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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的事總是充滿機緣巧合。

比如，如果沒有越戰，屠呦呦的人生

會有怎樣的軌迹？

或許，這個在學生時代長得還

蠻清秀、戴眼鏡、梳麻花辮的女研究

員，會在中醫研究院安靜的辦公室

和實驗室裏默默地度過幾十年，研

究一些中草藥的化學結構，取得一

些不大不小的成果。

其實，後來讓她聲名鵲起的青

蒿素，就是這樣得來的。只不過，把

她帶到這個課題的緣由，是一場戰

爭。

1967年，越南戰爭陷入拉鋸。當

時，一種可怕的瘟疫席卷戰區，殺傷

力之大遠勝于子彈炸藥，造成的非

戰鬥性減員是戰鬥性減員的 4—5

倍。這種古老的瘟疫正是瘧疾。當時

越南方面向中國求助。在這樣一個

特殊的曆史背景下，1967年 5月 23

日，全國60多家科研單位、500多名

科研人員組成的科研集體，悄悄開

始了一項特殊的使命，代號“523”，研

究的指向明確——找到防治瘧疾新

藥。兩年後的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

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也參與進

來。

那一年，屠呦呦39歲。1951年至

1955年，她就讀于北京醫學院藥學

系生藥學專業，其後分配到中醫研

究院工作。她僅有大學本科學位，也

被召集加入“523”項目。

因爲具有中西醫背景，而且勤

奮，在那個資深科學家大部分已被

打爲右派的年代，屠呦呦很快被任

命爲研究組組長，帶領一個小組的

成員開始查閱中醫藥典籍，走訪老

中醫，埋頭于那些變黃、發脆的故紙

堆中，尋找抗瘧藥物的線索。

屠呦呦研究組耗時3個月，從兩

千多個方藥中篩出640個，又鎖定到

一百多個樣本，最終入選的胡椒“雖

對瘧原蟲抑制率達84%，但對瘧原蟲

抑殺作用並不理想”。青蒿是當時的

191號樣本，雖然曾經有過68%的抑

菌率，複篩結果卻一直不好。

問題出在哪裏呢？屠呦呦開始

系統地查閱古代文獻，希望能在古

籍中找到只言片語，而這還真被她

找到了。

這就是葛洪的《肘後備急方》中

的一句話：“青蒿一握，以水兩升漬，

絞取汁，盡服之。”

屠呦呦決定，用沸點只有35℃

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來提取青蒿

素。這抓住了“牛鼻子”——溫度正

是青蒿素（青蒿素到了1972年才獲

得命名，此時研究組尚不知這種物

質的化學結構）提取的關鍵，過高的

溫度將破壞青蒿素的性質，使其抗

瘧性喪失。

參與“523”項目的單位遍布北

京、上海、雲南、山東等全國各地，人

員也數以百計，這是一個具有濃重

時代特色的大規模政府主導的合作

項目。而屠呦呦，這個僅僅是助理研

究員的女性，在此時成爲了發揮曆

史性作用的那個人。

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從不公布

誰是推薦人，而湊巧的是，今年生理

學或醫學獎得主屠呦呦的推薦者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路易斯·

米勒卻在5日當天意外遭媒體曝光，

而且這位知名瘧疾研究專家從2010

年就開始年年向評委會推薦屠呦

呦。蘇新專則是米勒同一實驗室同

事，同時也是協助米勒推薦屠呦呦

的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資深研究

員。在兩人的協力推薦下，屠呦呦

2011年獲得有“諾獎風向標”之稱的

拉斯克獎。爲配合拉斯克獎的頒布，

米勒和蘇新專還寫了一篇文章《青

蒿素：源自中草藥園的發現》，發表

在著名的《細胞》雜志上。

在《青蒿素：源自中草藥園的發

現》文章中，米勒和蘇新專寫道：“經

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我們毫無疑問

地得出結論：中國中醫科學院北京

中藥研究所（中藥所）的屠呦呦教授

是發現青蒿素的首要貢獻者。”

