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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靈 蝶

中秋靈蝶來，
雨中翅展開。
萬物皆有情，
峽蝶更出彩。

顏寧回國背後
頂尖醫學科學院該如何建？ 

11月1日，顏寧在深圳全球創新人才論壇上以《歸去來兮》為主題進行演講時透露，將
參與創建深圳醫學科學院。

11月1日召開的「2022深圳全球創新人

才論壇」上，知名結構生物學家顏寧宣佈，

她將辭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一職回國，創

建深圳醫院科學院（以下簡稱「深圳醫科

院」）。

伴隨著這一官宣，顏寧提到的醫學科

學院隨之被推至大眾視野。深圳醫科院是一

所集科研、轉化、學生培養、經費資助等若

干功能于一體的新型研發機構，英文簡稱

「SMART」。

深圳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吳筠向表示，

「深圳醫科院的建設背後涉及很多決策，顏

寧後續會擔任醫科院院長，目前相關手續仍

在辦理中，還未正式任命。」

深圳醫科院新在哪？
深圳醫科院建設的籌劃在三四年前就已

開始。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支持深圳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和實

施綜合改革試點的文件提出，支持深圳建設

全新機制的醫學科學院。去年3月，深圳市

政府印發的《深圳醫學科學院建設方案》提

出，到本世紀中葉，深圳醫科院將成為全球

著名醫學研究機構。

深圳醫科院亮點在于「全新機制」。

「與傳統醫科院相比，深圳醫科院不僅是一

個單純研究機構，它的更核心功能是承擔政

府賦予的醫學科技研究方面的公共管理和服

務職能。」去年4月，深圳市衛健委科教處

處長周麗萍公開表示。醫學科學院建設思路

是使其成為一個樞紐型科研機構，將政府政

策、公眾健康需求、科學家研究興趣和產業

需求銜接起來。

顏寧在11月1日的演講中提到，「基礎研

究與藥和醫密不可分」。從病床到實驗室，

到製藥公司，再回到病床，打通這個端到端

的聯繫，正是深圳醫科院的重要使命。

「以往對醫學健康範疇的認知需要轉

變。『單打獨鬥』是傳統醫學研究方式，

『醫學+其他學科』的醫科院模式需要被開

啟。」蘇州大學原校長、從事分子免疫學和

病毒學研究的熊思東對說，國內醫學科學近

10年發展迅速，體量增長也很快，但這還遠

遠不夠。在他看來，現代醫學已不僅是醫學

問題，需要工程、數學、材料等多個學科

的知識整合。「mRNA疫苗研製成功的關鍵

不是醫學上的突破，而是材料科學領域的

突破，因為研究人員找到了能包裹和保護

mRNA不被降解的脂質納米顆粒（LNP）。」

他舉例說。

醫院主要職責是「醫」，醫學院主要是

「教」，醫學科學院是「研」。熊思東說，

「過去集齊幾隻小白鼠、一個實驗台、幾架

顯微鏡便可開展醫學科學研究。現在醫學研

究需要大的研究隊列和大數據支撐，甚至人

工智能參與。」

熊思東分析說，因為人口基數大、患病

人數多，中國的轉化醫學有自身優勢。但大

量數據只是為轉化醫學提供可能，並不等于

具備相應轉化醫學研究能力。早期轉化醫學

是「bed to the lab」，即病床到實驗室的研

究。如今，轉化醫學研究能力應是雙向的，

還應具備將基礎研究的重大成果轉化成治病

防病的具體策略。

據媒體報道，國內的醫學研究成果普遍

遇到「轉化難」的問題，大量研究成果無法

變為實際產品或者方案，制約「轉化率」的

環節包括開展臨床試驗的機構不多、能力不

足，對新技術監管政策滯後，新技術應用定

價難，新藥、新技術能否納入醫保等。

深圳醫科院將針對研究轉化瓶頸建立「 

1＋N＋X」的臨床研究及轉化協同創新體，

並且還將建設國際化高水平轉化醫學中心。

這其中，包括建設一所300張床位的高水平國

際化臨床研究醫院。深圳醫科院科研人員被

允許「技術入股」，此外，深圳醫科院還將

通過投資，「入股」轉化企業，逐步從單一

