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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何磊静、王恒志

　　这是一场安静的足球赛，场边大小观众屏息
凝神，不发出一丝声响；这又是一场热闹的足球
赛，滚动的球“哗啦哗啦”响，球员口中“喂喂喂”不
停，教练大喊“离球门还有4米！2米！快射门！”……
　　这是一场盲人足球赛。试想下，戴上眼罩站在
绿茵场，然后带球奔跑、加速过人、大力射门，一切
在黑暗中摸索进行，有多么不易。但对于 32岁的
陈山勇来说，这些都只是“家常便饭”。
　　来自江苏如皋的陈山勇踢了整整 15年盲人
足球，他个子不高，身材偏瘦，双目失明，和他攀谈
起来，丝毫感觉不到他曾经“内向自卑、不爱说
话”，反倒是忆起往事、聊到足球，他眉飞色舞、滔
滔不绝，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阳光而自信的劲头。

黑暗中的追风少年

　　陈山勇从小患有遗传性视神经萎缩，虽然接
受过多次治疗，仍难逃厄运逐渐失去光感。他在南
通市特教中心上学长大，孩童时期性格忧郁内向，
经常一个人坐在操场边发呆。
　　“有些稍微能看见的孩子爱踢球，塑料袋套在
皮球上，哗啦啦地响，还有尖叫声、欢呼声。”陈山
勇回忆说，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足球，他尝试加入
小伙伴一起踢来踢去，结果一发不可收拾，踢球成
了自己童年最大的乐趣。
　　 2005 年，国内开始引入盲人足球。同年 8月，
江苏成立了首支盲人足球队。机缘巧合，球队就落
在南通市特教中心。为参加选拔，17岁的陈山勇
一门心思扑在足球练习上，他把喜爱化作勤奋，很
快掌握了踢球的基础动作，成为首批入选江苏盲
人足球队的球员。自那时起，这位“追风少年”的人
生字典里开始有了“梦想”。
　　和普通足球赛不同，盲人足球赛为 5人制，除
守门员外，其余队员得是全盲。足球场地仅长 40
米、宽 20米，两边装有围板。比赛时，球员戴上眼
罩眼贴，足球内部特殊的发声器滚动起来会“哗啦
哗啦”响，场地内几乎听不见呐喊助威声，运动员
们需要仔细辨声，持续不断地喊“喂喂喂”，让自己
和队友明晰位置。

　　陈山勇心中曾划过一个念想，去残奥会一展
身手。为此，他如饥似渴般地学踢球。“我们看不
见，只能靠摸和教练教。”陈山勇说，一个正常人的
动作，他们要分解成好几个部分来学。比如射门动
作，他们需要摸脚的姿势，掌握发力的部位，很多
盲人球员需要练十天八天，甚至个把月才能学会。
　　 2015年 12月，要在海南举行首届全国盲人足
球锦标赛，刚成立不久的江苏盲人足球队摸索着
备战比赛，教练一边带领大家提升身体素质，一边
让球员练习辨声、熟悉场地，每天训练相当充实。
　　盲人足球队的训练基本是为了比赛开展一两
个月的集训，因为待遇不高，运动员难以维持生
计，很难进行职业化的全年训练。但只要一有比
赛，这些盲人小伙子们就会从各地“召之即来”。
　　回想起当初的训练时光，陈山勇一脸“骄傲”。
他卷起裤子露出膝盖，摸着明显的伤疤说：“15年
了，膝盖上的印记还摸得到，那时候一到夏天洗
澡，破的皮就会裂开，反复好多次。”
　　一开始南通市特教中心只有水泥地的操场，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盲人球员们经常横冲直撞去
找球，陈山勇也多次在水泥地摔跤，裤子磨个洞、
蹭破皮是常有的事。“现在想想小时候踢球是真
苦，但只有经历过才有感受，那是一种纯粹的热
爱，投入进去了，疼都不觉得有什么。”陈山勇说。
　　凭着这样一股热血与拼劲，江苏盲人足球队
首年就取得了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的冠军，并在
第二年以 5胜 1负的成绩顺利卫冕。在两届全国
锦标赛中，球队一共攻进 32球，其中主力球员陈
山勇个人攻入 15球，为整个江苏队夺冠立下了汗

马功劳。
　　“我们个个都很勇猛，受了伤，也会在黑暗中
站起来，继续去拼抢。”陈山勇说。

足球就是我的“眼”

