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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王逸涛、邵龙
飞、庄颖娜)他们头顶无数荣誉，却甘于留在
幕后，但只要一有应急救援和重大疫情防控任
务，他们便能走向台前“一招制胜”。

组建 60 年来，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某药物研究所走出了 7 名两院院士，拥有 1
个国际组织指定的“双资质”实验室、 7 个国
家和军队重点实验室、 190 余项高等级科技成
果奖，取得新药证书 74 个、专利授权 500 余
项……为国家和军队铸起坚不可摧的医学防护
盾牌。

把核心使命烙印在胸膛

1958 年，为解决我军复杂战场环境下的
医学防护难题，某药物研究所在京组建。汤腾
汉、黄衡禄、周金黄、张其楷、宋鸿锵、周廷
冲、黄鸣龙等老一辈科学家听令而行，从四面
八方齐聚到这个无声战场。

面对国外严密的技术封锁，科研人员从公
开文献中寻找蛛丝马迹；缺乏实验器材，他们
就自己画图自己做；某药品效果总是不理想，
他们就大胆运用中医复方理论，反复测试，一
举啃下硬骨头。

仅一年时间，他们就在防护重点领域拿出
初步防治措施，实现我军医学防护零的突破。

然而，他们没有时间庆功祝贺，新的攻关
大幕随即拉开……为寻找药源，他们上高山、
下海岛，甚至深入无人区，在较短时间内搜集
药方和中草药 5000 余种。研究所所长苏瑞斌
说：“流程很复杂，耗时费力，有时为了找到
一个靶标化合物，筛选次数要过万。”

那年，以研究所 40 多项尖端科研成果作
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项目获得我国医药卫
生领域首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标志
着我国拥有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医学防护盾
牌。

近年来，研究所瞄准军队卫勤建设需求，
不断加快科研成果与实战应用的有效对接：

——— 制订颁布系统配套的洗消、诊断、救
治国家军用标准体系，研发配备系列现场救援
装备，逐步实现成果装备化、集成化、信息
化，为打造新型国家医学安全防护体系奠定坚
实基础。

———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松、研究员谢剑
炜领衔的团队，攻克“防、检、治”的关键难
题，形成全新防护能力，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

——— 建成我国首个防护药品原料药中试与
产业化基地，产能跨度大、适用范围广，解决
了应急状态下特殊用药保障难题。

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2003 年春天，“非典”疫情肆虐。时任

研究员李松领衔的团队迅速锁定主攻方向，
很快取得进展。

2004 年，各地 H5N1 禽流感疫情频
发。面对国外制药公司“ 4 年后才能供货”

的答复，研究所自主研制了抗流感病毒药
物——— “军科奥韦”，并在较短时间完成全
部临床前工作。他们连续奋战 100 多个日
夜，跨过 17 道工艺门槛，主导建成年产能

200 万人份的生产线。
2009 年，当 H1N1 来袭时，李松团队

又一次创造奇迹：提高药品产能 30 倍，仅
用 135 天就完成 2600 万人份的国家储备任
务，为国家节约采购经费 57 亿元人民币。

随后几年，他们又为儿童流感患者研发
了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而帕拉米韦注射液
的成功研制，更是改变了全球流感重症患者
无药可医的困境。

研究员钟武说，目前，我国具备了应对
不同规模流感的自主防控能力，摆脱了关键
时刻防控药品买不到、买不起、买不足的困
境。

毒品成瘾快、戒断难、复吸率高，相关
研究一直是世界性难题。研究员李锦一头扎
进这个医学研究的“冷门”领域 20 年。

最终，他的课题组研究发现了新的阿片
功能调节系统，并首次证明对阿片成瘾和复
吸具有明确抑制作用……李锦被聘为我国首
个戒毒领域国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近年来，研究所新药研发步入快车道，
15 个新药品种接连进入临床，抗流感、抗
超级细菌等 4 个药品获得新药证书。

永远保持一颗奉献的心

研究所成立初期，为研制出可靠的防护
药品，科研人员不惜以身试药。现在，科研
条件改善了，大家再也不用“以身试毒”，
但牺牲奉献的精神却传承下来。

2015 年，天津港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发
生后，刚执行完海外防护保障任务的防护专
家王永安带头进入爆炸核心区。他率先提出
的“非防勿入、非训勿入，跨区处置、分级
防护”，成为指导救援的行动准则。

