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岩，医学分子遗传学家。
1951年生于河北石家庄。中国医
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
员。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主要从事人类遗传疾病基因
识别、DNA 诊断和疾病分子机理
研究。参加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
中中国承担的 1％（3 号染色体短
臂末端）基因组测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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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见习记者 张凌漪

7月 24日，在2021年“科创中
国”院士专家重庆行活动中，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原副主席、中国
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沈岩，就如何加强科技创新等问题接
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

沈岩说，科技创新包含3个完全
不同的含义：科学、技术与创新。科
学是发现，是认识自然界的客观存

在。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比“新”更重
要的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性。重要的
研究结果是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
重要的科学发现是能推动该领域的
科学研究大幅度向前发展的。

他表示，技术是发明创造，技术
的发明创造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
为了克服原有技术的缺陷、解决原有
技术解决不了的问题。技术讲究的
是实用和适用，强调它所产生的价
值。比如开发一种新药，不仅在于药
的新，更在于这种新药能不能替代现

有的药，新药上市以后能不能占领足
够多的市场份额。

沈岩说，科学和技术是有联系
的。技术强调的是它的应用价值，科
学研究强调研究结果对科学发展或
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新的科
学发现有可能催生新的技术、产业，
或者推动现有产业升级换代。但是
科学和技术又是不一样的，科学是认
识自然的、技术是创造自然界没有的
东西。

在他看来，创新是把生产要素进

行重组，使它发挥最大的效益。创新
不是目的，创新是方式方法，目的是
为了促进发展，不是标新立异。

沈岩非常关注重庆科技创新方
面的发展。他说，西部（重庆）科学城
的规划布局很好，科学城未来的发展
取决于其人才队伍的建设。对于人
才，不仅要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还
要提供一个适宜其施展才华开展工
作的环境。

作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
沈岩还就如何鼓励年轻人从事基础
科学研究提出建议：一方面要从社会
导向、社会价值着手，只有社会上形
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社会氛
围，才能给年轻人正确的引导；另一
方面老师的作用也很重要，好的老师
应该启发年轻人探索未知世界，培养
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热爱。

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岩：

技术的发明创造不是为了标新立异

□本报记者 张亦筑
见习记者 张凌漪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科
学院院士、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主任王福生一直带领团队
冲锋在首都战“疫”最前沿。7月24
日，他在2021年“科创中国”院士专
家重庆行活动中接受重庆日报记者
专访表示，希望能为重庆公共卫生事
业贡献一份力量。

王福生表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四早”很重要，即“早发现、早报告、
早隔离、早治疗”，这是主要的防控原
则。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进
入常态化，接种预防性的疫苗非常重
要。打了疫苗之后可以使人体产生
保护性免疫，即使被感染，一般情况
下症状会比较轻微，转为重症的可能
性也很小。

疫情发生后，王福生带领的团
队主要做了4个方面的工作：一是

临床救治患者，除了坚守北京、支援
武汉之外，还派出专家赴多个国家
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二是在国际上
首次报道了新冠肺炎死亡患者的病
理发现；三是通过系统的临床研究，
揭示了免疫学发病机制；四是牵头
主持了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新冠肺炎
等临床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完善
了临床诊疗方案，对后期减少死亡
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福生表示，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方案是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的发病特
点提出的。经过一年的治疗，治疗组
肺部留下的病变与对照组相比明显
减少，由此证明干细胞治疗方案在新
冠肺炎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治疗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福生说，一年半以前，我开始
与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展
开合作，希望能为重庆公共卫生事业
尤其是重大传染病防治贡献一份力
量。近年来，重庆科技创新的发展态
势很好，希望未来重庆继续加大力度
聚集更多科技人才。在引进和培养
科技人才方面，重庆可以和其他地区
加强合作，通过引进或者半引进的方
式，培养学科带头人，助力重庆科技
创新发展，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福生：

为重庆公共卫生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王福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国
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主任，国务院新型冠状病毒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专家组专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
议组专家、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
会候任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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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见习记者 张凌漪

“这次来重庆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机会，作为年轻的直辖市，重庆发展
得很快。”7月24日，在2021年“科创
中国”院士专家重庆行活动中，中国
工程院院士、天津药物研究院研究
员、释药技术与药代动力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刘昌孝接受了重庆日报

记者专访。
刘昌孝一直非常关心重庆医药

产业的发展。他表示，重庆医药产业
发展历史悠久，有桐君阁等全国知名
的医药企业。近年来，重庆大力发展
医药产业，并将生物医药产业纳入十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势头良好。目前，全国医药业的整
个产值大约是3万亿元，重庆大约有
1000多亿元的产值，占百分之二到

