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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科学岛，有一支远近闻名
的团队，他们有一个颇为侠气的名字
——“哈佛八剑客”。2009年，在王俊峰
的带领下，同在大洋彼岸工作的“七
剑”——刘青松、张欣、张钠、刘静、王文
超、林文楚、任涛，陆续离开哈佛大学医
学院，登上科学岛专心科研。

他们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的强磁场大科学装置开展生命科学研
究，实现了与国际顶尖水平“并跑”。“越
出国越爱国”，刘青松的感慨，道出了归
国哈佛博士们的共同心声。

“远离尘嚣，最适合做科研”

合肥？科学岛？“怎么挑来捡去，最
后选了这个地方？”5年前，彼时还在哈佛
大学医学院工作的张欣，听说好友刘青
松要落户科学岛，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
的耳朵。不仅如此，刘青松还热情地邀
请她和老公王文超一起去。

科学岛位于安徽合肥市西北，三面
环水、人烟稀少。“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又不是找不到工作。”不仅张欣诧异，周
围的同事也不理解，刘青松却异常坚定：
“岛上绿树成荫，远离尘嚣，最适合做科
研。”当然，他也相信“大哥”王俊峰的选
择不会有错。

2009年 6月的一天，历经十几个小
时的长途飞行后，39岁的王俊峰首次踏上
科学岛。在与时任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书记、强磁场中心主任的匡光力研究员谈
了一个上午后，王俊峰按捺不住心中的激
动，给妻子拨通了越洋电话：“一个崭新的
国家大科学装置平台将在这里拔地而起，
在这个平台上，只要你敢想，就有无数的
可能……”这头，他像个孩子一样喋喋不
休地描述着科学岛上的种种见闻，那头妻
子安静地听着，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他知道妻子在犹豫什么：他们在美国
生活安逸，已经获得了绿卡，而她也有着
稳定的工作，待了十几年的美国已经那么
熟悉，为什么要回国呢？最终，妻子还是
选择了支持自己的丈夫，她太知道王俊峰
心里渴望什么——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做
自己喜欢的科研工作。

2012年，刘青松在王俊峰的邀请下
来到科学岛访问，几番畅谈后，二人一拍
即合，在征得同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博
士后的妻子刘静支持后，夫妻二人毅然
决定回国。很快，在刘青松的说服下，张

钠回来了，王文超、张欣夫妇也回来了。
之后，随着林文楚、任涛的加入，“哈佛八
剑客”完成了最后的拼图。

“能用一流实验装置，很幸福”

都不是安徽人，也都未曾在这里念
过书，“哈佛八剑客”之所以能够万里迢
迢奔赴科学岛工作生活，很重要的是源
于强磁场的魅力。

与极低温、超高压一样，作为科学探
索利器的强磁场是现代科学实验最重要
的极端条件之一，可以使得物质特性发生
变化。对强磁场的认知往往伴随着重大
的科学发现，自1913年以来，19项与磁场
有关的科技成果相继获得诺贝尔奖。

按照既定计划，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2008年开工建设，建成后中国将成为世界
上第五个拥有稳态强磁场装置的国家。在
“哈佛八剑客”眼中，随着经济、科技实力的
增强，国内的科研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用“八剑客”的话说，“利用一流
的实验装置，在磁共振生命科学领域自由
探索，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事了”。

而且，依托强磁场大科学装置与技
术，在分子、细胞、组织、动物模型、人体等
多个层次开展重大生命科学研究，他们有
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王俊峰、张钠擅长研
究蛋白和核酸的结构生物学，张欣负责研
究细胞生物学，林文楚重点研究新型的动
物模型，刘青松、刘静、王文超和任涛则组
成药物学小团队。一个有所区别而又环

