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谭老师特别平易近人。 很多年前，我
第一次和谭老师见面， 谈课题组的事。本
来约了在谭老师办公室里谈，但到了会面
的时间，下了大暴雨 。虽然我离得不是很
远，但觉雨太大，又没带雨伞，就给谭老师
打了电话，说晚一点再过去 ，谭老师也同
意了。过了一会儿，他到我的办公室来了，
头发和衣服都淋湿了。我十分感动。

———谭蔚泓秘书、湖南大学分子科学
与生物医学实验室管理人员 符婷

谭老师对工作特别投入，对学生特别
关心。印象特别深的是，每次谈工作，谭老
师的茶杯都是满满一大杯茶叶，茶叶几乎
要从杯中溢出来了 。看得出 ，他其实很疲
倦，靠着一杯杯浓茶提神。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青年教师
邱丽萍

谭老师对学生特别友善。硕士毕业计
划攻读博士， 有几个课题组都可以去，自
己没有想清楚如何选择。张晓兵教授建议
我和谭老师谈一谈 。联系谭老师后 ，他说
让我稍等一下 。面试时 ，我没有觉得他有
什么异常。面试结束，确定到谭老师一组，
谭老师才说牙特别疼 ， 要赶紧去医院检
查。我这才知道，谭老师在去医院的路上，
为了面谈，折回了学校。这件事，让我感怀

至今。
———湖南大学分子科学与生物医学

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谢斯滔

谭老师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有担当
的领导。有一次，实验室半夜出了点事故，
电路老化起火 。接到门卫通知 ，我第一时
间到了现场 ，同时报告了谭老师 。谭老师
当时不在长沙，电话里第一句话就问有没
有人受伤 。得知没人受伤 ，谭老师马上又
说 ：“事情该怎么处理 ， 你就按程序去处
理。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都算在我头上，
不用你们负责。”有了这句话，我像吃了定
心丸。跟着谭老师做事，心里有底，非常踏
实。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
长江学者 张晓兵

谭蔚泓， 男，1960年出生于
湖南省益阳市，现任化学生物传
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湖
南大学）主任，湖南大学化学化
工学院、生物学院教授，兼任美
国佛罗里达大学杰出教授和冠
名主任教授。2015年当选中国科
学院院士，2016年当选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

谭蔚泓教授长期致力于生
物分析化学，化学生物学和分子
医学的研究，解决了分析化学与
生物医学交叉领域中的一些关
键科学问题，在国际生物分析化
学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核
酸适体、分子识别、纳米生物传感
等领域做了大量系统的原创性
工作。在生物分子识别的医学应
用上取得突破性研究进展，已筛
选到不同疾病细胞的核酸适体，
并开展了大量的基础研究、转化
医学研究和开发，以第一完成人
获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谭蔚泓是一位海归科学家。查看他的
日程安排，每天都是满满的 ，天南地北到
处“飞”。他忙得不亦乐乎 ，浑身有使不完
的劲。

他是一个快乐的科学家，也是一个播
撒快乐的人。

他一再向记者强调，不要把科研描绘
成一个冰冷、痛苦的过程 ，虽然其中有枯
燥、苦闷、孤立，但只要和社会 、朋友紧密
联系起来，科研就是快乐的。

从他办公室里丰富多彩的物件中，可
见一斑。最多的是照片 ，墙上有 ，桌上有 ，
就连窗台上也摆放着，大大小小共有二三
十张， 其中最突出的主题是亲情和友情。
他的衣帽架上 ，除了白色实验服 ，还挂着
牛仔帽和棒球帽，透着活力。办公桌上，绿
植生机盎然 ， 学生送的各种玩偶占据一
角，充满童趣。置身其中，轻松愉悦。

也许是受曾是语文老师的父亲的影
响，在他身上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辅
相成、水乳交融。他幽默、自信、热情，关心
周围的同事、学生。

当一些研究生因为研究的艰难，实验

室做不出数据，对科研失去兴趣、信心，非
常苦闷时 ， 他请来优秀科学家作励志报
告。有一次，他请了自己的朋友、浙江大学
数学院院长包刚教授为研究生们作《快乐
的科研》专题演讲 ，让大家看到科研的乐
趣和自我价值的体现。

谭蔚泓认为，大学教育真正的精髓在
于培养学习的能力，在探索未知的过程中
发现自己的兴趣，从而投身浩瀚的科学海
洋。他建议青年学子要做自己真正热爱的
事业，保持一颗探索、好奇的心；做自己感
兴趣的事情、课题，才能乐在其中。他经常
告诫学生：“不要为发论文而发论文，要思
考你的研究对社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人
类有什么科学价值。”

