琨回忆，他们

的班级按入学年份排序称为药学第八

班，全班一共七八十人，他与屠呦呦同

龄，在班上年龄相对较大，最小的同学

比他们小3岁。升入大四时分科，按照

不同方向分为药物检验、药物化学和生

药三个专业，一班学生中选药物化学的

最多，有 40多人，选择生药的最少，只

有 12人，其中之一就是屠呦呦。当年

与屠呦呦选择同一专业的王慕邹，现为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的退休研

究员。他介绍说，生药的英文是 crude
drug，意思是指纯天然未经过加工或者

简单加工后的植物类、动物类和矿物类

药材。他说，当时生药专业毕业的学

生，更多的去向是做研究，而药物化学

专业更多与全国各大药厂相系。

虽然分了专业，但是不同专业的课

程基本都在一起上，只是各有侧重，比

如生药专业的生药学课程就比其他专

业课时多些。当时开设生药学的教授

是楼之芩先生，他是 1951年刚刚回国

的留英博士，后曾任中国药学会理事

长，也是中国现代生药学的开拓者之

一。当时教授生药的老师十分缺乏，楼

之芩是生药专业唯一一位教授。生药

学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各类原产

药材的分类、认识，以及通过显微镜切

片等手段观察其内部组织等。

当时药学系的其他主要专业课还

有药物化学和植物化学。植物化学课

由留美归来的林启寿教授开设，“植物

化学主要讲授如何从植物中提取有效

成分，鉴定其化学结构，撰写化学鉴定

方法以及对其进行研究等，包括提取有

效成分时如何选择不同的萃取剂等，屠

呦呦在发现青蒿素中所使用的化学方

法，都是林先生课上讲授过的内容。”周

仕琨说。生药学课的基础教育，植物化

学课中的方法教育，此后都转化为了屠

呦呦工作中的两个主要部分。

谈到当年同窗时对屠呦呦的印象，

周仕琨与王慕邹都表示，今日的诺贝尔

获得者当年在班中表现非常普通，只是

学习十分刻苦，勤勤恳恳，踏踏实实，但

成绩中等，并不拔尖，也不热衷文体活

动，就连长相也并不突出，非常低调。

周仕琨说，甚至可以用不苟言笑来形容

（图片来源：搜狐网）

青年时代的屠呦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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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她与周仕琨所在的药化专业的同学

们很少交流。王慕邹与屠呦呦同一专

业，更为熟识，两家人后来也时常走动，

王慕邹的妻子也与屠熟识，她说，去屠

呦呦家做客，屠呦呦的先生做了一大桌

菜招待他们，屠呦呦本人并不精于此

道，家中事务先生全包，“屠呦呦与一般

女孩子的兴趣不一样，她是个心胸开阔

的人，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

积累：14年摸索与储备

回顾屠呦呦的人生经历，从她进入

中药研究所工作，一直到参加寻找抗疟

药物的“523任务”中间的14年，成为了

她在研究上的一段积累和储备期。

1955年，北京筹建中医研究院，直

属于卫生部，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中医科

学院，一批名老中医从各地抽调奔赴北

京，充实中医研究的专家力量；也就在

这一年，屠呦呦大学毕业，进入该院中

药研究所工作。

工作初期，屠呦呦主要从事生药学

研究。1956年，全国掀起防治血吸虫

病的高潮。她和自己的大学老师楼之

芩共同完成了对有效药物半边莲的生

药学研究，1958年这项研究成果被人

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药鉴定参考资

料》收录。后来，屠呦呦又完成了品种

比较复杂的中药银柴胡的生药学研究，

这项成果1959年被收人《中药志》。这

两项研究都属她大学期间专业所学的

范畴。

1958年，毛泽东主席指出“中国医

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

掘，加以提高。”随后全国各地广泛地开

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西学中”逐渐形

成了高潮，中医学习西医也蔚然成风。

1959年，屠呦呦参加卫生部举办的“全

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系统

地学习了中医药知识。在两年半的脱

产学习中，她不但掌握了理论知识，而

且参加过临床学习。

据屠呦呦指导的唯一的博士生王

满元介绍说，屠呦呦后来还根据自己的

专业，深人药材公司和药厂，向老药工

学习中药鉴别及中药炮制技术，并参加

北京市的中药炮制经验总结，从而对药

材的品种真伪和道地质量以及炮制技

术有了进一步认识。中药炮制是中医

用药的特点之一，是指按照中医药理

论，根据药材自身性质以及调剂、制剂

和临床应用的需要，所采用的一项独特

的制药技术。中药必须经过炮制之后

才能入药，即通过净制、切制、炮炙等手

段，来实现降低或消除中药的毒性或副

作用、改变或缓和药物的性能以及增强

药物疗效等目的。之后，屠呦呦参加了

卫生部下达的中药炮制研究工作，是

《中药炮制经验集成》一书的主要编著

者之一。

王满元说，到1965年，屠呦呦把工

作的重点又转向了植物化学的研究，主

要是研究从植物中提取有效化学成分，

这项工作的方法和实践经验与屠呦呦

日后在发现青蒿素中的工作紧密相

关。当然，这段时间屠呦呦在自己的人

生中开始扮演母亲的角色，两个女儿都

是 1965年以后出生的，这也花去了她

一些时间和精力。

在 20世纪 50—60年代，

中国处于动荡的历史时期，

很多工作被迫中断，中药研

究所作为一个刚刚成立的研

究机构，在动荡之中摸索学

科建设方向，屠呦呦身处其

中也在默默地摸索自己的研

究方向。从著述发表情况来

看，这段时间屠呦呦的学术

成果不多，但她已属幸运，彼

时她的一些成绩优异的大学

同窗被划为右派，而她的工

作一直在继续。生药研究、中医学习、

中药炮制、植物化学研究等等，虽然不

是一以贯之，但她在不断学习和积累，

以后知后觉的眼光来看，这些工作无一

不为她日后那项影响世界的工作打下

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屠呦呦在2015年10月8日的科技

界祝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座谈会上

说，“1969年，中医研究院接受中央关

于抗疟疾药研究的任务，我觉得我有一

定的基础来接受这个任务，后来就担任

了课题组组长”。言谈之中透出的自

信，与当年的积累不无关系。

光辉岁月：寻找和发现青蒿素

如果没有参加“523任务”，屠呦呦

有可能会有其他成就；但也极有可能会

一个 14年接着另一个 14年，默默度过

她的学术生涯，因为她的大学老师、一

生致力于药物研究的知名植物化学家

林启寿 1978年离世前表示，自己人生

最大的遗憾是：虽然一生走过很多地

方，研究了很多植物，但是始终没有从

中找到一种对抗疾病非常有效的药

物。此间成功之难可见一斑。从中药

的现代化研究来看，目前因中国的研究

而推向全球使用或影响全球市场的单

体化学分子，不过是青蒿素、砒霜、维甲

酸等，至今屈指可数。不过，机遇之门

向屠呦呦打开了，而她也通过勤奋和智

慧抓住了这个机遇，从而书写了自己人

生当中的一段光辉岁月。

1969 年，39 岁的屠呦呦加入了

“523任务”。“523任务”始于1967年，是

当时的中国为了抗美援越而进行的一

项战备任务，该任务先后组织了全国上

百家单位、上千人进行研究，是一项军

队与地方大协作的科研活动，主要目的

是在较短时间内重点研究解决抗药性

疟疾的防治药物、抗药性疟疾的长效预

防药等问题。

据资料显示，“523任务”分为 5个

专题进行研究，其中之一是中医中药、

针灸防治疟疾的研究。而该专题的研

究题目具体又分为3个：常山及其他抗

疟有效中药的研究、对民间防治疟疾有

效药物的疗法的重点调查研究以及针

（图片来源：新华社）

屠呦呦在中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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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防治疟疾的研究。在当时，中药常山

的抗疟功效已经得到验证，只是毒副作

用难以消除，所以对它的研究占据相当

大比重。而青蒿还隐身于中药的海洋，

有待有心人发掘。

屠呦呦获诺奖后接受众多记者采

访时，大多向他们推荐两本资料，其中

之一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

成就概览》医学卷中收录的屠呦呦传

文。她认为该传文完整准确地记录了

当年的经历。

据传文介绍，屠呦呦被任命为其所

在的中药研究所“523任务”课题组组

长，负责全面工作，主要任务是从传统

中药中寻找抗疟药。从成千上万种中

药中筛选药物如同大海捞针，屠呦呦决

定先从本草研究入手，她用3个月收集

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

在内的 2000多个方药，在此基础上精

选编辑了包含640个方药的《抗疟方药

集》。该集虽然收录了青蒿，但方药仍

以常山为主，屠呦呦先是寻找合适中

药，以配伍解决常山碱致呕吐的副作用

问题，几无进展。此后开始针对一些药

物开展动物模型筛选工作，后发现胡椒

提取物对鼠疟模型疟原虫抑制率达

84%。但此后在海南疟疾疫区的临床

验证发现，该提取物只能改善些疟疾症

状，而不能使患者的疟原虫转阴。

据传文所载，从海南返京后，屠呦

呦的课题组主要精力还是开展对胡椒

的深入研究，1970年的2—9月，先后送

120余个样品到军事医学科学院测试，

没有进展。同年9月，屠呦呦与组员余

亚纲讨论扩大筛选范围，然而工作启动

后，仅仅做了30余个筛选样品，其中包

括青蒿乙醇提取物，疟原虫抑制率

68％。由于当时的种种原因以及条件

所限，课题组抗疟药物筛选不得不宣告

下马。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科研工作

充满变数。

1971年5月，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

导小组在广州召开了疟疾防治研究工

作座谈会，会议确定中医研究院要继续

承担部分中医中药防治疟疾的研究任

务。屠呦呦的课题组才得以重新启动，

而且扩充为4人，屠负责全面工作。

1971年 7—9月，屠呦呦课题组筛

选了100余种中药的提取物样品200余
个送去筛选检测，但结果令人失望。筛

过的中药包括青蒿，对疟原虫的抑制率

高时也只有 40％左右，尚不及传统抗

疟药物氯喹。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物

进入瓶颈，当时，对抗疟疾的传统药物

氯喹已经无法解决疟原虫的抗药性，而

中药常山的毒副作用始终无法消除，寻

找新药变得一筹莫展。

屠呦呦开始对前期的研究工作进

行认真分析，并重温以往研究过的几个

一度出现苗头的药物的历代文献。反

复研读文献过程中，《肘后备急方》中

“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

之”的描述给了她灵感——在既往的提

取研究中，一般中药常用水煎煮或者用

乙醇提取，但青蒿提取结果都不好，难

道青蒿中的有效成分忌高温或酶的影

响？屠呦呦似乎摸到了开门的钥匙，她

重新设计研究方案，夜以继日地进行筛

选。后实验证明，改用乙醚作为青蒿的

提取剂，提取物对鼠疟模型有较高的效

价，但杂质较多，且有一定毒性，遂又将

提取物分为中性和酸性两部分。实验

证明，酸性部分具较强毒性又无效，而

保留下来的中性部分才是抗疟药效集

中的有效部分，其中含有日后的青蒿素

单体化合物。实验还证明，只有青蒿叶

子才含有青蒿素，根茎则不含。经过一

批批反复试验，终于在 1971年 10月 4
日，编号为第191号的乙醚中性提取物

展现了令人振奋的结果，对鼠虐的疟原

虫抑制率达 100％！1971年 12月 3日

到1972年1月，提取物在猴疟模型上也

获相同结果。确证乙醚中性提取物是

青蒿抗疟的活性部位，这是发现青蒿素

的关键一步。1972年 3月 8日，屠呦呦

在南京召开的抗疟药研究内部会议上，

报告了青蒿及其提取物对鼠疟、猴疟具

有良好抗疟作用的重大发现，引起与会

者极大的关注。

会后，全国“523任务”办公室要求

中药研究所当年在海南疟区试用青蒿

有效提取物，观察临床抗疟疗效。经过

艰苦的工作，屠呦呦课题组在条件匮乏

的情况下用土法自行制备了大量青蒿

提取物作为临床用药，而且为了验证其

毒性，不惜与同事住进医院以身试药，

终于铺平临床试用之路。1972年 8—
10月，验证了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首

次临床30例抗疟全部有效的结果。

此后课题组一边准备临床验证用

药，一边开展有效成分的分离、纯化工

作。课题组 1972 年连续得到几种结

晶，后经试验验证，11月 8日分离得到

的结晶抗疟有效，正是我们日后的东方

神药“青蒿素”。

曲折的是，屠呦呦课题发现的青蒿

素制成片剂后，1973年8月首次临床验

证效果不够理想。在1973年初致函中

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获得中药青蒿抗

疟研究技术资料后，以魏振兴为代表的

山东科研人员和以罗泽渊为代表的云

南科研人员通过艰苦工作分别准确选

用优质青蒿资源分离得到了较多青蒿

素单体化合物，为进一步扩大临床研究

做出了贡献。广州中医学院的李国桥

首次验证了青蒿素对凶险型疟疾的疗

效，提出其具有高效、速效的特点，可用

于强求凶险型疟疾患者，并建议将青蒿

素制成针剂。

1973年年初，屠呦呦课题组就开

展了对青蒿素的化学鉴定研究。最终

经过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帮助，

确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

屠呦呦在寻找和发现青蒿素的过

程中，由于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所限，艰

辛的工作在所难免，除了难以顾及家

庭，她自己在大量制备青蒿乙醚提取物

时，因实验条件差而感染了中毒性肝

炎。而她的组员、首次提取出青蒿素晶

体的钟裕容则因气管发现肿瘤最终切

（图片来源：《中国教育报》）

屠呦呦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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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2/3的肺叶，另一位组员崔淑莲身

体也受到损伤，早早离世。与他们一

样，“523任务”的成员在当年都经历了

一段艰辛但充满激情的日子。正如屠

呦呦所说，青蒿素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

果，因此这也是他们共同度过的一段光

辉岁月。

延续：一生结缘青蒿素

屠呦呦接下来的研究生涯再也没

有与青蒿素脱离。

1973年9月下旬，屠呦呦科研组为

确证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将青蒿

素用硼氢化钠还原后获得了一个还原

衍生物——双氢青蒿素。在1975年基

本确定青蒿素的结构后，为了进一步探

讨青蒿素类化合物的抗疟构效关系，科

研组制备了双氢青蒿素的多种衍生物，

特别对还原后又乙酰化的衍生物开展

了较深入研究。初步构效关系研究结

果表明：过氧是主要抗疟活性基团，在

保留过氧的前提下，内酯环的羰基还原

成羟基可以明显增效，在羟基上增加某

些侧链的衍生物抗疟药效比青蒿素高。

1975年的全国抗疟药协作会议上

屠呦呦科研组公开了青蒿素的初步构

效关系规律，促进了全国范围内青蒿素

衍生物的研究。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所、桂林制药厂等单位开展了青蒿素衍

生物研究，分别研制了蒿甲醚与青蒿琥

酯。1986年后，屠呦呦科研组放弃了青

蒿素还原后又乙酰化衍生物的研究，深

入研究双氢青蒿素，历经7年，1992年将

双氢青蒿素研发为一类新药上市生产。

双氢青蒿素除本身具有强于青蒿

素的抗疟活性外，还是合成青蒿素类药

物的前体，青蒿素类的其他抗疟药均以

双氢青蒿素为基础，如青蒿琥酯、蒿甲醚

等。屠呦呦主持的“双氢青蒿素及其片

剂”研究也被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科技

成就。

双氢青蒿素被批准为一类新药后，

屠呦呦就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青蒿素

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治疗上。研究中，

她发现，青蒿素对红斑狼疮的治疗效果

明显。直到2004年，双氢青蒿素片获得

药物临床研究批件。只是没有解决临

床研究经费，这项工作没有进一步推动。

从屠呦呦发表的论著来看，她之后

又回归到中药青蒿本身，进行中药青蒿

的有效成分研究，她对中药青蒿幼株、

正品等的研究都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

后期，屠呦呦开始招收和培养学

生。据王满元介绍，1981年，我国实行

学位制度以后，屠呦呦开始招收硕士研

究生，共培养 4名硕士生，开展了中药

延胡索、牡蒿、白莲蒿、大蓟、小蓟等的

有效成分或化学成分研究，承袭了屠呦

呦做青蒿素研究的方法。中药研究所

2001年申报博士点成功后，她于 2002
年招收了唯一一名博士生王满元。王

满元攻读博士期间，屠呦呦指导他完成

了红药化学成分和初步生物活性研究

的学位论文，红药是苦苣苔科唇柱苣苔

属植物红药的全草，为壮医常用药材，

系我国特有，主产广西西南部，常用于

月经不调，身体虚弱，贫血及跌打骨

折。这也是她少有的中药青蒿之外的

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屠呦呦在70岁后

仍希望有所开拓的心情。

在争议中荣耀登顶

因为在发现青蒿素过程中的出色

工作，屠呦呦获得过不少荣誉，不过大

多是集体荣誉。由于“523任务”庞大

复杂，又完成于特殊历史时期，因此关

于青蒿素发明权的争议长期没有解

决。名震寰宇的青蒿素的发现者是谁，

长期以来并不为外界所知。2007年，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Louis Miller及
其同事开启调查青蒿素发现者之旅；

200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廖福

龙在Molecules纪念屠呦呦80岁专刊中

发表文章明确指出，青蒿素的发现归功

于屠呦呦。2011年，Miller在Cell杂志

发表调查结论，称“我们的发现毫无疑

问地显示最大的功劳应该归屠呦呦”。

这一年，屠呦呦获得了美国医学最高奖

拉斯克奖，这是对她本人的重要褒奖；

今年，屠呦呦荣耀登顶，获得了科学界

最高奖——诺贝尔奖，也开创了中国本

土科学家的新历史。

对于争议，诺贝尔奖已经是一个很

好的答案。重新梳理屠呦呦的学术成

长历程，可以总结出，她和同事们用相

对成熟的西方科学的思维和方法，结合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找到了一种药物，

从而让它在人类生命世界中大放异

彩。她的贡献在科学史上无法比肩影

响科学走向、搭建科学殿堂的巨匠们，

但在人类发展史上足以书写浓墨重彩

的一笔。而且，正如北京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教授饶毅所言，这个奖奖励的是中

国科学家一项踏踏实实的工作，屠呦呦

和当年的同道们一起做了非常艰辛而

扎实的努力，这种坚持与执着在今天的

科研中更加可贵。对于屠呦呦个人而

言，则有不少性格使然的成分，正如她

的学生王满元所说，“屠老师是一个特

别执着、坚定，事业心非常重的人，心无

旁骛。”

（图片来源：新华社）

屠呦呦获诺奖后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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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桥李国桥：：证实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疗效证实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疗效
第一人第一人
祝叶华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抗疟一线奔走48年
1972年中国科研人员首次在黄花

蒿中提取得到了抗疟疾有效物质——

青蒿素，这大大推动了中国抗疟疾研究

工作。1974年10月底，全国“523”办公

室将一项艰巨的任务交到了李国桥手

中，委托他开始进行青蒿素抗疟疾临床

试验研究。其实早在这之前的 8 年

（1967—1974年）李国桥已经开始进行

抗疟试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当

时他所在的研究组被称为脑型疟抢救

组。1967—1970年，他主要研究方向

是针灸疗法治疗疟疾的效果；1971—
1974年，李国桥的研究工作转变为抢

救脑型疟患者。

李国桥就此与青蒿素结下将近半

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接到全国“523”办
公室指派的任务时，李国桥正在云南疫

区开展脑型疟救治研究，在这之后他就

马不停蹄地展开了青蒿素临床验证试

验。在青蒿素成功提取之前，治疗疟疾

的药物主要是氯喹和奎宁。氯喹主要

用于口服，奎宁用于重症病患的静脉滴

注。在氯喹的抗药性以及中国首次发

现青蒿素的推力下，李国桥的青蒿素抗

疟临床研究就此拉开了帷幕，这一研究

就是41年，并且他还将一直继续下去。

以身试药——勇者不惧，仁者无敌

“都说我以身试药，这其实是媒体

的误读，‘以身试药’并非是验证青蒿素

的抗疟效果，而是为了验证恶性疟原虫

每裂殖周期引起 2次发热的理论。”采

访时李国桥告诉我们，他其实有过2次
“以身试药”的经历。第 1次是 1969年
为了验证针灸疗法对治疗疟疾是否有

效，他将疟原虫注射进了自己体内；第

2次是1981年，为了验证恶性疟原虫每

裂殖周期引起2次发烧的理论，李国桥

将疟原虫注射进体内，48小时期间不

服用任何药物。为什么一定要用人体

进行试验呢？李国桥提到，在试药之前

他跟多位从事疟疾治疗研究的专家讨

论过，认为一定要用人体来做实验，不

可以用猴子，因为他们已经用猴子做过

试验，但是猴子没有典型的热型，所以

只能用人体来完成。

鉴于1978年青蒿素抗疟的成果全

国已经鉴定，因此李国桥第2次以身试

药之时，底气明显充足了许多，由于对

青蒿素的抗疟效果信心十足，他基本没

有了以身试药的后顾之忧。虽然如此，

他仍旧做了发生意外的“准备”，写下所

谓的“遗书”。因为对于无免疫力患者

来说，患疟疾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发烧

第 1天就可以在其血液中分离出疟原

虫，如果不及时用药，将会危及生命。

但是李国桥的验证试验却是将疟原虫

注射入体内出现明显发热后，进行 48
小时的连续观察，期间不能用药，因为

只有等到有典型的 48小时内引起 2次
发热的症状，才能收集到他需要的数

据，证明他的理论。虽然青蒿素的抗疟

效果显著，但是 48小时不用药的做法

还是非常冒险的。县级医院的医疗条

件不具备处理这种临床试验的能力，因

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青蒿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抗疟疾专家。1974年首先证实青蒿

素治疗恶性疟疾的速效低毒作用；证明了青蒿素类药对恶性疟原虫配子体的抑杀作用；

提出恶性疟原虫对青蒿素类药不易产生抗药性的学术见解；先后研制了3个青蒿素类复

方，其中2个复方获得发明专利，2个复方在尼日利亚、肯尼亚等非洲数10个国家广泛应

用。因在抗疟方面的突出贡献，先后获得越南、柬埔寨、科摩罗等政府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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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小组只能把他转移回广州，回到

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住院后，

医院的医生都不敢接诊，因为情况太特

殊、太危险，最后只能由他的老朋友、从

1975年起一同开始青蒿素治疗脑型疟

研究的郭医生来观察诊断他的病情。

鉴于当时试验的高危险性，李国桥

甚至书写了一份免责声明交给郭医生，

以防他的妻子和领导责怪郭医生，这也

被称为他的“遗书”。他在声明中写道，

现在高烧不断的情况是为了进行实验

研究，不用药也是为了进行试验研究，

请妻子和领导理解自己的主管医师，以

便他们可以完成自己的实验。最后为

了宽慰妻子和领导，他甚至半开玩笑的

写道，“如果万一出了问题，你们就在我

的花圈上画个疟原虫就好了。”因为掌

握了规律，对青蒿素有坚定的信心，因

此李国桥敢于冒险。在他的试药实验

之后，他的主管大夫和其他7位志愿者

也完成了“以身试药”的试验。最终证

明恶性疟原虫 48小时会引发 2次发烧

的理论。

积极推广青蒿素，开创青蒿素外交

1974年深秋，处于云南边境的耿

马县阿佤山南腊公社，有一个孕妇患了

脑型疟疾，昏迷不醒。孕妇患脑型疟具

有50%的致死率，当时该孕妇已经灌服

了一次青蒿素，仍然深度昏迷，红细胞

减少得非常快。医护人员不敢再次为

孕妇使用青蒿素。当天夜里 10点钟，

李国桥接到电话听说孕妇用了青蒿素

仍然深度昏迷，红细胞减少得也很快

时，依靠青蒿素治愈多例非脑型疟疾患

者的经验，他立即决定继续给孕妇再鼻

饲给药一次青蒿素，他告诉我们，当时

根本没有考虑医疗事故，想的就是赶紧

救人。因为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改用

奎宁也是一样的危险。李国桥的坚持

拯救了孕妇的生命，这也是第一例青蒿

素脑型疟治愈病例。

1976年春，李国桥把青蒿素的肌

肉注射剂带到了柬埔寨，当地找了一些

老资格的医生与他们对接，老医生们不

同意他们的用药策略，西医们开始对青

蒿素的抗疟效果持怀疑态度，反对应用

青蒿素这种中药提取物来治疗疟疾。

李国桥当即就提议针对第一个病例，同

时用奎宁与青蒿素，结果证实青蒿素杀

虫速度远远超过去用奎宁的效果，使西

医相信中药的抗疟疗效。之后的青蒿

素推广中，进展的就相对顺利多了。

1991年，越南疟疾大流行，造成数

千人死亡。隶属于越南卫生部的胡志

明佐内医院向李国桥等人发出了邀请，

他们希望李国桥等人可以帮助越南度

过疟疾的难关。李国桥带领着研究团

队飞赴越南后直接放弃了奎宁，而改用

青蒿素衍生物治疗脑型疟，效果显示非

常好，因此青蒿素类药物很快在胡志明

市被推广开，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越南

中部的推广却受到重重阻碍，胡志明市

医院的老院长在看到李国桥应用青蒿

素治愈了大批脑型疟疾患者之后，亲自

带队到越南中部的医院进行青蒿素的

推广。

在柬埔寨、越南以及之后的东南亚

成功推广青蒿素之后，李国桥把抗疟

“战场”转移到了非洲。

总结了 2004—
2006 年在柬埔寨抗

疟的经验，2007年在

广东政府和商务部

的资助下，李国桥带

领着广州中医药大

学的抗疟团队前往

科摩罗实施了“全民

服药”抗疟新方案，

利用复方青蒿素快

速清除疟疾，这次大

范围的临床实验从

个体治疗扩展到群

体药物干预，快速消

灭传染源对疟疾防

控策略进行了创新

并示范运用。

项 目 先 后 于

2007、2012 和 2013
年在科摩罗所属的

莫埃利岛、昂岛和大

科岛地区实施了2次
全民服药。2014 年

科摩罗实现了疟疾

零死亡，疟疾发病人数下降了98%。该

项目有效地遏制了疟疾流行。即便如

此，李国桥还是反复强调这只是控制了

疟疾，并非真正的消灭疟疾。因为2次
全民服药之后，还有 1%的患者携带着

传染率非常高的疟原虫，这剩下的 1%
的传染率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加以消

除，那么这种传染可以持续 10~20年。

如何将这 1%的患者找出来非常困难，

李国桥带领团队培训了当地人员利用

显微镜来寻找传染源，找寻没有消灭的

原虫，但是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览

于此，他们在 2007年开始利用改良的

PCR快速检测技术检测传染源，PCR检

出率高、速度快。PCR的应用，使科摩

罗莫埃利岛疟疾检测工作的开展更加

便捷、高效。李国桥表示，现在的科摩

罗应该乘胜追击，通过政府的支持，争

取 100%消除疟疾。他们的抗疟疾工

作挽救了科摩罗数万人的生命，但是

李国桥却不居功自傲，他表示科研人

员不能自满，要乘胜追击将该国的疟

疾完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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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服药是他的团队首次通过群

体药物干预、使用中国的创新药物帮助

一个非洲国家快速控制疟疾流行的成

功案例。2013年8月，科摩罗联盟副总

统兼卫生部长福阿德·穆哈吉来到广

州，为帮助科摩罗你能快速控制疟疾作

出重要贡献的李国桥和宋健平颁发了

总统奖章，这是该奖章首次颁给外国教

授。

新药研发，在创新中前行

青蒿素的发现与抗疟临床试验都

起源于中国，但青蒿素的专利权却不属

于中国，说到这点，李国桥表示非常无

奈，“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当时我们没

有专利，不过现在世卫组织修改了政

策，各国对抗疟疾类药物专利可以不

顾，谁都可以仿制，这是对的，因为疟疾

是穷人病，必须先考虑救人，中国今后

新一代的复方青蒿素药物也会逐步走

向国际市场，用以帮助更多的穷人。”

但新药的研发从来都不是一劳永

逸的事情，青蒿素抗疟药物的研发在不

断经历着改革与创新的过程。20世纪

90年代，李国桥就发现了青蒿素及其

衍生物（青蒿琥酯和双氢青蒿素）虽然

对疟原虫灭杀作用强，但半衰期短、药

效时间短、服药疗程长且价格偏高。这

些缺点引发了李国桥对青蒿素药物国

际推广的思考，并着手开始研发新型复

方青蒿素药物。

2006年，李国桥和团队研制出疗

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复方抗疟新药

——Artequick。这个新药不仅疗效快、

治愈率高，而且只需 2天疗程，每天服

药 2片，成本仅为同类药物1/2，非常适

合穷人服用。1992—2006年，李国桥

与团队在不断改进复方的基础上，已经

研发了 3代复方青蒿素药物。目前应

用的复方青蒿素Artequick系列是第 3
代新药。前面的 2代复方分别为：第 1
代复方中含有磷酸哌喹、伯氨喹、双氢

青蒿素和甲氧嘧啶 4种组分；第 2代复

方中去掉了甲氧咔啶和伯氨喹；直接利

用青蒿素和呱喹，只剩下磷酸哌喹和双

氢青蒿素，获得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

可。复方青蒿素药物每一代产品都在

优化，效果一次比一次显著。如今的第

3代青蒿素复方——青蒿素哌喹片将

双氢换回青蒿素，磷酸哌喹换成碱基。

这样减少了原料用药，但仍保留了原来

的活性成分，24小时服药2次即可治疗

疟疾。该药已取得包括美国在内38个
国家的国际专利保护，29个国家的商

标注册。第 3代复方青蒿素药物的研

发成功离李国桥心中规划的蓝图，即毒

性更小，1天就有效，不用分服 3天，更

近一步了。

除了治疗疟疾，李国桥等人还发现

青蒿素将来还有可能应用于癌症的治

疗中，他们还会在青蒿素新药的研发道

路上一直前行下去。

在采访的最后，提到中国的科研环

境，李国桥表示，目前大多数科研人员

都是埋头苦干的，但最近10年来，科研

风气浮躁，今年还发生了中国学者论文

被法国和英国出版公司大规模撤稿的事

件，这是非常不应该的。他告诫年轻的

科研人员，要扎扎实实，实事求是地做科

研，只要静下心来，戒骄戒躁，每个科研

人员都会在自己的领域有一番作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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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现代化的历史丰碑中药现代化的历史丰碑
———屠呦呦与青蒿素—屠呦呦与青蒿素

李连达，李贻奎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

摘要摘要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在青蒿素研制工作中的杰出成就，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

是在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基础上，从千百个复方、单方、古方、验方中，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手段发现、

研制的现代中药。青蒿素是具有化学药特点的现代中药，是中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成果。随着现代科学的

发展，中药现代化是必然趋势，“传统中药”与“现代中药”将比翼双飞。青蒿素提取分离有效成分，是成功的

示范。

关键词关键词 诺贝尔奖；屠呦呦；青蒿素；中药；中药现代化

喜讯传来，中国科学家屠呦呦首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这不仅是屠呦呦教授的荣誉，更是所有参加青蒿素研究

的科研人员的荣誉，是全国中西医药工作者的集体荣誉，是

伟大祖国、伟大人民的荣誉。

青蒿素是在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的基础上，在中药研究

中充分运用传统及现代科学、理论、方法、手段，充分体现出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思想。从千百年来古人与疟疾

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中，从浩如烟海的经典著作、民间验方

等伟大宝库中，经过不懈努力，江里淘沙，沙里淘金，从千百

个复方、单方、古方、验方中找到治疗疟疾的有效物质，并精

制成治病救人的好药——青蒿素。

成功研制出青蒿素说明这项研究的方向是正确的，科研

思路是合理的，理论方法、手段是科学的。提高了中医药的

科研水平、推动了中医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推进了中国医药

卫生事业的发展，使中西医药结合，中医药现代化、科学化，

有了空前大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推进作用。为中医药

未来发展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更为全世界几亿疟疾患

者研制出新一代安全、有效的创新药，使防疟抗疟工作有了

划时代的进展。

1 青蒿素是具有化学药特点的现代中药

有人问，青蒿素是“中药”还是“西药”？诺贝尔奖是中医

药奖还是西药奖？中医到底是不是科学？各派各持己见，言

之有理、论之有据、引经据典、谈古论今，都有道理。但是谁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药药理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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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说服对方，也不愿意求同存异。青蒿素是中药或西药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为全世界几亿疟疾患者提供了安全有

效能够治病救人的好药，它使几百万重症患者免于死亡。保

证人类健康，何须争长短，比高低？把学术之争变成学派之

争，甚至帮派之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并不可取。

何为“中药”？何为“西药”？至今没有国际公认的定义

和标准，也无国内学术界公认、官方认可的定义与标准，两者

都没有科学的定义、合理的标准、严格的界限。过去是根据

药物来源分配，“中药”是指来源于中国、中华民族的药物，

“西药”是来源于西方国家和民族的药物，这种约定俗成的传

统看法并不科学，概念模糊，定义不够严谨，界限不清。

近年有些学者，根据药物性质来分类，认为“西药”是指

化学药、生物制剂类，但印度、埃及等民族的传统药，既不符

合化学药、生物制剂的标准，又不能称之为“中药”，它是什么

药？因此“西药”也应该有“传统西药”与“现代西药”之分，印

度、埃及等民族传统药应该属于“传统西药”，而不是“现代西

药”，更不是“中药”，而化学药、生物制剂则属于现代西药。

“中药”也有“传统中药”与“现代中药”之分，“传统中药”

是指“草根树皮一锅汤”，以及丸散膏丹等传统制剂。“现代中

药”则是经过精制、纯化、提取分类有效组分或成分，制成的

中药，它继承了传统中医药的理论和千百年来实践经验，又

充分运用了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药学）的理论、方法、手

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高疗效，降低毒副作用。

青蒿素是在传统中药的基础上，经过精制、纯化、提取、

分离、精选有效成分研制而成的中药，它不同于“传统中药”，

而是“现代中药”，是具有化学药特点的现代中药，具有双重

属性。在分类上既可认为是中药（现代中药），也可认为是化

学药。中国过去的做法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申报中药

新药者按一、二类中药处理，申报化学药者按西药处理。此

外，冬虫夏草的真菌培养液用菌丝体制成“金水宝”，是中药

的产物，不是传统中药，应该是现代中药，它又具有生物制剂

的特点，如果将它列入生物制剂（西药）也无不可。

“条条大路通北京”。随着科学的发展，中药现代化大发

展是必然趋势。“传统中药”与“现代中药”将比翼双飞，不应

丢掉传统中药，把中药都“化”成有效成分（化学药），青蒿素

提取分离有效成分是成功的，有示范意义，是中药发展的重

要途径之一，但不是唯一途径，不是所有中药都必须走此途

径。另一方面也不应该故步自封、墨守成规、排斥否定现代

中药，认为它是“离经叛道”、“变相消灭中药”。

中医药要发展，传统中药与现代中药都要发展，一切从

病人出发，从治病救人出发，凡是有利于提高疗效，提高治病

救人的水平，无论是传统的现代的、或者是“中药西化”的中

药都应该大力发展。战争的武器需要多样化，治病救人的武

器也要多样化，肯定一条独木桥，否定其他途径与模式，一刀

切、一统天下的做法并不科学。

今后随着中药现代化的发展，现代中药特别是具有化学

药或生物制剂的特点、双重属性的现代中药，将会增多。“似

驴似马、非驴非马”，中西药界限不清，或兼具中西药特点的

品种，将会不断出现，能够治病救人就是好药，何须争论不

休？一刀两断，截然分开。

2 现代科研形式的启发

有人提出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是“人海战术”做出来的，

“这种研究过程是不可复制的”。此论需要商榷。

在科技领域有“单兵作战”、“小团队作战”及“大兵团作

战”3种类型。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在诺贝

尔获奖者中，多数为个人或小组研究成果，但也有一些是多

学科合作的大兵团作战（所谓的人海战术）的结果。例如精

准医疗、转化医学、基因组学、系统生物学、抗癌药研究以及

军事科学、工程技术等研究，几乎都是世界性的大合作、大兵

团作战，不是个别学者或小组研究所能胜任的。

我们不赞成不分青红皂白，任何研究项目都搞全国性的

群众运动，一哄而上、大轰大嗡、虚张声势。也不赞成不问具

体情况，一律否定多学科合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应该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有些项目适合个人或小组研究，有些则适合

多学科合作，需要发挥集体优势，协作攻关。

把选择性的项目，科学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组

合，团结合作、大兵团作战，一律贬之为“人海战术”，未必恰

当。认为青蒿素研究成果“不可复制”，是否过于武断？

个人研究、小组研究及多学科合作研究，是科技研究的3
种模式。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正确选择。不能一刀切，我们既

不应将个人研究斥之为“突出个人”、“个人英雄主义”、“个人

名利思想”，也不应将合作研究贬为“人海战术”。我们既不赞

成“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也不提倡随帮唱曲、滥竽充数。

3 个人贡献与集体的关系

诺贝尔奖是个人奖，中国多为集体奖（也有个人奖或在

集体奖中列有个人排名，涵盖个人奖）。两类奖项的对象、目

的、作用、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无优劣之分，都可以有。争论

的焦点，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个人奖或集体奖哪个更好。而在

于评奖是否实事求是，客观真事，公平公正合理？做得好，无

论个人奖或集体奖都能发挥正能量，起到积极作用。做的不

好，都会起到消极作用，发挥负能量。过去中国的评奖项目

大部分是公平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获奖项目不够实

事求是，不够真实客观，不够公平公正合理。有些贡献突出

的学者，由于无职无权而被排斥在外，有些并无多大贡献，但

有职有权者成为主要受奖人，排在前一二位，贪天之功，沽名

钓誉。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不起好作用，不能取信于民，

难以服众。因此，集体与个人之争，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客观

真实，公平公正合理。关键在于对每个集体、每位个人的贡

献，都应做出全面、正确、客观、公正的评价。防止用不正当

手段争名夺利。当然，加强大公无私的品德教育，提倡无私

奉献精神更重要。

这项研究成果说明科研领域中集体与个人，大兵团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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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团队及少数专家的尖兵突击作用，应该合理解决、起到

协同配合，优势互补作用，但是处理不当，也会发生干扰迟滞

等负作用，甚至压抑专家们充分发挥作用。也说明过去我们

的科研体制机制、领导指挥机制、评价体制机制、奖励机制等

方面，有正面因素，对于获得重大成果起到支持和保证作用；

但也存在一些缺欠和错误，起到拖后腿埋没人才，阻碍正能

量的发挥和影响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的负面作用。

科技工作的模式需要多样化，每位参与者的角色也应多

样化。每次评选各种奖励总会引起集体与个人关系的讨

论。各种各样的高论，令人眼花缭乱，都是无比正确，又不尽

相同。

个人与集体贡献的关系，愚见是：1）埋没、贬低、抹杀、否

定个人的贡献是不对的；2）夸大、拔高、虚报、冒领个人的贡

献也是不对的；3）忽视、贬低、否定集体的贡献是不对的；

4）用集体贡献，掩盖、埋没、贬低、否定个人的贡献也是不对

的；5）用不正当手段争名夺利更是不对的。

4 既不要“丑化”，也不要“神化”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个道理尽人皆知。屠呦呦教

授是位值得尊重的科学家，对她的任何丑化或者神化都是不

应该的。对她应该多尊重，多支持，多爱护，给她一个轻松、

愉快、安静的工作环境，少一些干扰，少一些压力，比什么都

强。

在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的重大时刻，我们也不无遗憾的

暴露出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既应总结这次获奖的经验，也

应认真总结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喜中有忧，不应忽视。

在科技领域积极推进改革，创造更多更好的有利条件，

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建立科学的体制机制，排

除不利因素，干扰因素，负面影响，仍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

任务。中国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医学、生理学）领域的诺贝尔

奖，已实现零的突破，今后必将在更多领域、有更多杰出的科

学家，创造出更多的奇迹来。

热烈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

热烈祝贺所有参加人员的伟大贡献！

预祝中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祝祖国繁荣富强，科学发达，造福全人类！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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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的生物合成研究青蒿素的生物合成研究
方欣 1，卢山 2，于宗霞 3，陈晓亚 1

1.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上海 200032
2.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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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从传统药用植物黄花蒿中分离出青蒿素以来，其作为最有效的抗疟药物

受到全世界高度关注。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手段的发展，青蒿素生物合成途径逐步得到阐明，大多数代谢步骤

的酶基因和部分调控机制得到鉴定。与此同时，利用转基因技术促进黄花蒿中青蒿素的合成与积累，以及在微

生物中重建代谢通路以实现青蒿素的半合成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本文介绍在青蒿素代谢研究领

域的主要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青蒿；萜类；青蒿素；代谢

青蒿素（artemisinin）是目前治疗恶性疟疾（malaria）最有

效的药物成分。1977年《科学通报》首次报道青蒿素[1]，1979
年，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得以解析[2]。青蒿素结构中特有的过

氧桥键（peroxide bridge），被认为与抑制疟原虫的活性直接相

关。在自然界中，青蒿素的来源是菊科（Asteraceae）蒿属（Ar⁃

temisia）的1年生草本植物黄花蒿（A. annua L.）。黄花蒿广泛

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寒温带、温带和亚热带地区，以及北美部

分地区。该植物在中药文献里常称为“青蒿”，青蒿素的中文

名即源自于此。而在植物分类学中，青蒿这一名称被用

于蒿属另一个种A. carvifolia Bach.-Ham.[3]，该种含有艾蒿碱

（abrotanine）等成分，但未发现含青蒿素。本文根据植物分类

学文献使用黄花蒿一词。研究表明，在黄花蒿中，青蒿素含

量约占其干重的0.01%~0.8%，主要富集在花和叶片中。

1 黄花蒿的化学成分

除青蒿素外，黄花蒿还含有多种次生代谢成分（天然产

物）。其中大量的萜类成分是黄花蒿特殊气味的主要来源。

关于黄花蒿成分分析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报道。1999 年，

Tellez等比较了黄花蒿有腺体和无腺体品种的萜类成分及其

含量，发现在两种不同的品种之间，代谢产物存在着成分与

含量的显著区别。有腺毛（glandular trichome）品种中挥发油

含量占鲜重的 0.24%，而无腺毛品种只有 0.06%。前者成分

以α-蒎烯（α-pinene）、松香芹酮（pinocarvone）和蒿酮（arte⁃
misia ketone）为主，而后者则以大根香叶烯D（germacrene-D）
和β-石竹烯（β-caryophyllene）为主。青蒿素仅见于黄花蒿的

有腺体品种[4]。

2 青蒿素的生物合成

青蒿素是一种倍半萜内酯（sesquiterpene lactone）。高等

植物中萜类合成代谢的底物是源于细胞质中甲羟戊酸（mev⁃
alonic acid，MVA）途径或质体中磷酸甲基赤藓糖（methy⁃
lerythritol phosphate，MEP）途径的五碳（C5）前体异戊烯基二

陈晓亚，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上海市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研

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植物次生代谢、植物-昆虫相互作用、

表皮毛和棉纤维发育研究。2008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2014年获第三届国际棉花基

因组（ICGI）组织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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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isopentenyl diphosphate，IPP）和二甲基丙烯基二磷酸

（dimethylallyl diphosphate，DMAPP），在细胞质中经C15的法尼

基二磷酸（farnesyl diphosphate，FPP）由倍半萜合酶和三萜合

酶进一步形成各种倍半萜、三萜等产物；在质体中经C10的牻

牛儿基二磷酸（geranyl diphosphate，GPP）由单萜合酶合成单

萜、经C20的牻牛儿基牻牛儿基二磷酸（geranylgeranyl diphos⁃
phate，GGPP）由二萜合酶催化生成二萜以及类胡萝卜素等产

物。黄花蒿富含单萜和倍半萜，多个单萜、倍半萜合酶已经

被克隆。如贾军伟等从黄花蒿中，通过同源基因克隆的策略

获得了2个单萜合酶基因（QH1和QH5）并鉴定为催化由GPP
合成3R-芳樟醇（3R-linalool）[5]；蔡煜等从黄花蒿中克隆鉴定

了一个倍半萜合酶，β-石竹烯合酶[6]；卢山等克隆鉴定了一个

单萜合酶，β-蒎烯合酶，并发现其表达受昼夜节律的调控[7]。

在过去 20年里，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青蒿素的

代谢途径已经得到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不仅其生物合成反

应中大部分步骤已经阐明，而且绝大多数参与青蒿素合成的

酶也得到克隆和鉴定（图1）。FPP合酶（FPP synthase，FPPS）
催化 IPP和 DMAPP形成 FPP。随后，不同的倍半萜合酶以

FPP为底物，催化形成不同的倍半萜基本骨架，其中大多数是

环状化合物，其中紫穗槐-4,11-二烯（amorpha-4,11-diene）是
青蒿素合成的关键中间体。黄花蒿中编码 FPPS的基因于

1996年由Matsushita等克隆 [8]。随后，Chang等和Mercke等 2
个实验室同时报道了黄花蒿的紫穗槐-4，11-二烯合酶（amor⁃
pha-4,11-diene synthase，ADS）编码基因 [9,10]。ADS催化青蒿

素途径的第一步反应，是青蒿素生物合成的关键酶。在形成

萜类的基本骨架之后，各种修饰酶继续对这些结构进行氧

化、羟化、甲基化等修饰。Teoh等发现一个细胞色素P450单
加氧酶，CYP71AV1，即紫穗槐二烯 C-12氧化酶，催化紫穗

槐-4,11-二烯的羟化和脱氢，依次产生青蒿醇（artemisinic al⁃
cohol）、青蒿醛（artemisinic aldehyde）和青蒿酸（artemisinic ac⁃
id）[11]。与 CYP71AV1 相互作用的细胞色素还原酶（cyto⁃
chrome P450 reductase，CPR）的编码基因也得到了克隆鉴

定。后来Teoh等发现一个醛脱氢酶ALDH1可能也参与了从

青蒿醛向青蒿酸的代谢过程[12]。2013年Paddon等[13]在构建青

蒿酸工程酵母的过程中发现催化紫穗槐二烯形成青蒿酸的全

过程还需要另外一个细胞色素CYB5与CYP71AV1共同催化

紫穗槐二烯形成青蒿醇，而催化青蒿醇形成青蒿醛则需要一个

醇脱氢酶ADH1。Bharel等[14]认为青蒿酸可能是经过青蒿素B
（arteannuin B）和二氢青蒿素B（dihydroarteannuin B）形成青蒿

素。此外，Zhang等[15]发现青蒿醛也可能通过一个还原酶（arte⁃
misinic aldehyde Δ11(13) double bond reductase，DBR2）的作用

形成二氢青蒿醛（dihydroartemisinic aldehyde），并在ALDH1的

酶（黑体）包括紫穗槐-4,11-二烯合酶（ADS）、紫穗槐二烯C-12氧化酶（CYP71AV1）、P450还原酶（CPR1）、细胞色素

b5（CYB5）、醇脱氢酶（ADH1）、醛脱氢酶（ALDH1）和青蒿醛Δ11（13）双键还原酶（DBR2）。虚线表示推测的代谢过程

图1 青蒿素的生物合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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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成为二氢青蒿酸（dihydroartemisinic acid），最终经一个

过氧化物中间体形成青蒿素[12]。

植物中特定的天然产物往往仅分布于独特的物种，同时

其合成与积累具有组织、器官以及发育阶段的特异性，因此

又被称为植物特异代谢物（plant specialized metabolites）。青

蒿素是植物特殊代谢物的典型范例，处处体现着这一特性。

早期Bertea等对黄花蒿腺毛中的基因表达进行了分析，发现

多达 47%的表达基因参与各种代谢过程，包括MVA、MEP途

径以及下游的萜类合成与修饰过程[16]。Kim等[17]发现在参与

青蒿素合成的酶基因中，ADS的启动子主要表达于花药和幼

嫩叶片的腺毛中，而在代谢途径中位于其下游的CYP71AV1
和DBR2基因也在腺毛中具有较高的表达水平[11,15,18]。

黄花蒿的腺毛由 10个细胞组成，包括一对基细胞、一对

柄细胞和3对分泌细胞。2009年Olsson等[19]利用微切割方法

分离了每一对细胞，进而研究了各自的基因表达特异性，结

果表明FPPS基因在所有的腺毛细胞及其基部的叶肉细胞中

都表达，但是ADS、CYP71AV1和DBR2的编码基因只在最外

侧的一对分泌细胞中表达。这些结果显示，青蒿素可能是在

叶肉细胞和腺毛中合成其前体FPP，并在腺毛的顶部才最终

生成的。

3 青蒿素的代谢调控

青蒿素生物合成途径步骤较多，且代谢过程位于特定的

腺毛细胞中，分离鉴定调控因子对于深入理解植物倍半萜及

青蒿素生物合成具有重要意义。

转录因子的鉴定是认识植物代谢调控进而开展天然产

物代谢工程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类黄酮的代谢工程研究中，

转录因子的鉴定和运用取得了很好的进展。近 5年来，在青

蒿素生物合成的研究中也已经发现了多种转录因子的参

与。WRKY、AP2/ERF、bHLH和bZIP等家族的转录因子都有

报道 [15,21~24]。其中，于宗霞等 [24]发现黄花蒿的 AaERF1 和

AaERF2两个转录因子都能够结合在 ADS和CYP71AV1基因

启动子区域的CBF2和RAA元件上。转基因工作显示，过表

达这2个转录因子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促进黄花蒿中ADS和
CYP71AV1的基因表达，同时增加植株中青蒿酸和青蒿素的

含量；而抑制这 2个转录因子的表达则出现相反的效果。

AaERF1和AaERF2的基因表达都受到茉莉酸处理的诱导，显

示出其调控作用与植物激素信号系统之间可能存在着联系
[24]。张芳源等[25]发现一个bZIP家族的转录因子AabZIP1还能

够与 ADS和 CYP71AV1上游的 ABRE元件相结合，表明ABA
可能也参与了青蒿素的代谢调控。

此外，Pandey等[26]的研究表明，青蒿素的合成受到UV-B
的强烈诱导，而其合成途径中的DBR2基因的表达受到UV-B
诱导的DNA甲基化的调控[27]。这一发现将表观遗传学的研

究工作引进了青蒿素的代谢调控领域。而洪高洁等[28]发现在

黄花蒿中过表达拟南芥蓝光受体CRY1也可以增加青蒿素的

积累。

4 青蒿素代谢工程与合成生物学

疟疾多发生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而青蒿素是首推的抗

疟良药。因此，确保青蒿素的高效生产和稳定供应始终是一

个重要的话题。目前栽培黄花蒿仍然是获得青蒿素最有效

的手段。尽管黄花蒿生长环境比较宽泛，但植株中较低的青

蒿素含量以及栽培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青蒿素的产

量难以满足制药市场的需求。通过过量表达关键酶基因以

及抑制代谢旁路等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转基因黄花

蒿中的青蒿素含量[29,30]。

除了增加通往青蒿素生物合成的代谢流，提高青蒿素的

贮存能力也是解决产量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2010年，Gra⁃
ham等[31]利用转录组深度测序的方法，分析了可能与青蒿素

含量相关的数量基因位点（quantitative trait locus，QTL）。根

据基于青蒿素含量以及叶面积与腺毛密度等因素的分析，他

们获得了包括DXR2和MAX3在内的一系列与青蒿素合成相

关的位点。这一结果为通过遗传育种的手段获得青蒿素高

产品系提供了依据。今年，通过表达一个β-葡萄糖苷酶，

Singh等[32]也促进了转基因黄花蒿的腺毛密度，并提高了青蒿

素含量。

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等手段可用于提高植物中天然产

物的合成与积累。国内外不同实验室先后在黄花蒿发根培

养条件优化以及促进其中青蒿素含量的提高等方面开展了

一系列的研究工作[33~41]，这些研究对于以细胞或发根为材料，

通过生物反应器大量培养以获得青蒿素提供了较为全面的

数据，也揭示了在青蒿素生物合成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调

控因素。

随着参与青蒿素生物合成的各种酶基因不断得到克隆，

通过转基因手段在植物体内促进其生物合成、或在微生物中

重建其代谢途径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996年Vergauwe
等[42]建立了黄花蒿的根癌农杆菌高效转化体系，不仅使黄花

蒿的遗传转化成为可能，也将其在植物中的干重含量提高到

0.17%。1998年陈大华等 [36]也建立了发根农杆菌的转化体

系，并开始尝试将一些参与萜类代谢的基因转入黄花蒿的发

根。景福远等[43]通过在黄花蒿中过表达其自身的CYP71AV1，
将植株中的青蒿素含量提高了约2.4倍。随着越来越多的基

因得到鉴定，在微生物中合成青蒿素的可能性也日渐提升。

Keasling实验室首先通过在大肠杆菌中表达ADS和来自酵母

的MVA途径，合成了紫穗槐-4,11-二烯 [44]；随即他们又在酵

母中表达ADS、CYP71AV1及CPR，实现了青蒿酸的微生物合

成 [45,46]。而在加入DBR2后，酵母得以进一步产生二氢青蒿

酸[15]。以此为底物，进行青蒿素的半化学合成工作已经显现

出诱人的前景[13,47]，这也是合成生物学在天然产物合成领域的

第一个成功案例。由于参与植物特异代谢的酶活性较低，运

用蛋白工程方法对其进行改造能够进一步提高合成生物学

体系的效率。李建戌等[48]通过改造ADS催化反应中影响反应

产物选择性的可塑性氨基酸残基，将ADS的活性提高了约

70%，这是青蒿素代谢工程的又一种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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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展望

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表明，新的药物成分一经发现，将

对人类健康产生重大的促进作用。植物的天然产物是一个

巨大的药物资源宝库。对已知产物的功能分析和寻找尚未

了解的新的天然产物将是一个长期但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

工作。虽然中国植物资源丰富，但是与制药产业的需求量相

比仍远远不敷供应。加强对植物天然产物的代谢途径及其

调控方式的研究工作将有助于阐明这些成分的生物合成过

程，并为利用代谢工程的方法促进其合成与积累、或通过合

成生物学的手段异源合成这些产物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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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1972年，中国科研人员从黄花蒿中成功提取了抗疟疾有效成分青蒿素，使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成为治疗

疟疾的特效药。本文从青蒿素的提取方法、药理学特性、药代动力学3方面综述青蒿素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关键词 青蒿素；植物提取；化学合成；生物合成；药理学；药代动力学

黄花蒿（Artemisia annua L.）是传统中药，属 1年生菊科

植物。在中医治疗中，黄花蒿常被用于退热、治感冒、消暑

等，其在治疗脑型疟疾方面有高效、低毒等优点。黄花蒿的

药用价值历史悠久，早在公元340年，东晋医学家葛洪的著作

《肘后备急方》中就提到过，利用黄花蒿的提取物来治疗疟

疾。1972年，中国科研人员首次从黄花蒿中分离提取得到了

一种治疗疟疾的有效成分，并将其命名为“青蒿素”。青蒿素

具有抗疟疾、免疫调节、抗肿瘤和抗真菌等多种药理作用。

尤其是在抗疟疾方面，青蒿素具有速效、高效和低毒的优

点。鉴于青蒿素良好的抗疟疾效果，世界卫生组织将其推荐

为抗疟疾药物。

1 青蒿素简介

青蒿素（Artemisinin）是一种无色的针状结晶，其分子式

为C15H22O5，分子量为 282.34。易溶于醋酸乙酯、氯仿、丙酮、

苯及冰醋酸，在乙醚及石油醚、乙醇和甲醇中可溶解，但几乎

不溶于水，熔点 156~157℃。图 1为黄花蒿植物，图 2为青蒿

素分子结构图。

青蒿素的分子结构是1976年通过化学反应、X射线单晶

衍射方法和光谱数据确定的。经检测，证明其为一种含有过

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在青蒿素的分子结构中，包含一个

1,2,4-三噁结构单元。在自然界中，青蒿素的这种特殊构造

非常罕见，与此同时，其分子结构中还包含了7个手性中心[1]。

刘静明等[2]通过旋光色散和氧原子的反常散射测定确定了青

蒿素分子结构的绝对构型。

近年来，多种青蒿素衍生物已经应用于疟疾的临床治疗

中，其中包括双氢青蒿素（DHA）、蒿乙醚（ARE）、蒿甲醚

（ARM）和青蒿琥酯（ART）。它们都属于新型倍半萜内酯化

合物，结构中均含有过氧桥结构，其分子结构如图3[3]所示。

图1 黄花蒿植物

图3 青蒿素衍生物的分子结构图2 青蒿素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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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青蒿素药理学研究

