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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 年，中国生理学会成立 85 周年之际，学会编辑出版了以王晓民理事长为主编

的上下两本图书，上册为《根深叶茂 蔚然成荫——中国生理学人物记》，下册为《根深叶茂 蔚

然成荫——中国生理学团队记》。从 2013 年第 3 期开始，《生理通讯》将陆续转载，以飨读者。 

 

诸相尧先生传略 

徐美丽  杨世若 

 
诸相尧，贵州

省瓮安县人，1911 年

农历 10 月初四出生

于一个中农家庭。父

亲对他要求很严，幼

时就读于本乡国民初

等小学和县立高等小

学，学习成绩优异。

后因家境贫寒，无力

去省城贵阳市升学，便在县办简易师范学校旁

听，并自修初中主要课程。1928 年春，他以同

等学历考入贵州大学理预科，肄业两年，预科

毕业。1930 年夏到上海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

业社会系。后因经济困难只读了一年，不得不

于 1931 年考入公费的军医学校。在校 5 年，

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作为一个勤于思考，关

心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有为青年，毕业后，诚

如他自己所言，思索着青年应走的道路，只有

两条：一条是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彻底革命之

路；一条是刻苦学习自然科学，然后再投奔革

命阵营。他选择了后者，立志科学救国。 

毕业初期他曾从事内科临床工作一年。1937

年赴广州军医学校，先后任生理助理、讲师，从

此开始了他的生理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生涯。 

1941 年，他到桂林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

汪敬熙教授处进修研究一年。后被派往军医学

校西安分校，先后任生理系副教授、教授并兼

任系主任。他卓有成效地建立生理学实验室，

培养生理学教学、科研人才和学生。 

1945 年秋他赴美深造一年，在芝加哥大学

生理系 F. C. Maclean 教授（此教授曾任北平协

和医院内科主任多年）实验室研究动情素对骨

骼的影响。诸相尧是一个爱国主义者，留美期

间，外国学者曾向他索取中药方进行研究，他

婉言谢绝，他认为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进行研

究。他也十分关心国家局势，为了迎接新中国

的诞生，他决心早日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

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效劳。学成后他毅然离

美回国，还劝说同行学者一同返回。1947 年秋

回到上海国防医学院，一方面继续从事科研与

教学工作，曾研究心脏节律组织的活动物质；

一方面又在考虑如何摆脱国防医学院的羁绊，

不迁到台湾去。他常与卢振东教授共同收听解

放区广播，深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想投奔到

解放区去，但终因未能联系上，不能成行。1957

年 11 月，他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终于

实现了他多年来献身革命的愿望。 

1949 年春，他到了创办仅两年多的重庆大

学医学院，担负起从无到有兴办生理科的任

务，以他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迅

速组建了生理实验室、准备室和实验动物房，

培养了技术员和年轻教师。建国后，他继续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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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于重庆大学，并兼任西南军医学院和西南卫

