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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才大讲堂

·资讯创

提前规划人生
大一时设立创业“小目标”

习惯提前进行人生规划的
李宝力在大一时就为自己设立
了投身创业的“小目标”。他
说，“因为创业是一种实现人生
价值的有效方式。”

为了拓宽视野，乐于突破
自我的李宝力在本科时期参加
了“中国100”青年英才培养计
划。期间，他不仅学到了商业
知识，还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
的好友，他补充说，“这些朋友
在后来的创业路上给予了自己
许多帮助。”

有了既定目标，就要努力
实现。大三时，李宝力开始参
加创业比赛，也收获了不少奖
项肯定，例如上海市挑战杯金
奖和中国“创翼”大赛三等奖等
等。这为他如今创业打下了一
定的基础，他说，“从中学会了
设计商业计划，以及搭建公司
架构等创业相关的知识。”

大四时，李宝力决定留在
华东理工大学，完成硕博连
读。由于留校升学，大四就进
入实验室的他早早地开始了博
士课题，而且在保证学业不受
影响的基础上，导师非常支持
他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李宝力认为，“大学生创业
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药学
专业的他注意到，药物开发领
域的前景较为宽广，“从单个项
目而言，如果能够顺利推出一
种候选药物，那公司也可获得
较高的营收。”

2015年，他创立了聚缘（上
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化学创新药物的研发和出
售。他表示，发现苗子化合物
（有前景、有开发价值的化合物）
的难度很高，并且概率也非常
小，“能够找到它们是一种缘分，
所以将公司命名为‘聚缘’。”

李宝力告诉记者，“聚缘”
的初衷在于为中华民族药物创
新事业做贡献。“目前，国内纯
粹的原研药物种类非常少，所
以我们在做药物开发时，并非
开展简单的仿制药物开发或者
剂型改造，而是努力做出有创
新价值的”原研药物“，希望能
为中国的药物开发领域注入新
鲜血液。”

开创药物研发模式
快速实现高校成果转化

如今，“聚缘”已经开创出

一套全新的药物研发模式，其
中，公司开展全自主研发项目
时，需要与生物测试平台合作，
将自身建成的实体药品库进行
新功能的筛选，同时针对苗子
化合物不断进行优化直至出
售；此外，公司对于非全自主研
发项目，成立了项目追踪小组，
针对领先的药物研发项目，采
用谈判收购的形式进行再孵
化，直至能够进行下一阶段的
转化。

李宝力介绍说，这套药物
研发模式，能够改变国内药物
研发前期工作积压在高校，而
高校又难以快速实现成果产业
转化的现状，并且打破了常规
CRO公司（医药研发合同外包服
务机构）的被动服务的限制，将
传统的分节“加速研发”变为全
自主的药物研发。

目前，“聚缘”建成的实体
药品库种 类 已 经 超 过 1400
种，人员架构也较为稳定，李
宝力透露，他们准备明年进
行融资。

公司正朝着李宝力的规划
发展，但他一路走来却并非一

帆风顺。回忆经历过的磕磕碰
碰，他介绍说，“聚缘”进行药品
库的整库出售时，第一单业务
价格就达到了15万元，但当团
队扩大药品库规模，再出售时，
却鲜有人问津。“因为很多研发
单位不愿意支付高昂的费用，
所以药品库很难成功销售。”

对此，“聚缘”推出了科研
奖励，将药品库以间接免费的
形式推出，即假如研究人员通
过付费使用药品库，能够得到
较为杰出的成果，例如成功进
行产业转化，或以第一单位在
一区期刊中发表优秀论文等，
那公司就会把药品库的使用费
作为个人奖励返还给该用户。

创业是一条不归路。正处
于创业初期的李宝力表示，虽
然路途艰辛，但自己仍将勇往
直前。他认为，“如果从事的是
自己擅长的事情，那么只要有
一线希望就要坚持下去。”

谈及未来，李宝力表示，希
望公司在两年之内，能顺利转让
出1-2个项目，到两年后，能完
成接下来的几轮融资规划，并且
在未来5年内，实现公司上市。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本报讯 近日，“中国100”
英才大讲堂在上海市共康中学
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
世》专题讲座，上海中医药大学
原党委书记张建中副教授担任
主讲嘉宾，为现场学生带来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知识讲座，让大家
了解汉唐盛世，增强民族自豪
感。当天，共有700多名该校学
生聆听讲座。

本次《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
世》讲座是由上海市青少年活动
中心主办的“英才大讲堂”项目
组以送教上门的形式，为共康中
学提供讲座服务。

上海市共康中学副校长杨
洪峰介绍说，学校经常举办知
识讲座，包含消防、安全等各类
主题，希望学生能多多接触课
外知识，增长见闻，丰富底蕴，
所以，本次邀请主办方送教上
门，是延续了学校一贯以来的
传统。

而在讲座名单中，之所以选
择《中国历史上的汉唐盛世》这
一主题，是因为它非常具有吸引
力，“希望通过这场讲座能让同
学们接触历史，了解汉唐盛世中
华民族的强大，有利于激起大家
的民族自豪感。”

