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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77 年曾毅院士（右四）、
法国科学院 Guy de The 院士在
梧州市卫生局局长车轰陪同下考
察梧州市鼻咽癌发病情况，开始
筹划建设肿瘤防治机构。

②曾毅在实验室看显微镜。
③1977 年曾毅在苍梧县鼻

咽癌防治研究所培训当地医务
人员进行鼻咽癌血清学普查。

④曾毅在作艾滋病性病防
控的专题报告。

⑤曾毅（右）在实验室指导
工作。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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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毅：与病毒战斗一辈子
姻黎润红王承志靳亚男

曾毅（1929 年— ）

曾毅，广东揭西人。1952 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1956~1960 年，从事脊髓灰质炎病毒，
减毒性疫苗免疫，肠道病毒、麻疹病毒的研究。1960 年起从事肿瘤病毒研究。从 1973 年开始
研究 EB 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建立了一系列鼻咽癌的血清学诊断方法，并获得卫生部的试
剂生产证。在国内首次研究了 HTLV-1 病毒在我国的分布及其与成年人 T 淋巴细胞白血病
及神经系统疾病的关系；研究 HPV 与宫颈癌的关系等。从 1984 年起开展艾滋病毒（HIV）和
艾滋病的研究，证明 1982 年 HIV 随血液制品从美国传入中国，1983 年感染中国公民，1987
年分离到第一个中国的 HIV－1 毒株；进行 HIV－1 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建立了 HIV 的快
速诊断方法，快速诊断试剂盒获卫生部批准。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外籍院
士，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研究所兼职教授。曾获国家杰出
贡献中青年科学家称号，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20 余项及陈嘉庚医药
科学奖。2006 年获英国 Barry-Martin 基金会艾滋病防治贡献奖，2008 年获中华医
学会科技奖一等奖和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2009 年
获北京市科技奖二等奖，2012 年获美国马里兰大学人类病毒研究所“公共卫生终
身成就奖”，2013 年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一个上了“黑名单”的热血青年

曾毅, 原名曾汉忠，1929 年 3 月 8 日出生于
粤东揭西县五经富镇。5 岁开始上小学，从小非
常喜欢读书，又十分用功，成绩一直很优秀，1941
年入经富中学读书。1943 年 1 月，考入广东省名
校梅县东山中学读高中，该校以上乘的教学质量
闻名，叶剑英元帅就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由于
梅县离五经富路途相对较远，每学期开学时，他
要步行三天才能赶到学校。受母亲家族的影响，
曾毅立志学医。1946 年夏天，年仅 17 岁的曾毅
从汕头乘坐货轮前往上海参加考试，结果由于货
轮在路上时间较长，到达上海时间太晚而错过上
海医学院的入学考试，转而考取了复旦商学院的
统计专业。

1946 年 6 月底，全国解放战争正式开始，国
内形势混乱，尤其是上海。曾毅原本属于安静思
考、认真读书，不算特别活跃的学生，进入复旦大
学后，受老乡———著名地下党员邹剑秋（当时为
复旦大学“据点”领导核心小组成员）的影响，积
极参与学生运动：大学一年级便参加了学生自治
会的竞选，当时在上海的几所大学自治会的成员
有很多来自广东潮汕。曾毅的大哥当时在暨南大
学，也是进步青年，1947 年被国民党逮捕。在暨
南大学大批进步青年被捕的同时，曾毅也因为参
与学生运动上了“黑名单”，接到复旦大学地下党
的通知进行转移。等回到学校的时候发现每个班
都有特务。曾毅想着反正自己的理想是学医，于
是就离开了复旦大学去了上海医学院，正好赶上
了 1947 年夏天的上海医学院考试，且一举成功。
入学后，曾毅继续受邹剑秋的影响，加入党的外
围组织———枫林社。大学期间，曾毅仍然积极地
参加社会活动。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个大
雨夜晚，原本已经在校外躲了一段时间的曾毅回
到学校宿舍，结果一回去就被特务盯上，随即被
逮捕。被捕后他被关到徐汇区一个被强征的中
学，后来又被转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地方，国民
党特种镇暴队“飞行堡垒”准备在当晚将抓捕的
人员全部枪毙，后来因为飞行堡垒大队警员部分
起义，被捕人员由当地的青年军临时代为看管，
而青年军自顾不暇，于是他们得以逃脱。曾毅逃
脱后找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一位老乡，于太平
间躲藏数日，得知上海解放，这才回到学校继续
完成学业。在抗美援朝前夕，曾毅还参与动员师
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他觉得，这些经历对自己
日后的成长和发展起了正面的推动作用。

