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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屠呦呦有多难，相信每个试图尝
试的人都深有体会。“得奖是过去的事，采
访已经说得很多了，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搞
研究，不是接受采访。”老人的拒绝往往坚
决而不讲情面。

我们这次的采访也是一样。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的
展板上，我们看到青蒿的图片和说明。为了
采访，我们也查阅了很多关于青蒿、青蒿素
的资料。

在与屠呦呦团队的互动和沟通中，我
们逐渐对青蒿 、屠呦呦 、青蒿素 、屠呦呦团
队和青蒿素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从
心底涌起崇敬之情。

青蒿是一年生草本植物。这种挽救了
数百万人生命的植物，分布在几乎大半个
中国的土地上。河边、山谷、路旁、林缘……
甚至身处艰险的石隙，它也能倔强地生长。

青蒿没有美丽的花朵、扑鼻的花气，如
果不是刻意观察，大多数人甚至会忽视这
种随处可见的植物；它没有争奇斗艳之心，
在百花盛开的时节，它低调地待在一旁，不
求有人赞美。

然而，青蒿无论身处的环境多么复杂、
艰苦 ，它只是默默地吸取营养 ，然后一丛
丛、一蓬蓬精彩地生长。

不畏艰难 、甘于寂寞 、脚踏实地 、甘于
奉献……这像极了屠呦呦、屠呦呦团队，以
及他们所代表的科研工作者们。正是他们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默默的付出，让我们能

体会到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理解了科学家的拒绝。屠呦呦曾
说“这几年也受表彰了 、也露脸了，现在得
干活了”——— 他们关注的，就是自己的研究
课题、项目进展，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多做
贡献。

屠呦呦所带的博士生马悦说：“屠老师
的一生都没有因为周遭的环境变化而心有
旁骛。她对科学研究的踏实和执着打动了
我们。”

“科学要实事求是。药物的关键是疗
效，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论文变成药，
让药治得了病 ，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
类。”屠呦呦说 ，“我们不是为了得奖而得
奖，也不是得了奖就完了，既然已经开始研
究，就要拿出更多更实际的成果。”

言犹在耳，我们似乎看到一丛丛在风
雨中倔强生长的青蒿，更感受到中医药工
作者“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青蒿素
精神”。

本报记者梁相斌、周宁、卢国强

“得奖 、出名都是过去的事，我们要好
好‘干活’。”2018 年初，出生于 1930 年的屠
呦呦略显焦急。

在这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眼中，“新年”更多
只是一个时间概念，在提醒她“还有很多事
要做”。

屠呦呦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谈起了
她的新年期望。

期望一：发现青蒿素更多

“秘密”“把论文变成药”

自 1969 年正式接触抗疟药，至今近
50 年的岁月中，屠呦呦与青蒿素结下不解
之缘。

她和研究团队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
方》中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
尽服之”深入到微观世界，让青蒿素更多的
“秘密”显现出来。

对于普通人来说，从青蒿到青蒿素、双
氢青蒿素，科学的进步让更多人获益；然
而，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每一小步前进都显
得步履维艰。

“青蒿素抗疟的疗效比较客观，但是青蒿
素是怎样实现抗疟、在人体中发挥药用作用
的机理是什么，以前我们做得不够，现在要深
入研究。”屠呦呦告诉记者，在今后一段时期
内，这是她和科研团队的攻关重点。

“我们明白了青蒿素抗疟机理，就
能更充分地发挥药效，更好地应用这种
药，这是青蒿素研究的重要环节。”弄清
楚青蒿素的“秘密”，很可能不仅仅是发
挥它抗疟的作用，屠呦呦告诉记者，她
已经看到青蒿素“在扩大适应症方面的
希望”。

“科学要实事求是。药物的关键是疗
效，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论文变成药，让药治
得了病，让青蒿素更好地造福人类。”屠呦
呦说。

期望二：建立中医药国家实

验室广纳海内外人才

“几十年前青蒿素刚被发现时，也有其
他一些单位在进行研究，但因为没得到足
够重视，很多东西发现了却没深入做下
去。”屠呦呦回忆，“我们是在党和政府的关
注和支持下，才有了后来的成就。”

正是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屠呦呦更加
珍惜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这个
研究平台，并希望它能“升级”成为中医药
研究领域的国家级实验室：“现在党和国家
这么重视中医药事业，我们需要建立一个
高水平、高层次的中医药研究平台，用最尖
端的现代科学技术把青蒿素研究做‘透’，实
现真正意义的中西结合。”

同时，高水平的研究平台自然可以吸
引更多海内外高水平的科研人才。“我们
已经引进了一些青年才俊，他们为推动青
蒿素研究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人才还是感
觉不够，我们还想引进更多海内外人才。”
屠呦呦看着团队中共事数十年的姜廷良
(出生于 1933 年 )、廖福龙 (出生于 1942
年 )，眼神复杂，“我们都已经七老八十
了。”