青蒿素作为继乙胺嘧啶、伯喹、氯喹之后特效的抗疟疾

药，尤其对抗氯喹疟疾和脑型疟疾有特殊的疗效。经研究证

实，青蒿素的药理作用主要包括：抗疟疾、抗肿瘤、抗真菌和

免疫调节等。

2.1 抗疟疾作用

人类的抗疟疾斗争已有相当长的历史，疟疾发病快、死

亡率高、流行性广，是目前除了艾滋病、肺结核以外的最严重

的传染性疾病。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

使得疟疾逐渐成为肆虐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在非洲

区域的国家。多年来，中国的抗疟疾防治工作从整体上看貌

似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增加的

流动人口使中国抗疟疾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疟疾

一方面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另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疟疾对于经济发展仍存在巨大的制约作用[4,5]。

疟疾是疟原虫通过蚊虫叮咬传播后，寄生在人体内引发

的传染性疾病。疟疾的发病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肝脾肿

大、出汗、贫血等，除此之外，还会引起脑、肺、肠胃型疟疾，病

情严重者还会危及性命。由于疟疾的发病快、流行广和高死

亡率特性，使其与艾滋病、肺结核一起被列为国际上3大灾难

性疾病。

青蒿素具有特殊的药理学性质，对疟疾有非常好的治疗

效果。在青蒿素的抗疟疾作用过程中，青蒿素通过干扰疟原

虫体内的表膜-线粒体功能，导致虫体结构的全部瓦解。这

个过程主要分析为：青蒿素分子结构中的过氧基通过氧化产

生自由基，自由基与疟原蛋白结合，进而作用于疟原虫的膜

系结构，破坏其泡膜、核膜以及质膜，使其线粒体肿胀且内外

膜脱落，最终破坏疟原虫的细胞结构和功能，在这个过程中，

疟原虫细胞核内的染色体也会受到影响。光学和电子显微

镜观测结果显示，青蒿素可以直接进入疟原虫的膜系结构，

可以有效地阻断疟原虫依赖的宿主红细胞浆的营养供给，进

而对疟原虫的表膜—线粒体功能造成干扰（而非干扰其叶酸

代谢），最终导致疟原虫虫体的全部瓦解。青蒿素的应用还

会使疟原虫摄入的异亮氨酸的量大大减少，从而抑制疟原虫

虫体内蛋白质的合成[6]。

除此之外，青蒿素的抗疟效果还与氧气压力有关，高的

氧气压会使青蒿素对体外培养的恶性疟原虫的半数有效浓

度降低。青蒿素对疟原虫的破坏作用分为 2种，一种是直接

破坏疟原虫；另一种是损坏疟原虫的红细胞，进而导致疟原

虫死亡。青蒿素的抗疟疾作用对疟原虫红细胞期有直接的

灭杀效果。而对红细胞前期和外期都无明显的影响。与其

他抗疟药不同的是，青蒿素的抗疟机理主要依赖青蒿素分子

结构中的过氧基。过氧基的存在对青蒿素的抗疟活性起决

定性作用，如无过氧基团，青蒿素将会失去抗疟活性。因此

可以说，青蒿素的抗疟机理与过氧基的分解反应密切相关。

由于疟原虫的抗药性，单纯的青蒿素药物已不能满足抗

疟的要求，因此催生了多种青蒿素衍生物的合成，以应对疟

原虫的抗药性。青蒿素类衍生物是在保留青蒿素分子骨架

的基础上，引入或去掉一些会大大影响青蒿素抗疟活性的基

团。例如，青蒿素分子结构中的酮基经过还原反应后形成的

双氢青蒿素的抗疟活性强于纯青蒿素。另外，酮基还原后衍

生出的羧酸酯类、醚类、碳酸酯类衍生物的研究也很广泛。

这些衍生物结构上的变化极有可能是由于影响药物在体内

与受体的结合、药物的传输过程或影响对疟原虫有毒杀作用

的活性物质的稳定性来改变其抗疟活性[6,7]。另一方面，青蒿

素纯物质在使用过程中还存在近期复发率高的问题，因此通

过合理用药、改变剂型、研发复方青蒿素等途径来解决这一

问题。目前已有十几种青蒿素衍生药物的抗疟效果优于青

蒿素纯物质[7]。

研究证明，除了对疟原虫有很好的灭杀作用外，青蒿素

对其他寄生虫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

发现青蒿素有抗血吸虫作用。经研究证实，在整个服用青蒿

素药物阶段对幼虫期的血吸虫均能产生灭杀作用。并且临

床试验表明，青蒿素及其衍生药物在灭杀血吸虫的过程中，

没有发现明显的不良反应[7]。

2.2 抗肿瘤作用

青蒿素对肝癌细胞、乳腺癌细胞、宫颈癌细胞等多种肿

瘤细胞的生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多项研究表明，青蒿素

的抗疟性和抗癌性的作用机制相同，即通过青蒿素分子结构

中的过氧桥断裂产生的自由基来实现抗疟和抗癌。且同一

种青蒿素衍生物对不同类型的肿瘤细胞的抑制作用具有选

择性。青蒿素作用于肿瘤细胞依靠的是通过诱导细胞的凋

亡来完成对肿瘤细胞的灭杀。

与抗疟作用相同的是，双氢青蒿素可通过增加活性氧基

团来抑制激活缺氧性诱导因子。例如，青蒿素作用于白血病

细胞的细胞膜之后，可以通过改变其细胞膜的通透性来升高

细胞内的钙离子浓度，不仅可以激活白血病细胞内的钙蛋白

酶，同时可以促进释放凋亡物质，加快细胞凋亡的速度 [8]。

Efferth等[9]的研究结果发现，青蒿琥酯对 55种肿瘤细胞具有

抑制作用。Beekman等[10]证明了双氢青蒿素抑制了多种肿瘤

细胞的增值，其中对宫颈癌Hela细胞的抑制作用非常强。有

部分科学家认为青蒿素可以杀死含铁量高的乳腺癌细胞，主

要与癌细胞中铁的高含量有关。因为以往的一些实验已经

验证了在铁存在的情况下，青蒿素对乳腺癌细胞的杀伤力大

增。为了验证这一想法，Beekman等[10]将大量青蒿素加到添

加了全运铁蛋白（全运铁蛋白是存在体内的将铁运输到细胞

内部的化合物）的正常乳腺细胞和抗辐射的乳腺癌细胞中，

结果显示，暴露在青蒿素和全运铁蛋白下的乳腺癌细胞在

16 h内死亡，而正常细胞仅有一小部分被杀死。因此Beek⁃
man等认为，由于乳腺癌细胞比正常细胞多了 5~15个受体，

所以对铁的吸收更快，也更容易受到青蒿素的攻击。陈征途

等 [11]的研究结论中也揭示了这一规律，认为由于疟原虫里

有很高的含铁量，因此青蒿素可以广泛被应用于疟疾的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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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免疫调节作用

青蒿素对免疫系统有调节作用。周晋等[12]研究证明，在

保证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使用剂量不会引起细胞毒性的情

况下，青蒿素可以很好地抑制T淋巴细胞丝裂原，从而可以诱

导小鼠脾脏淋巴细胞的增值。而青蒿琥酯由于具有增强非

特异性免疫的作用，可以提高小鼠血清的总补体活性[13]。蒋

江红等[14]研究发现，双氢青蒿素可以直接抑制B淋巴细胞的

增值，减少B淋巴细胞对自身抗体的分泌，从而抑制了体液的

免疫反应。

2.4 抗真菌作用

青蒿素的抗真菌作用体现在其对真菌的抑制作用。徐

丽敏等[15]的实验结果显示，青蒿素的渣粉剂和水煎剂对表皮

葡萄球菌、炭疽杆菌、白喉杆菌和卡他球菌均有较强的抑制

作用，对绿脓杆菌、痢疾杆菌、结核杆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也有一定抑制作用。郑红艳等[16]通过研究青蒿素母液体外抗

真菌作用，发现了青蒿素抗菌作用随真菌类型的不同而有不

同程度的抑制作用。

2.5 其他药理作用

青蒿素除了治疗疟疾有非常好的效果外，在治疗其他疾

病中也有诱人的前景。随着药理学的不断发展深入，发现青

蒿素及其衍生物在利胆、抗纤维化、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穿、黑

热病等方面也有广阔的前景。例如，临床上青蒿素与冬虫夏

草合用，可以抑制狼疮肺炎的复发，保护肾脏[17]；可以明显降

低肺组织的纤维化程度，预防和治疗瘢痕[18]等。

3 青蒿素制备工艺

青蒿素的制备工艺主要有植物提取、生物合成、化学合

成和植物组织培养。目前市场上的青蒿素主要是从黄花蒿

中直接提取的，根据种植资源调查结果显示，还未在黄花蒿

之外的植物中发现含有青蒿素。因此，对青蒿素多途径的来

源的研究，使青蒿素可以获得持续稳定的供应具有重要的

意义。

3.1 植物提取

从黄花蒿中直接提取是青蒿素最简便高效的制备方法，

是获得青蒿素的首选途径。目前的提取方法主要包括传统

溶剂提取、超声波提取、超临界CO2萃取、酶法辅助提取、微波

辅助提取技术等。

3.1.1 传统溶剂提取法

传统溶剂提取法主要依赖的是中草药中各类成分在不

同溶剂中的溶解度差异，通过选取对有效成分溶解度大、对

其他杂质成分溶解度小的溶剂，进而成功地将中药中的有效

成分提取出来。该过程中加热、震荡、浸渍、煎煮、回流等方

法结合使用，加速有效成分透过细胞膜的速度。常用的提取

溶剂包括醚类（石油醚、乙醚）、醇类（甲醇、乙醇）、丙酮、烷类

（环己烷、正己烷、氯仿和二氯甲烷），其中正己烷、甲苯、石油

醚和氯仿是最常用的青蒿素的提取溶剂，提取过程持续几分

钟或数小时。

1977年，中国科研人员首次公布了青蒿素的提取分离过

程，采用传统溶剂提取方法从黄花蒿复合花序中成功提取出

青蒿素。基本工艺为：干燥-破碎-反复浸泡、萃取-浓缩提取

液-青蒿素粗品，之后又通过重结晶和柱层析等方法分离得

到精制青蒿素[19]。在此基础上，多国科研人员开展了青蒿素

提取研究。通过比较氯仿、丙酮、二氯甲烷、乙醚、石油醚对

青蒿素的提取效果，证实了在这些溶剂中石油醚的提取效果

最好[20]。

传统溶剂提取法在应用过程中，缺点逐渐呈现，包括精

制工序复杂、提取周期长、提取率低，尤其是在提取过程中，

无法去除的无效成分会对有效成分造成损失。因此，近年

来，借助以下几种新型的技术手段提取青蒿素逐渐成为研究

的热点。

3.1.2 超声波提取法

超声波提取法是利用超声波的空化作用加速植物中有

效成分的析出，同时超声波的次级效应（乳化、击碎、机械振

动、化学效应）也会加速有效成分的释放、扩散，使其溶解于

有机溶剂中。主要提取原理可以解释为，将超声波的巨大能

量作用于介质上时，有效提取物被撕裂成多个小空穴，这些

小空穴瞬间发生闭合现象，由此产生的强大压力被称为空化

作用。空化作用使得细胞壁乃至整个生物体在瞬间破裂，而

超声波同时产生的振动也加速了细胞内有效物质的析出扩

散和溶解。

赵兵等[21]对超声波强化石油醚提取青蒿素的工艺进行了

研究，结果表明，超声波的加入，缩短了青蒿素的提取时间，

减少了提取产物中的杂质含量，同时降低了提取溶剂的消

耗。邓启华等[22]将超声波与连续逆流提取技术合用来提取青

蒿素，并应用自制的复合溶剂和沉淀剂去除了青蒿素提取中

的杂质，结果证实了联用方法可以加速青蒿素提取速度，并

提高青蒿素提取速率。

3.1.3 超临界CO2萃取法

超临界CO2萃取法是一种新型的化工分离技术，分离原

理是利用超临界CO2对某些物质特殊的溶解性。在超临界

CO2状态下，因为CO2的临界压力和温度较低，易于使提取物

安全的从混合物中分离出来，并且还具有化学稳定性、无残

留、无毒、廉价等优点。与其他传统提取方法相比，超临界

CO2萃取法有2个优势：萃取在低温条件下进行，可以完成不

同沸点、不同极性化合物的分离；产品萃取率高、纯度高、操

作简单。葛发欢等[23]利用超临界CO2萃取法提取青蒿素，并

探讨了时间、压力和CO2流量等因素对青蒿素产率的影响，优

化了工艺条件。研究结果表明，超临界CO2萃取法较传统提

取方法而言，青蒿素产率提高了1.9倍；生产成本每公斤降低

了447元；生产周期缩短了约100 h。
3.1.4 酶法辅助提取法

黄花蒿成分中大多为纤维素、淀粉、蛋白质、果胶等。在

青蒿素的提取过程中，杂质难于剔除。借助酶法辅助手段可

以在温和条件下，利用酶的专一性、生物催化活性等特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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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壁的致密性进行针对性破坏、减小细胞壁及细胞间质对

青蒿素从细胞内扩散到介质溶剂中的阻力，可以最大限度地

提取青蒿素。利用酶法提取青蒿素的研究，目前开展较少。

3.1.5 微波辅助提取法

微波辅助提取法又称为微波萃取法，这种方法将传统的

溶剂萃取与微波相结合，这是在传统溶剂萃取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新型提取技术。该法提取青蒿素的基本原理有以下 2
种：1）在微波辐照过程中，高频率电磁波穿透提取液介质，由

于吸收了微波辐照的能量致使细胞内部温度迅速上升，当细

胞内部的压力超过了其自身的承受度，细胞就会破裂，细胞

内的有效物质就会释放出来，溶解在提取液中；2）微波辐照

过程中，利用内加热的机制使物质分子内部发生剧烈的振

动，由于振动产生的能量引发细胞内分子的剧烈运动，加速

活性分子的接触与反应，进而促进细胞破裂，加快提取速度。

Christen等[24]通过微波辅助手段成功提取了青蒿素，研究

了不同介电常数溶剂对青蒿素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

同提取溶剂中，青蒿素的产率大不相同，这其中正己烷的提

取效果最好。梁忠生等[25]研究发现，经过微波预处理后，青蒿

素的提取速率与产量均有提高。

3.2 化学合成

青蒿素的化学合成分为半合成和全合成2种途径。由于

青蒿素为一种含有过氧基的新型倍半萜内酯，其特殊结构决

定了化学合成难度大。

3.2.1 化学全合成

青蒿素的化学全合成最早是从异胡薄荷醇开始的，将支

链引入碳环上，可以形成青蒿素的四环结构，整个合成步骤

分为13步，但总产量仅为2.1%。1981年，中国科学院上海有

机研究所经过5年研究，在1986年完成了香茅醛合成青蒿素

的全过程。这是最早报道的 2个全合成路径，之后又陆续应

用薄荷酮、柠檬烯、环己烯酮等为原料进行化学全合成，但产

率都不高。例如，徐杏祥等[19]利用R(+)-香草醛为合成原料，

经过中间体青蒿素最终合成得到青蒿素，整个过程需要20个
步骤，但总产率也仅仅为0.25%。Avery等[20]利用光活性的胡

薄荷酮作为合成原料进行全合成，经过 10步反应，总产率达

到3.6%。图4揭示了青蒿素的化学全合成途径[2]。

虽然目前有关青蒿素化学合成研究已取得明显进展，但

合成步骤相对来说还是过长，产率也没有大幅度提高，因此

仍无法实现产业化生产。

3.2.2 化学半合成

由于青蒿素化学全合成路径长，总产率低，操作成本高，

因此有些科研人员期望通过采用半合成的方法来减少操作

步骤，提高总产率。化学半合成主要是利用适宜合成青蒿素

骨架的青蒿素前体物质，如青蒿酸、青蒿烯、青蒿素B等来合

成青蒿素。黄花蒿中含有丰富的青蒿酸，因此目前化学半合

成主要以青蒿酸为原料。除此之外，黄花蒿中最丰富的杜松

交酯——青蒿素B也被作为青蒿素前体物质，应用于青蒿素

的半化学合成[26,27]。

3.3 生物合成

青蒿素的生物合成主要是通过代谢工程来完成。目前

的研究结果表明，合成青蒿素前体和中间体的研究验证了青

蒿素的生物合成途径。研究认为主要分为3个步骤：1）通 过

乙酰辅酶A来形成法尼基二磷酸（FPP）；2）通过FPP合成倍

半萜紫穗槐-4,11-二烯；3）紫穗槐-4,11-二烯合成青蒿酸，

最终形成青蒿素。从基因工程角度看，这3个步骤主要可以

分为：添加生物合成前体物质来增加青蒿素含量；通过控制

青蒿素合成的关键酶或者激活关键酶控制的基因来提高青

蒿素含量；借助基因工程手段增强关键酶的效率[6]。图5为青

蒿素的生物合称途径[2]。在生物合成的过程中，合成途径复

杂，尤其是在倍半萜内酯合成中存在2个限速步骤，即环化和

折叠成倍半萜母核的过程和形成含过氧桥的倍半萜内酯过

程[2]。

3.4 植物细胞培养

植物细胞培养技术生产青蒿素具有不受自然条件限制、

不破坏自然环境的优点，除此之外，还可通过各种基因或细

胞工程手段获取高产青蒿素的新品种。天然青蒿素对人体

无毒副作用使得植物细胞培养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20
世纪80年代，已经开展了大量的植物细胞培养法生产青蒿素

研究，探索了悬浮细胞、青蒿愈伤组织、芽和毛状根等培养系

统中对青蒿素的合成[28]。

图4 青蒿素化学合成途径

图5 青蒿素的生物合成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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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青蒿素植物培养的研究热点集中于应用细胞工程、

基因工程等手段来提高青蒿素的含量，进而采用反应器技术

来大规模组织培养生产青蒿素。但现行的这些技术均存在

一个最大的障碍问题，即黄花蒿以及生物技术培养得到的材

料青蒿素的含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29]。

青蒿素的半合成、全合成路径虽然取得了一些研究进

展，但是由于工艺复杂、产率低、成本高的问题，导致产业化

道路发展受阻。目前大规模青蒿素的制备主要还是来自于

从黄花蒿中直接提取。

4 青蒿素药代动力学研究

进行药代动力学研究是确定代谢物、预测药物相互作用

的重要手段。传统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方法是利用整体动物

给药后的体液、组织和排泄物，来检测药物可能的代谢途径

和代谢速度。但如果要研究某一特定组织的代谢时，直接分

析该组织样品对药物的代谢能力是最直接的方法，这样可以

得到最直接的药物代谢证据。但利用人体进行这种试验，在

伦理与技术上都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进行药物代谢动力学的

研究非常有必要。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均是含有过氧基团的半萜内酯，在其

分子结构中没有明显的光谱特征，因此早期对青蒿素及其衍

生物药代动力学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为了更

好地了解青蒿素类药物的抗疟疾药代动力学的特征和机理，

需要建立高选择性和高灵敏度的分析方法。目前常用的分

析方法有高效液相色谱-电化学检测法、高效液相色谱柱前

柱后衍生化法、超临界流体色谱法、气象色谱法、液相色谱质

谱联用和生物学检测法等。

早期的研究中，首选的分析方法是柱前酸化或柱后碱化

的高效液相色谱法，但该法工序复杂、重复性差。高效液相

色谱-电化学检测法也是较常采用的分析方法，该法的检测

机理是利用青蒿素分子结构中的内过氧桥发生的氧化还原

反应产生的电流或电压的变化检测药代性，该法仅仅对含氧

基团较敏感，也存在通用性和重复性差的缺点。生物学检测

法利用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对恶性疟原虫的敏感性进行检测，

通过与化学法检测结果进行比较发现，生物学检测法无法区

别生物学上的活性代谢物和母体药物。高效液相色谱与质

谱联用的方法作为一种新型的分析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可

大幅度提高其选择性，同时降低对样本预处理和色谱分离效

果的要求，提高了分离效率。因此高效液相色谱与质谱联用

的方法是目前研究青蒿素类抗疟疾药体内代谢和药代动力

学的主要方法[30]。

5 结论

自发现青蒿素能够有效治疗疟疾以来，针对青蒿素相关

特性的研究已经开展了很多。本文从青蒿素提取方法、药理

学特性、药代动力学 3方面对青蒿素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

理。目前常用的青蒿素制备方法包括：植物直接提取法、化

学合成法、生物合成法、植物细胞培养法等，并对各种方法的

研究应用及优缺点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青蒿素类药物的药

理学作用发现，青蒿素类药物除了具有抗疟作用外，还具有

抗肿瘤作用、抗真菌作用、免疫调节和抗真菌等作用，全面分

析了青蒿素类药物的应用范围；最后文章分析了青蒿素类药

物开展药代动力学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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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通过分析青蒿素研究的历史、背景及过程等，考察了青蒿素发现的内外动力。研究表明：问题链是

科学研究的持续性内在动力，科学问题的否定答案是肯定答案的内在助力，军事、文化和体制是科学研究

的社会推力，传统科学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科学资源。

关键词关键词 青蒿素；科学发现；内外动力

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使我们思考

一个问题，即什么因素促进中国本土学者取得了这个举世公

认的成就。本文试图通过考察青蒿素发现的内外动力，来回

答这个问题。

1 问题链是科学研究的持续性内在动力

一项科学研究成果，都是与其他成果相关的。每一项成

果都是相关问题链中的某一环节问题的解决结果。问题链

中，每个环节问题环环相扣。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

的问题。我们一般看科学研究只看到最后的结果，没有看到

导致这个结果产生的认识动力什么，以及这个认识结果又导

致的新成果。其实这种认识动力就是问题。正如爱因斯坦

曾说，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问题给出了研究方向。青蒿素及其药效作用发现的历程，就

是由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驱动的。

如何有效抗击疟疾问题导致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兴

起。在这个基本问题的引领之下，人们首先要弄清楚有哪些抗

疟的药物，哪种药物的治愈率比较高。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结

果就是金鸡纳树皮有效成份奎宁及其替代物氯喹的发现。

到 20世纪 60年代，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对氯喹产生了抗

药性。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其抗药性。为解决氯

喹的抗药性问题，科学家开始寻找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

1966年起，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毒理

药理研究所的专家，先后开发出“防疟一号至三号”，但后期

均因耐药性等问题无法大量使用。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

院初筛了21.4万种化合物，没有找到理想的新抗疟药。他们找

到的甲氟喹，终因副作用非常大而没有被医疗界所采纳。

氟喹的副作用导致的问题是，是否可以从西药以外的途

径寻找解决办法。传统医学就成了解决问题的灵感源。广

州工作组就将重点放在针灸领域，但最终证实针灸在治疗疟

疾疗效不是很好。与针灸方案并行的，就是中草药方案。中

医中药研究人员为了搜集古代治疟的药方和办法，从史料文

献和民间调查 2个方向入手，筛选了 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

物和中草药。实验发现鹰爪、仙鹤草、绣球等 20多种中草药

确实具有一定的抗疟疗效，后证实抗疟性都不如青蒿素。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从古籍中发现古人利用青蒿的材

料。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即什么地方产的青蒿有抗疟作

用，对疟疾起作用的是幼株还是成株，是青蒿的哪个部位在

起作用？经全国青蒿素资源调查，四川省酉阳地区的野生青

蒿蕴藏量大、品质优良、青蒿素含量高。

人们进一步发现，幼株抗疟活性，植株只在生长后期才

在体内生物合成抗疟有效成分，而只有青蒿叶才具有一定的

抗疟性能。接下来的问题是，青蒿中的什么成份在最有效地

起抗疟作用。屠呦呦认识到，青蒿素中有很多其他共存成

分，在常规提取条件下，干扰破坏了青蒿素中抗疟活性。屠

哟哟为解决青蒿对鼠疟原虫低抑制率的问题，她想到可能是

由于常用煎熬和高温提取的方法破坏了青蒿的有效成分。

她看到了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将青蒿“绞汁”用药的经

验，从“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用法受到

启发，改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并将该提取物分为中

性和酸性两部分，经反复实验，终于分离出191号青蒿中性提

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有100%抑制率的结果，并在猴疟

上重复结果一致。

青蒿素是否有毒副作用？青蒿素的化学组成是什么，化

学结构是什么？如何合成青蒿素？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生理

机制是什么？疟原虫对青蒿素是否会产生抗药性？青蒿素是

否还有治疗其他疾病的作用？是否还有青蒿素的衍生物和复

方可以更好地治疗疟疾？这一系列问题就是屠呦呦团队成果

出现以后引发的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成为青蒿素进一步研究

的持续内在动力，至今还引导着青蒿素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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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问题的否定答案是肯定答案的内在助力

青蒿素的发现是由一系列的科学成就组成的，不能将其

视为一个单独的成就。在这一系列的科学成就中，包括对科

学问题的肯定回答和对科学问题的否定回答两个类型。一

般只看到前者，而忽略后者。所谓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出现

的无数“失败”性尝试，其实也是重要成就，科学问题的否定

答案是肯定答案的内在助力。

对抗疟问题做出否定性回答情况见表1。
对科学问题的肯定回答，正是在否定回答的基础上取

得。对抗疟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成果见表2。
表1 对抗疟问题做出否定性回答的主要成果

科学问题
什么西药具有较好的

抗疟性能？
什么疗法具有较好的

抗疟性能？

什么物质具有较好的

抗疟性能？

什么产地的青蒿具有

较好的抗疟性能？

对疟疾起作用的是幼

株还是成株？

什么季节采收蒿子具

有较好的抗疟性能？
青蒿的哪个部位在起

作用？
什么方法能得到青蒿

素的有效抗疟成份？

如何区别提取物里的

中性和酸性两部分？

应答时间

1966—1975年

1964—1967年

1964—1971年

1969—1971年

1969—1971年

1969—1971年

1969—1971年

1969—1971年

1969—1971年

应答者
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

研究院

广州中医针灸工作组

中医中药专业组

屠呦呦团队

屠呦呦团队

屠呦呦团队

屠呦呦团队

屠呦呦团队

屠呦呦团队

应答方式或过程

筛选1.4万种化合物。

针灸领域里寻找抗疟

疗法。
筛选4万多种具有抗

疟性能的化合物和中

草药。

对北京产地的蒿子进

行实验。

有关青蒿生长周期抗

疟有效的实验。

哪个季节的青蒿采收

更有效的调查。
对青蒿的不同部位做

了大量的实验。
常用煎熬和高温提取

的方法提取。

采用乙醚低温提取有

效成份。

应答结果
甲氟喹副作用非常

大。

针灸疗法无效。

疗效均不理想。

北京产地青蒿中的

有效成份含量极低。

幼株所含成份青蒿

酸无抗疟活性。

采收陈年青蒿疗效

不好。

茎秆及根均无效。

破坏了青蒿的抗疟

活性。

中性部分抗疟无效。

导致的新问题
还有什么药物可

以替代？
还有什么中草药

可以替代？

还有哪些抗疟性

能较好的植物？

如何能采收到抗

疟性能较好的青

蒿？
什么季节采收青

蒿具有较好的抗

疟性能？
青蒿的哪个部位

在起作用？
青蒿的哪个部位

含有效抗疟成份？
青蒿中哪个成份

具有抗疟性能？
青蒿素在临床上

是否可以有效超

过氯喹？

表2 对抗疟问题做出肯定性回答的主要成果

科学问题

什么物质具有较好的抗疟

性能？

青蒿素在临床上是否可以

有效超过氯喹？

青蒿素单体分子结构的相

对构型是什么？

青蒿素分子结构的立体绝

对构型是什么？

如何人工合成青蒿素？

是否有青蒿素衍生物能够

更有效地抗疟？

如何防止或延缓青蒿素类

药物的抗药性？

应答时间

1969—1971年

1971—1972 年

1972—1975年

1975—1976年

1983年至今

1975年至今

1990年至今

应答者

屠呦呦团队

屠呦呦团队

北京中药研究所、中国

科学院上海有机研究所

等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
周维善团队、Schmid

G.和Hofheinz W.等

屠呦呦、刘旭、虞佩琳

等

军事医学科学院、广州

中医药大学、广州华立健

康医药研究所等

应答方式或过程
筛选1.4万种化合物。

受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所

载青蒿服用方式启发，用

乙醚低温提取有效成份。
研究者及海南和北京患

者试服。
分离有效单体，进行常

规元素分析，用光谱数据

和化学反应确定其构型。

单晶X-射线衍射。

分步全合成。

化学合成及药效实验。

复方开发及药效实验。

应答结果

第191号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

和猴疟有100%抑制率。

疗效优于氯喹。

得到有效单体，确定青蒿素分子

结构的相对构型。

确证青蒿素分子结构的立体绝

对构型。

全合成青蒿素。

合成双氢青蒿素、青蒿琥酯、还

原青蒿素、蒿甲醚等多种青蒿素

衍生物，发现了不少抗疟活性超

过青蒿素的药物。
开发蒿甲醚-本芴醇复方、以双

氢青蒿素-磷酸哌喹配伍复方（疟

疾片CV8、Artekin）、双氢青蒿素-

哌喹复方、青蒿素-萘酚喹复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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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性的回答是成就，否定性的回答也是成就。正是对

科学问题的否定性回答，扫清了肯定回答道路上的障碍，开

启了新的科学问题，从而导致对新的科学问题的肯定回答。

对科学问题的否定回答，是对科学问题的肯定回答的助力。

3 军事、文化和体制是科学研究的社会推力

对抗疟药物研究的社会需求，最直接的因素来自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和南太平洋岛屿上作战的美国

部队受到疟疾的沉重打击造成减员，而特产于印度尼西亚的

金鸡纳树被日本人控制，于是美国政府紧急使用工业方法合

成出奎宁的替代物氯喹。氯喹成为了当时美国士兵在前线

必备的抗疟药物。

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越南发动侵略战争。为反击美国

对越南的侵略，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援越部队，并赴越南北

方执行援越抗美任务。可就在这时，疟疾再次侵袭东南亚一

带，尤其是越南，出现了疟原虫对氯喹产生抗药性的情况。

美国、越南和中国的参战部队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重要问题，

即能否成功控制疟疾，在战争当中保存战斗力，成为决定双

方胜负的关键所在。

1964年初，越南总理范文同秘密访华，希望中国能够在

控制疟疾方面给予支持。应越南领导人的要求，毛泽东主

席、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要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

疾侵害，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影响军事行动的问题，作为一

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抗疟新

药的任务最先交给了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由此可见，战争

和死亡率成为直接推动人们去研究疟疾的第一个社会动力。

由于军事医学科学院开发的“防疟一号至三号”和美国

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筛选的 20多种化合物均以疗效失败

告终，这时文化对寻找抗疟新药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历史

悠久，有大量的古籍和民间验方。当时的研究人员想到用中

国传统的办法来治疗疟疾。在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中，青蒿作

为抗疟药方记载于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

疟方》之中。此外，青蒿还被用于治疗多种疾病，如暑毒热

痢、虚劳、盗汗、烦热、鼻中衄血、牙齿肿痛等。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美国，美国的做法肯定不一样，事

实上美国也正是从西药的角度去筛选抗疟药物，因为在美国

没有那么悠久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中医药在美国也正

好被称作“补充替代医药”，起到了对西医的补充与替代作

用。

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医学只能作为一种灵感的来

源，要想获得真正的科研成功必须要借助科学方法，需要进

行大量的科学实验。参与“523任务”的单位遍布全国，参加

人员众多，共验证病例上千起，制成青蒿素制剂上千例。因

此，建立一套完善的科研体制，才能推动形成全国大协作的

局面。

军事、文化、举国体制，是青蒿素研究的最重要的 3个社

会驱动力。

4 传统科学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科学资源

文艺复兴以来，现代科学初步形成了规范，到 17世纪基

本定型，到19世纪现代科学已经职业化，到20世纪现代科学

有了很精致的文化体制。我们经常讲的科学有时候指现代

科学、传统科学，而有时候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说法不

一样。在罗维（G. Lloyd）和席文（N. Sivin）看来，现代科学与

传统科学是有明显区别的。罗维和席文这2位分别在古希腊

科学和中国传统科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经过多年合

作，选择公元前 400年至公元 200年中国和希腊两种文化中

的科学家和医学家群体，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1800
年左右之前根本就没有完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这不仅仅

是因为没有明晰的概念，而且也是因为没有现代科学的建制

架构。

传统科学是对自然的认识，其中介于可检验和不可检验

之间的模糊地带很多，与现代科学有着本质区别。但是，正

是由于这个原因，传统科学的路数要比现代科学多很多。当

然，在对自然的传统认识之中，有两类知识不能包括在传统

科学之内，一类是从超自然的因素解释自然的知识，另一类

是巫术和占卜之类无法用可检验的办法去进行证伪的知识。

在我们看来，现代科学是在传统科学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并逐步演变成为一种能够自我纠错的机制。但是，由于

现代科学的严格规范和方法，它也有可能堵塞人们通过向正

确认识多条不严格道路或灵感源泉路。

当前我们正处于现代科学的体制之下，只能面临两种选

择。第一种选择是继续堵塞那条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另外

一种选择是用现在的科学方法把这条正确的道路修复起

来。前者不是一条近路，更称不上是好路，布满了荆棘，后者

的实现难度则非常大。

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忽视

现代科学，也不能全盘回归传统科学。正确的做法是从传统

的科学里面，在各种可能性里面去找灵感，然后再用现代科

学方法把从传统科学灵感中收到的启示纳入当代科学的道

路之上，这才是现代科学对待传统科学的应有之举。

然而，由于现代科学不能像卫星航拍那样可以清晰寻找

传统科学曾经探寻过的路径，我们所拥有的唯一办法就是人

工探寻原来被遗忘的路径，因为那些路由于受到现代各种因

素的制约已经被覆盖或遮蔽，而找到这条正确的道路也正是

现代科学赋予的使命。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正是利用传统科学

的灵感直达现代科学成就的一个成功案例。青蒿素发现既

与中医药有关，但也不全是靠中医药的胜利。青蒿素是从中

医药领域获得灵感，利用现代科学方法将其有效成分提炼出

来的一种化学成份。现代科学从古代传统科学文化资源中

获得灵感的例子比比皆是，常山的提取、砒霜作用的再发现、

新星和超新星爆发的历史记录整理、中国近5000年气候变迁

的研究、斗蟋蟀经验中的动物争斗行为认识等，皆是科学界

所认可的成就。可以设想，从动物行为学和博弈论角度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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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中国传统谋略文化、博戏文化等，定会为当今大时空、大

尺度的社会治理，提供启发和启示。

致谢致谢：：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任定成对本文的撰写提出了

许多启发性观点，并对初稿提出了许多具体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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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于草取之于草 用之于药用之于药
———植物中提取的药用天然产物—植物中提取的药用天然产物
田 恬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而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作为药品，是一种

典型的从植物中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明确的天然产物。人类使用植物治疗疾病的历史非常悠久，天然产

物已成为发现治疗重大疾病的药物或重要先导化合物的主要源泉。综述了历史上和近年来从天然植物中

提取并发展而来的一些药物，并对植物资源的利用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关键词 天然产物；奎宁；黄连素；紫杉醇

2015年 10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

获得 2015 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理由是“发现一种治疗疟疾的新方

法”。而屠呦呦发现的抗疟功臣则是

——青蒿素。青蒿素作为药品，是一种

典型的从植物中提取的成分单一、结构

明确的天然产物。

天然产物通常指生物在进化过程

中合成的多种次生代谢产物（通常指天

然有机化合物）。天然产物的分子通常

具有非常新颖的化学结构。而天然产

物也无处不在，人类使用的草药也是因

为其中的各种化学成分起作用，天然产

物已成为发现、治疗重大疾病的药物或

重要先导化合物的主要源泉[1]。

人类使用植物治疗疾病的历史非

常悠久，人类的祖先通过日积月累的经

验，能够识别出一些天然植物对人体和

动物的作用。但植物作为有机体，其成

分非常复杂，相互之间作用也不同。随

着人们发展出分析手段和化学理论，人

们考虑到通过分离植物中的单一物质，

也许对疾病的治疗会产生更大的收

获。早在明代，《医学入门》中就记载了

用发酵法从五倍子中得到没食子酸的

过程，这是世界上最早从天然产物中分

离得到的有机酸；《本草纲目》中详细记

载了用升华法制备、纯化樟脑的过程。

而 1806年，Sertürner从罂粟中首次分

离出单体化合物吗啡，也开创了从天然

产物中寻找活性成分的先河，这一伟大

功绩不仅是人类开始将纯单体天然化

合物用作药物的一个标志，也意味着现

代意义上的天然产物化学初级阶段开

始形成[2]。

制药工业发展至今，为市场化一个

名副其实的药物，需要进行严格的论证

和试验，提供充足的依据。但这并不妨

碍其中许多药物的灵感都来源于大自

然，甚至来源于人类祖先那些久经风霜

的经验。不同的是，现在的人们有着更

先进的仪器设备，有更多的专业化人

员，也有更系统的组织方式，相应地，也

对新药的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

文列举了历史上和近年来从天然植物

中提取并发展而来的一些药物，希望在

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植物资源的

利用提出展望。

1 奎宁

奎宁（quinine）是非常著名的天然

药物，曾经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甚至

被认为影响了人类的发展进程和天然

产物全合成进程的重大发现。而对疟

疾的治疗在科学史上也留下了非常重

要的记录，早在 1902年，罗纳德·罗斯

（Ronald Ross）因发现疟疾的传播机理

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3]。

有关奎宁发现的流传说法不一，大

多认为可以追溯到 17世纪，最早由印

第安人使用金鸡纳树皮用来治疗寒热，

时任西班牙驻秘鲁总督伯爵的夫人患

上疟疾，服用金鸡纳树皮制成的土著药

物而得到治愈，随后传入欧洲。在那

时，人们首先将树皮晒干，再研磨成细

粉，随后与液体（通常为酒）混合以供服

用。直到 1820年，法国研究人员佩雷

蒂尔（Pierre Joseph Pelletier）和卡文顿

（Joseph Bienaimé Caventou）才从金鸡

纳树皮中提取出奎宁。“金鸡纳（cincho⁃
na）”正是欧洲人以伯爵夫人的名字命

名的，而“奎宁”之名来源于印第安语

quina 或 quina-quina，意为“神圣的树

皮”（图1）。
奎宁的化学结构十分复杂，1944

年，Woodward等首次完成了奎宁的全

合成[4]，而他们在该方法中首次提出的

立体选择性反应并在合成中的应用，为

日后人们在化工、医药等一系列产业中

高效、精准地合成复杂有机分子奠定了

基础，被认为开创和引导了有机合成化

学理论和实际应用的里程碑式的飞跃

发展。

但是，奎宁最为经济的方法仍是从

金鸡纳树皮中进行提取。现代较为常

规的分离方法是研细的金鸡纳树皮与

生石灰混合，用加热的高沸点石蜡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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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取，随后用稀酸使奎宁结晶出来[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 Ster⁃
ling Winthrop公司以奎宁为先导化合

物，合成了衍生物氯喹用于亚热带地区

和国家作战的军队，挽救了众多士兵的

生命。氯喹解决了抗疟药物的来源和

成本等问题，奎宁主要作用于寄生虫生

命周期中的红内期，能通过多种途径杀

灭各种疟原虫红内期裂殖体，有效控制

症状[6]。

1957年，哥伦比亚和泰国相继发

现耐受氯喹的恶性疟原虫，并且因为越

南战争的爆发，耐药性疟原虫已成燎原

之势。加之奎宁类药物的过量使用或

个体特异质可导致中毒，引发低血糖或

休克，因此用药期间常常需要监测血糖

水平和电解质浓度等参数。卷入越南

战争的美国、中国，纷纷开始寻求对付

耐药性疟原虫的特效药物，也是在这种

集中的挖掘之下发现了如今使用的青

蒿素类抗疟药物，奎宁类药物逐渐在疟

疾治疗中退居二线。

2 阿托品

阿托品（atropine）又称莨

菪碱，广泛存在于颠茄、天仙

子、曼陀罗及莨菪等茄科植物

中，它能竞争性阻断M胆碱

受体，对腺体、眼、平滑肌、心

脏、中枢等有兴奋作用，用于

内脏绞痛、麻醉前给药、虹膜

睫状体炎、抗休克及有机磷酸

酯类农药中毒的解救等，目前

常用的是其盐类衍生物，硫酸

阿托品[7]。

在发现含有阿托品的茄科植物的

同时，人们就已经开发出这类草药形形

色色的用途。欧洲人记述曼陀罗可用

于治疗受伤、痛风、失眠，还可作为催情

药。随后，欧洲人经常结合使用茄科植

物和鸦片作为术前麻醉剂。文艺复兴

时期，女演员使用颠茄汁来放大她们的

瞳孔，以增强艺术效果，因为当时将女

人瞳孔大视为美丽。直到 1833年，人

们首次分离出了这些茄科植物中的活

性成分阿托品，1901年Willstätter首先

确定了它的化学结构[8]（图2）。

20世纪 70年代，中国的

阿托品生产一直是从植物颠

茄中提取，但是产量低、成本

高，为了改变这一困难处境，

研究人员开始探索全合成阿

托品的路线，从呋喃出发，通

过电解、氢化、水解、缩合、再

氢化得到中间产物托品醇，

随后通过成盐、酯化、水解得

到阿托品，再通过一步成盐

反应，得到硫酸阿托品 [9]，也

是直到现在都最为常见的阿

托品类药物。

但是作为一种 M 胆碱受体阻断

剂，由于其为毒性药品，药理作用较窄，

安全范围较小，从而限制其临床应用，

但是经过研究人员的不断开发，目前的

阿托品类药物已经有了多种剂型，包括

有片剂、注射剂、滴眼剂、眼膏剂、膜剂、

胶浆剂、凝胶剂、滴鼻剂等。多种剂型

的改造使得这一类化合物在迅速起效、

减轻副作用、延长药效、使用方便等方

面取得一定进展。目前，片剂在临床上

最常用于解除或缓解内脏绞痛，包括胃

肠痉挛、肾绞痛、胆绞痛等，舌下给药具

有方便、经济、安全的特点，可以代替目

前临床上常用的肌肉注射、静脉注射的

用药途径；滴眼剂主要是用于解除眼调

节肌的调节痉挛（首选药物），预防青少

年近视的有效方法之一；复方阿托品滴

鼻剂可以改善鼻黏膜微循环，减轻鼻塞

及改善局部营养[10]。

3 黄连素

黄连素作为一种植物源活性物质，

在医药上被应用于治疗多种疾病。黄

图1 奎宁结构式（a）及金鸡纳树（b）

（a） （b）

图2 阿托品结构式

图3 常用活性成分盐酸小檗碱结构式（a）及中药黄连（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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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素又称小檗碱，广泛存在于三颗针、

伏牛花、黄柏、南天竹等植物中，尤以黄

连和黄柏中的含量为高。而黄连作为

中国的特产药材之一，早在《神农本草

经》一书中便有收录，“味苦寒。主热

气，目痛，眦伤，泣出，明目，肠澼，腹痛，

下利，妇人阴中肿痛。久服，令人不

忘。”长期以来，中国人将其用来抗菌、

消炎、止泻等（图3）。
虽然中国人对其有着很长时间的

应用，但是关于黄连素的提取却是由

1826年夏瓦利埃和佩尔坦首次提取得

到的。而由于黄连、黄柏中的黄连素含

量较高，目前的提纯黄连素都是从这两

种植物中进行。从黄连中提取黄连素，

只要采用适当的溶剂（乙醇、水、硫酸

等），通过连续抽提、浓缩再酸化就可以

得到相应的盐类，其粗产品可以采用重

结晶等方法进一步提纯。近年来，中外

的研究人员都对黄连素掀起了浓厚的

兴趣，已经把它和许多疾病联系起来，

包括糖尿病、心脏病、癌症、精神疾病、

消化道疾病甚至是艾滋病。

研究表明，黄连素对真菌、白色念

珠菌、酵母菌、寄生虫和细菌或病毒感

染具有一定的活性[11]，黄连素通过抑制

微生物的糖代谢，使丙酮酸的氧化过程

受到强烈抑制，而产生抗菌活性，黄连

素也是一些滴眼液的成分之一，有证据

表明它对沙眼有治疗作用；黄连素在心

脑血管疾病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应用，包

括抗心律失常作用、抗心力衰竭、抗高

血压、保护脑血管等；在血液系统方面，

黄连素可以抗血小板聚集，对钙、钾离

子通道进行调节作用，而对

离子通道的调节可能与其治

疗腹泻、抗心律失常和抑制

肿瘤细胞增生的机理有关[12]。

目前，黄连素在中国的

使用普遍是复方小檗碱成方

与其他中药材的组方，仍然

属于中药的范畴。虽然黄连

素已经逐渐引起了研究人员

的兴趣，但由于尚不确切了

解作用机理，并且缺乏系统

性的科学证据，将其作为现

代药物在世界上并不十分认

可。有学者认为，黄连素可以抑制促炎

性细胞因子，增加一种在多个方面都十

分关键的蛋白——脂联素的表达，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它的多种效用。

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还必须进行更

为彻底和深入的研究。

4 筒箭毒碱

筒箭毒碱（tubocurarine）是从南美

洲防己科植物的皮中获得的一种生物

碱。南美土著最早将数种植物制成的

浸膏，涂于箭头，使中箭动物四肢麻痹

不能动弹。因用竹筒装，故称筒箭毒，

有趣的是，虽然这些动物的肉受到箭毒

浸染，但土著居民吃下去却没有任何影

响。原因是筒箭毒碱不能轻易跨越黏

膜，不会被人体的消化道吸收。因此，

要将筒箭毒碱对动物的麻醉作用移植

到人体身上，只能通过胃肠外给药（肌

肉注射或静脉注射）。之后，许多人曾

私下使用筒箭毒碱，但缺乏统一的规

范。药用筒箭毒碱系植物的流浸膏提

取的生物碱，其右旋体具有活性，左旋

体活性很低。

1942年，格里菲斯和约翰逊在蒙

特利尔顺势疗法医院正式引入筒箭毒

碱作为辅助麻醉剂。随后筒箭毒碱标

准化地纳入复合麻醉（复合麻醉是指同

时或先后应用两种以上麻醉药物或其

他辅助药物，以达到完善的手术中和术

后镇痛及满意的外科手术条件）的临床

实践中，称为“利物浦技术（Liverpool
technology）”[13]，在 20世纪 50和 60年代

成为英格兰的标准麻醉技术。今天的

麻醉技术尽管已经纳入了更新更安全

的麻醉剂，但复合麻醉的核心原则一直

沿用下来。

筒箭毒碱作为一种神经肌肉阻断

剂，为非除极化型肌松药，又称竞争型

肌 松 药（competitive muscular relax⁃
ants），此类药物与运动神经终板膜上

的N2胆碱受体结合，能竞争性地阻断

ACh的除极化作用，使骨骼肌松弛。筒

箭毒碱曾广泛用于手术中的辅助麻醉，

医用最常见为氯化筒箭毒碱。随着人

们开发出更安全的麻醉剂，目前使用渐

少。但它在人类麻醉发展史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

5 罂粟碱

罂粟碱提取于罂粟（Papaver som⁃

niferum），罂粟是鸦片和罂粟籽的来源，

而鸦片中含有诸多活性成分，如吗啡、

蒂巴因、可待因、罂粟碱和那可丁（图

4）。人们早期用鸦片来治疗哮喘、胃病

和视力不良。罂粟碱早在 1848 年由

Georg Merck发现[14]。Georg Merck当时

是著名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
ebig）和霍夫曼（August Hofmann）的学

生，同时也是Emanuel Merck之子。而

Emanuel Merck正是大型化工和制药企

业默克（Merck）的创始人。可见天然提

取物和制药工业早就联系在了一起。

罂粟碱的首次化学合成由 Pictet
等[15]在 1901年完成。以邻苯二甲酸和

3-甲氧基-4-羟基苯甲醛作为起始化

合物，通过缩合、氢化、环化反应，可以

得到目标产物罂粟碱。

图4 罂粟果实（a）和盐酸罂粟碱（b）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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罂粟碱作为一种阿片类生物碱，是

非特异性的平滑肌松弛药，在内科、外

科乃至皮肤科等诸多领域被广泛使

用。它具有抗血管痉挛、扩张血管、镇

痛、改善微循环、加速组织扩张作用，在

皮肤科被用于抑制皮片挛缩，保护皮瓣

血运，还可以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

碍[16]。同时，它可作为手术中的脑和冠

状血管扩张剂及平滑肌松弛剂。

但罂粟碱与其他阿片生物碱（吗啡

等）的结构和药理作用不太相同，而具

体的药理作用机制至今仍尚不完全清

楚，目前明确的是它与磷酸二酯酶和钙

离子通道有关。

罂粟碱具有成瘾性，不能大量、经

常或长期摄入。罂粟碱的生产既可提

取也可合成，但因鸦片中含量低、产量

少，国外已采用化学合成进行生产。中

国医院常用药物为盐酸罂粟碱注射液，

使用方法为肌内注射或静脉注射，用于

治疗脑、心及外周血管痉挛所致的缺血，

肾、胆或胃肠道等内脏痉挛。其他国家

也有包含罂粟碱的注射或口服剂型。

6 麻黄碱/伪麻黄碱

草麻黄（Ephedra sinica Stapf.）为麻

黄科麻黄属植物，在中国主产于东北、

华北、西北、云南、西藏等区域。《中国药

典：一部》（2010 版）收载草麻黄、中麻

黄、木贼麻黄为法定正品麻黄的基源植

物。麻黄自汉朝以来就有记载，具有发

汗、平喘、利水等功效，多用于治疗外感

风寒无汗之症、宣肺气而发汗解表的作

用。麻黄含有多种生物活性

物质，目前从中分离鉴定了

生物活性物质、黄酮、有机酸

等多类化学成分。麻黄碱和

伪麻黄碱是其中重要的具有

活性的成分[17]（图5）。
1885年，日本有机化学

家长井长义从蛇麻黄中首次

分离得到麻黄碱，并随后对

其进行了化学合成和结构确

证。20世纪20年代，默克公

司开始上市销售麻黄碱药

物，中国才开始大量工业化

生产，1926—1928 年，中国

向西方的麻黄碱出口从 4 t一跃升至

216 t。如今麻黄碱作为原料药从麻黄

属植物中的提取工艺已实现大规模生

产，截至 2007年，中国每年从 3万 t麻
黄中提取价值约为1300万美元的麻黄

碱用于出口。伪麻黄碱是麻黄碱的异

构体，目前的生产多采用微生物发酵提

取，它也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原料药。

麻黄碱和伪麻黄碱的主要作用机

制多认为与去甲肾上腺素激活引起的

肌肉收缩有关，肌肉收缩使得血管收

紧，从而流入鼻腔、喉咙、鼻窦内部的液

体减少，抑制了鼻黏膜的发炎与黏液的

产生，减缓鼻塞等症状 [18]。但与此同

时，血管收缩会升高血压，引起交感神

经兴奋，因此，麻黄碱类常常列于体育

竞技中兴奋剂检测的名单上。2000年
悉尼奥运会上，罗马尼亚体操运动员

Andreea Rǎducan药检呈阳性后被取消

金牌，仅因为她赛前吃了教练给的两片

感冒药。伪麻黄碱可以通过简单的化

学反应制备“冰毒”，受到安全条例的管

制。制药行业亦开始逐渐在感冒药的

配方中使用其他类似物替代伪麻黄碱。

7 利血平

高血压患者可能会比较熟悉的一

种降压药物利血平（reserpine）或者复

方利血平，这种药物原本也是来自于植

物提取。

数个世纪以来，印第安人用一种印

度蛇根木的根来治疗精神失常、发烧和

蛇咬。1931年，印度人发现这种蛇根

木中的生物碱可以起到降血压和抗精

神失常的作用。1952年，埃米尔从蛇

根木中分离出这种生物碱——利血平，

并于次年确证了其分子结构。1958
年，伍德沃德首次完成了利血平的全合

成[19]（图6（a））。
目前，利血平的工业化生产大多从

催吐萝芙木（图 6（b））中提取，传统的

利血平提取方法是用苯为溶剂回流浸

提，与别的强碱性生物碱初步分离后，

将利血平转化为硫氰酸盐得以纯化。

该工艺中有机溶剂用量大，毒性强，对

环境污染严重，而且利血平转化为硫氰

酸盐的操作较难控制，收率较低。现代

提取工艺中也有用酸水法进行提取的，

包括浸提、吸附洗脱、沉淀、提纯和结晶

等步骤[20]。

利血平主要用于治疗高血压和严

重躁动的精神障碍患者。它的作用机

制是降低神经系统的活动，导致心跳减

慢和血管放松，中国上市的单方药物有

利舍平、利血平注射液等。但由于利血

平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大量服用片剂

容易出现过度镇静、注意力不集中、抑

郁可致自杀等一系列副作用，目前一般

图5 中药材麻黄

（b）

（图片来源：中国植物图像库）

图6 利血平结构式（a）及催吐萝芙木（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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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推荐为一线用药，并且常常与其他药

物组方使用，作为各类复方利血平片。

8 紫杉醇

植物在癌症治疗的应用中有着很

长的历史。但是，许多植物药所记述的

疗效应被贴上怀疑的标签，因为无论是

民间医药还是传统医药，都不太可能对

癌症这一特殊病种作出确切的定义。

紫杉醇（paclitaxel）是近年来发现的最

令人兴奋的抗癌天然分子之一。

紫杉醇的发现是在合理方式下不

断努力的结果。1955年，美国国立癌

症研究院（NCI）成立了一个抗癌化合

物筛选中心，面向外部机构和企业，对

其提交的化合物进行抗癌活性的筛

选。尽管大部分化合物为化学合成的

分子，但NCI也十分重视天然产物。从

1960年起，NCI每年从大约 1000种植

物中采集样本进行筛选。1962年，一

名植物学家在一次为期 4个月的行程

中采集了200余种植物的样本，其中包

括一种太平洋杉树——太平洋红豆杉

（图7）（Taxus brevifolia）的树皮。随后，

NCI筛选中心对样本进行了大量筛选，

最终在一份紫杉样本中发现细胞活性。

1966年，Wall等在著名的美国三

角研究园（The Research Triangle Park）
分离得到紫杉醇这一活性成分，并于

1971 年完成了它的结构确证。1979
年，分子药理学家Horwitz揭示了它的

作用机制，表明紫杉醇能够使细胞有丝

分裂中的微管聚合并稳定下来，从而抑

制了细胞的有丝分裂，而肿瘤细胞具有

增生快速的特点，因此相对更容易成为

该分子攻击的对象[21]。

紫杉醇的化学结构相当复杂，但由

于临床试验表明其具有出色的疗效，因

而对它进行化学合成引起了世界上许

多学者的兴趣，有数据显示，截至 1992
年共有30余个研究组参与到紫杉醇的

合成中，这在有机合成的历史中也属少

见。在1994 年首先由美国佛罗里达州

立大学的化学家Holton 和美国斯克瑞

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
stitute，TSRI）的化学家Nicolaou 两个研

