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化医学是从实验室

（台）到病房的一个连续双

向开放的研究与开发过程，

是致力于克服基础研究与

临床和公共卫生应用严重

失衡的医学发展新模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科

协主席陈赛娟说，“没有基

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创新，转

化医学就成为无源之水。”

在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

论坛创新药研发与转化医

学峰会上，在她的主持下，3
位诺奖得主、2位拉斯克奖

得主与1位沃尔夫奖得主在

上海海洋大学畅谈了转化

医学需要具备的创新元素。

医药创新离不
开基础科学

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阿夫拉姆·赫什科开宗

明义：“我今天特别要强调

的是，创新药的开发需要基

础研究的进步。”他说，在过

去50年里，人类的预期寿命

大幅增长，重大疾病预防、

诊断与早期发现也有重大

进展。这得由于以生命科

学、物理学、化学等为依托

的医学的巨大进步。

众所周知，基础研究与

应用研究是科学研究的两

种基本模式。基础研究的出

发点是科学家的好奇心，想

要知道世界的机理是什么，通过基础研究能够认识世

界、掌握知识；应用研究则是研究如何给社会带来益处。

阿夫拉姆·赫什科表示，在医疗行业，没有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是没有发展空间的。“看一看医学发展，从药物开

发到治疗，都基于基础研究的进展。”他举例说，如果没

有沃森和克里克发现DNA双螺旋结构这一纯粹的基础

研究成果，就没有之后生命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巨大进

展。比如现在热门的精准医疗，或是医药研发需要的重

组蛋白等，都不会实现。

阿夫拉姆·赫什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是泛素。该物质

可以降解蛋白质。“在许多年前从事科研时，人们对蛋白

质合成感兴趣。但对于蛋白质分解不感兴趣，认为这一

过程不重要。”他回忆说，“其实，蛋白质降解非常重要。”

而阿夫拉姆·赫什科将目光聚焦于泛素如何促进降解蛋

白质的机理性研究。他和研究伙伴发现，泛素会针对需

要降解的特定蛋白进行结合，从而启动蛋白酶降解蛋白

质。科学家逐步发现，泛素系统可以发挥很多作用，除了

蛋白质降解，与控制细胞分裂、信号传导、炎症反应、免

疫反应、胚胎发育等有关。

“泛素系统的一个重要医学作用是，它可以纠正身

体内发生的一些错误，例如当体内出现异常蛋白质时，

会将其降解。”阿夫拉姆·赫什科指出，因此利用泛素系

统，医学界能够通过抑制细胞分裂治疗癌症，以及治疗

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目前已经有不少医疗公司利用泛素

系统进行相关药物开发。

更要关注整个社会和环境

与阿夫拉姆·赫什科一起获得 2004年诺贝尔化学

奖的阿龙·切哈诺沃则将目光从医学本身跳出，关注到

社会层面的影响。他说：“作为科学家，不仅要看到实验

室内的事情，更要关注到整个社会和环境。”

医学领域的巨大进步让人类的预期寿命出现了大

幅度增长。在过去 4000年里，人类寿命从 30岁增加到

50岁；而最近 100多年里，人类寿命迅速延长了 30岁。

由此诞生了心血管疾病、退行性神经疾病、癌症等老年

疾病，而这些疾病原本在年轻时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这也给未来医学发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阿龙·切哈诺沃指出 ，未来医学的几个发展方向是

医学影像、干细胞、人造器官、基因工程等。然而，就如同

目前针对肿瘤的基因靶向治疗一样，一部分疾病可以被

治愈，但另一部分疾病则会不可避免地滑向深渊。医生

没有非常精准的工具可以进行预测。目前正在蓬勃发展

的精准医疗、个性化医疗或许可以带来一些改变。“从

DNA排序到RNA转录，医生可以对患者进行基因画像，

然后并不断追踪病情发展，针对性进行治疗，最终实现

治愈。”他说，“4P医学，即个体化（personalized）、预测性

（predictive）、预防性（preventive）、和参与性（participato⁃
ry）未来会变成现实。”

阿龙·切哈诺沃认为，目前精准医疗的最大技术挑

战是：一是找到病因的基因是哪些；二是在多基因病

变导致的疾病中找到主因。这也导致了如今的新药价

格越来越昂贵。“肌肉萎缩疾病可以通过RNA进行控

制，但治疗费用每年需要千万美元级别，这是任何病

人都难以承受的。”

