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 十 多 载 仁 心 今 更 红
——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屠呦呦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 霁

屠呦呦没有想到屠呦呦没有想到，，自己年过八旬之后开始自己年过八旬之后开始““走走
红红””，，一下子被冠以很多个一下子被冠以很多个““第一第一””，，现在又成为第一位现在又成为第一位
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也是目前这也是目前这
一奖项的第一位获奖女性一奖项的第一位获奖女性。。

““比起获奖比起获奖，，能救很多人的生命更重要能救很多人的生命更重要。。””这是从她这是从她
走上科研道路就已经明确的心愿走上科研道路就已经明确的心愿，，到今天没有变过到今天没有变过。。

挽救很多人的生命挽救很多人的生命，，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小目标小目标””，，但是但是
她实现了她实现了。。

结结 缘缘

20152015 年年 1010 月月 55 日日，，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传来诺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传来诺
贝尔奖的消息时贝尔奖的消息时，，屠呦呦和全国人民一样屠呦呦和全国人民一样，，正在享受正在享受

““十一十一””假期假期，，是老伴在电视中听到后告诉了她是老伴在电视中听到后告诉了她，，屠呦屠呦
呦竟然听错了呦竟然听错了，，还以为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奖项⋯⋯还以为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奖项⋯⋯

诺贝尔奖像一座光环诺贝尔奖像一座光环，，一下子把公众的目光吸引到一下子把公众的目光吸引到
她的身上她的身上。。人们发现人们发现，，此前网上关于她的报道也不多此前网上关于她的报道也不多，，
有限的报道中有限的报道中，，屠呦呦的名字总是和屠呦呦的名字总是和““青蒿素青蒿素””连在一连在一
起起。。提到青蒿素提到青蒿素，，要从青蒿说起要从青蒿说起。。

青蒿青蒿，，在我国南北方是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在我国南北方是很常见的一种植物，，科普读科普读
物上描述物上描述：：““属菊科属菊科，，一年生草本一年生草本，，原产于我国原产于我国，，后被后被
许多国家栽培许多国家栽培。。””就是这株貌不惊人的小草就是这株貌不惊人的小草，，倾注了屠倾注了屠
呦呦一生的心血呦呦一生的心血，，屠呦呦也为青蒿赋予了新的生命屠呦呦也为青蒿赋予了新的生命——
从中提取的青蒿素从中提取的青蒿素，，成为挽救生命的神奇药物成为挽救生命的神奇药物。。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9551955 年毕业于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的屠呦呦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的屠呦呦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医
研究院研究院 （（后为中医科学院后为中医科学院）） 中药研究所中药研究所，，之后又被选派之后又被选派
系统学习中医系统学习中医。。中西兼备的知识结构中西兼备的知识结构，，奠定了屠呦呦在奠定了屠呦呦在
青蒿素研究中的特有优势青蒿素研究中的特有优势。。““两年半的培训让我发现了两年半的培训让我发现了
中医的奇妙和可贵中医的奇妙和可贵，，以及站在人类和宇宙高度的哲学思以及站在人类和宇宙高度的哲学思
辨之美辨之美””。。屠呦呦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屠呦呦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这时的中国正在遭受可怕疾病的侵袭这时的中国正在遭受可怕疾病的侵袭。。上世纪上世纪 6060
年代到年代到 7070 年代年代，，我国大范围疟疾爆发我国大范围疟疾爆发，，发病人数超过发病人数超过
10001000 万万，，19701970 年发病率高达平均每万人就有年发病率高达平均每万人就有 296296..11 人人
患疟疾患疟疾，，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病率最高的一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病率最高的一年。。在越南战在越南战
场上场上，，19651965 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发病率高达年驻越美军的疟疾发病率高达 5050%%，，越南越南
人民军的疟疾病员超过战场伤员人民军的疟疾病员超过战场伤员，，疟疾成了战场疟疾成了战场““杀杀
手手””。。美国成立了疟疾委员会美国成立了疟疾委员会，，到到19721972年年，，美国华尔特美国华尔特
里德研究员就已筛选了里德研究员就已筛选了 2121..44 万种化合物万种化合物，，依然没有得依然没有得
到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到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

鉴于防治恶性疟疾药物研制的紧迫性和艰巨性鉴于防治恶性疟疾药物研制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19671967 年我国启动了抗击疟疾等流行年我国启动了抗击疟疾等流行

