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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位于市中医
研究院的中药制剂研究所
实验室，该院党委委员、副
院长李延萍仔细比对着藿
朴透邪合剂的质量监测数
据，以进一步完善其药学
研究。

藿朴透邪合剂，是此次
用于新冠肺炎治疗的中药制
剂之一。经过紧急科研攻
关，市中医研究院研发出新
冠肺炎预防方及3个院内中
药制剂。

24万余服中药先后
送往全市各地

时间回到1月 22日下
午。市中医研究院会议室
内，一叠叠资料堆放在长方
桌上，桌旁十多名中医专家
激烈地讨论着：“这属寒湿
疫，应驱寒湿。”“是瘟疫，应
清热祛湿解毒。”“是体内正
气虚，要扶正气。”……

作为重庆市疫情防控中
医药科技攻关专家指导组组
长，李延萍综合专家意见、病
例分析后“划出重点”：“正气
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
其气必虚”，新冠肺炎符合

“疫病”特点，治疗上应以扶
正为主，兼顾化湿、去邪、泄
浊等法对抗“疫戾”之气；而
预防更关键，要发挥中医药

“治未病”特色，保护易感人
群免受感染，所以应马上制
定预防处方，这个方既要安
全有效，又要兼顾口感、药
价，故用药数量亦少，剂量亦
轻灵。

按照这一原则，专家们
精挑细选、悉心甄别的预防
方出炉：15味药降至10味，
价格也大幅下降，预防处方
仅在8元左右。随即，24万
余服中药先后送往全市各
地，4万人服用。

3个院内中药制剂
先后获批

从今年1月起，驻点在
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的市级
中医救治专家组组长、市中
医研究院古验方研究室主任
李群堂及其专家团队就没闲
过，除了要进入隔离病房对

确诊病人进行切脉辨证外，
还要收集患者诊治数据，并
发回研究院。

每天的数据传回后，后
方的研究团队就开始整理和
分析数据，结合国家卫健委
的治疗方案，以及重庆临床
实际，不断地研究总结，第一
时间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凝练
病因病机、开展分型论治，确
定基本方药。几轮下来，中
医防治方案成熟，市卫生健
康委原定2月中旬推出的重
庆市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推
荐方案于1月30日问世，提
前了半个多月。

李延萍领衔的中医药
科研攻关团队又锁定了两
个行之有效的基本方药，一
个是针对轻型患者和无症
状感染者的藿朴透邪合剂，
第二个是针对普通型患者
的麻杏解毒合剂。但制剂
须报市药监局审批，才能尽
快用于临床。为了抢时间，
团队白天黑夜轮轴转，做实
验、定工艺，整理数据、编制
资料。

抢救生命，从来都是争
分夺秒。基本方药定下来
的当天已是晚上七点半，当
天深夜首批制剂样品便熬
制和分装完毕；3天后，制剂
申报材料准备完毕，报送市
药监局启动应急审批；2月
21日，两个中药制剂获批，
制剂从申报到获批投入临
床使用仅用了一周时间。
随即，4000 余瓶合剂配送
到集中救治医院和定点医
疗机构使用，加快了患者的
诊疗救治进程。

今年5月，用于新冠肺
炎无症状感染者的柴胡甘露
合剂也获得应急审批。

拟建区域特色中药
制剂研发与应用中心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医药治疗参与率达到
92.45%，发挥了独特作用，
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市
中医院（市中医研究院）院
长左国庆说，这得益于市中
医研究院多年来的积累。
近年来，该院着力打造中医
药人才聚集高地，高级职称
专家从 235 名增加到 470
名，博士从12名增加到146
名，硕士由 145 人增加到
787人。

下一步，该院拟在西
部(重庆)科学城建设区域
特色中药制剂研发与应用
中心，依托该院已建成的
重庆市中医特色诊疗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建设制剂研
发实验室、制剂质量检验实
验室、制剂生产车间等配套
设施，重点开展中药制剂研
发、中药材炮制与饮片加
工、制剂产品中试、医疗机
构制剂生产等，大幅提升我
市制剂研发能力，并降低生
产成本、提高制剂质量。同
时，遴选一批潜力中药制
剂进行二次开发，研发中
药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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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攻克甘蓝型黄籽油
菜生产的世界性难题？怎样
让养殖的淡水鱼更高产？西
南大学作为一所在农业领域
优势明显的高校，多个科研
团队将成果应用于蚕桑、油
菜、水产鱼、肉牛等领域，助
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11
月9日，记者对该校的3个科
研团队进行了采访。