谭蔚泓的办公桌上，除了《纳米生物检
测》《分子传感与逻辑门国际学术会议》这样
的专业书籍，还有《李叔同文集》《琴棋书画
鉴赏》等文化读物。他说，培养科学家的人文
精神， 有利于提高科技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感，使科学技术的发展造福人类社会。

当科学成为一种文化， 使科学发现、
科学精神特质、科学思维方式得以积淀和
流传，并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人类文明进
程。这就是谭蔚泓院士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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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蔚泓健朗挺拔，外形如“金刚狼”一样
刚强，但内心却细致如发，为学生操碎了心。

“谭老师对学生很关心，不仅仅是科研工
作的本身，还包括学生的思想情况、学生就业，
他都非常在意，不止一次提醒我们要注意学生
的思想动态。” 湖南大学分子科学与生物医学
实验室管理人员易娅莎透露，课题组还专门请
过心理教师来给学生做群体心理辅导。“有一
次， 一个学生在朋友圈里写最近的心情不好，
状态不佳， 他马上截图发给我们管理人员，提
醒我们要多多注意这个学生，非常细心。”

在谭蔚泓实验室的墙上，印有一段英文：
work� hard，work� smart，work� together，
be� happy，意思是：勤奋工作，聪明工作，团队
合作，做快乐人。

快乐科研，这是谭蔚泓科研团队的口号，
也是他个人的教学和生活理念， 甚至成为实
验室里年轻人践行的科研信条。

“我倡导平衡的生活方式。”谭蔚泓透露，
他的快乐源泉是，热爱生活、追求卓越，有好
奇心，并和年轻人打成一片。

工作以外，他喜欢运动。在国内爱爬山，
在国外更乐于打网球或高尔夫， 偶尔玩玩象
棋什么的。每逢节日，他会参加学生们组织的
晚会活动。 稍有空闲时， 他还会追上一两部
“热剧”。更鲜为人知的是，读大学时为了陶冶
情操和谈恋爱，他还曾“恶补”诗词，背了一两
百首古诗。“我生命的基因里， 大概有很多人
文的分子吧。”谭蔚泓哈哈大笑。

他的学生邱丽萍说：“谭老师很能包容错
误，给我们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在每周的组
会报告中，谭蔚泓会询问每一位学生的研究进
展、遇到的问题。如果碰到有学生为了发表论
文，迎合一些热点噱头写文章，他也会生气。“这
样做有什么实际意义？不要为了发论文而发论
文。”在指导学生的博士论文时，他会将学生的
原文与他修改过的进行对照，告诉学生为什么
要这样改，同时也倾听学生的想法。

他的“快乐观”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博士研究生何磊说：“我们都很喜欢实验室的
氛围， 就连实验室里培育的细胞都是快乐
的。”

走近科学家
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协办

谭蔚泓：

分子抗癌路上的“金刚狼”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4月下旬， 行走在湖南大学校园， 绿意酣
浓、花开明媚，青春和活力如春芽般肆意生长。

而在湖南大学逸夫楼南楼二楼实验室
里，活力和热度丝毫不低于室外。这里是湖南
大学化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分子科学与生物医学实验室”，玻璃门时
开时闭，戴着口罩、身穿白色实验服的工作人

员，在楼道里来回穿梭。
该实验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院士谭蔚泓

领衔的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基
于核酸适体的蛋白质研究新技术和新方法”，
已在生物分子识别的医学应用上取得突破性
研究进展，针对白血病、肺癌、乳腺癌、胰腺癌
和肝癌等癌细胞的特有生物标志物， 筛选出
不同的核酸适体，可用于精准抗癌，有望造福
数以万计癌症患者。

谭蔚泓的办公桌上， 摆放着郁郁葱葱的
绿植，一排“萌猫”玩偶端坐在桌子最外侧，格
外引人注目。

“这是几年前学生送给我的。”谭蔚泓指
着一排5个玩偶，笑意盈盈地告诉记者。

仔细一看， 每个玩偶上面刻了一行英文
小字，翻译成中文就是：生物纳米技术、核酸
适体、分子工程、筛选技术、分子信标。这正好
是谭蔚泓的5个科研方向。

谭蔚泓是一位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多
年来主攻专业是生物分析化学和化学生物
学，随着科研探索的深入，他选择了与生命科
学和分子医学相关的研究和开发。

“未来医学将从分子层面上了解、诊断、
治疗疾病。谁最了解分子？当然是化学家。”谭
蔚泓说话时肢体语言很丰富。他边说边比划，
希望自己的科研成果能服务于社会， 造福于
民众。

