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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健/文 本报记者 彭程/摄

疫苗背后的故事

倒插垂杨柳

尹卫东是河北唐山人， 生于1964年。 从小就喜欢
动脑筋， 喜欢琢磨事儿， 是个做任何事都与众不同的
孩子。 上小学的时候， 有一年春天， 学校组织学生课
外劳动， 活儿不重， 就是将已经截好的柳枝一节一节
地插在地里， 中国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叫 “插柳成荫”
吗？ 说的就是这个。 那天， 老师事先嘱咐同学， 一定
要正着插， 粗的那头儿朝下， 细的那头儿朝上， 千万
别插反了……倘是一般孩子， 一定会按照老师的要求
去做， 而且做得一丝不苟， 但尹卫东不， 他偏要按照
自己的想法去做———倒着插， 他的想法再明确不过，
就是想看看倒着插那柳枝能不能成活。 或许有人会说
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调皮， 不听话， 但不听话的孩子最
多也就是把柳枝倒着一插了事， 不会再有下文， 而尹
卫东却不是， 插完之后一直想着这件事， 直到有一天
他发现那几株倒着插的柳枝一个也没能成活， 全枯死
在地里才算死了心。 以致后来有人对他说倒插柳枝会
长出曲里拐弯儿的柳树时， 尹卫东锛儿都没打就告诉
人家， 倒着插柳根本不可能成活。

这是他在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别人再说什么他也
不信。

人定胜天和好了伤疤忘了疼

《东周列国志 》 第二回 ， 有句话叫 “天定胜人 ，
人定亦胜天”。 南宋词人刘过在他的 《龙洲集襄央歌》
中亦云： “人定兮胜天……” 其实两人说的 “定” 字
都是指人心安定，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人人都安守本
分， 力量可以超越大自然。 据此， 人定胜天的语文释
义就应该是 “人定兮胜天 ” （人心定啊 ， 能胜天 ），
而不是 “人兮定胜天” （人啊， 定能胜天）。

然而有意思的是 ， 不知从哪年起 ， “人定兮胜
天” 成了 “人兮定胜天”， 直到今天也仍是如此。

毫无疑问， 尹卫东对于 “人定胜天” 的理解最初
也属于后者，所不同的是，聪明过人的他仅将这四个字
安置在一个精神的层面上， 并以此支撑自己的行动。

“人胜不了天， 但却要有人定胜天的意志”。 尹卫
东说。

的确， 没有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 对这四个字不
会有更深层次理解， 但经历者却正好相反。

唐山大地震那年， 尹卫东12岁， 小学还没毕业。
对于那场灾难， 尹卫东已经不愿意再提起， 觉得那是
在揭伤疤， 揭了， 会很疼：

“人们总在批判 ‘好了伤疤忘了疼’， 那是没有真
正疼过 ， 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 唐山人的疼 ， 那是真
疼， 疼进了骨髓， 我相信每一个经历过那场地震的唐
山人最想忘掉的 ， 就是那个疼 。 忘了那个疼 ， 没有
错， 总也不忘， 沉浸其中， 那日子还怎么过？”

说完 ， 尹卫东笑了 ， 说了几个震后的生活片
段———

片段一
震后， 学校没了， 老师带着几个幸免于难的孩子

在一片小树林里上课。 老师讲的第一堂课就是人定胜
天。 尹卫东听得血脉偾张， 至今刻骨铭心———是啊，
什么都没有了， 但我还在！ 只要我还在， 就能创造生
活， 创造未来！

片段二
震后时间不长， 尹卫东升入初中， 有一次上物理

课， 因为没有课本， 老师就让他们学习开拖拉机， 老
师先给他们示范了一遍 ， 然后就让同学们轮着上去
开， 许多同学一上去就发蒙， 根本开不走， 轮到尹卫
东了， 他先把老师说的要领想了一遍， 然后上去， 一
次就把拖拉机开跑了。