环相扣的学术链就这样形成了。
撸起袖子加油干，事实印证了他们的

选择。刘青松、刘静课题组研究发现，“老
药”依鲁替尼可应用于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和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张欣课题组与大
连化物所李国辉课题组合作，在磁场抑制
肿瘤细胞生长机制，以及磁场联合化疗药
物抑制肿瘤细胞生长方面的研究取得了
系列进展，相关研究从实验上证明了稳态
磁场在肿瘤治疗方面的潜在应用。

回国后的几年里，“八剑客”已发表学
术论文几十篇，其中多篇成果发表在《自
然》《科学》等国内外权威知名杂志。“短短
几年，这个团队已在国际相关领域初步显
现出影响力，很多人的科研成果比在哈佛
时还要大。”匡光力如是评价。

宝剑锋从磨砺出

2009年，强磁场中心还处于第一个
五年建设阶段，科研大楼还没完全建好，
大部分仪器还未到齐。为了不耽误科研
进度，王俊峰一头扎进了破旧的小红楼，
开始了夜以继日的实验，就连很多实验
器材都是从兄弟单位借的。

不仅“硬件”欠缺，质疑声也一度不
绝于耳。几年前，听说刘青松等人要创
制新药，一些专家好言相劝：“这事我们
都试过了，太难！”“还是老老实实做点基
础研究发点文章吧！别搞到最后连团队
都养不起。”担忧之声并非毫无理由，药
物研发是一个高度学科交叉的工作，从

学术界开始进行药物研发以及相关研
究，在当时国内不很完善的相关环境下
确实颇有难度。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许多肿
瘤的发生是由某些与生长相关的‘激酶’
发生突变导致异常活化引起的，研发针
对突变激酶的‘靶向药物’，有效抑制这
些激酶的活性，就可以达到抑制癌细胞
增长的目的。”刘青松认为，针对这些靶
点筛选药物，首先需要建立一系列高效
的“靶子”，以便评价药物的好坏。

瞄准了方向，刘青松带领研发团队从
零开始，用4年多的时间，针对临床常见的
癌症相关激酶靶点，构建了仅依赖于目标
靶点基因生长的大型癌症激酶细胞库。

目前，该细胞库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基于激酶靶点的全细胞筛选库，填
补了国内新药创制领域此类检测体系的
空白，将为抗肿瘤新药研发提供有力支
撑。“有了全细胞高通量筛选库，可以快速、
准确地检测出药物对激酶靶点的打击活
性，同时对药物在临床上可能产生的机制
性毒副作用作出预测。”王文超介绍。

有了这一细胞库，团队目前已针对白
血病、淋巴癌、肺癌等癌症开发了一系列激
酶抑制剂，申请了40多项国内和国际新药
发明专利。今年“八剑客”成果中就有一项
针对急性白血病的创新药物正在向国家监
管机构申请临床试验。

宝剑锋从磨砺出，如今，“哈佛八剑客”
希望借力强磁场装置能够取得更多一流学
术成果，研发出抗肿瘤新药和临床精准用
药的新方法，同时培养出更多好学生。

与世界顶尖选手并跑的人
——记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八位海归科学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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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八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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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院强磁场科学

中心合影。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虽然回国可能面对许多挑战和困
难，但在祖国，我能做更多有意义、有价
值的创新。”一晃10年过去，如今已是中

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的郑海
荣始终坚信，自己当初决定回国创新创
业的选择是正确的。

如同许多向往国际化科研学术环境
的学子一样，郑海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硕
士毕业后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继续深
造。“国外的学术氛围对学生的培养自由
度更大，且更重视基础，原始创新被摆在
了关键位置。”用郑海荣的话来说，在国外
培养的独立学术能力使他受益颇深。

获得博士学位后，是留在美国任教
还是回国工作？在大多数留学生还纠结
时，郑海荣心里却早已有了答案，他相信
国内更需要自己、也能够提供更大的发
展空间。2007年，成立不到一年的中科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到美国招聘，凭

着直觉，郑海荣决定去试试。“深圳特区
经济对科技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充满
了机会和潜力。”