病的秘密科研工程病的秘密科研工程，，并将召并将召
开会议的时间开会议的时间55月月2323日日

定 名 为 项 目 代 号定 名 为 项 目 代 号
——““523523””。。之之

后后 ，， 全 国全 国 77
个 省 市个 省 市 、、

几 十 个几 十 个

单位单位、、600600多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多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攻关迅速展开攻关迅速展开，，到到
19691969 年年，，筛选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多达万余种筛选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多达万余种，，但结果但结果
并不理想并不理想。。

当时只是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当时只是研究实习员的屠呦呦，，凭借着过人的中西凭借着过人的中西
医知识和科研能力医知识和科研能力，，被选派为科研组组长被选派为科研组组长，，加入了抗疟加入了抗疟
队伍队伍，，从此一生结缘从此一生结缘。。

““战战 场场””

从上万种的化合物和植物中寻找新药有效成分从上万种的化合物和植物中寻找新药有效成分，，难难
度可想而知度可想而知。。屠呦呦从本草研究开始屠呦呦从本草研究开始，，收集整理文献收集整理文献、、
典籍典籍，，查阅群众献方查阅群众献方，，请教中医请教中医、、老专家老专家，，仅仅仅仅 33 个个
月月，，就收集了包括内服就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外用、、植物植物、、动物动物、、矿物药在矿物药在
内的内的20002000多个方药多个方药，，其中就包括青蒿其中就包括青蒿。。

到到19711971年年99月月，，屠呦呦和她屠呦呦和她44个人的团队个人的团队，，筛选出筛选出
了了200200多个中药样本多个中药样本，，但对疟原虫的抑制率都不高但对疟原虫的抑制率都不高，，研研
究陷入困境究陷入困境。。路往何处走路往何处走？？““看典籍看典籍，，看医书看医书。。””从一摞从一摞
摞被翻阅得烂熟的古籍文献中汲取灵感摞被翻阅得烂熟的古籍文献中汲取灵感，，在字里行间中在字里行间中
发现思路发现思路。。这时这时，，北京中药研究所发现北京中药研究所发现，，青蒿对鼠疟原青蒿对鼠疟原
虫抑制率非常高虫抑制率非常高。。

当读到当读到 《《肘后备急方肘后备急方》》 中中““青蒿一握青蒿一握，，以水二升以水二升
渍渍，，绞取汁绞取汁，，尽服之尽服之””的论述时的论述时，，屠呦呦意识到其中有屠呦呦意识到其中有
她需要的东西她需要的东西。。结合此前试验结果结合此前试验结果，，她的思路清晰起她的思路清晰起
来来：：用乙醚代替水提取青蒿素用乙醚代替水提取青蒿素，，温度最为重要温度最为重要。。

这一方法成为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这一方法成为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新的新的
研究方案设计出来了研究方案设计出来了，，接下来又是连轴转般的筛选实接下来又是连轴转般的筛选实
验验，，直到直到 19711971 年年 1010 月月 44 日日，，191191 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
物样品物样品，，在一双双急切的目光中诞生了在一双双急切的目光中诞生了““奇迹奇迹””——对对
疟原虫抑制率达到疟原虫抑制率达到100100%%。。

然而然而，，提取物在动物和临床实验中效果并不理想提取物在动物和临床实验中效果并不理想，，
抗疟效果不稳定抗疟效果不稳定，，毒副作用严重毒副作用严重。。这时这时，，云南云南、、山东的山东的
研究工作出现转机研究工作出现转机。。19731973 年年，，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研究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研究
人员发现人员发现““苦蒿苦蒿””的有效单体的有效单体，，在动物试验及人体试验在动物试验及人体试验
中效果出奇地好中效果出奇地好。。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也从本省一种蒿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也从本省一种蒿
类植物中提取到有效单体类植物中提取到有效单体，，表现同样出色表现同样出色。。

因为云南季节不适宜因为云南季节不适宜，，大队人马来到四川大队人马来到四川，，令人惊令人惊
喜的是四川的青蒿其青蒿素含量竟高达千分之三喜的是四川的青蒿其青蒿素含量竟高达千分之三，，远高远高
于其他地区的万分之三于其他地区的万分之三，，一批青蒿素由此制成一批青蒿素由此制成。。