片段三
也是上初中的时候， 学校开了农业课， 老师讲玉

米杂交， 在学校地里种了一片玉米， 一共有五垄。 该
授粉的时候， 老师让他们把其中四垄的 “雄穗” 都掐
了， 只留下最边上的一垄 “雄穗”， 风一刮， 雄粉飘
落， 一下子就完成了玉米的杂交。

……

唐山卫校飞出的金凤凰

1979年， 尹卫东考上了唐山卫校， 在学校他学了3
年公共卫生。 1982年毕业分配到了唐山市卫生防疫站。
按理说， 在防疫站， 当个普通大夫， 上班来下班走，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生活很安逸， 谁还说不出什
么来 。 而且许多人也都是那么过来的 ， 尽管默默无
闻， 倒也自得其乐。

但尹卫东却不愿意这样， 他想干出点儿事来， 他
觉得他能干出点儿事来。 那时候， 甲肝对于中国人来
说 ， 还是个十分可怕的疾病 ， 每年的病患者不计其
数， 尤其是青少年， 患病率更高。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
考虑， 尹卫东将目光投向了甲肝疫苗的研制。

不过， 有关尹卫东这一段经历， 由于学术语言的

晦涩难懂， 以及他本人一直保持的缄默， 笔者查找了
各种资料， 也没有见到更加详细的记载， 因此， 我们
只能简单地述其大概———

1985年， 尹卫东在全国率先分离出了甲肝病毒；
1988年， 他成功完成了甲肝的诊断试剂的研制；
1995年， 开始研制甲肝灭活疫苗， 2002年获得甲

肝灭活疫苗的新药证书。
作为一名只有中专学历的普通医生 ， 从那时开

始，他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关注。1988年，他被评为河北
省十大青年；同一年，在唐山市领导的支持下，他完成
了疫苗从研制到生产的飞跃， 创办了自己的公司。

SARS和SARS疫苗

疫苗是指用各类病原微生物制作的用于预防接种
的生物制品……

疫苗开发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 且成本很
高。 接种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 最有效的
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对于家庭来说也是减少成员疾病
发生、 减少医疗费用的有效手段。

尹卫东对于自己为什么要去做疫苗而不再当医
生， 有自己的说法。 他认为， 当医生， 即便是当一个
名医生， 穷其一生， 能治好多少病人？ 几万， 几十万
撑死了吧？ 而一个疫苗， 一下子就可以让至少五千万
人免于病痛。

在治病和防病这二者之间， 尹卫东更加看中的是
后者。

2003年3、 4月间， SARS袭卷京城。 那时的北京，
万人空巷， 路人寥寥， 往日的车水马龙和市井之声被
120救护车尖利的呼啸声所替代； 100多个国家向本国
国民发布了不要到中国去的旅游警告， 整个北京城一

时间传闻四起， 说什么的都有， 人心沉浸在一片惶惶
之中， 人们大都莫衷一是， 不知如何是好。 北京的一
家中医医院开始免费发放中药， 闻讯跑去领药的市民
顿时排起了长队， 不少嗅觉灵敏的媒体见状也迅速跟
进， 做了大量报道。 这则新闻， 尹卫东是从报纸上看
到的， 看到之后， 他坐不住了， 他认为， 这样的事可
以做———因为它能起到一点儿稳定人心的作用———但
却不宜大肆宣传， 因为真正能够控制疫情的是疫苗而
不是那些中药 ， 只有迅速生产出疫苗才能真正战胜
SARS。 想到这儿， 他决定给当时的市委书记写封信说
明这一情况， 但又不知道信往何处写， 他只好给114打
电话， 114告诉他， 这种事最好通过他的上级单位———
中关村管委会———一级一级向上反映 。 他觉得有道
理， 就给当时的管委会主任戴卫打电话。 戴卫一听，
是有关SARS的， 让他马上过去一趟， 于是当天下午，
他坐进了戴卫的办公室。

戴卫认真地听了他的讲述， 当场拍板：
“给你100万， （研制SARS疫苗） 够不够？”
第二天，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范伯元又来找他听