究组几乎同时报道完成了紫杉醇的全

合成 [22~24]，他们采用的分别是线性（先

A 环后AB 环再ABC 环系）和汇聚式

（先分别合成A 和C 环，再组装在一起

形成ABC 环系）路线，代表了有机合成

的不同策略。Holton 研究小组是最早

从事紫杉醇合成的研究小组之一。

Holton法以价廉易得的樟脑（camphor）
为起始原料，线性合成紫杉醇。

尽管1994年攻破了紫杉醇的全合

成，但植物提取显然是更为经济的工业

化生产方法。1989年美国制药公司百

时 美 施 贵 宝（Bristol- Myers Squibb，
BMS）与政府合作开发紫杉醇并获得专

利授权，该药物于 1992年在美国上市

并批准用于治疗卵巢癌，后于 1994年

批准用于乳腺癌。此后，紫杉醇成为医

药界名副其实的“重磅炸弹”，年销售额

超过 10亿美元。不过，目前该药物的

专利早已过期，各大药厂已经争相推出

仿制药，紫杉醇的适应症也已经遍布肺

癌、食管癌、头颈癌、精原细胞瘤、复发

非何金氏淋巴瘤等等。为进一步改善

该药物的疗效和安全性，人们还对该药

物进行多方面的改进。对化学结构的

改造成功开发出多西他赛和Cabazitax⁃
el；与载体的结合开发出白蛋白结合型

紫杉醇等。中国已上市有紫杉醇、多西

他赛、紫杉醇脂质体和白蛋白结合型紫

杉醇。

9 喜树碱

发现紫杉醇的科学家Wall等还为

人类贡献了另一个宝贵的抗癌天然产

物分子——喜树碱（camptothecin）。但

事 实 上 ，喜 树 碱 产 于 中 国 的 喜 树

（Camptotheca acuminata），是从其树皮

和枝干中分离得到的，而喜树早期就被

传统中医用于治疗癌症。

现代研究表明，喜树碱类衍生物能

和 TopoⅠ-DNA可裂解复合物可逆性

结合，形成稳定的CPT-TopoⅠ-DNA三

元结合体，从而稳定了可裂解复合物。

结合体与复制酶作用，产生双链DNA
的损伤，导致复制叉与结合体“碰壁”，

形成不可修复的缺口，使DNA合成受

到抑制，从而诱导细胞的凋亡。同时，

喜树碱类衍生物诱导凋亡常伴有细胞

周期阻滞，细胞在凋亡前，停止在某一

周期，然后发生凋亡。细胞周期阻滞是

对DNA出现缺口的响应，细胞为修复

DNA缺口，须停在一定的周期，其主要

是为了防止将错误的遗传信息传递给

子细胞。如果出现的DNA缺口过多，

超过细胞自身的修复能力，就会启动凋

亡程序[25]。

1966年在NCI的抗癌分子筛选项

目中，对天然产物的系统筛选发现了喜

树碱这一活性分子，但随后NCI进行的

I期临床试验中发现了喜树碱严重的膀

图7 中国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红豆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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胱毒性，从而不得不放弃将这一分子直

接作为药物的想法。但这并不能阻挠

人们继续开发喜树碱类药物的决心。

人们将这一分子进行结构改造，开发出

了两个成药性更好的类似物——拓扑

替康和伊立替康（图 8）。该两种药物

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化疗药物，经常与其

他化疗药物和靶向药物联合使用，前者

主要用于肺癌，后者主要用于大肠癌。

它们的作用机制均为阻断DNA拓扑异

构酶的活性，从而抑制癌细胞的生长。

这两种药物均已在中国上市，工业上使

用分离得到的喜树碱进行半合成。

10 美登素

美登素（maytansine）是美国 Kup⁃
chan等经 10年研究，于 1971年首次由

卫矛科美登木属植物美登木（Mayte⁃

nusovatus hookeri Loes.）中分得的抗肿

瘤活性成份[26]。它在现代医药中的使用

历史虽然不长，但具有重要的价值。美

登素可以直接与微管蛋白结合，从而抑

制微管的组装，引发微管裂解而破坏有

丝分裂。药物学家采用化学手段，将其

与一种靶向抗癌药物——曲妥珠单抗

进行偶联。曲妥珠单抗会识别一种只

会在肿瘤细胞中高度表达的分子HER
2，因此会带着美登素找准目标，只进入

癌症细胞发挥作用，这样就很大程度上

避免影响正常细胞的有丝分裂。临床

试验初步证明了该手段的有效性，美国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于 2013年
初批准了罗氏公司这种名为Kadcyla的
药物，用于治疗HER 2阳性的晚期（转

移性）乳腺癌。Kadcyla具有很强的靶向

性，符合精准医疗的理念，为天然产物分

子在抗癌药物的研发中提供了新思

路。但从最近的一些临床试验结果来

看，该药物在其他种类的癌症上并未表

现出较好的疗效，未来之路还需探索。

11 结论及展望

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和自然选择，

大自然作为一个浑然的系统维持着微

妙的动态平衡。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

分，人类的疾病源于自然，也是一种大

自然的动态变化，因而在大自然中也会

有办法来克服这种扰动，以维持长久的

平衡。人类从未曾停止过寻找和研究

这些办法的努力，而日新月异的高新技

术和多学科交叉应用的互助研究也正

越来越吸引众多研究者对天然药物开

发的兴趣。

从上述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到，世界

上许多地区都包含丰富的药用植物资

源，先人凭借经验的长期使用往往能为

新药的发现和创制起到促进乃至关键

作用。科学研究者对天然提取物的兴

趣从未衰减，他们不仅局限于本土资

源，也放眼全球植物资源，积极寻找新

的活性物质。中国是传统医药的集大

成者，世界上很少有其他种族和地区建

立起如此庞大的医学理论体系，留下如

此多的药物记载和医药著作。如有可

能，中国广大医药工作者应将自己的工

作与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这些宝贵资

源联系起来，寻求新的突破。

从天然产物中发现有价值的分子

绝非易事，除了耐心与毅力，更需要系

统的方法。即使获得了发现，在药物研

发的路上也远不是终点。当今的药物

研发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活性分子

向药物的改造、专利保护、临床试验结

果或是上市销售，无论哪一步存在缺

陷，都无法取得药物创制的成功。相信

随着对中国传统医药资源的深入研究，

定能开发出更多让世界认可、并为人类

福祉和中国经济做出贡献的新药。

（b）

图8 喜树碱类似物拓扑替康（a）及伊立替康（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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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基于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和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的数据，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国内外疟疾治疗研究的文献年度分布、重要期刊分布、重要作者分布、区域及国家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利

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Pajek对疟疾治疗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网络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关键词共现分析方

法对疟疾治疗领域的关键词进行分析，以期揭示疟疾治疗相关研究的宏观概况。

关键词关键词 疟疾；文献计量学；社会网络分析

疟疾是一种由寄生性的原生生物界疟原虫属引起的疾

病，可以经蚊虫叮咬传播[1]，是世界上流行的传染病之一。根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2013年全世界的疟疾病例共有

1.98亿例，共造成584000~855000人死亡[2]。疟疾是威胁人类

生命的一大顽敌，与艾滋病和癌症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

为世界三大死亡疾病之一 [3]，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健康威胁。

目前疟疾的治疗获得多方面进展，产生了大量的科技文献。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析疟疾治疗的文献量、重要

期刊、核心作者、区域及国家分布、国际合作、关键词等，旨在

揭示疟疾诊疗相关研究的宏观概况。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国内疟疾治疗研究的数据来源和检索策略

考虑到中文生物医学数据库SinoMed平台下中国生物医

学文献数据库（CBM）收录自1978年刊发的医学期刊2000多
种，学科范围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药学、中医

学及中药学等生物医学的各个领域，相比CNKI（中国知识基

础设施工程）和维普、万方的数据收录范围（医学期刊多是自

1994年开始收录，且期刊收录总数不超过1300种）更加全面

广泛，尤其使用最为广泛的CNKI全文库自 2000年之后不再

收录“中华”系列的医学杂志，因此对疟疾治疗的国内研究基

于SinoMed平台下CBM数据库进行统计。

CBM数据库对全部题录进行主题标引和分类标引等规

范化加工处理，本次检索即利用CBM的规范化主题检索结合

关键词检索，检索策略如下：

使用关键词“疟疾疫苗”、“疟疾/治疗+”、“疟疾，脑型/治
疗+”、“疟疾，间日/治疗+”、“疟疾，恶性/治疗+”、“黑尿热/治
疗+”在主题检索中进行不加权扩展检索；同时因存在人工标

引主题造成标引时滞不能检全的问题，因此检索时需配以基

本关键词检索：（“疟疾”[关键词] or“疟疾”[中文标题] or“沼泽

热”[关键词] or“沼泽热”[中文标题] or“疟原虫感染”[关键词]
or“疟原虫感染”[中文标题] or“弛张热”[关键词] or“弛张热”

[中文标题]or“疟疾”[主题词]）and（“治疗”[常用字段] or“疗

法”[常用字段] or“护理”[常用字段] or“诊断”[常用字段] or
“预防”[常用字段]），以逻辑或关系组配。同时因 SinoMed平
台只能统计 1977 年及之后的数据，因此限定检索时间为

1977—2014年，去除部分不相关文献，得到检索结果 4761
篇。检索时间为2015-10-14。
1.2 国际疟疾治疗研究的数据来源和检索策略

对国际疟疾治疗研究的数据库选择美国科学信息研究

所的SCI数据库，SCI是国际公认的进行科学统计与科学评价

的主要检索工具。登录SCI数据库后构造的检索式如下：(ts=
(Artemisinin* or Artemisi* or arteannuin or "artemisininderica⁃
tive" or Artesunat* or Artemether or Dihydroartemisinin or "Ar⁃
telinic acid" or Artemotil or qinghaosu or "sweet wormwood")
and py=1977—2014)，文献类型限制为 (Article or Review or
Note)；去除部分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文献结果12674条，检

索时间为2015-10-14.
1.3 分析方法和工具

文献计量分析是常用的从宏观出发，了解主题领域研究

现状的一种方法。从文献角度统计和总结研究领域的发展

趋势、热门期刊、关键作者、核心机构以及研究热点等，可以

快速对该领域的研究全貌有大致的了解，为日后相关部门及

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宏观上的参考。本文利用SinoMed平台

和Web of Science平台的计量功能，在检索完成后可以直接

实现对相关领域研究的年代分布、期刊分布、核心作者、国家

和区域分布的统计。

对国际合作的分析主要是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借助

社会网络分析工具Pajek对疟疾治疗领域的国家合作网络进

行具体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是研究一组行动者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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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从微观上可以分析网络的参与者在整体网络的中心度

和重要作用。本文利用Pajek软件分析国际合作网络中各个

国家节点的重要程度。Pajek是社会网络中常用的一种计算、

分析和可视化软件，功能强大，可视化效果优秀，目前已是文

献计量领域中可视化操作和分析最常用的软件之一。

对研究主题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关键词共现方法，其原理

主要是对一组词两两统计它们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的次数，

或对这些词进行聚类分析或直接展示它们的共现联系，因本

文属于对疟疾治疗这一具体研究的主题分析，某些关键词，

如Malaria、Antimalarial等出现频率非常大，而其他词出现频

次较小，数量级上的差异会影响聚类的结果和结论，因此本

文选择用网络图的方式直接展示高频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

系，以可视化方式直观呈现这些词所代表的主题研究情况。

对国际合作和研究主题的分析涉及共现矩阵和关键词

清洗，因此采用了TDA软件对文献进行整理和统计。TDA软

件是美国Thomson公司开发的一款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具有

强大的文本分析功能，可以对文本数据进行多角度的数据挖

掘和全景分析，包括数据整理、比较矩阵、数据图谱、自动汇

总及复杂分析等。此外，在数据的导入、数据的清理、数据的

分析和分析结果的报道方面都具有独特的功能。

2 文献计量结果及分析

2.1 年度分布

国内疟疾诊疗研究早期最关键的突破始于 1967年中国

为协助越南解决美越战争期间越南士兵中恶性疟的大肆流

行问题而开展起来的“523项目”。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屠呦呦

及其团队和全国参与该项目的数家单位几经努力发现传统

中药植物青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对疟疾有极佳疗效，1977年经

卫生部批准，团队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名义在《科学

通报》上首次发表了青蒿素的结构和抗疟效用，被美国的《化

学文摘》收载[4]。之后，国内对抗疟新药的研究又经历了一段

高峰期，在1980—1990年这10年内平稳波动，直到20世纪90
年代后新一轮疟疾治疗的研究开始，文献成果数量平稳上升

（图1）。
国际上对疟疾治疗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处于初

期阶段，同国内疟疾治疗研究的模式一样，90年代之后世界

范围内疟疾治疗研究开始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图2）。促进这

一轮研究高潮的起因极大程度上归因于20世纪90年代非洲

一些地区爆发大范围疟疾疫情 [5]，世界各国对此给予极大关

注和支持，对疟疾治疗的研究和相应新药的开发也因此快速

涌现，体现在科技论文成果数量的蓬勃发展。

图1 国内疟疾治疗研究文献年代分布 图2 国际疟疾治疗研究文献年代分布

2.2 重要期刊分布

国内疟疾治疗文献总体分布在 809本期刊，共计发文

4761篇。表 1选取了发文量在 20篇以上的期刊共 40种，这

40种期刊所载的关于疟疾治疗研究的文章达到2564篇，即这

些期刊以占总期刊数不足5%的比例发表了国内疟疾相关研

究一半以上的文献，因此是国内疟疾治疗相关研究的重点刊

发期刊。总体来看，对疟疾治疗的研究文献所属期刊多归类

于热带医学、传染病学、寄生虫病学、预防医学等医学领域。

载文量最高的是《中国热带医学》，主要报道寄生虫病、病毒、

细菌性疾病等热带病防治、研究成果、公共卫生等经验，介绍

国内外在热带病防治与研究中的新技术、新进展及发展趋

势，疟疾治疗研究的相关文章大量发表在该刊上，载文量远

超排名第 2的期刊，该刊对疟疾治疗领域的研究起着必不可

少的指导和参考作用。

国际上疟疾治疗研究主要分布在2156本期刊，共计发文

20787篇（78篇文献未著录期刊）。表 2选取了发文量在 100
篇以上的 30种期刊，这 30种期刊所载的关于疟疾治疗研究

的文章达到 9183篇，这些期刊以占总期刊数不足 2%的比例

在 SCI上发表了世界范围内疟疾相关研究几乎一半的文献，

是世界疟疾治疗相关研究的重点期刊。载文量最高的期刊

是Malaria Journal，该刊由英国 BioMed Central 出版公司出

版，主要收录疟疾诊断、治疗、预防等方面的研究，是疟疾治

疗研究的专门期刊。载文量排名第 2 的期刊是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该刊主要收录与热

带医学疾病和公共卫生相关的文章，关于疟疾治疗研究的文

章也有相当比例被刊发，在2014年热带医学学科类别的同类

期刊中影响因子排名第2[6]。

54



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特刊 www.kjdb.org

2.3 重要作者分布

根据调研的数据集样本，国内疟疾研究共涉及学者7330
位。本文选择其中的核心作者作为该领域研究学者的代表

进行分析。根据普赖斯定律，科学家的总人数大致是杰出科

学家人数的平方，杰出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约占所有论文总

数的一半[7]。利用级数的性质普莱斯根据公式（1）求出了杰

出科学家的最低发文数。公式（2）可以计算大致的核心作者

数量。

m = 0.749 × nmax （1）
n= N （2）

其中，nmax为领域内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发表的文章数，m为核

心作者至少发表的文章数，N为领域内的所有作者数，n为高

产作者的数量。根据式（1）、（2）可以约算出国内疟疾治疗相

关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和最低发文量。最终确定国内核心

作者为发表文章至少7篇的86位作者，发文量在30篇以上的

作者见表3。排名第1的作者李锦辉是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中

表1 国内疟疾治疗研究TOP 40期刊

期刊

中国热带医学

国外医学·寄生虫病分册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实用寄生虫病杂志

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医学动物防制

海南医学

现代预防医学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热带医学杂志

国外药讯

国际医学寄生虫病杂志

寄生虫病与感染性疾病

实用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热带病与寄生虫学

广西预防医学

职业与健康

载文量

329
279
233
182
116
96
92
81
76
66
63
60
59
54
53
43
40
39
35
34

期刊

中国国境卫生检疫杂志

中华传染病杂志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人民军医

预防医学论坛

中国公共卫生

国外医学情报

应用预防医学

浙江预防医学

疾病监测

安徽预防医学杂志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湖北预防医学杂志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卫生防疫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河南预防医学杂志

海峡预防医学杂志

地方病通报

载文量

33
31
31
31
31
30
30
29
29
28
27
26
24
23
22
22
22
22
22
21

表2 国际疟疾治疗研究TOP 30期刊

期刊

Malaria Journal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Plos One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Tropical Medicine International Health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cta Tropica
Bioorganic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Annals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Parasitology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Molecular and Biochemical Parasitology
Bioorganic Medicinal Chemistry
Parasitology Research

载文量

1640
1048
646
593
537
467
334
282
269
242
224
211
205
202
190

期刊

Journal of Travel Medicine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Experimental Parasitology
Lancet
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uropean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Trendsin Parasit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arasitology
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Infection and Immunity
Memorias Do InstitutoOswaldo Cruz
Bulletin De La Societe De Pathologie Exotique Parasitology

载文量

186
165
161
158
156
151
144
134
133
129
127
125
115
10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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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原虫性疾病首席技术专家，主持制订广西多年疟疾防治方

案，并承担全球基金关于疟疾治疗的多个项目[8]；排名第 2的
作者黄亚铭同样来自广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长期从事疟疾

及传疟媒介的防治研究，并在疟疾及传播媒介分子生物学、

分子流行病学、免疫学、疟疾动物模型、抗疟疾药物等方面均

进行过深入研究及论文发表，特别在青蒿素药物的后期开发

应用研究方面不断创新，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项，取得重点

基金项目和国际合作若干成果[9]；排名第3的作者张再兴是云

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前所长，几十年来从事疟疾防治研究工

作，科研成果也颇丰。

疟疾治疗研究领域内，国际期刊在该时段内共涉及作者

56476位，根据普赖斯理论计算得到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为

14篇左右。表4列出了发文量在100篇以上的核心作者。

排名第 1的作者泰国玛希隆大学（Mahidol University）热

带医学教授White，重症疟疾的病理和治疗是其主要的研究

方向之一；排名第 2的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药物医学

系Rosenthal，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疟疾治疗对肝脏的影响等；

排名第 3的作者是泰国 Shoklo疟疾研究机构主任Nosten，最
近的研究重点是疟疾联合疗法的功效。这些作者同时也是

研究青蒿素较多的作者[10]，可见青蒿素与疟疾治疗相关研究

的重要联系。

2.4 区域及国家分布

国内疟疾研究的区域分布，因著录不规范问题，部分难

以统计，据不完全统计的结果，国内现有对疟疾研究最多的

省市依次为云南、广东、江苏、广西、海南等地（表5）。这些省

市多处于沿海及亚热带温带地区，疟疾等热带疾病的发病率

高，相关研究较活跃，体现出该主题研究显著的地域特色。

国际疟疾研究的国家按论文数量降序排列选取TOP 20
国家，见表6。从表6可以看出，美国、英国、法国等老牌科技

强国仍是疟疾治疗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的国家。除此之外，值

得关注的还有在疟疾治疗研究TOP 20国家中大约 20%的亚

非小国表现突出，如泰国、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利亚，这些

国家都曾是疟疾爆发的重灾区，对疟疾的治疗研究有着比其

他国家更为迫切的使命需求。地域因素促进了该主题研究

在这些国家的发展。

2.5 国际合作分析

国际疟疾治疗研究共涉及学者 56476位，篇均作者人数

约为 2.7人，即该领域平均由约3人合作完成论文，相比其他

应用领域的合作程度略小。图3给出了国际疟疾治疗领域的

国际合作网络。图中是发文量在20以上的93个国家在该领

域的合作网络，节点表示国家，节点颜色表示不同的点度中

心度，即有同样数量的合作伙伴的国家节点颜色相同，节点

大小表示各国在该主题内发文量的多少，连线表示国家之间

的合作，连线粗细表示合作次数的多寡。为使网络可视化效

表3 国内疟疾治疗研究高发文量作者

作者

李锦辉

黄亚铭

张再兴

郭传坤

覃业新

韦海艳

汤林华

李春富

林康明

许建卫

王善青

刘慧

周华云

王伟明

发文量

82
73
56
54
49
49
47
44
44
42
40
38
38
38

作者

高琪

李兴亮

李国桥

杜进发

毛玮

黄光全

李丽

苏云普

蔡贤铮

裴速建

林珍

陈国伟

王光泽

黎军

发文量

37
35
35
35
35
35
34
34
33
32
31
31
30
30

表4 国际疟疾治疗研究高发文量作者

作者

White N J
Rosenthal P J

Nosten F
Looareesuwan S

Ward S A
Dorsey G

Kremsner P G
Meshnick S R

Brun R
D'Alessandro U

Kain K C
Davis T M E
Tanner M

发文量

332
251
192
139
127
124
123
120
118
109
107
104
103

表5 国内疟疾治疗研究的TOP 15省市

省市

云南

广东

江苏

广西

海南

山东

北京

湖北

浙江

四川

上海

河南

安徽

福建

辽宁

发文量

409
310
291
288
212
205
190
187
173
171
171
142
128
7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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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国际疟疾治疗研究的TOP 20国家分布

果最好，图中只保留了国家间合作频次在10次以上的连线。

从图3可以看出，美国是最大的节点，拥有该领域最多的

科技文献产出量，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了较多的合作，其中与

英国之间的合作成果最多。利用Pajek软件同时可求出网络

各个节点的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分别代

表节点与网络中其他节点的交往能力、在整个网络中作为桥

接点控制其他节点交往的能力、以及在整体网络中不被其他

节点控制的能力。英国、美国是网络中点度中心度、中间中

心度、接近中心度都最大的两个国家，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合

作能力都很强，表明其在合作网络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值

得关注的还有泰国、加纳、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利

亚、喀曼隆、马拉维等一批亚非小国在网络核心区的凸显，不

同于一般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网络，这些小国的网络中心程

度超越了一般的中等或发达国家，如葡萄牙、加拿大、韩国

等，该主题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

2.6 关键词分析

国际疟疾治疗研究的 20865篇文献共涉及关键词 20520
个，利用TDA软件对关键词进行清洗后得到18659个，然后又

统计出国际疟疾治疗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导入Excel整理得

到按频次降序排列的TOP40高频关键词，如表 7所示。词频

较高的若干个关键词，如 Malaria、Plasmodium falciparum、

Plasmodium、Diagnosis、Plasmodium vivax等，是在数据库中检

索使用的关键词，本身频率就会较高，其他关键词的频次可

以一定程度上反映疟疾治疗研究中子主题的热门程度。

图 4给出了该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中的节点取自

出现频次不小于50的关键词，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出现的频

次，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 2个关键词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的

次数，连线越粗表示共现频次越大。由图 4可以直观看出

Malaria、Plasmodium falciparum、Antimalaria等词的出现频次

最大，且居于网络的中心地位，与其他关键词的连接和共现

可以描绘出领域内现行研究的诸多主题，如治疗疟疾的药物

抗性，青蒿素、氯奎用于治疗疟疾的应用研究，儿童、孕妇等

特殊人群的疟疾症状和治疗，疟疾在非洲、坦桑尼亚、乌干

达、尼日利亚、肯尼亚等国的爆发，疟疾的疫苗、预防、感染、

药物设计、药代动力学研究等各个主题。

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瑞士

印度

澳大利亚

德国

泰国

肯尼亚

荷兰

巴西

坦桑尼亚

南非

尼日利亚

西班牙

日本

加拿大

意大利

比利时

中国

发文量

6274
3914
1993
1509
1496
1348
1264
1243
900
756
730
688
650
617
598
582
580
560
554
537

图3 疟疾治疗研究的国际合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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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国际疟疾治疗研究TOP 40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Malaria
Plasmodium falciparum

Antimalarial
Drug Resistance
Plasmodium
Artemisinin
Chloroquine
Diagnosis
Plasmodium vivax

Artemisinin Combination Therapy
Children
Pregnancy
Artesunate
Mefloquine
Plasmodium berghei

Vaccine
Pharmacokinetics
HIV
Anaemia
Africa

词频

4504
2171
1559
589
511
506
503
455
368
314
292
265
211
209
208
191
190
189
187
179

关键词

Chemotherapy
Cytotoxicity
Quinine
PCR
Cerebral Malaria
Infection
Epidemiology
Drug Design
Sulfadoxine-Pyrimethamine
Travellers
Tanzania
Amodiaquine
Primaquine
Artemether
Prevention
Medicinal Plants
Uganda
Nigeria
Parasite
Kenya

词频

174
158
158
152
150
150
149
122
118
118
115
105
105
104
103
98
98
95
94
93

图4 国际疟疾治疗研究关键词共现网络

3 讨论和结论

1）世界范围内疟疾治疗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快速

发展。20世纪90年代，因为传统抗疟药物的大量使用造成疾

病的抗药性，恶性疟疾在亚洲、非洲等地卷土重来，各国政府

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大量医学机构和人才纷纷投入，学术研

究日趋活跃，产生了大量针对疟疾治疗的科研成果。自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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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疟疾的治疗研究开始快速发展。

2）国内较有影响的科技期刊和作者群体已初具规模，研

究区域具有明显地域特色。国内疟疾治疗的研究多发表在

《热带医学》、《传染病学》、《寄生虫病学》、《预防医学》等医学

领域期刊上，以《中国热带医学》、《国外医学·寄生虫病分

册》、《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为首的期刊群是疟疾治疗研

究的主要发表阵地。以广西疾病控制中心、云南省寄生虫病

防治所等机构的学者李锦辉、黄亚铭、张再兴为首的作者群

是疟疾治疗领域发表论文较多的作者。中国云南、广西、广

东、江苏、海南等南方城市是疟疾治疗研究的主要分布区域，

疟疾在这些地区的流行促进了地区的医学技术探索；除此之

外，北京等地作为医学技术先进的一线城市，也是主要的研

究区域。

3）国际上已形成了一批疟疾治疗研究的专门刊物和众

多专家，国际疟疾治疗研究的区域具有明显地域特色，美、

英、法等国在疟疾治疗合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国际疟疾治疗

研究主题广泛分散。国际疟疾治疗的研究多发表在SCI期刊

Tropical Medicine 上，以 Malaria Journal、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和PLoS One为主要刊发阵地；

伦敦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牛津大学等机构的学者是专门

研究治疗疟疾的主要作者群。美、英、法等老牌科技强国仍

是疟疾治疗研究成果最为显著的国家，另外一些亚非小国，

如泰国、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在合作网络中也表现突出，说明

该主题研究的区域具有明显地域特色。国际疟疾治疗研究

的关键词极多，涉及的主题广泛分散。

疟疾治疗的相关研究目前在国际、国内快速发展，科技

论文的数量不断增多，领域内学者的贡献也越来越大。本文

从文献计量学的角度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了宏观的分析和

解读，值得注意的是，文献计量学仅是从科技成果的文献形

式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对于以非学术论文形式发表和

贡献的科技成果无法用文献计量学揭示。以医学领域获得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学者屠呦呦为例，屠呦

呦发现的青蒿素，其在应用治疗中，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

著降低，青蒿素联合疗法是目前治疗疟疾最有效的办法，但

屠呦呦很少发表 SCI源刊论文，这就造成无法从文献计量的

角度对学者的实际贡献进行恰当评估。如何更加全面客观

地分析该领域的实际研究和成果状况有待后续进一步思考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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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基于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和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的数据，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

国内外青蒿素研究的文献年度分布、重要期刊分布、重要作者分布、重要研究机构分布、区域及国家分布

进行统计分析；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Pajek对青蒿素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网络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文

献计量和调研方法对关键词及主题分析，以期揭示青蒿素研究的基本情况，梳理青蒿素研究的基本脉络。

关键词关键词 青蒿素；文献计量学；社会网络分析

青蒿素（artemisinin，也称黄花蒿素）及其衍生物是临床

上治疗疟疾的一线药物，也是现今所有药物中起效最快的抗

恶性疟原虫疟疾药[1]。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都属于新型倍半萜

内酯化合物，结构中均含有过氧桥结构，一般认为这种结构

与青蒿素的抗疟活性有关。临床证明，使用包括青蒿素在内

的联合疗法治疗疟疾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因而，青蒿素被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为治疗脑型疟疾和恶性疟疾的首选药物[2]。

青蒿素提取自常用中药一年生菊科植物黄花蒿，1972年，中

国科学家屠呦呦领导的课题组首次从这种植物中分离得到

抗疟疾的有效单体[3]，她本人也因此获得2011年拉斯克-德贝

基临床医学奖和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本文基于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和美国科学

引文索引SCI的数据，应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国内外青蒿素

研究的文献年度分布、重要期刊分布、重要作者分布、重要研

究机构分布、区域及国家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利用社会网络

分析工具Pajek对青蒿素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网络进行统计

分析；采用文献计量和调研方法对关键词及主题分析，旨在

揭示青蒿素研究的基本情况，梳理青蒿素研究的基本脉络。

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国内青蒿素研究的数据来源选择SinoMed平台下的中国

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该平台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

信息研究所开发。CBM收录了自1978年以来2000余种中国

生物医学期刊，学科范围涉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

学、药学、中医学及中药学等生物医学的各个领域，全部题录

均进行主题标引和分类标引等规范化加工处理。本文利用

SinoMed的规范化主题检索结合关键词检索，检索策略如下：

“青蒿”[关键词] or“青蒿”[中文标题] or“青蒿”[主题词]
or“黄花蒿素”[关键词] or“黄花蒿素”[中文标题] or“黄蒿素”

[关键词] or“黄蒿素”[中文标题] or“蒿甲醚”[关键词] or“蒿

甲醚”[中文标题] or“蒿乙醚”[关键词] or“蒿乙醚”[中文标

题] or“东莨菪内酯”[关键词] or“东莨菪内酯”[中文标题]。
以上基本检索结合“青蒿”、“青蒿素”和“青蒿素类”不限

副主题词，不加权扩展主题检索，以逻辑或关系组配，限制检

索时间范围为1977—2014年，得到最终检索结果3133条；检

索时间为2015-10-14。
国际青蒿素主题的研究选择美国信息科学情报研究所

的SCI数据库，该数据库对所收录的期刊严格筛选，期刊学术

质量相对较高。构造的检索策略如下：(ts=(Artemisinin* or
Artemisi* or arteannuin or "artemisinindericative" or Artesu⁃
nat* or Artemether or Dihydroartemisinin or "Artelinic acid"
or Artemotil or qinghaosu or "sweet wormwood") and py=
1977—2014)，文献类型限制为（Article or Review or Note）；限

制检索时间范围为1977—2014年，最终得到检索结果 12674
条，检索时间为2015-10-14。
1.2 分析方法与工具

文献计量分析是常用的从宏观上出发，了解主题领域研

究现状的一种方法，从文献角度统计和总结研究领域的发展

趋势、热门期刊、关键作者、核心机构以及研究热点等，可以

快速地对该领域的研究全貌有大致了解，为日后相关部门及

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宏观上的参考。

国际合作的分析主要是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社会

网络分析是研究一组行动者关系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上可以

分析网络的参与者在整体网络的重要作用。借助社会网络

分析工具Pajek对青蒿素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网络进行具体

分析，该软件是社会网络分析中常用的一种计算、分析和可

视化软件，由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Uniersity of Lju⁃
bljana）社会学系团队开发。

对国际合作和研究主题的分析涉及共现矩阵和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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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因此采用了文献计量分析软件TDA对文献进行整理和

统计。

2 青蒿素研究的文献计量结果及分析

2.1 年度分布

统计国内外青蒿素研究的历年发文量，从图1可以看出，

国内对青蒿素的研究在整个 20世纪都表现平稳，1997年略

多，为 109篇。2005年以后出现较大波动，2008年达到发文

量的最大值 210篇。图 2为国际青蒿素研究文献年代分布

图，国际上对青蒿素的研究趋势则较少波动，一直呈上升趋

势，2002年以前比较平稳，以后上升趋势更加明显，到2014年
达到发文量最大值1173篇。

图1 国内青蒿素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图2 国际青蒿素研究文献年度分布

2.2 重要期刊分布

国内青蒿素文献总体分布在725本期刊，共计发文3133
篇。表 1选取发文量在 10篇以上的期刊共 69种，这 69种期

刊所载的关于青蒿素研究的文章达到1525篇，即这些期刊以

占总期刊数不足 10%的比例发表了国内青蒿素相关研究约

50%的文献，因此是国内青蒿素相关研究的重点刊发期刊，尤

其是载文量最高的《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主要反

映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的科研成果及防治经验，在国内

同类刊物中有较高的知名度，在国外同行中也有较高声誉，

被收录于美国医学文献分析和联机检索系统（MEDLINE）及

其《医学索引》（Index Medicus，IM）、《英国热带病通报》、《英

国卫生与传染病文摘》、《英国蠕虫学文摘》、《英国原虫学文

摘》及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主要热带病文献目录》等本学科

著名的国外数据库或刊物。

国际青蒿素研究大致分布在2020种期刊，表2给出刊载

青蒿素相关研究 50篇以上的期刊 33种，这 33种期刊以不到

总期刊数2%的比例发表了占总研究数近1/3的文章，在青蒿

素相关研究领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Malaria Journal

是疟疾研究领域的专业期刊，2014年汤森路透发布该刊的

SCI期刊影响因子为 3.109，其发文量是排名第 2的Antimicro⁃

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和排名第 3的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的两倍之多。

2.3 重要作者分布

根据调研的数据集样本，国内期刊青蒿素研究共涉及学

者 5633位。本文选择其中的核心作者作为该领域研究学者

的代表进行分析。根据普莱斯定律，科学家的总人数大致是

杰出科学家人数的平方，杰出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数约占所有

论文总数的一半[4]。利用级数的性质，普莱斯根据公式（1）求

出了杰出科学家的最低发文数。公式（2）可以计算大致的核

心作者数量。

m = 0.749 × nmax （1）
n= N （2）

其中，nmax 为领域内发文量最多的作者发表的文章数，m为

核心作者至少发表的文章数，N为领域内的所有作者数，n

为高产作者的数量。根据式（1）和式（2）可以约算出国内青

蒿素相关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和最低发文量。最终确定在

国内期刊上发文的核心作者为发表文章至少10篇的86位作

者，青蒿素研究领域国际期刊在该时段内共涉及作者 32585
位，根据普赖斯理论计算得到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为13篇。

表 3分别列举了 2个数据库统计发文量排在前 10名的核心

作者。

在CBM数据库中，发文量排在前3位的分别是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肖树华、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中山医科大

学郭兴伯。其中，肖树华在抗蠕虫药物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其对抗寄生虫病新药三苯双脒的研究处于国内外领先水平；

李国桥则首先证实了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的速效低毒作用，

先后研制了 5个青蒿素类复方；郭兴伯主要专注疟疾临床研

究，在脑型疟疾救治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获得2015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屠呦呦被该数据库收录的文章为

13篇，亦在本文统计的核心作者之列。

在 SCI数据库中，排名第 1的作者是泰国玛希隆大学

（Mahidol University）热带医学教授White，重症疟疾的病理和

治疗是其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排名第2的作者是泰国Shok⁃
lo疟疾研究机构主任Nosten，最近的研究重点是疟疾联合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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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内青蒿素研究的重要期刊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期刊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中草药
药学学报
国外医学·寄生虫病分册
中国中药杂志
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
时珍国医国药
药物分析杂志
中国药理学报
中药材
中成药
中国血吸虫病防治杂志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
国外医药·植物药分册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中国热带医学
中国药房
国外药讯
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
中国药学杂志
青蒿素类药临床研究专辑
医药导报
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
实用寄生虫病杂志
新中医
中国药业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中国药理学通报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广东医学
中国医药导报
四川中医
天然产物研究与开发
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
广州中医学院学报

载文量
81
76
61
55
55
51
49
47
44
39
38
36
34
31
31
29
28
25
25
22
20
20
20
19
19
19
19
17
17
16
16
15
15
15
14

编号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期刊
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
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刊
泸州医学院学报
山东医药
实用中医药杂志
中国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
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
中华医学杂志
中兽医医药杂志
中国药物与临床
中国医药工业杂志
中药通报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
陕西中医
实用医学杂志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中国医药指南
中医杂志
广东药学院学报
海南医学
河南中医
湖南中医杂志
寄生虫与医学昆虫学报
内蒙古中医药
中华皮肤科杂志
中华中医药学刊
重庆医科大学学报
重庆医学
华西药学杂志
热带病与寄生虫学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中国药理通讯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载文量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3
13
13
12
12
12
12
12
12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0
10
10
10
10
10

表2 国际青蒿素研究的重要期刊

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期刊
Malaria Journal
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
American Journal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Plos One
Phytochemistr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Tropical Medicine International Health
Journal of Ethnopharmacology
Planta Medica
Journal of Range Management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Acta Tropica
Bioorganic Medicinal Chemistry Letters
Tetrahedron Letters
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Khimiya Prirodnykh Soedinenii

载文量
702
316
303
256
217
177
131
127
126
107
103
100
96
95
94
91
89

编号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期刊
Journal of Essential Oil Research
Parasitology Research
Journal of Infectious Diseases
Rangeland Ecology Management
Tetrahedron
Oecologia
Bioorganic Medicinal Chemistry
Annals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Parasitology
Chemistry of Natural Compounds
Weed Technology
Phytotherapy Research
Weed Science
Industrial Crops and Products
Experimental Parasitology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
Natural Product Communications

载文量
85
85
73
72
66
65
64
61
58
57
56
56
55
52
52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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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区域及国家分布

国内青蒿素研究的区域分布，因著录不规范问题，部分

难以统计，据不完全统计的结果，国内现有对青蒿素研究

TOP10省市依次为广东、北京、重庆、四川、江苏、上海、广西、

云南、浙江和山东，如表6所示。这些省市大部分是青蒿生长

较多的南方城市或者科研力量较为雄厚的一线城市。此外，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2013年全国疟疾疫情分

析》报告 [6]，中国的疟疾病例主要分布在广西（30.3%）、云南

（14.0%）、江苏（8.3%）、四川（5.8%）和浙江（5.0%）等 5省（自

治区），从表6中可以看出，这些省份均在青蒿素研究的重点

表3 青蒿素研究的TOP 10核心作者

作者（CBM）
肖树华

李国桥

郭兴伯

吴玲娟

杨恒林

符林春

王京燕

李思温

陈雅棠

冯文宇

梅静艳

发文量

48
44
31
30
30
29
27
26
23
21
21

作者（SCI）
White N J
Nosten F

Looareesuwan S
Rosenthal P J
Ward S A
Posner G H
Day N P J

Davis T M E
Dorsey G

Lindegardh N

发文量

272
161
97
87
80
76
74
73
73
72

表4 国内青蒿素研究的重要研究机构

机构

广州中医药大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重庆医科大学

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苏州大学

四川医科大学

中国医学科学院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广西医科大学

暨南大学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第三军医大学

西南大学

发文量

163
81
73
59
57
55
46
36
34
34
32
30
30
29
27
27

机构

中国药科大学

中山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南方医科大学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

云南大学

浙江省医学科学院

三峡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医学院

三峡大学

哈尔滨医科大学

沈阳药科大学

浙江大学

发文量

25
25
24
24
24
24
24
24
24
22
22
21
20
20
20

法的功效；排名第3的作者依然来自泰国玛希隆大学，是热带

医学教授Looareesuwan。这些作者同时也是疟疾治疗研究较

多的作者[5]，可见青蒿素与疟疾治疗相关研究的重要联系。

2.4 重要研究机构分布

本研究主题在CBM数据库共涉及文献 3133篇，其中未

标注机构及机构不详的文献有 405 篇，约占文献总数的

13%。将标注机构的文献数据导入Excel后，对研究机构进行

清洗和规范，整理汇总后得到如下机构分布表（表 4）。青蒿

素主题领域的研究机构共涉及1600多个，表4列出了发表青

蒿素主题的文献在20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31所。

从表 4可以看出，国内对青蒿素研究较多的机构主要有

两类，一类机构位于青蒿生长分布广泛的及疟疾在中国高发

的南方的大学和医院，如广东、广西、云南、四川、重庆等地，

另一类是科研实力较强的部分研究院所，如中国中医科学

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以及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等。排名第 1的广州中医药大

学，是新中国首批创办的4所中医药高等学府之一，设立了青

蒿研究中心、热带医学研究所、新药研究开发中心、科技产业

园等，建立了与青蒿素研究相关的一条龙产学研链。广州是

中国最大的青蒿供应地和青蒿素生产地，四川、云南等地也

是青蒿分布集中的地区。这几个地区涉及的机构在青蒿素

研究载文量超过20篇的重点机构中所占比例达到一半以上。

将青蒿素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期刊上的机构进行统计，

表5列出了发文量在100篇以上的机构列表。发文量最多的

是中国科学院，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内数据库的统计中，可以

具体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但在SCI数据库中，只统计到中

国科学院一级，这也是其在 SCI的统计结果中发文量较多的

一个原因。排名第 2的是泰国玛希隆大学。泰国地处热带，

饱受疟疾困扰，发文量最多的国际作者也来自这所大学。排

名第3 的是牛津大学，其医学研究同样赫赫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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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国内青蒿素研究的TOP 10省市

区域之列。

国际上对青蒿素研究最多的 10个国家分别是美国、中

国、英国、印度、法国、瑞士、泰国、德国、韩国和澳大利亚。这

些国家中，除了医学研究领域一向领先的美国、英国、法国、

德国、瑞士等国家，还有因地理位置等因素受到疟疾困扰的

泰国、印度、韩国等国家，其中美国的发文量最多，为3369篇，

占SCI文章总量的27%。而中国作为率先“发现青蒿素”以及

青蒿素种植大国，其发表在国际上的研究成果也很可观。

2.6 国际合作分析

利用Pajek软件构建青蒿素研究的国际合作网络[7]，并据

此分析各个国家在合作网络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图3为发

文量在 20篇以上的国家在该领域的合作网络。图中节点表

示国家，节点大小表示发文量的多少，连线表示国家之间的

合作，连线粗细表示合作次数的多寡。为使网络可视化效果

最好，图中只保留了国家间合作频次在 10次以上的连线，具

体数据见表8。
从图 3可以看出，美国是最大的节点，发文量最多，并与

其他国家进行了较多的合作，从合作次数来看，泰国与英国

之间的合作最多。

在合作网络中，点度中心度由节点与其他节点的直接连

线数量来衡量，排名前5位的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

瑞士，表明这些国家在合作网络中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能力较

强。中间中心度是一个节点位于其他节点间最短路径上的

程度，可以衡量节点在整个网络中对其他节点间的信息流动

和变化的桥梁作用，以及节点对其他节点获得信息的控制能

力。排名前5位的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表明这

些国家在整个合作网络起到信息传递的桥梁作用。接近中

心度是一个节点位于网络中心的程度，排名前5位的是美国、

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表明这些国家在整个合作网络中

处于相对核心的位置。

总体来看，美国、英国、法国在 3个中心度的数值均比较

高，属于青蒿素研究领域国际合作中的活跃分子。值得一提

的是，中国在这个合作网络中的发文量是仅次于美国的第 2
大节点，然而3个中心度的排名却比较靠后，在本领域研究的

国际合作舞台上仍有待进一步发挥作用。

省市

广东

北京

重庆

四川

江苏

上海

广西

云南

浙江

山东

发文量

345
225
185
147
145
136
134
132
129
92

表5 国际青蒿素研究的重要研究机构

机构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ahidol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Oxford
University of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Tropical Medicin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ScientifiqueCnrs
Council of Scientific Industrial Research Csir India
University of Basel
Swiss Tropical Public Health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Army
University of Liverpool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Institut De Recherche Pour Le DeveloppementIrd
Minist Hlth
Utah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Prevention Usa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Le Reseau International Des Instituts Pasteur Riip
Karolinska Institutet
Utah State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Forest Service
Central Institute of Medicinal Aromatic Plants India
Makerer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Eberhard Karls University of Tubingen
University of Barcelona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USA

发文量

644
570
523
464
381
380
374
307
275
229
223
214
206
201
176
152
142
139
133
130
128
125
123
122
119
115
112
108
108
107
103
101
100

表7 国际青蒿素研究的TOP 10国家

国家

美国

中国

英国

印度

法国

瑞士

泰国

德国

韩国

澳大利亚

发文量

3369
1786
1537
795
733
720
711
676
465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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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关键词及主题分析

统计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文章关键词词频TOP 20的结

果，如表9所示。可以看出，除了青蒿琥酯、青蒿素、青蒿等在

检索式中给出的词汇以外，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对细胞凋亡机

制影响，青蒿中的有效成分之一东莨菪内酯含量的测定方法

也是科研人员关注的主要方向，除了研究其对疟疾的治疗

功效外，其对肿瘤的治疗作用，也日益成为科研人员的研究

重点。出现的高频关键词大致可以分为青蒿素及其衍生

物、青蒿素的制备方法、青蒿素对疟疾、肿瘤等疾病的治疗

几类主题。

表8 青蒿素研究的国际合作网络中心度数据统计

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瑞士

西班牙

比利时

澳大利亚

荷兰

印度

泰国

奥地利

南非

瑞典

意大利

肯尼亚

中国

柬埔寨

布基纳法索

印度尼西亚

点度

中心度

84
82
78
78
73
73
69
66
65
61
61
60
60
59
58
57
54
53
53
53

中间中心度

0.059000
0.049183
0.043625
0.033627
0.024554
0.026882
0.029728
0.014583
0.016994
0.011979
0.010200
0.020502
0.00959
0.012185
0.020651
0.00637
0.013314
0.004224
0.003486
0.005956

接近中心度

0.988372
0.965909
0.923913
0.923913
0.876289
0.876289
0.841584
0.817308
0.809524
0.779817
0.779817
0.772727
0.772727
0.765766
0.758929
0.752212
0.732759
0.726496
0.726496
0.726496

图3 青蒿素研究的国际合作网络

表9 国内青蒿素研究的TOP 20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青蒿琥酯

青蒿素

青蒿

蒿甲醚

双氢青蒿素

黄花蒿

凋亡

细胞凋亡

东莨菪内酯

疟疾

含量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青蒿鳖甲汤

抗疟药

恶性疟

二氢青蒿素

日本血吸虫

抗肿瘤

细胞周期

恶性疟原虫

词频

455
423
182
181
179
108
84
82
78
60
54
53
47
41
39
39
38
36
3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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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发表在 SCI期刊上的文章关键词词频 TOP20的结

果，如表10所示。结果显示，与国内期刊统计出的高频关键

词结果较为一致。相比较而言，国际研究更集中在青蒿素对

疟疾的治疗研究上，较少挖掘青蒿素对其他疾病的治疗价

值。而疟疾对青蒿素的抗药性研究也是国际科研人员关注

的研究热点之一。

3 结论

通过对青蒿素研究的国内和国际文献计量分析，得出如

下结论：从年度分布来看，国内对青蒿素的研究起步较早，文

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也较为明显。相比较而言，

国际上对青蒿素的研究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自21世纪开始

以较快速度增长。从期刊分布来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期

刊都呈现大量的文章集中于少量期刊的规律。青蒿素研究

的SCI专业期刊，吸引了更多的文章。从发文作者来看，根据

文献计量规律分别统计出在国内期刊发文的核心作者86人，

在SCI期刊发文的核心作者450人，高产作者比较多，他们成

为青蒿素研究的中坚力量，成为推动青蒿素的后续研究的持

续动力。从研究机构来看，国内从事青蒿素研究的机构非常

多，达 1600多个。除了数量上的优势外，发文量最多的广州

中医药大学专门设立了青蒿研究中心并建立了青蒿素产业

化链条，提供了青蒿素研究与应用的广阔前景。在国际上，

研究青蒿素的机构更是多达7292个，其中著名高校的医学院

的研究成果不容小觑。但从发文数量来看，排在前几位的研

究机构实力相当。从区域和国家分布来看，国内对青蒿素的

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疟疾病例出现较多的省份，研究需求驱

动表现明显。对青蒿素进行研究的国家主要集中在科技强

国以及受疟疾困扰的国家。从关键词来看，国内研究与国际

研究的分析结果较为一致，表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能与

国际接轨，甚至在一些研究热点上走在国际前沿。此外，青

蒿素对疟疾治疗的价值和副作用，依然是这一领域比较集中

的研究重点。从国际合作来看，开展青蒿素研究的国家，在

本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研究较多。

中国虽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众多，但是相比较而言，在

整个国际合作舞台上仍有待进一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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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国际青蒿素研究的TOP20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

Artemisinin
Malaria
Plasmodium falciparum

Antimalarial
Artesunate
Asteraceae
Essential Oil
Artemether
Dihydroartemisinin
Artemisia
Artemisia tridentata

Compositae
Drug Resistance
Antioxidant
Pollen
Pharmacokinetics
Apoptosis
Ambrosia artemisiifolia

Chloroquine
Artemisinin Combination Therapy

词频

1195
1042
534
458
374
309
279
216
214
195
170
167
165
150
140
134
133
130
128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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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设立设立、、评选及获得者评选及获得者
国别国别、、性别分析性别分析
陈广仁，刘志远，王媛媛，傅雪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为梳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发展，简介了诺贝尔奖的设立、评选，统计、分析了1901—2015年度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国别、性别分布情况。

关键词关键词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奖励机制；诺贝尔奖获得者

2015年 10月 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

布，将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科学家屠呦

呦，以及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

日本科学家大村智（Satoshi Ōmura），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

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1]。这是中国大陆科学家首次获得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屠呦呦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

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也是中医药成果获得的最高奖项 [2]。

为梳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发展，本文简介诺贝尔奖的设

立、评选，统计、分析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国别、性别

分布情况。

1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设立
阿尔弗雷德·伯恩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

1833-10-21—1896-12-10）生于瑞典，毕生致力于炸药研究

并发明硝化甘油炸药。1895年，诺贝尔留下遗嘱提出，将部

分遗产作为基金，以其利息分设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

学、文学、和平5个奖项，授予世界各国在这些领域对人类做

出重大贡献的人。

1900年６月，瑞典政府批准设立诺贝尔基金会，瑞典议

会通过《颁发诺贝尔奖金章程》，并于 1901年 12月 10日首次

颁发诺贝尔奖。

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出资增设诺贝尔经济奖（全称为

“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伯恩德·诺贝尔经济科学奖

金”），授予在经济科学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人。该奖于1969
年开始颁发。

2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评选
1）评选机构：遵照诺贝尔遗嘱，物理学奖、化学奖由瑞典

皇家科学院评定，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瑞典卡罗琳医学院评

定。由各奖项评选机构设立一个由５人组成、任期 3年的委

员会负责评选工作。

2）评选过程：第1步，每年９月至次年１月31日，由诺贝

尔奖获得者、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特别指定的大学教

授、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特邀教授，推荐候选人（不能推荐自

己），每年推荐的候选人通常有 1000~2000人；第 2步，2月 1
日起，各项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对推荐的候选人进行筛选、

审定，至９月份，基本内定各奖项的获奖人；第3步，评选委员

会召开大会，对候选人的成就进行讨论，在 10月份的第 2个
星期里，选出本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第4步，选举结果揭晓，

立即通知获奖者。

3）评选标准：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的评选过程中，获奖人不受任何国籍、民族、意识形态和宗教

的影响，评选的唯一标准是成就的大小。

4）评选要求：诺贝尔奖评选的全过程严格保密，而且没

有复议。在发表最后结果时，也只有获奖人的姓名和简要理

由。除公布最终获奖者的名字外，候选人名单在50年内都不

对外公开。

5）奖项颁发：12月10日是诺贝尔逝世纪念日，在斯德哥

尔摩举行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仪式。

科研对象的分类、科研群体的属性等特性，决定了科技

奖励体系分类、分层的必然性[3]。作为首屈一指的国际奖项，

115年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几乎囊括了物理学、化学、生理

学和医学领域最优秀的科学成果和最有成就的科学家，被公

认为最具权威、最有影响、最有声望的科学奖项。作为偶像、

神话和仪式，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已成为优异和国际荣誉的代

名词。而且，在众多科学技术奖项中，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更

大的影响力还在于它的遴选机制和标准。科学社会学、科学

史、科学计量学、管理学等研究显示，除其授奖学科的范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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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扩大、奖项的获奖人数应适当增加、评选过程应更加透明、

不应有性别歧视等问题外，绝大多数的选择是中立、平等、客

观、公正、准确的，标准是科学、合理的，这逐渐使诺贝尔自然

科学奖成为一种标志、目的和制度[4,5]。

3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国别分析
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是科学史、

科学社会学领域的热点。例如，肖明等[6]统计了 1901—2000
年诺贝尔奖的人次、国家、年龄等；朱安远等[7]统计分析了诺

贝尔奖获得者获奖年龄分布情况；洪宪华等[8]统计了 1950—
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生物学科的获奖情况；薛风

平[9]统计分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跨国移居流向，表明科学大

师定向流动造成科学中心从欧洲向美国转移。以上分析中，

对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般都按人次统计，未能真实体现独立获

奖、共同获奖的权重分布情况，因此结果有一定的误导性。

本研究统计分析 1901—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

理学或医学奖的国别分布情况。

3.1 数据来源及统计方法

数据来源：http://www.nobelprize.org、http://wenku.baidu.
com/link?url=ojQFOT0ikXPRt_3FJvnkJFUm3aEO3n-SpFfMySw
42fLF2rmET3zyDa9rrz6RlgirFLG3Ww1B1iKpu-dfjbwPQ80Lfw3
NJ4DPPQfHRgNYUua。

统计方法：按照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

奖3类，逐年统计获奖者所在的国家。

量化标准：1）1人独立获奖，对国家权重按 1计算；2）2
人同等获奖时，各占1/2；3）3人同等获奖时，各占1/3；4）3人
获奖时，如果1人分享1半奖金、另2人分享一半奖金，分别按

1/2、1/4、1/4计；5）获奖者如果为双重国籍，则 2个国家的权

重在上述得分基础上除以2。
3.2 结果及分析

3.2.1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国别统计分析

对诺贝尔物理学奖逐年、逐个获奖者统计表明，在

1901—2015年的 115年中，除 1916、1931、1934、1940、1941、
1942年6个年度未颁发外，颁奖的109个年度中，获奖的科学

家为201人次。

对获奖者的国别统计发现，共有18个国家的物理学家获

奖，以获奖权重排序，分别为美国（45.17）、英国（15.58）、德国

（14.16）、法国（8.83）、荷兰（5.5）、俄罗斯（4）、日本（3.58）、瑞

典（3）、瑞士（1.75）、奥地利（1.5）、丹麦（1.33）、意大利（1）、加

拿大（1）、印度（1）、比利时（0.5）、爱尔兰（0.5）、巴基斯坦

（0.33）、澳大利亚（0.25）。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国家及年

度趋势见图1。
3.2.2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国别统计分析

对诺贝尔化学奖逐年、逐个获奖者统计表明，在 1901—
2015 年的 115 年中，除 1916、1917、1919、1924、1933、1940、
1941、1942年 8个年度未颁发外，颁奖的 107个年度中，获奖

