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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印祥王印祥：：

播 撒 生 命 的 希 望 火 种播 撒 生 命 的 希 望 火 种
本报记者 于 泳

人物小传：

王印祥，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科学家、北京加科思新药研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他主持完成了国家一类新药“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用于肺

癌治疗，并于 2011 年上市，是中国第一个小分子靶向抗癌药，获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两项国家专利金奖。2015年，他创建由贝达及数家VC联合投资的北京

加科思新药研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专注于原研药的研究开发。

“民以食为天”。一份可口、热乎的
早餐意味着美好一天的开始。为了让市
民吃好早餐，北京市早在 2002 年就启动
了早餐工程，14 年间北京早餐这个巨大
的刚需市场在政府引导和市场竞争下迅
速发展，如今已逐步形成以固定的早餐
门店、搭载早餐服务的连锁便利店和主
食加工配送中心为主要形式的“多渠

道、多层次”早餐供应模式。
“食以安为先”。为了让百姓吃到放

心可口、价廉物美的早餐，许多人天还
未亮便开始忙碌。那些可敬的劳动者用
勤劳的汗水和真诚的笑脸，温暖着每天
早起奔波的人们，让北京的清晨生机
勃勃。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蔡奶奶的两元理发店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1 月 6 日上午，记者来到蔡瑞云的理发店时，已经有
好几位老人在等着理发。

这家理发店的陈设简单质朴，在一排老旧的理发工
具前，80岁的蔡瑞云微弯着腰，透过老花镜，用一把老式
剪刀仔细修剪着指缝间的头发，动作缓慢而专注。正在
理发的孙大爷说，他在这儿理发已经十几年了，不仅因为
便宜、离家近，更重要的是让他感觉“心里暖烘烘的”。

蔡瑞云是河南许昌禹州市朱阁镇人，年轻时和丈夫
在许昌市运输公司辖下的国营理发店工作。1986年，蔡
瑞云和丈夫双双退休，夫妻俩又想到了理发。他们在许
昌市解放路南段开了家“老中青理发店”，旋转理发椅、锃
亮的刮胡刀、干净的擦胡棉等设备一应俱全，理发一次
0.5元，吸引了众多顾客，2000年，理发涨到了两元钱。

10 多年来，即使房租已经从 180 元涨到了 300 元，
理发的收费标准却再没有变过。虽然一直处于保本经营
状态，有时顾客少，还会亏损，但蔡瑞云说：“我又不指望
这个发财，就是图个大家方便。”2012 年老伴儿去世后，
理发店就成了蔡瑞云的寄托。虽然每个月的退休金足够
日常花销，6个孩子都很孝顺，但她仍坚持每天早上不到
7点就来到店里，打扫卫生后等待顾客上门。

如今，蔡瑞云年事已高，理发时必须戴着老花镜才能
看清，但她还没有休息的打算。她说：“到我这儿理发的
人大多是老年人，我放心不下他们。”

2016 年 11 月份，蔡瑞云被评为“中国好人榜”诚实
守信类中国好人。她说，“我干不了轰轰烈烈的大事，小
事还是能做到的。大家有需要我就干着，小车不倒只管
推，啥时候干不动了再歇吧”。

上图 蔡瑞云（左）在给顾客理发。 （资料图片）

徐东成：

燃尽毕生年华
浇灌科技之花

本报记者 袁 勇

2015 年 10 月 13 日，浙江省金华市科学技术局前局
长徐东成罹患癌症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51岁。金华市
许多企业负责人为之落泪。在他们看来，这位为金华科技
企业甘当“店小二”的局长，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铁局长”。

徐东成出生在金华市龙游县的一个农村家庭，襁褓中
丧母的他从小和姐姐相依为命。尽管生活贫苦，但他从未
停止对知识的追求。1990年，已是中学老师的他考入北
京大学，先后获得有机化学专业硕士、博士学位，并留校任
教。2000年，他又先后赴韩国、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学
者生涯中，他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共有11篇论文在国
内外刊物发表，其中6篇为SCI收录。

出色的科研能力为他引来了众多工作机会，一些国外
大公司希望以高薪聘请他。但他却毅然放弃了这些机会，
选择回国发展。在徐东成的妻子何平看来，这是因为他心
中充满家国情怀，“他一直觉得在国外没有家的感觉”。

有家国情怀，也是金华市众多干部群众对徐东成的一
致评价。2003年2月份，怀着满腔热血，徐东成作为引进
人才回到了家乡，担任金华省级高新园区管委会副主任，
成为金华市学历最高的领导干部，后来又先后担任金华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东阳市副市长、金东区委
副书记等职。

在科技强省浙江，金华的科技发展水平并不算高。“作
为一个科技人，我的内心是非常沉重的，别说睡安稳觉，简
直是坐立不安，恨不得把新信息、新想法一股脑儿装进企
业主的头脑里，把摸到的好成果、好项目马上引进到金华，
实现产业化。”徐东成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