取意见， 范伯元是工学博士， 并不清楚疫苗的事， 反
复问他疫苗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他完全解释清楚了，
范伯元脸上露出了微笑， 问他：

“研制疫苗， 你都需要什么？”
“P3实验室。” 尹卫东答道。
“好， 明天我就带你 （到大学里） 去找”。
果然， 第二天， 范伯元一早就来找尹卫东， 用尹

卫东后来的话说， 范副市长办事真是雷厉风行， 到了
一所学校， 一进门儿劈头就问： 有没有P3实验室？ 对
方只要回答一个没有， 二话不说， 马上走人， 再去找
第二家， 一分钟都不耽误。

尹卫东记得 ， 那次他们跑了一整天 ， 却终无所

获。 最后只好决定由他们自己建一个P3实验室。
一个多月后， P3实验室建成了。
与此同时， 尹卫东也拿出了SARS灭活疫苗的研制

计划。
接着就是P3实验室的实验。 这种实验， 后来曾被

外界说成是 “上战场”， 但尹卫东对这一说法似乎并
不认可， 他觉得科学家有别于探险家， 探险家是在赌
命， 而科学家则不是， 科学家讲的是科学， 而科学必
须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 不能容忍有丝毫的偏差。 然
而， 当我们找到关于那次实验的相关文字时， 还是感
受到了一丝战场上的味道： 实验人员在—40帕的气压
下 （相当于海拔3000多米的高度）， 要 “全副武装” 地
一干就是十几甚至二十个小时不能合眼 ， 困倦袭来
时， 大伙儿甚至连靠都不敢往墙上靠一靠， 因为那一
靠， 也许马上就会鼾声四起……每次从实验室出来，
几乎所有的人都渴得能一口气喝完一整瓶矿泉水， 然
后瘫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粗气……

正当尹卫东他们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北京乃至
全国的SARS疫情突然降了下来， 且大有即将消失的可
能 。 这对于一般人来讲 ， 当然是一个绝对的利好消
息， 但对于正在研制疫苗的尹卫东他们来说， 却有可
能因找不到感染者而使整个试验前功尽弃。 为了能够
赶上试验， 避免国家投入白白浪费， 他们无形中加快
了研制速度， 那段日子， 他们每个人都在以 “白+黑”
的工作节奏默默地做着自己的奉献。

他们在和时间赛跑， 在和SARS比速度。
在写作本文时， 笔者无意中看到了一篇 《中国药

事》 当年的报道———“记者2003年11月22日从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 经过6个多月的努力， 我国已基
本完成SARS病毒灭活疫苗的临床前研究， 预计今年12
月底前可进入临床试验。”

这也就是说， SARS疫苗的临床前研究至少在2003
年11月22日之前就已经完成。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1期临
床试验。

尹卫东记得十分清楚， 那一天是2004年的5月22
日， 地点在中日友好医院， 有24名志愿者申请参加 。
试验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几个月之后 ， 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通稿———
《中国率先完成SARS疫苗1期研究》。

文章中说， 人类在战胜SARS的征途中迈出坚实一
步， 我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完成了SARS病毒灭活疫
苗1期临床研究， 证明疫苗是安全的， 并初步证明疫苗
有效。

……
首都各大媒体也在同一天对此作了相应报道。 那

天， 尹卫东整整一天都沉浸在成功的喜悦当中， 心情
格外放松， 下午， 他给自己放了半天假， 想到理发馆
去理个发， 然后早点回家。 刚一进理发馆的大门， 就
听见理发师拿着一张当天的 《北京青年报》 对旁边的
人说： “这回可好了， SARS有治了， 咱们的买卖又该
火了。 （SARS期间， 理发馆门可罗雀） 你们看， 连疫
苗都研究出来了”。

尹卫东听了， 心里顿时涌出了一股自豪感： “要
知道， 全世界只有我们完成了SARS疫苗的研究。”