选择最需要的专业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内百废待
兴，加上 1950 年 10 月 25 日抗美援朝战争开始，
国家亟须培养大批的医药卫生人才，卫生部决定

在几所著名的医学院校举办高级师资培训班，毕
业后做医学院老师。曾毅于 1952 年毕业后选择
了在上海医学院的高级师资班学习微生物，他们
这个班共有 5 位同学，来自不同学校，由林飞卿
教授和陈鸿珊教授亲自授课，半年学习微生物知
识和技术，半年带学生实习，这为曾毅打开了通
往一生成就的大门。

大学期间，曾毅在学校里做团的工作，认识
了比他小一届的学药理的李泽琳。李泽琳后来也
是我国著名的药理学家，她也是青蒿素药理、作
用机理、毒理的主要研究者。两人因为志趣相投，
1951 年就开始了学校恋爱，不过这并未影响他
们的学业。曾毅 1953 年高级师资培训班毕业后
正好李泽琳也毕业，两人选择了一起到最艰苦的
地方———海南岛。当时，李泽琳还在山东新华制
药厂实习，曾毅到山东找李泽琳，告诉他学校分
配他到海南去，去最艰苦的地方。曾毅对李泽琳
说：“你们班上，我打听了，没有去海南岛的名额。
咱们结婚算了，结婚了还可以照顾。”李泽琳就这
样嫁给了曾毅，两人在山东领取了结婚证，并且
在实习同学的见证下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学
校给李泽琳再找了一个去海南的名额。于是，两
人开始了相濡以沫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工作是
两人的重心，从 1953 年在一起到 2016 年 9 月李
泽琳离世的 63 年间，两人风雨相伴，生活上相互
照顾，工作中相互支持。在李泽琳 70 岁生日前
夕，因为出差美国，曾毅从国内给大洋彼岸的李
泽琳寄去一张贺卡，贺卡内容简单平淡，但却字
字流露着真情：“琳，衷心地祝愿您七十大寿，健
康长寿，从恋爱、结婚到现在将近五十年，这是人
生一个很长的历程，我衷心感谢您给我的爱、支
持和鼓励，没有您这些，我也难有成就，关于我们
的家，您付出了主要心血，关于我的事业您也给
予鼎力相助，现在您远在他乡，为了我们的共同
事业，您仍在操劳，荣誉属于您。”

当年到海南的任务是将海南卫生学校筹建
为一个专科学校，从上海医学院一共分去了 18
名学生，结果刚到海南的第二个月，一场 12 级的
台风将原本就是茅草屋的学校都掀翻了。当年年
底，华南党委决定停办医专，于是一行人中有一
大半都重新被分配到华南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
中山医学院）。曾毅在微生物教研室任助教，开始
开展钩端螺旋体、恙虫病立克次体等的研究工
作，李泽琳则在药理系。1955 年，李泽琳被选拔
到中医研究院（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进修，因中
医研究院刚成立不久，急需人才，而李泽琳是上
海医学院药理专业的，因此被留在了北京。一年
之后，曾毅也调到了北京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微生
物系病毒室从事病毒研究工作，师从著名的病毒
学家黄祯祥教授。在病毒室，他最开始是研究脊
髓灰质炎病毒和肠道病毒。在 1957 年至 1959 年
间，他和院所的同事们一起，首次在国内各地进
行脊髓灰质炎病毒型别的流行病学调查，对不同

城市脊髓灰质炎病毒进行分离与鉴定，后来又参
与了顾方舟教授组的一些关于脊髓灰质炎减毒
活疫苗的免疫等相关工作，并获得成功。

五十年磨一剑———
肿瘤病毒，情系一生

1959 年组织选派曾毅留苏深造。曾毅觉得
应该趁此机会到国外学习新的领域。在他看
来，很多动物肿瘤是由病毒引起的，当时曾毅
就思考既然很多动物的肿瘤是病毒引起的，
那么人的肿瘤是不是也是由病毒引起的。那
时候还没有任何关于人的肿瘤的学说。国家
计划派遣曾毅赴苏留学，曾毅选择了苏联最
好的动物肿瘤病毒学家做自己的导师。但是，
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虽然学习了俄语，作了一
年多的准备，结果还是没去成。曾毅去苏联的
计划搁浅了，但研究肿瘤病毒的方向却保留下
来了。