的科学家为172人次。

对获奖者的国别统计发现，共有 25个国家的化学家获

奖。以获奖权重排序，分别为美国（39.26）、德国（19.66）、英

国（16.33）、法国（4.66）、瑞典（3.83）、瑞士（3.83）、奥地利（3）、

荷兰（2.33）、日本（2.07）、以色列（2）、加拿大（1.83）、新西兰

（1）、匈牙利（1）、芬兰（1）、捷克（1）、阿根廷（1）、比利时（1）、

俄罗斯（0.5）、意大利（0.5）、挪威（0.5）、澳大利亚（0.5）、丹麦

（0.5）、墨西哥（0.33）、新西兰（0.17）、土耳其（0.17）。获得诺

贝尔化学奖的国家及年度趋势见图2。

3.2.3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国别统计分析

对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逐年、逐个获奖者统计表明，

在 1901—2015 年的 115 年中，除 1915、1916、1917、1918、
1921、1925、1940、1941、1942年 9个年度未颁发外，颁奖的

106个年度中，获奖的科学家为210人次。

对获奖者的国别统计发现，共有 23个国家的化学家获

奖。以获奖权重排序，分别为美国（44.83）、英国（12.67）、德

国（10.65）、法国（6.08）、瑞典（3.92）、丹麦（3.83）、瑞士（3.66）、
奥地利（2.33）、比利时（2.33）、澳大利亚（2.33）、意大利（2）、荷
兰（1.83）、日本（1.83）、俄罗斯（1.5）、南非（1.33）、加拿大（1）、

匈牙利（1）、挪威（0.67）、阿根廷（0.5）、西班牙（0.5）、葡萄牙

（0.5）、中国（0.5）、爱尔兰（0.33）。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的国家及年度趋势见图3。

图1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国别分布

图2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的国别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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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国别统计分析

对统计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获

得者的国别，汇总后可以看出，共有 33个国家的科学家获

奖。其中，最为突出的为美国（130.25，占 40.1%）、英国

（44.58，占 13.7%）、德国（43.5，占 13.4%）、法国（20.58，占
6.3%）、瑞典（10.75，占3.3%）、荷兰（9.67，占3.0%）（表1）。

以 10年度为计量单元，从各国获奖数量的趋势可以发

现，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等西方科技发达国家，在 1901—
1910年度优势十分明显；美国后来居上，逐渐显现突出的科

技优势，并在 20世纪 80—90年代达到顶峰。目前美国在获

奖数量上仍有较大优势，但随世界科技的发展，各国获得诺

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机会趋于分散（图4）。图3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国别分布

表1 历届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国别统计

国别

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瑞典

荷兰

瑞士

日本

奥地利

丹麦

俄罗斯

加拿大

比利时

意大利

澳大利亚

匈牙利

以色列

阿根廷

俄国

南非

挪威

西德

新西兰

芬兰

捷克

印度

爱尔兰

中国

西班牙

葡萄牙

墨西哥

新西兰

土耳其

1901—

1910

3

3

11

5

1

3

1

0

0

1

0.15

0

0

1

0

0

0

0

1.5

0

0

0

1

0

0

0

0

0

0.5

0

0

0

0

1911—

1920

1

2

7

4

2

1

2

0

1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21—

1930

3.5

5.5

4.5

3

2.5

1.5

0

0

3

2

0

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931—

1940

8

4

5.5

1

0

1

1

0

1.5

0

0

0

1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41—

1050

8.67

5

2

0

1

0

1.83

1

1

0.5

0

0

0

0

0

1

0.5

0.5

0

0

0

0

0

1

0

0

0

0

0

0.5

0

0

0

1951—

1960

15.17

5

2.33

0

1

1

0

0

0

0

1.5

0

0

1

0.5

0

0

0

0

1

0

0.33

0

0

1

0

0.5

0

0

0

0

0

0

1961—

1970

14.91

4.84

2.08

2.5

1.17

0

0

0.67

0

0

1.5

0

0

0.5

0.33

0

1

1

0

0

0.5

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71—

1980

16.5

6.08

1.33

0.33

0

0.33

0.83

0.25

0.33

0.33

0.5

1

1.33

0

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81—

1990

18.01

2

3.83

0.33

1.42

0.5

0.75

1.5

0

0.33

0

0.33

0

1

0

0

0

0

0

0

0

0.33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91—

2000

18.08

1.58

1.67

2.33

0.33

1.33

1.5

0.33

0

0.5

0.33

1

0

0

0.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33

0.17

0

2001—

2010

17.25

4.41

1.58

1.33

0

0

0.33

2.07

0

0

0.67

0

0

0

1

0

0

0

0

0.3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011—

2015

6.17

1.17

0.67

0.75

0.33

0

0

1.67

0

0

0

1

0.5

0

0.25

0

0

0

0

0

0.67

0

0

0

0

0

0.33

0.50

0

0

0

0

0.17

总计

130.25

44.58

43.5

20.58

10.75

9.67

9.25

7.5

6.83

5.67

4.56

3.83

3.83

3.5

3.08

2

1.5

1.5

1.5

1.33

1.17

1.17

1

1

1

1

0.83

0.50

0.5

0.5

0.33

0.17

0.17

69



科技导报 2015，33（20）www.kjdb.org

图4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国别分布及趋势

4 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华人
1901—2015年，有 9名华人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其

中，6人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人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
人次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时所在机构为美国的

为7人次，英国/美国1人次，中国1人次（表2）。
有统计表明，在1900—2003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化

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经济学奖的 547人中，共有 114人跨

国移居，占获奖人数的 20.84%。流出最多的国家依次为德

国、奥地利、意大利、俄罗斯、法国、中国，流入最多的依次为

美国、英国、德国、瑞士[9]。国际优秀科学家的定向跨国流动，

不仅会决定相关国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机会，而且可

能影响世界科技发展的格局，推动新的科学中心形成。

表2 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华人

年度

1957

1957

1976

1986

1997

1998

2008

2009

2015

获奖者

杨振宁

李政道

丁肇中

李远哲

朱棣文

崔琦

钱永健

高锟

屠呦呦

获奖时所在机构

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

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马萨诸塞州坎伯利基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

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

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电气工程系

美国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奖项

物理学

物理学

物理学

化学

物理学

物理学

化学

物理学

生理学或医学

获奖成果

发现在弱对称下宇称不守恒原理

发现在弱对称下宇称不守恒原理

发现新的基本粒子“J/ψ粒子”

发明了交叉分子束方法使详细了解化学反应的过程

成为可能

发展了用激光冷却和捕获原子的方法

发现电子在强磁场中的分数量子化的霍尔效应

发现人工放射性物质

发明光纤电缆

发现了一种关于疟疾的新疗法

5 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女科学家
1901—2015年，有 18名女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

奖。其中，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2人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4
人次，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2人次；国籍为美国 8人
次，法国 4人次，英国、意大利、德国、以色列、挪威、中国各 1
人次（表3）。

1901—2015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109次，201人次

获奖；诺贝尔化学奖颁发107次，172人次获奖；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颁发106次，210人次获奖。总体而言，诺贝尔自然

科学奖每个奖项每次平均约1.8人获奖。

在1901—2015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历史上，女科学家获

奖仅 18人次，在 583人次获奖中，仅占 3%，表明获奖比例较

低。女科学家获奖比例低，与此前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接

受教育及参加工作的机会少、社会偏见较重等有关，但也与

诺贝尔奖评选机制相关。研究表明，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评

选工作虽然十分优秀，但诺贝尔奖规章解释、会议程序、甄选

标准、提名条件、学科发展、领域界定、成果标志、科学理想、

学术政治、国家利益等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诺贝尔奖[10]。好

的趋势是，在 20世纪上半叶仅有 4人次获奖，20世纪下半叶

有7人次获奖，2001—2015年有7人次获奖，表明随女性接受

高等教育、从事科研等机会增加及环境改善，女科学家获得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比例将逐步提高。

在女科学家获得的18人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物理学

奖占11%，化学奖占22%，生理学或医学奖占 67%，表明女科

学家从事生理学或医学研究的比例可能较大，而且与物理

学、化学等领域比较而言，在生理学、医学领域也更具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历史上，仅有3人2次
获奖：法国科学家玛丽·居里 190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11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美国科学家约翰·巴丁分别于

1956、197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英国科学家弗雷德里克·

桑格分别于 1958、1980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特别是，1903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玛丽·居里、皮埃尔·居里夫妇获得，其

女儿和女婿伊雷娜·约里奥-居里、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
居里夫妇于 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这充分表明女科学

家同样优秀，只要社会提供同等的机会、家庭创造良好的氛

围，会有更多的女科学家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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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女科学家

年度

1903

1911

1935

1947

1963

1964

1977

1983

1986

1988

1995

2004

2008

2009

2009

2009

2014

2015

姓名

玛丽·居里(Marie Skłodowska-Curie)

玛丽·居里(Marie Skłodowska-Curie)

伊雷娜·约里奥-居里(Irène Joliot-Curie)

格蒂·特蕾莎·科里(Gerty Theresa Cori)

玛丽亚·格佩特-梅耶(Maria Goeppert-Mayer)

多罗西·克劳福特·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

罗莎琳·苏斯曼·雅洛(Rosalyn Sussman Yalow)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

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Rita Levi-Montalcini)

格特鲁德·B.埃利恩(Gertrude B. Elion)

克里斯汀·纽斯林-沃尔哈德(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

琳达·巴克(Linda B. Buck)

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Françoise Barré-Sinoussi)

阿达·约纳特(Ada Yonath)

伊丽莎白·布莱克本(Elizabeth Blackburn)

卡罗尔·格雷德(Carol Greider)

梅·布莱特(May-Britt Moser)

屠呦呦

国籍

法国

法国

法国

美国

美国

英国

美国

美国

意大利

美国

德国

美国

法国

以色列

美国

美国

挪威

中国

奖项

物理学

化学

化学

生理学或医学

物理学

化学

生理学或医学

生理学或医学

生理学或医学

生理学或医学

生理学或医学

生理学或医学

生理学或医学

化学奖

生理学或医学

生理学或医学

生理学或医学

生理学或医学

获奖成果

发现放射性元素镭

发现镭和钋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

发现人工放射性物质

发现糖代谢过程中垂体激素对糖原的

催化作用

创立原子核结构的壳模型理论

测定青霉素和维生素B12的结构

建立放射免疫分析法

研究玉米的移动基因-传座因子

发现神经生长因子和表皮生长因子

发现药物治疗的重要原理

发现早期胚胎发育中的遗传调控机理

发现嗅觉受体和嗅觉系统的组织方式

发现艾滋病的致病病毒（即HIV病毒）

明确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

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

理/这种染色体的自然脱落物将引发衰

老和癌症

发现组成大脑定位系统的细胞

发现了一种关于疟疾的新疗法

6 结论
1）统计、分析了 1901—2015年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

者的国别、性别分布情况。

2）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 109个年度，获奖科学家为 201
人次，有18个国家的物理学家获奖，前5位为美国（45.17）、英
国（15.58）、德国（14.16）、法国（8.83）、荷兰（5.5）。

3）诺贝尔化学奖颁发 107个年度，获奖的科学家为 172
人次，有 25个国家的化学家获奖，前 5位为美国（39.36）、德

国（19.66）、英国（16.33）、法国（4.66）、瑞典（3.83）。
4）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106个年度，获奖的科学

家为 210人次，有 23个国家的化学家获奖，前 5位为美国

（44.83）、英国（12.67）、德国（10.65）、法国（6.08）、瑞典（3.92）。
5）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共颁发322奖次，获奖的科学家为

583人次，有 33个国家的科学家获奖，最为突出的为美国

（130.25，占 40.1%）、英国（44.58，占 13.7%）、德国（43.5，占
13.4%）、法国（20.58，占 6.3%）、瑞典（10.75，占 3.3%）、荷兰

（9.67，占3.0%）。

6）有 9名华人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国际优秀科学

家的定向跨国流动，会影响相关国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的机会。

7）有18名女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583人次

获奖中，仅占 3%，表明获奖比例较低，其主要原因是外界社

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科研等机

会增加及环境改善，女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比例

将逐步提高。

8）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奖励机制有诸多可借鉴之处，而

且其在国际上已占据优势地位和话语权，值得学术界进一步

深入研究。但获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专注于获奖是南辕北

辙，科学家应着力做出最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努力对人类做

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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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年龄与科学创造力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年龄与科学创造力
关系关系
贺飞 1，马信 1，张端鸿 2

1. 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北京 100871
2.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92

摘要摘要 分析了诺贝尔科学家得主的年龄和创造力关系，探讨了科学家一般是在什么年龄产生其诺奖重大

突破的、科学家的科学创造力高峰在不同学科是否存在差别、不同学科的科学创造力高峰是如何随时间

演化的等3个问题，讨论了影响科学家科学创造力高峰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关键词 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得主；科学创造力；年龄

诺贝尔奖受到科学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一般认为，诺

贝尔自然科学奖是科学界最高级别奖项，代表着物理学、化

学、生理学或医学前沿研究的最高水平和原始性创新的重大

成就。2015年10月5日，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因发现了青蒿

素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第一位获

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本土科学家，也是第12位获得生理学或医

学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屠呦呦1930年12月出生于中国浙

江宁波，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

多年来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的研究，在其85岁高龄获得诺

贝尔奖。疟疾是危害严重的世界性流行病，全球百余国家年

约 3亿多人感染疟疾。青蒿素可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

率，几十年来挽救了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于1971年
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并在1972年成功提取到了

一种分子式为 C15H22O5 的无色结晶体，命名为“青蒿素”。

1973年又合成了双氢青蒿素，这种化学物质之后被证明比天

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强很多。

屠呦呦青蒿素的重大发现是在其41岁左右完成的，思考

其成长经历，人们不禁会提出以下几个问题：科学家是在什

么年龄产生其诺奖重大突破的？科学家的科学创造力高峰

在不同学科领域是否存在差别？不同学科的科学创造力高

峰又是如何随时间演化的？本文拟从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寻

找这3个问题的答案，以探寻诺贝尔科学奖的创新规律。

1 “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奖人群”研究
诺贝尔奖设立 115年来，共有 592位科学家获得自然科

学奖。诺贝尔基金官方网站（http://nobelprize.org/）提供了大

量的相关信息和档案资料，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条

件。此外，诺贝尔奖委员会还开放了50年前曾获提名的科学

家档案，这2个科学家群体共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诺贝尔奖

人群”。自诺贝尔奖诞生以来，学术界开展了大量关于其历

史、创始人、评选过程以及诺奖得主成就等方面的研究，特别

是 2002年公开了 20世纪前半世纪的档案材料，更是掀起了

新一轮研究热潮。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奖人群”的

研究主要包括：诺奖评选机制及各机构获奖的相关统计[1~5]，

各国包括不同时期获诺奖的比较研究[6]，对特定获奖人群的

研究[7,8]，对诺奖得主和其他获提名科学家的研究[9,10]等。

诺奖得主论文的文献计量学研究主要是研究诺奖得主

的论文发表模式和被引频次，从中发现获奖者区别于其他科

学家的特定模式[11,12]，进而预测谁是下一位获奖者或识别出

一组可能获奖的候选人[13]。研究发现这一组别科学家的被引

频次的确不同于“普通”科学家，绝大多数诺奖得主通过发表其

“经典论文”区别于其他科学家。 Karazija和Momkausaite[14]系

统研究了 20世纪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的特征、年龄分布、研究

领域以及做出重大突破到最终获奖的滞后时间等问题。美

国的 2位学者[15]研究了 1901—2008年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

或医学诺奖得主的完整资料，包括525位诺奖得主数据，其中

物理182人、化学153人以及生理学或医学190人。通过大量

历史和传记分析，确定了每一名诺奖得主完成其诺奖成果的

年龄，研究了不同学科和不同时期诺奖得主的创造力随时间

演化的特征。文献中判断诺奖得主完成其诺奖成果时间的

方法有 2种：一是以重要成果发表时间为依据[1,16]，二是以完

成重要成果的时间为依据[17]，由于这 2种方法的结果差别不

是很大，本文不区分这2种情况，细节请参阅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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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家取得诺奖重大突破的年龄
研究表明，20世纪的物理学奖得主获奖年龄分布在25~

84岁，平均年龄为52.6±12.1岁[14]。按10年期统计，诺奖得主

平均年龄在 20世纪后 50年显示出增长趋势，从第 4个 10年

的40岁左右增长到20世纪末的60岁左右。20世纪诺贝尔物

理学奖得主做出其重要获奖发现的年龄从22岁到62岁不等

（图1），平均年龄为37.4±8.1岁，其中实验物理学家平均年龄

为 38.2±7.9岁，理论物理学家平均年龄为 34.0±7.0岁。这一

结果表明，理论物理学家获得重要突破的时间较实验物理学

家要早。当按10年期来统计后，除了第1个10年外（由于仅2
名理论物理学家获奖），实验物理学家的平均年龄也均大于

理论物理学家，但从整个 20世纪来看，实验和理论物理学家

的平均年龄没有明显的上升和下降趋势。

一般来说，诺奖得主的重大发现对人类的贡献需要较长

时间验证。20世纪物理学奖得主的重大发现和获奖之间的

平均时间间隔为15.1±11.2年，仅4例是在重要发现次年被授

奖（1987、1984、1957、1915 年），最长时间间隔达到 53 年

（1986）和 49年（1983）。不过这些间隔很短和很长的极端例

子大多数存在于实验物理领域，其他大多数重要实验结果得

到承认的时间为 1~13年。总体时间间隔分布呈近似对数正

态分布的状态。按每个10年期来研究，这一时间间隔的平均

值，自1940年（约8年）以来在稳步增长，尤其是在最后 10年
达到峰值（约25年）。

3 不同学科科学创造力高峰的差别
对1901—1992年412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414次获奖，

其中2人重复获奖）研究表明，不同领域的年龄分布不同。一

般来看，物理学领域做出重要突破的年龄较小，而生理学或

医学的年龄则较大。表 1[17]数据显示，做出重大科学突破的

主要年龄段集中在 26~45岁，超过 1/2的物理学家在 35岁前

（53.2%）做出重要突破，将近3/4的物理学和化学重要突破是

在40岁之前完成的（85%的在45岁之前完成其诺奖成果），所

有领域在50岁后做出重大突破的均不多[17]。

根据诺奖授奖词中关于获奖者开始和完成其诺奖工作

的年龄来计算，超过 80%的化学奖得主和大约 2/3的物理学

奖得主和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在 35岁之前就开始了其诺奖

工作，少于8%的科学家在45岁后才开始。在物理学领域，超

过 1/3的工作在 35岁前就完成了，超过 3/4的工作是在 45岁
前完成的。而在化学和医学领域中，大约40%的科学家在40
岁前完成其诺奖工作，50岁前完成的更是达到3/4。

通过比较诺奖得主和获得提名者发现[18]，年龄因素并不

是诺奖评审委员会考虑的评审标准，评审过程也不存在年龄

歧视。即使存在年龄偏好，也是发生在提名过程中，评审过

程中并无年龄偏好，并且评审过程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提

名过程中的年龄偏好。表2[18]是对1901—2009年的诺贝尔科

学获得主的相关统计结果，再次显示物理学领域做出诺奖成

果的平均年龄小于化学领域和生理学或医学邻域，但其成

果-获奖时间间隔较长。

4 不同学科科学创造力高峰随时间演化特征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诺奖成果年龄（创造力）随时间演化

较之随不同学科领域间的变化更大，就是说不同领域间的年

龄差别相比于领域内不同时间差别而言很小（表3）[15] 。这一

结论，同之前的相关研究认为创造力高峰在不同学科领域存

在差别，并且每一领域存在某种固定的年龄-创造力关系模

式[17,19]是不同的。

图1 20世纪物理诺奖的得主做出重要发现时的年龄分布

表1 不同年龄组别科学家做出诺奖成果（中位点定义）

所占比例（1901—1992年）

年龄组

21~25

26~30

31~35

36~40

41~45

46~50

51~55

56~60

61~65

平均年龄

中位年龄

样本人数

化学

0.8

15.3

26.3

29.7

16.9

5.9

0.8

3.4

0.8

37.8

36.8

118

物理学

7.1

19.1

27.0

18.4

17.7

7.1

1.4

1.4

0.7

36.0

34.5

141

生理学或医学

0.6

10.3

25.2

24.5

24.5

5.8

6.5

1.3

1.3

39.0

38.0

155

所有领域

2.9

14.7

26.1

23.9

20.0

6.3

3.1

1.9

1.0

37.6

37.0

414

%

73



科技导报 2015，33（20）www.kjdb.org

表 3给出了诺奖得主完成其获奖成果的平均年龄，包括

整个样本时段、早期阶段（获奖成果早于1905年）和晚期阶段

（获奖成果晚于 1985年）的各领域年龄平均值。可以看出平

均年龄随时间波动很大。获奖成果的平均年龄增长分别为

生理学或医学 7.4年（P<0.05）、化学 10.2年（P< 0.01）以及物

理学 13.4年（P< 0.01），较不同学科间的差别要大很多，学科

间差别最大的是整个样本阶段的化学和物理学间的差别，仅

为3.0年（P< 0.01）。此外，整个时段、早期和晚期阶段不同领

域平均年龄变化是不确定。例如，物理学在后期有着最大的

诺奖成果的平均年龄，尽管其在整个样本时段是最年轻的领

域。这表明不同学科领域做出诺奖成果的年龄随时间的演

化模式是不同的，其中化学的演化模式更为复杂（虽然总体

趋势下降）。早期阶段，年轻时做出诺奖成果在3个领域中都

很普遍。1905年前有69%的化学家、63%的生理学或医学家

和 60%的物理学家在其 40岁前完成获奖成果，并且 30岁前

完成获奖成果的占将近 20%。但从整个 20世纪来看变化巨

大，在这 3个领域中，30岁前做出诺奖成果的随时间逐渐减

少，到20世纪末收敛到0。到2000年，物理领域40岁做出诺

奖成果的发生率仅为 19%，较 1900年的发生率少 1/3。在化

学中，2000年时 30岁做出诺奖成果的收敛为 0，而在 1900年
占66%。

与整个世纪的诺奖成果老龄化移动趋势不同，物理学领

域年轻诺奖成果在最初阶段是急剧上升的，30岁做出诺奖成

果的在1923年达到31%峰值(1905—1942年95%置信区间) ，
40岁做出诺奖成果的在 1934年达到 78%峰值 (1924—1944
年 95%置信区间) ，之后一直下降。与物理学的演化模式不

同，化学领域年轻时做出诺奖成果的则一直下降，而生理学

或医学则是 30岁之前做出成果的下降，但 40岁做出诺奖成

果的并无明显变化趋势。虽然整个阶段的物理学诺奖平均

年龄较低，但它是最不稳定的。

5 影响科学创造力高峰的主要因素
对 20世纪 162位物理学奖得主分析表明[14]，他们做出重

大发现到最终获得承认（获奖）的时间间隔呈近似对数正态

分布。研究表明，20世纪物理学获奖包括104位实验物理学

家，49位理论物理学家以及 9位兼顾两者。考虑这 2个群体

的规模，可以得出理论物理学家获奖的概率要大于实验物理

学家。按照 10年期统计，每一个 10年期因实验和理论发现

而获奖的比例不同，主要原因是由于某些时期的发现“浪潮”

以及某些子学科方向的创立。从学科领域来看，整个20世纪

的物理学奖主要授予那些现代物理领域的物理学家：小距离

（包括基本粒子、核物理、原子和分子物理以及量子力学等领

域）和固体物理学（主要是凝聚态物理），天体物理学也占有

一席之地（6%）。而部分领域如数学物理、相对论和统计物理

等则完全被忽视。

20世纪早期，诺奖得主在物理学领域做出诺奖成果时非

常年轻，是与量子力学的兴起和发展同步的。1900—1927年
是量子力学发展的关键时期，1900 年 Planck 引入量子，

1925—1927年理论公式化。正是在这一时期，诺奖得主在30
岁和 40岁做出成果概率达到峰值。例如，23岁的海森堡在

1925年发展了矩阵力学，2年后又发现测不准原理；泡利和狄

拉克做出诺奖级成果的年龄分别为25和26岁。在此之前的

10年内，大多数物理学诺奖授给了30岁前做出成果的个人[20]，

但这一结论在化学、生理学或医学领域是不成立的。这一现

象同当年抽象（推演）的理论创新兴起有关，这一时期的物理

更多移向理论创新，即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21]。这些创新并

不十分依赖于已有的知识体系，使得年轻人在抽象理论的重

大突破较归纳性工作更容易，因为后者需要长期的知识积

累。例如，海森堡对经典电磁学知之甚少，21岁时差点没通

过其博士考试，但这并不影响其在随后4年做出伟大贡献。

此外，随着不同学科领域的不断发展，其基础知识的扩

表2 1901—2009年诺贝尔科学奖的相关统计

统计项

授奖数

单人获得

2人分享

3人分享

同一研究分享

平均获奖人数

女性得主人数

平均年龄

女性平均年龄

最年轻的得主

最年长的得主

年龄标准偏差

成果平均年龄

成果-获奖间隔

物理学

187

47

28

28

41

1.82

2

55

47

25

88

13.3

38

17

化学

157

62

22

17

29

1.55

4

57

52

35

85

11.0

42

14

生理学或医学

195

37

31

32

56

1.95

10

57

62

32

87

11.2

43

14

表3 1901—2008年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做出诺奖成果

年龄随时间和随领域变化情况

统计项

整个时间段平均成果年龄

早期阶段平均成果年龄

(成果早于1905年)

晚期阶段平均成果年龄

（成果晚于1985年）

随时间的成果年龄差别

随领域的成果年龄差别

物理学

37.2

（0.7）

36.9

（2.0）

50.3

（3.2）

13.4***

（3.8）

3.0***

（0.9）

化学

40.2

（0.7）

36.1

（1.6）

46.3

（2.5）

10.2***

（3.0）

0.3

（0.9）

生理学或医学

39.9

（0.6）

37.6

（1.5）

45.0

（3.0）

7.4**

（3.3）

2.7***

（0.9）

注：括号内给出标准误差(SE)。**显著性水平为 5%; ***显著性水平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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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可能会增加训练要求，这使得科学家在年轻时做出重大突

破越来越困难。研究表明，诺奖得主的诺奖成果平均年龄同

成果类型或是工作性质（理论或实验）以及其获得最高学位

的年龄（训练时间长度）都密切相关。理论科学家做出其诺

奖成果比实验科学家平均要早 4.434年（SE = 0.936）。并且

当诺奖得主获得最高学位的年龄增加 1岁时，其做出诺奖成

果的平均年龄则增长0.304岁（SE = 0.106）。在物理学科中，

20世纪的理论成果随时间演化是单峰型模式，其概率在1933
年达到 46%的峰值，并且同年龄动力学演化模式显著相关。

化学和生理学或医学的理论贡献的动力学演化模式也类似

于各自的年龄动力学演化模式。科学训练模式也对诺奖成

果年龄影响很大。大多数诺奖得主在20世纪初期是25岁前

获得其最高学位，但这一年龄在3个领域均明显下降，物理学

和化学到20世纪末25岁前获得最高学位的收敛到0。

6 结论
诺奖得主做出重要突破的年龄随时间的变化，要远大于

随研究领域的变化，不同领域间的年龄差别相比于领域内不

同时间差别而言是很小的。平均来看物理学家做出重要贡

献的年龄要早于化学家和生理学或医学家, 理论科学家做出

重要突破的时间要早于实验科学家。不同领域内的成果年

龄演化模式是不同的，同科学训练模式以及工作性质（理论

还是实验）也密切相关联。特定学科的发展模式（如物理）也

影响到该领域的诺奖成果年龄的模式。

年龄和科学创造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大多数科学家

的科学创造力高峰是在其年轻时代达到的。超过 80%的化

学家和大约2/3的物理学家和生理学或医学家在35岁之前就

开始了其诺奖工作，物理学领域超过 1/3的工作在 35岁前就

完成了，超过 3/4的工作是在 45岁前完成的。而在化学和生

理学或医学领域中大约 40%的科学家在 40岁前完成其诺奖

工作，50岁前完成的更是达到 3/4。即使科学家做出诺奖成

果时间逐渐向老龄化移动，但他们开展相关的前沿研究工作

一般都是年轻时期。尊重科学创新规律，应当为青年科学家

营造专注科研工作的良好环境，尽可能避免他们因为无休止

的行政琐务和没奈何的生活所迫耗散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更好地支持年轻科学家在其创造力高峰的最佳年龄区做出

重大创新成果。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14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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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论文及引用诺贝尔奖得主论文及引用：：文献综述与文献综述与
实例分析实例分析
刘小鹏 1，贺飞 2

1. 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北京 100871

摘要摘要 诺贝尔奖得主在理论发现、技术突破和创新发明等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通过科学共同体的引用，推

动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文献计量学研究人员通过大量分析诺贝尔奖得主的论文及其引用情况，总结出了各

种特征的知识传播曲线，但并不能以此为依据来预测诺贝尔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

呦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并不突出，成果也主要发表在中文期刊上，但其作为发现青蒿素的主要贡献者，对于医

疗健康工作的影响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肯定。

关键词关键词 诺贝尔奖得主；文献计量；知识传播曲线；屠呦呦

诺贝尔奖是目前科学界公认的最高奖项，而学术论文被

同行高频次引用是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过程，也是科学共同

体对论文作者的重要认可形式。一些研究人员尝试通过分

析获奖人及其成果，总结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某些规律，

甚至希望能预测诺贝尔奖。例如，汤森路透通过对Web of
Science数据库平台中科研论文及其引文进行深入分析，遴选

出在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全球最具

影响力的研究人员，每年颁发“引文桂冠奖”，预测在当年或

不久的将来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研精英，自2002年以来已

成功预测了37位诺贝尔奖得主[1]。

1 文献综述
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的创始人Garfield E.在 20世

纪 70年代就开展了有关诺贝尔奖的文献计量分析工作 [2,3]。

近年来的研究人员进一步提出了各种理论或模型，用于分析

或预测诺贝尔奖得主[4]。在科学奖领域，理论发现、技术突破

和创新发明都可能获得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认可，但这几

类研究的知识传播过程显然会有差异。对 1901—2012年的

193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研究表明，理论发现型高被引

论文的被引频次和比例要大于实验方法型论文，但这 2类高

被引论文的比例又都小于创新发明型论文 [5]。针对 1969—
2011年的68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研究发现，在相

似情况下，诺贝尔奖得主相对于非诺奖得主会有更高的被引

频次和更少的论文数量[6]。

新的科学思想提出后，可能与旧观点发生冲突，也可能

很快被证实，科学共同体能否接受或传播新思想都可以通过

论文被引用的情况体现出来。加拿大的Gingras和Wallace分

析了1901—2007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物理学奖得主的论文被

引频次，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数据还包括了获得提名的

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获奖者的论文被引

次数排名呈现类似于正态分布的“钟形”曲线，在授奖时一般

达到峰值，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

这种趋势差异逐渐减弱[7]。类似的曲线也可以从多位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论文被引数据中得到[8]。刘玉仙等[9]提出

了论文累积被引频次的凹形、凸形和直线3种曲线模型，分别

对应于曾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几位华裔科学家，反映了

科学知识传播的 3种过程，但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曲线的形状

来判断科学思想的优劣，例如获得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高锟的引文传播曲线就呈现“S形”。

科学技术在某些行业的开创性应用也是受到诺贝尔奖

青睐的，个别获奖者的文献计量学指标可能并不突出。英国

女化学家霍奇金因通过X射线衍射方法得到多种复杂大分

子的精确结构而获得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她在1932—1988
年发表的 180篇论文涉及 5个领域，不同领域的论文数量增

长曲线在各个时期有明显差异，但关于晶体学方法的研究则

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 [10]。刘玉仙等 [11]以华裔科学家高锟为

例，通过样条插值（spline interpolations）绘制了其历年发表论

文的累积被引次数增长曲线。与之前几位华裔物理学家不

同，高锟获奖时论文被引次数的绝对值并不高，但结合光纤

通信行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曲线的拐点与重要历史节点

吻合的非常好。作者认为是高锟的原创性研究在行业发展

的关键时刻推动了关键技术的突破，而关键技术的突破会影

响文献引用和新的发表趋势。

科学的发展是多种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还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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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因素的影响。尽管文献计量学方法在某些时候具有强

大的预测能力，但连Garfield也承认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带

有一定的主观性，而不仅仅是根据“客观”数据来进行系统地

预测[3]。由于研究模式和规模的变化，文献数据对诺贝尔奖

的预测能力正在降低。例如在物理学领域，像爱因斯坦这样

能提出颠覆性理论的物理学家已经很难再出现[7]。其他各个

学科也都有类似的情况，仅仅依靠文献计量工具几乎不可能

预测出诺贝尔奖获奖者。例如，一项针对1983—2012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研究表明，在 66位获奖者的 76篇标志

性论文中，有10.5%的论文发表在影响因子低于5的期刊上，

有61篇论文发表在 JCR分区的一区，有2篇论文的发表期刊

甚至没有进入 JCR分区，部分论文的被引次数还很低[12]。

2 屠呦呦发表的论文及其引用情况
2015年10月5日，瑞典卡洛琳斯卡医学院宣布将2015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以及爱尔兰

科学家 William C. Campbell 和日本科学家 Satooshi Ōmura。
其中，屠呦呦独享奖金的1/2，爱尔兰和日本科学家分享另外

1/2奖金。屠呦呦的获奖理由是“有关疟疾新疗法的发现”。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指出，“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物，显

著降低了患疟疾的死亡率”[13]。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在诺贝

尔科学奖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突破。

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所列的屠呦呦获奖的关键性论文是

1981年发表于《药学学报》上的一篇中文论文“中药青蒿化学

成分的研究 I”，屠呦呦是第一作者[14]。1969年1月，屠呦呦在

523项目支持下领导一个团队开展传统中药文献和处方的筛

选工作。根据中文文献的检索，1977年2月，青蒿素结构研究

协作组（屠呦呦是协作组骨干成员）在《科学通报》发表论文

“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首次揭示了青蒿素的

分子结构[15]。1981年10月，屠呦呦在北京代表523项目首次

向到访的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人员汇报了青蒿素治疗疟疾的

成果。随后，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最近几年，屠呦呦和她的

团队一直在坚持做同一项工作：探究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

化学成分及其临床应用。

一项重要的成果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必须在英语学

术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这方面中国科学家并未落后，1979年
屠呦呦在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发表了题为 Anti-malaria
studies on Qinghaosu的论文。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篇论文

没有署作者姓名，而是匿名发表。

根据2015年10月9日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

中有关疟疾（主题：malaria or antimalaria）和青蒿素（主题：

qinghaosu or artemisinin）的研究论文检索结果发现，青蒿素相

关文章从 1979年开始出现，而在此时间点之后，疟疾研究的

论文数量有了迅猛的增长。但屠呦呦本人署名发表的有关

青蒿素的SCI收录论文则只有4篇（图1）。
屠呦呦 1982年发表的论文自 1984年起一直被引用，但

每年的引用次数不多；1999年之后发表的论文，尤其是 2011
年在Nature Medicine上发表的论文，则很快受到了关注（图

2）。累积被引次数的变化曲线呈现凸形，说明对屠呦呦的论

文引用可能还会继续快速增长。

图1 青蒿素治疗疟疾相关论文的数量变化 图2 屠呦呦发表的4篇相关论文累积被引次数变化

3 结果与讨论
从文献计量角度看，屠呦呦所发表的 SCI收录论文数量

极少。加之其刚刚获奖，其论文被引用情况也很难说符合文

献计量学研究者们提出的某一种传播曲线的类型[9]。即使仅

和其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得主相比，其学术影响力似

乎也毫不起眼。但正如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所述，疟疾等传染

性疾病每年都会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改善人类健康和减少

痛苦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13]。在有关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研究

中，发表相关论文较多的国家，除了美国、英国等科技发达国

家，也包括泰国、印度等曾经遭受疟疾影响的国家，发表相关

论文最多的机构是泰国的Mahidol大学。这些都表明青蒿素

的发现与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相互作用，在医学界具有相当

大的影响力。

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初步检索，屠呦呦自1962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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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完成或参与发表的 40多篇论文绝大多数刊登在中文期

刊或会议论文集上。前文提到的获得 1964年诺贝尔化学奖

的霍奇金的许多论文也发表在英国本土的期刊上[10]。有研究

表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点，英语逐渐取代德语成为

科学界的主流语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论文主要发表在

其自己祖国或者美国的期刊上，而在本土期刊上发表论文对

于科学家的早期职业生涯很有帮助[16]。

青蒿素治疗疟疾这一成果始于中国、始于屠呦呦等人，

是得到了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例如，Klayman早在1985年就

在Science撰文，全面介绍了青蒿素这一来自中国的抗疟疾药

物，明确指出是中国化学家在1971年从植物中分离出这种具

有明显药效的化合物，并已被成功地用于中国数千名疟疾患

者[17]。该论文也是迄今为止有关青蒿素的论文中被引次数最

高的一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Miller在Cell上专

门撰文指出：“没有文献出版记录，到底谁才是发现青蒿素的

主要贡献者呢？当我们于 2007年着手探究青蒿素研发的历

史时，我们对问题的答案还一无所知。经过深入的调查研

究，我们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

究所的屠呦呦教授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18]。

基金项目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142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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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相关领域科学奖项巡礼医学相关领域科学奖项巡礼
陈广仁，田恬

《科技导报》编辑部，北京 100081

摘要摘要 介绍了医学相关领域国际、中国大陆重要科学奖项的设立、评选、颁发等情况。按首次颁奖的时间先

后排序，国际医学领域重要奖项有布坎南奖章、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世界卫生组织奖、拉斯克奖、盖尔德

纳国际奖、克洛斯纪念奖、沃尔夫医学奖、葛兰素史克奖、泰勒国际医学奖、第三世界科学院奖、华伦·阿尔波

特奖、海内肯医学奖、齐尔希奖、伯奇纳尔临床研究杰出成就纪念奖、庆应义塾医学科学奖、阿尔伯尼医学中

心奖、邵逸夫奖、阿尔伯特·萨宾金质奖章等；中国大陆医学领域重要奖项有中华医学科技奖、中华预防医学

会科学技术奖、吴阶平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奖等。

关键词关键词 医学；科学奖项；科技奖励

科技奖励既是对科技成果独创性、

科学性、价值性的承认，也是对科技人

员创造能力和学术声誉的肯定，能激发

科技人员的自信心、创造性和积极性，

鼓励其把注意力集中在重要问题上并

做出独创性的科技成果 [1]。而科研领

域的划分决定了科技奖励体系的分类，

科研人员群体的多元化决定了科技奖

励体系的多样性。多种多样的科技奖

项的设立、评选、颁发，可对获奖者产生

激励效果，而且能在科学共同体中产生

激励效应，达到最佳的整体激励效果。

在科学社会学、科学学、科学计量

学等领域，对科技奖励的研究、分析一

直是热点。例如，高洪善[2]分析了美国

的国家科技奖励及特点；叶小梁[3]探讨

了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奖励的制度设计；

陈广仁等 [1]探析了中国科协所属学会

科技奖励体系；尚宇红等[4]分析了中国

科技奖励体系的结构；姚昆仑[5]探讨了

美国、印度的科技奖励制度；江晓渭 [6]

介绍了德国科技奖励及莱布尼茨奖的

概况。其中，关于科技奖项，多是针对

单个奖项的介绍、分析，对各个科学领

域奖项的设立、评选情况的全面探析较

少。特别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 2011
年荣获拉斯克临床医学奖、2015年荣

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激发了各方

对医学领域奖项的兴趣和热情。为此，

本文简介国际、中国大陆设立的医学领

域部分重要奖项。

1 国际奖项

国际奖项指由国际组织、国家部

门、科研机构等正式设立，面向国际医

学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遴选获奖者，

评奖不受国籍限制，授予世界各国在医

学相关领域做出重要贡献者。

对面向多学科的奖项（例如科普利

奖章、克利夫兰奖等），或是面向多种学

科轮流评奖的奖项（例如巴尔赛奖、克

拉福德奖等），或是面向某特定学科、可

能涉及医学，但医学不是主体学科的奖

项（例如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国际

蛋白质学会青年科学家奖），在此不作

推介。

本文所选奖项，或者是医学相关领

域的专业奖项，或者是综合奖项中设有

专门面向医学相关领域的分奖项。所

选奖项不分设立、管理的组织或机构，

以正式颁奖的年份为先后排序。

1.1 布坎南奖章

布坎南奖章由英国皇家学会于

1897年设立，英国皇家学会生物学奖

项委员会负责评选，主要表彰在医学领

域作出卓越贡献者[7]。

布坎南奖章获得者面向国际遴选，

由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等科学家提名和

推荐，提名材料提交后5年内有效。奖

项委员会的成员、学会理事会的成员都

不能参选该奖章。

布坎南奖章于 1897年首次颁发。

1990年前每 5年颁发 1次，之后改为每

2年颁发1次。

1.2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诺贝尔奖由瑞典科学家阿尔弗雷

德·伯恩德·诺贝尔于 1895年提供基

金，创设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

文学、和平５个奖项。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主要奖

励“在生理学和医学方面有重要发现的

人”，由瑞典卡罗琳医学院负责评选，由

5人组成、任期3年的委员会负责落实，

每年评选 1次，只颁发给个人，奖金可

由 2个获奖者（最多不超过 3人）分享，

候选人只能在生前被提名，由诺贝尔奖

获得者、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特

别指定的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评选委员

会特邀教授推荐，评选不分国籍、肤色、

意识形态及宗教信仰，唯一标准是科学

成就的大小。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于 1901年
12月 10日首次颁发，在 1901—2015年
的115年中，除1915、1916、1917、1918、
1921、1925、1940、1941、1942年未颁发

外，颁奖的106个年度中，有210位科学

家获奖[8]。

2015年 10月 5日，中国科学家屠

呦呦、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W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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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m C. Campbell）、日本科学家大村智

（Satoshi Ōmura）（图 1）因“在寄生虫疾

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而获得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3 世界卫生组织奖

世界卫生组织设有达林基金奖

（Darling Foundation Prize）、肖沙基金

奖、伯纳德基金奖（Leon Bernard Foun⁃
dation Prize）、笹川卫生奖（Sasakawa
Health Prize）等多项重要奖项。

达林基金奖于 1932年创立，不定

期评选，主要奖励在病理学、病原学、流

行病学、治疗学、预防医学或疟疾控制

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候选人不

受年龄、性别、专业、国籍、种族或信仰

的限制，由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非正

式成员和专家顾问小组提名，评选依据

是候选人所发表的著作及其10年内完

成的实际工作 [7]。达林基金奖于 1932
年首次颁发。

肖沙基金奖于 1966年创立，一般

为每年评选1次，主要奖励在卫生方面

有重大贡献者，但候选人只限于肖沙医

生为世界卫生组织服务过的地区，候选

人由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卫生部门、

此前获得肖沙基金奖者提名。

伯纳德基金奖设立于 1937年，不

定期评选；1948年由世界卫生组织接

管，由伯纳德基金委员会负责评选，每

2年颁发 1次，主要奖励在社会医学领

域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候选人不受年

龄、性别、专业、职业、国籍、种族、信仰

的限制，由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的卫生

组织机构、此前伯纳德基金奖者提名。

若本次推荐的候选人落选，可以多次推

荐同一候选人 [9]。伯纳德基金奖于

1951年开始颁发。

笹川卫生奖于 1984年设立，每年

评选1次，主要授予在基础卫生保健事

业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机构或非政

府组织。

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究奖由科威

特国政府发起并提供资金设立。

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由韩

国李钟郁博士纪念基金会提供基金并

设立。

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寄生虫病研究

所所长毛守白因“在血吸虫病防治上做

出突出贡献”于 1984年获得伯纳德基

金奖。湖南省凤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主任滕树忠、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食道癌专家王贵齐、贵州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安冬，分别获得 2013
年伯纳德基金奖、科威特国健康促进研

究奖、李钟郁博士公共卫生纪念奖[10]。

1.4 拉斯克奖

拉斯克奖（Lasker Awards）于 1945
年由被誉为“现代广告之父”的美国著

名广告经理人阿尔伯特·拉斯克（Al⁃
bert Lasker）及夫人玛丽·沃德·拉斯克

（Mary Woodard Lasker）提供基金创设，

旨在表彰国际上在认识、诊断、治疗、治

愈和预防人类疾病方面作出杰出贡献

的科学家、医师和公共服务人员[11]。拉

斯克基金会位于美国纽约，负责拉斯克

奖的评选、颁发。奖项包括：1）基础医

学奖：授予在基础医学研究领域取得技

术、信息或理念的关键进展，减少或避

免人类残障和重大死亡疾病的发生的

科学家；2）临床医学奖：授予在提高

临床治疗疗效方面做出贡献的人士；

3）公众服务奖：2000年被命名为玛丽·

沃德·拉斯克奖；4）医学特殊成就奖：

1997年增设，授予在科学、卫生、医药

事业上做出巨大贡献、产生深远影响的

科学家及生物医学界具有很高声望的

专业人士。

拉斯克奖每年评选1次，候选人由

美国和国际专业团体提名并提供大量

的实质性证明材料，由来自各国的国际

杰出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候选人

进行评判，评审过程追求系统、详尽、公

平、公正、保密。如果达不到评奖标准，

当年相关奖项将空缺。拉斯克基金会

每年 9月公布获奖者名单，9月底举行

颁奖仪式[7]。

拉斯克奖被公认为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

其获奖成果成为世界生物医学研究进

展的一部编年史，也使拉斯克奖成为生

物医学领域仅次于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的重要奖项。

拉斯克奖于1946年开始颁发。

（图片来源：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2015）
图1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3名获奖者

（图片来源：http://www.laskerfoundation.
org/awards/2011clinical.htm）

图2 2011年屠呦呦获得拉斯克

临床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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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9月 23日，中国药学家屠

呦呦因“发现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

而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12]（图2）。
1.5 盖尔德纳国际奖

盖尔德纳国际奖（Gairdner Foun⁃
dation International Awards）由詹姆斯·

阿瑟·盖尔德纳（James Arthur Gaird⁃
ner）于1957年提供基金设立，旨在奖励

为改善人类生命质量作出独创性贡献

的杰出医学研究人员。

盖尔德纳基金会位于加拿大多伦

多市，负责盖尔德纳国际奖的评选、颁

发。盖尔德纳国际奖每年评选1次，每

年的奖金总额为 10万美元，可以授予

共同取得某项成果的多个科学家，评选

时不受国籍、性别、种族、信仰限制。由

盖尔德纳基金会邀请科学界在同行评

议的基础上，从生物医学领域的各个分

支学科提名符合条件的科学家。评价

候选人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提名材

料，即被提名者对生物医学和临床研究

所做贡献的简介、主要经历及5篇代表

论文、提名者所获成果的描述及比较、

个人贡献或合作份额、详细简历、至少

2封由熟悉提名者参选成果的同事提

供的推荐信。该奖主要面向有重要实

用性价值的成就，通常考虑从事理论研

究的科学家[7]。

2009年，盖尔德纳基金会增设全

球卫生奖，旨在奖励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人口问题、环境卫生等方面改善发

展中国家公众健康水平而取得重要成

就的科学家。

盖尔德纳国际奖于 1959年开始颁

发。

1.6 克洛斯纪念奖

克洛斯纪念奖（G. H. A. Clowes
Memorial Award）由美国伊莱·利利医

院公司提供基金、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于

1961年设立，每年评选、颁发1次，主要

奖励近期在基础癌症研究中取得杰出

成就的个人。

克洛斯纪念奖只授予个人，候选人

不受民族、性别、国籍、居住地、宗教或

政治观点限制，主要针对世界各地从事

癌症研究、癌症医疗或与癌症相关的生

物医学研究机构中的研究人员，由世界

各国癌症研究相关机构的科学家提名，

不能自我提名，也必须就提名事宜保

密。经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主席任命的

国际癌症领导小组评选委员会遴选，向

美国癌症研究协会执行委员会提交推

荐名单做最终决定。

克洛斯纪念奖于 1961 年开始颁

发。

1.7 沃尔夫医学奖

沃尔夫奖（Wolf Prize）由德国出生

的犹太人发明家里卡多·沃尔夫（Ricar⁃
do Wolf）及其家族于1976年1月1日捐

献 1000万美元，在以色列成立沃尔夫

基金会设立，奖项包括物理学奖、数学

奖、化学奖、医学奖、农业科学奖（1981
年增设艺术奖），主要奖励国际上对推

动人类科学与艺术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的人。

沃尔夫医学奖主要奖励在医学特

别是基础医学方面有重大发现的科学

家，每年评选1次，只颁发给个人（可由

几人分享），每个奖项的奖金为10万美

元。评奖委员会由医学领域的 3~5人

组成，逐年更换。候选人由国家级科学

院院长、高等学校校长、科学组织或协

会会长、在本领域获得过奖项的院系领

导、沃尔夫医学奖获得者提名（不能自我

提名），由医学专家组遴选。评奖不受国

家、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政治观点的

影响，主要看重终身成就，候选人不仅要

有卓越造诣，还需要形成学派[13]。

沃尔夫奖于1978年开始颁发。

中国科学家袁隆平因“对杂交水稻

所作出的开创性研究和发现杂交优势

的基因原理”而获得 2004年沃尔夫农

学奖。

1.8 葛兰素史克奖

葛兰素史克奖（GlaxoSmithKline
Prize）由韦尔科姆基金会（Wellcome
Foundation Limited）捐赠，于 1976年设

立，由英国皇家学会管理，主要奖励此

前10年中在医学和兽医科学领域作出

重大原创性贡献者。

葛兰素史克奖每 2年评选 1次，通

常只授予个人，不限国籍。评选时，面

向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英国

皇家学会会员等征集提名，医学和兽医

科学领域的所有专家都可以提名，但葛

兰素史克公司的科学家、委员会成员及

英国皇家学会理事会的成员不能获奖。

葛兰素史克奖于 1980 年首次颁

发。

另外，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设

立了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神经科学卓

越奖、明日之星奖。

生命科学杰出成就奖，用以奖励在

中国大陆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所取得

突破性研究成果、并对中国大陆及新加

坡地区的生命科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

响的人士。神经科学卓越奖，用以奖励

神经科学领域杰出的1~2名科学家，候

选人须在中国大陆或新加坡地区完成

重要的研究，并对神经科学领域产生了

重大影响。明日之星奖，每年举办 1
次，奖励10~20名在中国大陆或新加坡

取得重要科研成果或技术创新的杰出

研究生和博士后。

1.9 泰勒国际医学奖

泰勒国际医学奖（J. Allyn Taylor
International Prize in Medicina）设立于

1985年，主要奖励生物学、医学及医学

影像等领域从事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并

获得重要成就的杰出科学家。

泰勒国际医学奖由斯蒂勒基金会

（Stiller Foundation）提供资金，由位于

加拿大安大略湖的罗巴茨研究院负责

管理。每年评选1次。评选时，由罗巴

茨研究院每年挑选1个主题，邀请相关

领域权威人士对选定领域的科研人员

或团队提名，然后由专家组评选。每次

选出 1人或几人，每次的奖金为 1万美

元[7]。

泰勒国际医学奖于 1985年开始颁

发。

1.10 第三世界科学院奖

第 三 世 界 科 学 院 奖（Th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Prize）由第三世界

科学院基础科学奖（始于 1985年）、第

三世界科学组织网络应用科学奖（始于

1990年）于 2003年合并而成，包括农

业、生物学、化学、地球科学、工程、数

学、物理学、医学8个奖项。

第三世界科学院奖由意大利政府、

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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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设立，由总部设在意大利的里雅斯

特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的第三世界科学

院管理。

第三世界科学院奖的候选者必须

是发展中国家国籍，工作并生活在北半

球以南，对科学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每年评选1次，候选者由第三世界科学

院院士及发展中国家的科学院、全国研

究委员会、大学和科研机构推荐。第三

世界科学院院士不能获奖。每个领域

指定科学院院士组成评审委员会对被

提名人进行评审[7]。

2003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廷栋

因“对甘蓝型油菜自交不亲和系和油菜

波里马细胞质雄性不育的发现、研究”

而荣获第三世界科学院农业科学奖。

1.11 华伦·阿尔波特奖

华伦·阿尔波特奖（Warren Alpert
Prize）由美国马萨诸塞州慈善家华伦·阿

尔波特（1921—2007）于 1987年设立华

伦·阿尔波特基金会颁发，主要授予在预

防及治疗人类疾病或紊乱方做出突出

贡献的医学科学家及改变人类对疾病

的认知或者提高人类治愈疾病能力等

方面有开创性科学发现的研究人员。

华伦·阿尔波特奖由华伦·阿尔波

特基金会、哈佛大学医学院联合管理，

遴选生物医药领域的杰出科学家组建

专家评委会，从世界各地推荐的 30～
50位候选人中选出获奖者。每年评选

1次，奖金目前为25万美元。

2015年 6月 4日，中国中医科学院

研究员屠呦呦、纽约大学教授露丝·纳

森兹韦格（Ruth S. Nussenzweig）和维克

多·纳森兹韦格（Victor Nussenzweig）因

“在抗疟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而获得华

伦·阿尔波特奖[14]（图3）。

华伦·阿尔波特奖 1987年首次颁

发，至今有 51位科学家获奖，其中 7人
后来获得诺贝尔奖。以往获奖者分别

来自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英国、

日本、苏格兰、瑞士、以色列、阿根廷等

国家。这是自该奖设立以来首次颁发

给中国科学家。

1.12 海内肯医学奖

海内肯医学奖由荷兰海内肯基金

会（Heinken Foundation）提供资助于

1989年设立，由荷兰皇家科学院负责

管理和评选，主要表彰在医学上取得突

出成就，其成果已经应用于重要的临床

工作或具有临床应用的巨大潜力的科

学家。

海内肯医学奖每 2年颁发 1次，只

奖励个人，候选人不受国别、性别的限

制（尤其重视女科研人员的成果），由世

界各地学术机构或科学家提名，不接受

自荐，由评审委员会遴选，提名、评选要

求保密，力求保证奖项的权威性、公正

性和独立性[7]。

海内肯医学奖于 1989 年首次颁

发。

1.13 齐尔希奖

齐尔希奖由格特鲁德·雷姆茨马基

金会提供基金、马普学会于 1990年设

立，由洪堡基金会、马普学会共同管理，

每年评选 1次，每次面向国际评选 2名
科学家，奖励在基础神经学研究领域取

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

齐尔希奖于1990年开始颁发。

1.14 伯奇纳尔临床研究杰出成就纪

念奖

伯奇纳尔临床研究杰出成就纪念

奖由美国癌症研究协会于 1996 年设

立，旨在奖励在癌症临床研究中取得突

出成就的科研人员。

该奖每年评选1次，每次授予1人，

候选人不受民族、性别、国籍、居住地、

宗教或政治观点限制，不分是否为美国

癌症研究协会会员，但必须来自从事癌

症研究、癌症医疗的相关生物医学研究

机构。

伯奇纳尔临床研究杰出成就纪念

奖于1996年首次颁发。

1.15 庆应义塾医学科学奖

庆应义塾医学科学奖由日本庆应

义塾大学医学科学基金提供资金于

1995年设立，每年评选 1次，旨在表彰

在医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

推进生命科学和医学进步、开展广泛合

作的科学家。

庆应义塾医学科学奖候选人不受

国籍限制，由世界各地的学者和研究人

员提名，由 13名日本学者和研究人员

组成的奖项选拔委员会、每年邀请的

60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评选，最

后由基金董事会确定获奖者。提名、评

选及其相关过程都严格保密。获奖的

考量标准是在医学或相关领域内的最

新突破、对基础医学和诊断学的杰出贡

献。

庆应义塾医学科学奖于 1996年首

次颁发。

1.16 阿尔伯尼医学中心奖

阿 尔 伯 尼 医 学 中 心 奖（Albany
Medical Center Prize）由希尔威曼基金

会于 2000年设立，由纽约州阿尔伯尼

医学中心管理，每年评选 1次，主要奖

励研究工作展现出重大医疗价值的科

学家。

阿尔伯尼医学中心奖于 2001年开

始颁发。

2015年 5月 15日，北京大学生物

动态光学成像中心主任谢晓亮、斯坦福

大学教授Karl Deisseroth因“在光遗传

学和单分子生物学等生物医学研究中

作出技术创新，以及这些技术在医学上

的重要应用”而分享阿尔伯尼医学中心

奖[15]（图4）。
1.17 邵逸夫奖

邵逸夫奖（Shaw Prize）由中国香港

实业家邵逸夫于 2002 年提供基金设

（图片来源：http://www.warrenalpert.org）
图3 2015年屠呦呦获得华伦·阿尔波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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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包括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

