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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盖伦

从企业研发一线赶回学校实验室，

烟台大学药学院教授田京伟怀揣着一

粒粉色药片。这粒小药片，看似不起

眼，却并不简单——它是我国拥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一类新药，用于治

疗抑郁症。

“真的很不容易！”2 月 14 日，面对

科技日报记者，田京伟感慨道。为了研

发这粒小药片，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

究，再到临床试验，产学研联手攻关，前

后历时 12年。

批了！首粒“中国制”
抗抑郁原创药诞生
“批了！”2022 年 11 月 3 日，这款名

为“若欣林”的创新药获批上市。作为

该项目的研发主持人，田京伟长舒了一

口气。

抑郁症，是发病率最高的单病种精神

疾病。“由于社会教育问题，人们对抑郁症

往往缺乏科学认识。”田京伟说，“据统计，

我国抑郁症患者中，就诊率只有20%。”

半个多世纪以来，抗抑郁药出现了

不少，但大都“治标不治本”。“这些药品

治愈率较低，治疗后有残留症状，患者

功能无法全面康复。”田京伟介绍，一般

的抗抑郁药物有 5 大缺陷——起效时

间慢，不能改善患者兴趣，不能改善认

知，导致和加重性功能障碍，导致镇静

和嗜睡。

更让我国科研工作者心有不甘的

是，长期以来，国内市场上的抗抑郁药

几乎皆由跨国药企研发，本土药企产品

则以仿制为主。

这一切，让田京伟团队深感使命在

肩。他们义无反顾地迈向抗抑郁原创

药研制的“深水区”。

“创新药物的研发，就像是一场冒

险。”田京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新药

领域，原创药的研发难度最大。

12 年来，研发团队不舍昼夜，周末

假日无休，田京伟清楚：“与众多对手拼

抢速度，必须全力以赴！”

攻关！发挥科研机制
上的“先天优势”

从实验室到进入临床试验的阶段，

通常被称为新药开发的“死亡之谷”。

这是因为，成果转化的技术难度高，成

功率低。

复盘“若欣林”攻关之路，烟台大学

药学院院长助理张蓬认为：“校企联手

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成功经验。抗抑郁

原创药的立项是一个契机，深度验证了

校企联手科研的水平。”

这句话也道出了他们在科研机制

上的“先天优势”。

绿叶制药是一家以创新药物研制

为主业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00

年，烟台大学与其联合成立药学院，主

攻领域之一就是精神神经系统创新药。

田京伟自此有了双重身份，他既是

烟台大学分子药理和药物评价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药学院教授，也是

绿叶制药集团非临床研究部副总裁、新

药发现部负责人。

如果将抗抑郁新药研发过程简单

地划分为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那么，

基础研究的重点就在于靶点发现和临

床前概念验证，主要由烟台大学负责；

绿叶制药则主要负责开发研究，包括药

物制备和质量控制、药理毒理研究、临

床研究等。

在高校与企业里摸爬滚打，这样的

双重经历提升了田京伟的判断力，使他

能够敏感地发现科研长征中的一些弯

路，从而提前规避风险。

团队成员王洪波教授介绍，基础研

究是科研院所的强项，企业则对市场、

客户需求的敏感度更高。“失败是常态，

成功是巧合”，高校眼中的高价值项目，

交给企业后，后者未必感兴趣。而校企

联手的产学研机制，能把双方的优势结

合起来，将企业的需求、平台、资金、经

验与高校的基础研究、科研人才优势深

度融合，提升转化成功率。

成了！“一把钥匙同时
打开三把锁”