蘇新專接觸了大量的“523”項目

材料。他表示，屠呦呦在1972年南京

召開的會議上首次提到青蒿素可有

效殺瘧原蟲，是她把青蒿帶到項目

裏面來；此外，她還很快意識到以往

用煎熬和高溫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壞

了青蒿有效成分，所以便將用沸點

78℃的乙醇提取改爲用沸點35℃的

乙醚提取。這兩大關鍵點，均是由屠

呦呦第一個解決的。

首創性、關鍵作用，這就是屠呦

呦2011年獲得拉斯克獎、2015年獲

得諾貝爾獎的最重要的原因。

屠呦呦的父親是一位開堂坐診

的大夫。從小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

長大，屠呦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父親的影響。那時，每當父親去書房

看書時，屠呦呦也會坐在他旁邊，裝

模作樣擺本書看。雖然看不太懂文

字部分，但是中醫藥方面的書，大多

配有插圖，童年的屠呦呦十分享受

那段簡單而快樂的讀圖歲月，也就

是在這段時期，屠呦呦愛上了醫

學。

父親的診所曾接診過一位重症

病人，病人已經去過不少地方醫治，

都不見好轉。父親很認真地察看了

病人的情況，又問了家屬一連串的

問題，都沒能找出病因所在。那天晚

上，父親茶飯不思，早早地躲進了小

閣樓裏，翻閱那些厚厚的醫書。第二

天，病人又一次出現在診所裏。這一

次，父親不再像昨天那樣眉頭緊鎖，

而是胸有成竹地給病人診治，很快

確定了他的病因，並開出了藥方。沒

過幾天，那位病人又來到診所，這一

次，他不是來看病的，而是給父親送

來一面大紅錦旗。

多年以後，屠呦呦對此仍記憶

猶新。“目睹了這一真實的事件之

後，我越發覺得醫生這一職業的偉

大。治病救人，帶給人新生，這樣的

善舉，很讓人感動。我看著父親忙碌

的身影，感覺特別崇高。我的眼前好

像浮現出自己也穿上白大褂給別人

醫治的模樣。我一定要做一個像父

親那樣的好醫生。”在一篇回憶文章

裏，屠呦呦這樣寫道。

後來，屠呦呦在選擇大學專業

的時候沒有選擇中醫，而是選了當

時絕大多數人毫無興趣的生藥學專

業。這讓她的父親頗感意外，但屠呦

呦此時對自己的人生已經有了更清

晰的目標。她對父親說：“藥物是治

療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認爲只有生

藥學專業才最可能系統地探索中醫

藥領域。中醫曆史悠久，博大精深，

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父親沈思片刻，說：“我原以爲、

也只希望你長大了做好一個醫生。

沒想到，你比我有更大的抱負！”

得到了父親的贊許，屠呦呦很

開心。她說：“因爲這個時候，家人給

予的支持是我前進的巨大動力。事

實證明，我確實在未來找到了屬于

自己的舞台。”

這樣的情懷，始終支撐著她在

制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種種艱難

險阻。當時，在進行青蒿素動物實驗

時，曾出現過某些指標升高等現象。

她的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記得，那段

時間她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那

是她親自服藥試驗留下的味道，而

這樣的以身試藥，最後甚至導致她

肝中毒。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屠呦呦

的名字取自《詩經· 小雅》中的名句。

而根據朱熹的注釋，這裏的“蒿”指

的正是青蒿。不知爲她取名的父親，

是否想過，自己的女兒此後一生，會

與這株小草結下不解之緣？

屠呦呦
呦呦鹿鳴
一鳴驚人

2015年 10月 5日，北京
時間17時30分，諾貝爾生理
學或醫學獎評選委員會秘書
烏爾班·倫達爾在瑞典卡羅琳
醫學院“諾貝爾大廳”宣布，將
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
獎授予中國女藥學家屠呦呦，
以及另外兩名科學家威廉·坎
貝爾和大村智，表彰他們在寄
生蟲疾病治療研究方面取得
的成就。

