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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从北师
大博士毕业来到南开大
学文学院任教，罗维斯
便开启了“三尺讲台谱
春秋”的教书生涯。不久
前，这位广西姑娘在第
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
教学竞赛中，从来自
105 所高校的 129 名选
手中脱颖而出，一举获
得文科组一等奖，这也
是此次天津市参赛选手
获得的唯一的一等奖。

“其实此次参赛，最
大的收获并不是手中这
座奖杯，而是在全国的
舞台上看到那么多优秀
的青年教师，并且了解
到他们优秀之处。”看着
手中的奖杯，罗维斯如
是说道。

相对于比赛，
团队“压力山大”

此次教学竞赛要求
每位选手需选择一门不
少于 2 学分的参赛课程，并提供教学大纲、20 个
学时的教学设计和与之相对应的 20 个教学阶
段 PPT。比赛当天，选手现场抽签确定参赛的具
体教学节段，并在课堂教学竞赛结束后撰写教
学反思材料。

“所以在比赛赛场上，完全是选手们平时讲
课状态的呈现。”带着这样的认识，罗维斯并没
有针对比赛做过专门“应试”性的准备，然而入
职三年的时间里，她却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

罗维斯所担任的“大学语文”课程是首批
“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在南开大学讲席教
授陈洪领衔的教学团队中，每位教师都有自己
的特色和风格，但大家的共同之处是饱满的教
学热情和斐然的教学科研成果。

入职后的整整一个暑假，罗维斯都是在准
备教案中度过。“研究综述要看，专著文集要看，
最前沿的科研论文也要看，我希望把基础知识
和新的研究思路结合起来。”这是她对自己授课
内容的定位。

在撰写教案过程中罗维斯发现，要讲述的
内容太多而课时有限，如何筛选内容、布局谋
篇、安排详略，如何起承转合，这些都需要精心
设计。

有时候躺在床上睡觉，一旦有了好的点子，
罗维斯也会一骨碌爬起身记下，生怕错过自己
任何“灵光一现”。罗维斯形容，那个时候自己大
脑时常保持“兴奋状态，根本停不下来”。

“其实相对于一次比赛，面对大师云集的教
学团队、优秀的同事和优秀的学生，我才是压力
山大，且这种压力每天都伴随着我，我生怕招牌
会砸在自己手里。”罗维斯这样说。

用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在讲台上站得时间久了，罗维斯发现了一
个现象，那就是在课堂上，每当自己讲到“两眼
放光时”，学生们的眼睛也会放光；每当自己课
程设计不够好时，学生的眼睛就会黯淡下去。

因此，在每堂课后，罗维斯都会撰写一个分
析报告，总结经验教训。对于那些没能够让学生

“眼睛放光”的课程设计，罗维斯会去翻看团队
中其他教师的讲授方式，或是带着问题去向前
辈请教。

在南开大学，一些退休的老教师会被聘为
课程督导，他们会随机去听年轻教师授课并帮
助他们改进课堂教学。

在一次讲授“晚清诗歌改良”的课后，罗维
斯被一位课程督导张老师叫住，指出她在讲授
时不应单一向学生传达“晚清诗作文学性不强”
的观点，而应多层次、多角度引导学生看到“晚
清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在当时
时代条件下“开眼看世界和寻求诗歌革新”的难
得。

“这让我认识到，教师不仅仅是知识和单一
价值观念的传播者，更应培养学生从不同视角
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启迪他们的思考。”正如
一位德国哲学家所说，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
另一个灵魂。

“走上讲台像就被赋予超能力”

今年是罗维斯站在讲台上的第三个春秋。
从最初的忐忑、兴奋到现在的从容、淡定，罗维
斯也经历了诸多的学习和“打磨”。这些也让她
愈发成熟起来。

“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导师在经历了
连续讲课、学术会议、小组会等系列高强度工作
后，依然能够在讲台上神采飞扬，现在当自己也
成为一名老师，我忽然意识到，作为老师，一走
上讲台像就被赋予了超能力一般，从‘庸常’状
态中抽离出来，全身心投入到讲课之中。”罗维
斯说。