科学3个奖项，每年评选1次，只颁发给

个人，获奖者不分种族、国籍、性别和宗

教信仰，只以其在学术及科学研究或应

用方面获得突破性成果，且该成果对人

类生活有意义深远的影响力为旨要，每

个奖项的奖金为100万美元，可有数人

共同获奖（图5）。
邵逸夫奖基金会由设在中国香港

的董事会、理事会、评审会、秘书处4个
部分组成。评审会下设 3个奖项委员

会，各设 1名首席评审专家和 4位评审

专家，负责候选人的提名及评选工作。

评审人员从世界各地有限期聘任。候

选人由被邀请的提名者提出，只能在生

前被提名。评审工作从每年6月开始，

翌年6月宣布获奖者名单，8月颁奖。

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主要奖

励生物医学科学的发现和临床医学的新

方法，于2004年5月27日首次颁发[16]。

1.18 阿尔伯特·萨宾金质奖章

阿尔伯特·萨宾金质奖章（Albert
B. Sabin Gold Medal）由萨宾疫苗研究

所于 1994年设立，主要奖励疫苗研究

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阿尔伯特·萨宾金质奖章每年评选

1次[17]。

2 中国大陆奖项

中国大陆奖项指由中国大陆的组

织、部门、机构等正式设立，面向中国大

陆医学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遴选获

奖者，表彰其在医学相关领域做出重要

贡献者。

对面向多学科的奖项，例如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

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

暂不在本文介绍。

本文所选奖项，主要是医学相关领

域的专业奖项。所选奖项不分设立、管

理的组织或机构，以正式颁奖的年份为

先后排序。

2.1 中华医学科技奖

中华医学科技奖由中华医学会于

2001年设立，是经卫生部、科学技术部

通过批准的全国首批社会力量设立的

26个奖项之一，是面向全国医药卫生

行业颁发的最高奖项，卫生部将从获得

中华医学科技奖的成果中推荐国家科

学技术奖。

中华医学科技奖包括自然科学类、

科技发明类、科学技术进步类、国际科

学技术合作类 4类奖项，各奖项设一、

二、三等奖，每年评选、授奖1次。

中华医学科技奖自然科学类授予

在医学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中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获得重

要发现的科技工作者的单位；中华医学

科技奖技术发明类授予运用科技技术

知识研制出产品、工艺、材料及其重要

医学技术发明的发明者；中华医学科技

奖科学技术进步类授予应用先进科学

技术成果，在疾病防治方面做出突出贡

献的科技工作者和单位；中华医学科技

奖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类授予对中国医

学科学技术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

人或者外国组织。

中华医学科技奖由中华医学会组

织评选，聘请有关专家、学者组成评审

委员会。接受高等学校、卫生部、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总后勤部卫生

部、武警后勤部卫生部以及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卫生厅（局）直

属医疗、科研、预防机构及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的推荐。中华

医学科技奖的推荐、评审和授奖，实行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

和个人的非法干涉[18]。

中华医学科技奖于 2002年首次颁

奖。

2.2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由中

华预防医学会于 2006年设立，用以奖

励在预防医学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

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是中国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领域唯一的科技奖项。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分设

基础研究类、技术发明类、应用研究类、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类4类奖项，每类奖

项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个等

级，每2年评审、授奖1次。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接受

高等学校、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人口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

部、武警部队后勤部卫生部以及各省、

（图片来源：http://www.shawprize.org/gb/shaw.php?tmp=2&twoid=11）
图5 邵逸夫奖奖牌

（图片来源：http://pkunews.pku.edu.cn/
xxfz/2015-05/19/content_288859.htm?
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图4 2015年谢晓亮获得

阿尔伯尼医学中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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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卫生厅

（局）等所属预防、科研、医疗机构等单

位的推荐。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

院院士可3人以上（含3人）共同推荐1
项本学科领域或所熟悉专业的项目。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于

2007年首次颁奖。

2.3 吴阶平医学奖、医药创新奖

吴阶平医学奖由吴阶平医学基金

会于2007年设立，是国家卫生部、科学

技术部批准的全国医疗卫生行业奖，主

要奖励在医学临床、科研、教育、公共卫

生和卫生事业管理等工作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个人，每年评选、颁发1次，每次

奖励 2人（如无合适人选，可以空缺）

（图6）。
吴阶平医学奖推荐、评审遵循民主

与科学的原则，公开、公平、公正，不受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的干扰。吴阶平医

学基金会聘请有关专家、学者组成吴阶

平医学奖评审委员会。吴阶平医学奖

评审委员会由 12~18人组成，设主席 1
名。评审委员会委员每届任期5年，可

以连任。候选人由中国科学院院士（生

命科学和医学学部）、中国工程院院士

（医药卫生学部）、中华医学会各专科分

会主任委员、医科大学校长/国家重点

大学医学院（部）院长（主任）提名。评

审实行回避制度。

吴阶平医学奖的评选标准为在当

代医学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医学

研究成果或者在医学科学技术发展中

有突出贡献的、在医学科学技术创新方

面产生重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吴阶平医学奖 2007年首次颁发，

获奖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忠镐；2008
年获奖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

2009年获奖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

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正国；2011年获

奖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中国科

学院院士韩济生；2012年获奖者为中

国工程院院士陈洪铎、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允怡；2013年获奖者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盛志勇、中国工程院院士郑静晨；

2014 获奖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

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

2012年，吴阶平医学基金会决定

设立吴阶平医药创新奖，主要奖励年龄

55岁以下，在医学、药学研究和应用领

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优秀中青年医药工

作者，每年评选 1次，每次评选 2~4名

获奖者[19]。

2.4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于2008年由国

家科学技术部批准、联合基因集团出资

设立、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评选，

包括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谈家桢生

命科学创新奖（2012年增设谈家桢生

命科学产业化奖），分别奖励在中国境

内从事生命科学事业做出成就的科学

家、取得创新研究成果的青年学者、对

生命科学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有突出

贡献的人士。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评选机构由评

审（奖励）委员会和评审专家委员会组

成。评审（奖励）委员会由国内科技权

威和著名学者组成，评审（奖励）委员会

委员最多不超过20人。每年评奖1次，

参照国际惯例，遵循“公平、公开、公正”

的原则，按提名推荐、资格认定、函评、

复评、公示、终评、颁奖的程序进行。候

选人由经评审（奖励）委员会核准的国

内有关学科领域的著名专家、学术权

威、主管领导和学科带头人推荐，评审

（奖励）委员会和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

每人每年可提出2名被推荐人，其他推

荐人每人每年可提出1名被推荐人，也

欢迎有突出成就的个人通过自荐方式

参加评选。提名的谈家桢生命科学奖

候选人须经在场的评审（奖励）委员会

委员 2/3以上同意，方可批准为本年度

奖项获得者。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每年评选

2名，同1人只授1次，申报人选没有年

龄限制；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每年评

选 10名，获奖者申报奖励时必须 50周
岁以下；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每年

评选1名。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于2008年
首次颁发，第一届获奖者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饶子和、复旦大学教授薛京伦；第

二届获奖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第三届获奖者

为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中国科学院院

士贺林；第四届获奖者为第二军医大学

教授曹雪涛、同济大学校长裴钢；第五

届获奖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润生、中

国科学院院士孟安明；第七届获奖者为

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邓宏魁、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

3 结论

1）简介了医学相关领域 18个国

际重要奖项、4个中国大陆重要奖项的

设立、评选、颁发情况。

2）从国际、国内设立的医学相关

领域重要科学奖项可以看出，各个奖项

都旨在遴选取得杰出科学成就的优秀

科学家，对科学研究、科技交流具有很

强的正向促进作用。

3）各项大奖近年的表彰情况表

明，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活动中越来

越活跃。从趋势看，中国科学家乃至中

国科学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4）科技发达国家或占据国际优势

地位的科学组织、科研机构，十分重视

科学奖项的设立、评选工作。而且在面

向国际科学家遴选时，无论是在评选委

员会领导人、成员，还是在候选人的提

名者、推荐者，主办国或组织的科学家

都占用先天的优势，因而获奖的比例也

较大。

（图片来源：http://www.wjpmf.org/yxj/
online_index.asp）
图6 吴阶平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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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地位和影响

日趋上升，但目前缺少面向国际的科技

奖项。因此，中国的科技组织、科研机

构、科技企业或企业家，应积极提供奖

项基金，面向中国的优势学科、特色学

科或亟待发展的重要学科，设立科学奖

项，吸引科技顶尖科学家参与，从而引

领科技研发的快速发展，有效提升中国

在科技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引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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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研发及屠呦呦获得青蒿素研发及屠呦呦获得
诺贝尔奖的启示诺贝尔奖的启示
张成岗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北京100850

2015年国庆节期间，令中国科技

界最为激动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中国

著名的药学家屠呦呦获得2015年度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奖励她在青蒿素

研究过程中的突出贡献。青蒿素作为

防治疟疾的特效药物，在世界上挽救了

数百万人的生命，因此，屠呦呦获奖可

谓是名符其实、众望所归，也为中国科

学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意味着中国在

医药领域的发展即将步入一个新阶

段。作为一名普通的医学科技工作者，

在学习和纪念屠呦呦进行青蒿素药物

研发的丰功伟绩过程中，也获得了不少

启示。

1 时代的需求和召唤

回顾屠呦呦获奖的工作，起源于当

时中国的一个大的战略需求，40多年

前为了贯彻执行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周

恩来总理对援外战备工作的指示，由国

家集中力量组织了一个团队，研发抗疟

疾的新药，具体时间是 1967年 5月 23
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

放军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疟

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这次

会议是由国务院批准召开的一次军民

大协作战备科研工作会议，后来称之为

“523任务”[1]。青蒿素的研发就是在这

个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的，也只有在这种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条件的组

织模式下，才有可能形成这种团队作战

的风格。因此，可以说，基于国家自上

而下、顶层设计的组织决策和科研管理

模式很重要，在国家重大需求的召唤

下，屠呦呦能够在这个集中全国药物研

发领域专家的新药研发大平台的基础

上，充分施展自己的科研才华，是走向

成功的第一步。

纵观目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从科研

选题角度来说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任务驱动，另一类是自由选题。任务驱

动的模式很明确，例如中国目前正在运

行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计划，基本都是

这种任务驱动的模式，旨在研发能够有

效防控肥胖、糖尿病、肿瘤、心血管疾

病、老年性痴呆等重大疾病的新药，为

近年内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产原

研新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在自由选题的新药研发模式下，医学科

研人员和药物研发人员则有充分的灵

活度进行新药研发，但目前这种模式还

不是主要的方式，毕竟在基础医学领域

以及生命科学领域进行自由选题研究，

往往会存在较大的风险。然而这种任

务驱动模式也容易导致思路局限，屠呦

呦的成功模式则在于即便是在这种任

务驱动的模式下，却能够积极思考、深

入分析，灵活地探索不同的药物研发路

线，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如

果 3~5年、甚至 5~10年内的研发思路

和技术手段仍然在原地打转，则需要考

虑适当调整研究思路，不宜在原有思路

框架下恋战时间太久，而应该转为外向

型研究思路，突破原有思路的局限性，

而转向考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新

思路。“十年磨一剑”不是没有道理，然

而也不能一直这样磨下去，所以一线医

药科技工作者做好创新药物研发的风

险控制很重要。

2 中医药古籍大有学问

在屠呦呦研发青蒿素的过程中，显

然来自于文献检索和中医古籍资料的

参考非常重要，我们不得不提及中国传

统医学的贡献和启示。迄今为止，东晋

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至少

有两项重要的成果对于世界医学之林

具有贡献，其一就是关于青蒿的记录，

当时在该书中的短短几句话“青蒿一

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为屠

呦呦在 1971年下半年调整思路、优化

青蒿素的提取方案，由沸点较高的乙醇

提取改为用沸点更低的乙醚提取青蒿

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启示作用。《肘后

科技纵横捭阖

张成岗，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转化医

学、神经生物学、分子特征学等。

屠呦呦的成功模式则在于即便是在这种任务驱动的模式下，却能

够积极思考、深入分析，灵活地探索不同的药物研发路线，这是取得成

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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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急方》的另外一个经典例子就是关于

“大便灌肠”的问题，为 2013年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粪菌移

植”，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性作用。众所

周知，溃疡性结肠炎是临床上非常难治

的一类慢病，患者经常由于腹泻而痛

苦，甚至导致抑郁症倾向。近年来国际

学术界研究发现，如果使用健康人的粪

便进行过滤后，经过鼻饲管给予患者，

即可有效治疗溃疡性结肠炎，其疗效比

以往使用的抗生素的效率提高若干

倍。其实中医药领域有不少以人体或

动物粪便为药物的治疗方案，例如人中

黄、龙涎香等分别是人体的粪便和鲸鱼

的粪便，对于一些肠胃病具有良好的治

疗作用。目前国内以南京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张发明教授为代表开展的

“粪菌移植”，已经为数百名溃疡性结肠

炎患者带来了福音[2]，应该说也受到了

传统中医药成果的启发，主要依据是

《肘后备急方》写道“饮粪汁一升，即

活”，与屠呦呦在研发青蒿素的过程中

所受到的启发非常类似。

3 中医药研究的突破点

屠呦呦的获奖，对于中医药领域的

启发还在于，让我们能够以积极向上的

心态去重新看待中医药，例如目前所

知，按照西药的研究技术和模式，很多

中药在体内的生物利用度很低，不象西

药具有明确的药物代谢动力学特征，所

以很多人在质疑中药的作用，认为既然

中药通过肠道吸收，那么它在体内的含

量很低，怎么能够发挥治病作用呢？因

此认为很多中药有问题，例如“黑糊糊

一锅汤，究竟能不能起作用、什么因素

在里边起了作用，都不清楚”等负面评

论。一些中医药领域的研究人员对此

问题也难以回答，从而导致人们对中药

的治疗效果产生怀疑。然而，近年来的

研究发现，很多中药其实是通过调节改

善人体的共生微生物菌群而发挥作用

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工作之一就是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仝小林

实验室与上海交通大学赵立平实验室

联合发表论文证明，张仲景《伤寒论》的

经方“葛根芩连汤”在治疗糖尿病的过

程中，患者的肠道菌群发生了非常典型

的变化，研究者认为该中药的疗效很

有可能与促进肠道菌群的正向调节有

关[3]。

其实，说到2015年诺贝尔奖，还有

很多很有意思的插曲，即在揭开诺贝尔

奖谜底之前，Thomson集团根据以往科

技论文被引用情况预测，2015年诺贝

尔奖的热门人选中，排在第1位的是美

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微生物学家杰

弗里·戈登（Jeffrey I. Gordon），他最为

突出的工作就是证明了肥胖与肠道菌

群的相关性。其实在 2013年杰弗里·

戈登也被认为颇有希望获得诺贝尔

奖。不过，虽然杰弗里·戈登尚未获得

诺贝尔奖，但根据目前国内外关于慢病

与肠道菌群的相关性研究，越来越多的

迹象提示，包括肥胖在内的诸多慢病与

肠道菌群的相关性研究甚至是因果关

系的研究，很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

因为这个工作首次揭示了肠道菌群是

导致肥胖的重要原因，而且通过我们的

研究发现，肠道菌群与慢病的关系研究

能够很好地将西医和中医紧密地关联

在一起。传统中医的理论基础“藏象学

说”是有道理的，其中“藏”对应于西医

的“肠道菌群”、其中“象”对应于西医的

“人体”，人体这个“象”的种种异常及慢

病，在很多程度上源于体内的“藏”即肠

道菌群发生异常，从而导致内毒素等物

质通过肠道黏膜屏障进入体内，引起人

体这个“象”出现持续的慢性炎症，并逐

渐诱发人体基因突变，最终表现为包括

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神经系统疾病乃

至肿瘤等慢病。基于这些研究以及临

床实践，在上海交通大学赵立平提出的

“慢病的肠源性学说”基础上，我们实验

室提出了“慢病的菌源性学说”，其主要

内容包括“饥饿源于菌群、欲望源于菌

群、心理源于菌群”等观点，构成了新医

学理论和菌心说学说（microbiota-cen⁃
tric theory）、碳源论观点等核心内容，

在临床应用方面已经可以通过柔性辟

谷技术实现肥胖人群体重控制即“减

肥”这一困扰学术界多年的难题[4]。这

些研究不仅是对于杰弗里·戈登关于肠

道菌群与肥胖关系认识的升级，而且有

望阐释中医“藏象学说”的物质基础，同

时更是将肠道菌群乃至人体共生微生

物对于人类健康重要性的理解提升到

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慢病防控与健康

管理将起到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与此相关的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

究所金锋实验室关于“心理与肠道菌群

具有密切关系”的大量工作 [5,6]，则为我

们发展并完善“欲望源于菌群、心理源

于菌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

实验室在2013年12月19日提出的“菌

心说”认为，人菌共生、人菌平衡；人不

犯菌，菌不犯人；人若犯菌，菌必犯人。

菌群利用人体作为宿主，在需要繁殖的

时候向宿主发出摄食信号（其中最关键

的信号就是人体的饥饿感），驱动人体

摄食。当食物进入胃肠道之后，菌群则

利用这些食物作为碳源进行繁殖，不再

攻击人体胃肠道黏膜，人体饥饿感因而

消失。不同的菌群模式对于不同碳源

的需求，通过人体表现出不同的心理状

态和精神性格以及情绪情感，而人则可

以通过大脑思维判断，决定是否顺从源

于菌群的心理活动需求而进行认知决

策，例如对于肥胖人群来说，可以通过

大脑认知活动的理性判断，通过减少摄

食数量以便改善健康，从而达到“管住

嘴”的状态。相反，之所以很多人尤其

是胖人“管不住嘴”，其根本原因之一在

于无法通过控制大脑的认知活动来“管

住”菌群的“饥饿信号”。鉴于以往国内

外科学研究中，长期认为心理活动的物

质基础在于人脑，而我们的研究则提

示，人类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有可能根

植于胃肠道菌群，即在人体腹部存在由

胃肠道菌群组成的“菌脑”或“心脑”，则

有可能为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找到新

的解释。无独有偶，2014年 11月荷兰

科学家所报道的接吻可以快速传播双

方的菌群，接吻 10秒钟即可交换 8000
万个细菌，则为人类情感通过菌群传播

和交换这个观点提供了有趣的线索 [7]。

显然，如果我们能够从目前以“人类中

心主义”为主的传统认识中转向“菌群

中心主义”甚至“碳源（能量）中心主义”

的新认识，那么，“菌心说”有望为我们

人类的慢病防控、身体健康、心理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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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精神向上带来新的推动作用，这也

是我们实验室将源于西医中的“微生物

菌群”和中医的“藏象学说”进行更高层

面的“中西医结合”之后的新启发，受益

于《黄帝内经》等古典医书，有望形成传

统中医药的新突破点。

4 关于中医药现代化问题

回顾近年来青蒿素及相关领域的

研究进展，对中医药现代化的发展也有

很大启示。首先，以往从青蒿这种植物

中提取青蒿素的方法，属于传统的植物

提取物制备的植物化学方法，而随着科

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目前可以直接进行

化学合成，也可以使用新的合成生物学

技术进行合成，即在研究清楚青蒿素合

成的生物学路线的基础上，把相关基因

组装到大肠杆菌等原核生物或酵母等

真核生物中，即有可能在这种人工全合

成或者半合成的细胞中，利用发酵罐进

行大规模发酵，直接合成青蒿素，而无

需从植物中进行提取。合成生物学领

域已经发展成为未来工业革命的引擎

之一，在生物治污、生物冶炼、通过人工

合成的细胞消耗 CO2从而控制全球变

暖等，具有无限广阔的应用前景。由此

可见，如果及时将新的生命科学技术引

入中药制备领域，有可能加速中医药现

代化的步伐。

5 及时申请专利保护知识产权

毋庸讳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从

百废待兴快速发展到目前成为世界强

国的过程中，中国科学界既有收获，又

有付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被国际

学术界认可，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实现

了中国在医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零的

突破，然而，我们也交了不少学费，其中

最为典型的就是关于青蒿素的专利问

题。由于在 40余年前，中国还没有专

利保护意识（中国第一部《专利法》1985
年才开始实施），而是首先通过发表学

术论文向全世界无保留地公开青蒿素

的结构和制备方法，从而丧失了专利申

请过程中的新颖性这一关键要素，难以

通过专利保护获得足够的资金来保护

自己的知识产权，这是一个巨大的教

训。在新的药物研发征程中，一定要从

头关注专利问题，在确保新颖性和创造

性能够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尽快、全方

位地申请专利，打破西方国家的垄断，

真正惠及中国民生健康。

6 为科学研究而献身的精神

回顾青蒿素的研发历史，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体会就是，我们需要学习屠呦

呦为医学而献身的科学精神。众所周

知，药物研发的要求非常严格，需要做

到“安全、有效、可控”，如果不经过严格

的动物实验而直接将其用于人体的话，

是不符合新药研发规范的。然而，进行

动物实验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复杂的观

察过程。在40多年前青蒿素研究的宝

贵岁月里，当时研发任务重、时间紧，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因此屠呦呦以及课

题组成员亲自以身试药，很快明确了青

蒿素的常规用量对于人体没有明显的

毒副作用，从而显著加速了青蒿素研发

最终走向成功的过程，这一点，值得我

们每一位科研人员学习。其实，在进行

医学研究的过程中，也有不少人甚至大

科学家以身试药，例如 2005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巴里·马歇尔

（Barry J. Marshall）教授亲自喝下幽门

螺杆菌培养液，让自己感染得胃病，然

后研究治疗方案，从而获得了第一手的

资料，为成功研发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导

致胃病的治疗药物奠定了重要基础。

我在从事医学研究的过程中，受到屠呦

呦教授的启发，也经常使用自己的身体

进行研究，例如由于我本人自 2008年

以来逐渐成为 II型糖尿病患者，虽然一

开始难以接受这个现实，但是经过多次

思想斗争，后来终于想明白我的身体反

而成为非常好的碳水化合物升高血糖

的试验对象，应该说比单纯做动物实验

研究糖尿病的效果要好得多，能够很快

知道摄入不同种类食物，尤其是碳水化

合物之后的血糖变化情况，有时一天测

试自己的血糖达 10余次以上，以便绘

制出自身的糖代谢曲线，有时自身也能

够感受到由于胰岛素分泌过量的后效

应导致血糖的一过性降低、身体冒虚

汗、发抖的情况。除此以外，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使用人体做试验，还有来自

于心理方面的积极因素，因为使用动物

实验进行研究，远远不如使用人体试验

的效果好，尤其是我们的研究提示“心

理源于菌群”之后，更加坚定了在知情

同意的前提下、直接与志愿者进行对话

的研究。例如我们目前所发现的“饥

饿”和“眼馋”两种密切关联的现象并非

一回事，前者是“菌群饥饿”需要碳源进

行繁殖的表现，是人体吃饭的推动力，

是一种刚性需求；而后者则是一种弹性

需求，只是源于人类自身的“想吃饭”的

想法和念头而已。这种尤其是与心理

相关的研究结果，使用任何动物实验，

都是难以获得的，至于细胞模型，可以

用来了解部分细节过程，然而首选的还

是人体模型、其次是动物模型。

7 科学研究需要良好心态

屠呦呦的获奖，虽然源于 40多年

前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决策，然而，

也与她具有良好的科学研究心态分不

开。进行医学科学研究，尤其是药物研

发，需要面对大量失败的尝试，绝大多

数情况下都会得到“此路不通”的结果，

因此，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很难

承受不断失败的压力和挑战。屠呦呦

的成功不仅在于参考中医药古籍进行

“巧干”，而且还能够坚持不懈地干下

去，直到获得最后的成功，对于我们当

前从事重大新药研发项目的科技工作

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需要面临各种挫折，如果能够抱着必胜的

信念，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在合理的科学思维、逻辑分析以及顿悟的

作用下，逐步达到“难受、忍受、接受、享受”的渐进式高级阶段，是每一

个从事科学研究人员的最大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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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来说，非常值得学习。进行科学研究

的过程，需要面临各种挫折，如果能够

抱着必胜的信念，进行坚持不懈的探

索，在合理的科学思维、逻辑分析以及

顿悟的作用下，逐步达到“难受、忍受、

接受、享受”的渐进式高级阶段，是每一

个从事科学研究人员的最大欣慰。

8 期待现代化中医早日实现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正面看待中

医药和西医西药的关系。当今世界面

临众多慢病的挑战，以肥胖、糖尿病、肿

瘤等为代表的慢病显著影响了人类的

进步和发展，对于西医和中医均提出了

巨大挑战。显然，西医不是万能的，中

医也并非万万不能的。中国学者目前

最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放下包袱，

开动机器，既要尊重西医，又要尊重中

医，使用开放、包容、客观、科学的思路

和研究技术，突破传统思维的桎梏，在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必要的时候，不妨

可以直接优先使用研究者本人的身体

进行试验，为慢病防控带来新的突破。

总而言之，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

外的医药领域都在飞速发展。在中医

药领域，我们中国人既不需要、也没有

必要妄自菲薄，更没有必要相互埋怨。

我相信，绝大多数科学家都在努力，医

学科技工作者也在努力，科技管理人员

也在努力，这是主流，是好现象，毕竟我

们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共同敌人是慢病，

而且已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了数千年的中医药最终还是将不可逆

地走向世界，直到迎来现代化中医药的

曙光！让我们联合起来，在屠呦呦先生

获得诺贝尔奖的良好开端的鼓励下，一

起拥抱现代化中医即中国新医学的春

天的迅速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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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发现的科学启示青蒿素发现的科学启示
张楠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863

当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授予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及爱尔兰科学

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大村智后，

中国举国上下特别振奋，从科技界、学

术界到社会各个层面的不同团队、个

人，纷纷认为从传统医药宝库中开发新

药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目标，并且认

为有可能从中再获大奖。然而，如果认

真审视青蒿素发现的历史进程，结论可

能不尽然。本文结合科学史上棉酚、常

山、麻黄等案例，谈一点个人看法，希冀

能对中医药领域的创新研究提供一点

借鉴。

1 科研有风险

青蒿素发现与屠呦呦获得诺贝尔

奖确实令人振奋，但回顾青蒿素发现的

过程，可以发现，青蒿素在发现初期并

未进入科研人员的视野里，而且在其发

掘过程中，也充满了许多挫折，其成功

获得也有着一定的偶然，最初并非人为

挑选出来的。1967年起，“523办公室”

就开始组织全国7大省市、几十个单位

共同攻关，筛选化合物、中草药 4万多

种未取得满意结果。其他有关国家也

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美国自 20
世纪 60年代起，应战争急需而筛选的

化合物达 30万种，同样没有取得突破

性进展。在从中医和西医角度搜集的

各种方法均告失败时，1969年 1月 21
日，中国中医研究院屠呦呦作为科研组

长，正式参加“523”项目。她早期收集

到的方剂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 2000
余方药，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以640余
个方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不过，

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

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还不及

胡椒有效果。因此，当时他们的研究重

点是黄丹等矿物药及其配伍的工作，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草药植物青蒿

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青蒿素在发掘

初期，不仅没有被寄予厚望，当时的研

究人员甚至一度想放弃它。

期间，全国还同时开展了中西医结

合防治慢性支气管炎和冠心病、利用棉

酚来制作避孕药的大协作项目。可惜，

由于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和冠心病的病

变原因多样化，棉酚药物自身毒性较大

等多个因素，上述3个科研项目均以失

败告终，特别是在开发棉酚的抗生育作

用中所汲取的失败经验尤为深刻。

1975 年，中共中央制定《1976—
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

（草案）》，就棉酚避孕药研究，全国组成

了 65-35-2-5 攻关协作组，对棉酚的

抗生育作用可逆性等多个发病原因进

行研究，全国许多省市的临床或科研单

位参与其中。1985 年，在召开的“全国

计划生育科技攻关项目验收评审会”

上，所有21个课题都通过了技术鉴定，

并评选出 9 项部委级二级成果、12 项

三级成果。棉酚避孕药研究课题获部

委级三级成果奖。但是很快，这种前景

一片光明的形势就发生逆转。由于当

时WHO-HRP的毒理学小组认为，消

旋棉酚与(-)-棉酚的毒性均过强，不适

合作为避孕药开发；科学与伦理审查组

建议不再对棉酚避孕药进行进一步研

究[1]。在 1986 年召开的首次国际棉酚

抗生育研究学术讨论会后，WHO和中

国卫生部宣布停止对棉酚抗生育临床

研究和基础研究的资助。虽然洛克菲

勒基金会的资助仍在持续（止于 1994
年），但中国的研究机构很少再从洛克

菲勒基金会获取这方面的资助，尤其是

一直作为棉酚避孕药研究牵头单位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在棉酚避孕药研究上

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的资助止于

1985 年 [2]。回顾这段曲折的科研开发

历史，充分说明了科研有风险，能否获

得成功存在着各种不确定性，也许有可

能，也许未必。

无独有偶，由中医重要支持者陈果

夫推动的常山治疟实验，也是 1940年

中国中药科学研究中的代表性研究，虽

然杜聪明因为采用倒行逆施法而备受

争议，但临床实践时间上开展地非常

早。在“523任务”中，上海药物研究所

首任所长赵承嘏早在1948年就从中药

常山分离出了抗疟有效成分常山乙碱

硷，但其毒性太大，会引起病人的剧烈

呕吐，需要进行结构改造。经过多年努

力发现了常咯啉，该化合物有效、毒性

不大，在 2年的临床试验中，未曾发现

有呕吐的副作用，可惜由于复发率较

高，最终未能成为抗疟药，却开发成了

抗心律失常药。由此也能看出科研风

险真的无处不在，不仅能否开发成功是

个未知数，而且取得的成功疗效到底更

适合于哪种疾病，往往也还是个问号。

一项科研任务的最终开发目的与其初

衷也许有着很大落差，甚至是背道而

驰。

上述多个案例再次证明了科研有

风险，许多项目虽然投入很大但很有可

能最终结果并不理想，这些科研风险往

科技纵横捭阖

张楠，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

史、科学文化。电子信箱：zhangnan@
cas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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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几十年之后才能发现。而且，科学研

究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研究结果也许会

发生极大的偏差，与预期目的也许并不

吻合。这些风险往往是不可预计的，不

能仅凭热情就去做类似的研究，并指望

取得预期效果。

2 方法很重要

中医药领域蕴含着巨大的资源，但

由于多种原因，在汗牛充栋的中医药文

献中，精华与糟粕共存，面对这个伟大

的宝库，即使是那些在古代文献疗效神

奇的单味药与方剂也需认真甄别，用科

学方法加以验证。青蒿素的发现是在

现代科学研究模式下逐步完成、分阶段

取得科研胜利并获得世人认可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古籍文献记

载中的青蒿与日后屠呦呦发现的青蒿

素没有直接联系，古代文献中所指的青

蒿与青蒿素根本不是一回事，治疗疟疾

的有效成分青蒿素仅存在于黄花蒿中，

不同品种青蒿素含量也不同 [3]。屠呦

呦在提取青蒿素过程中，早期采用的是

北京植物青蒿。北京青蒿叶中青蒿素

含量极低，只有万分之几，这也导致在

初期实验结果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

抑制率非常低。正是屠呦呦慧眼识珠，

经过毒性、植物资源等方面综合因素权

衡，采用低温提取这种科学方法，在提

取青蒿素有效成分中才能获得突破。

她从东晋葛洪(公元283—343年)《肘后

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

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受到启发，开始

着手对提取方法进行改进。提出改用

乙醚低温提取后,将青蒿提取物分为中

性、酸性 2个部分。经过多达 384次的

反复试验，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发

现分离获得的第 191号样品显示出对

鼠疟原虫有 100%抑制率的惊人结果，

并在猴疟上重复结果一致 [4]。改用乙

醚低温提取青蒿素，这一科学方法的正

确运用，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

的关键，也算真正从传统中草药植物青

蒿中，首次分离得到了具有抗疟有效成

分的青蒿素粗提物。

另外，屠呦呦还是最早开始采用科

学方法，对青蒿素进行纯化、临床试验

及参与化学结构测定等多个重要环节

的关键研究人员之一。在临床试验过

程中，屠呦呦带头试服，观察毒性，而且

亲自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现场，验证间

日疟 11例，恶性疟 9例，混合感染 l例，

结果病人用药后，40℃高烧很快降至正

常，疟原虫大幅度杀灭至转阴，疗效明

显优于氯喹。1971年又在北京 302医

院验证9例，均取得很好的疗效。1972
年11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523”
大会上，屠呦呦首次报告了 30例青蒿

抗疟全部有效的疗效总结。随后，中国

中医研究院抗疟科研组在得到有效单

体后，立即着手青蒿素的化学结构鉴定

研究。首先进行了常规的元素分析，在

1973年确定青蒿素为倍半萜内酯类化

合物后，开始寻找有关单位协作[5]。先

后从中分离得到包括青蒿素在内的 17
个化合物，其中6个为自然界较为少见

的结构独特的含氧倍半萜类的新化合

物（其中包含青蒿甲素和青蒿乙素）[6]，

极大带动了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进度。

回顾青蒿素的发现史，可以看出屠

呦呦直接参与了乙醚低温提取青蒿素、

纯化青蒿素有效成分、积极开展临床试

验，通过化学结构测定得到新的化合物

等多个重要科学环节，不断取得重要科

研进展。在这一系列科学实验中，她所

采用的多种科学方法再次显示出巨大

的价值，其重要性毋庸置疑。

除了青蒿素以外，麻黄素也是从中

草药中通过科学方法提炼得到的有效

成分，在治疗疾病方面也曾发挥过重要

作用。麻黄素是从中药麻黄中分离的

一种生物碱，存在于多种麻黄属植物

中。其实早在 1915年，麻黄就由美国

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北京协和医科大

学 共 同 进 行 研 究 。 陈 克 恢 、Carl
Schmidt 最早发表有关麻黄的研究论

文，也被认为是近代中医药领域的重要

成就和突破。这一报道当时在国际药

学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因为这是中国学

者第一次发现具有明确药理作用的天

然化合物。然而，在传统中药方剂中的

麻黄仅仅只能用作发散风寒药来使用，

根本没有治疗疟疾的疗效。所以，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说，如果不使用科学方

法，就无法提炼得到麻黄素；如果不使

用科学方法加以分析，就不知道麻黄素

有左旋、右旋 2个光学异构体，其中左

旋体即为人们熟知的麻黄素，而右旋体

则为伪麻黄素。只有经过科学方法的

提炼和分析，麻黄素才能被世人所知，

进而在抗疟领域大显神威，发挥其更大

的科学价值。

以上思考表明，应认真反思屠呦呦

获奖背后的科研模式，在科研过程中，

要防止狂热地一哄而上将传统中医药

文献作为科研重点，同时，需要清醒地

意识到用科学方法对中医药领域的有

效成分加以提炼和化学分析，才是一条

通往成功的正确之路。

3 协同求发展

在青蒿素的发现史上，协同创新是

个主旋律。自 1964年起，中国就在军

内开展抗疟研究。初期参与疟疾治疗

的科研单位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医学科学院、第二军医大学，以及广州、

昆明和南京军区所属的军事医学研究

所 [7]。但仅凭军队力量很难在短时间

内解决抗药性恶性疟疾的防治问题，所

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出面，

商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

共同组织军队内外有关单位开展大协

作，继续研制新结构类型防治药物 [8]。

1967 年5月4日，经讨论和有关领导部

门审定后，由国家科委向有关单位下发

了“召开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大协作会

议”的通知。5月 18日，在北京举行了

“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会议”。5
月23日，国家科委、解放军总后勤部在

北京饭店正式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

究工作协作会议”，由国家部委、军队直

属和有关省、市、自治区的数十个单位

组成了攻关协作组，简称“523办公室”

或“523领导小组”，简称“523任务”[9]。

1978年11月23—29日，全国“523办公

室”领导小组在江苏省扬州市主持召开

了青蒿素（黄蒿素）治疗疟疾科研成果

鉴定会。由承担青蒿素研究任务的相

关 45个主要单位提交了 12个专题，分

别由 14名专家代表予以报告，由于所

报告的内容是根据参与协作的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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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汇总，因此报告的内容并非仅限

于个人成果[10]。

1）青蒿品种和资源调查报告（广

西植物研究所王桂清）

2）青蒿的化学研究（北京中药研

究所屠呦呦）

3）青蒿的药理学研究（北京中药

研究所李泽琳）

4）青蒿制剂治疗恶性疟和间日疟

的临床研究（昆明医学院王同寅）

5）青蒿素制剂治疗脑型疟（广州

中医学院李国桥）

6）青蒿素制剂治疗抗氯喹株恶性

疟疾资料综合（海南区防疫站蔡贤铮）

7）青蒿素含量测定和质量标准制

定（北京中药研究所曾美怡）

8）青蒿素制剂的研究（山东中医

药研究所田樱）

9）青蒿素的生产工艺的研究（云

南药物研究所詹尔益）

10）青蒿素的生产工艺的研究和

综合利用（桂林芳香厂邓哲衡）

11）青蒿浸膏片的工艺、药理和临

床研究（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吴慧章、藏

其中，成都中医学院罗中汉）

12）青蒿简易制剂治疗疟疾资料

（江苏高邮县卫生局陆子遗）

这次成果鉴定会还对主要研制单

位进行排名，而不是以个人或科研组的

名义排名。当时主要针对青蒿素的研

究、青蒿简易制剂 2个项目进行鉴定，

所以6个主要研制单位排名顺序为：

1）国家卫生部中医研究院

2）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

3）云南药物研究所

4）广州中医学院

5）四川省中药研究所

6）江苏省高邮县卫生局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单位排名和

1979年 9月国家科委颁发的发明证书

的单位排名，并不完全一样。在青蒿素

的研发过程中，从早期以军队院校为主

的科研团队，到后来扩展至全国领域不

同单位的集体总动员，不仅从一个侧面

显示出当时抗疟药物开发的任务十分

艰巨，也再次佐证了只有协同求发展，

采用“大集团作战”这种方法，才能在一

些重大疾病领域里，以期取得一些快速

进展。

青蒿素的发现历程，曾有人形象地

比喻这是一场“接力棒”比赛。从 1964
年开始寻找治疗疟疾的方法，到 1967
年“523任务”正式立项，至1980年结束

任务，经过长达16年的艰苦奋战，由中

国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坚持不懈的多年

深入研究最终发现了青蒿素。时至今

日，青蒿素的故事还在继续，这种“协同

创新”的模式还在不断复制。许多科研

人员在青蒿素人工合成领域不断取得

重要进展，已开发研制出很多青蒿素衍

生物。蒿甲醚属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等首创；青蒿琥酯属桂林制药厂

等首创；蒿甲醚-本芴醇复方由军事医

学科学院首创。上述单位的合作层次，

既有国家目标下的大集团作战，也有科

学共同体内的交流，还包括了国内外的

合作与交流。随着越来越多新兴研究

力量的加入，青蒿素研究也成为继承发

扬集体主义精神的成功范例。

以上分析表明，青蒿素发现所取得

的成功非常重要，屠呦呦获诺奖是对中

国世界级贡献的认可。从中可以得到

3点重要科学启示：

1）结合科学史上棉酚、常山的案

例，可以意识到科学研究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有时候其中潜在的科研风险往往

是巨大的，投入了很多的精力、投入了

很多的经费，可是最后这些项目也许还

会下马，从中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无法预

见的科研风险。

2）在屠呦呦获奖的光环下，面对

中医药有效成分的提取问题，许多人都

在期盼以此为思路取得获得更大的成

就，并希冀继续获奖。然而，要清醒地

意识到，在用科学方法提炼得到中草药

的有效成分过程中，对植物草药中有效

成分的提取与中医是两回事。前者是

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做到精益求精，按照

现代科学的评价标准来完成的，后者则

多是采取传统的煎煮方式简单地进行

中草药的熬制。

3）当今要想获得重大科学成就，

需要团队合作来攻关。从许多超大型

项目的科研模式来看，一项科研成功的

取得需要很多人一起参与、共同努力才

能实现，屠呦呦的获奖是站在无数参与

者的肩膀上完成这一历史飞跃的，她较

早地通过科学方法提取到青蒿素粗提

物、并采用不同的科学方法对青蒿素进

行纯化、临床试验及参与化学结构测

定，并首先公开发表论文，都是其获得

诺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我们不能

忘记，也无法抹去“523任务”背后的众

多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群体和个人，

最后谨向“523”这个光荣的集体再次致

以崇高的敬意！

致谢致谢：：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方晓阳

对本文提出许多很好的建议，对成稿工

作给以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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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的科学精神屠呦呦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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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北京 100048

2011年 9月，素有“诺贝尔奖风向

标”之称的拉斯克奖将临床医学奖授予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以表彰其在青蒿素

研究中的突出贡献。Strauss在介绍屠

呦呦获拉斯克奖事迹时曾概括评述：

“她首创了造福千万人的抗疟治疗的新

探索，今后还会长久有益于人类社会。

她应用现代科技并严格汲取中医师

5000年提供的经验，对 21世纪做出了

卓越贡献。”[1]获得该奖，令人对中国本

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拭目以

待。时隔 3载，不负众望，屠呦呦终于

摘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

桂冠。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

界的骄傲，标志着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

际科学界的关注和认可。

屠呦呦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赫的成

就，与她严谨的态度、爱国的情怀、务实

的作风是分不开的；与她敢于试错、迎

难而上，敬畏传统、勇于创新，艰苦付

出、执着拼搏的科学精神是分不开的；

与当时“大军团协作”的历史条件也是

分不开的。梳理屠呦呦发现和研制青

蒿素过程中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对

后辈科技工作者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1 敢于试错，迎难而上

20世纪 60年代，抗氯喹恶疟在东

南亚流行，各地感染疟疾的丧生者达数

十万以上。因此，对抗性疟疾的治疗成

为全世界棘手的难题。自 1964年起，

美、英、法、德等发达国家已开始对新结

构类型的抗疟药展开大力研究，中国也

曾组织全国 7个大省、市全面展开工

作，但均未获得满意结果。1967年5月
23日，中国政府启动“5·23抗疟计划”

（简称523计划），统领全国60多个科研

机构对耐氯喹的恶性疟疾进行集体攻

关。1969年1月，屠呦呦被任命为北京

中医研究院科研组组长，率领余亚纲、

顾明国、钟裕荣等成员承担中医中药防

治疟疾的研究工作。他们从系统地整

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收集地方药志及

中医研究院建院以来的人民来信，采访

老大夫的实际经验，汇总了内服、外用、

植物、动物、矿物等方药 2000余种 [2]。

当时实验条件十分艰苦，设备奇缺，实

验室连基本的通风设施都没有。可想

而知，要从几千种中草药中筛选出抗疟

活性较好的药种绝非易事，其难度无异

于大海捞针。屠呦呦曾这样描述：“我

们调查了 2000多种中草药制剂，选择

了其中 640种可能治疗疟疾的药方。

最后从 200种中草药中，得到 380种提

取物用于在小白鼠身上的抗疟疾监测，

但进展并不顺利。”[3]然而，在无数次的

失败面前，屠呦呦等人并没有选择放

弃，将目标锁定在青蒿，继续探索，不断

地试错，经过 190次试验后，终于实现

了对鼠疟原虫达100%的抑制率。这无

疑是治疟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

成功并不是偶然，成功的背后存在

艰苦的努力和不怕失败的勇气。2000、
640、200、380、190这些看似单调枯燥

的数字，却意味着大量艰苦而又繁琐的

工作；意味着一个科研工作者日以继夜

的潜心探索；意味着数百次屡败屡战的

顽强意识；意味着对从事这项工作者的

耐心、韧性，甚至是身心承受能力的巨

大考验。屠呦呦在第191次试验时，并

不知道还要经过多少次试错才能取得

成功，但她坚信，只要不放弃，下一个再

试一次，就有可能成功。正是有了这份

坚持与勇气使人类在治疗疟疾的道路

上迈出了一大步，从而拯救了全球数百

万人的生命。这就是追求科学者应有

的精神和品质。

2 敬畏传统，勇于创新

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中药

的馈赠”一文中写到，她的梦想是用古

老的中医药，促进人类健康，让世界的

人们都能享受到它的好处 [3]。她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屠呦呦等在中医中药防治疟疾的

研究工作历经数次失败，始终坚信，中

药是个宝库。他们将目光锁定在中国

传统文献，终于在1971年下半年，从东

晋炼丹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发现“青

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截疟，悟及其有效成分可能忌高温或酶

解，改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

并将该提取物分为中性和酸性两部

科技纵横捭阖

臧强，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学

技术史，电子信箱：zangqiang@cnu.
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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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4]。经过多次试验后，分离获得的

191 号样品现实出对鼠疟原虫达到

100%抑制率 [5]。这是做出科学发现的

重要指标。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用乙醚

提取的方法，至今被认为是当时发现青

蒿素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所在。这为

其能够成为发现青蒿素首要贡献者加

冕。正因为屠呦呦既重视传统经验的

继承，又善于运用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对

青蒿所含的活性成分进行提纯、分析和

药效试验，最终才敲开了青蒿素的发现

之门。她曾寄语年轻的科技工作者：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很多

新的手段，假如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

还会找出来一些新药。”[6]这种敬畏传

统、勇于创新的思想和方法无疑是其成

功的关键所在，也是当前对当前医学工

作者，乃至其他领域的科学工作者应该

秉承和发扬的。

3 艰苦努力，执着拼搏

在运用现代医学技术分离出青蒿

的有效成分后，屠呦呦带领其团队对青

蒿提取物的药理、毒理进行深入研究，

为了确保用药的安全性，甚至不惜多次

以身试药，发现，青蒿提取物并未对人

体产生任何副作用。这为后来青蒿抗

疟单体的发现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

青蒿提取物虽具有抗疟作用，其药效却

不十分稳定。起初，他们认为是青蒿的

品种杂乱所致，尔后确认，青蒿的采收

季节不同会对青蒿提取物的效价有很

大影响 [7]。1972年 3月 8日，屠呦呦作

为北京中药组的代表，在全国“523办

公室”主持的南京“中医中药专业组”会

议上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抗鼠

疟、猴疟的作用达 100%。这一结果引

起了与会人员的高度关注。会后不久，

屠呦呦、戴绍德、曹庆淑等即赴海南省

进行临床验证。与此同时，山东省、云

南省等其他“523计划”研究组也快马

加鞭，借鉴北京中药组的经验，对青蒿

素的有效成分进行提取并进行临床试

验。1972年，各地的临床试验结果证

明：青蒿的乙醚提取中性部分对疟疾治

疗是有效的。无疑，这一喜讯宣告了抗

疟计划的新突破。随即，上级指示：要

不断扩大临床验证，而且要尽快找到青

蒿的有效成分。于是，屠呦呦率领钟裕

荣等 4人对青蒿素的有效成分进行摸

索。由于经常和各种化学溶液打交道，

屠呦呦身体很快受到损害，一度患上中

毒性肝炎。即便如此，她仍然没有放

弃，继续发扬艰苦作战的精神，日夜奋

战。终于，小组成员钟裕荣等率先通过

抽提物的层析得到青蒿中的有效单体，

即“青蒿素 II”（后称为“青蒿素”）。经

多方合作，最终确定：青蒿素的相对分

子质量为 0.282 kD，分子式为C15H22O5，

是一种含有过氧基团的新型“倍半萜内

酯”。该结构突破了抗疟药必须含氮杂

环的理论“禁区”。

1981年10月，由联合国计划部署，

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主办的第

四届疟疾化疗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屠

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报告了“青蒿

素的化学研究”，引起了国内外代表的

广泛关注。会议代表一致认为，青蒿素

及其衍生物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发明，

它的化学结构与抗疟作用与以往的抗

疟药完全不同，对各种抗药虐原虫具有

高效、高速、低毒的特点，是一个很有发

展前途的新药[8]。可见，青蒿素的发现

和研制，是人类防疟史上的一件大事，

也是继喹啉后的一次重大突破。

正如Coldstein所说：“生物医学的

进展要经历揭示和创新（revelation and
creation）两个阶段。”[9]屠呦呦继发现青

蒿素后，并没有就此止步，又继续承担

了国家科委“七五”攻关课题“常用中药

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的子课题“中

药青蒿品种的整理研究”，理清了中国

药典长期以来把黄花蒿与青蒿 2种误

认为同一中药青蒿的应用的问题，并从

青蒿中分离鉴定了 20多种化学成分，

多系首次报道；通过客观存在的物质，

有力地指出了混乱品种不能充当青蒿

入药的问题，又对青蒿的不同采收季

节、不同药用部位进行化学成分研究，

为合理用药提供依据；还进一步结合青

蒿的传统功效开展青蒿清热解暑、抗

炎、抑菌、镇痛等方面的研究，为中药青

蒿的传统功效提供科学依据 [2]。在众

多的成绩与荣誉面前，屠呦呦不骄不

躁，仍不断追求，潜心探索：针对抗疟新

药青蒿素的不足，如剂量大、复发率较

高等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经过反复论

证与历时7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

新一代抗疟新药——双氢青蒿素，其疗

效高于青蒿素 10倍以上，并且具有剂

量小、口服方便、安全、制备方便等优

点，特别在降低复发率方面更具有显著

优越性，被认为是“国际上治疗各型疟

疾的较理想口服治疗药”。正是因为屠

呦呦等人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拼搏，才

使得人类在抗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4 团结合作，造就诺奖

2011年，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授予

中国的青蒿素，获奖者为八旬老人屠呦

呦。之后，中国媒体对此事进行了广泛

报道。一夜之间，屠呦呦从一个个默默

无闻的研究员变成了一个享誉中国、闻

名世界的杰出科学家。然而，一项科技

发明从诞生到成熟运用是一个不断发

展的过程，是绝非某一个人能够一手包

揽的 [5]。523计划是一个由许多人、许

多单位集体公关的项目，从青蒿素的发

现，到发现动物实验有效，再到药理、毒

理、质量控制、临床试验、生产工艺等一

列研究过程是科学共同体团结协作的

结果。这里团结协作有两层含义：一方

面是指项目组成员间的团体协作，如青

蒿素发现前，屠呦呦项目组成员余亚纲

和顾国明将目标锁定为青蒿、钟裕荣率

先分离出抗疟有效单体；另一方面是多

个项目组之间的大合作，即全国科研人

员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在专业上取长

补短，在方法上相互交流上，在设备上

互通有无，如在屠呦呦得知青蒿粗提物

对鼠疟、猴疟的有效性后，将其广而告

之，抑或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北京生物物理研究所协助下，刘

静明等确定了青蒿素的空间结构。因

此，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仅授予屠呦呦

1人引发了一定的争议。这就为科学

独创性与科研共同体合作孰轻孰重提

出了新的议题。

不可否认的是：1）屠呦呦首创性

提出用乙醚低温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素

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素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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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2）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

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3）其他

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

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素粗提物高效抗

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

于钟裕容 [10]；4）屠呦呦及其团队明确

了青蒿素的科属差异，首先发现仅Arte⁃

misia annua L.含有青蒿素，明确了具

有抗疟作用的有效成分存在于青蒿的

叶片之中（此前人们一直误认为有效成

分存在于整株青蒿），并且确定了其最

高值期（即在夏秋之交青蒿枝繁叶茂

时，其抗疟有效成分才达到峰值）[11]。

可见，无论是秉承科学的第一性、关键

性，还是从科研的独创性来讲，2015诺
贝尔奖授予屠呦呦无可厚非。毫不夸

张地说，这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其他科学工作

者在青蒿素研发过程中也做出过重大

贡献，因此，诺贝尔奖授予青蒿素是对

中国科学共同体的肯定和褒奖。正如

屠呦呦所言：“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

得诺奖是一项很大的荣誉，青蒿素这项

生物研究成功是多年研究集体公关的

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

荣誉。”[12]这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

作出伟大贡献的体现，更是科学共同体

团结协作取得的伟大胜利。

5 启示

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世界历史

上各民族或国家每一次文化的复兴都

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必须回到文化的源

头上，温故而知新，汲取知识营养在前

进，才能还在那放出无比灿烂的光

辉。”[13]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恰恰印证

了这一点。这是中华文化的胜利，意味

着中国传统的科学文化开始融入了世

界科学文化的潮流之中，一方面兴起了

全世界药物学界对中国传统文献的关

注，使全球的研究人员把研究文献的视

野从原来只关注英文文献，开始逐步转

向中药研究的论文；另一方面，使得中

国开始跻身于国际间诺贝尔奖的争夺

大军中。相信在未来的科技竞争中，坚

持传统的科学文化、兼顾科学独创性与

科学共同体协同发展，必将使世界重新

审视中国传统的科学思维。中国传统

的科学文化、科学思维在未来的世界科

学格局中，一定会成为世界科技发展的

北风，可以吹走科学头顶上更多的科学

“雾霾”，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带来更多

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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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发现的方法论—青蒿素发现的方法论

段伟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北京100732

2015年 10月 5日，中国中医科学

院研究员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成为第

一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中国

本土科学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的华人科学家。颁奖词

强调，屠呦呦从传统中草药里找到了战

胜疟疾的新疗法，她通过大量实验锁定

了青蒿这种植物，在翻阅大量医书的基

础上，成功提取出了青蒿中的有效物质

青蒿素，是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

生虫有出色疗效的科学家。将诺贝尔

奖颁发给屠呦呦，实际上也是对参与

“523任务”的全体科研人员在寻找抗

疟新药取得的突破性创新成果的肯

定。从 4年前的拉斯克奖到 2015年的

诺贝尔奖，诸多有关青蒿素发现的历史

秘辛不乏广泛深入的报道，使我们可以

从细节中一窥科学发现之艰难；同时，

其中所涉及的复杂的协作关系特别是

优先权之争，更使这一重大集体创新的

真实过程得以充分展现。毋庸置疑，青

蒿素的发现已成为中国科学发现与创

新的经典案例，但如果想揭示其中所蕴

含的具有恒久价值的内涵，对其历史的

回顾，既要追溯细节，又必须超越回忆

中模糊的具体。鉴于科学活动的本质

在于方法，从方法论层面反思这一过程

将给我们带来诸多有益的启迪。

在顶层设计上，青蒿素发现的总体

架构体现出了方法论上的比较优势。

疟疾是全球广泛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

问题之一，以应对这一问题为目标的

“523任务”固然有其特定的政治、军事

与历史背景，其基于全国大协作的组织

架构亦有其特殊性，但其所设定的工程

目标无疑是科学而系统的。与当时很

多被称为工程的项目不同，“523任务”