　　就在获得第一个全国盲人足球锦标赛冠军
后，陈山勇被推荐参加了全省的田径长跑训练，成
绩十分出色，同项目能排到全国前十。但这位田径
“好苗子”毅然放弃了个人项目，决定追随内心，和
伙伴们一路带球奔跑。
　　在江苏盲人足球队，陈山勇踢前锋位置，他把
自己的技术特点归纳为：能跑、能到位、头脑清晰。
2006 年，中国成立盲人足球国家队。第二年，陈山
勇顺利入选国家队，他却有了靠近梦想“情更怯”
的感觉。
　　“我家是农村的，家里条件不好，爸妈为了给
我治眼睛四处奔波操劳，如果这一条路走不通的
话，就没办法早点谋生养家。”陈山勇说，2007年赶
上自己毕业，犹豫着家境困难，是否应像更多同学
一样选择盲人按摩赚钱养家。
　　陈山勇母亲从老家打来一个电话，彻底打消
了他的顾虑。“你现在趁年轻不要想着赚多少钱，
去试试走这条路，即使最终结果不好，经历过了也
不后悔，倘若年纪大了回想自己没有努力就放弃，
才会真正后悔。”听完母亲一席话，陈山勇眼泪汪
汪，内心充满力量。
　　“如果不踢球，我可能一辈子就窝在老家，身
体也开始发福。”陈山勇笑笑说，多亏了足球，他可

以强身健体，出远门，积累社会阅历，给自己的
人生带来更多可能性。
　　因为盲人足球，陈山勇有了很多“第一次”。
他第一次走出了南通、走出了江苏，第一次坐飞
机出国，结交了全球各地的朋友，第一次登上了
最大的舞台——— 2008年北京残奥会，并和队友
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了世界亚军。
　　也因为足球是团队项目，他的性格也慢慢
被改变。“当时在特教中心备战全国比赛，队友
多是学长或学弟，大家从 10岁起就一起生活，
住一个宿舍，吃一个食堂，彼此感情都很深。”陈
山勇说，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有了足球作为
共同语言，输赢一起扛，大家都变得更加外向
开朗。
　　在国家队的日子，陈山勇和队友们业余生
活比较单调，听听收音机，听着解说去想象足球
赛，偶尔还会和队友“在脑子里空下象棋”。但在
绿茵场上，这群看不见的踢球者，却让中国在世
界盲人足球中更多地被看见。
　　除了残奥会亚军，陈山勇和队友们还获得
过盲足世锦赛季军、亚洲残运会冠军等殊荣，一
条路不仅坚持走了下去，还迎来了喝彩与掌声。
2012年，陈山勇因伤病退出了国家队，但这位
已过而立之年的老将依旧怀念往昔岁月，他半
开玩笑地说：“如果东京残奥会国家召唤，我也
将毫不犹豫换上‘战袍’出征。”
　　“有了自信，生活精彩多了。足球就是我的
眼睛，不仅带我看见光明，更让我领略世间的美
好。”陈山勇说。

带着热爱一往无前

　　因为眼睛看不见，盲人球员受伤的概率要
大得多。陈山勇鼻梁断过三次，肋骨也断过，踝
关节遭遇骨裂，牙齿也掉了一颗。但他谈起这
些，总是轻飘飘地说“因为热爱而坚持”，他说像
他这样心怀热爱的球员不在少数，陈凯华就是
其中之一。
　　来自南通海门的陈凯华 1994年出生，因患
有眼疾，摘除了双眼眼球，16岁入选江苏盲人
足球队。球队主力陈山勇总会鼓励新队员追逐
梦想，在和陈凯华分享技战术和跑位等经验之
余，他感受到了这位年轻人对足球的热情。
　　“凯华的家庭条件很好，父母都不希望他踢
球，又苦又累还容易受伤，但他就是很执着，还
跟家里人多次吵架。”陈山勇说，入选国家队踢
出好成绩拿到奖金能提供更多坚持的动力，但
是大多数人并不为名次，只是纯粹地喜欢踢球，
这份热爱更难能可贵。
　　中国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视力残疾
人数超 17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盲人从事按摩
推拿工作。“盲人的生活不该如此狭窄，足球队
给了我们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陈凯华说，每
次进球后听见大家的欢呼声，就特别有成就感。
　　陈凯华在球队也是前锋，最喜欢的球星是C
罗。“他效率非常高，职业生涯也保持得好。”陈凯
华希望能从偶像身上学到些东西。他苦练自己临
门一脚的技术，成为入队后进球数最多的球员
之一。
　　在南通市特教中心学习期间，陈凯华掌握
了推拿按摩技术。2013年，他和家人商量在老
家海门树勋镇开了家盲人按摩店，但这家 40多
平方米的小店经常会关门歇业。
　　陈凯华并没有“本本分分”做生意，他心里
舍不掉对足球的热爱。原本开盲人按摩店每月
能收入 1万多元，他却愿意为了盲人足球比赛
集训，把店一下关停几个月，放弃自己固定的顾
客。“踢球已经变成一种情怀，只要一召唤，就义
无反顾去了。”陈凯华说。
　　今年因为疫情缘故，盲人足球赛几乎全部
暂停，陈凯华按摩店的生意也一般。但他每天都
会在家听球，关注各大联赛。此外，他会特别小
心地照顾自己 7个月大的儿子。他内心希望能
多攒点钱，将来让儿子可以去足球学校接受
培训。
　　“足球改变我的、教会我的，那些精神力量，
我会一直传递下去。”陈凯华说，他要把踢球时
的一往无前带到未来生活中去。为了提升自己，
他目前报名了西安一所职业学院的自学大专，
学习中医养生知识，以后还想抽时间再学个小
儿推拿。
　　而如今陈山勇在南通市残疾人服务中心工
作，家庭也很幸福，育有一对儿女，大的男孩已
经 10岁。他坦言希望孩子多花点时间在学业
上，是否要踢球让孩子自己选择。但他会不时把
过往的经历和心中的热爱讲给孩子们听，尤其
告诉他们要积极乐观地面对人生挑战。
　　“就像踢球一样，一场比赛输了那就重整旗
鼓，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人生的遗憾。只要心中有
热爱，努力生活，不管遇到什么坎，都能迈过
去。”陈山勇说。