传统的化疗药物无法将癌细胞和正常细
胞区分开，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将正常细
胞杀死，毒副作用大。为了破解这一难题，谭蔚
泓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寻找一种“聪明”的
分子，既能杀死癌细胞，又不误伤正常细胞。

经过不懈努力，谭蔚泓团队研发出一种能
向肿瘤细胞靶向输送大量抗癌药物的DNA“纳
米火车”。“火车头”由核酸适体构成，可与某种
特定癌细胞的膜蛋白结合，为给药系统提供“方
向”和“动力”。而通过分子自组装形成的DNA
结构则构成了一节一节的高容量“车厢”，用于
装载抗癌药物分子或其他生物试剂。

“纳米火车”采用“火车”式设计，可一次
性携带多个药物分子， 有助于缩短病人的治
疗周期，降低治疗成本。同时，由于核酸适体
可与目标物质或细胞高特异性地结合， 由它
构成的“火车头”可精准地将药物输送至癌变
区域，避免对正常细胞的“误伤”，精准性大大
高于传统的化学抗癌药物。而且，整列“火车”
由生物分子组成，毒副作用也非常小，可大大
减轻癌症患者化疗的身心痛苦。

有一部励志片叫《滚蛋吧！肿瘤君》。用药
物精准打击“肿瘤君”，让它“滚蛋”。这是全世
界癌症患者和科研工作者梦寐以求的。不过，
谭蔚泓一再说：“任何科研都不能急功近利。
一个新概念到实际应用是一个漫长的‘长
征’，我做的也是一样。我对它充满信心和兴
趣，觉得原理上是可行的，会成功的。”

谭蔚泓还有一个名字，是他的微信名，叫
“金刚狼Wolverine”。

“金刚狼”是美国漫画和影视作品中的
超级英雄，也是谭蔚泓曾就读的美国密歇根
大学的吉祥物。谭蔚泓说，“金刚狼”是他另
一个名字。

Wolverine更通俗的翻译是“狼獾”。这种
动物行动敏捷，洞察力惊人。从“金刚狼”身
上，谭蔚泓汲取了自信与拼搏的力量。

他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也是
班上最小的学生之一。

1982年， 谭蔚泓从湖南师范大学化学专
业毕业，被分配到益阳的一所大学（现湖南城
市学院）任教，但他很快选择了考研。在中国
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后， 到美国密歇根大学
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93年，谭蔚泓获得密歇
根大学物理化学博士，1996年起在美国佛罗
里达大学化学系任教。

2000年开始， 谭蔚泓在湖南大学开始进
行合作研究。2009年作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
进到湖南大学。 针对湖南大学没有生物医学
学科的现实， 他提议成立湖南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中心，2010年他成为湖南大学第一任生
物学院院长。

谈及自己的求学、科研之路，谭蔚泓说：
“我总认为自己还有无限的可能去做一些事
情。”骨子里透着不安现状和不服输。也正是
这种“永不止步”的成长经历，让他的学术积
淀愈加深厚，心态更加开放包容。

“出国和回国，都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科研
可以做得更好。”谭蔚泓对祖国、家乡爱得深
沉，但他似乎吝于表达。他出生在湖南益阳，
虽然在国外工作和生活多年，依旧乡音未改。
他常常把自己名字中的“泓”发音成“横”，把
记者名字中的“段”发音成“邓”。

“大部分人认为， 院士是古董一样的存

在，科研被描绘成一个痛苦的过程。”谭蔚泓
说，科研绝不是只有枯燥，没有快乐。其中，有
和团队合作的快乐，也有收获成果的喜悦。

“科研过程中，的确枯燥、痛苦，甚至会有
孤立、无望的情绪。”回忆早年的科研经历，谭
蔚泓感叹，经常做了几个月实验，仍然得不到
想要的数据，最后只能推倒重来。

不过，他的心态和“金刚狼”一样好。“科
研就是要允许失败。 科研本就是对未知事物

的探索，如果实验都能把预见证实了，研究也
就没有新意了。”谭蔚泓很坦然，甚至笑称自
己“选择性失忆”，艰难困苦全忘掉，只记得住
快乐，乐观“爆棚”。

“纳米火车”精准打击“肿瘤君”1

手记

“金刚狼”，是他的另一个名字2

“实验室里培育的细胞都是快乐的”3

一个快乐的海归科学家

评说

亲切友善，勇于担当

� � � � 4月24日，湖南大学逸夫楼，
谭蔚泓教授（左三）与学生交流
生活心得。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4月24日， 湖南大学逸夫楼，
谭蔚泓教授与他的荣誉墙。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名片

� � 4月24日，湖南大学逸夫楼，谭蔚泓教授（右一）与学生交流。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