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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还记得登上哈佛演讲台的何江吗还记得登上哈佛演讲台的何江吗？？

他入选
2017《福布斯》

俊杰榜

对话何江

入选比上哈佛还难

《福布斯》杂志每年年初都会公
布一个名为“30 Under 30”的名人
榜（即全球30个30岁以下各行业年
轻俊杰的名单）。入选这一榜单，是
全世界各行业年轻精英奋斗的目
标。而今年的荣耀榜单上，刻下了何
江的名字。

《福布斯》的“30 Under 30”榜
单共分为20个行业和领域，每个领域
都要从全世界的提名者中评出最优
秀的30名。而据福布斯介绍，今年的
竞争尤为激烈，评委们不得不在超过
1.5万提名者中评出600人来。这就意
味着入选率仅为4%，比美国两所最难
进大学的录取率还要低（斯坦福大学
的录取率为4.8%，哈佛大学为5.2%）。

这些提名者名单在经过杂志
员工的分类处理后交由50名专家级
记者和编辑筛选。这支团队再和每
个领域的80名顶尖评委紧密合作，
最终评选出上榜人员。

上班首日接到喜讯

何江说，因为这几天是美国的
元旦假期，他一直都处在休假状态。
没想到3日头一天去实验室工作的
路上，就收到了《福布斯》的祝贺信。

半年前在哈佛演讲引起的“轰
动”，其实早已被何江淡忘了。从哈
佛大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博士毕
业后，何江又前往以科技研究著称
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加入该校
著名生物工程系教授、美国国家工
程院院士巴蒂亚（Sangeeta Bhatia）
教授的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再

次开启新的征程。关于这次上榜，成
都商报记者在《福布斯》“30位30岁
以下科学医疗领域”（30 Under 30）榜
单中找到了何江的名字和相关介绍：

“何江，29岁，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
《福布斯》杂志在人物简介一栏

中描述：“何江在中国长大，他生活的
农村里最初没有汽车、没有电，连自
来水都没有。在一次暴风雨中，就连
他所就读的学校都垮塌了。在哈佛大
学读博期间，他使用了单分子追踪技
术及超分辨率显微成像，成功帮助人
们理解流感病毒如何感染细胞，并发
现人类基因中具有强烈的抗病毒效
应。如今他正把相同的技术应用于神
经细胞和白血球上。他另外的信念则
是，要把科学和医学带到其未能抵达
的地方，比如他所生长的农村，在那
里他的妈妈曾用火疗的方法来处理
他被蜘蛛咬伤的右手。”

2016年12月，正义网“2016年度全
国检察新媒体建设运营100强”发榜。成
都市检察院一共荣获了包括“全国检察
新媒体贡献奖”、“全国检察微博20强”、

“全国检察头条号20强”三项大奖。其新
媒体影响力更是在高检院发布的全国

“互联网+检察”指数排行榜中名列副省
级城市检察机关首位。

据了解，“2016年度全国检察新媒

体建设运营100强”评选活动针对检察
机关新媒体建设运营情况，根据影响
力、活跃度、吸引力、认可度、传播力等
五个方面指标，通过初评、复评、定评
三个阶段完成。其中定评阶段由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国家网信办移动
网络管理局和最高检新闻办的相关负
责同志以及正义网从事新媒体研究的

同仁进行综合评审。这也是为了进一步
贯彻落实最高检党组和曹建明检察长
关于做好新时期检察新闻宣传工作的
系列指示精神，总结和推广“两微一端
全覆盖”后各地的优秀典型和先进经
验，推动检察新媒体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促进检察新媒体矩阵健康发展。

成都检察机关在新媒体上所取得
的成绩，和其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合

拍。面对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成都市
检察院开始着力打造“指尖上的检察
院”，努力将新媒体作为检察新闻宣传
的新平台、展示检察形象的新窗口、联
系人民群众的新纽带。

其中以锦江区检察院为例，过去
一年，锦江检察院在成都市率先探索
开发手机客户端——锦江“掌上检民
通”APP，在全区七个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和两个双创服务点设立“阳光检察
触摸屏”，形成了以官方微博、微信公
众订阅号为主体，以高检院案件信息
公开网、官方网站和锦江“掌上检民
通”、“阳光检察触摸屏”为两翼的“一
体两翼”跨媒体宣传平台。同时，率先
使用微电影、H5等形式开展法治宣
传，自主拍摄的微电影《被呵护的雨
季》和《佳楠的婚事》分别获得“法治中

国·四川微电影”一等奖和省政法委
“平安与法治”微电影大赛一等奖。新
颖的宣传形式受到了年轻群体欢迎，
法治宣传受众群向90后、00后覆盖。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成都市两级
检察机关一共拍摄了包括《红色追逃》
在内的40部普法微电影，借助新媒体
平台，扩大了检察工作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成检宣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新媒体影响力 成都检察居副省级城市榜首

华尔街律师
或任美证交会主席

路透社3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美国华尔街律师杰伊·克莱顿
获得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青睐，
成为新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
头号人选。