生部办干部业余补习学校生理学教授。他培养

了第一届生理高师班 4 名学生和进修生。1952

年秋院系调整，他被调到华西医科大学（四川

医学院）担任生理药理教研组主任，积极组织

领导了教研组的各项工作，培养了数名研究

生、第二届生理高师班学生、两届中师班和一

届解剖生理研究生班学生，为他们开设更高深

的生理学课程、运动生理和生理实验技术。

1956 年组织上送他作留苏预备学习。1957 年

他被派往前苏联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正常生

理学教研组进修，不久即因病回国。 

诸相尧学习勤奋，思维敏锐，治学严谨。

他在工作中观察仔细，兴趣广泛，崇尚实际。

他掌握五门外语。在许多领域进行着广泛的研

究，有自己的见解，有的研究工作处于领先地

位并具有创见。“幼年和成年无尾两栖类动物

脑室内脑脊液的循环与纤毛运动”这篇论文，

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项研究中，他根据汪

敬熙和鲁子惠 1941 年报告的现象，即在显微

镜下常见活蝌蚪的脑室内有许多黑粒往复不

停地运动，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便

进一步研究了黑粒的来源和归宿，特别是黑粒

运动的起因。结果发现黑粒来源于神经管内壁

上皮细胞的色素，仅存在于幼年个体，黑粒的

运动起因于脑室室管膜上皮细胞纤毛的运动，

此纤毛运动产生脑脊液局部流动，由此提出了

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脑室室管膜上皮细胞的纤

毛运动对脑室内脑脊液的局部循环流动起着

重要作用的新见解。他在离体鼠脑剖露的第三

或第四脑室观察到，滴入的蛙的红细胞呈现与

其在蝌蚪脑室内同样的运动，提示在哺乳类动

物也有与在两栖类动物一样的室管膜纤毛运

动现象和作用。 

他还研究过马钱子素的作用，虎耳草的药理

作用及其有效成分的分离，白细胞变形运动形态

固定法等课题。他论述了休克的病理生理学和疟

原虫培养的方法和技术。在前一论述中，他强调

应将休克与出血、中毒、传染和外伤等病因所致

的循环失调相区别，从生理的及生物化学的观点

讨论了真性休克发生的机制，并提出了早期处理

的理论依据。在后一论述中，他指出了疟原虫培

养在疟疾的防治研究上的意义，在简述培养法的

发展和新的合成培养基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较

好的振荡稀释法及振荡灌流法的培养技术。他领

导研究了消化活动的调节，特别是探讨肠道不同

节段对胰腺分泌活动的作用和可能产生的连锁

反应以及胰液分泌对不同膳食的适应性，他设想

这种适应性的表现之一是可能产生新的消化酶。

他还计划研究神经组织活动的基本性质、人工循

环与复活。 

诸相尧富于改革创新精神。在抗日战争时

期，为了克服经费拮据和仪器、试剂缺乏对教

学工作带来的困难，他应用 Pitot 管的原理，

自行设计安装了一种相当精确的流量式简单

肺活量计，该仪器易于制作，携带方便，适合

于当时流动性较大的单位采用。他根据当时条

件研制了一种新的血片染色液，称之为 A. M. 

C. 染色液。该染色液由颜料商店购得的米黄

（auramine）、品蓝（methylene blue）和桃红

（carthamine）三者适量配合制成，与常用的

Wright 氏染色液等相比，具有来源较易、价钱

较廉、使用方便和染色效果优良等优点。他还

研制过比色计的改进、水滴计时法（1950 年）、

虹吸式减压过滤法（1951 年）、狗淋巴导管插

管的改进（1951 年），设计并组织领导组内同

志建立了条件反射实验室和鱼条件反射实验

装置（1954 年），改装阴极射线示波器，试制

矩形波刺激器和生物电平衡放大器（1956 年）。

他设计制作了记录狗唾液分泌、控制给食或小

肠内充气、控制非条件与条件两种刺激的时间

组合等装置，领导组内同志研究了狗的小肠内

部感受性－骨骼肌运动条件反射和狗的条件

反射性电睡眠等问题。他擅长实验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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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设计、制作各种瘘管套管、插管、脑内埋植