实际上是一项系统工程，兼具科学与工

程双重色彩，它将目标分解为５个专

题：1）疟疾防治新药的化学合成和筛

选；2）中医中药、针灸防治疟疾的研

究；3）驱避剂的研究；4）疟疾防治药

物的制定和包装的研究；5）疟疾防治

药物现场效果研究[1]。从方法论上讲，

该任务在顶层设计中有两个关键词尤

其值得注意，其一是协作，其二是结合。

先说协作。从字面上来看，当时的

全国大协作似乎类似于今天的协同创

新，但前者更具系统工程的色彩。对

此，“523任务”的一位亲历者曾撰文指

出，青蒿素的发现 , 从提取、分离到结

构测定基本上属于天然产物化学或天

然药物化学领域，当时国际上出现的质

谱仪、核磁共振仪乃至 X衍射分析仪

等先进设备在国内很少见，科研人员更

是亟待知识更新，如果不搞全国范围的

大协作，青蒿素的发现是不可能的。得

益于项目内部的信息交流，在北京中药

所发现有药效的青蒿素结晶的启发下，

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

的科研人员利用当地的植物资源，相继

确认了含有青蒿素有效成分的黄花蒿，

并提取出结晶，使青蒿素的提取像接力

赛跑一样向前推动。总之，青蒿素的发

现是数以百计多方面的研究人员在团

队合作的组织形式下高速完成的[2]。

再说结合。青蒿素的发现是第二

个专题的成果。但这实际上是基于历

史条件的一种选择，在当时大部分科研

机构无法正常运行的情况下，第一个专

题一是难以展开，二是即便展开从实验

设备和研究水平上相对于欧美也没有

优势。而第二个专题相对而言门槛较

低，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发展中

医的政治政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

医中药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

中药，而是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十

多年西医向中医学习、中医也学习西医

的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之后的中医中

药。生药专业出生的屠呦呦去中医研

究院工作无疑是这一结合的缩影。为

什么结合在探索与创新方法论上很重

要？关键有二。一是探索与创新的任

务源于问题，而已有的知识传统与学

科对解决这些问题而言并不一定完

备；二是每个学科都有其不同的看待

世界的方式、角度和方法，面对问题

时，学科交叉与传统融合的优势不言

科技纵横捭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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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喻。

在研究实践中，屠呦呦等人主要运

用了经验富集、线索突破与反复探索等

方法。先看经验富集。项目启动不久，

以屠呦呦为组长的抗疟药科研组即从

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结合民

间验方与名医献方，历经３个月整理出

以 640余个方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

集》。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展了鼠疟动

物模型筛选中药的实验研究，1969年5
月至 1970年 8月间研究了 200多种方

药的抗疟作用，研究重点包括胡椒、辣

椒、锑制剂等。虽然研究效果并不理

想，但这些经验富集使他们深受启迪。

屠呦呦发现，大剂量的锑剂对鼠疟原虫

抑制率达到 99%，半剂量的只有不到

40%，1%剂量时完全无效，这使她意识

到纯度极高的化学药品在剂量不足时

尚且显示出低效或无效的结果，中药成

分复杂、杂质多，如果有效成分不能最

大限度地集中，本来有效的药物也反映

不出其应有的作用 [3]。这促使她再次

翻阅大量医书，寻找线索以求突破。在

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绞取汁服”启

发下，屠呦呦发明了“乙醚冷浸法”，取

得了对鼠疟原虫 100%抑制率的青蒿

提取物。纵观青蒿素的发现历程，与其

说是一个发现不如说是一个不断再发

现的过程，其基本方法是反复探索。反

复探索包括细化、强化和稳定化等方

面，其目的是使得知识的闭环更“健

壮”。为此，屠呦呦和所有参与青蒿素

项目的科研人员付出了长期不懈的努

力，从在最初的提取物中区分出真正有

效的成分、通过追溯原料使药效更加稳

定到分子结构的测定和药物研制等环

节，充分展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自强不

息、勇于探索、敢攀高峰的精神。

科学的本质在于方法，但科学哲学

家费耶阿本德又说“什么都行”，因为我

们不可能依照一套标准的方法去发现

和创新。诚然，不论是居里夫人提炼镭

元素、爱迪生发明电灯还是屠呦呦和她

的同事们寻找青蒿素，因为他们所面对

的是人们一无所知的领域，他们的成功

都是概率很小的事件，而方法和成果仿

佛一枚硬币的两面。自然永远在跟人

捉迷藏，此时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

不费工夫，彼时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而这也正是发现与创新的迷人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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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青蒿素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研究成果得到公认以来，国内学界内外

对于这项成就应当归功于个人还是集

体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一说归功于集

体，一说归功于个人，各执一端，莫衷一

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从学术共同

体的角度看问题，就会跳出这种非此即

彼的思维范式，对青蒿素的研究主体有

一个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1 奎宁研究共同体的兴起与氯喹

一个领域在经过了五花八门的研

究之后，研究者在一个统一的信念之

下，围绕共同的研究目标，采用彼此认

可的方法学，研究相同的问题并彼此交

流成果，就形成了一个研究共同体。共

同体的成员组成一个小社会，跨越国

界，具有共同的学术价值观、研究规范

和研究旨趣。共同体的形成，意味着一

群人沿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从事一项有

方向的学术事业。

疟疾是由一种叫作疟原虫的寄生

虫引起的危害人类的流行性疾病。不

同的古老民族，在抗击疟疾的过程中，

形成了不同的方法，这些方法五花八

门。中国古人用青蒿、印第安人用金鸡

纳树皮治疗疟疾。1820年，法国化学

家从金鸡纳树皮里提取出抗疟有效成

分，并命名为“奎宁”，此药成为此后抗

击疟疾最有效的药物。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美国在无法获得天然原料生产

天然奎宁的情况下，用工业方法合成出

奎宁的替代物氯喹，作为美国士兵的抗

疟药物。

从金鸡纳树提取抗疟有效成分，把

其中的有效成分和结构弄清楚，到人工

合成天然奎宁的替代品，就形成了抗疟

药物研究的第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

体的信念就是，在具有独特植物资源，

并且具有利用这种独特资源治疗特殊

疾病的民间或传统疗法的基础上，寻找

抗疟的物质资源和认知资源。其共同

的方法就是提取这种植物的有效成分，

并且弄清楚其化学结构，合成它并且生

产它的衍生物，继而人工合成该化学物

或者其衍生物。

由法国化学家白里悌（Pelletier）和

卡芬土（Caventou）为首的这个共同体

在抗疟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

义，它奠定了整个抗击疟疾的研究范

式。

2 氯喹抗药性危机与建立新共同

体的尝试

20世纪60年代，引发疟疾的疟原虫

对氯喹产生了抗药性，当时疟疾肆虐东

南亚一带，尤其是越南。越南战争中的

美国、越南和中国军队相继发生了严重

的疟疾疫情，导致部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成为研究新的抗疟药物的直接诱因。

在没有发现新的有特定植物资源

的民间药方或传统知识的情况下，人们

只能拿各种化合物开展抗疟实验，导致

天然药物抗疟研究共同体的信念和方

法论危机，人们开始探索形成新的研究

范式和学术共同体。

美国华尔特里德陆军研究院从

21.4万种化合物中筛选新的抗疟药，从

中找到的甲氟喹副作用极大。中国

236部队（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

行病研究所和毒理药理研究所先后开

发出“防疟一号”至“防疟三号”，但存在

耐药性等问题。此外，承担“523任务”

（1967年 5月 23日设立的“中国疟疾研

究协作项目”组织的研究工作）的广州

工作组试图用针灸治疗疟疾，疗效也很

不理想。这就宣告了建立基于已知化

合物和针灸疗法抗疟信念及相应方法

的共同体的失败。

在建立新的共同体的尝试失败之

后，中国科学家开始复兴和发展源自西

方的天然药物研究共同体的理念、价值

观和方法论，由此建立了新的天然药物

研究共同体。

3 青蒿素研究共同体的形成

与西班牙人偶然从印第安人那里

获得金鸡纳树皮抗疟的情况不同，中国

人是从自己拥有的特殊植物资源和传

承的药物知识中自觉地大规模地进行

筛选。这个共同体对自己特有植物资

源和知识遗产的信念，完全不同于一两

百年之前在西方产生的天然抗疟研究

共同体。这个信念导致的是探寻抗疟

植物药物之源的自觉性。

在举国体制之下，参与“523项目”

的有关机构和人员遍查民间秘方验方、

医药古籍和现代文献，采集药用植物，

经过化学提取获得有效成份，进行药效

学筛选，开展临床实验。仅中医研究院

屠呦呦团队的余亚纲就整理出包括乌

科技纵横捭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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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乌梅、鳖甲、青蒿在内的808种抗疟

中药清单。全国各地经过抗疟筛选，先

后发现常山、鹰爪、仙鹤草、陵水暗罗、

金不换、管兰香等十余种植物对疟原虫

具有抑制作用，但或因毒性大或因药效

低而从抗疟药用植物清单中删除。余

亚纲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顾国明将选

中的药物做成相应制剂，进行鼠虐模型

筛选。他们发现，在近百个药方中，青

蒿曾出现过鼠虐原虫60%~80%的抑制

率。由此，人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到了青

蒿上。这样，青蒿素研究共同体就初具

了雏形。

青蒿素研究共同体的目标，就是提

高青蒿抗疟的有效性。这个目的可以

分解为3个问题：哪种青蒿抗疟效果最

好；青蒿的哪个生长期和部位抗疟效果

最好；如何有效提取青蒿的有效抗疟成

份。前2个问题的答案分别是：四川酉

阳野生青蒿抗疟效果好，青蒿植株生长

后期的叶片抗疟效果好。最关键的第

3个问题由于提取方法涉及温度较高

而难以解决。屠哟哟受葛洪《肘后备急

方》中“绞汁”用药记载的启发，用沸点

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出了青蒿素，取得

了鼠疟和猴疟100%抑制率的结果。云

南罗泽渊等人也在青蒿素的提取上取

得成功。这标志着青蒿素研究共同体

的形成。屠呦呦、罗泽渊和广州的李国

桥在临床实验中完全确证青蒿素的抗

疟疗效，则标志着青蒿素研究共同体的

成熟。自此，这个共同体的研究方向更

加集中和明确。

参与“523任务”的机构多达 60余

个、人员多达500余名。这些机构和人

员之间有交流，有合作，也有竞争。但

是，这是一个拥有共同的信念、价值观

和方法论的研究群体，围绕着共同的目

标向前推进自己的研究。

4 青蒿素研究共同体的发展

青蒿素的提取及其抗疟效果的发

现，既是项重要成就，也为下一步研究

提出了新的问题，指出了继续研究的方

向，预示了可能采纳的研究方法和手

段。这些问题包括：青蒿素适合采用哪

种剂型？青蒿素的衍生物是否也具有

抗疟效果？是否还可以开发青蒿素复

方？青蒿素的化学结构是什么？青蒿

素对其他疾病是否也具有疗效？

这些问题指引中国医学家和科学

家发现青蒿素胶囊剂效果甚于片剂，确

定了青蒿素分子结构的相对构型和立

体绝对构型，开发了青蒿素衍生物和蒿

甲醚-本芴醇等多种复方，对青蒿素抗

疟机理进行研究，并开始探索用青蒿素

治疗癌症等其他疾病的可能性。青蒿

素研究共同体的专业组成已经由药学

工作者扩大到化学工作者、生理学工作

者等范围。

青蒿素研究是17世纪抗疟药物研

究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国药物研究

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其中每一个问题

的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离开了研究

共同体，就没有共同的研究方向。从这

个意义上说，青蒿素是许多人的共同研

究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屠呦呦最

为原创和最为关键的贡献不重要。屠

呦呦成就的举世公认，也使得与之相关

的研究成果的意义得到了世人的承

认。诺贝尔奖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获

奖成就和获奖者，而且会波及相关成就

和相关科学家。青蒿素研究成就归属

的个人-集体之争是没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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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情结情结””
严晋跃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斯德哥尔摩 10044

2015年 10月 5日，中国药学家屠

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

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

家。中国人多年来有强烈的诺贝尔奖

情结，屠呦呦的获奖终于让国人松了口

气。作为常年生活在瑞典的人，我也想

谈谈我的诺贝尔奖“情结”和认识。

1 诺贝尔奖与对人类的贡献

最近网络上流传一则笑话：“话说

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奖，瑞典人用不太标

准的英文读获奖者名字时，全世界都晕

了：The winner is you, you, too! 大家你

看我，我看你，都不知道到底这个奖是

要颁给谁的……”笑过之后，更有顿

悟。笑话其实道出了瑞典发明家诺贝

尔先生有关设立诺贝尔奖遗嘱的真谛：

获奖者要对人类有最伟大的贡献(“...
conferred the greatest benefits to man⁃
kind”)。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在颁发

给某些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学

家的同时，也是对我们地球上每一个公

民的一次奖励，肯定我们人类，在探索

真理走向文明的路途中又迈进了一步，

激励更多的人为此作出更多贡献，推动

人类的进步。获奖的不也是 you，you，
too——你，还有你吗？那我们都是赢

者！

诺贝尔在 1895年 11月 27日留下

的遗嘱（图 1）中还有一段话：“It is my

express wish that in awarding the prizes

no consideration whatever shall be given

to the nationality of the candidates, but

that the most worthy shall receive the

prize, whether he be a Scandinavian or

not.”这段话中指出：无论国籍，无论种

族，都可能成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

诺贝尔奖之所以成为影响如此之

大、极具权威性的世界级奖项，与诺贝

尔当初制定的这种超越国家、超越种族

并使全人类受益的精神不无关系。我

们祝贺屠教授获奖，祝贺中国科学家得

奖，更应该感谢她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的人类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地球上的

每一位公民，都应该在这颁奖的时刻，

举杯同庆，为我们战胜了一种疾病感到

欢欣鼓舞，为我们的进步感到骄傲！诺

贝尔奖是属于和服务于全人类的,奖励

为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个人（或组织）

是诺贝尔奖的核心价值，也是诺贝尔引

导科学家追求的一种境界。从另外一

个角度看，诺贝尔奖也是非常功利的，

但强调的是对全人类的“功与利”。如

此宏大的“功利”目标，使得那些只为了

获得诺贝尔奖而专门设计的研究和课

题变得没有什么意义。诺贝尔奖是可

遇而不可求的。

2 诺贝尔奖与伟人？凡人？

从诺贝尔奖的历史来看，它是属于

和服务于全体人类的。诺奖获得者的

成功，往往非因追名逐利，实多源于才

能、机遇和执着勤奋，大部分都是为探

求真理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的普通人。

20多年来，笔者在诺贝尔奖的诞

生地瑞典，一方面感受到的是这个奖项

的庄严与崇高，另一方面目睹的是国民

的平常心态。这个世界级的大奖，让我

们把伟人和凡人不再割裂开来。记得

刚到瑞典不久时，也把诺奖看成是不得

了的事，早早地和系里秘书讲，诺奖获

得者来做讲座时，一定要通知我。她用

一种不解的目光看着我问道，为什么？

你做的研究与诺奖有关系吗？我回答

说：就是想看看诺奖获得者是什么样

的。那年12月，诺奖颁奖前的一天，在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举行的物理奖获得

者的讲座上，却发现参加的人并没有想

象的那么多。来者也多是与其研究领

域相关的教授和学生。校长介绍完诺

奖得主之后，自称接下来的讲座也听不

懂，交给教授主持，自己匆匆离去。我

是带着照相机去听讲的，但当时那种情

景、气氛和场合，使人无法举起相机拍

科技纵横捭阖

图1 诺贝尔先生的遗嘱（图片来源: Nobelpriz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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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所有人都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中，聆听和分享获奖者那些美妙的研究

成果，而无暇产生粉丝追踪明星那样的

娱乐心情。时光流逝，每年一度的提

名、公布、讲座、颁奖，让我渐渐和瑞典

同事一样，以平和的心态看待诺贝尔

奖。这么多年也的确看到，诺奖的获奖

者，大都是忠于自己的职业、热爱所从

事的事业、勤奋努力、思想自由的普普

通通的人。即使是爱因斯坦，人们也把

他看成是一个伟大的人，而不是神；更

愿意把这些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的了不起的伟大的人，看作是凡人来分

享他们的故事。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推

崇的治学为人之道是这样的：我只希望

大家能有勇气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要去

追求轰轰烈烈。今天听起来依然很有

道理，那些获奖者，大都是甘于寂寞默

默无闻的普通人，尽管他们不鸣则已，

一鸣惊人。诺贝尔奖的奇妙之处，也在

于能够在茫茫人海的凡人中发现伟大

的人，并将他们的伟大之处展现给全世

界。而那些将自己重新回归到一个普

通人的伟大的人，更加赢得人们的仰慕

和尊敬。

3 诺贝尔奖与创新氛围

今年的诺贝尔奖让国人高兴的同

时，也引发出更多反思——如何建立评

价体系，再思创新机制。也许这正是诺

贝尔奖对于中国的积极意义。几天前

看到如下消息：据屠呦呦介绍，当年“要

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 7个大缸，在几

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就是在这样

异常落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屠呦呦

等年轻的科研人员怀着“为国家做贡

献”的激情与梦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日复一日，历经无数次失败，终于研制

出挽救了数亿疟疾患者的“东方神药”，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特殊历史时

期的“会战”方法和方式，不再有普遍的

经验和意义。现代科学研究不能靠人

海战术，不能靠“艰苦奋斗”，更不能靠

“土法上马”，如果不是“要什么没什

么”，中国会更早出现更多的屠呦呦

了！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

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

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

发生？）仍然没有答案。

科学研究需要科学方法。科学进

步需要创新体制。而体制（系统）与创

新有时会产生矛盾，创新需要“无拘无

束”的环境，体系（或系统）却要一定程

度的规范和约束。某种意义上讲，创新

体系的建设是创新环境的营造。如何

形成创新的氛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科学的创新体系的建立，使人们能够有

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空间和更高的效

率，从事最擅长而又快乐的创造活动，

才有可能出更多的科研成果，推动科技

的进步。

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尤其不是急功

近利之事。王国维有句著名的话：“古

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

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

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

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很

多诺贝尔奖获奖者取得研究成果的经

历，都验证了做学问成大家的三重境

界。屠呦呦从20世纪70年代获得研究

成果，到借此获得诺贝尔奖，间隔了 40
余年。198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

Subramanyan Chandrasekhar 的最早成

果，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从那时

到获奖，间隔了50多年。同样，电子显

微镜的发明者、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 Ernst Ruska，他的发明到获

奖，也间隔了 50余年。最近有学者专

门研究了从科学发现到获得诺贝尔奖

时间的统计规律（图2），结果发现从研

究成果发现到获奖的平均时间由 1900
年的 10年逐年增加到 2000年 30年左

右。从科学发现到证明其对人类的贡

献需要更长的时间。

创新需要有耐心和宽容，需要对科

学家信任。需要重新呼唤近 100年前

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乃至中国所倡导

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

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这一标准

入世为学。以“思想之自由和独立之精

神”为研究之道！当年清华大学可以请

没有博士学位、没有论文的陈寅恪做先

生，可以请没有上过大学的梁漱溟当大

学教授。世界进步百年，面对前人：我

们缺乏太多太多，我们需要智慧与勇

气，需要责任与行动。

（2015年 10月 14日初稿于瑞典斯

德哥尔摩，10 月 19 日修改于英国伦

敦。）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严晋跃，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教授。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图片来源：Becattini F. et al., The Nobel Prize delay, 2014）
图2 1900—2000年诺贝尔奖各获奖成果从发现到获奖时间间隔统计

101



科技导报 2015，33（20）www.kjdb.org

对诺贝尔奖的几点文化省思对诺贝尔奖的几点文化省思
王鸿生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2015年 10月 5日，诺贝尔奖委员

会宣布，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此，中国

科研院所、机构的负责人先后表示祝

贺，新闻界也纷纷采访报道，这股不大

不小的热潮也许会令人以为此乃中国

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平心而论，这件事

对屠呦呦女士本人来说自然是一件好

事、喜事，就其对科学的贡献确实配得

上诺贝尔奖，所以此事只算是实至名

归，并不是喜从天降。国内行政机构和

新闻界人士的热情，其实也是一种职业

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说这是中

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则大谬不然。因

为诺贝尔科学奖充其量只是承认了这

项科学成果。

显然，把中国科学家获诺贝尔科学

奖看作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种

荣誉导向的、舍本逐末的认识。其实真

正的大事早就已经发生了，那是几十年

前青蒿素被提取并在治疗疟疾时显示

功效的时候。今天屠呦呦女士获奖，只

表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几十年后注

意到并肯定了其当年的科研成果及其

价值。对诺贝尔科学奖评奖委员会来

说，这确实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是第一

次给中国本土科学家颁奖。但对中国

科学的发展而言，这只是给人们提醒了

一件过去的事。一个中国科学家的科

研成果在几十年后被一些外国人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作为中国人确实应该欣

赏这些外国人的决定，但就这件事而

言，中国人确实也没有必要欢呼，因为

应该欢呼的时刻是过去而不是今天。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埃米利奥·

塞格雷在其自传《永远进取》中曾说，诺

贝尔奖与获奖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关系

大致有 3种。一种是诺贝尔奖借助这

些科学家的成就和声望提高了自己的

地位，比如给玻尔、爱因斯坦等人授奖

就抬高了诺贝尔奖的地位；还有一批得

奖者的成就确实比较重要，他们和诺贝

尔奖之间能扯个平手，谁也不欠谁的；

另外一些科学家因为获得了诺贝尔奖

而在科学界有了更高的名望，这是沾了

诺贝尔奖的光。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

获奖者的体会。也有研究者认为，诺贝

尔评奖委员会其实忽视了许多重大科

学成果，比如门捷列夫就未获化学奖。

还有研究认为，一些诺贝尔科学奖是不

合适的，一些奖是不应该的，更有一些

奖是莫名其妙的。当然，如果扩大到文

学奖的范围，还可以看到鲁迅等人，很

早就对诺贝尔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

度。

总之，诺贝尔科学奖发给谁是基于

一种评价，这种评价有科学的内容，但

整体上却不是一种科学的行为，而是一

种人文的行为。从源头上看，诺贝尔本

人在遗嘱中设奖是为了鼓励人类科学、

和平等事业的发展，这当然也与其本人

的事业有关，即他生前的事业是把以化

学为主的科学变成金钱，成功后又希望

以金钱反哺科学与和平事业，该奖的设

立展现了其良善的愿望和慷慨之举。

但金钱对人类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它既

可以激励人，也可以误导人甚至扭曲人

性。或者说，一旦科学家把获奖本身作

为目的来从事科研，就暗含着对纯正的

科学目的的扭曲。几百年前，莎士比亚

在《雅典的泰门》中就对金钱的作用有

十分精彩的描述。应该承认，现代科学

没有经费的支持是万万不能的，但以金

钱为基础的诺贝尔奖自20世纪以来确

实对人类的科学事业产生了双面的影

响。尽管罕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公开承

认自己所做的工作是为了得奖，但以得

奖为目的而投身科学、从事科研的人大

有人在。就此而论，诺贝尔奖对科学的

发展肯定是一把双刃剑。

从更广的文化视野看，产生在西方

的诺贝尔奖本身是用金钱定义了荣誉，

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有正面价

值也有负面效应。从学科的角度看，诺

贝尔的遗嘱中明确了科学奖与和平奖，

但后来又增加了经济学奖，这明显是为

了让诺贝尔奖更好地迎合西方社会的

主流价值观，或者说是最直接地鼓励了

社会科学中最能体现西方文明特色的

学科。无论从文明整体的角度，还是从

科学整体的角度来看，诺贝尔奖都是有

选择性、倾向性和局限性的。当然，人

们对此也不必强求和苛责，因为诺贝尔

奖只是一个由一部分人来选择和决定

的一个相当丰厚的奖励而已。但透过

这个丰厚的奖励，人们还应该看到，20
世纪以来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给人类

的文明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危机，对这

科技纵横捭阖

王鸿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北京自然辩

证法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主任。电子信箱：

whs6558@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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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危机的反省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在很

大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继续发展科学技

术的价值。还有一个问题是：一个多世

纪以来，与诺贝尔和平奖同行的人类社

会其实一直是不太和平的。对此也许

可以设问：这种以奖励的方式来追求和

平的理念是否值得肯定，对此无疑大有

值得省思的文化空间。

整体上看，20世纪以来诺贝尔奖

无疑激励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但这顶桂

冠在一定程度上也以其炫目的光辉迷

离了科学与和平事业的纯正目的。在

每年一度庄重典雅的颁奖仪式上，作为

世界上最耀眼的明星，获奖者本人的心

情也许是沉稳的，因为他或她毕竟曾从

事过重要的事业。但由于这项被誉为

世界最顶级的奖励，它始终吸引着几乎

全世界的注意力。伴随着诺贝尔奖的

确实有科学与和平事业的进步，但更有

一批精英对金钱的渴望，对荣誉的追

求，以及知识界和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

获奖者的追捧甚至崇拜。不可否认，20
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一部分精英人物的

价值取向和追求已经被诺贝尔奖深深

吸引。不过，此时如果回顾就会发现：

早在 20世纪的前夜，德国哲人尼采曾

发出“上帝死了”的一声呼喊；20世纪

初另一个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又预言

了《西方的没落》；诺贝尔奖也正是在此

前后设立的。它们三者之间对西方文

明一破一立的立场和观点何其分明！

今天西方文明自然没有像尼采说的那

样完全失去信仰，也没有如斯宾格勒预

言的那样彻底没落，但似乎确实已经无

法超越诺贝尔奖以金钱来定义荣誉的

文明高度了。

值得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

国人对诺贝尔奖的渴望可能远甚于西

方人。由此可以推知，改革开放前中国

人对诺贝尔奖的拒斥主要是出于意识

形态上的考虑，而不是基于一种更高的

文化价值。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

随后，追求温饱的中国人在发展经济的

时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经济效益方

面，这在很大的程度上符合诺贝尔奖的

价值取向。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

历史文化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孕育

了许多科学知识，但却没有培育出科学

的精神，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新文明的

建构中一直主要扮演着应用工具的角

色。因而，诺贝尔奖直接的科学导向对

中国人来说始终是难以超越的，甚至是

极有吸引力的。

就此而论，中国人过去基于意识形

态的考虑拒斥诺贝尔奖无疑是一种缺

少文化自信的自傲；今天的中国人如果

再没有矜持地追捧诺贝尔奖，则无疑是

一种缺乏自我价值理想的表现。就中

国社会目前的文化境况而言，中国人心

中普遍的“诺贝尔奖”情结也许只能在

仰视、追求和追捧的过程中逐步淡化，

而且也只有随着中国科学事业的充分

发展，中国人才能在文化和价值观的层

面上找到超越诺贝尔奖的价值理念的

支撑。那时候，一般的中国人才能从一

个崭新的文化高度来平视甚至俯视这

个曾经令人炫目迷幻的奖励。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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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质朴和踏实的科学是质朴和踏实的
刘孝廷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北京 100875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女士获得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国内引发的热议

开始渐次消退。似乎人们就此能言说

的也都基本说尽了。如果做一册汇编，

大概可以叫《中国诺贝尔科学奖现象总

汇》了。从其中不难看到，对那些以往

热炒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来说，快慰中会

多少有些不满足，因为屠呦呦既不是他

们关注的人士，她的研究也不是他们热

衷的领域；而另一些做本土性、地方性

研究的人士又认为，屠呦呦的获奖恰恰

证明本土的才是世界的，特别是许多人

把这看作是中医的一次凯旋。总而言

之，每个人都借屠呦呦获奖的事说自己

的话，可谓千人千面、莫衷一是。就此

而言，诺贝尔奖委员会负责官员的解

说，因为没有太多浮泛的寄托和演绎，

似乎更加中肯和实在。因为获奖就是

获奖，无关看客的意愿。

我对屠呦呦女士的获奖就抱着一

种纯粹的快乐，即只有高兴，并不想其

他。原因很简单：我虽非把获奖当做救

命稻草的人，但是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

尔奖毕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高兴

就是高兴，而不需要另外添油加醋或节

外生枝。再说，虽然国内许多科学家的

成果应该也达到了获奖的水平，但究竟

是哪个人或哪项成果获奖本来就带偶

然性，而屠呦呦的获奖成果也确实是真

材实料，经得起考验，其对国计民生和

人类健康意义非凡，所以获奖也是当其

所值。

基于此，或许多少有些意犹未尽，

就说3点来提请人们注意：

11））屠呦呦获奖是整个中国科学界屠呦呦获奖是整个中国科学界

的光荣的光荣。。

我这样说不是为了单纯推崇诺贝

尔奖，因为诺贝尔奖的影响力也不是中

国人制造出来的。我所针对的是，有人

说屠呦呦获奖是中医研究的胜利和西

医研究的失败，有人说情况恰好相反，

因为她的研究用的都是西医的手法；有

人认为这是乡土科学家的胜利，是西式

科学研究的失败，有人又证明情况也恰

好相反。正是针对这种非此即彼的思

维和心态，我说这次获奖因为是第一

次，是零的突破，因而应该是中国科学

界的胜利，我们又何必在意究竟是谁获

奖而在不同的科学探究之间制造对

立？科学研究需要一个整体的生态，彼

此你追我赶、相互竞争，才构成一个欣

欣向荣的发展局面，获奖显示的是科学

界的整体努力以及个别领域的快速进

步。其中，不同研究领域的成就既不因

一时得而可谓有，也不因一时失而可谓

无，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同心

共筑、共同繁荣的研究环境或学术生

态。没有这样的条件和生态，想实现国

家科技的整体创新与大发展就只能是

缘木求鱼。

22））科学需要质朴和踏实的作风科学需要质朴和踏实的作风。。

这些年来，中国教育很注重创造力

的培养和开发，这固然是对世界发展局

势的一种积极应对。但是，面对市场经

济的冲击，我们大多只把创造力看作一

种技法和手段，就像对待创新一样，甚

至只把创造力看作一种聪明和机智，这

样的理解对于职业训练或应试突击或

许不失为一种讨巧的选择，但对于整个

国家以及全民族的科学发展和文化建

设而言，则有投机取巧、舍本求末之

嫌。而且，特别容易形成人们急功近利

的短视心理。也就是说，人们从事科学

研究往往不是因为科学本身的需要或

乐趣，而是出于某种名利的需要。在中

国本土类似于张益唐或俄罗斯佩雷尔

曼的那样科学家，实在少之又少。我们

虽然不反对科学家有比较功利的动机，

但是任何伟大的科学成就一般都不会

走低俗的路线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可我们的教育和舆论又恰恰支持和助

长着这样一种风气。这也正是为什么

我们最近这些年的教育并没有培养出

诺贝尔奖获得者，倒是“文革”期间基本

默默无闻的青蒿素研究最终折桂的缘

故。因为这项成果大体是科学家几十

年如一日不计名利踏实研究并且是做

足做透了的沉甸甸的工作。而现在的

科学家忙于追名逐利，其成果还未必怎

样就已开始四下招摇鼓噪、泡沫横飞、

邀宠于天下。这种浮躁的风气和做派

正是高水平科研之大忌。其后果只能

科技纵横捭阖

科学研究需要一个整体的生态，彼此你追我赶、相互竞争，才构成

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局面，获奖显示的是科学界的整体努力以及个别

领域的快速进步。其中，不同研究领域的成就既不因一时得而可谓

有，也不因一时失而可谓无，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同心共筑、

共同繁荣的研究环境或学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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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

33））土洋结合开展研究是创新的大土洋结合开展研究是创新的大

方向方向。。

通过屠呦呦获奖后社会上的热议

也可以发现一些现象，一是她获奖前关

注其成果的人很少，这或是因为年代久

远，或是人们的眼球都被那些舶来的课

题和有光环的科学家所吸引，特别是若

非某些伯乐式的人士积极在国际上推

介屠呦呦的成果，她的获奖也无任何可

能，这说明我们的眼光不仅仅要对准那

些喜欢招摇的人，更是要关注我们身边

的研究，一些本土的沉静的科学家更需

要宣传和挖掘，尤其需要向国际上推介

与外传；二是关于她在获奖成果中的劳

动份额的争议，因为关于青蒿素的研究

毕竟是一项集体成果。当然，这些虽然

大体都得到了平衡性处理，却也说明我

们旧有的科研体制与国际标准相距甚

远，需要不断完善；三是关于全球性的

研究和地方性的研究关系的争论，其实

二者我们都需要，我们既要鼓励全球性

的研究，也应支持地方性的研究，特别

是积极推动两种研究相互结合与互

动。要知道，对于真正的科学研究而

言，传统并非是阻力，而恰恰是重大创

新之源，是调动我们的文化追求与内在

动力走向持续繁荣的有效途径。

获奖的轰动效应只是一时，而实力

和水平却是一个世代。文明的整体提

升有赖于这种高水平的研究如何融入

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更应该把屠呦

呦的获奖当做一种动力，在兴奋和高潮

过后沉静下来，做更有利于国计民生和

持续推进的厚重踏实的研究。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刘孝廷，北京师范大学科学

史与科学哲学研究所所长、

科学与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兼任中国自然辩证

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国际有

机宇宙论学会主席。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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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普遍性与地方性的有机融合科学的普遍性与地方性的有机融合
徐治立，樊姗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科技哲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191

诺贝尔奖从设立到现在已经有

100多年的历史了。然而，直到2015年
10月5日，中国本土科学家才第一次获

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

屠呦呦获得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极大地鼓舞了期待早日获得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中国人。获奖消

息传开后，随即各种不同的观点甚至争

议便提了出来。在林林总总的不同声

音里，既有人们对屠呦呦获奖带有争议

性的讨论以及对中医褒扬不一的评价，

也有对中国科学体制的批判性、启发性

思考。透过以上现象，基于考察其科学

研究所依赖的方法和蕴涵的科学精神，

可以进一步认识知识界近年来热议的

科学普遍性与地方性关系问题。

第一第一，，从科研方法看从科研方法看，，屠呦呦的科屠呦呦的科

研工作不仅立足于中国地方科学的历研工作不仅立足于中国地方科学的历

史资料及其科研成果史资料及其科研成果，，而且严守世界普而且严守世界普

遍通行的科学方法和规范遍通行的科学方法和规范。。

回顾屠呦呦研究抗疟新药的历程，

两大关键性因素起了决定作用：中医药

文献的考察和西方科学实验方法。中

国自 1967 年特设“523 办公室”后，

1969年 1月，时年 39岁的中国中医研

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

以科研组组长的身份与其他几位同事

被召集加入“523任务”中。屠呦呦投

入工作后，在系统收集整理中国历代医

籍和本草汇集的 2000 余方药的基础

上，整理出 640余方药，这其中就包括

了多个使用青蒿的方剂。在第一轮的

100多个样品的筛选和实验研究工作

中，屠呦呦发现胡椒提取物疟原虫抑制

率高达84%，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

率为68%，还不及胡椒有效果。在第二

轮的实验中，青蒿只有40%甚至12%的

抑制率。面对挫折，屠呦呦再次把眼光

投入了古代文献，希望从祖国经典医籍

宝库中寻找线索。她在读东晋炼丹家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时，从“青蒿一握，

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得到启

发，想到很有可能是高温破坏了青蒿的

有效成分，从而影响疗效，于是决定采

用低沸点的乙醚以改进提取方法，终于

成功。

从上述屠呦呦的研究方法来看，两

大特质对她的研究活动起着关键性作

用。其一是地方性元素：她深深受到中

医典籍的启发，所研究的材料青蒿来自

中医曾用的药材，并且深谙中医药理。

其二是普遍性规范：从其研究方式来

看，她用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的研究方

法，通过实验条件的变换、实验内容的

比较等科学方法的选取与使用，遵循科

学内在可检验性及可重复性等现代科

学普遍性规范，寻求、改进青蒿素的提

取方法，因而取得的是典型的当代世界

前沿科学的重要成就。这是科学研究

中，科学家将地方性知识与科学普遍性

知识结合的典范，也是屠呦呦获奖的

关键所在。

第二第二，，从科学评价体制来看从科学评价体制来看，，屠呦屠呦

呦获奖的漫长历程体现了科学评价的呦获奖的漫长历程体现了科学评价的

普遍性与地方性的差异与统一普遍性与地方性的差异与统一。。

屠呦呦的事件值得引人深思的地

方是：其理论成果是 1972年前提出来

的，而获得国际认可是在40年后，滞后

了如此之久，原因何在？这就涉及到

科学哲学家库恩所谓的“范式”间的

“不可通约”性及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提

出的科学评价规范问题。在西方主流

医学中，中医药成果常常被视为“地方

性知识成果”，甚至被划分为另类医

学。地方性知识成果是由少数科学家

在一种特定的境况中研究出来的成

果，这也就是库恩的“范式”之一，即某

一些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些专业或学科

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些信念规定

了他们共同的基本观点、理论与方法，

为他们提供共同的理论模型与解决问

题的框架，从而形成了该学科的共同传

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

向。世界科学共同体对于中国研究范

式有意无意的忽视，这是青蒿素研究获

科技纵横捭阖

科研实践活动需要把科学的诸多普遍性内涵与地方性条件充分

地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绝不是只有普遍性没有地方特殊性，也不是

只有地方性没有普遍性。借鉴屠呦呦的话语，就是“中医药是一个伟

大宝库，但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它还要结合人类科学长期发展获

得的、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和精神的结晶，日益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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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滞后的重要原因。事实上，1969年1
月开始，历经380多次实验，190多个样

品，2000多张卡片，屠呦呦到1971年时

从黄花蒿中发现抗疟有效提取物，又很

快分离出青蒿素单体结晶，并确定了青

蒿素的化学分子结构：C15H22O5。这根

本上符合世界科学评价的普遍性规范，

最终还是获得了承认。

拉斯克奖和诺贝尔奖先后颁给屠

呦呦表明，科学评价存在普遍性与地方

性的差异与统一。这无疑不是科学评

价机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自然也不是

科学共同体内部自觉消除了对地方性

知识的“偏见”或自觉的“范式”转换，是

因为青蒿素经过长期的实践验证，其效

用性越发凸显出来。这同时也表明，在

跨文化的科学评价活动中，人们对地方

性知识在采用普遍的科学研究方法后

所取得的科学成果的认可是需要经过

时间、效用的验证，以此来实现科学评

价的普遍性与地方性的统一。

第三第三，，从科学家个人的精神气质来从科学家个人的精神气质来

看看，，屠呦呦的科学行为体现了特定地方屠呦呦的科学行为体现了特定地方

性科学精神与科学共同体普遍性精神性科学精神与科学共同体普遍性精神

气质的紧密结合气质的紧密结合。。

最初，屠呦呦响应国家部署参与攻

克越南战争中疟疾流行病的治疗课题，

接到的具体任务主要有 2个:一是寻找

新药；二是仍在中药常山碱上做文章，

想办法去掉常山碱的毒性，解决服后呕

吐的问题。自接任务起，屠呦呦夜以继

日地工作，她从历代医籍本草中的有关

方药中，从各地地方药志以及对许多老

中医的采访中，收集汇总出包括内服、

外治、植物、动物和矿物等 2000 多个

治疟方药，然后精选出 640个，编成《抗

疟单验方集》。1972年 3月 8日，在南

京全国抗疟研究大会上，屠呦呦首次报

告了她的实验结果，得到同行的普遍认

可后，紧接着面临临床验证问题，而这

一次她又果断将药物用在自己身上来

证实药效。

这里，屠呦呦本人热爱国家、热爱

人民以及献身科学的当代中国科学家

特有的精神情操与世界普遍的科学精

神气质高度契合。默顿规范阐明了科

学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

“独创性”等特定精神气质，强调科学家

应具有求知热情、广泛的好奇心和造福

人类的利他主义。屠呦呦是彰显了“无

私利性”等这些科学精神气质的。1971
年下半年，屠呦呦尝试用沸点较低的溶

剂——乙醚进行提取。经反复试验，终

于在384次试验后分离获得的第191号
样品显示出对鼠疟原虫达到100%抑制

率，并能重复结果——这是做出科学发

现的重要指标。她为了寻求有效的、经

验证的药物，不顾个人得失，坚持不懈

地反复查找、实验，体现的正是科学家

普遍的价值观。

由此可见，屠呦呦将个人的精神价

值追求与国家和人类社会普遍价值追

求相结合，同时也将本土的爱国主义与

普遍的国际主义精神有机融合于一体。

第四第四，，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从社会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

来看来看，，屠呦呦获奖事件是强调团体荣誉屠呦呦获奖事件是强调团体荣誉

的地方性差异和强调科学独创性的普的地方性差异和强调科学独创性的普

遍性要求有机融合的重要体现遍性要求有机融合的重要体现。。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和西方科学奖

励价值取向存在差异。中国强调“集体

在场”，西方强调“个人在场”，即中国关

注的重点是“集体”对科学成就的贡献，

倾向于突出个人在集体的合作中发挥

作用，西方强调“个人”科学发现的优先

权，更强调对个人贡献的承认和奖励。

当两种侧重有所不同的奖励制度发生

“交集”时，受中国科学奖励“集体在场”

价值取向影响的不少中国民众无法接

受美国科学奖励的“个人在场”取向，于

是产生了疑问和争论。这也是中国近

一个世纪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原因

之一。

屠呦呦在2011年获拉斯克奖后就

备受争议，因为尤其是在中国的文化体

制下显然青蒿素的发现不可能完全归

功于一个人。然而，美国拉斯克奖评委

们进行认真调查后，在最后一份正式的

文件中谈到，他们表彰的是屠呦呦对青

蒿素的发现，而评奖的关键条件是3个
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入了“523”项
目、第一个提取出了具有 100%活性的

青蒿素、第一个将青蒿素运用到临床并

证实它有效。中国中医科学院张伯礼

院士说，这3个第一就等于首创。

默顿认为：“科学制度把独创性解

释为一种最高的价值，因此使得一个人

的独创性是否能得到承认成了一个事

关重大的问题”。事实上，科学奖励意

味着赋予科学家（不论是个人还是集

体）一种“财产权”。在科学中，虽然没

有我们通常使用意义下的“财产”涵义

和字样，但是，科学家确实拥有“财产”

的一种代理形式——承认。当整个社

会的产权制度以个人产权为基础，科学

的这种奖励必然要以突出个人奖励为

基本导向。中西方文化体系中的差异

并不能阻挠科学发现及其相对贡献的

确认；相反，尽管文化等多方面存有差

异，通过彼此间的吸收、借鉴，科学取得

的普遍性价值必将得到全人类的认可，

只是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和肯定他人、科

学团队集体、科学共同体乃至整个社会

的重要作用。

总之，屠呦呦科学成就表明，科研

实践活动需要把科学的诸多普遍性内

涵与地方性条件充分地有机结合起

来。科学绝不是只有普遍性没有地方

特殊性，也不是只有地方性没有普遍

性。借鉴屠呦呦的话语，就是“中医药

是一个伟大宝库，但不是拿来就可以用

的”；它还要结合人类科学长期发展获

得的、普遍有效的科学方法和精神的结

晶，日益拓新。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徐治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科技哲学研究中心教授；

樊姗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科技哲学研究中心研究生。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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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药铸就辉煌中国传统医药铸就辉煌

2015年 10月 5日，2015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在斯德哥尔摩揭晓，

授予中国医学家屠呦呦、爱尔兰医学

家William C. Campbell和日本科学家

Satoshi ōmura。至此，在诺贝尔奖长达

115周年的历史中，中国在诺贝尔自然

科学奖项中实现了零的突破。

屠呦呦先生因发现对治疗疟疾高

度有效的青蒿素而获此殊荣。从历史

中细细寻找，会发现疟疾的可怕。公

元 5世纪，强盛的古罗马帝国灭亡，有

专家认为，疟疾是它灭亡的部分原

因。1944年，日军出兵印缅边境，战争

还未全面展开，军队中一半以上的人

就患上疟疾，不战自溃。至今，疟疾仍

是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疾病之一。据

估计，全球有近一半的人面临患疟疾

的风险，每年有 2~3亿人感染疟疾，近

一百万人因疟疾而死亡。疟疾主要集

中在贫困地区，大多数的死亡发生在

非洲儿童群体中，大约每分钟都有一

名非洲儿童因疟疾死亡。

疟疾早在公元前 2—3世纪，在古

罗马的文学作品中就有记载。直至19
世纪 80—9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Ron⁃
ald Ross才发现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

介，这为防治疟疾奠定了基础。大概

同一时期，法国军医拉弗朗确定了疟

原虫为疟疾的病原。他俩因此分别获

得 1902年与 190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历史上，这3
次授予于疟疾相关的重要发现，也间

接反映了疟疾对人类的严重危害。疟

疾这种血液寄生虫病是由疟原虫引发

的，主要通过蚊子叮咬

而感染。疟原虫有人和

蚊子两个宿主，若人类

被带有疟原虫的蚊子叮

咬，成千上万个子孢子

（疟原虫）就会进入人体

血液中。子孢子先随血

液流向肝细胞，在其中

发育并进行裂体增殖，

形成裂殖子；裂殖子胀

破肝细胞后侵入红细

胞，并在红细胞内进行

生长发育、裂体增殖。

当蚊子吸入被疟原虫感染的人类血液

时，人体中的疟原虫又会进入蚊子胃

部，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时，在胃部就会

形成很多成熟的子孢子。这种蚊子再

继续叮咬去感染人类。可想而知，如

果不及时阻止，疟疾感染的速度是非

常快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蚊子都可传

播疟疾。只有按蚊属某些蚊种中的雌

性蚊子才具有传播疟疾的能力。

历史上，奎宁、氯喹等药物对疟疾

的治疗效果非常好，治愈率曾在90%以

上。然而，在人类与疟疾斗争的过程

中，疟原虫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到了

20世纪 60年代初，疟原虫开始对氯喹

出现抗药性，首现于东南亚与南美地

区。随后，疟原虫对氯喹的抗药性迅

速扩散。越南战争时期，疟疾暴发流

行，年发病人数达两三千万，交战双方

人员数量迅速减少，疟疾造成的死亡

人数甚至超过了枪火造成的死亡，人

类急需寻找其他抗疟药物。在这样的

情形下，越南向中方发起了科技援助

请求，希望中方能够提供有效的抗疟

药物。

1967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

理下令研发抗疟新药。当年 5 月 23
日，国家科委和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协

作会议”，确立了以疟疾防治药物研究

科技纵横捭阖

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有着浓厚庄重的文化积淀，中华民族

5000年的文化深沉厚重、博大精深、兼容并收、含蓄而不张扬。我们应

继续保持中华民族的那份骄傲、自豪与自信，在大力发展现代科技的

同时不忘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与古人的智慧。

王丽娜

科技导报社事业发展部，北京 100081

（图片来源：www.infect.cmt.com.cn）
传播疟疾的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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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任务，“523”为项目代号。

当时正值动荡时期，不仅经费少，

而且科研设备与科研水平都很落后。

科研人员克服种种困难，在调查了

2000种中草药制剂后，从中选出640种
具有抗疟活性的制剂。在对疟疾的有

效性、人体的毒性以及资源方面的考虑

后，最终筛选出青蒿素。1972年11月，

科研人员从青蒿提取物中分离出无色

结晶，分子式为C15H22O5，相对分子质量

为 0.282 kD，命名“青蒿素”。之后，很

快在海南展开了人体的临床试验，有的

研究者甚至用自己身体来亲身试验，以

此证明青蒿素的有效性。这种为科学

而献身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经过对

药物的改进，临床试验最终显示出非常

满意的结果，其有效性达100%。

研究者们并非在寻找到有效抗疟

的青蒿素后就此罢休，他们进一步揭示

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为合成设计新药

指出了方向；后续又在青蒿素的基础上

设计出复方药，解决了多重抗药性恶性

疟蔓延全球的问题。此外，研究人员还

发现了青蒿素的衍生物——双氢青蒿

素在免疫领域具有良好的双向调节作

用，可用于治疗红斑狼疮和光敏性疾

病。这些重要成果的取得，是研究者们

团队协作、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天时、

地利、人和”的产物。

我国的中医药有着悠久的历史，饱

含中国医学的智慧。青蒿素的研制成

功，与我国的中医药宝库密不可分。研

究抗疟药物的人员从我国经典的古代

医书中细细寻找突破口，其中，在 1500
多年前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

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

服之”这样的一句话吸引了研究人员的

目光，他们从中得到启发，采用现代科

学技术提取出有效抗疟的青蒿素。

2006年以来，为克服青蒿素的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使用青蒿素的联合

疗法；2013年，流行恶性疟原虫的87个
国家中有79个将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

合疗法作为国家一线治疗政策。青蒿

素已经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2014
年世界疟疾报告》中显示，2000—2013
年间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 47%。在

历经 60多年的研究生涯之后，屠呦呦

先生坚定地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

给世界人民的一份礼物。这是对中医

药最真切的肯定。中医药宝库中还有

很多药物等待着我们去发掘，我们应从

中汲取先人的智慧，造福当今的人类。

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

与弥足珍贵的精华。比如，在文学上有

《论语》《孟子》等经典国学，有《国风》

《离骚》这样的现实与浪漫的诗歌，有

《西游记》《水浒传》等不朽小说等等；在

艺术上，我国有书法、国画这样的国粹，

有京剧、黄梅戏等特有剧种，有剪纸、织

绣等民间艺术。军事上，我国的《孙子

兵法》堪称“兵学圣典”；建筑上，我国的

万里长城堪称“伟大奇迹”……这样的

例子不胜枚举。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

国度有着浓厚庄重的文化积淀，中华民

族五千年的文化深沉厚重、博大精深、

兼容并收、含蓄而不张扬。然而，我们

不仅仅拥有这些，在科技领域也是独树

一帜，有人人皆知的四大发明，有阴阳

合历、二十四节气等规律发现，有《齐民

要术》《梦溪笔谈》《本草纲目》等这样一

本本的精华之作……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送出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的人才

去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与此同时，

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却显得倍受冷

落。今日，我国的科技奋勇向前，直追

世界先进国家，有些领域已经处于世界

先进水平。我们更应该继续保持中华

民族的那份骄傲、自豪与自信，在大力

发展现代科技的同时不忘汲取中国文

化的精华与古人的智慧。

我国本土自然科学领域第一个诺

贝尔奖的诞生是对我国中医药的肯定，

也说明我国的科技得到世界的关注。

我们深信，中国这个有着璀璨文明的古

国定会在科技发展中再放光芒。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图片来源：www.highscope.ch.ntu.edu.tw）
疟原虫的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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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动科学精神的触动科学精神的““神经神经””
陈安 1，薛艺君 2

1.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190
2. 河南理工大学应急管理学院，焦作 454000

中国科学精神是什么？“两弹一星”

的艰苦奋斗精神，亦或载人航天的自强

不息精神？人们在一个规范的领域讨

论着，直到屠呦呦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触动了科学精神的“神经”。当下，

屠呦呦获奖成为媒体、专家、学者热议

的话题，百度搜索“屠呦呦”，结果达

1230000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前一次颁给药物研发领域要追溯到

1988年，而且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首

次获得该奖，更是值得庆贺。因此，当

下更应着手的不是争论而在未来：中国

实现诺贝尔科学奖的突破，应是中国科

学走出去的开始，这一良好势头不能在

非理性讨论下夭折。触动科学精神的

“神经”寻求理性的科学态度，我们需要

诚实、冷静、客观的洞察力。

1）科学精神要有“神经”。科学精

神的“神经”是对科学创新的执着思维，

是对待科学的倔强态度，更是以屠呦呦

为代表的科研工作群体在科学道路上

的坚守、执着与孤“独”。屠呦呦的同事

曾提到：“她‘不善交际’、‘比较直率，讲

真话，不会拍马’、‘她赞同的意见，马上

肯定；不赞同的话，就直言相谏’。”其性

格中的独特性透露着中国科学精神的

特殊“神经”。正因屠呦呦拥有执着的

科学精神，才可能在一个重集体而不推

崇个人英雄的主导观念下，用自己的努

力去坚守、发现、尝试、探索青蒿素,用
自己的身体去体验和证明青蒿素的临

床安全性与有效性。毋庸置疑，在青蒿

素的研发过程中，有无数科学家在孜孜

以求，默默奉献。屠呦呦多次重复一句

话“这个荣誉属于我和我的团队，也属

于整个国家”，这就是她的科学精神。

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

成员曾表示，青蒿素的发现应归功于屠

呦呦及其团队的“洞察力、视野和顽强

信念”。如此，科学精神的孤独探索之

旅，需要有意志力，也需要一条有勇气

的“神经”。

2）科学精神的“神经”要触动。屠

呦呦获奖，触动了很多科学人发声，如

谁推动了获奖进程，哪些人还应该分享

这一奖项等。科学神经可以触动，但应

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

更应有敏锐视角和科学说法。诚然青

蒿素的提取仍沿用的是“西医”的科学

研究方法，但是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

（Hans Forssberg）明确指出，颁给了“被

传统医学启发而创造出新药的研究

者”。传统医学主义“显示了中医药的

价值，尽管它只是基于这个传统中极小

的一部分”。另外，传统意义上用民族、

国家、区域等界值来将医学划分为“中

医”“西医”的做法简单粗暴。科学史研

究者指出，青蒿素（Artemisinin）英文词

根“Artemis”源于古希腊神话月亮女神

的名字，提到了蒿草的神奇药效，可见

中世纪欧洲人也曾以蒿草入药。因此

当以是经验知识还是科学知识标准划

分更为准确。

3）科学精神的“神经”要自强。无

论是为科学者，还是论科学者，对待科

学的态度神经要自强，对待科学研究的

过程神经要自强，对待科学成果的评价

神经要自强。要有“与人不求备，检身

若不及”的精神，我们不脆弱，我们也不

自卑。就诺奖本身而言，谁都希望获得

这个科技领域最高奖项的认可，而中国

的某些研究已经达到了获得诺贝尔奖

的标准。我们一直在探讨中国科学精

神，不仅仅是自强不息，团结协作，科研

工作者更应有“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

岂是蓬蒿人”的气度。

4）向科学精神致敬。中国大陆首

次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我们应

当欣慰和自豪，而且更应自信和自强。

我们应该向所有为之努力过，和正在奋

斗的科学家致敬。向“中国传统医学”

的拥趸者致敬，向现代医学的开拓者致

敬。回望来时路，让科学回归科学本

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精神

是持续恒久的内在动力。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陈安，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科

技与社会、应急管理等。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科技纵横捭阖

中国大陆首次有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我们应当欣慰和自

豪，而且更应自信和自强。我们应该向所有为之努力过，和正在奋斗

的科学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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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科研，，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
高振

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乌鲁木齐 830000

2015年 10月 5日，中国中医科学

院屠呦呦研究员因为抗疟药物青蒿素

的发明而获得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这是中国科技发展的一个里

程碑，也一定程度上让中国科技工作者

找到了一些本应有的科学自信。面对

这么大的一件事，请让我们这些科研工

作者们稍稍离开实验室一会儿，想一想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给我们这些科研

工作者带来了什么启示。

“1969年1月开始，历经380多次

实验、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

……”

这是屠呦呦在发现青蒿素之前走

过的道路，当然如果有人和你说：“只要

花上 40年，只要你做了 380多次试验、

取得 190多个样品、2000多张卡片，你

就能在抗疟药物的研制上取得飞跃”，

我想大部分的科研工作者还是可以坚

持走下来。但问题恰恰是科学研究没

有既定的结果，唯一能控制的就是过程

和方法，就是说你可能终其一生在科研

上一事无成。对于任何一个科研工作

者来说，一旦选择了这条路就像进入了

一条没有终点的赛道，赛道两旁荆棘丛

生。在这个赛道上要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人给你加油，没有人给你鼓掌，或

者一直就这么默默无闻地走下去。所

以对于科研工作者来说执着与虔诚至

为重要，最佳状态则是爱与信任；爱自

己的事业，相信问题必能得到解决。对

于科学研究来说更需要“初恋般的热情

和宗教般的意志”，否则屠呦呦也不可

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只干这一件事情，科

学研究始于问题，问题没有解决，我们

就要坚守。

现在一些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却

很难在一个科学问题上坚持很长时间，

特别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跟风研究，也寄

希望于侥幸的出现。在科研过程中也

会存在侥幸的节点，但是当“侥幸”真的

来临的时候，准备好了打开“侥幸”的

“钥匙”，你是否通过“试错”筛掉了不那

么“侥幸”的方法或材料。一个科研工

作者一辈子可以做很多应景的工作，但

最重要的一定要立足社会需求，选择一

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认真地坚持下

去，做细做精。沉下心来，不断“试错”，

不能总喜欢热闹，热闹不应该是年轻科

研工作者常态，因为一个成熟的科学家

30~40岁时的抉择和表现至关重要，而

这个年龄恰是喜欢热闹的阶段。

“没有一个领域能够独立解决所有

的问题，各个方面都要配合，取长补短

很重要。”

