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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聚焦世界顶尖科学家生命科学与产业论坛

生命科学，
用生命讲述“奇迹”
中。为何如此重视创新，甚至亲自参与
“从娃娃抓起”？谢赫特曼表示，
“ 一个国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进行到第二天， 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不是靠煤炭、石
迎来生命科学与产业论坛，十几位诺贝尔
油和金属，而是靠人类的创新。”
化学奖获得者发布了生命科学、DNA 等
关乎人类健康的最新前沿理论成果，并讲
计算机揭示神秘化学世界
述了他们几十年的研究旅程。
他们有的耗费 50 年完成电脑模拟化
在化学反应中，酶在催化过程中扮演
学实验的建模，有的顶着学界的嘲讽苦苦
什么角色？ATP 是怎样沿着细胞链一步
研究 30 年换来诺贝尔奖，有的卖掉自己的
步行进的？当这些化学反应在大屏幕上
发明专利也要将突破性成果证明给世人
用电脑模拟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论坛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正是这些科学
现场发出啧啧称赞，不少科学家拿出手机
家用卓越的头脑、过人的意志和悲天悯人
来拍下了这些神奇的镜头。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亚利耶·瓦谢尔所做的工作，就是
的情怀，为人类生命科学的殿堂搭砌起一
座座生命的基石。
让化学家们得以借助计算机的帮助揭示
化学的神秘世界。
化学反应极为迅速，在数百万分之一
从发现到获奖历经近 30 年
秒间，电子已经完成从一个原子核向另一
2011 年 10 月 5 日，70 岁的以色列理工
个原子核的迁移。
学院材料学家丹·谢赫特曼获得 2011 年诺
“这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为了这个建
贝尔化学奖。获奖理由是，他在 1982 年发
模，我花了 50 年。”在会场外与记者聊起自
己的学术生涯时，瓦谢尔一边说，一边伸
现了准晶体。从发现到得奖，经历了近 30
出 微 微 颤 抖 的 手 指 在 空 中“ 画 ”了 一 个
年漫长岁月。
准晶体是一种介于晶体和非晶体之 “50”
。
他告诉记者，
“ 我最开始模拟了一个
间的固体，这一科学发现在 1982 年是极富
非常简单的化学键，然后我发现影响非常
争议的。当谢赫特曼告诉同事他发现了
一种新的材料结构时，同事都认为他“违
大，于是我问自己，我能不能模拟一整个
背常理”。他捍卫自己的观点却引来了麻
化学反应？后来在电脑的帮助下，我把这
烦：研究组组长要求他离开。两届诺贝尔
个想法变成了现实。”
奖获得者莱纳斯·鲍林甚至嘲笑他：
“没有
瓦谢尔坦言，目前计算机在生物技术
准晶体，只有准科学家。”
研究上的应用还处于早期阶段。
“我们也知
“我并不在意，我深信自己是对的，他
道，我们计算的准确性哪怕只能提高一个
们是错的。”为维护自己的发现，谢赫特曼
小小的单位，也可以促进我们预测的准确
在小仓库里一遍遍地重复实验。
性大大增加。
”
未来还可以通过使用计算机
1987 年，
法、
日科学家成功地在实验室
去设计蛋白质、
药物、
基础的分子的结构。
中制造出了大到足以被 X 射线观察到的准
瓦谢尔出生在以色列，以色列是一个
晶体结构，
2009 年首次发现天然
“准晶体”
， 创新氛围非常浓厚的国家。当被问到以
谢赫特曼终于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可。
色列有何创新经验值得上海借鉴时，他举
“鲍林确实是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但
了个例子。
“在以色列，基础教育从一开始
这次他错了。”在谈到当年所受的非议时， 就教会孩子们：学会相信你能做一些事
谢赫特曼如是说。即使最伟大的科学家
情。创新来自不断的尝试和失败，我觉得
也会陷于传统藩篱的桎梏中，保持开放的
上海要建科创中心，首先应建立宽容失败
头脑、敢于质疑现有认知，是科学家最重
的环境，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并增加更
要的品质。
多交流项目，让大学里的科研人员走到大
在以色列，典型的犹太人父母总是告
学外面。”
诉孩子“你是个天才”。谢赫特曼说，他高
“我是做科学的，我自己发明出来的
中时期的物理老师对他影响甚深：
“ 有一
东西从来没有想过怎么赚钱，但是我觉得
天，他把我叫到黑板前。他在黑板上画了
鼓励大学里的科研人员花一点时间在外
一个带电阻的电路图，让我解答。我解决
面，会产生更多想法和创新。”多年来，瓦
了这个问题。他对我说，
‘丹懂物理’。17
谢尔一直在做研究，他认为基础科学方面
岁的我，记住了这句话。”
本次论坛上，谢赫特曼分享了自己近
年来在以色列推广技术创新的实践。他
与同事一起发起并教授技术创业的课程，
建立科技型幼儿园，鼓励孩子们“一起成
为科学家”，把科学创新引入到早期教育
■解放日报记者 黄尖尖