1960 年代初，曾毅开始肿瘤病毒的研究。他
先研究了多瘤病毒、腺病毒、鸡白血病病毒等。
他首次发现我国母鸡带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的
阳性率很高，鸡蛋中病毒阳性率高达 80%。1968
年，他应用活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免疫带病毒
的不同年龄的母鸡，可以打破免疫耐受性，鸡获
得高滴度的中和抗体，使鸡蛋的带毒率大大下
降，甚至转为阴性，为建立不带淋巴白血病病毒
的鸡群提供了有效措施，同类的工作，国外在七
年后才有报道。

1. EB 病毒与鼻咽癌
EB 病毒（Epstein-Barr Virus）又称人类疱疹

病毒 IV 型，它是以其发现者 M.A. Epstein 和 Y.
M.Barr 两人的名字命名的，简称 EB 病毒。1966
年美国学者 L.J. Old 等应用免疫扩散试验，首次
发现 EB 病毒与鼻咽癌存在着血清学关系。随
后，其他研究者应用血清学、病毒学、分子生物学
技术证实了 EB 病毒与鼻咽癌血清学的关系密
切，而且具有一定的特异性。

鼻咽癌是人鼻咽部的恶性肿瘤，是东南亚和
我国南方几省市的常见肿瘤，广东、广西则更是
高发区。鼻咽癌患者 90％以上是 30 岁以上的青
壮年人，男性多见。与其他大部分癌症一样，鼻咽
癌的病因不明，而且早期难以发现，晚期难以治
疗，病死率很高，但要是能早发现，早治疗，生存
率则大大提高。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对
鼻咽癌患者尤为重要。

曾毅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研究病毒与
肿瘤的关系。他有临床医学的背景，又长期从事
基础研究，十分重视运用基础研究去解决实际问
题。他认为做医学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是解决病
人的痛苦，挽救病人的生命。因此，曾毅坚持科学
研究与疾病防治相结合的方针，致力将 EB 病毒
的研究用于鼻咽癌的早期诊断和预防。

1973 年，经过充分的思考和反复比较，作为
阐明癌症的病毒病因的突破口，曾毅决定研究
EB 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1974 年，他作为客座研
究员去英国格拉斯的病毒研究所研究肿瘤病毒，
一年后回国，继续从事该项研究。从 1973 年到现
在，一做就做了四十多年。

20 世纪 70 年代初，医学家们对 EB 病毒在鼻
咽癌发生中所起的作用存在不同看法。一部分认
为，EB 病毒是只在细胞已经发生癌变后才感染，在
鼻咽癌的发生上不起作用，只是“过客”而已。

为了研究 EB 病毒与鼻咽癌的关系，国外学
者很早就试图建立鼻咽癌体外培养的上皮细胞
株，但并未获得成功。曾毅等通过血清学研究表
明 EB 病毒与鼻咽癌关系密切，1976 年在国际上
首次建立了第一株鼻咽癌高分化癌细胞株

（CNE－1）。1980 年又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低分
化癌细胞株（CNE－2）。1987 年又从裸鼠的鼻咽
移植癌建立了转移鼻咽癌细胞株（CNE－3）。他
刚开始在检查细胞株内 EB 病毒 DNA 时遇到一
些挫折，后来采用更敏感的方法证实这些细胞株
都有 EB 病毒 DNA 存在，甚至所有克隆细胞株
都有 EB 病毒潜伏膜蛋白 1（LMP1）基因的存在。
这些都充分证明了 EB 病毒在鼻咽癌的发生中
起重要作用。

要想早发现病人，首先要有敏感性和特异性
高的早期诊断方法。为此，曾毅在 1976 年引进了
国外检测 EB 病毒免疫球蛋白 A 抗体（IgA）的免
疫荧光法，但此法须用价格昂贵的荧光显微镜来
检查，在基层无法推广。曾毅等经过一年多的潜
心研究，于 1977 年建立了免疫酶法。此法通过检
测人血清中 EB 病毒壳抗原（Viral Capsid Antigen,