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給
出的評語說：“由寄生蟲引發
的疾病困擾了人類幾千年，構
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問題。屠
呦呦發現的青蒿素應用在治
療中，使瘧疾患者的死亡率顯
著降低。”

中國男籃奪冠了。
如果是從90年代初或者姚明時

代穿越過來的球迷，大概不會理解
“這有啥，不就是個亞洲冠軍嗎？”

2013年的馬尼拉慘案，許多人
記得，切膚之痛啊！

但其實，2011年和2009年，都如
此。2011 年決賽，勝了約旦一分而
已。2009年，看著伊朗，更簡直讓人
産生“姚明走了，中國就此完了嗎”
的絕望感。

2015 年，奪冠了，而且爽脆利
落。就像1998年亞運會、1999年亞錦
賽痛擊韓國似的。

比那時更美妙的是，1998 和
1999只是爲1997年亞錦賽複仇，再
一次證明“胡衛東們還是亞洲無敵
的”，而2015年則是個新開始。

這支中國男籃讓您陌生嗎？
這一代球迷，許多是看姚明，看

朱芳雨、王仕鵬、王治郅、劉炜、孫悅
們過來的了。

自然會覺得：2015年的中國國
家隊，和以往不一樣！

以往是怎樣的呢？2004年奧運
會，中國是這樣落位的：

2006年世錦賽，基本套路是：姚
明高位擋拆或內線要位，王治郅弧
頂找機會面筐攻擊，兩翼射手伺候。

2008年奧運會，基本是：姚明腰
位找機會，孫悅弱側策動，射手們發
威。

但更早更早呢？比如，宮魯鳴指
導和蔣興權指導以前帶男籃的時
候？

1994年亞運會，剛進了世錦賽
八強的中國男籃，還在提防韓國隊
許載、文景垠這批射手，徐章勳剛出
來。

那時的中國，是所謂黃金
一代，是小快靈。內線還只有單
濤和紀敏尚，外圍則是胡衛東、
孫軍、鄭武、吳慶龍們一大堆。
中國當時的大前鋒，是202公分
的鞏曉彬和吳乃群，是不到兩
米的劉玉棟師長。

那時的中國男籃，是球性
精熟、技藝精純，小快靈。哪怕
是吳慶龍留一大肚子，運傳突
尤其是定點三分，也都是順暢滑溜。
然而那一代人，忒飄逸了，有仙氣，
但不剛猛。打亞洲，橫掃無敵；真上
了世界賽場，身體就吃了虧。

2000年，這撥人本來已經老了，
硬拽上奧運會去，被法國的裏加多
打了。謝幕。

2002年世錦賽，姚明、朱芳雨這
代人起來了。2004-08，中國男籃又一
個盛世：奧運會八強算坐穩了，2004
年擊敗世界冠軍塞黑，2008年奧運
會把西班牙拖進加時。但這些年的
中國，乃是姚明的中國。

朱芳雨、劉炜、孫悅這些位姚明
的搭檔，能生扛，有防守，但比起90
年代黃金一代，差了一點小球。像王
仕鵬這種，對抗一般、妖氣十足的三
分手，其實很有90年代的勁兒。

