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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ì己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友玲

美l司哲学家梭罗说"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

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

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居到绝处，简单最

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 "把生活过成最

简单的样子，就是极致之美 可惜世上大多数人都贪

念过多.桌正能把1:l1-过成这样的人，寥寥无儿，丁

友玲正是其中 a位在她的身上，有许多的标签，劳

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女企业家，但是她更愿意称自

己为一位科技工作者 谦虚与内敛是她的品质，兴趣

和坚持是她的信念 对丁友玲来说，自己的爱好、工

作与生前已融为一体，充满了"对'盈研究丰业"的身

影 她 a直在努力为人类的疾病检测与诊断以及保证

人类健康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也i华大家会好奇，为什么丁友玲能够那么专心一

致的投身到室主试齐IJ开发研究事业上来呢?这不得不从

她的家庭谈起 "我的家庭对我影响很大，三代都是

华侨" 丁友玲的祖父丁先i成是我同情末最早参加1革

命的民族斗土之.他边|姐孙中山先生的|司盟会，先

后在美|王J~什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斗，但川玉l后在福

建参加了同盟会 心中满怀进步之情，渴望祖|五i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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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友玲董事长

强、人民富裕的报同思想也影响了自己的后辈

丁友玲的父亲年轻时曾在美同学生物科学，而母

亲当年是古国县中学的老师，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

母亲和祖父的影响 f. 丁友玲的父亲克服了各种网



难，在悔上整整漂泊辗转三个片，终于在新中|卫|成也

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父亲回国后把一生所学投入到

了科研工作中 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啕他谢绝了母校燕

京大学的监请，[!_!}到福建协和大学工作 在家庭影响

下，丁友玲在中学时代非常崇拜居里夫人，她将居里

夫人传读了多届 "我的梦想就是做像时里犬人那样

在科学上孜孜不倦，为人类做出贡献的女科学家

19ó5年，丁友玲且随父亲的后尘考入北京大学生

物系生化专业.开启了自己的"梦想之旅" 正当丁

友玲在北京大学准备"情起袖子JJu油干"的时候，文

革开始了 年轻的丁友玲参)111 了新北大红卫长征队，

国为她觉得自己从小在优越家庭中长大.设受过什么

磨练，她认为一人要成材就必须锻炼自己的吃苦精

神 |大|此她报名成为新北大红卫氏征队的 A员 长征

队根据红军长征路线，从湖南昭陵出发，直走到井

冈山、瑞金平均每天走HO到lOO里的山路、 "这段

经历对我是很大的磨练，锻炼 r我的意志和毅力"

1970年丁友玲从北大毕业， Jt后无论是在南昌安义县

军垦农场军 i) !I "打传，做砖坯、:烧砖"的两年， J主是

被分配到在九江地区卫生同防疫站做科研.丁友玲并

没有在那个时代沉沦，而是始终游走在时代的前沿，

用梦想、为自己寻|路 当时九江地区爆发松毛虫灾，很

多农民被感染，由于病菌特殊. 一般抗生素无法治

愈，许多人拉|此而死亡 为了挽救生命.丁友玲加班

加点进行试验，终于发现了感染细菌菌种.当地医院

医生根据她的实验结论对症 F药，顺利消灭 f疫情

当年她帧印上单位唯一的先迸工作者

它各Ô. 馀P. 馀要

1979年、丁友玲回到福州‘在幅建省药检所工

作 机迦总是来得那么突然，国家卫生部将"研制盆

制剂"作为重点课题 F达到幅建省药检所.丁友玲敢

接了这一课题啕从此盆血液的研究伴随 r她的一生

盏是一种海洋节肢动物，单在三亿多年前就已经生泊

在地球上.被称为海洋"活化石" 益以具特有的蓝

色血j夜 lúJ人类做出 r巨大的贡献从其血液中可以提

取制备的盏制剂.用于检测药品中细菌内毒素益和11

类众多句能够用于笙试弃IJ提取的仅有美洲益'与中华主运'