百分之三左右。
接下来，重庆医药产业应该怎

样发展？刘昌孝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过去医药产业以医药化工产
业为主，近年来为了减少化学污染，
国家出台了很多支持中医药发展的
政策。同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庆
处于长江边上，药材资源非常丰富，
注重发展传统中医药将大有可为；

第二，生物医药领域目前还存在很
多“卡脖子”的技术问题，其中一些
问题也是现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热点
发展方向，重庆高校及科研单位的
生物科技力量可以给予技术支持；
第三，重庆应该更大限度地加强对
外合作，加大国际交流合作的力度，
寻求更多思维碰撞，只有碰撞才能
产生创新。

在引进人才方面，刘昌孝院士表
示，重庆引进人才不一定要追求“落
户”，而应该做到“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现代社会通讯、交通都很发达，
交流也很方便，可以让他们的才能与
技术为重庆所用。此外，除了引进外
地人才，重庆还应重视留住本土人
才，出台专门的照顾政策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昌孝：

重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刘昌孝，中国工程院院士、天
津药物研究院研究员、释药技术与
药代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1942 年出生于湖南，从事药
物动力学研究 40 年，是我国药代
动力学的学科带头人之一，被誉为

“当代神农”、我国药代动力学“开
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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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描绘“莺花三弄”唯美画卷
莺语随波转 花香逐浪奢

春江明似练，春日渡莺花。
莺语随波转，花香逐浪奢。
诗敲山寺里，酒醉野人家。
薄暮归来晚，风吹一艇斜。
事实上，早在乾隆年间，钟情山水

的巴县知县王尔鉴就用婉约诗语生动
描绘了莺花渡的美景。

莺花渡是江北区鎏嘉码头的前
生，曾是嘉陵江北岸闻名久远的古渡
口，曾经舟船辐辏、商贾云集，盛极一
时。

在古代，莺花渡是江北城附近著
名的渡口。从清乾隆到同治年间，《巴
县志》城图和县辖区图中，嘉陵江北岸
都有一个叫“莺花渡”的地名。

据悉，莺花渡因莺花碛而得名。
有前人记述说：阳春三月，碛上莺飞草
长，繁花似锦，花丛里蜂来蝶去，草丛

间鸟鸣雀跃，阳光暖花，香气四溢。如
此时节，就连路过莺花碛上船过江的
渡客身上也沾满了花香。游客纷至踏
来，遍布碛上。他们或饮茶听风，或喝
酒吟诗，至月上东山，有人甚至不想回
家了。

入夏，上涨的江水淹没莺花碛，莺
花渡变得非常宽阔，抵达临江人家的
门前。古人诗云：“千家竹屋临河住，
五里涛声入梦来。”

“曾经的莺花渡浪漫惬意，草长莺
飞，风光一时无二。如今虽沉寂百年，
但在新时代的城市更新中，我们要让
其重焕光彩，点亮两江四岸，充分展示

‘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独特魅力。”江
北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北区的具体举措是，坚持以人
为本、道法自然，建好一个莺花渡、恢

复一个莺花厢、打造一个莺花巷。
莺花渡将充分发挥鎏嘉码头

AAAA景区优势，用好滨江亲水和较
旺的人气，在渡口建设亲水平台、增设
阶梯等，用眼前奔腾不息的江水、堤岸
上成片如雪的莺花，完美重现“春日流
莺花”的美景。

莺花厢属清建制莺花厢所在地，
现为莺花厢社区。据《江北厅志》记
载，厅治江北城，设7厢8门22街，城
内5厢为金沙厢等，城外2厢为莺花
厢、上关厢等。到1933年，莺花厢更
名为重庆市第二十坊。莺花厢社区辖
区面积0.37平方公里，主要由珠江太
阳城4个组团和鎏嘉码头组成，将致
力于用活原有商业，转化文旅资源，打
造江北区环境最优美、历史最厚重、产
业最兴旺、党建引领最优、社会治理最

好的“都市型示范社区”。
莺花巷由合作村、莺花诗集和九曲

观澜三部分组成，全长1.2公里，将整合
旧城改造、山城步道建设等，讲好“雨花
怀乡、莺花诗集、九曲观澜、仪城石书、
莺花幽径”故事，致力打造以山城步道
为纽带，贯通建新东路到北滨路的半城
山水，连接莺花古渡、金陵兵工厂等历
史遗迹，保留老街旧巷的重庆味道，集
文创、讲座、艺术培训、休闲体验、鉴赏
收藏等为一体的文化休闲互动式街区，
使之呈现鲜明的山城形态之美和浓郁
的巴渝文化之韵，为市民游客创造舒心
悦心的美好家园。

