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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六十载，始终把
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科学研究与技术
创新以及开发研究与产业化紧密结合，
坚持不懈地开发拥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的农药产品。”

他，就是新中国第一批“海归”，我国
农药科学领域先行者，南开大学化学学
院李正名教授。其主持研制出的我国首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效绿色除草
剂“单嘧磺隆”，填补了国内外谷田除草
领域的技术空白，也使我国农民用上了
国产农药，谷物也得以增产。

秉公之心最可贵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很长一段时期
都没有农药，造成我国农药研究和生产
技术领域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农
民逐渐开始使用农药，但来源主要依靠
进口，价格昂贵。

“要开展农药研究”，面对党和国家
发展需要，面对农业生产迫切需求，周恩
来总理倡导要打破农药研究领域的空白。

1953 年，获得美国埃斯金大学化学
学士学位后，李正名辗转归国，成为新中
国第一批“海归”。而时任南开大学校长
的杨石先先生亲切接见了他，并为他配
备科研助手。后来，李正名竟还成了杨
石先的第一名研究生。

“我听从导师杨石先先生安排，将自
己的研究方向主动与国家需要对接，由
元素有机化学转向农药化学研究。”李正
名回想着中国科技事业仍处于百废待兴
的时期，自己临危受命，将研究方向、专
业选择与组织安排和国家需要紧密联系
在一起。

1956 年，杨石先参与制定新中国第

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遵照周
总理指示，带领李正名等南开大学科研
人员开展农药化学研究。

“那段时间，外国对我们进行技术封
锁，仪器、设备以及药品等都没有，化学
实验条件也十分简陋。但一想到自己回
国初衷，想到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便一刻
也不敢停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李正
名对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1962 年，高等学校第一个化学研究
专业机构——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
究所建立。建所时，设有七个研究室，李
正名在第二研究室——有机磷化学研究
室，开展有机磷杀虫剂研制和有机磷化
学反应研究，这是中国有机磷农药研究
的初创阶段。从那时起，李正名和研究
室其他科研人员就日夜攻关，逐步掌握
合成有机磷化学基本规律。

降低成本为民生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一场小麦锈病在
我国西北地区爆发并迅速向全国蔓延。

“当时，有效的药品被外国垄断，价格炒
到每吨 100 多万元，农民根本用不起，看
着庄稼减产只能干着急”。

当时，李正名正集中精力开展国内
昆虫信息素的研究工作。这既是开拓无
公害控制害虫新型研究方向，也是瞄准
世界农药研究前沿的实践探索。

他利用有机铜和有机锂等新型有机
金属试剂进行立体有机合成，研制出拟
棉蚜警戒素及印度谷螟性信息素等。还
从矮糠中鉴定出芳樟醇和草蒿脑等 32
种化合物的超微组成，为这一领域超微
量生物活性分子探索研究贡献了力量。

“昆虫信息素兼有生物和化学防治

优点，活性高、专一性强，也无公害。但
其价格昂贵、操作复杂。”李正名深谙当
时国内农民落后的植保方式和困难的生
活状态，面对研究前景与实际应用的不
匹配，他掷地有声地说“我要研究老百姓
用得起的农药”。

于是，李正名带领团队开展高效杀
菌剂FXN新工艺研究。历经4年多艰苦
付出，终于攻克技术难点。产品一经投放
市场，质量和使用效果均优于国际标准，
而成本却仅为进口农药的四分之一。

“规划科研方向时要强调研究结果
对国民经济潜在的应用价值，注意结合
现实需求状况和中国实际情况，做老百
姓用得起的高质低价的绿色农药。”李正
名再次把目光投向民生新领域——绿色
超高效除草剂创制研究，并为之奋斗了
近30载。

躬耕陇亩尽科研

杂草危害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达
10%—40%，长久以来，新农药创制却又
一直被美、日及瑞士等少数发达国家垄
断，我国缺少主打的创制产品。而人工
除草又很难破解，这就造成我国农业生
产损失严重。

上世纪 80 年代，由美国杜邦公司
创制的除草剂，以超高效、低毒性成为
农药史上的里程碑。我国不少企业对其
进行仿制，但缺乏自主知识产权。

直到 90 年代初，李正名研究组展
开对磺酰脲类除草剂的系统研究。

“‘农药创制’风险高、投资大且
周期长，让很多人望而怯步。但躬耕陇
亩才能出真知。”李正名决定把实验室
搬到田间地头，与农民一起蹲守田间，

查看土壤水源，了解生长情况，观察试
验效果。

“其间，一家合作企业曾因担心创
新产品过程风险未卜，终断合作，致使
研究工作进退两难；一些课题参与者看
到前途未卜也相继离开，一度只剩下我
和两位老师⋯⋯”面对种种困难，李正
名依然不曾停下脚步。

