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

综合·声音
责任编辑

章炜

见习编辑

2021 年 5 ? 24 ? 星期一
魏艳阳

E-mail:fzbfzsy@126.com

www.shfzb.com.cn

以国家需要为奋斗目标，奋进研发新药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
——
□ 见习记者

陈友敏

1945 年 8 月 28 日，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陈凯先出
生于沙坪坝重庆大学的校医院里， 为庆祝抗
战胜利， 其父为其取名“凯先”。
作为我国生物医药领域的领军专家， 几
—“凯先” 一样，
十年来， 就像他的名字——
陈凯先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奋斗目标， 奋战在
创新药物科研一线， 为我国生物医药领域崛
起和上海科技发展奋楫争先， 为推动我国创
新药物研发、 新药研发技术平台体系建设发
挥了引领作用， 作出了杰出贡献。

无畏艰难，上下求索

1978 年， 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陈
凯先以优秀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 （以 下 简 称 上 海 药 物 所 ），成为药物学家
嵇汝运先生的学生。嵇汝运先生敏锐注意到：
新药发现从随机筛选向理性设计转变是国际
药学发展的新趋势。 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是
由理论化学 （量 子 化 学 ）、计算机科学与分子
生物学等学科催生的交叉领域， 要进入这个
新的前沿领域必须具备相关学科的知识。
于是， 1978 年秋， 陈凯先来到吉林大
学， 克服生活上的艰难， 在我国量子化学奠
基人唐敖庆先生门下再次开启求学之路。 学
成归来， 他开始运用量子化学等理论计算方
法开展药物作用机理和新药设计的研究，
1985 年获得博士学位， 当年 3 月公派法国
留学。 在法期间， 凭借扎实的专业实力和研
究成果， 陈凯先获得巴黎生物物理化学研究
所颁发的 1986 年度尼纳·舒可伦奖， 这是该
奖项首次颁给一位中国学者。
结束在法研究工作后， 陈凯先婉拒了法
方继续留任的邀请。 离法前， 中国驻法大使
馆教育处特请他为留学生做一次讲座谈谈他
“如何经过艰难选择而毅然回国”， 陈凯先

说： “
其实并没有什么艰难选择， 学成回国是
我再自然不过的想法。”

顺应需求，以国为本
几十年间， 陈凯先的所有成绩都离不开
“国家需要”。 他始终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初心使
命和努力方向， 将个人价值融入国家发展脉
搏， 用一次次有力“
搏动”， 彰显人生意义。
归国后， 陈凯先用一台省吃俭用给所里购
买的计算机， 积极开展药物设计方法和软件技
术研究、 药物构效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 药物
与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研究， 在此基础上进
行计算机辅助新药发现和设计。 他指导和参与
的新药研究， 已有多项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有
的已成功上市。 通过这些具有创新性、 系统性
的工作， 陈凯先“摸着石头过河”， 为中国药
物设计新领域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6 年， 陈凯先被任命为上海药物所所
长。 当时中国在药物研发领域的国际竞争中面
临严峻挑战， 加强自主创新是当务之急。 为
此， 陈凯先率药物所领导班子率先抓住机遇融
入国家和地方生物医药发展的战略框架， 并瞄
准国家需求和国际高科技发展的趋势， 积极争
取和承担创新药物研究的重大科技项目。 这些
项目的成功实施，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药研究
领域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推动了中国药物
创新研究快速走向国际前沿， 对中国药物研究
领域原始创新能力的提高产生了重要影响。
如今年过七旬， 陈凯先依然精力充沛地带
领着后辈辛勤探索， 为我国新药事业、 为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中心， 继
续不遗余力地贡献力量。

公益诉讼推动道路光污染治理
徐汇区升级优化 1500 余套补光灯
□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近日， 在推进“
我为群众办实
事” 实践活动中， 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依托公
益诉讼职能， 对徐汇区内监控补光存在光污
染的道路进行排摸， 开展了一系列治理工
作， 最终助推全区 1500 余套道路补光灯得
到优化升级。
今年年初， 徐汇检察院收到市人大代表
反映， 徐汇区部分路段监控补光灯过亮过
闪， 对驾驶员视线造成干扰， 影响驾驶安
全。 徐汇检察院高度重视， 案件线索随后流
转到公益诉讼办案组， 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钱
俊作为负责人接手了此案。
“线索到手， 第一步工作就是对存在问
题的路段进行梳理排摸。” 钱俊告诉记者，
办案组检察官们率先选取了虹漕路至桂林路
等交通流量比较集中的点位逐步开始排查，
“结果得到了印证， 从我们的感观上， 我们
发现补光灯过亮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 一定

程度上也会对驾驶员视线造成影响。”
在完成诉前审查的基础上， 徐汇检察院
与徐汇区公安分局展开了磋商。 “在我们进
行沟通的过程中， 分局也认可了这一问题，
坦言此前也收到过类似的群众声音， 已经在
考虑改进只是还没有出台具体的调整办法。”
对此， 徐汇检察院当场制发诉前检察建
议， 要求对徐汇区漕宝路等部分路段监控补
光灯亮度进行调整， 在不影响正常补光的前
提下尽量降低光污染； 并进一步加快环保监
控补光灯设备的更新换代， 及时替代辖区内
存在光污染情况的监控补光灯； 在此基础上
建立起长效常态运维管理机制， 定期对所建
设备开展场外巡检， 及时排除故障， 降低因
设备故障引起的光污染发生频率。
近日，徐汇公安分局回复表示，已对相关
路段的补光灯进行更换、关闭和优化，共关闭
补光设备 1763 套、优化 1554 套，并对部分照
明条件较差路口、 路段的补光设备进行光亮
度调整，确保满足夜间车牌识别最低要求。

奉贤：无人机“空中巡查”禁种铲毒显成效
□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奉贤区奉浦街道平
安办获悉， 奉浦广泛组织发动禁毒志愿者、
平安志愿者开展禁种铲毒踏查行动， 同时利
用新科技的便捷性， 利用无人机在空中开展
巡查工作， 以进一步推进辖区内禁种铲毒工
作， 从源头上遏制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现象
的滋生。
据介绍， 近日， 志愿者们通过无人机巡

查时发现辖区一处院子角落内有 2 株疑似罂
粟的植物， 发现这一情况后志愿者锁定地址
并上前确认， 确定是罂粟后， 立即联系派出
所、 禁毒办等相关部门进行处置。 经查看，
整个院子内只有这 2 株罂粟花。 经过询问，
这 2 株罂粟花是一位小区居民移植野菜时误
种的， 确定了这位居民种植罂粟是误种， 且
数量较少尚不构成刑事犯罪。 禁毒办、 派出
所依法对这位居民进行批评教育， 并对所有
罂粟进行销毁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