来到深圳先进院后，郑海荣组建起一
支近20人的研究团队，从事“超声剪切波
弹性成像肝硬化检测仪”和“高分辨显微
CT”等生物医学仪器研制。
“深圳先进院就像一个‘学术丛林’，

这里有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学术生态系
统，可以接纳人才的多样性。”在先进院
工作的10年里，郑海荣在医学成像仪器
领域大展拳脚。大量国家级和企业科研
项目需要团队合作，深圳先进院形成了
良好的团队聚集效应。“在这里，基础研
究型人才和工程师都能和谐相处，学术
与设计、工程相互支撑，形成了全链条的

创新机制、文化和平台。”
与此同时，郑海荣也在先进院的平

台上迅速成长。2014年，37岁的郑海荣
摘得“陈嘉庚青年科学奖”桂冠，要知道，
这一奖项每届的获奖者都不超过6位。
“个人之所以成长得相对比较快，得益于
深圳先进院创新的氛围和机制，也得益于
国家的创新人才支持机制和健康产业的
迅猛发展。”郑海荣说。

如今，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已
发展成为拥有近2000名科研人员的现代
化新型科研院所。能够吸引到大量海外人
才回国创业，自有秘诀。除了为一流人才配
备一流设备和条件外，先进院科研与产业
化并重的发展路线是关键。
“科研人员有选择研究方向和项目

的自由，醉心于学术研究的人可以在前
沿技术领域耕耘，偏重于应用科研的人
才，可以与产业界紧密结合，取得科研成
果后迅速产业化。”郑海荣介绍，深圳先
进院没有人为限制科技人员在创新链条
中的角色定位，项目选择以可预见的应
用和重大效益前景为标准。

学 术 丛 林 里 矢 志 创 新
——记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郑海荣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他，30岁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从事了
24年的食品研究。54岁时，他作为海外
高端人才回国工作，并投身于我国传统
食品工业化的研究工作。

他，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
所传统食品加工与装备研究室主任、国家
马铃薯主粮化课题组的核心成员张泓。

走进张泓不大的办公室，里面摆满
了各种资料和加工好的食品，有土豆面

包，马铃薯粉条，等等。张泓随手拿起一
个盘子，“来尝尝，这是我们刚研发出来
的马铃薯藜麦面包”。

时间退回到2011年，中国农科院食
品加工所成立了国内首个专门从事传统
食品加工与装备研究室，并向在日本担任
含气调理食品研究所所长的张泓抛出了
橄榄枝，希望他能够回国领衔承担起这块
业务。“当时我有点担忧，毕竟在日本待了
20多年，回国后能不能适应？更重要的
是，国家赋予我的使命，我能否担当好？”

然而，国家的荣誉感、使命感和信任
感很快战胜了张泓内心的不安，他放弃
了日本的一切，回国开始了中式菜肴工
业化的研发工作。

2013年秋天，农业部的一位负责同
志受国务院委托到加工所调研，问张泓
能不能把马铃薯全粉做成面条、馒头等
主食系列产品。张泓表示“愿意一试”。
于是，这件“从来没人干过的事情”就落
在了张泓和他的团队身上。“对于大多数
人来说，用土豆去替换馒头、米饭、面条
等，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张泓说，
他的工作就是要把土豆做成大众能接受
的主食样子和口味，让更多的人养成吃
土豆的习惯。

研发过程中，张泓发现，土豆全粉因
为黏度不够，无法直接成面。于是，他尝
试将全粉和面粉混合，他从诸多面粉种
类中试验选取了适当的高筋小麦粉加以

调试，随着试验的不断推进，含量达到
20%的马铃薯面条试验成功。2014年春
天，含量达到35%的马铃薯面条顺利问
世，其色泽、硬度、黏性、弹力、拉伸阻力
等十几个指标同时达标。听到喜讯，农
业部一位领导亲自来到了加工所，端起
这一碗泛着土豆清香的面条细细品尝。
品尝后，这位领导竖起了大拇指：“这东
西，肯定行！”

