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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亦筑

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进入

2021年，仍未停歇。

病毒肆虐，人类战“疫”也在继续。

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已经与病毒打了30多

年交道，如今，正带领团队加紧研发可用于新冠病毒早

期筛查、使用更便捷的抗原检测试剂产品，为大规模新

冠病毒检测提供支撑。

“去年1月，武汉告急，刚拿到新冠病毒基因序列

时，对于研究新冠病毒诊断试剂，心里真没有底。”1月

12日，黄爱龙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直言。

作为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负

责人，他带领团队做传染病学研究，常年都跟病毒打交

道，但主要是从事基础研究，从来没有完整地做过一个

诊断试剂，而且面对的还是充满未知的新冠病毒。

紧张、焦急、担忧、欣喜、沮丧、压抑……这场战

“疫”，团队的每一个人，都经受了各种情绪的交织，但

一分一秒都没停止过研究。因为，与病毒赛跑，才能挽

救更多生命。

2020年3月1日20点，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打破了实验室惯常的安静——

由重庆医科大学牵头研发的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

抗体检测试剂盒，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注册。

全场沸腾了！团队成员齐声欢呼，甚至相拥而

泣。这不仅是实验室做完的第一个诊断试剂，更是国

内第一个获批上市的化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

剂盒。

这，也成为黄爱龙永远铭记于心的时刻。

从0到1 与病毒赛跑黄爱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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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爱龙，重庆医科大
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国家重点学科传染病
学学科带头人，感染性疾
病分子生物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
事乙型病毒性肝炎发病
机理和防治研究，先后主
持或牵头承担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重大传染病防
治专项）项目或课题等，
获得多个国家级、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他带领科研团队第一
时间开展攻关，研发了国
内首款获批准上市的化
学发光法新冠病毒抗体
检测试剂盒。作为通讯
作者在国际顶级期刊《自
然•医学》发表了 4 篇新
冠病毒相关研究论文，在
国 内 外 产 生 了 广 泛 影
响。2020 年 9 月，被授予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称号。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这是

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使命和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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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张亦筑

前 不 久 ，“ 溯 江 而 上
医路高歌”上医重医西迁精
神主题展在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开幕。一张张老照
片、一份份珍贵历史手稿、
一本本经典著作、一个个西
迁开拓者的故事，让身临现
场的黄爱龙深受震撼。

上世纪五十年代，一大
批医学专家从上海到重庆，
艰苦创业，开拓兴学，为重
庆医学院（重庆医科大学前
身）建校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们身上的为民情怀、使命
担当和奋斗精神，一直对黄
爱龙产生着深刻影响。

“老一辈医学专家中，
有 如 钱 悳 等 不 少 抗 疫 名
家。他们赋予了当今重医
人抗‘疫’的‘基因’。面对
公共卫生危机迎难而上，这
是我们医科院校肩负的责
任。”采访中，黄爱龙如是
说。

的确，新冠肺炎疫情来
袭，这群重医人用实际行动
对西迁精神作了很好的诠
释。

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
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
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
学发展和技术创新。面对
疫情，一批批临床医护人员
白衣为甲、大义逆行，做基
础医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也
通过科技“武器”，在这场战

“疫”中给予强有力支撑。
“与病毒赛跑，就要不

怕牺牲！”在过去一年里，这
是黄爱龙给团队的每个人
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多
次强调，国家有需要，我们
做传染病学研究的，就必须
有担当，作出应有的贡献。

他说，很荣幸能够在此
次疫情中发挥所长，与病毒
赛跑，与病毒斗争。而笔
者，更荣幸能记录下他们敢
为人先、勇攀高峰，不计得
失、甘于奉献的过程。这就
是科学家精神，是我们全社
会宝贵的财富。

这就是
科学家精神

黄
爱
龙

①黄爱龙团队成员做实验。（本报资
料图片）

②重庆医科大学感染性疾病分子生
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黄爱龙（中）正在
指导团队成员做实验。（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③首个获批上市的化学发光法新冠
病毒IgM/IgG抗体检测试剂盒。

重庆医科大学供图

确定方向
聚焦“从0到1”突破，校企

迅速达成合作

2020年1月9日，国家卫健委专家
评估组发布武汉不明原因病毒肺炎病
原信息，病原体初步判断为新型冠状病
毒。一时间，这个陌生的词汇，裹挟着
无数的未知和恐惧席卷而来。

1月2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重
庆市首例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
天，在前期思考的基础上，黄爱龙立马
决定：组织该校感染性疾病分子生物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老师开展新冠病
毒相关科研攻关。