而且，共康中学是一所藏汉
合校的初级中学，其中大部分是
藏族学生。为了让同学们能够
对民族团结的历史产生更深入
的认识，校方提前和主办方沟
通，在讲座中增加了与西藏有关
的历史知识。

随着幻灯片翻页，台下的学
生们忽然开始欢呼鼓掌。“图片
上的人物是谁？”“松赞干布和文
成公主。”这组照片瞬间点燃了
全场同学的热情。张建中介绍
说，文成公主入藏，不但巩固了
唐朝的西陲边防，更把当时汉族
的文化和技术传播到了西藏，促
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
进汉藏两族人民友好的关系，做
出了贡献。

“张老师讲到西藏地区的历
史文化时，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初二学生丹增曲珍告诉记者，了
解这段历史，可以使汉族和藏族
同胞的关系更融洽、更亲密。

张建中老师表示，因为许多
讲座观众是藏族学生，所以在讲
座中准备了一些藏族的历史文
化内容，更具有接近性。“此外，
历史能告诉我们很多经验教训，
而年轻人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
的责任，希望孩子们能从中得到
启发，了解汉唐盛世与当代民族
复兴的关系。”

青年报见习记者 明玉君

本报讯 继《服装与审美》、
《中国的传统文化》等讲座之后，
近日，《中国100青年英才培养
计划》英才大讲堂走进上海市新
中高级中学。同济大学转化医
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市
肺科医院特聘教授祝献民老师
作为主讲嘉宾，为该校高一、高
二年级全体学生做了题为《从X
战警说起——CRISPR基因编辑
技术进展》的专题讲座。

当天下午，600名学生齐聚
音乐厅，聆听祝献民教授讲述现
代生物技术的新进展。“请同学们
把手伸出来，比较一下，自己的食
指和无名指，哪个更长？”讲座开
始，一个简单的小游戏，瞬间点燃
了现场气氛，学生们开始了与祝
献民教授之间的有趣互动。

之后，祝献民从X战警的突
变基因说起，简要回顾了基因载
体DNA以及中心法则的发现历
史。并通过食用瘦肉猪、器官移
植、癌症的治疗以及实验室研究
等生动形象的案例，讲述了基因
编辑技术在多个领域的发展与
应用。

最后，祝献民强调，科学并
不是科研人员的专属，也并不是

遥不可及，它融入在人们的生活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讲座很有趣，让我
学习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开
拓了眼界。未来，我也想像祝教
授这样，专注在自己所感兴趣的
领域，不断深造和研究。”讲座结
束后，藏族学生旦增洛旦意犹未
尽地说。

“讲座虽然时间不长，但对
我启发很大。”高二学生厉一博
坦言，自己从小就对生物非常感
兴趣，祝教授在讲座中讲到的做
课题的方法和态度对他很有帮
助，同时也坚定了他朝着生物方
向继续深入学习的信心。

在新中高级中学德育主任
伊瑾看来，英才大讲堂活动与学
校自身的育人理念是非常契合
的。她强调，这样的讲座不仅开
拓了学生的视野，同时也起到了
生涯教育的作用，很有意义。

据悉，英才大讲堂项目是由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职业指
导部主办的“中国100青年英才
培养计划”系列公益项目之一，邀
请专家学者、社会名人和青年英
才领袖为中学生开展树立人生目
标，起航人生旅程的公益讲座。
今年计划在25所中学、中职开展
讲座，服务人次超过3500人次。

李宝力：路途艰辛 但仍勇往直前
近日，李宝力在朋友圈晒出了与伙伴们在西藏旅游的照片，这个90后男生可谓“身兼数职”，他既是中国

100青年英才培养计划第二期的优秀学员，还身兼聚缘（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同时也是华东理工
大学在读药学博士。李宝力坦言，自己在创业、学业和生活三者之间平衡得很好，“因为我大四时就在筹备创
业，所以预先开始了学校课题组的本职工作，能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本学年是李宝力硕博连读的最后一
年，他表示会一直在创业路上坚持下去。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中国 100 青年英才培养计

划是在团中央、团市委、上海

社会科学院、上海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上海市青年创业就业

基金会等单位的支持和推动

下，由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中国 100 青年英才培养计划”

办公室负责实施，旨在培养具

备社会责任感、领导能力和国

际视野的青年社会英才的公

益项目。

李宝力作为中国 100 的第

二期学员，是中国100培养模式

下的典型案例，通过英才讲座、

实训课程及社会实践，提升了自

己的创新能力，开拓了视野，而

在创业过程中，得到了英才俱乐

部的资源支持，如今，他也成为

了英才俱乐部的一员，与更多青

年英才共同成长。

未来，中国 100 将继续坚

持 英 才 培 养 工 作 ，帮 助 更 多

优秀的青年走上自己的英才

之路。

“梦回汉唐”激发民族自豪感

基因编辑技术开拓学生视野

[记者手记]

聚缘（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宝力。 受访者供图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青年英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