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在罗维斯走上全国赛
场前不久，她的母亲罹患重症，经抢救无效离开
了人世。遭受如此晴天霹雳的罗维斯整个人的
身体和精神都垮了下去。

“以前维斯说话的时候眼睛总是放着光，但
那段时间明显能够感到她情绪极为黯淡，即便
现在她也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同在大学语文教
学团队的文学院副教授卢桢说。即便如此，倔强
的罗维斯也丝毫没有退缩，她坚持走上讲台、走
到赛场，以她的话说就是，“我一站在讲台上，
就会心无杂念。”

有时候躺在床
上睡觉，一旦有了好
的点子，罗维斯也会
一骨碌爬起身记下，
生怕错过自己任何
“灵光一现”。罗维斯
形容，那个时候自己
大脑时常保持“兴奋
状态，根本停不下
来”。

罗维斯

每逢传染病高发季，医院的疫苗
接种室里总是愁云惨雾。父母们软硬
兼施，使出浑身解数哄着孩子打疫
苗。但若要问上世纪 60 年代后出生
的人童年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
经历，留给他们的肯定是“甜蜜”的回
忆：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排着队，一个
接一个由大夫喂一粒糖丸。这就算

“打完疫苗”啦！
可在“脊灰”活疫苗糖丸刚刚制

备出来的临床检验阶段，即使动物实
验全部合格，最后一道人体检验关卡
依然存在风险可能。拿谁的孩子来做
临床检验？“脊灰”活疫苗研制组长顾
方舟带来了自己的儿子小东。他的想
法朴素又无畏：我自己的孩子不吃，
让别人孩子去吃，这不太仗义。

临危受命

2000 年 10 月 29 日，日本京都。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除脊髓灰质
炎证实委员会召开会议，正式宣布世
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已经无野毒株脊
髓灰质炎病毒的传播。中国正是这一
区域包括的 37 个国家与地区之一。

时间退回到 43 年前的 1957 年，
南宁的夏季酷热难忍，但孩子的家长
们却纷纷把孩子关在屋里，并且紧闭
门窗。屋外，一种名为“脊髓灰质炎”
的病毒性疾病正在蔓延。这种俗称小
儿麻痹的病症令人闻风丧胆，罹患儿
童非死即残。病毒将腰椎脊髓破坏
了，轻则腿瘸，重则瘫痪。如果病毒侵
犯颈椎，手就不能动了。更严重的是
侵犯延髓，病毒破坏了呼吸中枢神
经，患儿会因无法自主呼吸死亡。

这年 7 月的一天，顾方舟接到了
面见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的紧
急通知。彼时，他刚获得苏联医学科
学院副博士学位回国不到两年，正在
北京北郊的小汤山和实验室同事如
火如荼地做着乙型脑炎研究。崔部长
见到顾方舟，顾不上寒暄，直接开门
见山：先放下脑炎的研究，专职搞脊
髓灰质炎的防控。

当时的上海“脊灰”肆虐，除了病
毒来势汹汹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
误诊病例。作为诊断病例，我国第一
例“脊髓灰质炎”病例报告是协和医
学院谢少文教授 1930 年提出的。后
来又有一些报告，均为散发的临床病
例，但没有病原学的证明。

顾方舟想，要想控制病情，首先
要建立分离病毒和定型的方法。

临危受命。顾方舟带着实验组去
上海传染病医院和儿童医院找临床
病例，从临床确诊和疑似“脊灰”的住
院患儿中，收集到 726 份类便标本，取
其中 344 份标本分离病毒。在 344 份
标本中，有 281 份标本确诊为“脊灰”，
63 份为非“脊灰”，属于乙型脑炎或脑
膜炎等。他们用猴肾单层上皮细胞培
养法分离出病毒 140 株。经过定型，确
定“脊灰”病毒的有 116 株。在 116 株
病毒中，I 型 97 株，占 83.6％；Ⅱ型 15
株，占 12.9％；Ⅲ型 4 株，占 3.5％。