而精准医疗还将带来更大的社会经济和伦理问题。

“比如一个 60岁的病人，胸痛去了医院。以前医生会问

是不是心脏病发作，从而做出让病人进入 ICU或是回家

的决定。而现在通过基因检测就可以找到患者导致胸痛

的其他潜在疾病，例如是不是出现胆固醇变异，或是阿

尔茨海默症前期变化。”阿龙·切哈诺沃说，“这个时候，

患者发现了这些信息，同时知道没有药物可以进行治

疗，那么是否要将这个情况告知公司或是保险公司，是

否需要告诉妻子和孩子，这将不仅仅是一个生物学问

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阿龙·切哈诺沃说，好莱坞影星安吉丽娜·朱莉因为

遗传突变基因而摘除了乳腺和卵巢，解决了自己问题，

但却没有办法摘除突变基因与其家族的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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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耳朵”来了！就在上海电力大学举办

的世界顶尖科学家黑洞与空天科技峰会上！

但是和《生活大爆炸》里年轻的“谢耳朵”

不太一样，眼前的科学家是“谢耳朵”原型

——谢尔顿·李·格拉肖。他是1979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得主，已经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

“我打算换个话题，今天我想聊些不一

样的。”谢尔顿“调皮”地说。

烦恼科学高度商业化

谢尔顿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波士顿

大学Metcalf数学与物理学教授。他是粒子

物理学标准模型的一位主要创建者，因为

“对统一基本粒子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

作用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弱中性流的预言”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最近谢尔顿有点烦恼，因为很多人

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通过这个研究

可以拿到多少钱？

这个问题的背后，谢尔顿意识到，无论

是美国还是中国，科学已经成为一种高度

商业化的东西。而在100多年前，科学研究

本是纯粹由好奇心驱动的。

谢尔顿举例说，爱因斯坦25岁就提出

了相对论，居里夫人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

的科学家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达到了科

研生涯的巅峰。只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对世

界充满好奇心。当时他们也没有任何所谓

的专利、知识产权或者是其他现代社会才

有的东西，但是他们还是去做了，而且他们

也没有因此变得大富大贵。

科学纯粹无关国界

在谢尔顿看来，科研应当纯粹。上世

纪 60 年代，谢尔顿博士毕业后去了哥本

哈根从事科研工作。“在那里度过的几年

让我深刻感受到科学的无国界和科学合

作的重要性。”当时他们的院子里有一棵

成熟的樱桃树，但谁也够不着，于是他和

中国朋友合作，背着中国朋友，用拐棍成

功地把樱桃打了下来。“这段快乐时光证

明了中美之间科研合作的重要性。”科研

纯粹，无关国界。谢尔顿强调说，要让一个

理论或是定律成立，必须有许许多多来自

各国各界的人共同合作才能达到，而不是

靠一己之力就能达成。

除了烦恼，也有令谢尔顿开心的问题。他

经常被问的第二个问题，即使是在中国也经

常听到：你是真的研究大爆炸理论的谢尔顿

吗？每当这时，他都会会心一笑，调皮地告诉

大家：“我是谢尔顿（原型），但是我退休了。”

风趣幽默又沉迷科学的“谢耳朵”，老

了大概也是这个模样吧。

还没等到12月去瑞典领奖，今年新晋的4位诺奖科学家已经

在临港滴水湖畔首次同框。

在10月30日举办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

上，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威廉·凯林、格雷戈·塞

门萨，2019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米歇尔·马约尔、迪迪埃·奎洛兹共

同接受了采访。其中，迪迪埃·奎洛兹是米歇尔·马约尔的博士生。

新闻发布会由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朱棣文主持。

共性是为了解决疑难问题

诺奖科学家看世界的角度和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格雷戈·塞门萨认为，作为科学家，看待世界时会戴上特殊的

眼镜，他们经常会问：“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跟我们的研究有没有

什么关系？”他们会试图从自己工作的角度，来理解所看的东西，所

以视野会更广。

米歇尔·马约尔则认为，归根到底是出于对宇宙的好奇心。“当

你们抬头看天空，会好奇闪亮的星星是什么？宇宙是怎么回事？我

们也是如此。”迪迪埃·奎洛兹也同样这么认为。他说，人类所继承

下来的所有知识的源头，并没有想到会有实际应用，纯粹由好奇心

驱动，是纯粹的基础研究。

威廉·凯林认为，所有科学家都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有兴趣解

决非常有意思的难题。至于说这些难题到底是什么，他觉得这就是

个人喜好。对他而言，屏息几分钟，人体没有氧气会发生什么？这是

他从事研究、获得诺奖成果很早之前就想过的问题。“解决疑难问

题，这是科学家们的共性。”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不在地球上，而是在宇宙里，因

为宇宙里能够找到最冷的地方、最热的地方、密度最大的地方和密度最

小的地方。所以，满怀好奇心，去尽情探索吧。”迪迪埃·奎洛兹说。

科学家应该努力成为“世界公民”