两种 上世纪(JO年代，美国科研工作者就发.fý~ r益的

血液特性并成功研制出主运制剂 而我国当时在这方面

还是一片空白 到了HO年代， l=l本在这方面的科研水

平去IJ远远超过 r美国、站在 n五|际前列 经过三年的

刻苦攻关，丁友玲的国队终于在国内首先研制成功 f

笙制剂.获得了卫生部重大科研成果甲级奖 但l想起

自己与益'制剂的缘分.丁友玲感慨万千 盘上岸产卵

是夏季吨为了采集原料，丁友玲和她的同事们需要从

幅州前往平潭岛海边.当时交涵不{旦坐车需要至少

八九个小时， "一路颠簸.压是黄土山路，下了车全

身都是尘土，头发都是白的" 采集原料M到实验

室、 "当时的年代.实验室没有空调.无曲室密不透

风，儿个小时下来(更大汗淋漓 原本三个主要攻关人

员.其中有一名同事由于吃不了这苦，就中注退出了

研发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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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丁友玲董事长到华盛顿DC
与美国龙沙公司技术人进行学术交流

改革开放后，全国科研工作者掀起了出国学习国

外先迸经验的热潮，丁友玲在研究益试剂过程中发

现，许多论文是日本专家发表的。 她希望能够到日本

学斗世界最领先的锺血液凝|司机制理论。 1986年，丁

友玲顺利涵过全国考试，前往H本国立卫生试验所大

阪支所进修、师从加纳晴三郎所长。 在他的直接指导

下开展研究。 力H纳所长既是盘制剂和细菌内毒素领域

的权威，压是个热爱中国的中国通。 丁友玲在他无私

的指教下，短短几个月就完成了自己的研究课题。 同

时她还到日本许多大学科研机构及商业机构进行参观

学斗 。 "80年代，国为当时国外各种生活条件与国内

反差较大，很多人留学后都留在国外不回国了，"但

是丁友玲去IJ选择了回国 。 这是肉为她的日本老师说的

一句话。 "店朝的时候我们派人去中国学习，现在反

过来了，你们落后了派人到我们日本学习。 "这样的

话语深深剌激了丁友玲，她认为中国必须尽快赶上，

她决定[!tJ 1到为国家科技发展做贡献。

nl 

回国后的丁友玲1987年被福建省卫生厅破格提升

为副主任药师。 她提出要和日本的公司合资进行盆制

剂研发，但受到了主管部门领导的否定。 丁友玲-度

非常无奈。 "我想开展研究工作，但当时在国内买不

到做研究需要的迸口试剂，实验进展较慢" , 1988 

年，为了进一步深造，她再次东渡 H本。 她先后在大

阪大学及九州大学学习研究，师从国际笙血液凝固研

究权威一一岩水贞昭教授。 丁友玲在盏'制剂方面的研

究不断深入，她的研究成果在H本生化学会上和国际

专业学术会议上发表。 她的论文曾刊登在权威期刊美

国 《生化杂志 》 上。 1991年，丁友玲被日本最大医药

公司NIPRO公司聘为研究所顾问。 虽然拥有了丰厚的

待遇和优越的实验条件，但是她心里却始终装着祖

国，装着自己的亲人。

]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消息传到 H本，

坚定了丁友玲回国的信念。 她脱"感觉还是很振奋

的，加上父母年龄大了我必须回国。 "回国前夕，丁

友玲得知NIPRO公司有在中国投资的意|句，她连夜将

国内投资优惠政策进行了翻译，并提交给了董事长。

丁友玲提供的详细而充分的资料打动了NIPRO公司的

董事长佐野实。 他决定亲自到福州进行考察。 在福州

考察期间，丁友玲借着董事长生日的机会，与福州马

尾开发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一同为他庆祝了生日 。 在

席I'I:I J有关领导将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及优惠政策等进行

了充分的介绍。 丁友玲和福州马尾开发区引进外资的

诚意深深打动了NJPRO公司董事长，他当即决定在福

州投资1 .500万美元成立中国最大生产人工肾透析器的



生产企业，并且任命丁友玲为公叶的常务副总经理

从一个科研人员转型为一个科技公司的管理人员，这

中间的距尚可能隔着整个"1-:1本海" ，但既然是自己

引进的企业，那么无论如何也要.ìD!难而上被丁友玲

笑称为"赶鸭子上架"的突击培iJII ，日本公司让她在

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学斗 U本公叶各种管理制度和管理

体制 在丁友玲两年的努力下，人工肾透析器生产线

竣工完成，并且涵过了相关欧盟和美I~I的认证

对很多人来悦，这时的丁友玲作为外企自管，名

和j双收，是大家羡慕的对象，但是对她来说这不是她

最终 H标 人工肾透析器与自己氏期研究的益制剂不

一样，她念念不忘主运试剂事业，她心中的理想是将自