时隔不久时隔不久，，云南耿马爆发了恶性疟疾云南耿马爆发了恶性疟疾。。患者对上一患者对上一
代抗疟药物氯喹抗药明显代抗疟药物氯喹抗药明显，，青蒿素临床实验紧急展开青蒿素临床实验紧急展开，，
疗效令人惊叹疗效令人惊叹。。青蒿素完全能够治愈恶性疟疾青蒿素完全能够治愈恶性疟疾，，效果堪效果堪
称神奇称神奇，，且安全且安全、、低毒低毒、、起效快起效快。。

此后此后，，青蒿素成为抗疟战场上的青蒿素成为抗疟战场上的““常规武器常规武器””。。青青
蒿素全新的化学结构蒿素全新的化学结构，，更是打破了西方药学界的断言更是打破了西方药学界的断言。。
现在现在，，青蒿素系列抗疟药已经在青蒿素系列抗疟药已经在 2020 多个国家注册多个国家注册，，列列
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目录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目录，，被认为被认为““挽救了数挽救了数
百万人的生命百万人的生命，，使一亿多人受益使一亿多人受益””。。

初初 心心

如同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如同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屠呦呦将自己的精力屠呦呦将自己的精力、、
智慧全部智慧全部““提炼提炼””出来出来，，奉献给了医药事业奉献给了医药事业。。

上世纪上世纪 7070 年代年代，，科研条件落后艰苦科研条件落后艰苦，，为提供足够为提供足够

的青蒿有效部分用于临床实验的青蒿有效部分用于临床实验，，科研人员在有限条件下科研人员在有限条件下
采取采取““土法土法””——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用水缸作为提取容器。。实验室的楼道实验室的楼道
里摆放着盛满乙醚的里摆放着盛满乙醚的77口大缸口大缸。。乙醚是一种挥发性化学乙醚是一种挥发性化学
物质物质，，对人体有害对人体有害。。由于缺乏通风设备由于缺乏通风设备，，缺少必要防缺少必要防
护护，，接触了大量有机溶剂后接触了大量有机溶剂后，，很多参与研究的科研人员很多参与研究的科研人员
健康受损健康受损，，屠呦呦患上了病毒性肝炎屠呦呦患上了病毒性肝炎。。

制剂研制出来之后制剂研制出来之后，，为尽快投入临床应用为尽快投入临床应用，，她和团她和团
队成员带头服用提取物队成员带头服用提取物，，以试药效以试药效。。她不仅自己喝她不仅自己喝，，还还
给自己的丈夫喝给自己的丈夫喝。。这在今天也许不能完全被理解这在今天也许不能完全被理解，，但当但当
时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时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科学研究就要有奉献科学研究就要有奉献，，奉献就奉献就
会有风险会有风险、、有牺牲有牺牲。。

为了能够全心研究青蒿素为了能够全心研究青蒿素，，她当年把两个年幼的女她当年把两个年幼的女
儿儿，，一个送回宁波老家交给老人抚养一个送回宁波老家交给老人抚养，，一个送到幼儿园一个送到幼儿园
全托全托。。面对肆虐的病魔和一批批倒下的患者面对肆虐的病魔和一批批倒下的患者，，一种更强一种更强
烈的召唤烈的召唤，，让母亲的责任让位于科学家的使命让母亲的责任让位于科学家的使命。。

““191191””，，屠呦呦团队给青蒿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这屠呦呦团队给青蒿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这
样命名样命名，，这是这是 190190 次实验失败和次实验失败和 11 次成功相加所得次成功相加所得。。
190190 和和 11，，两个相差悬殊的数字两个相差悬殊的数字，，包含了多少个不眠之包含了多少个不眠之
夜夜，，多少次期待和失望多少次期待和失望，，多少个焦灼内心的考验多少个焦灼内心的考验，，多少多少
个可以放弃的理由个可以放弃的理由。。只要其中有一次动摇只要其中有一次动摇，，都会与成功都会与成功
擦肩而过擦肩而过。。屠呦呦把这屠呦呦把这190190次失败当作是找到科研次失败当作是找到科研““正正
确打开方式确打开方式””的必经过程的必经过程，，对一个个对一个个““此路不通此路不通””，，她她
作了详细的记录和标记作了详细的记录和标记。。直到现在直到现在，，同事们看到她一本同事们看到她一本
本详细本详细、、工整的实验笔记工整的实验笔记，，都感慨不已都感慨不已。。