电极等。 

诸相尧对教学认真负责，以身作则，要求

严格。他要求年轻教师动脑、动手、实干，特

别强调应掌握生理学教学科研所必需的各种

基本技术。他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曾自学俄语；

1949 年后又积极学习巴甫洛夫学说。在参加全

国性巴甫洛夫学说学习时，他写的心得体会文

章受到好评。他还积极推动了校内外巴甫洛夫

学说的学习。 

诸相尧积极参加许多社会活动。1950 年参

加西南卫生干部会议，担任重庆市医务工作者

协会筹委会常委，医协成立后任常委兼学术部

副部长，参加北京全国卫生工作会议。1950

年加入中国生理学会，任成渝地区通讯员，后

被选为成都区分会筹委会主任委员。1950 年学

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及中央卫生部聘请他

为生理学名词审查委员。1951 年他参加西南卫

生工作会议，同年他担任西南医学杂志常务编

辑和西南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1954 年担任巴

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杂志译丛编辑委员。1955

年参加了全国医学教学大纲审订会议。 

诸相尧于 1958 从苏联回国诊治疾病，医

生诊断为纤维肉瘤或神经纤维肉瘤，当时已有

广泛转移，病情日趋严重，但他置重病于度外，

一如既往，积极主动关心教研组的全面工作，

抓紧时间多做工作。在他最后一次住院前，一

天之内就一鼓作气地绘出了5张他思索设计的

装置图纸：反应时测定器（兼作人体条件反射

用），刺激自动控制装置，反应时测定装置，

联合使用定时装置，心搏振动仪。住院后，每

当同志去看望他，他总是那样乐观而坚定，从

不谈及个人的病痛，他关心的是工作。因医治

无效，于 1959 年 2 月 20 日逝世，终年 47 岁。

诸先生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22 年，为

科学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他的早逝是我国生

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Professor Xiang-Yao Zhu was born in 1911 

at Wengan, Guizhou. He finished his medicine 

studies at Military Medical School during 1931 

to 1936, and set his mind on saving the nation by 

science. He was appointed as assistant and 

lecturer of physiology, Canton Military Medical 

School in 1937. He engaged in advanced studies 

at Prof. Jing-Xi Wang’s lab, Central Institute, 

Guilin, during 1941, and reported a paper of 

original idea, entitled “Ciliary movement and 

circulation of cerebrospinal fluid within brain 

ventricles in larval and adult anurans”. Later, he 

was appointed as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Xi-an Branch of 

Military Medical School. He designed and 

installed a simple spirometer in 1945, and 

developed a new stain for blood slide, called as 

A (auramine). M (methylene blue). C 

(cathamine). stain in 1946. 

By autumn 1946, Prof. Zhu was sent to 

U.S.A. to pursue advanced studies at Prof. F. C. 

Mclean’s lab,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on the effects of estrogen 

on skeleton, and returned to National Defense 

Medical College, Shanghai, by autumn 1947. 

Professor Zhu was appointed as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Medical College, 

Chongqing University since 1949, and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pharmacology, 

West China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since 1952. 

He trained and brought up successors for 

the physiological science cause. He was a 

member of Chinese Physiological Association 

in 1950, and a reporter of Chongqing-Chengdu 

area, later on, was selected for chief in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of Chengdu Branch.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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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med a standing editor of Journal of 

Southwest Medicine and a member on the 

Southwest Medical Education Committee in 

1951, and a member of the editorial board of 

Journal of Selected Translations from “Journal 

of Higher Nervous Activities, (named after E. P. 

Pavlov, Russian)” in 1954. 

By winter in 1957, Prof. Zhu was sent to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for advanced studies, but 

before long, he fell ill and came back to Chengdu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o our great sorrow, 

Prof. Zhou died of his incurable disease by 20th 

February 1959. His early death at youthful years 

is a heavy loss in Chinese physiological 

academic circles.

 

 

 

 

湖南医药学院生理学教研室简介 

 

湖南医药学院是一所国家公办的全日制

普通医学本科院校。学校肇始于 1912 年，前

身为留美归国华侨、著名医学教育家颜福庆先

生创立的长沙红十字会看护训练所，1924 年正

式建立长沙仁术护病学校。1961 年从长沙搬迁

至安江建立黔阳地区卫生学校，1984 年搬迁至

怀化并更名为怀化地区卫生学校。2000 年 3

月，升格为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4 年 5

月，经教育部批准升格并更名为湖南医药学院。 

湖南医药学院生理学学科为校级重点学

科，生理学教研室为校级优秀教研室，现有教

师 11 人，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3 人、讲师 2

人、助教 3 人。教师中，有湖南省 121 创新人

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人选 1 人、湖南省普通高

校青年骨干教师 3 人、湖南省青年教学能手 1

人、怀化市学术技术带头人 1 人、怀化市优秀

教师 2 人、湖南医药学院优秀教师 3 人。 

教研室目前承担全校所有专业的《生理

学》和《机能实验学》教学。理论教学以教授、

副教授为主，注重教学梯队建设，“传帮带”