自此，“脊灰”病毒的分离与定型
方法在我国建立，而且第一次用病毒
学和血清学方法，证实我国的“脊灰”

流行以 I 型为主。

死疫苗还是活疫苗

1959 年 3 月，春寒料峭。奉卫生
部医科院委派，顾方舟启程苏联，学
习“脊灰”死疫苗的生产技术，在祖国
西南的昆明，“脊灰”死疫苗生产基地
已经紧急上马了。作为带头人，与他
同行的有医科院病毒学系的董德祥、
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闻仲
权、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蒋
竞武。为保证任务圆满完成，行前每
个人的任务分工明确：董德祥主攻病
毒分离，闻仲权主攻组织培养，蒋竞
武主攻疫苗生产工艺，顾方舟抓总，
他们要在短期内学习掌握全套的“脊
灰”死疫苗生产技术。抵达莫斯科后，
苏联保健部把他们安排在俄罗斯联
邦疫苗与血清研究所，那个研究所正
在研制“脊灰”死疫苗。

制备疫苗的原理搞清楚容易，但
顺利生产则很艰难：生产死疫苗首先
需要培养“脊灰”病毒，病毒培养出来
后，用福尔马林把它杀死，然后经过
一系列的处理，再培养出来的疫苗就
是“死疫苗”。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一种
叫 199 的培养液，里边的成分有几十
种氨基酸和小胎牛血清，另外还有其
他的成分等，非常复杂也十分昂贵。

在弄清楚生产工艺流程后，顾方
舟敏锐发现死疫苗不适合中国国情。
因为工艺复杂，实施繁琐，尤其是昂
贵的价格无法满足全国的需求！

第一，死疫苗打一针需要几十块
钱，而且不是打一针，要连续三针，隔
一段时间还得补第四针。不仅新生儿

要打这个疫苗，所有七岁以下的易感
人群都要打。中国需要打死疫苗的孩
子上亿，算经济账，国家承担不起。第
二，给孩子打针注射涉及安全等各方
面问题，需要培训庞大的专业防疫队
伍，这也不符合国情。第三，从专业技
术上分析，死疫苗虽然能降低发病
率，但控制“脊灰”流行的效果不甚满
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死疫苗只能
产生体液免疫，而肠道对“脊灰”病毒
仍然敏感，所以不能阻止野“脊灰”病
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在“脊灰”的防御
上，第一道防线在肠道，第二道防线
在血液。因为病毒是先经口进入肠道
繁殖，再由淋巴管进入血液，然后达
到神经组织。如果疫苗质量差，注射
次数不够，血液中抗体维持时间短，
那么仍有可能被感染，引起流行。这
种情况已被美国、匈牙利、加拿大、以
色列等国的观察材料所证实。

顾方舟明白：死疫苗技术学会了
也无用。正当他陷于苦闷，进退维谷
之际，机会不期而至。

一天，顾方舟巧遇在病毒性脑炎
研究所时的苏联同学，从老同学口中
获悉，美国已有三个研究组在研究减
毒活疫苗，三组研究的方法是不同
的。其中赛宾用组织培养技术作为减
毒的手段取得重大进展。1953~1956
年间，赛宾用了 9000 只猴、150 只黑
猩猩进行了这项研究，最后作出一小
批试用疫苗。他先在 133 名成人志愿
者上试用成功，然后分送给世界知名
的“脊灰”实验室寻求合作。老同学还
告诉他，苏联和美国有一个技术协
定，双方正在共同研究“脊灰”活疫
苗，也叫减毒活疫苗。