盲人足球队：在绿茵场“踢”出生命之光

▲ 2019年 7月 30日，陈山勇（左二）、陈凯华（左五）和江苏盲人足球队其他球员们在南通一起集训时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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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侠克、赵旭

　　乙肝是一种常见的病毒性肝炎，是由乙型肝
炎病毒引起的以肝脏病变为主的传染性疾病。国
家卫健委疾控局发布的《2019 年全国法定传染病
疫情概况》显示，病毒性肝炎依然是我国法定报告
传染病中报告病例数第一的乙类传染病。日前，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生物
医学交叉研究院教授李文辉博士，凭借其在推动
乙肝科研和治疗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全球
乙肝研究和治疗领域最高奖——— 巴鲁克·布隆伯
格奖。
　　自 2007年回国至今，李文辉及其团队一直潜
心致力于乙肝和丁肝病毒的感染研究。乙肝和丁
肝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共同受体的发现，为攻克
病毒性肝炎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打开乙肝病毒感染机制的“大门”

　　初冬的北京，记者驱车前往位于北五环外的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在那里，见到了正在办公室
读英文文献的李文辉。“这个研究所集纳了众多学
科，这里开展的研究也都基于学科交叉……”李文
辉的表情和言语间流露着对科研的热忱，“我在这
里待的时间远比在家多。”
　　 2001年，李文辉在协和医科大学获博士学
位，随后赴美国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后担
任讲师。2003年“非典”暴发后，李文辉迅速与同
事展开 SARS病毒研究，并在国际上率先发现该
病毒的受体ACE2，为深入认识“非典”打下重要
科研基础。2007年，他回国加入北京生命科学研
究所，从事乙肝和丁肝病毒的感染研究。
　　“选择做乙肝研究，是希望能帮助揭示乙肝病
毒感染的机制，推动对乙肝的治疗。”李文辉介绍，
乙肝病毒基因组仅为人类基因组的百万分之一，
该比例相当于一名一米二的学生站在地球上，而
且乙肝病毒外形为“地堡”状，与冠状的 SARS 病
毒相比，其外部蛋白结构更加复杂。
　　要想明确乙肝病毒感染机制，首先需找到乙
肝病毒的受体。“病毒必须先与肝脏细胞表面的受

体分子结合，才能进入宿主细胞内，实现对人体的
感染。找不到受体这扇‘大门’，就更不可能‘进
院’了。”李文辉说。
　　自美国医学家、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得主
巴鲁克·布隆伯格在上世纪 70年代发现乙肝病毒
后，全球的科学家都相继加入“寻门”之旅，然而之
后的 40多年里仍无法觅其踪影。
　　“我喜欢做有挑战性的工作，年轻的科研人员
更要勇敢尝试。”这是李文辉常跟学生们强调的一
句话，也是他自己坚定的信条。2012 年 1 月，李
文辉团队找到了乙肝和丁肝病毒入侵人体细胞的
共同受体——— NTCP（牛磺胆酸钠共转运蛋白）。
同年 11 月，相关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后，在国
际学术界引发轰动。
　　“我在北生所寻找乙肝病毒受体的工作是几
乎从零基础开始的。科学探索就像是一个走迷宫
的过程，不停地走，把走错的地方做标记，然后再

探索、试错，不断修正。”李文辉说。
　　 2020年 11月 12日，李文辉收到获全球乙肝
研究和治疗领域最高奖——— 巴鲁克·布隆伯格奖
的邮件通知，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大陆科学家首次
获此殊荣。