危难面前保持一颗无畏的心，事业面前保
持一颗滚烫的心。这是研究所全体人员的心
声。

有一年，研究所担负某应急药品生产任
务。因生产过程危险，厂家在开工前突然变
卦，撤出所有工人。紧急情况下，派驻药厂
的焦克芳、谢云德毅然承担起全部生产任
务。

徒手把一桶桶原料投入反应釜中， 24
小时轮流值班…… 40 多天后，累到尿血的
他们按时把合格的药品交付部队。

多年来，为了高效工作，许多人养成半
天不喝水、走路小跑的习惯；有的人由于长
期高负荷工作，再加上药物试剂的侵害，皮
肤反复过敏，却没有一天停止工作；有的胃
液反流无法坐下，就用废旧纸箱垫高办公
桌，每天站着工作十几个小时……

“我们甘愿把智慧、心血和汗水奉献给
伟大的事业，一生无怨无悔。”中国科学院
院士张学敏说。

铸就医学防护盾牌，危难时刻“一招制胜”
军事科学院某药物研究所组建 60 年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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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 5 月 14 日电
(记者王志)山东银丰生命科学
研究院 13 日对外公布：我国首
例人体低温保存的液氨罐运行
状态良好，平均每天消耗液氮
约 40 升。

“中国首例人体低温保存”
曾引起医学、生物、法律、伦理
等各领域专家学者和社会公众
的广泛关注，“生命延续”到底
有何意义？

“首例人体低温保

存”进展如何？

13 日，一场小型而又特殊
的纪念活动，在位于济南的山
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举行-
-纪念中国首例人体低温保存
志愿者展文莲。

在银丰研究院低温医学研
究中心大厅，播放着展文莲女
士最喜欢的音乐———《我只在
乎你》，她的丈夫桂军民将一束
黄色玫瑰花放在妻子的巨幅照
片前，饱含深情地凝视着她的
照片。透过电控玻璃窗望过去，
就是展文莲的栖身之地：一个
巨大的液氮保存罐，她已在零
下 196℃的低温环境下保存了
整整一年时间。

2017 年 5 月 8 日凌晨 4
点 01 分，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东院舒适的医疗病房中，49 岁
身患肺癌的展文莲在病床上停
止了心跳和呼吸。在主治医生
按照法定程序宣布展文莲临床
死亡之后的 2 分钟内，几位临
床响应专家迅速向她的体内注
射了抗凝、抗氧化和中枢神经
营养等药物，并通过循环系统
快速输注冰盐水进行物理降
温，同时实施气管插管，启动心
肺支持设备，以保障身体供血
供氧，维持机体生理功能。

紧接着，展文莲被救护车
快速转运至银丰研究院低温医
学研究中心，进行至关重要的
灌流置换手术--将血液置换
成冷冻保护剂，尽可能减少降
温保存造成的冷冻损伤。

在特制低温手术台上，医
生们通过体外循环技术将展文
莲的体温降至 18℃左右，进行血液置换和多个梯度的冷冻
保护剂灌注。此后，展文莲的身体被快速转移到大跨度自动
程序降温设备中，继续深度降温。

5 月 10 日，经过数十小时的程序降温过程后，展文莲
的身体被放入 3 米多高的液氮生物容器保存，她由此成为
国内实施的首个人体全身冷冻者。展文莲也是继重庆女作
家杜虹遗体头部冷冻后，又一例人体冷冻者。

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执行院长曲廷瑜介绍，过去一年，
展女士所在 1 号罐运行状态良好，除了液氮罐自带的自动
记录数据外，他们每天还要巡检并记录温度和液位等数据，
确保罐内液氮高度保持在 1 . 8-2 . 5 米之间。节假日期间，
即使液氮罐可以实现自动补液和报警，他们仍坚持人工巡
检间隔时间不超过 48 小时。

从妻子被冷冻至今，展文莲的丈夫桂军民始终坚定着
自己的决定。“我不期望未来妻子一定能复活，但现在冷冻
起来就保留了一个希望。而且，她本身就是一个有爱心的
人，她生前就想捐献遗体用于科学研究，这也满足了她的心
愿。”桂军民对记者说。

争议未止，“志愿者”咨询不断

“中国首例人体低温保存”手术完成的消息一经公布，
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即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记
者采访了解到，一年来，关于人体低温保存的伦理和法律争
议不曾停止，但仍旧不能阻止新的人体低温冷冻志愿者想
要加入其中。

上海理工大学生物系统热科学研究所教授胥义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人体冷冻在国际上讨论了几十年。从科学界
的认识来说，目前实现冷冻人体的复活是不可能的。但从促
进科学发展来说，银丰的手术还是有意义的探索。”

开展人体低温保存，除了未来技术可能性之外，最大的
质疑声还是法律合规性和伦理可行性。中国海洋大学法学
教授戴昕认为，在不涉及人体复苏的前提下，人体低温保存
主要涉及器官捐献等程序性的法律问题。但一旦涉及复苏，
相关法律问题就非常复杂，比如人的身份如何确定、人的实
体是否必须存在，现有法律都需要重新设计。