体制内和体制外

体制一词在中国古代大都指诗文书画的体裁和格
调。 如嵇康 《琴赋》 序： “然八音之气， 歌舞之象，
历史才士， 并为之赋颂。 其体制风流莫不相袭。” 而
其作为一种组织制度， 则最早见于南朝宋孝武帝 《重
农举才诏》： “尚书， 百官之本， 庶绩之枢机； 丞郎
列曹， 局司有在。 而顷事无巨细， 悉归令仆， 非所以
众材成构 ， 群能济业者也 。 可更明体制 ， 咸责阙成
……” 到了近代， 体制成了专门的政治学概念， 即有
关组织形式制度， 限于上下之间有层级关系的国家机
关、 企事业单位等等……并由此派生出了所谓的体制
内和体制外。

尹卫东的企业———科兴控股生物技 术 有 限 公
司———是一家民营企业， 用现今人们习惯的说法， 尹
卫东是一个体制外的人。

毋庸回避， 近些年， 由于体制内外在所谓待遇上
的悬殊， 许多年轻人都将择业的目光瞄向了体制内，
本科 、 硕士 ， 乃至个别博士为了拿到体制内的那张
“饭票”， 一毕业就开始了考编制、 考公务员的竞争。
甚至出现了百名硕士觊觎一个城管的可笑场面。

对此， 尹卫东有着自己的看法： 你在体制内， 是
为国家效力； 我在体制外， 也是为国家效力！ 他觉得
虽然他身在体制外 ， 但一点儿也不影响他的爱国情
怀， 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为国家做贡献。 他认为， 体制
内和体制外不应该成为把人分开的界限， 更不应该据
此还把人弄出个三六九等的来。 在尹卫东的头脑中，
从来就没有这些概念， 他也无暇去关注这些。 SARS过
后 ， 从2005年的人用禽流感疫苗 ， 到2009年的甲型
H1N1流感疫苗， 尹卫东一路马不停蹄， 一次又一次
地用那些疫苗实践着他一直倡导的 “做自己应该做的
事情” 的工作理念。

近几年来手足口病在我国持续高发， 在全国法定
报告传染病中的发病数排名第一， 死亡数排名前五。
自2008年至2016年， 全国累计报告发病1600余万例 ，
死亡超过3550例， 对儿童的健康和社会的安定造成严
重危害。 而这其中肠道病毒71型 （简称EV71） 危害最
为严重， 因EV71导致的手足口病重症和死亡比例高达
74%和93%。 为此， 尹卫东和他的团队自2008年开始全
力以赴加快EV71疫苗的研发和产业化的速度， 最终于
2015年12月获得新药证书和药品注册批件， 并于2016
年5月正式上市。

创新是人类特有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 是人类
主观能动性的高级表现形式， 是推动民族进步和社会
发展的不竭动力。

现在， 科兴控股正在进行私有化， 通过资本市场
促进科技创新。 在尹卫东看来， 把自己的企业做强做
大就是对国家最大的创新。

尹卫东：

把尹卫东三个字放在百度上检索， 跳入眼帘的
是这样几行文字———

尹卫东， 新加坡国立大学EMBA硕士， 高级工
程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千人计划） 评
审专家、 国家 “重大新药创制” 科技重大专项评审
专家、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 北京市工
商联副主席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会长……

如果我们把上述文字视为尹卫东头上的光环，
那么点亮这光环的又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吧———

中国第一支甲肝灭活疫苗； 中国第一支甲肝乙
肝联合疫苗； 中国第一支不含防腐剂国产流感病毒
裂解疫苗； 中国第一支与全球同步人用禽流感疫
苗； 全球第一支甲型H1N1流感疫苗， 以及全球首
创的预防用生物制品1类新药肠道病毒71型灭活疫
苗等等， 都是点亮那支光环的火种。

更让人钦佩的是， 在2003年SARS横行之时，
正是尹卫东担负了研制SARS灭活疫苗课题组负责
人的重任， 并在全球率先完成了SARS灭活疫苗1
期的临床试验……

实验中

亲身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