己的所学，真正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实现科技的价

值. 也实现自身的价值 完成未竞的堂试齐IJ 'fj:业

1994年，丁友玲己年近半百之年，断然决定辞职出来

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自己创业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

备、 但为了把益出剂的事业做到中国第一、世界第

2013年，重庆，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
(左二为海关总署署长倪岳峰)

馀I~ .馀力·馀要(

一，人生必须有所取舍 "创业的边路充满了艰辛，

企业成立初期非常艰难，由于资金、设备各方面都存

在|木|准，丁友玲需要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创业益'制剂

在当时是高科技领域，要找到"知己"相勾|木|难，

"19%年我找了一年，这比谈恋爱压难 "当一个企

业家能够拿当年创业时的事情开玩笑的时候，你不清

楚她是在笑着哭，还是哭着笑

有时候，无望的等待比痛快的失败还要痛苦在

这样的皑口，价逢悟建省宏发公司正在寻找高科技项

t3. 一拍即合，他们与丁友玲合股成立新北生化工业

有限公司 c 就像一个孩子从小到大要历经七灾八唯一

样， 一个企业的诞生、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同行

的恶意竞争、资金设备短缺、合作伙伴撤资及亚洲金

融危机等各利11刽难，新北公司在成立的初始三年中都

呈亏损状态 丁友玲靠着对堂制剂的热爱和坚强的意

志坚持了下来， "当时觉得办企业真不是女人干的

前，但在最困难的时候我就用‘车到山前必有路，柑11

暗花明又一村'来鼓励自己

下禧年后‘新倍生化迎来 r新的发展期，并顺应

中国药典将盏'制剂应用范固扩大到抗生素、生物制lYI

及放射性药品的使用范围，她在国内率先发明了"第

二代抗干扰主主制剂"，产品由创业初期的仅在华东区

推广至全中国制药行业市场 运i斩占领了中国三分之

一的市场

为了能让盆试齐IJ应用于临床，帮助医生'快速、准

确 itl析临床各科I感染性疾病 丁友玲又再次启航，将

在 H本学习的先进技术结合中国实情，深入迸二步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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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经过八年时间，她与她的回队共同攻关，研制出 应该是三个最主要的关键词，当然与外部环境和国家

新型临床i企断试剂盒，填补了国内空白，她的试剂盒 开放改革政策的支持也是密不可分的。 "在采访当天

为国内首创。 这种新型试剂盒仅用一毫升血清，就能 的晚上，丁友玲给笔者发了一段话， "因为有希望才

在一小时内能快座珍断临床常见感染性疾病，为拯救 坚持，而坚持了你就有希望。 因为有收获你必须感

患者生命争取了时间。 与其它种类试剂盒相比，在|临 恩而感恩了你就有收获! "除此之外，再无一字。

床上准确性为最高，同时边制了临床滥用抗生素的现 笔者揣测，希望、坚持、收获、感恩，这便是丁友玲

象，深受临床医生的欢迎。三年前公司及产品取得了 的成功之道。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注册证，并将产品推广应 (编委会采访组撰稿)

用至全国各大医院，成为患者的福星。

2017年丁友玲在新北公司研发室指导研发人员做实验

现在她已获得22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她的论文刊登于全国第一流 《上海医药》 杂志;

她的成果被评上福建省、福州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及

二等奖;她个人评上"福建省优秀 IIJ '1'国发明者" 。

"骥骥一跃，不能十步;驾马十驾，功在不舍。

惧而舍之，朽木不折;银而不舍，金石可楼。 "在堂

制剂的道路上，丁友玲一人一心坚持着，她永不服

输，正如i她的小提琴声，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

"我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功，我觉得坚持、吃苦和技术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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