成效显著，教研室青年教师获湖南省生理科学

会微课竞赛一等奖、二等奖各 1 人次，湖南医

药学院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一等奖 4 人次。 

近年来，教研室积极开展课程资源建设与

教学模式改革实践，获湖南省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 1 项、三等奖 1 项，主编、副主编及参编教

材 40 余部。所承担的《生理学》课程先后成

为“湖南省精品课程”、“湖南省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湖南省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

课程”、“学银在线学银金课”。已在学银在

线平台上线的“湖南医药学院生理学在线开放

课程”，教学资源丰富，形式多样。校内 SPOC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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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线上线下相融合；开放班级 MOOC 课每

年向全国高校及全社会开放春、秋 2 个学期，

目前累计选课人数 25570 人，累计页面浏览量

近 2900 万次。学习者在线学习响应度高，师

生互动充分，实现了一定范围的共享，应用效

果好，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科研方面，主要有“离子通道相关疾病发

生机制及靶向前药筛选”、“呼吸系统疾病发

生机制与临床防治”两个研究方向。相关成果

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教育部提名国家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教育部科技成果奖 1

项，怀化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 

 

 

 

 

 

 

编者按：2019 年 12 月 20-22 日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五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

术论文交流会在江苏南京顺利召开。由各省生理学会推荐的 52 名参赛选手的论文参加评选，会

议展示了选手们在生理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经过专家对参评者论文和现场报告的

综合评选，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最佳表达奖、最佳答辩奖、最佳图表奖

各 1 名。从 2019 年第 6 期开始，《生理通讯》将陆续转载获奖者的参评论文综合摘要各一篇，

以飨读者。 

 

YAP 在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稳态调控中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何金龙 

天津医科大学，天津 300070 

一、作者简介 

何金龙，天津医科大

学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系

副教授。2013 年于北京大

学医学部获得生理学博士

学位。2013 年受聘于天津

医科大学生理系至今。长

期从事血管重构分子机制

的研究，在包括 J Clin Invest，Circ Res，

Hypertension，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

Biochim Biophys Acta，Br J Pharmacol 等国际

专业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先后入选天津市创

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科技优秀人才，以及第五

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面上项目，京津冀专

项项目等，参与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重点国际合作项目等在内的多项科研项目。 

二、作者获奖工作介绍 

心血管疾病在我国患病人数众多，且死亡

率高，是威胁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血管

内皮不仅是血液循环中物质与血管壁之间的

选择性屏障，维持血管壁的完整性；而且接受

来自循环血液中各种机械和化学刺激，调节心

血管功能中的诸多关键环节。YAP 近年来研究

发现其作为Hippo信号通路下游关键的效应分

子，发挥共转录因子的作用并调控细胞增殖、

凋亡等过程，但其在血管内皮细胞中的功能作

用尚不清楚。我们近年来围绕 YAP 在血管内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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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细胞中的功能与机制开展了如下工作： 

1、YAP 可作为转录辅因子与转录因子结

合发挥转录调控作用，但在内皮细胞中与其结

合的转录因子尚未被鉴定和研究。我们通过蛋

白质谱手段鉴定了内皮细胞中与 YAP 结合的

转录因子，发现 STAT3 可以与 YAP 结合并且

发现 Hippo-YAP 信号通路与 IL-6-STAT3 信号

通路存在交互作用。进一步在体研究发现内皮

过表达 YAP 可以促进生理性以及病理性血管

新生过程，同时证实这一过程依赖 YAP 和

STAT3 的相互作用。我们通过多种在体以及离

体的血管新生模型，以及多种分子生物学手

段，证实了 YAP 与 STAT3 相互作用在血管新

生过程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 

2、YAP 的亚细胞定位受到其磷酸化水平

的调控，但具体在内皮细胞中，不同位点的磷

酸化调控的机制和功能尚不清楚。实验室前期

研究证实 YAP 的丝氨酸位点磷酸化介导了层

流的保护性作用，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发现湍流剪切力可以通过增加 YAP 的酪氨酸