多学科交叉已然成为现代社会创

新的源泉之一，不同学科背景的知识和

研究者汇聚在一起可以产生新的火

花。其实多学科交叉研究不是现代社

会的首创，比如中医学本身既具有自然

科学的属性，又兼具社会科学的属性，

不仅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而

且还受到天文学、地理学、气象学、矿物

学、植物学等等的影响，是一种多学科

交叉渗透的知识体系。屠呦呦药学出

身，又有中医学习经历，所以决定了她

不仅可以用中医的思维理念指导药物

研究，又可以用药学的研究方法进一步

改进提升中药的剂型法度。“青蒿一握，

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肘后

备急方》），这句话在纯中医看来就是绞

汁服或者直接吃草，并不会考虑“然“背

后的“所以然”。但是在药学家屠呦呦

看来，就会考虑到药物有效成分的问

题，进而想到是不是高温破坏了有效成

分的结构，然后改用低沸点的乙醚或乙

醇来提取青蒿素，解决制约疗效的关键

科学问题。所以，在进行现代科学研究

中，在精准掌握自身学科知识的前提

下，适时学习一些周围学科的知识颇具

深意。因为医学是针对生命的事业，

“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

问·宝命全形论》），所以对于医学我们

更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学科解决

“人”的问题。若论医术，何必古今，治

病救人，何分中西。

在鼓励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到外面

进修本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该增设一些

周围学科的课程，参加一些其他课程，

拓宽知识面，融会贯通，“他山之石，可

以攻玉”，让“闲书”不再“等闲”。在屠

呦呦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再看这句话，意

义就更加深远了。

“一个科研的成功不会很轻易，要

做出艰苦的努力。我也没想到40多年

后，青蒿素研究能被国际认可。总结这

40年工作，我觉得科学要实事求是，不

是为了争名争利。”

科技纵横捭阖

高振，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呼吸系统

疾病的中西医结合，电子信箱：gaozhen⁃
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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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的取得是无数次过程的

累积，这个过程包括失败的、失败的

……只有最后一次是成功的，或者一直

是失败的。所以过程就显得尤为重

要。对于实验来说，不论失败还是成

功，都要认真记录、保持对原始数据的

记录；对于医生来说就是保持病案记录

的真实性、神圣性，这样记录的每个小

数据才能成为真正有用的大数据的一

部分，否则无异于“垃圾”进去“垃圾”出

来，再先进的方法也得不到真实有用的

结果。那么，数据从何而来呢？屠呦呦

“为取得第一手临床资料，她在海南疟

疾区奔走在高温酷暑之下”。所以作为

一个科学家在科研水平上必须勇攀高

峰，但是在实验过程中必须重心向下，

不要老是仰着脸，要学会从民间、从一

线工作者中汲取直接的“营养”，这些直

接的“营养”也许胜过你读10篇顶尖学

术论文。顶尖学术论文可以启发你的

思维，但更多的是借鉴和模仿，真正的

原创必须依靠自己身体力行，必须始于

社会和科学本身的需求。社会和科学

本身的需求才是科研永远的动力，而

不是科研工作者自己的名利和欲望的

推动。

一些青年科研工作者，有些时候，

尤其在经过3、5次实验失败的时候，想

的最多的就是“算了，换个方向吧，事不

过三。”或者活儿还没干，就开始想能得

到什么？板凳不能一坐十年冷。现在，

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意义也许不仅

是对成果本身的肯定，更是对年轻一代

科学家坚守的鼓励。

“荣誉多了，责任更大，我还有很多

事要做。”

科研，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道，对

手就是我们自己。已经85岁高龄的屠

呦呦研究员铿锵有力的话语不仅是对

自己说，更是对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科

研工作者吹响了号角。那么，我们还在

等什么呢？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吴晓丽吴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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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女性更多的自主选择赋予女性更多的自主选择
发展权发展权
刘娜

河南理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焦作 454000

2015年10月5日,中国女药学家屠

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随即

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作为一个性别研究领域的工作者，笔者

关注更多的是屠呦呦作为科学家的女

性身份。

成长、发展、生活在中国，屠呦呦的

生命过程的方方面面没有理由不受到

中国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男尊女

卑”、“男主外女主内”、“女性学文男性

学理”“女孩大了智力就赶不上男性

了”、“生儿育女耽误工作”等观念及其

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形态，严重损害

着女性自主选择的发展权。屠呦呦此

次获得全球科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不

仅让中国本土科学家在诺贝尔科学奖

上实现了零的突破，也向世界展示了女

性科学家的实力。

1 发展中所遭遇的性别认知偏差

女性受教育机会的普遍提升、社会

发展需要、科学技术进步等，所有这些

为女性提供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科研，

同时也凸显了在科学研究领域的性别

不平等问题。侵染在男权社会的发展

中，“科学”具有很强的男性化气质，比

如“理性思维”、“坚毅”、“果敢”、“冒

险”、“探索”、“好奇心”等。基于这样的

性别认识偏差去对待社会事务，势必会

影响男女两性在求职、研究资金、奖项

授予中的平等竞争关系。

Moss-Racusin C A等在 2013年主

持了一项实验，同一个科学部门的男性

与女性教职人员被随机分组，对一个设

定的实验室管理岗位求职者进行评

价。结果显示，无论评价人的性别如

何，他们都更倾向于优先聘用男性求职

者，并支付更高的薪水。而对于女性求

职者，虽然被认为更讨人喜爱，但仍倾

向于为男性应聘者提供更多的职业教

导。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女性被认为缺

乏主导、主动性，因而竞争力不如男

性。这种认知偏差使女性科学家在接

受同行评议、课题项目申请方面处于劣

势。Symonds M R E等于 2006年进行

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女性作者发表的

经同行评议的科学论文的数量更少，但

论文质量整体高出男性作者。这就意

味着，在应聘、参与某科研组织项目时，

女性科学家需要发表更多的论文、获得

更多富有声望的奖项来获取更多的支

持性证据去证明自己具备和男性同等

的竞争力。

2 女性在科学领域面临的发展环

境仍然严峻

在通往科学研究“塔尖”的职业道

路上，女性的身影越来越少。担任中国

女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的王志珍院士

披露，根据此前中国科学院的一项调

研，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中的男女比例

是 1∶1，而博士研究生中女生的比例不

到40%。有导师坦言，如果纯粹以应试

者的成绩、现场表现而言，女性会被录

取 70%，为了不使比例失衡，才尽力做

到 50%，而有些导师是明确男生偏好

的。实验室里无论是体力和脑力付出，

女性都不比男性差，论文质量和博士答

辩都很好，但到了求职面试就业这一层

次，就产生了很大差距的分化，而且随

着研究层级的上升，女性的比例越来越

少，女教授占比大概是 8%~10%，而在

“973计划”、“863计划”首席专家、院士

这个层级女性比例就更少了，只有 5%
左右。这种差别与分化并不是因为女

性智商低或是能力差导致的。许多研

究表明，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男性与

女性聪明程度是差不多的，存在差异非

常明显，但看不出什么优劣之分，只是

特点不同。这些差异同时也和社会环

境、制度、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等诸

多方面因素有关。男女先天性别差异

是否导致他们才能不同，是不容易明确

解答的科学问题。它和社会问题交织

在一起，难以分开原因和结果。男权社

会和家庭的影响，往往是女性坚持理

想、走进广阔科学舞台的障碍。

3 保持积极和自信，自主智慧的

选择与平衡

米尔札哈尼获得菲尔兹奖后表示：

“数学系变得更为男性主宰，而且有时

令年轻女性畏惧。但我从来未因为自

己是女性而遇到任何麻烦，我深信，在

将来几年里，将会有更多年轻女科学家

科技纵横捭阖

刘娜，博士，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与

社会。电子信箱：3872165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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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由于男性和女性身体结构的差

异，生育是女性必须面对的特殊阶段，

因而男性相比较而言更容易保持科研

工作的持续性和专注力。男权社会文

化、制度和家庭的影响，往往是女性坚

持理想、走进广阔的科学舞台发展和实

现自我的障碍。她们常常会纠结一个

问题：“如何在家庭和科学事业间取得

平衡？”获得赛克勒国际生物物理奖的

清华大学教授颜宁曾说：“当我慢慢意

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

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

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

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

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

女性在面临婚嫁年龄时会面临学业与

婚姻的矛盾，建立家庭之后面临事业和

家庭的矛盾。传统性别观念对男女两

性的劳动分工使得女性家庭角色与其

个人发展是矛盾的，而男性是一致的。

因此女性在科研工作中面临更多的艰

难。一方面要相信自己的实力和智慧

在科研领域并不比男性差；另一方面要

尽力和谐平衡家庭关系，承担好家庭角

色。科学与家庭不是非此即彼、互不相

容的关系。女性需要智慧来经营好自

己的家庭并在工作中实现个体价值。

科尔 J R和 朱克曼 H在20世纪80年代

研究发现：“对大多数妇女而言，科学与

做母亲可二者兼得。”居里夫人、迈耶、霍

奇金的故事表明，科学研究与婚姻家庭

呈互补关系，而且科学文化、科学精神可

以在一个家族内部传承，形成科学家家

族。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是否能

在发展方面赋予两性平等的权利，女性

是不是可以有选择的机会，社会是否提

供了资源和环境让女性自主选择，女性

有没有能力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同时，从屠呦呦获诺奖事件中也可

以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开始慢

慢打破已有的性别刻板印象，有意识地

关注和避免性别歧视在各个领域的发

生。“让我讲讲我和女孩之间的麻烦。

有3件事情会在实验室发生：你会爱上

她们，她们会爱上你，以及当你批评她

们时，她们会哭鼻子。”英国伦敦大学学

院（UCL）教授、200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得主Tim Hunt，在韩国首尔召开

的2015世界科学记者大会上发表的这

番言论被指涉嫌性别歧视，旋即引发轩

然大波。因此可以看到，在 1995年召

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的今

天，社会各界有越来越多的力量接受并

主动维护和推动性别公正，相信由此所

发生的女性智慧与力量的发挥一定会

进一步拓展社会发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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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对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对
中国科技期刊的启示中国科技期刊的启示
游苏宁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北京 100710

2015年 10月 5日，诺贝尔奖委员

会宣布，屠呦呦因创制了新型抗疟疾药

物青蒿素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这是值得中国科技工作者

庆贺的喜事。10月11日，笔者以“屠呦

呦”为检索词在网上搜寻时，发现相关

信息接近 10万条。在这个举国同庆、

万众同欢的时刻，作为从事科技期刊编

辑工作 30年的笔者，在喜庆之余的反

思中，试图探寻屠呦呦获奖对中国科技

期刊的启示。

1 持之以恒助力美梦成真

作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屠

呦呦毕生秉持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和

朴素的爱国情怀，为了中国的科研事业

而奋斗不息，在人生暮年斩获诺贝尔奖

是对她持之以恒进行科研的最好褒

奖。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

开发中心主任，她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

药结合研究，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

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她领

导的团队1971年首先从黄花蒿中发现

抗疟疾有效提取物，1972年又分离出

新型结构的抗疟疾有效成分青蒿素，随

后投入规模化生产，将该药推向世界。

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屠呦呦的成就40
多年后才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

2011年“因发现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

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

而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后，她才声名

鹊起。从漫长而曲折的经历可知，要想

获得誉满全球的顶级科学研究成就绝

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具有“板凳宁做

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正

如施一公所言：虽然今天的情况与当年

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科研工

作者必须要埋头专业、坐得住冷板凳、

克服浮躁、长期努力创新[1]。科学家的

这种精神尤其值得今日走向国际的中

国办刊人借鉴。

2 顶层设计铸就宏图伟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中力量办大事

是举国体制下中国科研的优势所在，科

学技术发展成就曾令世界瞩目。1965
年，中国科学家完成了牛结晶胰岛素的

合成，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多肽

类生物活性物质。只就该成果而言，中

国的相关科研人员应该获得诺贝尔

奖。但诺贝尔奖只奖励个人，在那个突

出“集体主义”、个人争做“无名英雄”的

年代，绝不可能把世界级水平的科研成

果归功于少数人，中国科学家最终与诺

贝尔奖失之交臂。回溯屠呦呦的科研

历史，再次证实了中国人集体努力的功

绩。抗疟疾是国家重大需求的应用研

究课题，青蒿素是集体攻关的成果。中

国的“523计划”始于1967年，前后参与

者有几十个单位的500多人，跨度十余

年，所以绝对不是她一个人的贡献，确

实是在顶层设计之下集体努力的结

晶。但为何最终花落屠呦呦之家，综合

各种资料显示其主要贡献在于：“523
计划”开始时屠呦呦并没有参与，是她

加入后首次提到青蒿素可有效杀疟原

虫；她首创用沸点35℃的乙醚提取青蒿

的有效成分；她参与了研究青蒿素的化

学结构；她在自己身上用青蒿素进行临

床试验；她是吸收性能更好的青蒿素衍

生物双氢青蒿素的发明人。除了科学

上过硬的成果之外，国家对该项目进行

的各种奖励中，屠呦呦所在的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排名总是位列榜首，

卫生部也将青蒿素发明的证书颁给该

所。尽管该项目最完美的结局是集体

获奖，但由于诺贝尔科学奖只奖给个

人，所以贡献最大的屠呦呦最终实至名

归。从其获奖经历可见，诺奖级自然科

学成果离不开前人研究的阶梯，离不开

历史发展不同时期杰出人才研究能力

与研究水平“基因”的传承，离不开自然

科学研究成果的长期积淀。同理，打造

优秀的科技期刊与该项目的成功非常

类似，能够基业长青而百年传承的期刊

在完成顶层设计后，不仅需要社会各界

的真心呵护、期刊编委会的呕心沥血、

读者和作者的鼎力支持、编辑团队的默

默奉献，身为学界翘楚的总编和博学鸿

儒的编辑部主任更是不可或缺的中流

砥柱。

3 科学报国始终铭记在心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

国。在那个望其首已遥不可及、抚其尾

则相去未远的 20世纪，屠呦呦从事科

研工作40多年，她主要就做一件事：攻

克医治疟疾难关，为人类健康造福。她

科技纵横捭阖

游苏宁，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主任、

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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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等身著作，也很少在世界级期刊上

发表论文，在国内相关刊物上发表的学

术论文大都是以集体作者署名。她仅

凭科学报国之心，淡泊名利地在科研之

路上矢志不渝地探索，并获得最后的成

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回溯历史，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伍

连德等凭借对祖国的挚爱，将自己的绝

大多数论文均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

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曾几何时，

颜福庆、沈克非等近代医学大家、进行

世界首例断手再植的陈中伟等都将自

己最好科研成果的首发权交给《中华医

学杂志》。遥想当年，居里夫人在国外

发现镭的时候，她一定要将文章写成波

兰文，将这一重大研究发现的首发权献

给自己的祖国。然而，目前科研评价体

系剑走偏锋，加上对 SCI收录期刊的顶

礼膜拜，导致中国优秀科研成果大量流

向国外。在国际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

下，中国的办刊人迫切需要中国科学家

的支持，需要通过发表一流的学术论文

来支撑中国的科技期刊。而以笔者之

见，富有深刻内涵的科技期刊决不会轻

易地被淘汰。期刊人理应学习屠呦呦

等科学家的精神，勇立潮头，强化责任

意识，努力提升科技期刊的学术内涵。

4 身处逆境恪守学术良知

目前中国科技发展一日千里，一些

不良思潮却在阻碍着中国科技期刊的

发展。例如：重指标轻读者，过分关注

评价指标，忽略了读者需求；重经营轻

质量，在逐利环境和经济指标的压力

下，编辑的独立性无从谈起；重形式轻

学术，对学术水准把关不严，存在不少

关系稿、造假、抄袭问题；以不具有可比

性的西方顶尖期刊为样板，忽视中国国

情和长期积累的办刊经验，过分矮化、

丑化、贬低、唱衰中国期刊，致使办刊人

产生诸多迷惘。而其中最令人痛心疾

首的是忘却办刊的初衷，抛弃服务的对

象，其典型代表就是“唯SCI论”。我们

深知，科技期刊实际上是针对特定人群

的小众读物。人类不断经历的技术变

革，丝毫没有影响读者对期刊的阅读，

因为这是学术的交流和满足自己精神

和心灵的需求。尽管新媒体似乎有取

代传统媒体的排山倒海之势，但确凿的

数据显示：内容为王是科技期刊亘古不

变的真理，最重要的科研成果78%仍然

首发在科技期刊上。正如白岩松所言：

无论哪个时代，媒体都应做有价值的内

容供应商[2]。尽管任何期刊已经发表的

论文中90%都可以不发，但具有真知灼

见的导向性评论和高质量的研究论文

依然是学术期刊的支柱和赖以生存的

基础。传统媒体一向注重报道的深度，

但现在要求在保证深度的同时加快速

度。德国人舍恩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

在Nature和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17篇
研究成果，但当其他的研究者试图重现

舍恩的实验无功而返之后，整个科学界

才明白他的研究竟是一场骗局。究其

缘由，正是由于顶尖期刊之间忽略内容

为王、追求新闻效应和期刊评价指标攀

升的角逐，才使得舍恩渔翁得利[3]。

5 讲好中国故事义不容辞

张维为在寄语光明书榜时指出：我

们一直以中国人的眼光在观察这个世

界，如今到了要以中国人的话语论述这

个世界的时候了[4]。时至今日，随着信

息传递的一日千里，学术交流遍布全

球。尽管我们早已进入沟通无极限的

互联网时代，但对于中国科技工作者而

言，酒香仍怕巷子深。近年来，屠呦呦

在沉默 40年后屡获大奖，当年做出令

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肯定是功居首位，

但其他科学家对其工作的广为宣传和

鼎力推介同样功不可没。饶毅在其博

客中首先对屠呦呦从中药里发现化学

分子的成就进行介绍，并在《中国科学》

发表文章，称赞屠呦呦的工作为中药的

科学研究丰碑 [5]。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路易斯·米勒不仅作为诺贝尔奖推荐

人多年推荐她，而且为配合她获得拉斯

克临床医学奖而为Cell杂志撰写了一

篇题为“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

的文章，使得屠呦呦在科学界广为人

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科技进步举

世瞩目。进入 21世纪以来，国家支持

研发的经费年均增长超过20%，使得全

球发展中国家均难以望其项背，在某些

创新领域我们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与

发达国家比肩，中国作者所产出的被

SCI收录论文连续 6年稳居世界第二。

屠呦呦获奖的事实提醒我们，作为中国

科技期刊的办刊人，在打造国际顶尖期

刊、发表高质量研究论文的同时，向世

界讲好中国故事同样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

6 创新研究催生顶级期刊

回溯世界期刊的发展历史，自全球

第一份学术期刊《学者杂志》于1665年
在法国问世以来，学术期刊一直是学术

传播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媒介。期刊

350年的成长之路证实：好的期刊必定

是携作者同行，与读者同在。优秀的期

刊只有基业长青才可能百年传承，而办

刊中任何的急功近利之举或许能得一

时之宠，最终必将贻笑大方。最近，中

国科学院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同时对

外宣称，独自发现了困扰物理学家近一

个世纪的“幽灵粒子”。对于这一重大

研究成果，Science杂志在线发表了美国

科学家的论文，却拒绝了中国的投稿。

一时间，有关其首发权的问题充斥舆论

场，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平心而论，科

学研究是一个充满争论的过程，科学家

要是不争论，科学就死了。科学本身是

客观的，但科学家都是主观的，最好的

科学家可能是极度主观的，有爱恨，敢

说不，才是真正的科学家。只要论文是

由人而不是机器来评定，就必然会存在

远近亲疏之别。作为英语世界的权威

期刊，Science的审稿人也几乎都是欧美

人士。在学术成果相似、投稿时间相近

的情况下，他们或许更相信自己熟悉的

学者及其成果。无须讳言，如果中国拥

有顶级期刊，审稿人也来自东方，将不

言而喻地拥有优秀科研成果的首发

权。为此，中国科学家已经喊出：“要顶

级论文，更要顶级期刊”的迫切需求，这

是对中国期刊的殷切希望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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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创办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应当

是办刊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笔者

坚信，假以时日，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

中国的科技期刊一定会达到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精品的要求：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

7 以史为鉴方能再攀高峰

当前，中国科技期刊面临内忧外

患，被迫承受着优秀稿件和办刊人才双

重流失的压力。中国现在出版的科技

期刊近 5000种，但真正优秀者匮乏。

古人云：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作为一

本优秀的科技期刊，应该不畏浮云遮望

眼，首先应恪守内容高于形式的办刊准

则，奉行“立足本土的国际化战略”。其

次，在浮躁的科研环境中，应该大力弘

扬爱国精神和人为情怀，因为醇厚的人

文修养是培养学术大师的前提。第三，

期刊的成长并非一日之功，而必须依靠

多年的积淀。“沉舟侧伴千帆过，病树前

头万木春。”尽管目前国内的办刊环境

不尽如人意，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使命所系、重任在肩，以屠呦呦为榜样，

通过淡泊明志坚守自己的梦想。笔者

坚信，置身于中国科协这个大家庭中，

有各级领导的精心呵护、读者和作者的

鼎力支持，加上全体办刊人的戮力同

心，我们必将在新的征程中不辱使命，

在自己的国土上打造出世界级的科技

期刊，以刊登首创的高水平论文为国争

光，以实现科技梦助力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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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谈中国古代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谈中国古代
科技史的作用科技史的作用
王洪鹏

中国科技馆，北京 100012

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将科学类

诺贝尔奖收入囊中,这是亿万中国人民

的骄傲，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20世

纪 60—70年代，在非常艰苦的科研条

件下，屠呦呦团队与60多家科研单位、

500多名科研人员合作开展研究，开创

了疟疾治疗新途径。屠呦呦从系统整

理中国古代医籍入手，查阅经典医书、

地方药志，四处走访老中医，整理出《抗

疟单验方集》。其中，东晋葛洪《肘后备

急方》中的几句话引起了屠呦呦的注

意：“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

服之。”最终，屠呦呦结合现代科学技

术，获得抗疟效果明显的青蒿提取物。

过去，很多人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

研究不够重视。诚然，认为要尽快发展

科学技术，首先要紧跟国际前沿，学习

最先进的技术，在故纸堆中找答案只会

南辕北辙。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看

法。人类世代相传总是在继承前辈的

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没有继承

就没有发展。科学有积累性，适当的回

头看一看，整理和研究科学发展的历

史，有利于更好地发展现今科学。

科技史既要研究科技发展内在的

联系和规律，又要探讨科技与社会中各

种因素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是关于科

技的产生、发展进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但是，作为一门学科，科技史却是比较

冷门的综合性学科。科技史的研究范

围横跨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既

不是一般的自然学科，也不是单纯的历

史学科。

在中国，科技史是一门相对年轻的

学科，不太为人熟悉。其实，科技史对

于科技和教育事业却可以产生长久的

影响力。

1）科技史可以为新的科学理论提

供佐证和启迪。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

院士在《科学史与现代科学》中指出：

“除以思想方法和资料运用与现代科学

相交叉外，科学史还以本身的研究工作

为现代科学提供借鉴。”古今中外，很多

科技工作者从古代典籍中吸取智慧，为

当代科学前沿问题寻找可资借鉴的解

决方案。如席泽宗院士对古代新星和

超新星爆发纪录的证认及整理工作，蜚

声于天文学和科学史两界，长期受到国

际上的重视；中国科学院利用中国古代

地震历史记载资料，编制了《中国地震

资料年表》，为工业建厂选址和和防震

抗震提供了科学支撑；中国古代物理学

史学者戴念祖考订了中国古代北极光

的记录，并整理出北极光年表，借此来

研究地磁轴的漂移和太阳活动的规律，

为持“周期说”者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2）科技史可以为科技政策服务。

科技史可以为科技政策的制订者提供

清醒的鉴物，使科技规划少走不必要的

弯路，也有助于正在兴起的智库建设，

这是科技史为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渠

道。

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

的“双引擎”之一。聚精会神搞建设、一

心一意谋发展，创业创新已经成为时代

潮流。拥有科技史素养的学者发现、总

结、评价历史上某一科技事件或人物的

进退得失，从而为制订科技政策提供镜

鉴。逐渐兴起的科技政策史的研究表

明，科技史具有“思想库”的作用。

3）科技史有助于打破文理隔阂。

科技史由于其学科内容的特点以及它

所具有的丰富的教育因素，具有沟通科

学和人文的桥梁纽带作用。美国物理

学家拉比认为：“只有把自然科学和人

文科学融为一体，我们才能期望达到与

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相称的智

慧的顶点。”在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无

论是培养科学素质、人文素质还是培养

批判精神、创新能力等方面，科技史都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4）科技史给人以潜移默化的影

响。美国科学史家萨顿认为，科学史并

不只是对发现的描述，其目标是诠释科

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反映的

历史、真理被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

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

历史。王士平教授在《细推物理》编后

记中阐述的更加详细：“科学史文章包

括物理学史文章在内，都属于文化，一

种文化现象或文化思想的发现、阐释、

见解与流传与科学本身具有同等价

值。在时间上，科学史文章可能比纯粹

的科学论文保留时间更长。在某种意

义上说，一篇好的科学史论文不因为科

学本身的进步发展而失去它的文化与

历史价值，而一个科学发现往往会因随

之而来的又一个发现而被人遗忘。”读

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

科技纵横捭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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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

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简而言之，在

思考科技问题时，具有科技史教育背景

的人更容易以科技发展史为鉴，善于从

中汲取营养、得到启迪。

5）科技史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功

能。爱国主义通常是在国家落后、国运

危难时的时代要求。这曾经是发掘、研

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主要动机。美国

科学史家贝尔纳说：“中国许多世纪以

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中心之

一。”诚哉斯言，中国古代卓越的科技成

就在世界科技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不少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发

掘并弘扬中国科技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

响中国人，可以使中国人不“妄自菲

薄”，从而树立起攀登科技高峰的自信

心。

科技史是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的

一个重要方面的记录，是人类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李

政道说:“科学和艺术是一个山峰的两

面，它们融为一体，是不可分割的，只有

这两方面都精通的人，才能站在山峰的

顶端。”对于李政道所说的“站在山峰的

顶端”的人，科技史无疑可以发挥独特

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古代科

技史的作用，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本

文权当抛砖引玉，让大家一起努力。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王洪鹏，高级工程师，研究方

向为科学技术史。

（（编辑编辑 王丽娜王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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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介绍疟疾介绍

疟疾俗称“打摆子”、“寒热病”，是

由按蚊传播感染疟原虫而引起的一种

寄生虫病，会引起脾肿大和贫血，重症

疟疾患者可引发脑、肝、肾等器官损伤

和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等功能衰竭，严

重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社

会经济的发展。

据 2010年媒体报道，疟疾在全球

99个国家传播，每年有 3.5~5亿人感染

疟疾，约有100万人死于疟疾，尤其是5
岁以下儿童染病死亡率很高，全球每

30秒钟就有一名儿童死于疟疾。

作为一种古老的疾病，人类对疟疾

的记载已经有 4000 多年历史。公元

前 2700 年，中国的古典医书《黄帝内

经》描述了疟疾的相关症状：发热、寒

颤、出汗退热等。如不及时治疗，可能

致死。

疟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也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代

初全国有疟疾流行的县市达 1829个，

约占当时县市数的 70%~80%；而据云

南、贵州、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川、

河南等省疫情不完全统计，1955年疟

疾的发病人数占19种传染病患者总数

的60%左右。

目前，在亚洲和非洲热带地区特别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疟疾仍然是威

胁人们健康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降

低疟疾发病率、减轻疾病负担已列入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WHO发起了

在全球消除疟疾的倡议，支持和鼓励具

备条件的国家消除疟疾，全面开展全球

性的消除疟疾工作，但由于其流行因素

复杂，具有传播快、易反复的特点，很难

根除。本文对疟疾的发病机理、危害、

症状、传播、治疗和预防进行介绍。

1 疟疾的地理分布

疟疾主要流行在热带和亚热带，其

次为温带。这主要因为疾病的流行与

生态环境和媒介因素关系密切。

2008年美国媒体报道，全球人口

的 35%(约 23.7亿人)存在患疟疾的风

险。而这一数据相对于1994年的46%
和 2002年的 48%有所下降。另外，全

球有大约10亿人口居住在疟疾高风险

地区，而非洲以外的感染率低于5%，撒

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是目前疟疾感染

最严重的地方（图 1）。有些处于疟疾

风险的国家人均获得的疟疾防治资金

较其它地区少。

2 疟疾的发病机理

疟疾的传染源主要是疟疾病原虫

的携带者，其血液中会携带病原虫配

子。血液中疟原虫密度越高，配子体的

密度也会越高，传播的机率也越大。

人被带疟原虫的按蚊叮咬后，疟原

虫则侵入人体，后经血流侵入肝细胞内

寄生、繁殖，成熟后又侵入红细胞内繁

殖，使红细胞定时的、成批的破裂而发

病（图2）。

暗红色区域代表高风险区

图1 世界疟疾流行分布图

图2 疟原虫侵入红细胞，使红细胞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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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疟疾引发的疾病

疟疾的初期病征与感冒相似，有间

歇性发烧发冷和头痛，并可导致并发症

如肺水肿，肝肾衰竭，贫血，甚至昏迷。

疟疾后期如不经过治疗，有可能发

生严重并发症如脑型虐（图 3），黑热

尿，甚至导致死亡。

恶性疟热型疟疾能引起严重的并

发症，并波及肾，肝，脑，血液。

4 疟疾的种类、症状和发病分布

情况

根据症状，疟疾主要分间日疟、卵

形虐、三日虐、恶性虐4种。以下是4种
疟疾的主要症状。

1）间日疟。临床急性发作以体温

超过38℃为准，发热始于中午前后和晚

上9∶00以前，偶见于深夜。开始一、二

次症状较轻，热度较低，随后日益加

重。间日疟发作中常见单纯疱疹，多见

于口唇周围，也可延及鼻和两耳，偶见

于肛门周围和外阴部。间日疟预后良

好，早年有良性疟之称。

2）卵形症：临床症状与间日疟相

似。多数在下午 5∶00以后或晚上发

作。症状较轻，无明显寒战，发作次数

一般在6次以内，易自愈，远期复发少，

常见无症状的带虫者。半数以上病例

一开始就呈典型的间日热型，热度较

低。

3）三日疟：潜伏期 18～35天，平

均 28天。通常无前驱期，发作前 3～4
天有疲倦、肌肉关节酸痛、寒冷感及头

痛，往往不易觉察而被忽视。多在午后

发病，亦可见于中午时分。发冷、发热

和出汗三个时期较明显，因退热太快，

有虚脱的可能。由于三日疟原虫的发

育同步性较强，每 72 h为一发作周期

亦较规则。三日疟无复发。

4）恶性疟：潜伏期 6～27天，平均

11天，多突然发病，无寒战，仅有畏寒

感。高热者多见，常伴有头痛、全身酸

痛、恶心、呕吐、贫血等。出汗期不明

显。热型复杂，有的像间日疟，隔天发

作1次，与48 h为一恶性疟红内期裂体

增殖周期相符;有的每天发热，热型呈

间歇型、弛张型或不规则型；有的 持续

高热，发热期往往长达20~36 h；前后两

次发作的间歇期极短，致使体温曲线呈

“M”型。

间日疟分布最广，见于热带亚热带

与部分温带地区，是温带疟疾的主要类

型。恶性疟在热带和亚热带的湿热地

区非常普遍，主要见于非洲、印度、东南

亚、太平洋诸岛、中南美洲、小亚细亚与

南欧等地。三日疟较少，见于非洲部分

地区、斯里兰卡与马来亚等地。卵形疟

分布地区最小，病例报告来自东非、西

非和南美等地。总之，各种疟疾的严重

地区，主要为东南亚、南亚次大陆、阿拉

伯半岛、几乎整个非洲、中美与南美大

部。

中国以间日疟分布最广，除青藏高

原外，遍及全国。恶性疟次之，分布于

秦岭一淮河以南，以云贵、两广与海南

为最。三日疟在长江南北各省均有散

在病例。卵形疟只在云南和广东有少

数病例报告。

5 疟疾的发病过程

在疟疾临床发作前，不少患者有前

驱症状，感到疲倦乏力、头痛、肌肉酸

痛、食欲不振、坐卧不安，但也有前驱症

状不明显者。疟疾的典型急性发作过

程可分为发冷期、发热期和出汗期，4
种人体的发病症状基本相似。

1）发冷期：患者感到怕冷，逐渐寒

战，全身发抖，持续时间 10 min至 1~2
h不等，常发作到寒冷难耐，虽然在炎

热的夏天，盖上几条棉被，仍感寒战不

止。同时全身酸痛，面色苍白，口唇和

指甲青紫。此时脉搏加快，体温上升。

2）发热期：患者的寒冷感觉消失

继而全身发热，面色由苍白转红，口唇

和指甲青紫消失，感到头痛、口渴、脉搏

快速有力，呼吸急促，体温可达 40℃。

约持续2至3小时或更长。有些病例烦

燥不安，呻吟，甚至抽搐，谵语。

3）出汗期：高热后全身出汗，逐渐

大汗淋漓，衣衫尽湿。体温迅速下降，

可能降至正常体温以下，各种伴随症状

亦消失。患者感到疲乏，欲睡，经过休

息后，一般都能恢复常态。

间日疟、卵形疟—般隔天发作一

次，恶性疟在 48 h内可有两次发热，发

作数次后常见鼻唇部疤疹及脾肿大，发

作多次后则有肝脏肿大及贫血，脾脏逐

渐肿大并变硬。

6 传播方式和途径

1）传染源：疟疾现症患者和无症

状带疟原虫者。

2）传播途径：全球 400多种按蚊

图3 脑疟疾症状，大脑白质见

广泛出血点

图4 蚊子传播疟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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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67种可自然感染疟原虫，而在疟

疾传播中起重要作用的只有 27种。我

国有按蚊 50多种，其中 13种可自然感

染疟原虫，5种作为主要传虐媒介（见

图 4），即中华按蚊、嗜人按蚊、微小按

蚊、大劣按蚊、日月潭按蚊。

3）人群易感性：人群对疟疾普遍

易感。感染后虽有一定的免疫力，但不

持久。各型疟疾之间亦无交叉免疫性，

经反复多次感染后，再感染时症状可较

轻，甚至无症状。而一般非流行区来的

外来人员常较易感染，且症状较重。

7 治疗方法

目前疟疾的治疗药物主要是伯喹、

氯喹以及青蒿素。如果不在医院进行

全程和正规的治疗，有可能出现严重并

发症如脑型疟、黑尿热而死亡。

1992年4月，复方蒿甲醚获得新药

证书，世界上首个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

在我国诞生。

疟疾的处理原则如下。

1）基础治疗。

（1）发作期及退热后 24小时应卧

床休息。

（2）要注意水分的补给，对食欲不

佳者给予流质或半流质饮食，至恢复期

给高蛋白饮食；吐泻不能进食者，则适

当补液；有贫血者可辅以铁剂。

（3）寒战时注意保暖;大汗应及时

用干毛巾或温湿毛巾擦干，并随时更换

汗湿的衣被，以免受凉;高热时采用物

理降温，过高热患者因高热难忍可药物

降温;凶险发热者应严密观察病情，及

时发现生命体征的变化，详细记录出入

量，做好基础护理

（4）按虫媒传染病做好隔离。患

者所用的注射器要洗净消毒。

2）抗疟原虫治疗。既要杀灭红内

期的疟原虫以控制发作，又要杀灭红外

期的疟原虫以防止复发，并要杀灭配子

体以防止传播。

（1）间日疟、三日疟和卵形疟治

疗：包括现症病例和间日疟复发病例，

须用血内裂殖体杀灭药如氯喹，杀灭红

内期的原虫，迅速退热，并用组织期裂

殖体杀灭药亦称根治药或抗复发药进

行根治或称抗复发治疗，杀灭红外期的

原虫。常用氯喹与伯氨喹联合治疗。

（2）恶性疟治疗：对氯喹尚未产生

抗性地区，仍可用氯喹杀灭红细胞内期

的原虫，同时须加用配子体杀灭药。成

人口服氯喹加伯氨喹。

3）凶险发作的抢救原则。

（1）迅速杀灭疟原虫无性体；（2）
改善微循环，防止毛细血管内皮细胞崩

裂；（3）维持水电平衡。

4）快速高效抗疟药。

可选用青蒿素和青蒿琥酯等。

5）其他治疗。

（1）循环功能障碍者，按感染性休

克处理，给予皮质激素，莨菪类药，肝素

等，低分右旋糖酐。

（2）高热惊厥者，给予物理、药物

降温及镇静止惊。

（3）脑水肿应脱水；心衰肺水肿应

强心利尿；呼衰应用呼吸兴奋药，或人

工呼吸器；肾衰重者可做血液透析。

（4）黑尿热则首先停用奎宁及伯

喹，继之给激素，碱化尿液，利尿等。

8 预防措施

预防疟疾的手段主要是切断传播

途径，保护易感人群。因为疟疾主要是

通过按蚊传播，因此，大力开展灭蚊是

控制疟疾传播的最有效手段。而保护

易感人群主要通过药物来预防，但不提

倡大规模服药，如果进入疟疾高发区，

可以进行药物预防，主要的预防药物有

氯喹。

1）控制传染源。及早发现疟疾患

者，正确而及时登记所有病人，并对每

个病人进行彻底治疗，可防止疟疾的传

播。对疟疾患者除进行抗疟治疗外，并

应于第二年春季给予抗复发治疗。

2）消灭蚊虫。这是防疟综合性措

施中的主要环节。灭蚊先除幼蚊，最有

效的措施是消灭按蚊孳生场所，如倒

缸、盖罐、填平坑塘、消灭积水等。农村

中稻田可考虑间歇灌溉等。此外，应用

化学药物杀灭幼虫和成蚊也很重要。

有效的常用杀虫药有DDT、六六六、敌

百虫及新药蚊蝇净、敌杀死等。

3）个人防护。广泛使用蚊帐，穿

长袖、长裤，暴露部位可擦驱蚊膏或防

蚊水，避免蚊虫叮咬；夜晚工作时可在

衣服上喷20%甲酚皂溶液或应用蚊香。

4）加强管理。加强基本消灭疟疾

地区的后期监测与流动入口管理。从

疫区回来的人，如有发热、发冷、打寒

战、呕吐等症状，要及时确诊，并规范治

疗。

5）药物预防。乙胺嘧啶能杀灭宿

主肝细胞内各种疟原虫的裂殖体，为较

好的预防药。口服吸收完全，排泄较

慢，作用持久。口服25 mg可维持有效

l周以上。它对红细胞内未成熟的裂殖

体有抑制作用，但对已成熟的裂殖体无

效，故控制发作的效果较慢，含有乙胺

嘧啶的血液被按蚊吸入后，可以抑制各

种疟原虫配子体在蚊体内的生长发育

而有防止传播的作用。其不良反应有

头晕、恶心、呕吐等。此外，氯喹或甲氟

喹也可用于预防服药。孕妇、儿童宜服

用氯喹作预防。

（（史永超整理编写史永超整理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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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结构研究协

作组（屠呦呦是骨干成

员）发表的论文，首次揭

示青蒿素的分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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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屠呦呦等

发表在《药学学报》1981年第 5期

366~370页的论文“中药青蒿化学

成分的研究Ⅰ”作为获奖关键文

献 (http://www.nobelprize.org/no⁃
bel_prizes/medicine/laureates/2015/
press.html)。该文较全面研究和揭

示了植物青蒿中的青蒿素及其他

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以及新化合

物青蒿甲素和青蒿丙素，为进一步

确定青蒿素为主要抗疟成分起到

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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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提取抗疟化学分子第一人中药提取抗疟化学分子第一人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0871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对药品有很大的需

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极少研发出可以占领市场

份额的原创性化学药物，到今天仍以仿制药为主，有些重要

疾病还依赖进口药品。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各行各业希望有更多自主知识产

权，以利我国全面健康长期发展。在新药研发方面，国家近

年投入大量经费，既为人民需求、也为经济发展。因此，了解

我国近代药物研发历史不无裨益。

在抗疟药物研究过程中，中美有过不同形式和程度的竞

争。二战期间盟国为打破日本对金鸡纳的控制，积极寻找抗

疟新药，条件好的美国至少有两大药厂和加州理工学院参

与，结果在重庆的中国科学家领先抗疟药研究，并促进了美

国的抗疟药研发。越战期间，中越美皆因疟疾严重损失战斗

力，中美两国科学家竞争研发新药，结果我国成功获得了青

蒿素，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成为今天全球标准的一线抗疟药。

1940年代和1970年代中国在特定的领域两度领先美国。

重温历史不仅给我们信心，也希望有助于努力改观

现状。

1 青蒿素的传承

因我国的研究而推向全球使用、或影响全球市场的单体

化学分子，迄今屈指可数。人们熟知的青蒿素、砒霜、维甲

酸，其中无疑青蒿素为最佳，因为从植物的抗疟作用，到分离

青蒿素，确定和发现其新颖的化学结构，全部是中国的工

作。在多年被国内忽视后，青蒿素近年获国际奖项，自然受

国人关注。

青蒿素是1967年开始的“523”计划之主要成果，“523”计
划寻找抗疟的途径之一是从中药发掘新型化学药物，研究主

力为1949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

“523”计划并非中国第一次从中药中发掘新药，青蒿素

也并非中国第一次找到抗疟的化学分子。1960和1970年代

研究青蒿素的思路、途径和方法，相同于中国科学家 1940年
代的思路、途径和方法。1940年我国一批医生、药理学家、化

学家等研究抗疟中药，其代表性人物是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

学教授张昌绍（1906—1967，Ch’ang-Shaw Jang，图 1）。当时

在重庆歌乐山的中央卫生实验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张昌绍与同事及合作者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

常山，找到治疗疟疾的单体化学分子常山碱。

1960年代中期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造成很多受害

者。除了军工相关的科技行业在有限范围和程度上例外，

1949年前的大学毕业生普遍难有科研机会。如果说，1949年
至 1966年人文社科学者被折磨、学科发展曲折和倒退，而理

工医农较1949年前条件更好的话，那么在文革中各类学者有

了相同的命运。1967年 12月 20日，张昌绍教授不幸成为被

文革夺去生命的学者之一。

今天，张昌绍等当年在“万分艰苦环境下进行研究工作”

鲜为人知。虽还有人在他领域工作，但到 1970年代以后，外

国人（如 Takaya等，1999）习惯性引用 1940年代美国人的文

献、而不引张昌绍及其合作者赵承嘏的文献（包括他们 1940
年代在国际刊物Science、Nature、JACS的文章），导致现代研究

常山碱的、在赵承嘏创立的研究所工作的中国人，也有时仅

引用美国人的文献而忽略张昌绍和赵承嘏等的。因此，我们

今天应该复习张昌绍等的研究工作。

张昌绍从神经药理到血吸虫药物做过很多研究，本文仅

限常山碱一项工作。

2 中药的现代科学研究

中医有很多争论，反对中医者曾在1929年通过政府立法

而加以限制，而中药曾被称为“国产药物”，强调无所谓中药，

只不过产地为中国（Lei，1999）。
中医与西医有很大差别，而中药与西药无本质不同。西

方科学现代化后，化学和物理改观了西方药物学。西方科学

家和日本科学家开始中药的现代科学研究，起初中国人参与

少、工作零散，1920年代后渐成规模（张昌绍，1949）。
1920年代，北平的协和医学院与沈阳的满洲医学堂是研

究中药的两个主要机构。新成立的协和医学院药理学系主

任、英国人Bernard E. Read（伊博恩，1887—1949，图 2）热心

研究中药，他原本作为传教士被派遣来华，但后来多次出国

进修科学并于1924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长期对中国

的药学做出多方面贡献，除翻译《本草纲目》，还研究了中

药。从美国宾州大学聘请的Carl F. Schmidt（1893—1988）在

协和两年（1922年夏—1924年夏）研究过中药。留美回国的

陈克恢（1898—1988，图3）在协和药理系也仅短短两年（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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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1925年夏），第一年与Schmidt合作做出了他以后闻名

于国际药学界的麻黄的药理作用（Chen，1981）。陈的研究在

20 世纪 20 年代突出，被形容为“独唱的姿态”（张昌绍，

1949）。留学英国和瑞士回国的化学家赵承嘏（1885—1966
年）当时也在协和，发现了延胡索素。日本人久保田晴光等

在满洲医学堂研究中药（现址为中国医科大学）。

1928—1937年，中国成立多个科研机构，如中央研究院、

北平研究院等。张昌绍（1949）称：“在三十年代里，尤其是

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约四五年内，由于政治的相当安

定，政府的提倡，中药研究颇有一番蓬勃气象”。赵承嘏于

1930年代在他主持的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继续研究中药

（1949年后为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留学英、德、美

回国的刘绍光（1897—1990）在卫生部设立的卫生实验处研

究中药药理。留法回国的经利彬（1895—1958）在北平研究

院生理研究所研究过中药（1937年他的研究所搬云南后改称

中国医药研究所）。旅华英国人Henry Lester（1839—1926）的
基金会在上海成立了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伊博恩等1932年加

入该所后继续中药研究（研究所的建筑现为上海医药工业研

究院使用，雷士德基金会由华迁英后迄今仍支持中国留学

生）。留美回国的朱恒璧（1890—1987年）于1928年在国立上

海医学院建立药理科，在1930年代研究中药。有机化学家如

留美回国的庄长恭等（1894—1962年），也涉足中药成分的化

学研究，但主要集中于化学，而非中药。1930年代中药研究

的科研人员增加，以赵承嘏的工作突出，“赵氏治学沉着坚定

…研究中药…始终不懈…发表论文质量俱属上乘；而三十年

代尤为赵氏收获最丰之十年”（张昌绍，1949）。
1940 年代有更多人回国，包括有机化学家黄鸣龙

（1898—1979），他研究中药不多，但他在 1950年代的学生周

维善（1923—2012）以后参加了青蒿素的部分工作。1950年

代及以前回国的学者通过教学、写书，帮助中国奠定了很多

学科的基础。

3 1940年代的抗疟药研究

1820年，法国的 Pierre-Joseph Pelletier（1788—1842）和

Joseph Bienaime' Caventou（1795—1877）
从已知能治疗疟疾的金鸡纳（Cinchona）
树皮中提取出金鸡纳霜，即奎宁（quinine，
图4），改观了全球的疟疾治疗。因化学全

合成奎宁不易，长期依赖从金鸡纳树皮中

提取，这样控制金鸡纳产地就很重要。

日本侵华后，我国大批人迁到四川、

云南等西南地区，常不适应“瘴疟之气”，

在西南和缅甸的军队也受同样困扰。日

本占领金鸡纳产地（东南亚，特别是印度

尼西亚的爪哇岛）后，掌握了全世界 90%
以上的奎宁来源，中国进口奎宁更为困

难，疟疾成为中国一大问题（Henderson

等，1948）。
1930年代末，刘绍光将原卫生部属卫生实验处药理研究

室南迁后，改属教育部成为中央药物研究所，并开始研究抗

疟中药。刘绍光等称，虽然《本草纲目》和《滇南草本》无记

载，但当地有人用云南植物白枪杆（亦称根根药，当时拉丁文

称为Fraxinus sinica）做泻药、也有人用于降热。刘绍光、张耀

德、全慈光、谭世杰（1941）报道它含的生物碱新灵（sinine）和

瘴灵（chunine）有抗疟作用。但张昌绍课题组（Jang and
Chou，1943；王进英等，1945）、英国的Tonkin与Work（1946）和
美国的Koepfli等（1948）都不能重复其发现。刘绍光等属于

在政府组织以前开始研究抗疟中药（刘绍光还研究了其他药

物，1949年以后主要在北京的中医研究院工作，不过长期被

政治处理而无法科研）。

抗疟药研究成为政府行为，国民党权势人物陈果夫

（1892—1951）起了很大作用。他因长期患病而对医学感兴

趣，按他自己编写的剧本“常山治疟”，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医

务室（以下简称“校医室”）偶与医生讨论到疟疾缺药，其后建

议校医室试用中药常山（图5）。
此前常山已被国内外用于治疟。在国外，法国人有时为

不易获奎宁而苦恼，听说越南人用常山治疗发烧后，法国人

试过常山，但未能完全确定常山治疟（Burns，2008）。英国的

David Hooper 19世纪末在印度时听当地医生说常山治疟，曾

试图提取其中奎宁或化学上类似奎宁的生物碱，因未找到生

图3 陈克恢
图1 1940年张昌绍

在英国
图2 伊博恩

图4 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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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碱只找到糖甙（dichroin）而放弃（Hooper，1946）。
日本人曾于 1941年报道，他们用常山实验性治疗鸡疟，

发现无效。后人分析日本人用的常山不是中国的“正宗”常

山，是日本的，后称“和常山”。

在国内也有人知道常山。例如，有人用过常山治疗自己

的疟疾，但无学术文章，无法验证。李涛（1932）指出中药治

疗疟疾的处方之一含常山，不过他还说“然而没有人能确定

这个处方是否真有疗效”。民间和军队有人用含常山的药

方，不过并非仅仅常山，而常是七味药：常山、槟榔、鱉甲、甘

草、乌梅、紅枣、生姜（Lei，1999）。
所以，到1941年，常山单独能否治疟并无定论，中医不以

常山单味药为治疟的标准用法，西医无现代科学文献显示确

切疗效的证据。

在陈果夫推动下，校医室程学铭等开始在疟疾患者身上

试用中药，他们发现，七味药合用有效，只用常山也有效。有

此结果，陈果夫立即报告蒋介石并得到巨款支持（Lei，1999），
由校医室成立“国药研究室”，后改称“中国特效药研究所”，

调入各方面专家，包括管光地（生药学）、姜达卫（化学）、胡成

儒（药理学）、陈方之（临床）等，研究所由校医室主任程学铭

主持协调。该研究所的学术论文发表于1945年。

因为彼时中国植物学及相关的生药学不很发达，等到要

研究常山治疟时发现前人混淆了不同植物。管光地等分析

确定：属虎尔科的正品“黄常山”（Dichroa febrifuga Lour.，为法

国人 Loureiro于 1790年命名），属茜草科的“白常山”（Mus⁃

saen dadivaricata Hutchinson.），以及芸香科的“和常山”

（Orixa japonica Thumb.），还有其他几种常山。常山的生药学

也未结束于1930年代，如Fairbairn与Lou（楼之岑）在1950年
还有文章。后来知道这些常山、以及印度产的常山抗疟活性

成分的含量不同。

德国的Hartwich（1897）和日本的柳田昌一（1943）研究过

常山的化学成分，但未研究治疟的分子。

1940年代，刘绍光、张耀得、张昌绍等除了研究常山以

外，还研究过鸦胆子的抗疟作用和成分。

4 张昌绍研究常山碱

张昌绍时代，因条件有限做研究的人较少，即便成为

1950年代一级教授的全国学者中，教课或行医的不少，但研

究很好的并非很多。

张昌绍从英美留学回国到重庆后不久即投入抗疟药的

研究，虽然他所在的中央卫生实验院（图 6），“简陋仪器和少

量药品，多系借自上海医学院，故吾人均在万分艰苦环境下

进行研究工作”（张昌绍，1949）。抗战胜利迁沪后，“研究工

作多自 1947年初始能正式恢复，但又值内战大规模爆发，通

货无限制膨胀，经费日绌，生活日苦，虽有较好设备，研究工

作仍难开展，诚为痛心”（张昌绍，1949）。

在这样的环境中，张昌绍及其同事不仅开展了研究，而

且成果“可资称道”。

1940年代首先将常山单味药用于治疗疟疾的是中央政

治学校医务室，但张昌绍课题组发表第一篇文章（Jang和
Chou，1943），因为校医室（及其改装的特效药物研究所）文章

是 1945年结集发表（如：程学铭、张伯镛，1945；陈方之、熊俊

英、朱祖慈，1945）。1940年代常山研究以张昌绍课题组的文

献占多数，几个主要工作也是张昌绍课题组参与，如常山所

含能治疗疟疾的常山碱，是张昌绍课题组首先发现和分离，

并与化学家赵承嘏、高贻生等合作确定分子式。所以，1940
和 1950年代国内外研究者，从熟悉中国药学界的陈克恢、到

国外其他科学家，主要引用张昌绍等的多篇文章。

1943 年，张昌绍与助手周廷冲的论文（Jang 和 Chou，
1943）报道他们 1942年夏直接让 13位疟疾患者口服常山的

结果，发现常山降热的速度似奎宁、抗疟作用稍慢于奎宁。

这篇文章题目用“国产抗疟药”而非“中药”，是1930年代强调

中药与西药仅产地不同、本质相同的遗迹。

从印度获得鸡疟模型后，1945年王进英、傅丰永、张昌绍

用动物实验证明常山可以治疟，发现常山膺碱有几十倍高于

奎宁的治疟效果，常山还可以降低与疟疾无关的发热。他们

初步分析了常山成分的化学特性（疏水、亲水、膺碱反应、溶

解度、熔点、还原性等）。

图5 常山

图6 李约瑟二战访华期间拍摄的张昌绍实验室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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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派驻中国重庆的李约瑟，将白枪杆和常山寄到英国

国家医学研究所（NIMR），其科学家Tonkin和Work（1945）报

道，白枪杆不能治疟，常山能。

1946年，张昌绍等在美国的 Science杂志报道，从常山提

取和结晶了4种分子，2种中性，2种生物碱，只有常山碱B（di⁃
chroine B）有治疟作用，熔点约237℃（Jang等，1946）。

用美国礼来药厂陈克恢提供的常山，加州理工学院的

Koepfli、Mead、Brockman等自 1943年开始研究常山的活性成

分，他们（1947）发表短篇报道从常山分离出2种生物碱 febri⁃
fugine 和 isofebrifugine，都是喹唑啉的衍生物，分子式为

C16H19O3N3，熔点分别为 139、129℃。Koepfli当时未读赵承嘏

等（1947）一文，而读了张昌绍等（1946）。Koepfli等提出他们

发现的生物碱不同于张昌绍发现的生物碱，因为 2个实验室

发现的分子在熔点上很不同。

1947年，赵承嘏、张昌绍、傅丰永、高怡生、黄琪章在中国

的《科学》杂志发表文章，确定有治疟作用的常山碱分子式为

C16H19O3N3，可溶于水，熔点145℃。

1948年，赵承瑕、傅丰永和高怡生在国际化学界重要刊

物《美国化学会志》（JACS）发表文章将常山碱的分子式定为

C16H21O3N3，较 1947年的初步报道多了 2个氢原子（Chou等，

1948）。他们还从常山分离到 4-喹唑酮（4-quinozolone，
C18H23O3N3）。

1948年，美国Merck药厂的 Kuehl、Spencer和 Folkers在
JACS报道他们从常山分离结晶2个生物碱。此前的1947年，

他们报道从 600种植物中筛选，发现其中几种有抗疟活性。

他们从印度和中国获得的常山中提取其中有活性的生物碱，

印度常山含抗疟活性为中国常山的 1/10。他们获得两个生

物碱也可以互变，分子式为 C16H19O3N3，生物碱 I 的熔点为

131℃、生物碱 II的熔点 140℃，他们认为生物碱 I和 II分别相

同于 Koepfli、Mead、Brockman（1947）报道的 isofebrifugine 和

febrifugine，不同于张昌绍等 1946年在 Science上报道的 di⁃
chroine A和B，后者只报道了熔点。后来张昌绍认为Kuehl
等的生物碱 I是中国发现的α dichroine，生物碱 II是中国的β
dichroine（张昌绍，1949）。