然後，姚明也退了。
2010年前後，鄧華德老師帶隊，

給大家打雞血，鼓勵大家動態進攻，
撒開了發威，當然，談不到好套路。
2012年奧運會，中國男籃只有40%的
投籃命中來自助攻。

說這麽多是爲什麽呢？
因爲今天的中國，這種速率，這

種狠辣，恰好是姚明之前，中國男籃
的勁兒。當然，二十年過去了。2015
年的中國男籃，對抗更好，身材更高

（周琦和易建聯），能突破，也能打緊
逼了——還記得“中國男籃後衛怕
緊逼”的歲月嗎？

最重要的是：現在中國男籃，打
的是現代籃球。

都說這屆中國男籃青春無敵，
速率快，打得激情。然而鄧華德那會
兒，男籃其實也挺激情。可是激情不
能當飯吃。

團隊的高效率，來自于紀律。腓
特烈二世的話。

今年的中國男籃好處，就在于
這種紀律，或者說，戰術執行力。

做不做得到是一回事，是否按
照戰術做，是另一回事。

這屆中國隊的防守思路，便是：
外圍施壓；限制出球線路；硬延

阻，不惜局部夾擊，以贏取時間；全
隊急速縮放；優先夾擊球，然後靠撲
防close out，去對付空位三分。

對伊朗，周琦控制禁區，易建聯
死守哈達迪，但偶爾易建聯還是會
在外圍參與延阻，趙繼偉甚至扛過
一小會兒哈達迪（他放棄了自己在
底角守的那位），然後立刻輪轉。

對球強硬，從出球路線開始限
制，大量輪轉。在NBA，這是當初奪
冠時邁阿密熱和奪冠時老凱爾特人
的套路。

缺點也有：這套路一旦撲防慢

了，容易漏三分。對韓國，因爲掩護
擠過+輪轉慢，被韓國刷了若幹三分
球。但比賽後期，中國隊輪轉加快，
加上大量換防，于是追上來了。

“硬延阻可以，換防，我們也是
可以的喲！”
拼速度，拼熱血，以及執行力。
進攻端，今年中國男籃，大量的“強
弱側橫傳後底角空位投籃”，無數的

“擋拆外切突破分球”。對韓國反敗
爲勝的一球，便是清空後突破——
之後周琦接傳球扣籃。

這種空蕩蕩的感覺，來回揮傳，
行話叫 spacing。這就是落位拉開空
間了。

大量的反擊，大量的後衛持球
突破。宮魯鳴指導自己當年就這麽
打球的。

強弱側轉移、上線接應、站位、
大量擋切、強弱側聯動，NBA和歐洲
都在流行這套路。中國男籃，跟上
了。

現代籃球跟中古籃球的差距？
看看剛結束的決賽好了。

菲律賓開場2-3聯防，這意思：
逼中國遠射。

進攻端，靠反擊中突擊刷分。
中國隊的應對？上線轉移，丁彥

雨航一個空位三分球得手——破聯
防嘛，就是投三分。

接著周鵬左翼一個三分。
再是易建聯內切，找前場籃板

補扣——破聯防嘛，就是內線高低
位空切刷前場籃板。

而菲律賓的進攻，不過是：早期
進攻和反擊。

宮魯鳴指導將郭艾倫派上來
後，中國的突破分球打活。

而反過來，布拉奇居然後場一
條龍單挑易建聯，被易和周琦四手
聯蓋——這就是中古籃球的作死方
法。籃球的冷兵器時代。

之後，就是中國隊屢試不爽的
套路：

周琦在罰球線做軸，內切，刷前
場籃板，造犯規，罰球。破聯防就這
麽玩。

當然，外國人只認周琦。第二節
看見王哲林罰球，他們也喊周琦。）

用人盯人和逢擋拆換防，對付
菲律賓的擋拆三分球。

用大量橫向無球走位，清空強
側。

用大個子罰球線橫傳做強弱側
過度，找兩翼三分球。

你有來招，我有去招。你沒招
了，我還有呢。

這就是現代籃球。
然後冠軍水到渠成。
一個新球隊、新時代的開始。

中國男籃亞洲冠軍

一個全新的開始
這支中國男籃讓您陌生嗎？其實在姚明出

現之前，主題思想就是這樣：整體、團結、速率、
靈巧，“小快靈”。只是2015年，這些精神，用另
一種方式展現出來了。這個冠軍，是結果，但遠
不是最後：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