磷酸化的水平，进而导致内皮细胞激活，促进

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机制研究发现，湍

流是通过激活 integrin α5/c-Abl 信号通路调

控 YAP 的磷酸化。c-Abl 的活性抑制剂可减轻

内皮细胞炎症以及小鼠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该研究揭示了 YAP 在内皮细胞中的崭新调控

机制，提示了动脉粥样硬化疾病治疗的新靶点。 

3、YAP 可以作为细胞的机械力感受器介

导血流剪切力信号，但其是否在血管的收缩与

舒张以及血压调节中存在作用尚不清楚。我们

在研究内皮特异性敲除 mTORC1 的小鼠血压

时发现，mTORC1 敲低可导致血压增高，进一

步通过靶向代谢组学分析小鼠血浆发现多不

饱和脂肪酸代谢产物 PGE2 含量变化明显，机

制研究也提示 PGE2 含量变化可能是导致血管

舒张障碍以及血压增高的主要原因。深入研究

发现，YAP 可以作为 PGE2 合成酶的关键转录

辅因子，而 mTORC1 干预可以通过自噬来调

控 YAP 的蛋白降解。通过构建内皮细胞特异

性 mTORC1 敲除合并 YAP 过表达小鼠，发现

YAP 的补偿可以明显抑制 mTORC1 缺失导致

的血管舒张障碍以及小鼠的高血压表型。该研

究揭示了 mTORC1/YAP/PGE2 信号通路在血

管收缩反应以及血压调节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血管内皮细胞中，YAP 存在

多种调控方式，在血管新生、内皮炎症以及血

管舒张等过程中发挥重要调控作用。 

三、获奖文章目录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 

1. He J#, Bao Q#, Zhang Y, Liu M, Lv H, 

Liu Y, Yao L, Li B, Zhang C, He S, Zhai G, Zhu 

Y, Liu X, Zhang K, Wang XJ, Zou MH, Zhu Y, 

Ai D*. Yes-associated protein promotes 

angiogenesis via 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in endothelial cells. Circ Res. 

2018;122:591-605. 

2. Li B#, He J#, Lv H, Liu Y, Lv X, Zhang 

C, Zhu Y*, Ai D*. C-abl regulates yapy357 

phosphorylation to activate endothelial 

atherogenic responses to disturbed flow. J Clin 

Invest. 2019;129:1167-1179. 

3. Yao L#, He J#, Li B#, Yan M, Wang H, 

Tan L, Liu M, Lv X, Lv H, Zhang X, Chen C, 

Wang D, Yu Y, Huang Y, Zhu Y, Ai D*. 

Regulation of yap by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 complex 1 in endothelial cells 

controls blood pressure through cox-2/mpges-1/ 

pge2 cascade. Hypertension. 2019;74:936-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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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第 39 届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IUPS2021） 

专题报告和卫星会议专题报告的通知 
IUPS2021：Call for Symposia and Call for Satellite Symposia 

 

尊敬的各位生理学界和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同仁： 

 

您好！ 

由中国生理学会主办的第 39 届国际生理学学术大会（IUPS2021）将于 2021 年 8 月 20-24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此次大会确定的主题为“生命的奇迹——整合与转化”。 

在学会领导积极努力和同仁们大力支持下，第一届 IUPS2021 国际学术委员代表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经国内外专家共同投票，推选出 IUPS2021 的 Plenary / Keynote 报告人

（具体报告者名单后续将在 IUPS2021 官网上公布）。 

按照 IUPS2021 大会预定的筹备进程，现公开征集大会专题报告和卫星会议专题报告。请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前登录大会官方网站（http://iups2021.com/）进行线上提交，关于对组织这两种

专题报告的具体要求，请详阅本通知所附附件或点击大会网站 Notification 弹窗中的 Call for 

Symposia 或 Call for Satellite Symposia 链接。如有疑问，请与 IUPS2021 学术委员会共同主席

Ying-Shing Chan 教授 (yschan@hku.hk) 或 Ulrich Pohl 教授 (upohl@lmu.de)直接联系。 

相信在各位的帮助和支持下，大会的学术日程安排一定会吸引世界各地众多的生理学工作者

相聚于北京。  

衷心感谢各位对中国生理学会的大力支持！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 3 月 4 日 

 

3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 
Marvels of Life – Integration and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August 20-24, 2021 
CALL FOR SYMPOSIA 

February 25, 2020 

Dear Physiologists,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3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2021,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China, at the China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from 

August 20 to 24, 2021, hosted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CAPS). 