迫切的心情转变成了工作动力。一上任，徐东成就开
始奔波于企业中，了解到企业有什么技术难题，他就马上
联系认识的对口专家；看到企业研发出新产品，他主动帮
忙联系市场销路；发现本地上下游企业的产品可配套，就
积极推动构建产业链⋯⋯如今，科技园已成为金华知名的

“创业谷”，至 2016 年 11 月份，园区累计引进企业 61 家，
入孵项目19个，已成为金华市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力量。

2015年，遭遇病魔的徐东成在治疗拖了又拖之后，再
也难以坚持工作，到北京治疗。躺在病床上的他，念念不
忘的还是金华市的科技事业，金华市科技局工业与高新技
术处处长陈英清楚地记得徐东成打给他的最后一个电话：

“当时他的声音已很虚弱，对我说，我的几个北大学生来看
我，聊到一个新能源项目，很不错，你们要做好跟踪⋯⋯”

早安
北 京 • 食

图① 北京开阳楼饭庄面点师孙俊伟 （右），每天
凌晨4点便开始工作，为百姓的早点餐桌忙碌着。

图② 北京护国寺小吃店，市民李新 （右） 带着从
国外归来的儿子品尝北京传统早餐。

图③ 北京王府井麦当劳餐厅早班服务生崔银芳耐
心为顾客服务。

本版编辑 胡文鹏 杨开新 徐 达
联系邮箱 jjrbrw@163.com

2016 年 11 月 7 日，伴随着上市钟
声，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创
业板，贝达药业的核心产品名叫“凯美
纳”（学名盐酸埃克替尼），是我国第一
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靶向抗癌新药，
于 2011 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 （CFDA） 批准上市，结束了我国
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完全依赖进口的历
史。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曾称赞这一成
果“堪比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

截至 2016 年上半年，服用凯美纳
的患者人数超过了 10 万人。凯美纳的
研发团队出自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团
队的核心就是王印祥博士。

学海摇橹

1980 年王印祥高中毕业，本着只
要能被学校录取、把农村户口转为城镇
户口的原则，他填报了当时甚为冷门的
卫生专业。入学后他才知道，卫生专业
毕业生将来要到防疫站工作。毕业后王
印祥被分配到河北邯郸地区卫生防疫
站。防疫站的工作很接地气，下煤矿、
进工厂是家常便饭，工作相对固定也相
对单调。“那时候感觉预防医学工作像
行政工作似的，和我当科学家的梦想相
差 甚 远 ， 于 是 萌 生 了 考 研 深 造 的 念
头。”王印祥说。经过几年的准备，他
如愿考上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研究
生，专业是毒理学。那一年，他24岁。

已经成为毒理学研究生的王印祥，
他的日常研究工作包括给实验动物喂各
种药物，然后监测肝功能、体重变化，
再作毒理分析等。这个时期，分子生物
学刚刚在中国兴起，听到分子生物学专
业的同学整天谈论“基因”“克隆”等
话题，对生命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王印
祥被深深地吸引。他意识到，分子生物
学专业才是他想做的科学，于是决心将
研究方向转向分子生物学。1993 年，
王印祥考入美国阿肯色大学医学院，开
始攻读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随后到耶
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他不曾想到，这
一去美国，整整用了10年。

抗癌新药

上世纪 90 年代，肿瘤的药物治疗
仍然以化疗药为主。这些药物的一大特
点是除了能杀死癌细胞，也能杀死正常

细胞，毒副作用非常明显。怎样才能找
到只杀伤肿瘤细胞而对正常细胞没有影
响的药物，是当时学术界的研发热点。

经过多年研究，科学家发现慢性骨
髓型白血病是罕见的 BCR-ABL 融合蛋
白激酶引起的，这个染色体突变早在
1960 年就被发现了，叫作费城染色体
突变。上世纪 80 年代，诺贝尔奖学者
巴尔的摩克隆出这个基因。1999 年，
王印祥到耶鲁大学做博士后，他的博士
后导师就是巴尔的摩的学生。王印祥跟
着导师的项目也投入到肿瘤和激酶的研
究。激酶抑制剂，正是靶向抗肿瘤药研
究的起点。到 2001 年，诺华制药生产
的格列卫获批上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靶向抗肿瘤药开始造福成千上万患者。

在一次留学生派对上，王印祥与马
里兰大学的医用化学博士张晓东相识。
交谈中，两人都认为靶向药物开发大有
可为，决定一起创业，开发新型的靶向
抗癌药。王印祥负责生物部分开发，张
晓东负责化学部分设计。在美期间，王
印祥与多位投资人接触，希望拿到天使
投资，但是收效甚微。后来王印祥与同
学丁列明谈起这个项目，意外地引起了
丁列明的强烈兴趣。丁列明也是学医出
身，加上与王印祥多年的朋友关系，他
决定投资这个新药项目的研发。2002
年底，丁列明在杭州注册浙江贝达药业
有限公司，支持王印祥团队的新药研
发。两个月后，王印祥辞去美国的所有
职务，回国创业。