顾方舟眼前一亮，自己曾经工作
学习过的研究所正在搞“脊灰”活疫
苗，“那我一定要把‘脊灰’活疫苗的
事情搞明白”。

如同虚构的故事，第二个机遇再
次垂青顾方舟。顾方舟在苏联的时
候，恰逢莫斯科召开国际“脊灰”疫苗
的学术会议，他代表中国参加。那是
一个真正的国际大会，世界各国知名
学者云集，他们辩论起来不留情面，
两派争论得非常激烈。

一派学者主张用死疫苗，因为安
全。他们认为活疫苗不能用，有的学
者特别强调活疫苗之所以不能用，是
因为它的毒力可能返祖。给孩子吃了
以后，他得排泄出来，排出来就会传
播，传播过程中疫苗病毒的毒力会不
会恢复，是争论最尖锐的一个问题。
主张用活疫苗的学者则说，活疫苗肠
道都可以免疫，因此免疫非常彻底。

两派都有自己的论据，但谁也不
能说服对方。倾向活疫苗的顾方舟最
关心的是：活疫苗返祖现象到底是理
论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如何消除活
疫苗的弊端。

会后，顾方舟抱着厚厚的会议论
文，反复推敲琢磨，终于下定决心建
议国家取消死疫苗方案，选择活疫苗
的技术路线。

经过一番争取，1959 年 6 月，卫
生部发布了《关于小儿麻痹活毒疫苗
大规模试用计划（草案）》。活疫苗的
技术路线终于确定下来，顾方舟如释

重负。他和他的团队将工作的重点转
移到活疫苗上，大家争分夺秒不遗余
力地努力学习，心中只有一个念
头———让活疫苗在中国尽快落地生
根，让祖国的花朵不再凋零。

让我的孩子先吃

1960 年，春节。在医学科学院等
科研单位、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等生
产单位的积极配合下，由顾方舟率领
的试生产小组，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
所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批 500 万人份

“脊灰”活疫苗。
减毒活疫苗生产出来并不能立

即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甚至苛刻的层
层检定。所有检定全部合格后才可以
给全国的孩子们使用，即使一项检定
不达标都不允许出厂。

参考苏联的活疫苗检定流程，顾
方舟带领大家制定了包括近 20 个检
定项目及相应的标准。既要严格把控
活疫苗“脊灰”病毒的含量，又要绝对
保证活疫苗没有其他的病毒杂菌掺
入，他们得到了实验动物部的通力支
持。检定所需的恒河猴均在两岁以内，
以模拟学龄前儿童的体征。将活疫苗
注入猴子脑内、脊髓内是一项关键的
毒理实验，既可检定活疫苗的单位病
毒含量是否合格，又能发现不良反应。

所有关口检验合格签字通过后，
还必须经过三期临床检验。它是最后
的一关，但必须用人来进行检定，准确
地说，必须用学龄前的儿童做试验。

国产第一批 500 万人份“脊灰”
活疫苗就差临床检验这最后的一关
了，检定需要十来个学龄前的儿童，
用谁家的孩子呀？

“我是组长，我带头。”顾方舟抱
来他当时唯一的孩子。“我们家小东
不到一岁，符合条件算一个，你们还
有谁愿意参加？”

后来，实验室同事的五六个孩子
都参加了这个试验，人数很快就凑齐
了。当然，如果一点风险都没有还做试
验干吗？所以顾方舟抱小东参加试验
也没有跟夫人说。后来她知道了也没
埋怨顾方舟。顾方舟想，自己的孩子不
吃，让别人孩子去吃，这不太仗义。