With the congress theme “Marvels of Life – Integration and Translation”, IUPS-2021 will provide 

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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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erfect opportunity for physiolog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gather and share discoveries of 

physiological principles and how these are integrated in life and translated into techniques and tools 

that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For your update,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rogram Committee (ISPC, 

see list of members below) has had its first meeting in October 2019 to formulate the outline of the 

program and to select Plenary and Keynote speakers. Announcement of the selected speakers will be 

made soon. 

We invite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to submit proposals for Symposia. The guidelines for proposals 

submissions are presented below. All proposals are to be submitted through the Congress Website 

(http://www.iups2021.com/) in the period from February 24 to June 15, 2020. All submissions will be 

considered by the ISPC in August 2020. Announcement of the selected Symposia will be made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20. 

Queries related to the preparation can be directed to Ying-Shing Chan (yschan@hku.hk) or Ulrich 

Pohl (upohl@lmu.de), Co-Chairs of the ISPC of the IUPS-2021 Congress. 

With your active participation, we hope to create a programme that will attract physiolog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Beijing. 

 

                                                    Sinc-Shing Chan & Ulrich Pohl 

   
Co-Chairs, ISPC of the IUPS-2021 Congress 

 

Guidelines for submission of proposal for Symposium. 
 

1)Each symposium will be of 2 hours duration and may include either (a) 5 invited speakers with 3 

senior investigators and 2 early-career investigators or (b) 4 senior investigators. 

(a)In the 3+2 format, each senior investigator will be allocated 30 min (25 min + 5 min for 

questions) and each early-career investigator will be allocated 15 min (10 + 5). You could nominate 3 

senior and 2 early- career speakers, or you could nominate 3 senior speakers and plan to select the 

early-career speakers from submitted abstracts. 

(b)In the format with 4 senior investigators, each will have 30 min (25 + 5). 

Regardless of format, each session will have a Chair and may include a Co-Chair, both of whom 

MUST be speakers. 

2)While the main consideration of ISPC is to generate a scientific program of the highest quality, 

the ISPC will also strive to achieve balance with respect to sub-discipline, gender, nationality, and 

seniority. 

3)It is expected that every symposium will have basic budget support. It is important that ALL 

potential speakers in proposed Symposia are aware that full reimbursement of travel expenses may not 

be possible. However, registration fees for invited speakers will be waived. The amount of suppor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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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speaker will be announced in an official letter from the ISPC to the person(s) in charge of the 

respective symposium selected for the scientific program of the IUPS-2021 Congress. 

4)Prior to submission of each proposal, please ensure that all speakers have confirmed directly 

with you that, should your Symposium be selected by the ISPC, they will definitely attend the meeting, 

not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limited financial support as described in point 3. 

5)The person(s) proposing the symposium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peakers, including being a primary contact for speakers during the submission and review process, 

informing the speakers if the symposium bid is successful or not, ensuring that speakers submit 

abstracts of their talks when required by the ISPC, as well as fulfilling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6)The ISPC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iversity of speakers 

(sub-discipline, gender, nationality, and seniority) as well as the relevance of the topic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 physiologists, timeliness, the inclusion of modern concepts in physiological 

sciences, and the use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ies and approaches. The ISPC will give priority to 

proposals that summarize advances or present conflicting views in rapidly developing areas in 

physiology. 

7)The ISPC reserves the right to combine elements of related Symposium proposals, and to adjust 

the spectrum of invited speakers. In these cases, the organizers of the Symposia will be informed by the 

Co-Chairs of the ISPC about changes in their original proposals. 