里程碑式的成果为乙肝研究带来新突破

　　乙肝仍旧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当前
全世界仍有超过 2.4亿慢性乙肝患者，而中国感
染乙肝病毒的人群约有 8000万人，每年约 30万
人死于慢性乙肝相关疾病。由于现有药物不能根
治乙肝，大部分患者必须终身服药。
　　目前人类对乙肝病毒的认识仍比较有限，因
此李文辉也希望通过相关研究拓展人类对未知世
界的认识边界。
　　“一旦发现受体后，一系列问题都会突破。”李

文辉说，“准确定位受体后，可以建立一个很好
的研究模型，在实验室里能够看到病毒感染的
过程，从而寻找阻断和防治的手段，对药物的研
发也是至关重要的。”
　　此次李文辉荣获巴鲁克·布隆伯格奖，得到
了多位国际同行的认可。与迈克尔·亨顿一起
荣获 202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哈维·阿
尔特和查尔斯·赖斯，均对李文辉的研究成果及
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哈维·阿尔特说：“在对乙肝病毒逐步深入
了解的过程中，李文辉博士的研究成果为阻断
受体的疗法提供了依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
　　查尔斯·赖斯评论称：“对难现踪影的乙肝
病毒受体的追踪持续了数十年，世界上一些最
好的实验室都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但均以失
败告终。李文辉团队的成功为乙肝病毒学提供
了全新的工具，并重新激发了学界对实现慢性
乙肝感染功能性治愈梦想的雄心。”
　　根据 1976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得主
巴鲁克·布隆伯格博士的名字命名的这一奖项，
由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乙肝基金会设立，旨
在奖励对乙肝相关科研和治疗做出重要推动和
显著贡献的个人，被誉为该领域的最高荣誉。
　　发现乙肝和丁肝病毒受体NTCP的过程，
对李文辉来说是难以忘却的。2012年 1月的一
个深夜，经过质谱分析鉴定等测试的成功“亮
灯”，确定了目标分子为NTCP，当时的李文辉
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反而是意料之中的平静。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的不断积累，已指向
NTCP可能就是目标受体，但科学只相信证
据。”李文辉说，在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从一次
次的失败中学习和提高，路径就会逐渐清晰。
　　乙肝病毒受体的发现，不仅让病毒如何进
入宿主细胞变得清晰，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

为新药研发带来曙光

　　用李文辉的话说，受体的发现为整个乙肝

病毒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乙肝问题之所以难
以攻克，问题就在于人类对其感染机制认识不
清。“以前对于这类基本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
细胞层面的机制不够清晰明确，用的研究模型
也不能准确反映病毒感染过程。”
　　因此，找到了病毒的目标受体，对于深
入了解乙肝的感染机制、建立更好的体外和
动物研究模型，以及新药研发都具有至关重
要的意义。李文辉说：“我们希望能够在有
限的治疗期内实现停药的效果，达到临床治
愈或功能性治愈。”
　　为了不让科研成果变“陈果”，尽快造福社
会，从实验室到生产应用和产业化的“最后一公
里”，李文辉的夫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生物
制品中心主任隋建华分担起了这个重任。
　　目前新药研发的曙光已经初现。记者
了解到，基于该项研究成果开发的第一个乙
肝候选药物为国际首创，已进入临床试验，
目前进展顺利；其余多个相关候选创新药
物，部分正在进行临床前研究，有的已开始
准备申报临床试验。
　　李文辉和夫人隋建华是大学同学，多年来，
二人一直潜心科研，探索研发新药和新疗法。
毕业于北京大学分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系的博
士李聪从 2013年起便来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
所，成为李文辉实验室的学生。“李老师和夫人
对科研的专注和热情让我印象深刻。连在食堂
吃饭时，李老师和隋老师都会学术探讨，也经常
会有不同的意见分歧，二人都展现出对学术极
其严谨认真的态度。”李聪说，“平时工作中，李
老师最大的特点就是鼓励我们要敢于思考，大
胆尝试，在实践中磨炼自己。”
　　“年轻人要敢于质疑、敢于挑战，勇敢试错，
科研就是不断探索的过程。”李文辉说。
　　在他看来，成功发现乙肝病毒受体是给病
毒找准了“定位”，也让科研站上新起点。“一个
病毒用什么样的方式‘进门’，进入后又以怎样
的机制维持存在，如何用药物来有效阻断，这些
都需要不断研究和发现。现在大家对未来彻底
战胜乙肝怀有信心。”

他在乙肝病毒感染研究“迷宫”中找到了“门”
发现乙肝病毒受体，为新药研发带来曙光——— 记全球乙肝研究和治疗领域最高奖得主李文辉教授

■■李李文文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