的投入是非常值得的，
“ 事实上很多的基
础方面研究到现在可能只有一点声音发
出来，它们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看到收
益，
但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耐心。”

把人类视野带入纳米世界
不畏权威、坚持真理，哪怕是在最艰
难的时候卖掉了自己的发明专利，也要将
突破性研究成果证明给世人，令其为人类
谋福祉。德国科学家斯特凡·黑尔正是这
样的先驱者，他是首位将人类视野带到纳
米世界的科学家。
自从 1873 年恩斯特·阿贝第一次发现
光学成像具有衍射限制现象以来，物理学
界就公认，显微镜的分辨率具有极限，该
极限与光源的波长有关。然而一个多世
纪以后，黑尔成为历史上首位不仅从理论
上论证了，而且用实验证明了使用光学显
微镜能达到纳米级分辨率的科学家。
2014 年，黑尔因“研制出超分辨率萤光显
微镜”，与埃里克·贝齐格、威廉·莫纳共同
获得诺贝尔化学奖。起初，许多科学家，
包括那些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都认为黑
尔的工作对于提高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
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认为，仅用他那少
得可怜的科研经费来从事这项研究就是
一个冒险。在此期间，黑尔一度用他的
4Pi 高分辨率显微镜将传统光学显微镜的
分辨率提高 3 到 7 倍，但他仍未能突破衍
射极限的限制。
灵感产生于一个星期六的早晨，这时
黑尔已在芬兰土尔库大学得到了他的第二
个博士后职位。黑尔正躺在研究生公寓的
床上看一本有关光学量子理论的书，突然
灵光一闪，
他的脑海里浮现了一个想法：
用
一束激光激发荧光分子发光，用另一束激
光消除所有“大尺寸”物体的荧光，通过运
用两束激光和扫描样品，就呈现出尺寸小
于 0.2 微米的图像。黑尔给他的这项发明
取名 STED，即受激发射损耗显微镜。有
了这个想法后，黑尔立即冲进实验室做实
验。1994 年，黑尔发表了他关于 STED 的
理论文章。不过直到多年以后，这项理论
才得以在实践中被证实。在那段时间里，
黑尔一面继续研究工作，一面四处奔走筹
集科研经费，
甚至卖掉了他 4Pi 显微镜的专

利。然而学界一直对黑尔的理
论持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
他
的论文也被科学杂志退稿。
直到 2000 年，
《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发表了黑尔的
科研成果。
黑尔的贡献在于将
显微技术带入“纳米”
领域，让人类能以更精
确的视角窥探微观世
界，令人类得以追踪
细胞内的活动。事
实证明，采用黑尔的
STED 技术，人们第
一次得到了纳米级
的 荧 光 图 像 ，将 显
微技术带入纳米领
域。在本次论坛会
场外，黑尔告诉记
者，
“获得诺贝尔
奖之后，我们又对
荧光分子进行了进
一步分离，实现了
1 纳米的分辨率。”
电子显微镜在化学
和生物医学领域都
得到了更广泛的应
用，让科学家能得到
更精准的数据。
“我
们不仅在美国和欧
洲，最近还来到上海
推广我们的技术和电
子显微镜，希望能真正
实现科研成果的商业转
化。”

发布生命科学、DNA 等关乎人类
健康的最新前沿理论成果，
研讨
中国生命科学产业发展未来
主 席：
迈克尔·莱维特，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席
科学家嘉宾：
全体诺贝尔奖、
沃尔夫奖、
拉斯克奖、
图灵奖、
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及杰出科学家，
中国两院院士、
青年科学家代
表等
演讲或参与提问及讨论的科学家：
迈克尔·莱维特，
2013 年诺贝尔化学奖
巴瑞·夏普莱斯，
2001 年诺贝尔化学奖
丹·谢赫特曼，
2011 年诺贝尔化学奖
库尔特·维特里希，
2002 年诺贝尔化学奖
威廉·莫纳，
2014 年诺贝尔化学奖
斯特凡·黑尔，
2014 年诺贝尔化学奖
严纯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
兰州大学校长
黄荷凤，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国际妇幼医院院长
张志愿，
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九人民医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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