谈及未来的研究，屠呦呦瞬间恢复了
自信和笃定：“我们不是为了得奖而得奖，
也不是得了奖就完了，既然已经开始研究，
就要拿出更多更实际的成果来。”

期望三：用现代科技研发中

医药创新传承发展途径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底，全球 91 个国家和地区约一半
人口仍受疟疾威胁，当年发生 2 . 12 亿疟疾
病例，死亡 40 多万人，疟疾仍是世界三大
致死疾病之一。但正是由于中国科学家从
中医典籍中获得启发、发现青蒿素，把更多
人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青蒿素实实在在的效果，让国际承认
了中医药疗效。”屠呦呦说，“从青蒿里面找
到青蒿素很难，但全国‘523’团队证明了‘只
要努力就会有收获’的道理。”

屠呦呦认为，从青蒿到青蒿素的研发
过程只是中医药创新的一种途径，中医药
的传承和发展还有多种途径和可能性。

“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把中医药继
承好 、发展好 、利用好，是我国科学工作者
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屠呦呦说，“健康是
美好生活的前提。‘健康中国’需要我们去踏
踏实实地‘做’，让更多医学科研成果应用到
人，让更多患者远离病痛，这是每一名中医
药工作者的追求和担当。”

科科学学要要实实事事求求是是。。药药物物的的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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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间，距
离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已两年有余。两年间，屠呦呦
和她的团队在忙些什么，科研是
否取得了新突破？对于以屠呦呦
团队为代表的中医药人，诺贝尔
奖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些问题，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走进中国中
医科学院，探访屠呦呦团队。

青蒿素研究“国家队”：

从“几个人”到“一群人”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诗
经》中描述的野鹿，呦呦地呼唤同
伴一起到野外寻找和分享蒿草。

“几年前在中药所读硕士时
曾见过屠老师，感觉就是一个慈
祥的老太太，后来她得了诺贝尔
奖，越来越出名，我才知道生活在
我身边的老太太有这么高的学术
成就。所以在报考博士时我义无
反顾地‘投奔’了屠老师。”像博士
生马悦一样，近两年有越来越多
的青年才俊走进中国中医科学院
青蒿素研究中心大门。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青蒿
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廖
福龙还记得曾经的“屠呦呦团队”：
“实际上主要是屠教授带着两位做
化学工作的科研人员，团队很小。”

而现在，青蒿素研究中心已升
级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
中心”，这并非仅仅是名称的改变，
而意味着该中心正日益发展成为
青蒿素研究的“国家队”。

“对于青蒿素研究中心的设
备、人员编制、经费筹措等方面，我
们都给予大力支持。”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
告诉记者，该院已把阐明青蒿素类
药物的耐药机制及其控制方法，以
及临床应用拓展、生物合成研究等
列入“十三五”规划重点任务，并推
荐申报国家有关创新项目。

“我们不能闭门造车，对青蒿
素作用机理的研究，需要‘大协作’
思维。”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青
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姜廷良说，在这种
思路下，屠呦呦团队的构成也在发生巨大变化。

“目前，屠呦呦团队共 20多人，这些研究人员
并不局限于化学领域，而拓展到药理、生物医药
研究等多个学科，形成多学科协作的研究模式。”
廖福龙说。

青蒿素研究中心正在逐步建成覆盖国内外
相关科研单位的研究平台。廖福龙介绍：“我们与
中科院国家纳米中心等科研单位，新加坡国立大
学、首都医科大学等高校，大型上市药企等国内
外各领域的不同机构开展专题协作研发，共同主
办学术论坛等，以实现全球青蒿素科研资源和力
量的整合与共享。”

“国内有些单位在一些特定领域的青蒿素研
究甚至比我们还深入。”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屠呦呦希望搭建青蒿素研
发新平台，把国内外相关科研人员集合起来，融
合运用各种科技手段。

青蒿素研发“惊喜”连连：

抗疟机理、适应症研究有所突破

青蒿素已被发现 40年，但屠呦呦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青蒿的‘全貌’我仍不完全了解。”