1948年傅丰永和张昌绍报道从常山获得共 6个分子，2
个中性（dichrin A与 B），4个生物碱。生物碱中 3个是异构

体，分子量皆为C16H21O3N3，可以互变，被命名为常山碱α、β或
γ，都是喹唑啉（quinazoline）的衍生物。他们也提出Koepfli等
分离的生物碱（febrifugine和 isofebrifugine）等同于β dichroine
和α dichrone。γ dichroine治疟作用是奎宁的 100倍，α di⁃
chroine和β dichroine作用相当于奎宁。

1948年，张昌绍等在英国的Nature报道，他们到 1947年
已获 5个生物碱和 2个中性分子。3个常山碱α、β、γ（α di⁃
chroine 熔点 136℃、β dichroine 熔点 146℃、γ dichroine 熔点

161℃）可以互变。另外两个生物碱是常山次碱（dichroidine，
C18H15O3N3，熔点 213℃）和喹唑酮（quinazolone，C8H8ON2，熔点

212℃）也具有抗疟作用。抗疟作用由强到弱为：γ dichroine、

β dichroine、dichroidine、quinazolone。
1948 年，加州理工学院的 Koepfli、Mead、Brockman 在

JACS长篇报道对常山的详尽化学分析。他们这时已经看到

了中国的以上几篇文章。他们称因为他们的化学分析准确，

建议名称用 febrifugine和 isofebrifugine，而不用dichroine。
陈克恢注意到了赵承嘏等两次报道分子式的差别。赵

承嘏将γ dichroine寄给陈克恢，陈克恢课题组在鸭、金丝雀和

猴的疟疾模型证明γ dichroine确实有抗疟活性，作用是奎宁

的 100倍（Henderson等，1949）。他们也证明γ dichroine降热

作用强于阿司匹林（Henderson等，1949）。
1949年，张昌绍在总结中国中药研究时，也专门总结了

常山的研究，指出Koepfli等和Kuehl等发表的分子式与赵承

嘏（图 7）等 1947年初步发表的相同，比赵承嘏等 1948年在

JACS全文发表的少2个氢原子。

常山碱除了可以治疟、降热，还有其他作用包括降压

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是恶心和呕吐。不能去除副作用导

致常山碱未能得到应用和推广。

1949年以后，张昌绍和国内外课题组还研究过常山碱

（如，张昌绍、黄琪章，1956；江文德，1957；宋振玉、贺启芬，

1964）。
20世纪 60—70年代的“523任务”再次考虑并研究了常

山，但遇同样问题：虽然抗疟作用强，催吐的副作用也很强。

已经在美国多年主持礼来药厂药理学研究、有丰富的药物研

发经验、早在 1953年曾任美国药理毒理学会主席的陈克恢，

1981年在其自传中写道，常山碱几乎要成为抗疟药，可惜因

催吐和肝毒性的副作用。

近年还有人试图找到更好的衍生物、类似物（如 Takaya
等，1999；Zhu等2006，2009）。

我国科学家在常山乙碱基础上改造的衍生物常咯林，发

现心律失常有治疗作用，目前临床用于一些心脏病，这是当

初始料不及。

常山乙碱的结构，为国外科学家测定，常山乙碱的抗疟

作用也确实远强于奎宁。

今天，中国的科技还全面落后于美国，抗疟药研究却两

度领先（图8）。
常山碱和青蒿素，分别是20世纪40和70年代的发现。

20世纪40年代，在至少美国有两大药厂（礼来和默克）、

图7 赵承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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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和英国著名机构（NIMR）参与的情

况下，中国的张昌绍和赵承嘏竟在几个步骤上领先。

二战时期，我国与美国合作。日本控制全球90%奎宁来

源后，中美两国在抗疟药研究上有合作，旅美华人药理学家、

礼来药厂（Eli Lilly）研究部主任陈克恢起了重要作用。陈克

恢获美国政府支持，于1942年从美国、加拿大、古巴等地中药

店购得 360磅常山，再通过美国军用飞机从中国进口 500磅

常山（Henderson等，1948）。他的朋友赵承嘏也给他邮寄过分

离的常山碱。陈克恢自己在礼来药厂研究常山，也将常山提

供给美国的研究人员，包括加州理工学院的Koepfli等。英国

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20世纪 40年代初从中国将常山

寄往英国。中国当时没条件大量筛选药物，研究过的药物和

化合物数量很少。美国筛选了很多，仅Merck药厂的Kuehl就
在 1947年以前筛选过六百多种植物。中、美、英合作希望找

到抗疟药，打破日本的封锁，造福反法西斯地区军民。但科

学家层面偶有竞争情绪，加州理工的Koepfli等在意命名权。

虽然两国都无法解决常山碱的副作用而致常山碱未能推向

市场，条件较差的中国却在 1947年前明显领先美国，美国人

也强调张昌绍对常山研究的主导性。

20世纪 60—70年代，美国公开参加越南战争，中国秘密

参加越战，双方军人都为疟疾所累，中美两国科研人员竞争

寻找抗疟药物。结果是中国找到了青蒿素，今天全世界用的

第一线抗疟药是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而不是美国这几十年推

出的药物，所以1970年的抗疟药竞争，中国不仅领先，而且成

功了。

两次中国领先美国都有些奇怪。中国领先的两个组，都

用西方学来的思路和方法，但不是研究西方已研究的物质，

而用了中国的历史积累，结合了中西的优点。20世纪40年代

张昌绍和赵承嘏的研究背景很强，他们带领小型课题组做的

非常好。20世纪70年代的“523”人员在科学背景上虽不能与

美国科学家媲美，但认真执着也能做好。有些学科，两种人

都能做好科研：能力突出和能力一般的人，各需合适的机制

分别发挥特长。如何使体制用两种人优点而不用其弱点，可

能很重要。

20世纪 70年代的“523”计划，中国直接试过一些西方正

在研究的药物，但与西方一样没做成。今天，有较多中国科

研工作者直接受过西方的教育和培训，很多人回国后沿自己

美国老师的道路，完全没有走出老师的框架，要超越也就比

较难。

一个成功得到应用的药物，是经历很多失败后挑出来。

国际上大药厂所谓找一个药物平均要10亿美元，包含了他们

研究过、但未上市场的化合物研发成本。中国研究出广为应

用的青蒿素，其成本和经验也应该包括以前研究过常山碱和

同时进行过的其他抗疟研究。研究常山和常山碱的路径和

方法，就是研究青蒿和青蒿素的途径和方法。常山碱副作用

大、青蒿素副作用小，与物质的性质有关，而不以研究者个人

为转移。今天世界还有寻找新型抗疟药物的需求，也不断有

人制造衍化物，关键是化学上能否分开常山碱分子结构中治

疟部分与催吐部分。如果常山碱分子中作用于疟原虫的结

构正好与它作用于人导致催吐的分子结构重叠，就没有办

法。鉴于近年还有人在做常山碱的衍生物，似乎还不能断

言，常山碱的研究是否还有柳暗花明的一天。

既然张昌绍、赵承嘏等在艰苦条件下能有所发现，那么，

从中药中提出单体化合物，如果中国从 20世纪 20年代到今

天一直坚持不懈做高质量的工作，应该有更多成果；如果中

国科技工作者认真执着，现在和将来也应该还会发现很多新

药。

中国现在有很多获得新药和其他应用目的经费支持的

机构和科研人员，有些认为美国一个药的成本是10亿美元，

所以我们不可能研发新药，因无自信心而将所获经费多用于

不可能发现药物的一般研究，希望他们能从张昌绍、赵承嘏

等的经历获得信心，敢于做大事、做实事；中国还培养了很多

科研人员由于对国内没有信心而滞留国外，希望他们看到如

果20世纪40年代回国科学家能有成就而觉得自己现在回国

一定也能有所成就；中国很多年轻人和学生耳闻目睹当前忽

悠时代的“英雄”如何成功，希望他们知道中国是由做实事的

人所支撑的，人们真正记住、尊重和怀念的一定是做过实事

的人。

20世纪40年代，参与抗疟中药常山研究的大部分工作，

从证明常山对人有治疟作用，到动物模型验证，从中提出化

学分子、与化学家合作确定分子特性，张昌绍等作用显著。

我们无法得知，如果张昌绍先生没有在1967年去世……

致谢致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的李英、朱大元、丁健、朱

树仁等提供照片、常山碱结构图片和反馈，上海生理研究所

范世藩提供意见。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略略））

注注：：本文转载自《中国科学：生命科学》2013年第3期。原

题为“现代科学研究中药的先驱——张昌绍”，现题为本刊所

加。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图8 常山乙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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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
饶毅 1，黎润红 2，张大庆 2

1.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191

在中国使用了上千年的传统药物，能否改善现代人类的

健康？

对于中药，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思潮。一种认为：现

代医学进展到今天，中药意义很小，甚至毫无作用；另一种认

为：中药很有用，但中药必须使用复方，而且不能按照现代科

学标准来评判，必须用它自己特殊的标准。

我们试图通过研究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历史，探寻这

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的研究显示，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都是

以现代科学的方法获得，遵循科学的标准确立其效果。这些

药物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并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从而证

明了从传统药物获得确定化学成分药物的价值。我们的结

论是，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清晰地肯定了古老的中药

在今天仍然有益，传统中还沉睡着尚未开发的、可能进一步

改善人类健康的潜力。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堪称中国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

两项来自中药的药物发现。虽然现在中国政府大量投入支

持药物开发，也有很多中国药厂从中药大量牟利，但其他中

药来源药物迄今并未超越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所创造的对

人类健康的价值。

研究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的发现历史、肯定以屠呦呦和

张亭栋为代表人物的工作，不仅对于他们个人有意义，而且

能刺激国际医药界感兴趣，从传统药物中寻找全新化学结构

的药物，发现已有化合物的新用途。当很多中国药厂不循青

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已经证明成功的道路，而继续用化学成分

不确定、适应症不明确的中药获得大量收益的时候，这也是

一记警策，提醒它们认真努力，确定中药特定化学成分和特

定疾病的关系。中国国内和国际对中药的努力可能将中药

带到一个新的时代，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青蒿素和三氧化二

砷的发现，非常清晰地肯定中药仍有益于人类。

1 主角
青蒿素发现于研究抗疟疾药物的大型项目“523 任务”

中，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

呦呦。砒霜中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发现于以个体

科研小组模式自由探索性研究中药抗癌作用的过程中，最主

要贡献者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亭栋。

屠呦呦出生于 1930 年，1951—1955 年就读于北京医学

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

研究院工作。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于 1969 年与其他几位

中医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一道被召集加入“523 任务”。张亭栋

出生于 1932 年，1950 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1960 年

代曾参加过西医学中医的培训班。

2 青蒿素和屠呦呦
现在不少人知道青蒿素（Artemisinin）的作用。它起效

快，可以在一线使用，也是在其他常用药物如氯喹出现抗药

性的情况下可以替代使用的药物。当然，青蒿素并非没有缺

点，也不是可以替代所有其他抗疟药的唯一药物。但是，它

确实治疗了很多病人，有时还能起死回生。在结构上，青蒿

素完全不同于其他抗疟药，是全新的一类药物，迄今国内外

仍然试图寻找更好的衍生物，以便改进疗效、减少抗药性。

在科学上，青蒿素作用的机理，迄今尚未完全阐明，仍然是有

待深入探索的问题。

不少人知道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但围绕这一过程的叙事

有较大的出入。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其

代表人物？

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 任务”据说（但笔者未见资料

证明）最初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受越南方面的请

求，同时考虑中国南方存在的疟疾问题而开展的。当然，有

一件事今天已是公开秘密，即中国曾有几十万军人援助越南

抵抗美国，虽然是以高射炮兵和工程兵等形式参战。我们所

见的正式文件，参与“523任务”的主要是一些司局级官员，基

本未见部级或更高级别负责人的名字。其正式组织成立于

1967年5月23日开始的一周会议，那是文革中连开会都怕找

不到安稳地方的时期。该组织有统一的领导（解放军总后勤

部、卫生部、国家科技委员会），其协调办公室一直设在军事

医学科学院。参与的单位遍布全国，北京、上海、云南、山东

……人员至少有几百人之多。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国性的

大规模合作项目，其中有很多人起了作用。

是否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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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高年资科学家绝大多数靠边站了，不可能参加

科学研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等

应召加入“523 任务”。

“523 任务”分为几部分：仿造西药或制造其衍生物、从中

药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中药部分的不同研究小组试

验了很多中药，包括药效较强但副作用较大的常山。而青蒿

（Artemesia annua L.）不仅记载于古代中药书中，而且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中国民间也有使用的记录。屠呦呦研究

小组的余亚纲梳理过可能的抗疟中药，开列了有808 个中药

的单子，其中有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军事医学科学院

用鼠疟模型筛选了近百个药方，青蒿提取物有60%~80%的抑

制率，但不稳定。屠呦呦给自己研究小组提供的清单含多个

中药，包括矿物药黄丹、雄黄、硫黄、皂矾、朱砂，动物药鼠妇、

地龙、蛇蜕、穿山甲、凤凰衣，以及植物药地骨皮、甘遂、黄花、

菱花、鸦胆子、青蒿、马鞭草等等。1971年初，余亚纲从抗疟

科研小组调出去研究支气管炎。屠呦呦课题组后来也观察

到青蒿的效果，但水煎剂无效，95% 乙醇提取物药效仅30%~
40%。应该附带指出，多部古书记载热水煮青蒿的作用，类似

的不可靠记载妨碍了它真正作用的发现。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

抗疟作用达95%~100%。这一方法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

效性的关键。1972 年3 月，屠呦呦在南京“523 任务”的会议

上报告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与会者关注的

唯一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鹰爪要尽快测定出化

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在进一步肯定有效

单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

物，在肯定临床效果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

的分离提取工作”。

其后，屠呦呦研究小组的工作集中于青蒿。其中，倪慕

云先试图获得青蒿中的活性化合物，以后钟裕容成功地获得

结晶“青蒿素 II”（后称青蒿素），屠呦呦于1974年2月份在中

医研究院召开的青蒿座谈会（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

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共同参加）上提到了青蒿

素 II的分子式。从明确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黑色胶状物、

抗疟有效组分）的抗疟效果到获得青蒿素（白色针状结晶、抗

疟有效单体），完全确定了抗疟分子。

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此时与其他研究组合作，其中起

重要作用的有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等，这些研究小组负责分析青蒿素分子、解

析青蒿素结构，他们发现青蒿素是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

在 1972 年获知屠呦呦小组青蒿粗提物有效的信息后，山东

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云南省药物研

究所独立工作，分别开展青蒿的提取工作，山东省中医药研

究所和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分别获得了抗疟有效单体，命名为

“黄花蒿素”（山东）和“黄蒿素”（云南）。1974 年初，北京的青

蒿素、山东的黄花蒿素和云南的黄蒿素初步被认定为相同的

药物。

很重要的是，根据我们对青蒿素发现历史的分析，虽然

有很多争论，但无异议的是：1）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

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2）具体分

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课题组的成员；3）其他提

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

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工作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

裕容。有关青蒿素的历史回顾很多。一个药物的发现，除了

133



科技导报 2015，33（20）www.kjdb.org

确定粗提物有效以外还有提纯、药理、结构、临床等部分。屠

呦呦的工作有前人的基础，她的研究小组其他成员有重要贡

献。也不能忽略其他研究小组和科学家的重要作用。例如，

中医研究院曾学习云南和山东的青蒿素提取工艺。在中医

研究院用自己提取的结晶做临床实验，结果不够理想并发现

有毒副作用时，云南药物所罗泽渊等人提供的结晶，通过广

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等人明确了其对恶性疟尤其是脑型

疟有效。而现在使用较为广泛的蒿甲醚、青蒿琥酯等青蒿素

的衍生物，则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李英等和广西

桂林制药厂刘旭等自1976 年以来多年研究的结果。

本文主要集中于一个问题：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

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们希望其他历史工作者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研究，让

人们知道“523 任务”组织者和其他主要贡献者的工作。

3 砒霜和张亭栋
砒霜的化学成分为三氧化二砷。

用砒霜治病，中药有传统，西方也曾用过。含砷的中药

有砒霜、砒石、雄黄、雌黄等。北宋的《开宝详定本草》、明朝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记载了砒霜的药性。西方在19 世纪

及20 世纪30 年代也曾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但未获普

遍接受。

在巡回医疗过程中，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药

师韩太云从民间中医得知砒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酥等可

以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1971年3月，韩太云将它们改制成

水溶性针剂，称“713”或“癌灵”注射液，通过肌肉注射，对某

些肿瘤病例见效，曾在当地风行一时，但因毒性太大而弃用。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的张亭栋与韩太

云合作继续此工作。1972 年后，张亭栋等一方面主要集中研

究白血病，而不是无选择地研究很多疾病，另一方面他们分

别检测“癌灵”的组分，发现只要有砒霜就有效，而轻粉带来

肾脏毒性、蟾酥带来升高血压的副作用，后两者无治疗作用。

他们的第一篇论文发表于1973 年。张亭栋、张鹏飞、王

守仁、韩太云在《黑龙江医药》报道他们用“癌灵注射液”（以

后也称“癌灵 1 号”）治疗 6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人。他们

明确知道主要用了砒霜的化学成分“亚砷酸（三氧化二砷）”

和微量“轻粉（氯化低汞）”。经过治疗，6 例病人症状都有改

善，其中一例为慢性白血病发生急性变的患者也有效。该文

还提到仍在研究对急性白血病的治疗效果。

1974年，他们以哈医大一院中医科和哈医大一院检验科

的署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发表《癌灵 1 号注射液与

辨证论治对17 例白血病的疗效观察》，总结了从1973 年1 月

—1974 年 4 月对不同类型白血病的治疗效果，发现“癌灵 1
号”对多种白血病有效，对急性白血病可以达到完全缓解。

1976 年哈医大一院中医科曾撰文《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白血

病完全缓解五例临床纪实》，介绍 5 例经治疗后完全缓解的

患者的诊治过程及各种临床表现。

1979年，荣福祥和张亭栋在《新医药杂志》报道“癌灵 1
号”治疗后存活4年半和3年的2例病人，皆为急性粒细胞型

白血病。1979年张亭栋和荣福祥在《黑龙江医药》发表他们

当年的第2篇论文，题为《癌灵一号注射液与辩证论治治疗急

性粒细胞型白血病》一文，总结他们从 1973—1978年治疗的

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共 55例。其中 1973—1974年单用“癌

灵一号”治疗23 例，1975—1976 年用“癌灵1号”加其他中药

和少量化疗药物治疗 20 例，1977—1978 年用“癌灵 1号”加

其他中药和少量化疗治12例。

对每一个病例，他们都根据血象分型，有明确的疗效观

察。全部55例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缓解率70%，12 例完全

缓解，对病人的毒副作用小。他们还用 10倍于成人的剂量，

给12 只家兔注射“癌灵一号”，未见心、肝、脾、肾毒性作用。

如果说，1973 年的论文是他们发现“癌灵一号”的开创性

论文，1979 年这篇就是张亭栋等有关“癌灵一号”的代表

性论文。

这里有3个重要问题值得讨论：1）张亭栋等是否确切知

道治疗癌症的作用来源于“癌灵一号”，而不是同时使用的其

他中药和化疗西药；2）他们是否意识到“癌灵一号”的作用来

源于三氧化二砷，而无需汞；3）他们是否知道三氧化二砷对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作用。

这3个问题，在1979年《黑龙江医药》杂志中可以看到张

亭栋和荣福祥有明确答案：1）有 3 例病人（1位成人、2位儿

童），单纯使用“癌灵一号”，不用其他中药、不用化疗西药，也

显示疗效，其中当时儿童存活已经 4年，成人已存活 9个月。

在使用其他中药时，他们也指出其他中药并非治疗白血病，

而是用来支撑病人身体状况；2）在该文第 11页，他们指出

“‘癌灵一号’之有效成分为三氧化二砷”；3）在第10 页和第

11 页，他们两次明确指出对早幼粒型白血病效果最好。

可以说，到 1979年，张亭栋和不同的同事合作发表的论

文，清晰地奠定了我们今天的认识：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白

血病，特别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法国-美国-英国FAB 分型

的M3 型白血病，也即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简写为

APL）。
1981 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文章最后

注脚标明，指导：张亭栋；执笔：李元善，胡晓晨；参加人：李明

祥，张鹏飞，荣福祥，孙洪德，李会荣，吴云霞，检验科血研究

室）在《黑龙江中医药》发表《癌灵 1 号结合辨证施治治疗急

性粒细胞白血病 73 例临床小结》，报道“癌灵 1号”对急性粒

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率达24%、总缓解率达86%。1982 年的

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座谈会上，张亭栋、李元善交流

了“癌灵一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实验研究——附22
例完全缓解分析”和“98 例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分型与临床疗

效探讨”。

1984年，张亭栋和李元善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癌

灵 1 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分析及实验研究》，总结

他们 1972 年以来治疗的 81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分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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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缓解的 22 例。他们指出，完全缓解的 22 例中，7例为

M2 型，15 例为M3 型白血病。他们也再次指出“以M3 型效

果尤为显著”。

1985年张亭栋等撰写《癌灵一号（713）注射液治疗急性

非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

1991 年在《中医药信息》杂志上，孙鸿德、马玲、胡晓晨、

张亭栋、荣福祥、王钦华、李金梅、冯秀芹发表《癌灵1 号结合

中医辨证施治急性早幼粒白血病长期存活16 例报告》，应该

是延伸 1984 年张亭栋和李元善的文章。他们报道从 1974
年到1985 年用“癌灵一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 例，19
例完全缓解，16 例存活超过五年。

1992 年，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在《中国中西医结

合杂志》发表《癌灵一号结合中医辨证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

病32 例》，作为“经验交流”，实质相同于1991 年论文。比较

奇怪的是，英文文献基本都引用这篇文章。该文同1991年论

文一样都是中文，内容不过是1991 年论文的简介，而实际发

现最早发表于1973 年，到1979 年已明确了对APL 的作用最

好。而1992 年的论文在本质上与1979 年的文章无差别，既

没有改变所用的药物成分，也没有改变适应症。可见国际同

行对这一重要发现的年代毫不知情。

4 张亭栋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亭栋等人当时的研究没有设置同时对照。这是因为

他们不知道对照的规范，还是觉得不能用不治疗作为对照？

1982年，张亭栋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的评论，显示他知

道医学研究的规范，但他指出“对于较严重疾病的患者建立

对照组，即使是建立无害的‘空白对照’，也是不允许的，只能

用平素认为较好的疗法与新疗法来对照观察。而对于某些

‘绝对’的治疗也可以不必选用对照组，如对急性白血病或其

他恶性肿瘤等”。张亭栋这种说法有些人会接受，有些人不

会接受，但其道理很清晰。

张亭栋的临床实验设计与同期的国内外研究相比如

何？1973年法国Bernard等用柔红霉素的新疗法是与过去疗

法比较。1983—1986 年国外的几个病例，也都无对照而发

表，它们是：美国Flynn 等（1983）、瑞典的Nilsson（1984）、荷兰

的Daenen 等（1986）、美国的Fontana 等（1986）。人们熟知的

1988 年王振义课题组对24 位病人的报道，也未设对照。所

以，张亭栋等在1973—1979 年的工作，并不低于同期国内外

临床研究的标准。

中医理论（CMT）是否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有指

导作用？如果我们今天回顾这些文献，看不到中医辨证分型

对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意义。比如，他们谈到中医对急

性白血病分为 5 个型，而治疗时使用三氧化二砷并无差别，

对其他辅助的中药，也许这些分型起作用，虽然也待证明。

而西医对白血病的分型才对他们找到适应症起了作用。他

们完全放弃中医辨证分型以后，适应症和效果更确切。有趣

的是，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1973 年的第一篇论

文完全没有谈中医理论，而其后发表的多篇论文含中医辨证

分型。奇怪的是，虽然他们说治疗作用来源于三氧化二砷，

但他们直到1996 年才完全放弃轻粉（氯化亚汞）。是他们考

虑了中医理论，还是不愿改变已经证明有效的药方？

诚然，未能证明中医理论并非否认中医理论，但是，从这

2个药的例子中我们尚不清楚中医理论对中药的科学研究是

否必需。

5 中国对于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治疗的贡献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曾被认为是白血病中比较凶

猛且易致死的一种。1973 年，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Bernard
等报道他们自1967 年以来用西药（daunorubin，柔红霉素）治

疗APL 的结果。此后蒽环类抗生素（anthracycline，包括柔红

霉素）和阿糖胞苷（cytosine arabinoside）的化疗方案成为世界

上治疗APL 的主流方法。1973 年张亭栋等发现三氧化二砷

（As2O3）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至 1979 年完全清楚其最佳适

应症为APL。
1983 年，Koeffler 总结了多种化合物（包括维甲酸）在体

外细胞培养对人白血病细胞的分化作用。1983 年，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的Flynn 等报道用 13-顺式维甲酸治疗 1例APL病

人，缓解了白血病，但病人后因其他缘故去世。1984年，瑞典

Lund大学医院内科的Nilsson报道用13-顺式维甲酸治疗1例
APL。1986年荷兰的Daenen 等报道用顺式维甲酸治疗 1例

APL。1986 年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的Fontana 等报道用 13-
顺式维甲酸治疗1例APL。

198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振义用全反式维甲酸治愈

1例5 岁白血病儿童。

1987年王振义课题组在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报道用

全反式维甲酸（合并其他化疗药物或单独）治疗 6 例APL 病

人。1988年，王振义课题组在美国Blood杂志发表论文，总结

他们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 24 例APL病人，获得完全缓解。

这篇论文使全反式维甲酸在国内外较快得到重复和推广，为

APL 病人带来福音。

1995年，大连解放军中医血液病专科中心黄世林、郭爱

霞、向阳、王晓波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林慧娴、富

丽等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复方青黛片为主治疗急性早

幼粒白血病的临床研究》，以复方青黛片治疗60 例APL，完全

缓解率达 98%。所用中药复方含青黛、太子参、丹参、雄黄，

其中雄黄含硫化砷（arsenic disulfide）。
1996年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的张鹏、王树

叶、胡龙虎、施福东、邱凤琴、洪珞珈、韩雪英、杨惠芬、宋颖

昭、刘艳平、周晋、金镇敬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三氧化

二砷注射液治疗72 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总结他们自

1992 年至 1995 年用三氧化二砷（不含汞）治疗 130 例APL
病人中，完成一个及以上疗程的 72 例。初治患者完全缓解

率为 73%，复发患者完全缓解率为 52%，与全反式维甲酸无

交叉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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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8月 1日美国Blood杂志发表陈国强、朱军、石学

耕、倪建华、仲豪杰、Si G Y、金小龙、唐玮、李秀松、熊树民、沈

志祥、孙G L、马军、张鹏、张亭栋、Claude G、陈赛娟、王振义、

陈竺的合作论文，报道陈竺、王振义、陈赛娟等带领上海血液

研究所，用体外培养白血病细胞，开创对三氧化二砷治疗白

血病作用的分子机理研究。

1997年，徐敬肃、段秀锦、徐莹、辛晓敏、宋晓红、张庭栋

（原文误写“张亭栋”的名字）在《中华血液学杂志》报道对于1
例反复发作3 次的APL 病人，每次用“癌灵一号”，获得20 年

存活。

1997年Blood杂志发表上海的沈志祥、陈国强、倪建华、

李秀松、熊树民等人的论文，他们用纯三氧化二砷治疗15 例

APL，其中10 例只用三氧化二砷，取得90% 的完全缓解率。

1998年，世界最权威的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NEJM）发表美国纽约的 Sloan-Kettering 癌症纪念

医院和康奈尔医学院的 Soignet 等人的论文。他们给常规化

疗后复发的 12例APL病人使用三氧化二砷，观察到 11 例完

全缓解，其机理可能和细胞部分分化和细胞凋亡有关。

NEJM 文章导致国际医学界广泛接受三氧化二砷对APL 的

治疗作用，起到了此前 20 多年中国医生在中文杂志上未能

起到的作用。

6 肯定屠呦呦和张亭栋的意义
中国和世界肯定屠呦呦和张亭栋等，不仅是对他们迟到

的感谢，也有利于中国和世界认识到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

宝库。人们必须研读中文文献，透过多层迷惑，才能发现哪

一个药是针对哪一个疾病，正如屠呦呦和张亭栋在 1970 年

代所做。

直接提示我们的是：可以通过研究，确定三氧化二砷是

否确实还有其他治疗作用。因为张亭栋和其他中国研究者

曾报道三氧化二砷可治多种癌症，包括肝癌、食管癌、胃癌、

结肠癌、淋巴肉瘤等。比如，方锦声等1981 年在江苏省医学

科学情报所总结其对42例晚期原发性肝癌的治疗作用，“癌

灵一号”加外科手术的3 年存活率为42%，其中5 例生存超过

5年，而单纯手术的3年存活率为8%，无超过5年者。1988年
李元善、张亭栋、王兴榕、刘旭在《肿瘤防治研究》报道他们在

体外细胞培养观察到“癌灵一号”对肝癌细胞系的作用。间

接提示：严格地研究其他中药成分的作用，可能还会有更多

发现。比如中国一些医院模模糊糊用的一些药、很多企业马

马虎虎地制造和推销的一些药，如果经过严格检验和研究，

可能会更明确适应症，有更好疗效，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适合

用药的病人才能得到帮助。

研究“523任务”的历史，有助于了解中国大科学计划、大

协作的优点和缺点。“两弹一星”是成功的例子，青蒿素的经

验并不同于两弹一星。而彼时还有遍布全国的“气管炎办公

室”、“慢性老年性肺心病”等课题，耗费的人力、物力不少，是

取得了我们大家不熟知的成果，还是结局并不乐观？汲取这

些先例的经验和教训，对目前的多个大项目，也许有所裨益。

如果屠呦呦和张亭栋获得了中国的广泛认可、甚至世界

的肯定，我们希望，中国大众不要简单地加以英雄崇拜，更不

应该否认其他人的工作。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很多人参与

并作出重要贡献，包括“523任务”的组织者，也包括云南的罗

泽渊、山东的魏振兴、广东的李国桥、北京的李鹏飞和梁丽、

上海的吴照华、周维善和吴毓林等。屠呦呦研究小组的钟裕

容、余亚纲、倪慕云也有重要贡献。解放军战士、农民是早期

临床疗效的志愿者，而那时志愿的程序不同于现在。最重要

的是，这些药物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

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通过争

论可以将我们带近真理。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略略））

注注：：本文转载自《科学文化评论》2011年第 4期第 27~44
页，本刊有删节。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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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编后记编后记
张文虎

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 100011

《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这本书原

本一直在我的桌子上，2013年后因为我

把精力放到了新媒体出版，屠呦呦老师

的这本专著才被我放到了我的书柜里，

渐渐离开了我的视线。直到今年的 10
月5日，几个好友打电话给我，说屠呦呦

老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向

我一并表示祝贺，我又重新翻开了它。

我确实感到高兴，本想当天给屠老

师打个电话，分享一下喜悦的心情，但

最终还是没有打。这一两年我和屠老

师也疏于联系，本来就是不想干扰她，

心想老人家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更希望

她能在12月去斯德哥尔摩领奖。

10月6日，面对众多采访的记者，屠

老师明确说，她希望这本化学工业出版

社出版的、绿色封面的书能和她一起与

世界对话。我相信此刻的老人家，心里

应该是轻松的。这本书是屠老师唯一

的一本专著，也是她人生主要阶段的工

作总结，是她对科学世界的理解，是她对

原始发现的记录，是她又一次团队合作

的成果，也是她对有关争议的回答。

这本书的选题最初是一个药学前

辈介绍过来的，这位前辈在我们出版社

出版过优秀的药物科普图书。2007年
春节后屠老师到出版社时，就是他陪同

的。屠老师见面就直言，内容较多，有

很多工作需要多方合作完成，希望出版

社帮助尽快完成出版青蒿素的这本专

著。之前我也知道屠老师的出版过程

不算顺利，但凭着对科技史的肤浅了解

和看到老人家的焦急心情，我们很快安

排了选题计划。

出版社编辑和作者的合作未必每

次都是愉快的。但是，和屠老师的合作

是愉快的。原因很简单，和屠老师的合

作出版过程中，我们始终是平等的，从

来没有遇到过交流上的障碍，她是一个

直率、敏捷、谦虚、简朴的人。编辑一般

很喜欢和这样的作者打交道。

值得让人铭记和高兴的是，这次合

作让出版社和我也获得了意外的收

获。在我社众多的、重要的学术著作中

又多了一本诺奖获得者的专著。本人

也获得一次意想不到的、仿佛置身其中

的科学发现体验，激发了对原始创新的

全面思考，2009年 12月我还完成了博

士论文“青蒿素的发现和创新之路及其

理论思考”。当然，如果没有屠老师精

心保护的原始数据，比如实验记录、临

床记录、来往信件、会议记录、523文

件、会议报告，我是难以完成这篇论文

的。论文通过对以往诺奖的案例分析，

明确希望科学界能承认这是一个诺奖

级别的科学发现。

屠老师还是一个心存感激的老

人。2008年夏天，《青蒿及青蒿素类药

物》初稿基本完成，我去屠老师办公室

商量定稿事宜。屠老师一如既往在中

药研究所九楼简朴的办公室里等我，茶

早已倒好。到中午讨论结束时，屠老师

告诉我，稿子快完成了，今天请你到研

究院的专家餐厅吃饭。我知道她对出

版社怀有感激之情。

（本文作者为化学工业出版社副总

编辑，《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的责

任编辑。）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书评

屠呦呦，编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年第 1版/2015年第 2版，定价：

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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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读—读《《呦呦有蒿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屠呦呦与青蒿素》》有感有感

苏青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北京 100863

2015年 10月 5日，中国药学家屠

呦呦因首先发现和解释了青蒿素治疗

疟疾的原理，找到了有关疟疾的新疗

法，与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

和日本学者大村智一道，共同荣获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0月
11日，科学普及出版社推出新书预告：

将于 10月中下旬出版《呦呦有蒿——

屠呦呦与青蒿素》一书。喜讯连连，欣

喜之余，不禁感慨万千：这个世界从来

没有免费的午餐，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

的人。

疟疾是全世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公

共卫生问题之一，历史上它不仅曾给人

类造成过重大危害，至今仍在全球一些

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非洲广泛流行。人

类对付疟疾的最有力药物均源于金鸡

纳树和青蒿两种植物提取物。1820
年，法国化学家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

埃和约瑟夫·布莱梅·卡旺图合作，从金

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疾成分——奎

宁，并于 1850年左右开始大规模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以此合成了

氯奎宁，并在战后成为抗疟疾的最重要

药物。之后，奎宁和氯奎宁因大量应用

而逐渐产生抗药性，迫使人们开始寻找

具有耐抗性的治疗疟疾特效新药。

公元340年，东晋的葛洪在其撰写

的中医方剂《肘后备急方》一书中，首次

描述了青蒿的退热功能；明代医药专家

李时珍在其所著的《本草纲目》中则说，

青蒿能“治疟疾寒热”。20世纪 60年

代，越南战争爆发，为帮助北越部队解

决因疟疾流行导致战斗力大减的急难，

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紧急研制

抗疟疾新药，“523项目”（1967年 5月

23日，总后勤部和国家科委在北京召

开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全国协作会议，

将防治抗药性恶性疟疾定为一项援外

战备紧急军工项目，并以开会日期为代

号，将该项目称为“523项目”）研究团

队遂开始了历时近 20年前赴后继、艰

苦卓绝的科研攻关。

研制青蒿素抗疟疾系列药物是一

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在中国特定

时代下“全国一盘棋，科研大协作”科研

模式的一个成功范例。该项目集中了

全国的科技力量联合研发，组织、动员

了 60多个单位的 500多名科研人员参

与，有近 10位科技人员做出了突破性

的重要贡献。屠呦呦更是创造了“三个

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 项

目”组，第一个提取出对疟原虫的抑制

率达 100%的青蒿素，第一个做青蒿素

抗疟临床实验，并由此先后获得了拉斯

克奖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等国际

医学大奖。

对屠呦呦是否应该获得这些重大

奖项，业界和坊间一直没有中断过争

论。这些大奖的评选标准其实很简单，

就是鼓励科研工作的原创性，奖励第一

个发现者或发明者。曾庆平教授在《呦

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一书的

“科研的思路何其重要”文中指出：“屠

呦呦的创意有两个：一是改‘水渍’为

‘醇提’，因为青蒿素为脂溶性而非水溶

书评

饶毅，张大庆，黎润红，等著。2015
年10月第1版，定价：38.00元。

138



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特刊 www.kjdb.org

性，适合用有机溶剂提取；二是改‘高温

乙醇提取’为‘低温乙醚提取’，因为高

温能使青蒿素失效。”在曾庆平看来，

“屠呦呦发明的青蒿素低温萃取法不仅

是一种方法创新，更是一种思路创新”，

这对研制项目最终取得成功至关重

要。屠呦呦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些大奖，

主要就是基于她对青蒿素的最初发现，

基于她的方法创新和思路创新。当然，

庆贺屠呦呦荣获诺奖，并不意味着否认

其他科技工作者在青蒿素研究中所作

出的成绩和贡献。对此，我们理应抱以

平和的心态。

科学研究从来都是一件老老实实

的事情，来不得半点投机和取巧。饶毅

在总结青蒿素科学史经验教训时曾指

出，青蒿素的科学史在今天最大的启示

就是扎实做事。发现青蒿素的工作不

是天才的工作，屠呦呦和她的小组成员

以及参与“523项目”的科技工作者都

不是天才，但他们认认真真、扎扎实实

做研究，当机遇来临的时候，能够把握

并把工作做好，而不是简单放弃。饶毅

一语可谓道出了所有成功者的共同奥

秘：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长期以来，饶毅教授一直关注青蒿

素的科学史研究，2000年曾建议他的

一位研究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后来这

位研究生做记者去了，没能实现他的愿

望。2007年回国后，他与北京大学医

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合带研究生

黎润红，专门研究青蒿素科学史。《呦呦

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一书就是由

饶毅、张大庆、黎润红师生 3人共同编

著的，前 4章为青蒿素科学史研究，通

过详实的史料忠实记载了20世纪60—
70年代中国科技工作者发明青蒿素治

疟新药的攻关历史，热情呕歌了广大科

技人员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第5
章分析、总结了青蒿素治疟新药攻关历

程的成败得失，客观评价了屠呦呦在其

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作出的重大科

学贡献；附录列出了“523 项目”大事

记，以及青蒿素研究大事记。全书具有

很强的学术性、史料性和可读性，是对

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的很好献礼。

科学普及出版社历来就有捕捉热

点选题迅疾出版的好传统，得知屠呦呦

获诺奖的当天，社长秦德继和党委书记

辛兵遂即决定出版屠呦呦的图书选题，

并迅速组建由社领导牵头的策划小组、

编辑小组和营销小组。社长助理杨虚

杰早就得知饶毅、张大庆、黎润红等学

者一直在从事青蒿素的科学史研究，并

与相关人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

所带领的团队当晚即拿出图书编写方

案，第一时间与作者接洽，并很快得到

作者的授权和首肯。由此可见，天道酬

勤，机遇还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严格说来，《呦呦有蒿——屠呦呦

与青蒿素》书名与书中的内容并不十分

贴切，明显带有夺眼球、抢市场、争营销

的功利意图。但是，瑕不掩瑜，在欢庆

屠呦呦作为中国大陆科学家首获诺贝

尔自然科学奖的同时，出版这样一本由

一流学者撰写、反映一流科学成就的学

术科普图书，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同

样值得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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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传
解雪 著。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定价：23.00元。

在世界科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不仅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

贡献给了科学事业，而且还在身后留下遗嘱，把自己的遗产全部捐献给科学事

业，用以奖掖后人，向科学的高峰努力攀登。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科学奖，已

经成为举世瞩目的最高科学大奖。他的名字和人类在科学探索中取得的成就一

道，永远地留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史册上。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就是世人皆

知的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本书讲述了诺贝尔的故事。

话诺贝尔奖
凌永乐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定价：35.00元。

本书从诺贝尔生平话起，讲述了诺贝尔奖的创立、奖项、奖章、奖状、奖金、授

奖典礼、评选获奖者、影响和效应、差错和争议、统计和分析、中国获奖者和展

望。本书内容生动活泼，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并附有多幅图像和近百枚纪念邮

票，还有110年来各项诺贝尔奖获得者和他们的成就。

一本书读懂诺贝尔奖
《南方周末》 编。21世纪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定价：25.00元。

2012年“诺贝尔”袭来。只有在莫言荣获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诺

贝尔奖”这个字眼才史无前例地与我们拉近了距离。我们第一次不用眺望，也无

需仰望，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

《南方周末》汇聚多年积累，精心打造了这本《一本书读懂诺贝尔奖》，既有关

于诺贝尔奖知识点的介绍，又有对于近10年诺贝尔文学奖、经济学奖、生理学或

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获得者们的深度访谈。诺贝尔在遗嘱中写到，能够

获得这一奖项的人是“为人类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不必

追根溯源，仅截取距离我们最近的10年，便可大致了解全貌。

诺贝尔奖的启示
吕淑琴，陈洪，李雨民 著。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定价：48.00元。

诺贝尔奖自1901年首次颁奖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世界上最

有影响的科学奖励，诺贝尔奖一直广受世界各国科学家、政府、企业和广大民众

的关注。

本书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讨论了国家投入、大学、科研机构、企业和私人基

金，以及诺贝尔奖得主个人因素对诺贝尔奖产生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

还讨论了诺贝尔奖成果的产出问题、科学传统和科学规范问题等，给读者带来富

有意义的启示。

诺贝尔奖之问
黄晓勇，潘晨光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定价：88.00元。

何谓诺贝尔奖？诺贝尔奖的“幕后”历史是什么？诺贝尔奖有本质吗？诺贝

尔奖是跨越国家、民族和政治的吗？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哪些统计学意义上的特

征？不同国家在已经颁发的诺贝尔奖记录中是怎样的“排位”？中国人的诺贝尔

情结是如何产生的？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科学奖会在何时诞生？一个旨在赢得诺

贝尔奖的教育科研政策是合理的政策吗……本书从包括传播学、政治学、科学社

会学、科学史等多学科的视野来审视、分析并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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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斯德哥尔摩之路：诺贝尔奖、科学和科学家
[匈] Istvan Hargittai 著，节艳丽 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 9月第 1版，定价：

38.00元。

哪种类型的科学家会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他们是怎样被挑选出来的?他们以及他

们的获奖研究是否具有一些普遍特征?本书描述了科学发现的属性，诺贝尔奖的遴选程

序，影响获奖研究的普遍因素，以及诺贝尔奖对科学自身的作用。书中讲述了科学家克

服逆境，最终赢得奖项的故事；深刻洞察了获奖者早期生涯中导师的重要性，并且分析

了开展获奖研究的工作场所的重要性；同时还有获奖者对“是什么首先使你决定从事科

学事业”这个问题的各种回答。本书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了许多有关科学、科学家以

及创设于100年前的诺贝尔奖的情况——它今天仍然是人们瞩目的话题。

如何获得诺贝尔奖
[美] J. Michael Bishop 著，程克雄 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定价：32.00元。

J. Michael Bishop 获得了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博览文学和诗歌，

这在科学界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如同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一样，他能记住他读过的

东西并予以深刻思索。他赢得诺贝尔奖完全当之无愧。他为了科研事业而到政界奔

走呼吁，他对癌症和微生物见解精辟，他为科研而献出身心，这一切都给他的写作提供

了充沛养分。本书讲述了他通往诺贝尔奖的科研历程。

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
[挪] Robert Mark Friedman 著，杨建军 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定价：42.00元。

本书的目的在于引起对诺贝尔奖及其意义、价值的新的思考和讨论，也许当诺贝

尔奖的神秘性降低后，我们对科学生活的真正意义会有更高的了解。而作者下面这番

话定能给中国的读者更多启示：“期望一位在中国的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是无可

厚非的，可是如果相信它是一个国家表现科学技术高水平的唯一或最佳途径就错了。”

诺贝尔的囚徒
[美] Carl Djerassi 著，黄群 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定价：25.00元。

本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科学界，一个在局外人看来洁白无暇的世界。故事的主

人公之一是分子生物学教授康托，这是一位自信的科学家，据他自己认为，“只有少数

科学家既诚实又富有原创精神”，而他自认他就是这样的科学家。他在某个凌晨灵光

乍现，冒出一个将要赢得诺贝尔奖的想法--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非常谦虚地

说，是一个天才的想法”。他为此而构思了一个实验。但恰恰是这个实验给他日后的

研究生涯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烦恼……

诺贝尔奖中的科学：生理学或医学奖卷
[日] 矢沢科学事务所 编著，王沥 译。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月第 1版，定价：39.80
元。

诺贝尔奖是这个时代最富有神秘色彩的科学奖项了。获得这一无上荣誉的科学

家们，他们的成长、性格、人生经历不一而同，最终却都得到了诺贝尔奖的青睐。为什

么是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的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本书从最近30年的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当中甄选出15位“科学巨星”，带领读者一起看看他们的探索

之旅、他们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看看那些公众注意力之外的故事和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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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世界现代医学史的巨人们
张庆柱 著。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定价：88.00元。

全书收集了历年（1901—2005）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生平、教育、

科研成果、获奖经过、奋斗历程及各种花絮和逸闻趣事，尤其对获奖项目的研究内容、

学术价值、突出贡献和伟大意义做了专业性的特别介绍，融科学性、知识性和趣味性

于一体，材料翔实，图文并茂，将历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的杰出业绩和传

奇人生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给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人们以借鉴、启迪、激励、信心

和力量。

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 医学卷 药学分册
刘德培 著。科学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定价：158.00元。

本书按基础医学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与护理学、药学、中医学与中西医结合学

科方向结集卷册，卷首简要回顾20世纪的中国医学发展概况,卷尾附20世纪中国医

学大事记。这与传文两相映照,力图反映出中国医学领域的百年发展脉络。书中以

突出学术成就为重点，力求对学界同行的学术探索有所镜鉴，对青年学生的学术成长

有所启迪。医学卷记述了100多位医学家的研究路径和学术生涯，其中药学分册共

收录了42位药学家。

迟到的报告——五二三项目与青蒿素研发纪实
张剑方 主编。羊城晚报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定价：20.00元。

本书主要阐述了“523任务”及其历史贡献。1967—1980年，由 60多个科研单

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集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全国 523领导小组

统一组织管理，经过长达13年的艰苦奋斗，研制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抗疟药物。在

这一过程中，科研人员发现并提取了抗疟药物青蒿素。

青蒿素研究
李英 著。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定价：150.00元。

本书是40年来中国在抗疟药创新研究的文献汇编，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抗疟新药

研究的各个环节，如植物化学、合成化学、分析化学、药理学、毒理学、药代动力学、临

床研究等的工作。其中主要的论文是有关青蒿素的发现和发展。由于该项成功的研

究，蒿甲醚、青蒿琥酯和蒿甲醚复方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基本药品目录”，成为第

一线的抗疟药。这是中国开发的新药走向世界的开始。

青蒿素类抗疟药
李国桥，李英，李泽琳，等 编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定价：150.00元。

当今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无论单药或者复方，无论中国或者外国生产，无一不是

中国人发明的。本书记录了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发明全过程和详尽的研究数据，为中

国在新药发明史上留下一份既全面又真实的珍贵文献。同时本书既有中国40年来

相关的研究结果，又涵盖了近年国际上的最新发展，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第一章阐述

发明历史和研发思路（以原始资料为据），第二章至第八章按植物学、化学、药物分析、

药理毒理学、青蒿素类药各种制剂的临床研究和应用等系统阐述，先单药后复方。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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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教授的工作，为青蒿素治疗

人类疟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得到国

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推广，挽救了

全球范围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数以百

万计疟疾患者的生命，为人类治疗和控

制这一重大寄生虫类传染病做出了革命

性的贡献，也成为用科学方法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并走向世界最辉煌的范例。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竺陈竺

《中国中医药报》[2015-10-09]

屠呦呦作为中国大陆科学家首次获

得诺贝尔奖，必将对中国广大科技工作

者带来巨大鼓舞，也必将激发更多中国

科学家不断开拓创新，迈向一个又一个

科学高峰。 ———科学技术部部长—科学技术部部长 万钢万钢

《中国科学报》[2015-10-08]

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及开辟的治疗

疟疾的新方向，不仅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也为千万患者带来了福音。屠呦呦的获

奖，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这必将激励更

多的中国科学家不断攀登世界科学高

峰，为人类文明和人民福祉作出更多更

大的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礼白春礼

《中国科学报》[2015-10-08]

这是中国大陆科学家首次获得诺

奖，另外也是以中药为基础的科学研究

获得的一个诺贝尔奖。这说明中医中药

研究的重要性，也说明科学研究需要重

视原创性。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军事医学与药物化学专家军事医学与药物化学专家 陈冀胜陈冀胜

《中国科学报》[2015-10-08]

屠呦呦教授在对中国传统医药的研

究中，先驱性地发现、提纯青蒿素，开创

了疟疾治疗的新方法，以青蒿素为基础

的复方药物是疟疾治疗的首选方案。生

命是至上的，屠呦呦教授的研究对世界

人类健康事业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是

中国的荣光和骄傲。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李斌李斌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5-10-06]

青蒿素项目的重大科技成就在于以

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多学科协同创新，把

传统医学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是基础

研究和应用转化包括临床验证紧密衔接

的成功范例。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刘谦刘谦

《经济日报》[2015-10-08]

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是传统中

医在当代发展必然要走的一条道路。从

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也可以看出，现代中

医研究不能只用老办法，而是要在此基

础上，研究新方法，这就要求人们要以科

学的眼光，认识和发展中医。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学上海市科学

技术协会主席技术协会主席、、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

陈凯先陈凯先

《中国中医药报》[2015-10-21]

中医药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传承好

才能创新。中医药的发展必须与科学技

术相结合，借助科技提升中医药学术，发

展创新。固守传统，拒绝现代科技，中医

药的发展只能是空话，只有踏实务实才能

成功。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北京中医医院院长 刘清泉刘清泉

新华社 [2015-10-06]

中医关于中草药有着丰富的知识，

而西方科学家可以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

对中草药进行分析提炼。屠呦呦既有中

医学知识，也了解药理学和化学，她完美

地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因此东西方医学

研究携手合作，会得到丰硕成果。因疟

疾死亡的人每年达到两亿，她以惊人的

毅力发现青蒿素，是第一个证实青蒿素

可以在动物体和人体内有效抵抗疟疾的

科学家。青蒿素可以将受疟疾感染的死

亡率下降 20%，她的研发对人类的生命

健康贡献突出。她的研究跟所有其他科

研成果都不同，为科研人员打开了一扇

崭新的窗户。

————2015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委

让让··安德森安德森

《人民日报》 [2015-10-06]

屠呦呦的发现和研究工作为我们做

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应该像她这

样，从分子学角度研究中医中药的药物

作用，为人类造福。中医中药要与时俱

进，环境在变化，药物成分和产量也在变

化，我们需要从分子水平研究出中医中

药的机理和原理，从而为人类做出贡献。

———瑞典卡罗琳学院研究员—瑞典卡罗琳学院研究员

顾丰顾丰

人民网 [2015-10-06]

青蒿素的发现，为治疗疟疾提供了

划时代的治疗方法，成功挽救了数以百

万计的生命。这一发现对于中医药现代

研究或者国际化研究来说是一个利好消

息，相信这次屠呦呦获奖之后，全世界将

会有更多的人到中医药这个博大精深

的宝库里来，寻找人类健康问题的解决

方案。

———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院长

吕爱平吕爱平

新华网 [2015-10-07]

疟疾的全球死亡率和发病率甚高，

青蒿素化合物的发现是人类治疗和控制

这种疾病的革命性进步，其对挽救生命

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对人类健康事业

作出了重大贡献，该研究成果被授予诺

贝尔奖实至名归。

———加拿大分子寄生物学领域研究—加拿大分子寄生物学领域研究

主席主席、、多伦多大学教授多伦多大学教授 凯文凯文··凯恩凯恩

《科技日报》[2015-10-07]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科技界声音

图片来源：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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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信息》记者张九庆，在

1998年第 2期发表“别人的荣誉我们的

梦——中国与诺贝尔科学奖”一文，指

出：

一个科学波动周期大约为 35年，任

何一个科研体制不存在严重缺陷的国

家，很可能在此段时间内获得科学技术

研究的重大突破。按此推断，假如从

1978年“科学的春天”算起，到 2012年便

是 35年。那么，我们最多再等 15年。中

国大陆不乏科学精英，诺贝尔奖零的突

破理应能够实现。

集美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副教授施

若谷在《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 5
期，发表“21 世纪之初是中国问鼎诺贝

尔奖的最佳时机”一文，指出：

中国有优良的科学教育传统，尤其

在确立和实施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的今

天，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强大，因此，21 世纪之初将是

中国问鼎诺贝尔奖的最佳时机。

1999年，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接

受记者采访时认为：

中国科学家20年内问鼎诺贝尔奖。

————《《深圳特区科技深圳特区科技》》19991999（（66））

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

振宁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我觉得 20年之内，一定会有中国本

土出来的诺贝尔奖级的工作。假如经济

增长快，还不止一个，而是好些个。因为

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而且中国领导人

对科技发展的速度有很殷切的要求，对

研究工作的投资也有大幅度的增长。

————《《光明日报光明日报》》[[20002000--0808--0707]]

2002年7月13日，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举办纪念赵忠尧教授诞辰100周年活

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发来

书面发言，透露：

中国科学家早在70年前就应该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获奖者应该是赵忠

尧教授。

———新华网—新华网 [[20022002--0707--1313]]

2004年 10月 26日，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评委会主席Jan-Ake Gustafs⁃
son在天津出席“中国泰达生物论坛”，接

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被授予诺贝尔奖的成果要有10年以

上的时间来得到科学界的验证，有时时

间甚至会更长。中国科学家要获得诺贝

尔奖至少还要10年时间。

————《《江南时报江南时报》》[[20042004--1010--2626]]

2006年3月23日，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丁肇中到东南大学出席AMSC实

验室连通运行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中国在历史上对科学有非常重大的

贡献，落在西方的后面是最近几百年的

事情。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政府对科

技的支持，很快会有很多的中国人能够

得到诺贝尔奖，这是很必然的。

————《《新华日报新华日报》》[[20062006--0303--2525]]

2009年 12月 12日，北京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科学网”博客发布

博文，预计：

2039年前，中国在自然科学做出的

发现，将有多个达到值得获诺贝尔奖的

水平。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2372237--
278128278128.html.html

2010 年 9 月 22 日，汤森路透公司

（Thomson Reuters）首席分析师大卫·彭

德尔伯里（David Pendlebury）对中国记

者表示：

2017年到 2025年间，中国将捧得首

个化学或物理学奖。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061540615--
365843365843.html.html

2013年9月29日，南京工业大学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维在迎接该校

6900名本科新生的开学典礼上，预测：

10年之后的中国，像诺贝尔奖这样

的国际性重要指标，在中国大地出现应

该将会成为常态，而不是个案。在文学

奖之后，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方面的奖

项将陆续被中国人斩获，没有任何悬念

……

———中国新闻周刊网—中国新闻周刊网 [[20132013--1010--1111]]

2013年 10月 11日，汤森路透公司

（Thomson Reuters）知识产权与科技中

国区总裁郭利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

表示：

中国科学家可能在未来 10 年到 15
年左右获得诺奖。

———人民网—人民网 [[20132013--1010--1111]]

2014年，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

系副教授张善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科技的

发展已逐渐由模仿、跟随、改进走到全面

创新。在当前阶段，没有必要过度追逐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以中国人的聪明才

智和勤奋努力，只要有一群人静心研究

20年，国家和企业给予持续支持，获得诺

贝尔自然科学奖是早晚的事。

————《《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报》》[[20142014--1010--2121]]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陈广仁陈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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