始始 终终

医者仁心医者仁心。。治病救人治病救人，，是医药科学最崇高的使命是医药科学最崇高的使命。。
一个将毕生精力心血都奉献给这一崇高事业的科学家一个将毕生精力心血都奉献给这一崇高事业的科学家，，
无疑是饱含情怀的使者无疑是饱含情怀的使者，，但屠呦呦却不是一个善于言辞但屠呦呦却不是一个善于言辞
的人的人。。““国家培养了我国家培养了我，，我要报答国家我要报答国家。。””这孺慕之思就这孺慕之思就
是她最朴素自然的情感是她最朴素自然的情感。。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人对诺贝尔奖怀有特殊国人对诺贝尔奖怀有特殊
的情结的情结——因为求而不得而耿耿于怀因为求而不得而耿耿于怀。。屠呦呦获奖的意屠呦呦获奖的意
义非同寻常义非同寻常，，她证明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取得她证明了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取得
开创性成果的能力开创性成果的能力，，具有为人类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能具有为人类健康作出巨大贡献的能
力力。。屠呦呦却不认为这是她个人的荣誉屠呦呦却不认为这是她个人的荣誉：：““青蒿素的发青蒿素的发
现是中国传统医药与现代科学的结晶现是中国传统医药与现代科学的结晶，，此次获奖是国际此次获奖是国际
社会对中国科学家的认可社会对中国科学家的认可。。””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屠呦呦成了屠呦呦成了““名人名人””，，但她却但她却
很少在媒体上露面很少在媒体上露面，，对各种活动她都是能免则免对各种活动她都是能免则免。。对待对待
真正的科研任务真正的科研任务，，她却十分投入她却十分投入。。尽管年事已高尽管年事已高，，但屠但屠
呦呦没有放弃工作呦呦没有放弃工作，，青蒿素对红斑狼疮的有效性青蒿素对红斑狼疮的有效性、、青蒿青蒿
素的抗药性等素的抗药性等，，屠呦呦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屠呦呦觉得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常常她常常
对自己的学生说对自己的学生说，，““要让青蒿素物尽其用要让青蒿素物尽其用””，，这也是她对这也是她对
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要求——尽己所能尽己所能。。

““始终服从安排始终服从安排，，始终从事青蒿素研究始终从事青蒿素研究，，甚至始终甚至始终
在一个单位工作在一个单位工作，，没动过地方没动过地方。。””共事多年的中医科学共事多年的中医科学
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廖福龙用一连串的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廖福龙用一连串的““始终始终””形形
容屠呦呦的经历容屠呦呦的经历。。当一些人在抱怨一成不变的工作乏味当一些人在抱怨一成不变的工作乏味
无趣的时候无趣的时候，，屠呦呦却屠呦呦却““始终始终””守着中药研究这个不太守着中药研究这个不太
热闹的专业热闹的专业，，并且创造了并且创造了““奇迹奇迹””。。

屠呦呦用她的青蒿素人生告诉人们屠呦呦用她的青蒿素人生告诉人们，，有一种情怀叫有一种情怀叫
坚持坚持，，有一种创新叫坚守有一种创新叫坚守。。

屠呦呦创新，青蒿素发现，代表了“中国式创
新”的范本。需求导向、原创优势、体制优势，让

“摆脱重大疾病威胁”的“初心”，得到了“发现青蒿
素”的“始终”。

需求引导——与“好奇心驱使的自由探索”不
同，屠呦呦的科研之路则更多的是“需求导向”。

面对成千上万的患者在病魔前面倒下，甚至失去
生命，屠呦呦和许多科研工作者中止自己正在从事的
专业领域，走上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站到抗疟一
线。这时，“兴趣”已不是科学工作者最大的驱动力，
需求才是第一导向。治病救人，在抗疟战役中取胜，
从“死神镰下”抢救生命，是屠呦呦那一批科研工作
者最神圣、最迫切的使命，对于一个医药学家来说，
还有什么比挽救生命更值得投入全部身心？从上万种
备选材料中寻找有效的成分，制备安全有效的药物，
为尽快进入临床，不惜以身试毒，这一切源自对责任
的担当。

青蒿素从基础研究的突破，到理论研究的创新，
再到临床应用推广，一气呵成，需求导向贯穿始终，
对今天的科技创新颇具启示意义。无论是基础研究，
还是应用科学，只有围绕需求，才能形成创新链条，
才能迅速转化成果，才能提升创新效率。

原创优势——中医药独特而丰富的资源，为屠呦
呦及其团队“中国式创新”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
基础。

