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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聚焦创新药研发与转化医学论坛

深入理解疾病，
研发更安全有效新药
■解放日报记者 李成东
在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科学
家们聚焦创新药研发与转化医学主
题，对全球癌症、免疫学等领域最新
药物试验、开发和转化问题进行阐述
和分析，探讨中外创新药研发和引进
问题。

从源头追溯衰老本质
“在癌症治疗过程中，我们可以
通过囊泡运输，帮助改变病毒的传输
过程，这或将成为肿瘤治疗和观察的
新方式。”在论坛现场，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获得者、细胞生物医学权威
兰迪·谢克曼介绍了他在细胞膜囊泡
领域的最新研究。
2013 年，他因发现了细胞中囊泡
像船队一样运送货物至精确目的地
的作用方式，获得了该年度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
经过多年的研究，
谢克曼发现了细
胞衰老与新生的奥秘。他与好友罗思
曼共同研发出了萨尔夫细胞溯源疗法
——从源头追溯衰老本质，
真正解决衰
老问题。他们发现 20 多个基因在囊泡
运输中发挥作用，
并且细胞中囊泡对大
脑沟通方式、
激素释放和部分免疫系统
至关重要。谢克曼还找到了用编码来
调节囊泡运输关键蛋白的基因，
并通过
对被打乱的基因突变酵母个体进行检

测，
发现了将囊泡运送到不同细胞器或
者细胞表面的那种基因。

大数据辅助疾病诊断
挪威科学与文学院外籍院士雷
蒙德·史蒂文斯表示，我们的使命是
培训和指导学生成为下一代科学研
究的国际精英，引领不同空间和时间
尺度上人体海量数据的整合研究，以
提高人类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能力。
在医疗领域，大数据已有广泛运
用：卫生部门可以通过覆盖全国的患
者电子病历数据库，进行全面疫情监
测；社交网络为许多慢性病患者提供
了临床症状交流和诊治经验分享平
台，医生借此可获得院外临床效果统
计数据；在疾病诊治方面，可通过健
康云平台对每个居民进行智能采集
健康数据，居民可以随时查阅，了解
自身健康程度。
雷蒙德·史蒂文斯认为，基于对
人体基因的大数据分析，可以实现对
症下药的个性化治疗，提高诊断准确
性和药物有效性。
值得一提的是，雷蒙德·史蒂文
斯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他于 2012
年 11 月加入上海科技大学，并和刘志
杰一起创建了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究所。iHuman 研究所是了解方兴
未艾的上海生命科学研究的窗口，其
聚焦于跨空间和时间尺度的数据整

合，并通过构建原子分辨率的虚拟人
体深入理解人类疾病，研发更加安全
有效的新型药物。雷蒙德·史蒂文斯
因在科学研究和培养我国年轻科学
家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 2017 年度上
海市
“白玉兰纪念奖”
。

免疫肿瘤学新突破
在创新药研发与转化医学主题论
坛上，还有一位 33 岁获得麦克阿瑟天
才奖、该奖项最年轻获得者之一的美
国女性化学家卡洛琳·贝尔托齐。她
现场演讲细胞生物学说时，不时握住
拳头，
语言铿锵有力，
内容既透露出年
轻女科学家的朝气，又不失学术的严
肃性。贝尔托齐富有学术价值的演讲
赢得了在场科学家们的点头致意以及
掌声，显示出了年轻女科学家不输男
性的干练与深厚的学术研究能力。
据了解，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麻省理工的科研队
伍男女比都超过了 11∶1，有所谓的
“男性规则”，而以贝尔托齐等为首的
一批年轻科学家一直在致力于改变
这样的现状，在科学领域，特别是科
创成果转化的产业界占据一席之

地。目前，贝尔托齐拥有两家在医药
领域有名的生物科技公司。
贝尔托齐曾开发了一种诱导细
胞在其表面表达非天然糖的方法，可
以进行化学修饰以适应实验设计。
这种化学重塑技术为研究诸如感染、
炎症和癌症增殖等疾病过程的治疗
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贝尔托齐的
实验室专注于分析与癌症、炎症和
细菌感染相关的细胞表面糖基化
的变化，并利用这些信息开发诊断
和治疗方法，在免疫肿瘤学领域
作出贡献，为肿瘤患者们带来了
希望。

对全球癌症、免疫学等
领域最新药物试验、
开发和转
化问题进行阐述和分析，
探讨
中外创新药研发和引进问题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达·约纳特：