最终，研究组利用与国外不同的优
化策略，设计合成近 800 个新型单取代
磺酰脲类化合物，从中筛选出两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除草剂——单嘧磺隆和
单嘧磺酯。并建立了自己的磺酰脲类化
合物活性三要素理论，修正和发展国际
上公认的磺酰脲构效关系理论。“我国
除草剂研究终于不再单纯依赖对外仿
制 ， 而 是 进 入 理 论 指 导 下 的 创 制 阶
段。”李正名回想着这些科研成果，欣
慰地笑了。

单嘧磺隆研制成功，其毒性极低，
能保证人畜和环境安全。经室内试验证
实，其与杜邦公司的产品除草活性相
当，且对玉米和谷子的安全性更可靠，
因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获得国家
新农药正式登记证的创制除草剂品种，
也是我国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高
效绿色除草剂。

目前，该研究成果已在山东、河
南、黑龙江等地进行示范推广 2 亿多
亩，近 3 年来销售额达 1.5 亿元，产生
社会效益30多亿元。

“这个创制过程拉得太长了，我
想，也是依靠自己坚定的信念才能坚持
到最后的吧。”李正名依靠这种坚强信
念，正计划着将研究重点转向减少农药
在不同土壤中的残留量这一研究课题。

李正名：临危受命，秉公尽能
通讯员 马超

科苑新创

化疗与免疫治疗“牵手前行”
——湖北大学本科生提出肿瘤治疗新策略

通讯员 周佳玲 刘爽

“在传统观念中，免疫治疗和化疗一
直被视为不相关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两种
治疗方式。”但在湖北大学 2012 级高分
子材料与工程专业学生郑迪威看来，化
疗和免疫治疗之间看似存有一条不可逾
越的鸿沟，其实不然。

2015 年 9 月，郑迪威看到免疫学科
学家发表的基于药物化疗所引发的免疫
治疗存在低剂量药物不足以引发免疫应
答，而高剂量药物又抑制免疫应答的科
研困惑。于是，他联合同一专业中志同
道合的师弟陈嘉理，开始探索搭建逾越
化疗和免疫治疗鸿沟的桥梁。

搭桥梁：构建靶向型药物载体

化学治疗（化疗）是近年来肿瘤治疗
中较为先进的治疗方法。但在化疗过程
中，药物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会使
正常细胞受到一定损害。化疗会导致淋
巴抑制从而限制人体免疫系统功能（人
体抵抗疾病的自身的防卫系统），即产生
相应的毒副反应。癌症治疗的另一种有
效方式是免疫治疗，即通过刺激人体自
身免疫系统来抵抗癌症。

“免疫学科学家瓦凯利用蒽环类药
物对肿瘤进行化疗时发现，其会引起部
分免疫细胞的应答，进而引发抗肿瘤免
疫反应，但药物剂量却是关键。”郑迪
威在国际期刊上看到这一研究成果时，
很是激动。基于专业特性及兴趣喜好，

“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使得剂量可以刚
好能引发免疫应答”成了他始终思考的
问题。

通过观察和思考，最终，郑迪威不走
寻常路，大胆进行假设：药物载体或可成
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

“在证明药物具有免疫应答之后，我
们希望能构建一个靶向型药物载体，通
过针对肿瘤部位特定环境制造药物释放

‘开关’，进而实现对肿瘤部位的诊断和
治疗。”郑迪威将最初的设想进一步细
化。

纳米药物载体（DDSs）因为具有能
提高化疗靶向性、降低副作用的特征，而
被人们广泛关注。“最重要的是，这种药
物载体能整合诸如延长循环时间、避免
提取释放、增加肿瘤富集及促进肿瘤细
胞内吞等功能。”郑迪威继而又介绍，介
孔二氧化硅纳米颗粒（MSN）作为一种
经典药物载体，有着高载药量、良好生物
相容性和易于修饰等特点。MSN 本身
不具有免疫原性，因此使得这种材料非
常适合用于作为体内引发免疫应答的材
料。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郑迪
威和陈嘉理着手进行小鼠实验用于验
证。

通过对比发现，5 组注射了肿瘤的
小白鼠中，有介孔硅药物载体的小白鼠

体内，肿瘤细胞的生长被抑制的最为明
显，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可以定向释放药
物的介孔硅药物载体，能有效增强化疗
药效。

从合成材料，到细胞实验再到动物
实验，郑迪威团队通过近半年的实验证
明，在癌症治疗中，高集成药物载体的引
入确实可以扩大化疗药物自身引发的免
疫应答。也由此制备了一种功能高集成
化的纳米诊疗平台，实现化疗和免疫治
疗的结合，并将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材
料科学领域国际顶级期刊《Nano Let-
ters》上。