短短5年时间，张泓和团队一起，在
没有专门经费，又无前期预研工作基础
的情况下，完成了三代马铃薯主食产品
的研制工作，并将产品种类拓展到300
多种。“只要是面能做的，马铃薯就可
以。”张泓骄傲地说。

跟 土 豆 食 品 较 劲 儿
——中国农科院国家马铃薯主粮化课题组核心成员张泓

本报记者 常 理

“逮蚊子”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寻常事。可你知道

吗？有一群人为了防治疟疾，冒着酷暑、通宵不眠地逮蚊

子。在安徽全椒县疾控中心，就有这样一群人。

每年的夏秋两季，这群捕蚊人都要开展一次媒介按蚊

种群监测，晚上在室外挂起“人诱蚊帐”，挂上诱蚊灯，从晚

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每隔1小时就去蚊帐内捕一次蚊

子，清晨收回后送至实验室做镜检、分类。该疾控中心主

任杨庆闩介绍，掌握蚊群的分布特点，了解蚊子的生活习

性，以及它们为应对环境而产生的变化，能为疫情防控提

供依据。

2015年，经过几代疾控人的努力，全椒县宣告彻底消

灭了疟疾。“逮蚊子看着像是‘儿戏’，但大意不得。”已经从

事疾控工作27年的全椒县疾控中心王雨说，“现在继续监

测，就是为了杜绝恶性疟疾卷土重来”。

沈 果摄影报道

深夜有群捕蚊人

全椒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段中玲（左）和王雨

（右）使用捕蚊管抓捕按蚊。

透过放大镜拍摄的按蚊标本。

武警陕西总队咸阳支队班长郑明岗：

用梦想的力量坚持奔跑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张 歆

“23分01秒！合格！”今年8月的一天，随着武警陕
西总队咸阳支队中队长李辉宣布成绩，现场响起一片掌
声。武警陕西总队咸阳支队班长郑明岗刚刚完成了5公
里的越野跑。此时，他腿上厚厚的老茧已被磨破，汗水和
血水融在一起，缓缓向下流淌，在假肢上留下一条条斑驳
的印迹。当被问及“痛不痛”时，郑明岗一边用毛巾擦去
血迹，一边笑着回答说：“怕痛的那条腿已经没有了。”

2014年5月份，郑明岗突患动脉血栓脉管炎，后来病情
恶化，只能截肢并装上了假肢。凭着重返战位的执着信念，手
术后1个月，郑明岗就能正常走路。出院当天，他就向支队递
交了归队申请：我是一名战士，请求组织让我重回战位。

为了恢复到尖兵状态，郑明岗拼命训练。一次，中队
组织5公里长跑训练，干部考虑他装了假肢行动不便就
没通知他，可他却主动请缨。练习长跑时，他的左膝关节
磨烂了，脓血沿着假肢淌下来，他让卫生员简单处理又投
入训练。半年以后，他军事科目成绩全部达到优秀。

2016年9月，郑明岗所在中队担负G20杭州峰会马
栏执勤点设卡检查勤务，他第一个报名参加任务。一天
中午，正在担任控制组组长的他，发现一辆汽车临近检查
点时突然加速企图冲卡，郑明岗当即鸣枪警告。随后，疑
犯弃车逃窜，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一记侧踹把疑犯击倒在
地，随即用“锁喉擒拿”死死控制住疑犯，当场缴获匕首一
把、海洛因50克。

今年4月，受共青团陕西省委邀请，郑明岗参加了
第五届“中国志·青年梦·寻找身边的好青年”活动，
先后在西安、咸阳等地的20多所高校，为10余万名学
生讲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演讲期间，曾有一名学生问
他：“是什么力量使你坚持奔跑？”他响亮地回答道：
“是梦想的力量。”

全椒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在搭建“人诱蚊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