让蚕桑业走上21世
纪“新丝绸之路”

200多本泛黄的手册，
记录着从上世纪40年代开
始的研究记录，至今已有
700多个家蚕遗传系统……
在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有全世界最大的
家蚕基因资源库。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西
南大学教授向仲怀的带领
下，2003年，重点实验室团
队绘制完成了世界上第一张
家蚕基因组框架图；随后，又
相继完成了精细图谱和遗传
变异图谱绘制。

这些重要研究成果为阐
明家蚕重要经济性状、挖掘
重要种质资源、发展家蚕种
质资源库、创制多用途遗传
素材、提升精准育种技术奠
定了坚实基础。

10年后，向仲怀再次带
领团队在世界上率先完成桑
树基因组的测序工作。“21世
纪的‘新丝绸之路’应以现代
科技为核心，构筑现代蚕桑
产业的突破之路。”在向仲怀
看来，现代蚕桑业不能固守

“养蚕-缫丝-织绸”的单一
模式，要“立桑为业，多元发
展”，建立新的技术体系，推
进产业升级转型。

在向仲怀院士工作站的
指导下，四川南充的茶桑基
地已成功开发出春桑茶、桑
茶粉、药桑等五大类产品并
规模化生产，让当地不少贫
困户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培育出“渝黄系列”
油菜新品种

甘蓝型油菜是在全世界
种植最广泛的油菜品种。在
我国，甘蓝型油菜的种植面积
约占油菜总种植面积的90%。

但甘蓝型黄籽油菜粒色
不稳和产量抗性不佳，是两大
世界性难题。创建于1985年
的、由西南大学农学与生物科
技学院李加纳教授领衔的油
菜团队，2007年被批准为重
庆市首批高校创新团队。

团队30多年来深入田
间地头做科研，从未间断。

“大家长期与农民同吃同住，
重复着耕地、播种、栽苗、施
肥、观察记载和配制杂交组
合等工作。”团队成员卢坤教
授告诉记者，大家常顶着烈
日或雨水在田间工作七八个
小时。收获后，又忙着做分
析工作，挑选出株型好、抗病
丰产的单株或材料。

通过在田间一株株地选、

在实验室显微镜下一粒粒地
看，团队收集了代表性甘蓝型
油菜资源材料5000余份，创
制育种资源新材料3万余份，
自创了3种粒色量化方法，聚
合高产、高油、广适、多抗等性
状，培育出“渝黄系列”油菜新
品种，解决了黄籽油菜遗传不
稳定的世界性难题。

如今，“渝黄系列”新品
种在我国油菜主产区种植面
积达1亿多亩。“科技成果不
能放在档案柜，而要为农民
增收、为农业增效、为农村发
展作贡献。”谈及此，李加纳
颇为自豪。

突破罗非鱼基因组
编辑技术

大大小小的鱼缸里，各
色长江淡水鱼正在游弋。这
里是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的淡水鱼养殖实验室。

长江水系（含湖泊）里，纯
淡水鱼有324种。作为我国
水产种质资源保存开发利用
的重要研究机构，生命科学学
院的科研团队数十年里完成
了长江上游多鳞白甲鱼等多
种重要经济鱼类的基因组测
序，建立相关数据库；开展了
长吻鮠等数十种鱼类的移养
驯化和人工繁殖，使其成为水
产养殖名特优新品种。

营养代谢、免疫应激、温
度适应性状分子调控机制研
究……团队像照顾初生的婴
儿一样，精细地调控着实验
室或试验基地的温度、鱼饲
料等，定期记录着上百种鱼
类的实验数据和变化。

团队还突破了罗非鱼基
因组编辑技术，构建了与性别
决定、配子发生、体色等经济
性状相关的50多个突变体，
从而培育出更优质、肥嫩、高
产的罗非鱼品种，使罗非鱼成
为目前国内唯一能进行大规
模基因编辑的养殖鱼类。

目前，团队已对10余种
长江上游经济鱼类开展优良
性状关键基因的发掘、验证
和育种开发，大幅提升了经
济鱼类养殖效率，助推我国
水产产业升级和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建设，对改善区域生
态环境、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都十分重要。

在重庆市中医研究院实验室，科研人
员反复试验研发用于新冠肺炎治疗的中药
医院制剂。 重庆日报记者 卢越 摄

西南大学“重庆市油菜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创新团队成员了解油菜新品种生长
情况。 重庆日报记者 卢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