做开关：实现诊疗结合大跨越

“由于肿瘤组织在物理特征与化学
特征上有很多独特之处，包括血管异常、
弱酸性环境、反常温度梯度及肿瘤深处
缺乏氧气等，药物注入身体后大部分都
会被肿瘤所在的微环境消解稀释。”陈嘉
理介绍，肿瘤组织所在的微环境差异，则
为肿瘤进行特异性靶向治疗提供了基
础。

试验中，基于介孔纳米材料构建的
化疗-免疫协同治疗肿瘤载体，首次将
纳米载体包载化疗药物在诱导抗肿瘤免
疫治疗方面发挥作用，诱导免疫效应的
多功能纳米载体也实现了对原位瘤及转
移瘤的杀伤，体现了很好的诱导抗肿瘤
免疫效果。而通过代谢组学、病理学以
及蛋白分析，则证明了免疫应答起到了
不亚于化疗本身引发细胞毒性杀伤肿瘤

的效果。
在实现治疗的同时，又引入磁共振

成像（1H-MRI）以及电子断层成像技术
（CT）增强功能，从而又实现了在治疗的
同时进行监测并指导治疗本身。

这一针对肿瘤靶向型、抗转移性和
诱导免疫反应三方面构建的载体，通过
引入pH和GSH构建“And”逻辑门控制
释放的 MSN 作为纳米载体进行肿瘤部
位的精确定位释放，解决了由于传统给
药方式疗效低、给药过程中出现副作用
等问题。而不同修饰则实现了肿瘤部位
MRI、CT 造影，利用化疗药物诱导免疫
反应，实现了诊疗结合的大跨越。

“这只是一种创新性思路，从想法到
真正运用到临床，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但陈嘉理对于这一创新突破应用于
临床的期望充满信心。

跨界求援：实现实验新突破

对于进行实验的研究人员来说，跨
学科交流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我们一直关注着处于材料、生物
及化学等领域深度交叉的生物材料领
域，因此与从事各领域的研究人员广泛
交流，成为我们日常学术生活中的一部
分。”郑迪威认为，在对于肿瘤治疗
中，肿瘤缺氧会极大限制各种传统治疗
方法发挥效果，因此，如何增加肿瘤内
部的氧气含量是一个难题。

一次，郑迪威和从事光催化制氢气
领域研究的学生交流时了解到，目前光

催化领域的研究热点就是制备可以在光
照下将水分解成氢气和氧气的材料。回
到实验室后，郑迪威立刻开始尝试材料
合成，在进行详细研究和反复调试后，
制备出一种安全无毒且十分适用于体内
产氧的光催化材料。并通过小鼠实验验
证，该材料能很好地提高传统治疗效果
并能有效地抑制肿瘤生长。

经过这一研究，郑迪威在科研之路
又开辟新篇章，在 《ACSNano》 发表
题为 《利用碳点修饰 C3N4 制备裂解水
的纳米颗粒提高 PDT 对肿瘤疗效》 的
论文。

“我们从医学研究的文献中了解到
产氧对于肿瘤治疗的重要性，又在和物
理研究工作站的交流中得知光解水材料
的现状，而我们通过化学合成材料以及
改造，最终在生物学测试中取得良好效
果。我想这正是从事交叉学科研究的科
研工作者的日常写照。”郑迪威回忆。

除了学术上可以从其他专业得到灵
感外，在实践操作中，郑迪威团队也常
常跨界求援。一次，他们在尝试从小鼠
体内提取间充质干细胞时，因为小鼠腿
骨很细，总是无法成功获取骨髓。郑迪
威就去咨询生科院学生，在他们的帮助
下用更细的针头操作，最终成功提取了
小鼠间充质干细胞。

“科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多领域
的研究，我们会经常与生物学、化学及
医学等方向交流，这样更有利于增强实
验的科学性和准确度。”湖北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江兵兵如是说。

科学人物

本报讯（通讯员 周慧）目前，
我国深紫外光电探测技术由于受传
统器件结构等限制，仍存在易受环
境影响、光电性能较差、器件响应速
度和信号利用率难以兼顾等问题。

近日，合肥工业大学电子科学与
应用物理学院科研团队，成功研发出
新型深紫外光电探测器，开创性地将
透光性好、电子迁移率高且电阻率低
的电子材料石墨烯和高质量β-氧化
镓单晶片引入深紫外光电探测器中，

并提出一种全新的器件MSM结构，
实现了对半导体与金属电极接触性
能的大幅提升。器件光谱响应分析
结果表明，该器件具有优异的光谱选
择性，在深紫外光区域响应非常明
显。器件性能分析结果则显示，该器
件能够在深紫外光区域的光电转化
效率及探测率大幅度提升。该深紫
外光电探测技术将在刑侦检测、电
网安全监测、森林火灾告警等领域
应用前景广阔。