然而，学校已经放寒假，很多师生
都已离校。他把仅剩的几个学术骨干
召集在一起，结合实验室的技术储备、
设施设备等资源和比较优势，确定了应
急科研攻关的主攻方向。

病毒学诊断需要核酸诊断和血清
学免疫学诊断进行配合，当时国内已有
多家公司可以提供核酸检测试剂产品，
但免疫诊断试剂还是空白。

免疫学检测主要有胶体金和化学
发光等方法。胶体金法使用方便快速、
成本低、应用范围广、技术难度相对低，
但却存在灵敏度较低、无法定量等局
限。相比之下，化学发光检测灵敏度
高，可显著提高临床检测的准确性，还
具备高通量、简便安全、速度快等特点，
国内具有研发能力的单位较少。

与其做“N+1”锦上添花，不如实现
“从0到1”的突破。基于此，黄爱龙把
研究聚焦在新冠病毒抗体的化学发光
检测试剂上。

光靠一己之力，显然不行。检测试
剂最终要形成产品，还得联合具有生产
能力的企业一起来做。

找谁合作呢？彼时，黄爱龙立马想
到了重庆医科大学的校友、博奥赛斯(天
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博奥赛
斯”）总经理刘萍。

博奥赛斯从事化学发光试剂和仪
器研发生产已有十余年，在业内很有
名气。黄爱龙给刘萍打电话说明缘由
后，没想到一拍即合，迅速达成合作协
议——利用磁微粒化学发光方法，共
同开发新冠病毒 IgM/IgG 的免疫诊
断试剂盒。其中，重庆医科大学负责
抗原设计、制备以及试剂盒的临床试
验，博奥赛斯负责试剂盒组装、产品报
批和批量生产。

1月24日，该项目迅速被列入重庆
市科技局启动实施的重庆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科技攻关专项
首批资助项目。

研发攻关
两套方案并行，两组人马同

时推进

方向确定了，困难也接踵而至。
虽然基本原理都知道，但由于从来

没完整地做过一个诊断试剂，如何着手
进行，这对黄爱龙他们来说还是陌生

的，也没有任何研究可参考。
“想办法，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

多！”看着大家皱着眉头，黄爱龙总是这
样给大家打气。

他迅速发出“召集令”，动员还在重
庆主城的师生火速回到实验室。同时，
积极向各地的合作伙伴寻求原材料和
紧缺仪器设备的支持，克服一切困难推
进研发工作。

一天的时间，实验室所有在主城的
研究生都回来了。尽管总共只有6个
人，但时间紧迫，不管是哪个导师带的
学生，都临时“组队”在一起，开展应急
攻关。

重组抗原进行密码子优化需要基
因合成，总部远在天津的博奥赛斯想尽
了一切办法提供相关协助，并委托上海
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安排专人合成
基因。

大年初二，黄爱龙召集所有参与研
发的师生到实验室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布置具体工作。为了提高研发效率，项
目组制定了详细的任务台账，每项工作
都责任到人，以小时为单位确定进程。

实验室灯火通明，昼夜不息。
为了节省时间，同时尽可能避免失

败，团队采取了“双线并行”的研究方
式——两套实验方案，一个是通过合成
多肽检测抗体，另一个是通过合成病毒
的基因，表达相关的病毒蛋白，从而检
测抗体。两组人马同时独立推进，每一
项任务都是一个人操作，一个人检查复
核。

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甚至每一分
钟，大家都觉得十分宝贵。每时每刻的
任务和进程，都被他们写在了实验室的
黑板上。

实验遇阻
从头到尾逐一查找，反复验

证改进

2020年1月30日，《人民日报》报
道了首例核酸检测假阴性情况，这使得
免疫诊断试剂的研发变得更为紧迫。
可此时，一个坏消息从上海传来——

合作方上海生工未能按预期完成
表达质粒的构建。这对于基因合成来
说，是很重要的环节。

在这个节骨眼上，黄爱龙当机立
断，从上海取回合成基因进行表达质粒
亚克隆，同时要求上海生工也按照进度
开展亚克隆工作。

1月31日21点，合成基因从上海取
回，心急如焚的研究人员连夜在实验室
开展工作，做完亚克隆后，又做重组蛋
白的表达。实验室的气氛顿时变得紧
张，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蛋白表达是制备抗原的关键环节，
如果做不好，后面的环节就没有办法再
进行下去。对此，谁也没有把握。

凌晨两点多，原本回家休息的黄爱
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又
爬起来，回到了实验室。

“第一次有5个蛋白有表达，不过有
的表达明显，有的表达不明显。通过改

善优化条件，最终6个蛋白全表达。”他
回忆道，不到48个小时，他们实现了平
时需要五到七天才能够完成的实验成
果。

接下来，是蛋白纯化。在合作企业
重庆派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配合下，
蛋白纯化在48小时内完成，由此，试剂
盒样品诞生了。