科技研發向科研產業混合體過渡。

原上海衛計委科技教育處處長張勘2015

年在一篇文章中談及上海醫科院建設的阻力

和難點。在他看來，建立上海醫科院會涉及

機構撤並、管理層級扁平化設計、調整不合

理或落後的知識結構、更新管理觀念等挑

戰。

「上海醫科院旨在突破條塊分割、各自

為政的格局，強化行業管理，統籌市級財政

對衛生的科技投入，多樣化吸納社會資本的

投入，被觸及到利益和權力的其他部門往往

會採取抵制和不合作的態度來維持原狀。」

張勘在文章中提到。深圳一名不願具名的三

甲醫院主任醫師向表示，這些也是國內醫科

院建設過程中存在的共性問題。

深圳醫科院顛覆以往醫科院的「老規

矩」，實行不定編製、不定級別、市場化薪

酬、社會化用人。理事會是深圳醫科院的決

策機構；院長是深圳醫科院的法定代表人，

由理事會聘任，實行任期制。

顏寧宣佈加盟後，網上隨即傳出其回國

的「真實原因」是人工智能會使結構生物學

家「失業」。11月11日，顏寧在其個人微博

發長文回應稱，「AlphaFold在我們過去解析

的諸多結構的基礎上，去年的預測達到了我

們2017年的水平；今年依舊停留在我們2017

年的水平（這裡僅針對Nav/Cav）。在與專門

做結構預測的AI團隊合作，他們做預測，我

們做實驗，測試新型小分子與蛋白的相互作

用，迄今為止預測無一正確。」AlphaFold是

預測蛋白質結構的人工智能平台。

顏寧稱，真正的研究者都樂于擁抱技

術進步，善用各種技術去探尋、解答自己感

興趣的問題。「事實上，我期待AI越來越強

大，那我們真可以正兒八經從化學角度研究

生命起源了。」

中國科學院院士高福向表示，深圳市

政府「先招人，後蓋樓」有先見之明。如果

先蓋樓，後招人，沒有人才，醫科院也會猶

如「空中樓閣」一般成了擺設，毫無實用價

值。

深圳建醫科院，挑戰幾何？
過去10年，深圳人口增加近七成，中青

年人口比例遠高于全國水平。據第七次全國

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20年深圳市常住人口

平均年齡32.5歲。

人口紅利極大促進了深圳經濟發展。

10月29日，深圳市統計局發佈的最新數據顯

示，今年1~3季度深圳地區生產總值超2萬億

元，在廣東省位列首位。相比亮眼的經濟實

力，深圳的醫療資源卻相對薄弱。

根據國家衛健委及北上廣深四地衛健委

的數據，截至2019年，北京市三甲醫院數量

為58家。目前，上海和廣州兩地三甲醫院數

量分別為35家和39家，深圳共有三甲醫院32

家，其中坪山區為兩家。

依據深圳市人民政府印發的《深圳醫

學科學院建設方案》，深圳醫科院選址坪山

區，按照「邊建設，邊運行」模式推進。

11月2日，有網友通過人民網領導留言

板咨詢，深圳醫科院是繼續在坪山範圍內選

址，還是說選址範圍擴大至其他區？深圳市

衛健委11月17日回復稱，目前深圳醫科院正

在籌建中，將結合深圳城市建設及發展規

劃，在全市多點佈局。深圳市規劃和自然資

源局則表示，坪山區非常重視該項目的相關

工作，有關項目進展情況及有關信息請以官

方媒體發佈為準。

據深圳市衛健委數據，截至2022年7月31

日，深圳市共有6.3萬餘名醫生，其中執業醫

師5.9萬餘人，助理醫師3400餘人，相較北京

的超過10萬名醫生、上海的將近7.5萬名醫生

仍有差距。

為提升醫療水平，深圳市2014年曾推

出以「名醫（名科）、名院、名診所」為重

點的「三名工程」，通過引進在國際、國內

有影響力的高層次醫學團隊，優化醫療衛生

人才結構。目前，福田區引進和培育名醫

（名科）91個，羅湖區39個，其餘各區不足

23個。「深圳現有醫療機構對提升當地醫療

水平起到很大作用，比如深圳大學的附屬醫

院、中國醫科院在深圳設的幾所研究機構

等。」熊思東說。

「 深 圳 的 醫 療 底 蘊 相 對 較

淺，醫療人才相對匱乏。」前述

深圳某三甲醫院主任醫師表示，

近些年，深圳從外地大批引進

醫學專家、建設新醫院，整體診

療水平在提高。不過，引入和新

建的醫療資源都需要經過時間積

澱。出于大規模成型醫教研融合

團隊難以短期構建、深圳房價高

等原因，引進高級醫療人才越來

越難。