据悉，全球约有两三百人接受人类冷冻手术。
“只有不断探索，才能实现科学的进步。”对于外界的各

种不同声音，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贾春生坦言，人体
低温保存仅仅是一项研究计划，目前无法保证低温保存的
人体未来一定能够复活，但这是生命科学的勇敢探索，也是
低温生物医学领域的终极梦想。为实现这一梦想勇于开展
科学尝试，是实现科技进步的主要动力。

过去近一年里，银丰研究院接待了 2000 多人次参观，
另有 201 人专门咨询如何成为人体冷冻志愿者，其中 40 人
到银丰研究院来访参观，30 人进行了病情评估，可见人体
低温保存的吸引力。

“生命延续”有何意义？

尽管备受争议，但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 13日还是公布了
银丰生命延续研究计划。贾春生介绍，这是一个生命科学综合
研究计划，包括基因科技计划、细胞银行及临床转化计划、组
织器官银行计划、甚至是人工器官研究计划。
贾春生告诉记者，银丰从事人体低温保存研究，更多的

是希望通过组织器官的保存和复活技术，将来应用于临床，
为疾病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推动中国当前临床急需
的遗体、器官和造血干细胞等生命资源的捐献事业进步。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解剖系教授刘树伟非常关注人体
器官组织甚至是人体低温保存。刘树伟说：“最初，我对银丰
生命延续研究计划持怀疑态度，但现在看来，这项研究很值
得开展。”比如，什么温度下能够把组织活性保存得更好，将
来才能恢复得更好，这些都需要通过不断试验来进行验证。

齐鲁医院心外科(青岛院区)主任孙文宇也认为，从技术
层面看，组织器官的低温保存对于临床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皮肤的低温保存对烧伤病人的救治就是很好的保障。

中国海洋大学法学教授桑本谦认为，目前我国对人体
低温保存还没有立法，但这项探索本身还是具有开拓性，建
议加快相关立法，为科学研究提供法律保障。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松（前）指导科研人员开展抗流感药物研发（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刘征云摄）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某药物研究
所矢志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组建
60 年获得以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和一、二
等奖为代表的高等级科技成果奖 190 余项，
一些重大科研成果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有效
为国家和军队构筑医学防护坚盾。

这个研究所主要担负战场损伤医学防
护、特需药品及重大疾病防治药物研究任务，
1958 年成立以来，先后取得新药证书 74 个、
专利授权 500 余项，现有 1 个国际组织指定
的实验室，7 个国家和军队重点实验室。

据军事医学研究院院长张士涛介绍，多
年来，研究所坚持以“姓军为战、强国为民”为
己任，不断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担
纲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 4 个国家级创新药物研发平台，合作
建成我国最大规模的某型防护药品原料药生
产基地，全面提升特殊用药保障能力。

在疫情防控和抗毒禁毒方面，这个所研

发出磷酸奥司他韦、帕拉米韦注射液等一系
列流感防控药物，攻关完成药物成瘾机制及
防治药物等研究成果……使我国在关系公共
卫生安全的重大战略性药品研发领域掌握了
主动权。他们先后承担了 100 余项国内外重
要检测任务，派驻专家数百次代表国际组织
执行核查任务，彰显我负责任大国形象。近
年来，他们还高标准完成天津港“ 8·12 ”

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应急救援、海运护航卫勤
保障、重大活动安保等多样化军事行动任务
30 多次。

“几年来，研究所积极实施‘人才港计划’
和‘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目前有 30 人次入选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万人计划’等，
15 人次获得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入选
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工程等，形成了老
中青梯次合理搭配的可喜局面。”军事医学研
究院政委刘茂杰说。

(王逸涛、邵龙飞)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

60 年获 190 余项高等级科技成果奖

新华社南京 5 月 13 日电(记者陈席元)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甲烷等温室气体浓度升高是全
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其中二氧化碳在科学
界看来一直处于“亦正亦邪”的角色。

一方面，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可以促进光合
作用，土壤吸收二氧化碳，形成“固碳效应”；另
一方面，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动陆地生态系统
释放更多温室气体，加剧温室效应。吸收量和
释放量究竟谁占上风，是一道难解的“比大小
题”。

中国科学家近日证明，二氧化碳浓度升高
时，陆地生态系统释放出的温室气体超过土壤
吸收储存的二氧化碳，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过
程中，二氧化碳主要还是扮演“反面角色”，相关
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生态学快
报》上。