克莱顿是沙利文—克伦威尔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擅长企业并购和
上市事务。他曾多次参与大型企业
首次公开募股（IPO），包括电商巨
头阿里巴巴集团赴美上市。

报道说，克莱顿去年12月22日
与特朗普会面，随后成为证交会主
席的热门人选之一。其他人选包括
华裔女检察官杨黄金玉、律师拉尔
夫·费拉拉，以及至少一名曾供职华
尔街著名对冲基金的人士等。

美国知名投资人卡尔·伊坎已
经面试多名证交会主席候选人。特
朗普去年年底正式任命伊坎出任新
政府特别顾问，就监管改革事宜向
特朗普提供咨询。

克莱顿专长的领域，需要律师
具备丰富的证券监管和企业管理等
方面的专业知识。据沙利文—克伦
威尔律师事务所网站介绍，2008年
金融危机期间，克莱顿参与的交易
涉及多家大型金融机构，例如巴克
莱证券公司收购雷曼兄弟公司资
产，摩根大通银行收购贝尔斯登公
司，以及美国财政部投资高盛。

此外，特朗普3日宣布，提名曾
在里根总统时期担任美国副贸易代
表的罗伯特·莱特希泽出任美国贸
易代表一职。

莱特希泽现年69岁，曾在里根
政府担任美国副贸易代表，协助制
定政策遏制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日
本对美出口大幅增长势头，此后他
在多家美国律所就职，代表美国钢
铁产业和其他公司参与美国针对他
国产品的反补贴、反倾销诉讼。一
些分析人士认为，莱特希泽具有贸
易保护主义倾向，特朗普执政后可
能更加关注贸易执法而非推动贸易
自由化，这可能导致美国对外贸易
摩擦增加，恶化全球贸易环境。莱特
希泽的提名还需获得美国国会参议
院批准才能生效。 （新华社）

▶IT行业竞争激烈，聪明
人扎堆。不少人开始尝试使用
一些副作用相对温和的兴奋剂
来提高工作效率

▶“聪明药”不算是“药”，
只是所谓膳食补充剂，具有保
健功能，因此他们可以绕开
FDA对药品的严格管控

美国旧金山的Nootrobox公司成
立刚两年，在硅谷已俨然有新贵气象：
公司两名年轻创始人另辟蹊径，这回
不是靠玩技术，而是卖起“药”来。

“按月订购”销售

IT行业竞争激烈，聪明人扎堆。
不少人开始尝试使用一些副作用相
对温和的兴奋剂来提高工作效率，
比如本用于治疗多动症的阿得拉
（Adderall）和用于治疗嗜睡症的莫达
菲尼（Modafinil），甚至小剂量的摇头

丸（LSD）。这些受管控的兴奋剂正常
情况下需要医生开处方才能得到。
而在更小范围人群内，还悄悄流行

一类“聪明药”（nootropics），通常是
人们自己在家DIY而成，用的是各种
从网上购买的天然或合成的有兴奋

作用的成分。
两个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年轻

人——迈克尔·勃兰特和杰弗里·胡发
现这个新兴领域有利可图，开了一家
Nootrobox公司，专售各类“聪明药”。

公司推出“按月订购”销售模
式：月付135美元，顾客可以得到一
个融合提高专注力、抗衰老和提高
睡眠质量等功能的“套餐”，只需每
天吞下几粒搭配好的药片，如早上
两粒Rise，据说可以“改善记忆力、专
注力与忍耐力”；按需服用Sprint可以
让“头脑清晰，精力充沛，气息顺
畅”；Yawn可以让“三个层次的睡眠
质量都得到优化”；还有“可嚼咖啡”
（Go Cubes）“结合了咖啡的提神功
效和绿茶的舒缓功效”。

“健脑”的新潮流

两人很快意识到开发“聪明药”
的市场潜力：既然自己都愿意尝试，
硅谷其他人也会想用；而硅谷流行

的，世界其他地方最终也会跟风。
2014年6月，仅仅经过一个月“调
研”，Nootrobox网站就开张了，第一
天就拿到32份订单。当年12月，公司
月收入达到5位数。

严格来说，“聪明药”不算是
“药”，只是所谓膳食补充剂，是具有
保健功能的食品，这也是Nootrobox
产品迅速上市的原因：因为不是药，
他们可以绕开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对药物的严格管控。

勃兰特和胡知道，要让Nootro-
box成为“健脑产品”领域王牌，光靠
卖“药”还不行，还要把自己打造成一
种新生活方式的代表。他们建立了一
个“禁食群”，成员主要是一些年轻、
有IT界背景的所谓“生物黑客”，这些
人通常热衷于挖掘人体潜力，主要活
动是禁食，大部分以36小时为界，有
人则挑战60小时。他们相信，“生物
黑客”的生活方式终将成为主流。

（新华社）

硅谷新生意：卖“聪明药”