在田京伟主持下，多名药学院教授

分工协作，烟台大学、绿叶制药以及众

多临床协作方共约 500 余名专业人员，

加入了这场充满挑战的药物研发中。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傅

风华，擅长新药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

多个国家级项目承担者刘万卉，擅长药

物分析及长效缓释制剂研究……拥有

“独当一面”实力的他们，联手协作，取

长补短。

田京伟和同事们遇到的最大难题

是，新药不仅需要同时作用于 3 个靶

点，即 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

胺转运体，还要对 3 个靶点的作用强度

各有不同。

“应该对哪个靶点作用最强，对哪个

靶点作用最弱？强度的比例又是多少？”

田京伟打了一个比方，“靶点与药物的关

系，可以简单理解为锁与钥匙的关系，药

物就像一把钥匙。”通过反复研究，团队

提出“不均衡抑制三个靶点再摄取”的治

疗理论，解决了“一把钥匙同时开三把

锁”以及打开幅度和角度的问题。

另一个难题是“药物—靶点—临床

疗效”的相关性。通过特定强度比例，

不均衡抑制 3 个靶点是否能够实现临

床转化？这是对理论的验证阶段，也是

全球研发的难点。经过不断试验，团队

最终也完成了从理论到临床的转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国家战略

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

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

坚战。

“‘若欣林’是迄今为止，第一个完全

由中国临床专家主持主导完成的1类抗

抑郁新药的大型验证性临床研究，是我

国精神药物研发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作为项目参与者，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张

鸿燕教授倍感振奋，“现在可以说，在全

球抑郁治疗领域有了‘中国力量’！”

产学研融合，攻下抗抑郁原创药

科技日报昆明2月 19日电 （记者

赵汉斌）暗条是由悬浮在太阳大气中冷

等离子体物质构成，表现为暗的吸收结

构，其磁场信息对理解暗条的形成、稳

定和爆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近日，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选址与日冕观

测组在大振幅暗条振荡研究中获得新

的观测结果，相关成果发表在《皇家天

文学会月刊》上。

当暗条遭受扰动，受到磁张力的作

用，暗条物质在观测设备视线方向会来

回运动。借助双向喷流在“暗条—冕

腔”磁绳结构中的运动，研究团队此前

已对喷流和暗条相互作用作了初步探

索。在此基础上，他们将目光转到双向

喷流触发的大振幅暗条振荡上，并详细

分析了这个大振幅振荡的性质。

研究人员分析了 2011年 11月 29日

的一个宁静暗条的振荡现象，发现产生

于暗条南部足点的双向喷流，首先向北

沿着构成冕腔的磁力线运动，随后推动

部分暗条物质抬升并落回后，开始在冕

腔底部纵向振荡。同时暗条偏北部分

也开始横向振荡。借助珥震学方法，可

以得到磁凹陷底部的曲率半径约为 151

兆米，这与对直接“看见”的磁凹陷进行

三维重构的结果相符合。研究人员认

为，新形成的喷流不仅可以触发单个暗

条的同时纵向横向振荡，也能成为诊断

暗条信息的珥震学工具。

此项工作首次立体观测了一个暗条的

同时纵向和横向振荡，丰富了暗条振荡研

究的观测成果，为进一步研究做了铺垫。

云南天文台立体观测到太阳暗条纵横双向振荡

故宫博物院是中国第一批世界文

化遗产。它静静屹立在北京城市中心，

观众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慕名而来。

在这里，他们感受历史的厚重，也欣赏

我国建筑文化发展变迁之美。

经过近百年的不懈努力，故宫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各项保护管理措施更为科学完善，研