南京农业大学邹建文教授课题组分析了
全球 1655 组观测数据，结果显示，大气中二氧
化碳浓度升高导致温室气体的年排放量增加
了 27 . 6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超过了土壤年吸
收增量 24 . 2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也就是说，温室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
固碳效应。”邹建文说，这项研究提醒公众和气
候变化研究者，除了二氧化碳本身的温室效
应，不能低估和忽略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导致的
次生温室效应。

二氧化碳“亦正亦邪”

主要还是“反面角色”

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董瑞
丰)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一支联合研
究团队日前利用自主研发的高精度显微
镜，首次获得水合离子的原子级图像，并

发现其输运的“幻数效应”，未来在离子电
池、海水淡化以及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等将有
重要应用前景。该成果于北京时间 14 日由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

水是人类熟悉但并不真正了解的一种物
质。水与溶解其中的离子结合在一起形成团
簇，称为水合离子，盐的溶解、大气污染、
生命体内的离子转移等都与水合离子有关。
19 世纪末科学家就开始相关研究，但由于
缺乏原子尺度的实验手段以及精准可靠的计
算模拟方法，水合离子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
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王恩哥
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江颖带领课题组，
在实验中首次获得了单个的水合离子，随后
通过高精度扫描探针显微镜，得到其原子级
分辨图像。

这是一百多年来人类首次直接“看到”
水合离子的原子级图像。

“观测到了最小的原子——— 氢原子，几
乎已经达到极限，可以对原子核与电子的量
子效应同时进行精确描述。”王恩哥说。

经过高精度观测，中国科学家还发现了
水合离子的“幻数效应”，即包含 3 个水分
子的钠离子水合物在表面上具有异常高的扩
散能力。

江颖介绍，该研究结果意味着，可以
选择性增强或减弱某种离子的输运能力，
在离子电池、防腐蚀、电化学反应、海水
淡化、生物离子通道等应用领域具有重要
的潜在意义。

“比如，可以通过对离子电池的电极材
料进行界面调控，借助‘幻数效应’提高离
子的传输速率，从而缩短充电时间和增大电
池功率。”江颖说。

技术达到原子观测的极限 对离子电池、海水淡化等领域有重要意义

我国科学家首次揭示水合离子微观结构

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13 日电(记者周
舟)中国研究人员制备出大规模光量子芯
片，并成功进行了一种重要的模拟量子计
算演示。

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科学进展》杂志
上的研究显示，上海交通大学金贤敏团队
通过“飞秒激光直写”技术制备出节点数达
49×49 的光量子计算芯片。论文通讯作者
金贤敏对新华社记者说，这是目前世界上

最大规模的光量子计算芯片。
研究人员利用这个芯片演示了模拟量子

计算的一种算法内核“量子随机行走”。金贤敏
说，当这种量子演化体系制备得足够大且可灵
活设计其结构时，可以实现多种算法和计算任
务，表现远优于传统计算机。

近年来，关于通用量子计算机的新闻屡屡
见于报端，IBM、谷歌、英特尔等公司竞相宣告
实现了更高的量子比特数纪录，但几十个甚至

更多的量子比特数，如果无法全互连，又或是
精度不够且难以纠错，通用量子计算依然难以
实现。

金贤敏说，模拟量子计算不同于通用量子
计算，可直接构建量子系统，无需像通用量子
计算那样依赖复杂的量子纠错，一旦能够制备
和控制的量子物理系统达到新尺度，将可直接
用于探索新物理和在特定问题上推进远超传
统计算机的绝对计算能力。

我国科学家制备出大规模光量子计算芯片

新华社东京 5 月 14 日电世界第一头体细
胞克隆牛“能都”14 日在日本石川县死去。这头
牛年龄已经超过 19 岁，属于自然死亡。

据日本《读卖新闻》网站等媒体报道，石川县
农林综合研究中心当天宣布了这一消息。该中心
饲养的这头克隆牛死亡时年龄为 19 岁零 10 个
月，而牛的正常寿命为 20岁左右。

1998 年 7 月 5 日，克隆牛双胞胎“能都”和
“加贺”在日本石川县诞生，当天刚好也是世界
第一只体细胞克隆动物小羊“多莉”的两岁生
日。这两头牛都是利用成年雌牛的输卵管细胞
克隆而生的。尽管它们早产近 40 天，但发育正
常，也都拥有正常的繁殖能力。目前“加贺”依然
健在。

该技术有望为人类大量提供优质肉牛和
奶牛。

世界首头体细胞克隆牛

在 日 本“寿 终 正 寝”

▲ 5 月 14 日，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会议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中科院院士、北
京大学讲席教授王恩哥在介绍研究成果。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