减毒活疫苗服用确实简单利索，孩
子蘸着馒头或饼干吃一次就行，既不需
要消毒打针也不需要连续多次。服后观
察一个月，重点在第一周和第二周。当
时正值六七月份，而“脊灰”的流行高峰
季节就是在 6~9 月这几个月。当时顾方
舟还是心怀忐忑，担心在流行的季节里
做这个安全试验，万一撞上了怎么办？
所以试验前他特别强调说：咱们事先都
得给孩子做化验，看孩子做试验合不合
格。做到对试验负责，对孩子负责。做第
一期临床试验的孩子，首先要没有感染
过“脊灰”病毒，血液里没有“脊灰”病毒
抗体，只有综合抗体阴性的孩子才能够
入选。另外例行的体格检查，孩子要健
康，没有疾病。

一个月过去了，孩子们都没事，
也不发烧，什么症状都没有，平平安
安地过来了。第一期临床试验顺利通
过。不久，顾方舟带着疫苗去卫生部
汇报工作，他当着部长的面说：我们

大人吃没问题，小孩吃了也没有问
题，临床检验证明是安全的。

第二期临床试验不用动员就有
了更多的孩子试服。重点看他们的抗
体增长情况，以及其他指标的变化。
依然是什么症状都没有，平平安安地
过来了。二期临床也顺利通过了。

第三期的难度比较大，因为三期
临床试验要说明这个疫苗真正有流
行病学的效果。前面是安全的效果，
是免疫学的效果，说明抗体增长了，
孩子吃了没问题，很安全。可是这个
病的发病率是以十万分之几来衡量
的，人少看不出流行病学的效果。因
此必须有足够数量的孩子参与，才能
证明这个活疫苗的效果。

由于对第一期、第二期临床试验
结果心里有了底，加之正值“脊灰”流
行期，在试验与预防并举的思路下，
决定三期临床在北京等 11 个城市进
行，经过流行季节检测，最后统计效
果，预计投入 400 万人份活疫苗，7 岁
以下的孩子服用这个疫苗。

很快，各地捷报频传，初战告捷。

一粒糖丸定乾坤

液体减毒活疫苗在使用前需要
稀释、保存、低温运输等必要条件，大
规模使用非常不方便。保存不当即会
发生失效事故，而且时有浪费现象发
生。当顾方舟获悉国外已有活疫苗糖
丸后，立即向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副
院长沈其震建议上马固体糖丸。在沈
其震支持下，顾方舟率领董德样、闻
仲权，先后与上海信谊药厂技术人员
一道，群策群力，反复试验，解决了配
方、冷加工工艺、糖丸中病毒疫苗均
匀度以及检测方法等技术难题。经测
试，糖丸疫苗在各种温度下保存的时
间明显超过液体疫苗，免疫效果与液
体剂型完全一致，无任何不良反应。
糖丸剂型“脊灰”疫苗试制成功，为活
疫苗大规模使用及向边远地区推广
创造了条件。

1962 年底，活疫苗在北京、上海、
云南三地的 315 万人中试用，1963 年
向全国各大城市推广。两年的实践证
明有显著的流行病学效果。例如上海
市，1962 年市区以及 1963 年全市
90％以上的 5 岁以下小儿服了 3 个
型糖丸疫苗，这两年的“脊灰”流行被
完全控制。市区脊髓灰质炎发病率降
为 1.5/10 万，比 1959 年的 41.7/10
万下降了 96.4％。

糖丸活疫苗研制成功并在全国
推广使用后，给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
奠定了物质基础。1964 年以前，由于
疫苗数量有限，只能在大城市使用。
但是，如不向中小城市以及广大农村
地区推广使用，全国的脊髓灰质炎流
行就不能得到有效控制。1963 年 12
月，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主动提出扩大
生产的要求。经中国医学科学院同意
并报卫生部批准，1964 年 1 月，国家
下达了年产 6000 万人份糖丸疫苗的
任务。这个产量是以往的 4 倍。

从 1964 年开始，糖丸疫苗的大规
模生产，具备了使用方便、供应全国广
大城乡的能力，我国开始进入了全面
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的历史阶段。据
1972 年到 1975 年统计，4 年间向全国
共分发了 3 个型疫苗各 4 亿多人份，
其中 80～90％都用于小市镇和农村。