究、保护、传承体系基本建立。

近日，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接受科

技日报记者专访。他表示，故宫有责任、

有使命为全国文博单位蹚出一条文物科

技创新之路，让大家少走弯路，少重复建

设。他期待着文物保护领域能有一个国

家级科研平台，聚集和培养优秀科学家，

开展高层次学术交流和多学科协同研究。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大文物和

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王旭东表示，目

前，故宫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进

入以预防性保护为主、辅之以抢救性保

护的新阶段。

强调预防性保护，是文物保护发展

新阶段的要求，也是文物保护理念发生

转变的必然。

预防性保护的第一步是做好风险监

测。既要监测文物本体的病害，也要监

测文物所处环境的变化。环境，包括文

物所处的自然环境，也包括人类的社会

经济活动。每年有大量的观众涌入故

宫，他们的到来会对建筑、文物产生影

响，带来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和微生物

含量的变化，这也是故宫要面对的挑战。

监测之外，还要及时有效地进行控

制和干预。和人一样，文物也需要定期

进行体检。自动监测和人工巡查结合，

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总的来讲，就是

要创建“风险监测——综合预报——提

前预警——及时处理”的古建筑保护管

理模式。目前，故宫已初步形成相对完

备的不可移动文物监测与应对体系。

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预防性保护

手段——数字化。即使文物因为不可

抗力遭到损坏，因为留存有完整的数据

资料，仍可以将其重新恢复。文物保护

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所有文物终有一

天可能会消亡，而数字化在某种程度上

使文物“永生”。 （下转第三版）

“ 蹚 出 一 条 文 物 科 技 创 新 之 路 ”
——访 故 宫 博 物 院 院 长 王 旭 东

科技日报讯 （记者张盖伦）面对

“乡土中国”这一主题，青少年如何以科

技融合文化，进行自己的诠释？2 月 18

日，第六届全国青少年创·造实践活动

暨第三届青少年文化科技论坛在故宫

博物院举行，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项目

团队分享了他们对“绿色低碳中国”和

“乡土中国”的理解与认知。该论坛的

配套展览《乡土中国——青少年文化科

技作品展》也在故宫博物院同步举办。

论坛上，北京市中关村中学学生卿

梦泽讲述了和创·造实践活动从初一到

高三的缘分。在创新实践的过程中，他

了解到创新不是凭空捏造，科学的进步

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学会了自我

管理和团队管理，深刻感受了中国古代

的工匠精神，明白了科学探索的意义。

北京市东城区少年宫的同学讲述

了与瓶子有关的故事。在故宫“零废

弃”理念的倡导下，他们想出了用废弃

塑料瓶做环保雨衣的点子，还在雨衣

上融入了故宫元素，让雨衣好用也好

看。四合书院队的项目则源于同学们

在一个云南纳西族村子里的别样经

历。通过参加文化与科技论坛，他们

开始思考如何让乡村文化以一种可持

续的方式传承下去。来自北京昌平南

口铁道北小学的团队制作了特别的铁

路模型，用融媒体手段展现了不同时

代的铁路，让更多人直观看到时代发

展带来的改变……

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

张碧涌表示，在科技日报社和故宫博物

院的通力合作下，以故宫为核心的教育

资源转化为适合科技教育的多元教材，

让故宫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素质教育。这是一项创新性的尝试，也

是一次富有教育意义的科技、文化跨界

联动，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取得了

良好的传播效果。

同学们的作品让文化和旅游部党

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感到惊

喜和感动。他表示，时至今日，农耕文

化所孕育并传承至今的中国智慧、中国

方案，仍在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生产

生活，尤其在遗产保护、绿色发展等方

面，对文物工作者有重要启示。青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博物馆教育最为关

注的受众群体，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

下，故宫博物院广泛与社会机构合作，

深入挖掘、阐释故宫历史文化资源，为

青少年开发研学项目，打造线上科普项

目，以便让更多青少年获益。

全国青少年创·造实践活动是全国

科技活动周的重点活动，也是科技日报

社坚持重点打造的品牌活动。创立于

2020 年的青少年文化科技论坛由科技

日报社和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坚持

“传承、创造、融合”的理念，力求用时代

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

今年的论坛活动以“乡土中国”为主题，

来自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的近万名大、

中、小学生积极响应、踊跃参与。

（更多报道见第5版）

青少年在故宫用创新方法诠释“乡土中国”