糖尿病疗法无效
哈佛教授撤回重磅论文

从顶级期刊主动撤稿，这对学
者来说不是易事。近日，哈佛大学干
细胞研究中心联合主任之一的道格
拉斯·米尔顿（Douglas A·Melton）
就这么做了。2007年和2009年，米尔
顿曾两度入选《时代周刊》100位“全
球最具影响力人物”。2016 年 12 月
27日，《细胞》期刊发表了一则撤稿
声明，一篇发表于2013年《细胞》，以
米尔顿为作者的论文宣布撤稿。

撤稿论文是米尔顿近年来一项
重量级研究，其发现一种激素，能够
迅速增加小鼠体内的胰腺β细胞。
这种激素被认为是2型糖尿病人的
希望，或帮助他们摆脱每日注射胰
岛素的痛苦，注射频率可以减少到
一月一次、甚至一年一次。

2014年，美国新泽西再生元制
药公司研究人员在《细胞》发表了质
疑该论文结果的文章，发现在相关
操作后，小鼠的葡萄糖稳态没有发
生变化。随着另一个第三方实验室
重复实验，米尔顿也开始和其他两
个实验室合作，试图将争议查出。
2016年7月，他们发表最新论文，结
论显示原实验结果无效。为了保证
读者不被他前后不一致的结果而困
惑，2016 年 12 月，米尔顿选择主动
撤稿。尽管撤稿令人痛苦，但米尔
顿称：“我需要保证，每个在国际医
学论文数据库上搜索相关内容的
人，看到的是我们现在持有的观
点。”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实验室没
有看到他更正过的结果，那就糟糕
了，会让这些实验室因为重复他的
实验而浪费时间和精力。

“遇到分歧时，科学家如何处
理，我们提供了一个先例，选择了一
起去推动它向前发展……科学发展
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本就不是一条
直路。”米尔顿说。 （据澎湃）

2016年5月，一个
叫做何江的年轻小伙
子，曾火遍中国人的朋
友圈。这个出身农村的
孩子，登上世界顶级学
府哈佛大学的舞台，成
为首位走上哈佛大学
毕业典礼演讲台的中
国大陆学生，成为万千
学子心中的榜样。

当地时间3日，关
于何江的喜讯再次传
来——他被《福布斯》
杂志评选为2017年30
个30岁以下科学医疗
领域领军人物之一。对
于目前在麻省理工学
院进行博士后研究的
何江来说，这是项极高
的荣誉也是一种鞭策。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采访时，何江朴实地
说，“对自己的成绩，我
可能只能打80分。”

新标签 / 俊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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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江被认为是“寒门中的贵
子”。他的家乡是湖南省长沙市宁
乡县的农村，父母均是农民。能在
哈佛演讲，又受到《福布斯》评选
的殊荣，这让何江感到非常激动。

“《福布斯》30 Under 30的榜单上
有许多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看
到他们的成就，觉得自己和他们
差距还很远。”带着一身学者气息
的何江谦逊地说，身旁还有很优
秀很成功的同辈，“还有很多需要
学习。”

“要在一行做好，需要有肯钻的
恒心”

从农村一步步走到现在，何江有
很多的感慨。他说，回过头来看，成长的
历程都有各种艰辛，“但我觉得自己属
于比较有恒心的人，看准了一个方向，
会愿意钻下去。”何江认为，很多时候
要在一行做好，需要的是对行业有好
的全面的了解，还需要有肯钻的恒心。

何江也有自己心中的偶像和“梦
想导师”——SpaceX太空探索公司、

特斯拉公司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他的传奇故事，令何江十分
敬仰和受鼓舞。

“希望未来几年能在多个领域做
出更多成果”

虽然来麻省理工还没有多久，但
何江早已被波士顿浓厚的科技创新
氛围所感染。“波士顿是美国乃至世
界的生物科技研发中心，在这里我能
看到很多很棒的前沿研究，同时也看
到这些成果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何

江认为，这将是这个行业这几年的发
展趋势。

此外，何江还为自己定下了一个
小目标。“希望未来几年能够在多个
领域做出更多的成果，”他介绍称，他
目前所在的领域是生物技术行业，是
属于生物行业里和实际应用结合得
比较紧密的学科。“学术上，仍有许多
前沿课题值得深入研究。同时，许多
学术成果也能够在合适的时机转化
出去，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应用。”

（成都商报记者 王雅林）

“我的偶像是
埃隆·马斯克”

标签1 /偶像/
他是首位走上哈佛大学毕

业演讲台的中国大陆学生，曾火
遍中国人的朋友圈。

标签2 /逆袭/
何江被认为是“寒门贵子”，

他的家乡是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
的农村，父母均是农民。

“何江在中国长大……在哈佛大学读博期间，他使用了单分子追踪技术及超
分辨率显微成像，成功帮助人们理解流感病毒如何感染细胞，并发现人类基因中
具有强烈的抗病毒效应。如今他正把相同的技术应用于神经细胞和白血球上。他
信念是……要把科学和医学带到其未能抵达的地方。” ——《福布斯》杂志

杰弗里·胡、迈克尔·勃兰特和他们售卖的“聪明药”

何江哈佛演讲（资料图片）

《福布斯》30 Under 30榜单（科学医疗领域）部分上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