1975 年，由原来的Ⅱ型、Ⅲ型糖
丸疫苗，研制出Ⅱ＋Ⅲ型双价混合型
后，又开始研制三价混合型糖丸疫
苗。试验证明，当Ⅰ、Ⅱ、Ⅲ三种型别
活疫苗同时服用，疫苗病毒在人体肠
道繁殖时，Ⅱ型病毒会对Ⅰ、Ⅲ型病
毒产生干扰，影响免疫效果。为此，加
紧对疫苗中所含各型病毒剂量配比
与免疫效果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终于
在 1985 年探索出了最佳配比方案，
研制出Ⅰ＋Ⅱ＋Ⅲ型三价糖丸疫苗，
服用后免疫效果很好。

多价糖丸的检定方法国际上没
有先例，生物所的科研人员经过努
力，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检定方法，检
定室又做了多价糖丸的病毒滴度、病
毒含量的检定实验。检定合格后，多
价疫苗开始供应全国。

三价糖丸疫苗的研制成功，不仅
解决了疫苗病毒液半成品的供应问
题，同时提高了工效，降低了成本，更
方便了使用。1986 年在全国推广应用
后，为中国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提供
了最有力的武器。

（刘静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原部长，汤国星
系原北京协和医学音像电子出版社
编辑）

“我一站到讲台上，
就心无杂念”
姻本报通讯员马超记者陈彬

被网友们亲切称为“糖丸爷爷”
的顾方舟去世了，许多媒体纷纷写文
章纪念。对于顾方舟团队在研制糖
丸临床检验阶段的故事，很多媒体有
如下描述：

“为了孩子，他选择豁出去！历尽
千辛万苦，第一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终
于生产出来并在猴子身上实验成功！
但问题来了，在猴子身上实验成功并
不等于人体试验成功。怎么办？顾方舟
毅然决然地喝下了第一瓶疫苗。顾方
舟真的是用生命在做试验，一旦疫苗
失效，等待顾方舟的只有两条路，终身
瘫痪或者死亡。庆幸的是，他闯过了这
一关。10天之后，试药的人员安然无
恙。过了成年人这关，还有孩子。对成
人有效，对孩子，不一定。顾方舟含泪
给自己家孩子喝下全中国第一批‘脊
灰’疫苗。经过10天非人的煎熬，孩子
一切正常，试验成功。中国‘脊灰’疫苗
I期人体试验，就这样进行了，就这样
成功了。他们是用生命在做试验。”

这些描述煽情有余，但某种程
度上夸大了事实。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原部
长、“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
程”顾方舟采集小组负责人刘静告诉
《中国科学报》，在糖丸研制进入最后
临床检验阶段时，顾方舟和他的团队
对糖丸的安全有充分的自信，当然，
如果一点风险都没有还做试验干嘛？
顾方舟说“我自己的孩子不吃，让别
人孩子去吃，这不太仗义。”没有个
别媒体宣传的冒着瘫痪或死亡的风
险，更没有非人的煎熬。

糖丸疫苗的研制过程凝结了很多
单位、很多人的努力和付出，采集小组
访谈顾方舟时，他多次表示糖丸疫苗
的问世是很多人共同奋斗的结果。

当此际，本报编辑邀请刘静、汤
国星细述糖丸研制背后的“真故事”，
一则正本清源，再则致敬消灭“脊髓
灰质炎”的顾方舟团队。

编者按编者按

糖丸背后的真故事
只有科学，没有悲情

姻汤国星刘静

针对近期很多大众媒体对“糖丸爷爷”顾方舟的煽情式报
道，知情人士专门投书本报———

拿谁的孩子来做
临床检验？“脊灰”活
疫苗研制组长顾方舟
带来了自己的儿子小
东。他的想法朴素又
无畏：我自己的孩子
不吃，让别人孩子去
吃，这不太仗义。

顾方舟

年，顾方舟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