2月18日，第六届全国青少年创·造实践活动暨第三届青少年
文化科技论坛在故宫博物院举行。左图 活动颁奖现场。上图 参
加活动的同学在展示自己的小发明。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早春时节，气温回暖，人们走出家门，
踏青赏花，乐享春日时光。

上图 2 月 19 日，游人乘坐十里画
廊观光电车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
园游玩。 新华社发（吴勇兵摄）

左图 2 月 19 日，一名小朋友在贵
州省余庆县白泥镇满溪村的油菜花田
间玩耍。 新华社发（贺春雨摄）

“ 在 创 新 联 合 体 这 一 协 同 攻 关

机制推动下，时速 350 公里高铁轴承

的国产化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一家

央企牵头研制的相关设备已通过权

威机构台架试验，正联合其他单位

装车路试。”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综艺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昝圣达告诉记

者这个好消息。这一成果的取得，和

他提出的一份建议息息相关。

去年，昝圣达提出《关于破解龙头

企业牵头创新联合体构建难的建议》，

呼吁将创新联合体作为深化科技体制

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在成果转化、人员

激励、科研评价等方面开展政策先行

先试，促进央地协同。

“我们会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和

需要推进的年度重点工作相结合，这

样能更好地助推下一步工作任务的开

展。”记者了解到，这一建议由科技部

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负责办理。

近五年来，科技部共承办全国人

大建议 2702 件、全国政协提案 2650

件，建议提案涉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科技体制改革、碳达峰碳中和、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基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

等诸多重要方面。

随着代表委员对科技创新发展的

关注度越来越高，科技部承办的建议

提案数量也从 2018年的 687件增长至

2022 年的 1487 件，平均年增速达 20%

以上。

建议提案数量众多，科技部工作

人员坚持对每一份都进行细致分析研

判。他们还会上门拜访重点工作、重

点建议提案的提出者，争取和代表委

员们当面沟通交流，更深度地听取他

们的分析与建议。

受疫情影响，这几年，通过电话、

网络沟通成为重要交流方式。“这并不

影响我们倾听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

科技部工作人员说。

相关建议提案不但要办得细致、

办得深入，也要办得及时。

“科技部高度重视建议提案办理

工作，把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

协委员提案作为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问策于民的重要途径。”科技部办公厅

有关负责人介绍，因为每一件建议提

案都有办结时间的要求，所以办理效

率和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科技部坚

持采取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方

式，通过办理建议提案更深层次地推

动了解情况、求教问计、宣传政策、凝

聚共识的过程。

“我们力求通过每办理一件建议

提案，就解决一批相关问题、推动一个

方面工作，把建议提案办理作为推动

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重

要抓手。”该负责人告诉记者，科技部

严格落实“100%沟通”，即主办、分办

件和参阅件与代表 100%沟通协商，对

重点建议尽可能做到面对面沟通。

通过“请进来”召开座谈会，“走出

去”登门拜访、深入基层调研及视频连

线交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科技部

与代表委员们实现“常来常往”，实现

了把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

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动能。

通过吸纳一批代表委员关于做好

“十四五”发展规划的建议，科技部更

好地编制完成新一轮国家中长期科技

发展规划；

通过吸纳一批代表委员推进科技

评价体系改革、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

力等方面的建议，科技部在《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基础上，接续部署

实施科技体制改革三年攻坚方案，最

大限度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和科研人员

的积极性创造性；

还有一批代表委员在支持企业

创新发展方面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意

见建议，科技部围绕增强企业创新活

力等方面广泛听取意见建议，先后印

发实施《关于新时期支持科技型中小

企业加快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方案

（2022—2023 年）》，推动科技型中小

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从

75%提高到 100%……

同时，通过明确时间表、责任人，

建立总台账，做到“挂图推进”“倒排工

期”；通过每周通报办理进度、“点对

点”催办、专函督办等形式加强对办理

工作的全过程管理……一项项务实举

措，推动科技部形成了认真研究、扎实

推进办理的良好氛围。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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