在米歇尔·马约尔看来，科学之美在于科学没有国家。“大概

30多年之前，我有幸和中国天文学家一起合作，还有来自欧洲、南

美等全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氛围非常好。”

“科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创造力。”格雷戈·塞门萨表示，要想在

科技上有突破，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行动。

迪迪埃·奎洛兹也同意他导师的看法。他认为，科研国际合作不能

受到限制，但这是很理想化的，现实中我们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培养这样

的科学文化，并且从早期教育开始，“尽量向理想化的世界靠拢。”

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令朱棣文感到担忧。他注意到，目前世界

上不少国家民粹主义盛行，“他们要重新树起国界，特别是针对移

民、本科留学生、研究生等，对这些学生心存疑虑。”但无国界的文

化恰恰是很多移民国家发展的机会和优势。他分享说，他的父母就

是在二战期间到了美国定居，他们三兄弟是在美国出生长大，并在

那里生根发芽。

“我希望只是一个暂时现象，可以很快回到过去长久以来开放

的、欢迎的态度，尤其是留学生，这会造福我们所有的人。”朱棣文

言辞恳切地说。

威廉·凯林在此前的采访中也曾表示，随着世界前沿科学研究

进入深水区，国际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科学家、艺术家和教育工

作者应该真正地努力成为世界公民，分享他们的思想和知识。他

说：“我们必须以身作则。”

拒 绝 商 业 化 ，让 科 研 纯 粹
“谢耳朵”原型谢尔顿：

本报记者 刘禹

在今年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大会上，一

位15岁的小姑娘火了。刚刚上高一的谈方

琳是大会青年论坛上最年轻的参会者。在

媒体报道中，她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而喜

欢数学，在初三阶段凭借课题“斐波拉契数

列与贝祖数的估计”，在“第33届上海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和主

席奖（初中生唯一奖）。这一课题也获得了

“第 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比赛”一等

奖。消息一出，其实已经是第二次参加世界

顶尖科学家大会的谈方琳登上了热搜，很

多网友纷纷留言：“研究题目都看不懂”“千

万别给我妈看见”……

去年能够以初三学生身份出席世界顶

尖科学家大会，是因为谈方琳是“中学生英

才计划”中的一员。通过英才计划，一批来

自上海各个中学的高中生能够提前进入大

学，在自然科学基础学科领域的科学家指

导下参与科学研究、学术讨论和科研实践。

在上海，从2013年起，陆续有300多名优秀

中学生参与英才计划，获得来自复旦大学

和上海交大的科学家指导，并在国内外青

少年科技类赛事中大展身手。

与谈方琳一样能够早早树立起科学研

究兴趣，并有着类似青少年科学培训经历

的是2021年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得主罗

纳德·韦尔。在大会间隙的新闻见面会上，

他说自己从小就对科学产生了兴趣，在高

中时候就开始了科学实验项目。当时，他在

家里的地下室里观察豆科植物，研究植物

叶子运动的生物钟。“我记得第一次去华盛

顿参加高中生科技比赛，见到了有名望的

科学家，还有一些与我年龄相仿又同样热

爱科学的人，让我感到非常惊喜。”罗纳德·

韦尔说，“这有点像是青年科学家在临港见

到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一样有趣。”

之后的经历让罗纳德·韦尔“少年天

才”的头衔实至名归。他在17岁就因为高中

时期的植物生物钟研究而被加州大学圣巴

巴拉分校录取。而在1985年，26岁的他更是

在一年内在《细胞》发表5篇论文，其中1篇

论文让他获得了拉斯克奖。“我的经历似乎

太顺利了，青少年科学教育没有借鉴意

义。”罗纳德·韦尔笑着说，“青少年需要认

识到，在科学上成功只是短暂的，很多研究

都会经历失败，因此要能够接受失败，并能

够不断重新站起来。”

罗纳德·韦尔的这个建议对谈方琳来

说，非常有价值。而已经被媒体叫做“小科

学家”的谈方琳，也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

识。对于意外走红，她表示不愿意受到过多

的关注，而是要继续脚踏实地地学习和做

自己喜欢的数学研究。这无疑是一种正确

的态度。

本报记者 耿挺

“ 少 年 天 才 ”更 需 脚 踏 实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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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韦尔、谈方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