创业之路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回国后，王
印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租下
30平方米的实验室，带领团队开始了艰
难的探索。

化学药剂的合成往往需要多个反应
才能实现，每一步都需要不同的设备。
比如合成中间一步的反应需要氢加压环
境，由于氢气加高压后危险性较大，当
时整个北京市都找不到这个反应釜，王
印祥只好带人到河北廊坊，在一个用水
泥搭建的氢加压的釜中完成反应试验。
在廊坊做完反应后，在外租的药厂车间
做下一步反应，才能最终合成出药品。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欠缺，新药研
发的高额投入和风险，国内的药品企业
都以生产仿制药为主。2004 年到 2007
年是中国仿制药申报高峰期，那时几万

元钱就买得到一套资料报审。王
印祥去药审中心答辩时，完全按
照学校的思路详细讲解，参与评
审的专家非常惊讶：国内竟然还
有这样的公司去做这样严谨科
学的项目。2006 年 7 月份，公
司顺利拿到了临床实验批文。

Ⅰ期临床实验要选择一家
权威机构，王印祥思来想去最终
选择做临床实验最严格的北京协
和医院。当他打通协和医院伦理
委 员 会 主 任 单 渊 东 教 授 的 电 话
时，对方的回答给他泼了一盆冷
水：“我们不接不靠谱的小企业课
题，影响声誉。”医院一些科室甚
至在医生办公室门口贴告示“医药
代表谢绝入内”。王印祥没有放弃，
他找到单渊东的办公室，开门见山：

“单老师，请您给我 20 分钟时间介绍一
下我们的课题。如果您听完了还是不能
接受，我转身就走。”没想到，这一聊
就是一个半小时，单渊东听后决定把临
床实验报告提交伦理委员会审核。事
后，单渊东对临床药理中心主任胡蓓
说：“贝达那个老总不像一个商人，像
个科学家。”

新药攻坚

药品研发进入临床实验阶段。虽然
王印祥与团队精心设计方案，但毕竟是
第一次，临床实验并不顺利。第一例患
者服药 5 天后，从卧床到能做家务，症
状明显改善。可是，到了第四位患者，
给药一星期后出现呼吸困难。临床实验
陷入停滞，医院内部甚至有人提出不应
该接受国内药企的实验，大范围的质疑
声随之而起。无奈之下，王印祥找到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教授孙燕和石远凯、张力等专家前来
会诊。专家们在调取资料后认为，这是
国内第一个靶向抗肿瘤药，是否可以 1
例1例患者入组，观察1个月后再入组。

到Ⅲ期临床实验阶段，对照样本又
成了争议的焦点。美国的罗氏制药公司
和阿斯利康公司都是用安慰剂做对照，
王印祥认为，用安慰剂对照不足以显示
凯美纳的疗效，他们最终决定用阿斯利
康生产的同类药物易瑞沙与凯美纳做临
床对比试验。在实验机构方面，他们还
跑了 27 家医院自己做质量监控。如果
一切顺利，2009 年 1 月份，27 家医院

将同时启动Ⅲ期临床实验。不料，2008
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谈好的投
资人纷纷表示项目投资暂停。此时购买
对比药剂易瑞沙需要大量资金，一旦临
床试验终止，前期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凯美纳的命运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危难之时，杭州市余杭区政府雪中
送炭，提供 1500 万元资金支持。随后
贝达医药的大股东分头筹资借款，礼来
亚洲基金又投入 500 万美元，加上科技
部“863”计划和“十一五”国家科技
重大新药专项支持，凑够了所需资金。

2010年5月份，凯美纳Ⅲ期临床实
验结束，结果如大家所愿。双盲实验结
果显示：凯美纳的疗效与进口药易瑞沙
不相上下，但是副作用却小很多。2011
年，孙燕院士代表项目课题组在荷兰世
界肺癌大会上作报告，这也是国内自主
研发的新药第一次登上国际学术会议讲
台。随后，《柳叶刀》 杂志主动邀请课
题组撰文，公布了凯美纳的临床实验成
果。2015 年，凯美纳研发项目获得了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作为全球第三个、亚洲第一个治疗
晚期肺癌的靶向抗癌药，凯美纳自上市
以来造福了数以万计的患者。贝达药业
自 2011 年开始，对服药半年后依然有
效的患者实施免费赠药。

2012 年，王印祥在贝达药业成立
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写了下面一段话：每
个承载使命的伟大商业机构都想在历史
长河中留下自己的丰碑，我们的丰碑是
耸立在每一个精心研究合成的分子和凝
结着成百上千科学家、医生和患者心血
的一粒粒微小的药片——那是为饱受疾
病痛苦的人带来生命希望之光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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