合肥工业大学

研发新型深紫外光电探测器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宴群 刘
锐） 日前，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放疗科徐向英教授参与的“三药联合
化疗方案治疗局部晚期鼻咽癌”的大
型前瞻性 III 期临床试验，首次被证
实有效，其研究结果已在全球顶级肿
瘤专业杂志《柳叶刀肿瘤》在线发表。

该研究对 480 例被确认为非角
化型鼻咽癌病理患者进行研究，其
治疗方案在鼻咽癌最常用的 PF 双
药基础上，加用新型化疗药物——

多西他赛 （T），组成 TPF 方案。
结果发现，TPF 诱导化疗联合同期
放化疗将 3 年无瘤生存率从 72%提
高到 80%，3 年总生存率从 86%提
高到 92%，3 年无远处转移生存率
从83%提高到90%。在优化局部晚
期鼻咽癌化疗方案试验中，是唯一
一个可同时降低远处转移率并提高
患者总生存率的 III 期临床试验，
极大地推动了局部区域晚期鼻咽癌
放化综合治疗进展。

哈尔滨医科大学

局部晚期鼻咽癌治疗获新进展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严 涛）
XePtF6 的发现使氙化学得以迅速
发展，几十年内，科研工作者发现
了数以千计的惰性气体化合物。然
而，包含惰性气体原子间的化学成
键的稳定化合物至今尚未被发现。

近期，洛阳师范学院彭枫博士
在实验中发现典型惰性气体化合物
XeF2的有趣行为：高压促使XeF2
中 Xe 的配位数增加并伴随绝缘体
到金属的转变。而在理论计算中，
则 显 示 XeF2 常 压 的 分 子 相 直 到

105GPa 也不会发生相变，这与实
验现象相悖。彭枫则采用CALYP-
SO 方法成功预言 XeF2 在 81GPa
下分解生成具有金属性质的 Xe2F
以及 XeF4，不但合理解释了二氟
化氙高压存在形式的争议 （理论与
实验相悖），并首次在稳定化合物
XeF 和 Xe2F 中发现了 Xe-Xe 的
共价键。该研究成果已发表于美国
化学学会物理化学快报，填补了惰
性气体元素之间化学成键的空白，
对于丰富氙化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洛阳师范学院

高压促使惰性气体化合物

·广告·

特别报道

郑迪威进行药物载体试验郑迪威进行药物载体试验 周佳玲供图周佳玲供图

本报讯 （余敏） 为加快建设高
水平应用型高校，推进应用文科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11 月 17 日，由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办
的高等教育结构性改革与应用文科
高校 （专业集群） 转型发展研讨会
在京召开。来自高校、企业及社会
组织等20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会议就应用文科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与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文科实
践教学与工作标准、文科应用转型
课程与能力建设以及科学工作能力
实训示范基地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研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
中心与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了科学工作能力提升计划合作协
议，共同推动实施“科学工作能力提
升计划（百千万工程）”项目，并发布

了科学工作能力提升计划和科学工
作标准研究与课程开发项目。

“百千万工程”通过发挥教育
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先进理
念 引 导 和 创 新 设 计 以 及 管 理 优
势，利用圆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创科学工作标准集成体系和数
据库优势，与高校深化合作，以

“共创共享”的方式，在 1000 所
高校合作建设“教育部科学工作
能力实训示范基地”，并以此为载
体，面向学生提供涉及 100 个行业
的工作岗位体验、科学工作训练
和工作能力资质认定，同时培训
10000 名以上高水平应用文科实践
教学师资，并开展新型行业岗位
工作标准体系研究，探索培育国家
工作标准资质体系。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

“科学工作能力提升计划（百千万工程）”发布

本报讯 （通讯员 曾欢欢） 近
日，湖南大学生物学院朱海珍教授
带领研究团队成功构建一株具高分
化和对肿瘤药物敏感等特征的新型
人肝癌细胞系，命名为HLCZ02。

该细胞系以原发性肝癌患者手
术切除的新鲜肝癌组织为来源。其
恶性程度低、接近正常人肝细胞，
一方面，利用其可发现肝癌标志
物，进而有望在早期诊断出肝癌；
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其从高分化向

低分化转变，也使得在临床上可以
找到阻断肝癌从早期向晚期恶化的
方法。同时，由患者自身肝细胞系
制备的人造肝，也将有望改善使用
他人肝移植存在的免疫排异问题。
该研究成果弥补了高分化类型肿瘤
实验材料匮乏的困境，可用于肝癌
的标记物、发病、转移机制研究，
还可用于制备、筛选或评价抗肝炎
病毒药物、抗肿瘤药物研究以及制
备人造肝。

湖南大学

构建新型人肝癌细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