VCA）的 IgA 抗体（简称 IgA/VCA)，可查出早期
鼻咽癌疑似病例，方法简便，用普通光学显微镜
即可。以后又相继建立了能检测特异性更高的
EB 病毒早期抗原（Early antigen, EA）IgA 抗体（I-
gA/EA）及其他抗原 IgA 和 IgG 抗体的方法，提
高了阳性检出率。

1978 年，曾毅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相关机构合
作，在苍梧县和梧州市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开展
鼻咽癌前瞻性研究的现场，由曾毅实验室、梧州
市肿瘤研究所、苍梧县鼻咽癌防治所的科研人员
以及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一起组成医疗
小分队，深入工厂、农村，开展血清学普查工作。
曾毅本人也几乎每年都下现场，在当时艰苦的条
件下，他们经常是白天采血，晚上在实验室进行检
测。在苍梧县和梧州市，门诊查出的主要是晚期病人

（70％~80％），早期病人仅为 20％~30％，而血清学
普查发现的主要是早期病人，早期诊断率达
80％~90％。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它证
明了应用血清学普查的方法可以发现早期鼻咽
癌病人。

通过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可显著提高
病人的生存率，如在梧州市普查出的鼻咽癌病人
的 10 年生存率达 60％，而门诊查出的病人的 10
年生存率仅 30％。

现场研究的成功，开创了鼻咽癌防治的新
篇章，也为曾毅在国内外赢得了荣誉。但作为
一名科学家，曾毅深知，“万里长征刚刚走完第
一步”，在中国鼻咽癌的高发区不只是梧州市
和苍梧县，现场研究的目的之一，是推动全民
防治鼻咽癌。为此，他们在广西、广东，乃至全
国大力开展了上百万人的普查，并成功劝说全
国很多医院将此作为常规检测，从而挽救了很
多病人的生命。

在 1970 年至 1975 年间，曾毅等组成的南方
五省鼻咽癌防治研究协作组通过对南方五省
453 个县市的 1.7 亿人口进行死亡回顾调查，发
现鼻咽癌最高发的区域是广东省中部以及临近
的县市，广东省鼻咽癌高发区人群的 EB 病毒抗
体几何平均滴度显著高于低发区。通过观察与比
较，曾毅等就提出要对鼻咽癌的发生过程中的环
境、遗传等多方面因素作深入调查，才能进一步
找到其中相互作用的关系。后来曾毅等在苍梧、
梧州及其他地区对常见中草药和一些植物进行
调查，结果发现多种中草药和一些食物中含有
EB 病毒激活物或者促癌物等。同时，曾毅等研究
发现一些食物中的诱导物是水溶性的，而不像经
典的促癌物 TPA 那样是脂溶性的。这在当时也
是国际上的新发现。

综合这几方面的研究，曾毅提出了鼻咽癌病
因的假说：遗传因素和免疫力是鼻咽癌发生的基
础，EB 病毒在鼻咽癌发生中起病因作用，但不是
唯一的因素，促癌物和 / 或致癌物起协同作用。
为证实这一假说，曾毅等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
究。最终，在国际上首次应用 EB 病毒在促癌物
和 / 或致癌物的协同作用下诱发出人鼻咽部上
皮细胞癌变，是鼻咽癌研究的重大突破，证明了
EB 病毒是鼻咽癌的重要病因。

2.漫漫防艾路
艾滋病的身世至今仍是一个谜，1981 年 6 月

5 日,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道，洛杉矶加州大学
医学中心发现一例男性同性恋患者有奇特的疾
病，同时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发表的“病死率和发
病率周报”（MMWR）第一次报道了一种“可能是
细胞免疫功能紊乱”的疾病。1982 年，这种新发
现的疾病被正式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IDS，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各国人员的往来