深圳本土第一家醫學院——

深圳大學醫學院成立于2008年，

四年多後，深圳大學醫學部正式

成立。前述三甲醫院主任醫師表

示，深圳專業的醫學院相對較

少，一般醫院的醫生很少做科研

和教學，大部分都只進行診療工

作。

據深圳大學醫學部官網今年

3月份披露數據顯示，醫學部2021

年招生155人，2022年預計招生達

200人。「深大醫學院每年招生規

模並不大，每個科室或醫學專業

很難形成大型醫、教、研結合的

隊伍。」前述醫生說。

北 京 一 名 高 校 的 醫 學 研 究

人員向表示，深圳是個年輕的城

市。一方面，年輕人患病人數

少，長期慢性疾病人群占比不

高，醫療需求與北上廣存在差

異；另一方面，距離不遠的廣州

市擁有豐富的醫療資源，部分人

會選擇去廣州治療，深圳本地醫療供給端隨

之被抑制。

「國內具備醫教研全面發展能力的醫學

科學家十分稀缺。」前述主任醫師表示，深

圳醫科院建成後，能聯合深圳各大醫院，培

養更優秀的醫學科學家，促進醫科院、高校

醫學部、醫院三方聯動，真正促進中國生物

製藥、醫療器械的發展。從這個維度上看，

前景還是很樂觀的。前述北京醫學研究人員

表示，醫學是以臨床應用為導向的實踐學

科，顏寧的主攻方向是結構生物學，想要管

理好一所醫學科學院面臨著挑戰。

不應跟風式建設
繼中國醫科院之後，近一二十年，國內

多個省份都陸續成立了醫科院，包括2007年

由安徽省醫學科學研究所更名的安徽省醫科

院、2008年成立的廣東省醫科院、2019年2月

成立的山東省醫科院等。

「國內共有各類醫學科學院19所，其中

國家級3所，地方級16所。」張勘在2015年發

表的文中指出，醫科院主要分三類，一類是

以中國醫科院、廣東省醫科院為代表的「一

個機構、兩塊牌子」管理模式的醫科院；一

類是以山東省醫科院為代表的獨立機構；

還有一類是多掛靠于醫院或中國疾病預防

shoppingmode 控制中心的附設機構，一般以

區級醫科院為主。

中國醫科院成立于1956年，1957年協和

醫學院被併入其中，現有19個研究所、6家

附屬醫院、9個學院、106個院外研發機構。

「中國醫科院得以發展起來主要是其將醫院

治療、醫學教學、科研三塊同時推進，相互

融合，資源整合較為合理。」前述深圳三甲

醫院主任醫師向表示。

「現階段國內除了中國醫學科學院及少

數省級醫科院，很多醫科院並未真正做大做

強。」該醫生分析。

事實上，建一所醫學科學院花費不菲。

9月29日，廣東梅州市醫學科學院大樓建

設項目啟動，總面積約11萬平方米的大樓，

總投資8.65億元。這是全國首個地級市醫學

科學院，大樓主要功能佈局為科研實驗、門

急診、醫技檢查、檢驗中心、體檢中心等。

深圳醫科院的建設資金主要來自政府專

項資助、社會資助以及轉化收益。據深圳市

衛健委今年5月發佈的《2022年深圳醫學科學

院（籌）部門預算》顯示，2022年深圳醫科

院籌備階段預算收入2918萬元，超九成為政

府預算撥款；預算支出2918萬元，其中醫療

服務類支出1040萬元，主要用于醫科院籌建

調研論證、項目評估、公共平台建設等，相

比去年增加超八成。

不僅建設成本昂貴，醫科院的運營成本

也很昂貴。2021年發佈在《山東教育》期刊

的文章提到，山東省醫科院每年投入近1億

元，通過在國際知名期刊刊登招聘信息、赴

海外召開引才引智懇談會、舉辦國際青年學

者論壇等方式吸引人才。

熊思東說，正因為醫科院建設和運營

成本都很高，儘管有必要建立醫科院，但各

個地方也應該保持頭腦冷靜，不能跟風式建

設。「如果所有地方都去建設千篇一律的醫

科院，這件事也就失去了原有意義。」他

說。

張勘在前述文章中指出，很多時候這裡

投筆錢建了技術平台，其他部門又投筆錢建

了個類似實驗室。同一課題今天在這一部門

申請獲得一筆基金資助，明天換湯不換藥，

類似課題又到其他部門申請一項經費支持。

各部門間缺乏有效溝通，造成資源重複投

入，最終研究成果必然缺乏原始創新性和競

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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