屠呦呦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发现了青蒿素中杀灭
疟原虫的有效成分。当年，因为找不到稳定的安全提
取方法，科研工作难以取得进展，化学专业毕业的屠
呦呦尝试过用高温提取有效成分，没有成功。在科研
的大门久攻不破之时，中医知识赋予了她灵感，帮她
捅破那层“窗户纸”，中医古代典籍中的记载，让她顿
悟，改变思路，最终成功。

中医药是我国独特的宝库，从“神农尝百草”至今，
中医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取了丰富的经验。屠呦呦等科

研工作者将青蒿锁定为研究对象，也是因为中医用青蒿
治疗疟疾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这是前人无数临床实
践的成果。中医还有很多宝贝等待挖掘和创新，这是中
国独有的优势，也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福祉。

体制优势——凝练目标，聚焦创新命题，体现民
众需求，举全国之力。青蒿素的研制成功，体现出社
会主义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体制优势。

40 多年前，疟疾肆虐之时，我们国家经济基础和
科研条件都很薄弱，但凭借体制优势，迅速组织几十
个单位、数百名科研工作者参与，协作攻关，在较短
时间内完成创新任务，速度之快，效果之好，超越了
当时物质条件的局限，超过了当时同样在寻求抗疟突
破的发达国家。这种体制的优势在于能够整合创新环
节，将分布式、碎片化的资源迅速调动集中，在解决
重大、关键、迫切的创新项目上超越局限，取得开创
性成果。这一经验也已被“两弹一星”“载人航天”等
创新成果所验证。

人物小传：

屠呦呦，1930年生于浙江宁波，1955年北京大学医

学院药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

工作，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她从中医古籍中

得到启迪，改变青蒿传统提取工艺，创建低温提取青蒿抗

疟有效部分的方法，成为发现青蒿素的关键性突破。

2015年10月份，她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因此

成为首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屠呦呦及其团队最先从青蒿抗疟有效部分中分离得

到抗疟有效单一成分“青蒿素”，按国家药品新规，将青蒿

素开发为中国实施新药审批办法后首个新药。世界卫生

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起推荐以青蒿素类为主的复合疗

法(ACT)作为治疗疟疾首选方案，现已为全球疟疾流行地

区广泛使用。屠呦呦及其团队获得多项国内外重要奖

励，1979年“抗疟新药青蒿素”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2011年获美国拉斯科临床医学奖，2015年获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如今，屠呦呦成为问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首位

女性科学家。

““ 中 国 式 创 新中 国 式 创 新 ””范 本范 本
雨 齐

中医药还有很多压箱宝
青蒿素是中医给世界的献礼青蒿素是中医给世界的献礼，，但中医带给世界但中医带给世界

的礼物远不止于此的礼物远不止于此。。
砷砷，，一种古老的中药一种古老的中药。。中国的临床研究表明中国的临床研究表明，，

它能安全有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它能安全有效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目前目前，，
三氧化二砷被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一线三氧化二砷被用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一线
治疗治疗，，通过促进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蛋白降解发挥其通过促进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蛋白降解发挥其
治疗作用治疗作用。。

石杉碱甲是一种新型胆碱酯酶抑制剂石杉碱甲是一种新型胆碱酯酶抑制剂，，源自中源自中
草药千层塔草药千层塔，，可有效治疗记忆功能障碍可有效治疗记忆功能障碍，，石杉碱甲石杉碱甲
的一种衍生物正在欧洲和美国用于治疗阿尔茨海的一种衍生物正在欧洲和美国用于治疗阿尔茨海
默氏症的临床试验默氏症的临床试验。。

中医也惠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中医也惠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从中药从中药
中获得的化合物川穹和芍药苷中获得的化合物川穹和芍药苷，，在防止经皮冠状动在防止经皮冠状动
脉介入治疗后再狭窄方面的疗效已经得到验证脉介入治疗后再狭窄方面的疗效已经得到验证。。
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335335例例，，66个月个月))结结
果表明果表明，，与安慰剂相比与安慰剂相比，，该药物使得再狭窄率大大该药物使得再狭窄率大大
下降下降((2626..00%%对对4747..22%)%)。。

这些例子只是中医贡献的一小部分这些例子只是中医贡献的一小部分，，正如屠呦正如屠呦
呦所言呦所言，，中医中医
药宝库中还药宝库中还
有很多有很多““压箱压箱
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