不断增加，曾毅得知美国报道的第一时间就意识
到这种严重的传染病迟早会传入中国，关键要加
强防范，以免成灾。他一方面注视着国外的发展
动向，做积极的知识与技术储备；另一方面积极
开展调查研究工作，警惕艾滋病的传入。自 1983
年 3 月蒙塔尼等宣布成功分离到“淋巴腺病相关
性病毒”后，曾毅就开始从法国、德国和日本引进
相关的材料，克服国内的重重困难，不久后制备
出了艾滋病病毒诊断试剂，建立了血清学检测方
法（免疫酶与荧光检测法），在 1984 年开展了艾
滋病的血清学检测工作，收集不同地区正常人群
的血清，涵盖城市与农村，未曾发现阳性患者。
1985 年，曾毅和浙江省人民医院和浙江省卫生
防疫站合作调查，通过实验室的研究发现 1982
年美国一家医药公司所赠送给省人民医院的第
Ⅷ因子血浆制品一共注射了 19 位血友病患者，
注射时间从 1983 年到 1985 年，他们把这些病人
都找到了，一一进行血液检测，结果发现该公司
同一个批号制剂注射的 4 位血友病病人都感染
了艾滋病病毒，其他人的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的，
没有被感染。该结果表明艾滋病病毒 1982 年就
随被污染的第Ⅷ因子血浆制品来到了中国，1983
年就感染了中国公民，不过正式发现的时间比
1985 年 6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发现的阿根廷患者
稍微晚一点。1987 年曾毅等分离出我国第一株
艾滋病病毒（HIV－1AC 株），为深入研究病毒的
特性、制备诊断试剂和研制疫苗创造了条件。特
别是在 1995 年初，应用此法在国内一些省市的
单采血浆献血员中发现了艾滋病感染者。曾毅等
研制的快速蛋白印记诊断试剂，对短时间内及时
了解单血浆污染造成艾滋病传播的范围、掌握和控
制艾滋病疫情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全国举办了
多个培训班，培养我国检测艾滋病感染的队伍。随
后又开展了艾滋病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并探索中
医药治疗艾滋病。后来曾毅担任中国预防性病艾滋
病基金会会长和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曾牵头组织
其他院士和国内专家撰写“关于呈报‘关于迅速遏
制艾滋病在我国蔓延的呼吁’的报告”“关于全面
加强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的建议”等，为
我国艾滋病防治做了大量的工作。

今年，曾毅院士已经 90 岁了，由于身体原因，
很多时间都住在医院，虽然每次探视的时间不能太
久，但是每次去，他谈论最多的就是他目前在开展
的 HIV 疫苗以及 EB 病毒的治疗性疫苗的研究进
展，最念念不忘的始终是实验室的工作。

（黎润红、靳亚男单位：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
究院；王承志单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西德慕尼黑大学 Pettenkofer 研究所分子肿
瘤病毒研究室主任 Wolf 教授对我们鼻咽癌研究
工作的评价（翻译稿）：

（Wolf 教授是第一个发现鼻咽癌细胞中有
EB 病毒 DNA 者）

我自 1970 年起，一直在从事 EB 病毒及其相
关的鼻咽癌的研究工作，也一直密切地注视着该
领域及有关方面的进展。现在确实取得了许多进
展，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 一个在实际工作
中亟待解决的测定 EB 病毒标记如病毒特异性
抗体方面的工作却长期欠缺。现在这一问题已被
曾毅教授的研究小组近几年的工作阐明了。

这项工作得到了世界范围的承认，并代表着
不仅仅是 EB 病毒而且是整个肿瘤病毒领域面
向病人的基础研究的一项杰出成就。这一发现本

身具有十分重大的实际意义，因为其可在发病 5
年前就检查出特异性抗体。而且，查出的病人中，
92%是早期鼻咽癌，而不经此血清学检查的病
人，仅有 30%是早期的。这一点之所以极为重要，
是因为早期鼻咽癌病人的治愈率可达 70%~90%。
该研究的设计及其最终结果的评价均是举世无
双的，这已成为该领域所有科学家研究工作的一
项非常重要的参考。另外，这项研究还为将来在
基因工程等新技术方面的发展和投资的判断打
下了基础。曾毅教授的小组正在将极大的热情和
智慧投入这个研究领域。

这项研究属于最高级别的科学成果，应得到
最高的赞誉。

汉斯·沃尔夫
1985 年 11月 28日于慕尼黑

德国雷根斯堡大学卫生与微生物研究所 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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