“可降解”天然抗生素可期
■解放日报记者 黄尖尖
阿达·约纳特，这位一头银色
“大波浪”的以色列女科学家，在以
男科学家占大多数的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上无疑会成为一个亮点。

耐药性产生速度在加快
阿达·约纳特因对“核糖体结构和
功能的研究”获得 2009 年诺贝尔化学奖，
是 1965 年以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的女性。这位女科学家是细胞“蛋白质工
厂”之谜研究的开创者。在本次论坛上，
她带来了关于抗生素耐药性的最新研究
成果。
“抗生素是对抗细菌的很好的武器。
抗生素的分子量非常小，但细小的一两个
抗生素却能让 250 多个原子组成的大核
糖体瘫痪。”阿达指出，目前抗生素在临床
上最大的问题是耐药性。
“细菌会生成保护机制，对抗生素形
成耐药性，这种耐药性持续下去，抗生素
就对它们没有作用了。当人体再次生病
时，哪怕是非常小的疾病和创伤，没有可
用的抗生素，
就会导致人死亡。”

上世纪中叶，抗生素开始在临床使
用 ，而 如 今 我 们 已 经 进 入“ 后 抗 生 素 时
代”。 根 据 世 界 银 行 的 分 析 ，全 球 经 济
40%的活力会因为抗生素的耐药性而受
到打击。
“如今即便投入巨额资金，开发出
新抗生素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阿
达指出，因为细菌产生耐药性的速度越来
越快，而推出新抗生素越来越慢。照这样
下去，对于新的抗生素来说，耐药性会一
直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你有新的抗生
素，就一定有新的耐药性。未来几十年，
我们并不能完全消除耐药性。

人类必须比细菌更加聪明
“细菌有求生欲望，它们非常聪明，我
们必须比它们更加聪明。”风趣的阿达话
锋一转，
开始提出她所研究的方向。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阿达开创了
对核糖体结构的研究，探讨如何根据基因
密码合成蛋白质。
“ 我们在实验室分析细
菌核糖体的结构，并与无害核糖体进行比
较，结果惊讶地发现，病原体的结构上有
一些非常独特的区域，有些可以用作抗生
素的开发。”
在一个病原体细胞结构体上，阿达展

示了多个独特的位点，她指出，多达 16 个
位点可以成为潜在抗生素的开发靶点，可
能抑制病原体蛋白的合成。
“ 我们还需要
确保抗生素的特异性，让其只针对特定病
原菌发生作用，不会影响到其他有益菌
群。”
开发天然抗生素，让其变成可降解的
药物，更是出于对环境保护的考量。
“大多
数核糖体和抗生素，其中都有一些成分无
法生物降解，无法在大自然中被消化。它
们通过排泄进入灌溉系统，又通过食物进
入人和动物的体内，从而导致大部分人和
动物‘抗生素中毒’。”使用天然抗生素，可
以让这种现象得到控制。
阿达说自己对人类最终消除耐药性
并不悲观，只是希望更多制药公司能从真
核细菌结构着手，而不仅仅从化学角度去
研制药物。
“更好了解细菌的病原体结构，
能更好了解耐药性。才能另辟蹊径地研
制出新的天然抗生素，
消除耐药性问题。”
演讲的最后，阿达分享了一张外孙女
给她画的画像，画面中，阿达胸前戴着诺
贝尔奖奖章，她那一头银发变成盘曲交错
的核糖体，她满脸皱纹，却露出一如既往
的自信微笑。这张风趣的画像引来全场
听众的阵阵笑声。

主席：兰迪·谢克曼，2013 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副主席
演讲或参与提问及讨论的科学家：
雷蒙德·史蒂文斯，挪威科学与文
学院外籍院士
约阿希姆·弗兰克，2017 年诺贝尔
化学奖
厄温·内尔，1991 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
罗伯特·胡贝尔，1988 年诺贝尔化
学
沙菲·戈德瓦瑟，
2012 年图灵奖
卡洛琳·贝尔托齐，1999 年美国麦
克阿瑟天才奖
罗杰·科恩伯格，2016 年诺贝尔化
学奖
宁光，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
副院长
王锐，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
基础医学院院长
孙颖浩，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军军
医大学校长
兰迪·谢克曼，2013 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
哈拉尔德·楚尔·豪森，2008 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阿达·约纳特，2009 年诺贝尔化学
奖
罗纳德·韦尔，2012 年拉斯克基础
医学研究奖
亚历山大·莱维斯基，2005 年沃尔
夫医学奖
谭蔚泓，中国科学院院士、仁济医
院·上海交通大学分子医学研究院院长
刘志杰，上海科技大学 ihuman 研
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