“‘莺花三弄’的升级打造，标志着
江北历史文化传承与城市现代化发展
和谐共生进入了新阶段，标志着江北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迈出了新步伐，必
将使江北文化气息更加浓郁、旅游特
色更加鲜明、城市魅力更加彰显，更大
力度地促进产城景深度融合，助推江
北加快建设全市‘两高’示范区和争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示范区。”江
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江北区更将进一步立足
山水资源禀赋，深入挖掘和保护历史
文脉，促进城市有机更新，提升“大九
街”“中复北仓”“重庆院子”等特色文
化街区整体风貌，优化徐悲鸿美术馆·
重庆馆、重庆金融博物馆布局，扎实推
动保定门、测候亭、明玉珍睿陵等历史
文脉“活化”，用心彰显历史文化的当
代价值，引入更多优质资源、文旅产
业、创新理念，以深厚的历史文化为本
底，擦亮山城“颜值”，培育江城“气
质”，全力推进“两江四岸”核心区整体
提升，倾力打造近悦远来的美好城市。

王彩艳 杨敏
图片除署名外由江北区委宣传部提供 莺花三弄·莺花渡三台洞开效果图

莺花三弄·莺花厢夜景

万家灯火气如虹，水势西回复折东。嘉陵江畔，高楼林立、夜色琉璃，“莺语随波转，花香逐浪奢”，汇集了“最重庆”的江景夜景精华。
7月26日晚，首届莺花消夏音乐节在鎏嘉码头盛大启幕，伴随《风里雨里 莺花渡等您》《爱恋莺花渡》等“莺花渡”原创歌曲作品次第上演，诗

情画意地再现了“莺花三弄”的唯美画卷。
城市因历史而深沉、因文化而美丽，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历史文化保护的关系，延续城市文脉，提升人文内涵，让人听得见历史声音、记得住历

史沧桑、摸得着岁月痕迹。作为“两江四岸”核心区建设重点项目——“莺花渡·莺花厢·莺花巷”的“莺花三弄”提升工程，随之跃然于世人面前。

莺花三弄·莺花巷步行街 摄/李显彦

7月26日晚，首届莺花消夏音乐节在鎏嘉码头盛大启幕，《风里雨里 莺花渡等您》《爱恋莺花渡》等“莺花渡”原创歌曲
作品次第上演 摄/李显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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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匡丽娜
见习记者 张凌漪

7月25日，由中国科协组
织、重庆市科协承办的2021
年“科创中国”院士专家重庆
行活动落下帷幕。在为期6天
的考察调研中，来自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及全国多个领
域的24位院士专家走进重庆
高新区、大足区等地，对“科创
中国”试点建设工作展开调
研，结合自身研究领域为重庆
发展建言献策，为西部（重庆）
科学城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在科技创新方面，重庆
生机勃勃、大有希望。”调研活
动结束后，中国工程院院士，
广西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主
任郑皆连这样点赞重庆科技
创新。56年前，郑皆连从重庆
交通学院桥梁与隧道专业毕
业，之后一直在广西从事桥梁
工程研究工作，虽然离开重庆
多年，但他一直都在为重庆的
发展贡献力量。目前，郑皆连
担任重庆交通大学博士生导
师，山区桥梁与隧道国家重点
实验室培育基地实验室学术
委员会主任。

“我觉得重庆变化很大，发
展很快，很有潜力。”中国工程
院院士、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建筑师马国
馨在考察结束后点赞重庆发
展，并赋诗一首：“双重喜庆名
城古，直辖运营到如今；两地两
高重生态，一带一路汇人文；发
展绿色促活力，传承红岩聚精
神；科创合作前景好，京渝携手
成果佳。”

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立安
对重庆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印象深刻，

“此次来渝实地考察调研，山美水美的城市环境
令我印象深刻，近年来，重庆在贯彻落实执行
《水污染防治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水环境
的质量明显改善，水源地水质优良（Ⅰ类到Ⅲ
类）水质断面比例明显提高。重庆不仅在执法
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且在水污染治理、水
环境质量的改善，水安全的保障等方面都做出
了明显的成绩。”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所研究员、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徐建国也对重庆的发展寄予期望：“我
们团队正在与重庆医科大学商谈合作，计划申
请项目，希望能为重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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