然而，当样品的验证结果一出来，
团队成员却无比沮丧——

只有3个纯化效果较好，可用于免
疫检测，其他的效果都不好。大家的心
情非常糟，连饭都吃不下。可是时间不
等人，必须抓紧时间寻找解决办法。

那两天，大家都泡在实验室里，手
上的工作一直紧张进行着，每个人都处
于高度专注和紧张的状态，不怎么说
话。

作为整个项目的负责人，黄爱龙更
是焦急万分，只要没有公务，几乎都泡
在实验室，时刻关注着实验进展。团队
成员每一个实验结果，都直接给他一一
汇报，然后一起展开讨论。

从头到尾，每个环节逐一查找。经
过反复改进和验证，2月6日，初步组装
的基于表位肽和重组抗原的化学发光
试剂盒各项性能都基本达到预期设定
指标，这让大家一直紧绷的神经松弛
下，眼角眉梢挂上了笑意。

当天，重庆医科大学通过官方微信
将新型冠状病毒免疫检测试剂盒研制
成功的消息对外发布之后，不到两小
时，阅读量就突破10万。

临床验证
带队收集运输样本，披星戴

月与“炸弹”同行

试剂盒研制出来后，大规模临床验
证紧接着拉开大幕。如何在极短时间
内完成平时需要耗时一两年的临床验
证？

二月初，寒冷依旧，高速公路上很
难看到车辆，但黄爱龙团队组建的临床
验证工作小组，已经每天早出晚归，奔
波于沙坪坝、永川和万州的三家定点救
治医院。他们的任务，是去和所有收治
确诊患者的定点医院进行协调沟通，让
他们愿意提供样本，完成部分临床验
证。

早期的防护用品和措施不完善，大
家还是会有所顾虑。为了鼓舞士气，黄
爱龙最先带队奔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永川医院。

病毒在肆虐，分散验证工作效率不
如预期，制约了项目的整体进度，让大
家焦急万分。于是，他们决定将样本集
中起来大批量验证。

集中验证就涉及到转运病人的血
清样本和病例资料，这是一项高危工
作，当时他们找遍了租车公司和货运司
机，没有谁愿意去。

只有自己上。团队成员开着私家
车，带上干粮，最长驱车达七八个小时，
往返于定点救治医院和主城的样本集
中储存检测医院。

中午从主城出发，到达位于万州的
三峡中心医院收集完样本之后，又连夜
往回赶。与团队成员同行的一箱箱血
清样本，犹如“炸弹”一般，让大家就连
呼吸都小心翼翼。

寒冷的冬夜，他们在车上不开空
调、不喘粗气，一路上连厕所都不上，径
直往回开。直到把这些共处一室的“炸
弹”运送到集中储存检测医院，才长长
地舒一口气，手心、后背甚至紧张出了
汗。

“第一次大家心里有些忐忑，这也
很正常。”黄爱龙说，不过后来，就变成
了“家常便饭”。时任重庆医科大学科
研处处长的袁军，驾车往返万州7次，披
星戴月在高速路上狂奔，行程超过4200
公里，习惯了与危险为伴。

在团队每一个人的努力下，仅用了
3天，他们就完成了近300例临床样本
转运和验证工作，证明了试剂盒在新冠
病毒检出方面的灵敏度和特异性。

持续研究
率先启动流行病学研究，成

果引发全球关注

连续40天夜以继日的火线攻关，终
于，团队等到了梦寐以求的好消息。检
测试剂盒获批注册，让实验室终于有了
笑声。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们
取得了胜利。我们会永远铭记这一刻，
铭记大家拼尽全力的样子。我为自己
的团队感到骄傲。”黄爱龙感慨地说。

3月3日，抗体检测正式被《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纳
入新冠肺炎的确诊依据。截至目前，已
经研发出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产品中，
有4个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通过国
家药监局注册审批，7个新冠病毒抗体
检测试剂盒通过欧盟CE认证。

检测快速、高通量和低成本的特点，
让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盒被中国疾控
中心及各级疾控中心推荐用于分子流行
病学调查研究，也成为国家海关总署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疫情防控指定的抗体
检测产品（全国仅2家供应单位）。如今，
除了在国内广泛应用外，IgM/IgG抗体
检测试剂盒还在欧美国家大规模销售，
日销售产品超过5万人份。

“我们还以自主研发的新冠病毒抗
体检测试剂盒为技术手段，在国内率先
启动了分子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黄爱
龙告诉记者，基于万州区的相关调查资
料，他们对新冠病毒感染疾病在人群中
的流行特征、传播能力及防控措施的效
果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总结，为制定长
期的防控策略以及疫苗免疫策略提供
了坚实理论支撑，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
地区制定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的公共卫
生政策方面提供参考依据。相关成果3
次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医学》，
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

疫情不止，攻关不停。黄爱龙继续
带领团队走进实验室，探究科学真理，
抗击新冠病毒，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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