科学界公认的事实是，青蒿素进入患者体内
后，在被疟原虫感染的红细胞内浓度最高——— 达
成这一共识已经 40年，但为何会这样，仍然没有
答案。

类似的问题还有，青蒿素在人体内代谢后会
变成双氢青蒿素，药效甚至强于青蒿素。“这也是
我们值得研究的问题。”姜廷良说。

随着多学科、广泛协作的模式初步成型，针
对青蒿素的研究广度、深度也在不断拓展，科学
家们正一步步接近“谜底”。

“在对青蒿素抗疟机理的研究方面，我们目
前更倾向于‘多靶点学说’，并已取得一定研究进

展。”廖福龙告诉记者，研究人员还
发现，青蒿中除青蒿素以外的某些
成分虽然没有抗疟作用，但对于青
蒿素的抗疟作用有促进作用，能够
提高青蒿素的利用度。

“我们现在进行的青蒿素与
其他抗疟药联合用药的研发中，
也借鉴了中医药理论，采取多药
物、多靶点办法寻找更好的疗效、
克服耐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
研究所博士向丽说。

更重要的是，通过科研人员不断
破解青蒿素的“密码”，这种已被发现
40 年的药物正显露出它更广泛的作
用：

在对双氢青蒿素的深入研究
中，屠呦呦团队发现该物质针对红
斑狼疮的独特效果。“红斑狼疮是多
因素综合导致的免疫系统异常，具
有高变异性，传统治疗方法往往只
能使用免疫制剂进行保守治疗，难
以根治，且长期服药会造成感染、肿
瘤等风险。”受访专家告诉记者，根
据现有临床试验，青蒿素对盘状红
斑狼疮有效率超 90%、对系统性红
斑狼疮有效率超 80%，且在发生、
发展到终结的整个病理过程均有明
显的疗效。目前，“双氢青蒿素治疗
红斑狼疮”已获国家食药监总局批
复同意开展临床验证。这也是双氢
青蒿素被批准为一类新药后，首次
申请增加新适应症。

同时，研究数据显示，青蒿素在
固有免疫及获得性免疫疾病的各个
阶段都可发挥抗炎及免疫调节作
用。研究人员已证明青蒿素在治疗
肿瘤、白血病、类风湿关节炎、多发
性硬化、变态反应性疾病等方面也
有一些效果。

“目前，青蒿素治疗肿瘤等课题
正在进行深入攻关，与此同时，我们
正在制定青蒿素在制备过程中的工
艺优化标准。”廖福龙介绍，近两年，
屠呦呦团队正式发表 15 篇科研论
文，其中包括两篇影响因子超过 10
的重要论文，还有三项专利正在申
报中，针对青蒿素可能出现的耐药
机制研究也已启动。

同时，屠呦呦团队的“青蒿素类
化合物抗疟机理研究”项目，获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500 万元资金
支持；科技部有关青蒿素适应症重
大新药项目已获批；不少药企提出
合作申请……

“时代给了我们好机会，希望
借此破除‘西医让你明明白白地
死，中医让你稀里糊涂地活’的谬
论。”屠呦呦说。

展望 2018：

让中医药登上“大雅之堂”

“青蒿素——— 中医药给世界的一份礼物”，
随着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这句话迅速为全世
界所知。

获得诺贝尔奖后，多所西方知名大学邀请
屠呦呦参与科研、授予其“荣誉博士”等各种称
号，甚至在经典的西医教科书中也可能首次出
现中医药的内容。

在张伯礼看来，“屠呦呦效应”对于中国科
技界特别是中医药科研人员，是一剂“强心
针”———“这证明了中国科技工作者在我国从事
的原创科研成果一样能够获得诺贝尔奖，这是
对科技自信的巨大鼓舞。”

但同时，摆在这位中医药研究“国家
队”掌门人面前的，还有无法掩饰的难题和
尴尬：“从学术本身来说，中医药不像西医
可以通过仪器、设备进行量化，很多东西
‘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这也成为中医药进步
的一种阻碍。”

更尴尬的是，截至目前，与西医有关的
国家实验室已有近百个，而中医还是空白。

“中医药国家实验室不是为了图一个好
听的名字，而是没有这样更高规格的平台，很
难吸引高层次拔尖人才。”与屠呦呦一样，张
伯礼为此十分焦虑，“我们中药研究所年均约
有 140 篇 SCI 论文，谁说中医不能登大雅之
堂？”

“无论中医西医，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人
类健康。中医药的继承和研究、开发模式可以
多种多样，对于青蒿素的研究只是其中一种，
但多学科研究方式应该是未来发展趋势。”廖
福龙说。

在张伯礼看来，以老百姓的重大需求、国
家重大需求、世界重大需求为导向，把几千年
来“原创经验”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青蒿素精
神”，无疑是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的
正确方向。 (本报记者梁相斌、周宁、卢国强)

制制图图::李李骁骁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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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喜：青蒿素对治疗肿瘤白血病等有效果 ，青蒿素对盘状红斑狼疮有效率超 9 0%

●焦虑：与西医有关的国家实验室已有近百个，而中医药目前连一个国家实验室也没有

●期望：将目前的青蒿素研究平台升级为“中医药国家实验室”，让中医药登上“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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