 

Ying-Shing Chan & Ulrich Pohl 

Co-Chairs, ISPC of the IUPS-2021 Congress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rogram Committee (ISPC) 
 

Representatives of CAPS 

Ying-Shing Chan (Co-Chair - China) 

1.Yun Wang 

2.Xiao-Min Wang 

3.Jia-Wei Zhou 

4.Jun-Fa Li 

5.Shi-Qiang Wang (Calcium Signaling) 

6.Yi Zhu (Cardiovascular System) 

7.Wei Kong (Circulation) 

8.Ming Fan (Comparative: Adaptation and Environment) 

9.Hai-Bin Wang (Endocrine and Reproduction) 

10.Wei-Zhen Zhang (Metabolism and Digestion) 

11.Jian-Hong Luo (Molecular and Cellular Phy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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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Jian-Jun Wang (Motor System) 

13.Tian-Le Xu (Neurobiology) 

14.You-Fei Guan (Renal System) 

15.Zi-Qiang Luo (Respiratory System) 

Representatives of IUPS 

Ulrich Pohl (Co-Chair – Germany) 

1.Julie Chan 

2.Susan Wray 

3.Peter Hunter 

4.Patricia Molina 

5.Heikki Kainulainen (Commission I – Locomotion) 

6.Alicia Mattiazzi (Commission II - Circulation and Respiration) 

7.Ludmila Filaretova (Commission III - Endocrine, Re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8.Katsuhiko Mikoshiba (Commission IV – Neurobiology) 

9.René Bindels (Commission V - Secretion and Absorption) 

10.Yoshihiro Kubo (Commission VI—Molecular and Cellular) 

11.Tobias Wang (Commission VII—Comparative: Evolution, Adaptation and Environment) 

12.Yang-Sook Chun (Commission VIII—Genomics and Biodiversity) 

13.Ashima Anand (Ethics Committee) 

14.Robert Carroll (Education Committee) 

15.Andrew McCulloch (Physiome Committee) 

February 2020 

 

 

3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 
Marvels of Life – Integration and Translation 

Beijing, China 
August 20-24, 2021 

CALL FOR SATELLITE SYMPOSIA 

February 25, 2020 

Dear Physiologists,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39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hysiological 

Sciences, IUPS-2021, will be held in Beijing, China, at the China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from 

August 20 to 24, 2021, hosted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Physiological Sciences (CAPS). Please 

visit our Congress Website (http://www.iups2021.com/). 

With the congress theme “Marvels of Life – Integration and Translation”, IUPS-2021 will provide 

a perfect opportunity for physiologist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gather and share discoveries of 

physiological principles and how these are integrated in life and translated into techniques and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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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improve health outcomes. For your update,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Program Committee (ISPC, 

see list of members below) has had its first meeting in October 2019 to formulate the outline of the 

program and to select Plenary and Keynote speakers. Announcement of the selected speakers will be 

made soon. 

We invite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to submit proposals for Satellite Symposia. The guidelines for 

proposals submissions are presented below. All proposals are to be submitted to the IUPS Manager (Mr. 

Steven Webster steven.webster@case.edu) before February 20, 2021. All submissions will be 

considered by the ISPC. 

Queries related to the preparation can be directed to Ying-Shing Chan (yschan@hku.hk) or Ulrich 

Pohl (upohl@lmu.de), Co-Chairs of the ISPC of the IUPS-2021 Congress. 

With your active participation, we hope to create a programme that will attract physiolog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Beijing. 

 

                                             Sincerely yours, 

                                               

                                           Ying-Shing Chan & Ulrich Pohl 

                                           Co-Chairs, ISPC of the IUPS-2021 Congress 

 

 

Guidelines for submission of proposal for Satellite Symposium. 
 

For satellite symposia to be announced in the official program you should adhere to the following 

rules: 

1)The symposium should be held no earlier or later than 5 days before or after IUPS 

Congress-2021. 

2)It should be co-organized with local colleagues either in China (easy fast train connections with 

Bejing) or a place in a neighbouring country with direct flight connection to Beijing. 

3)The speakers of the symposia should be registered for the main Congress. 

4)The symposium should not serve commercial interests. 

5)Title, Date, Venue, Name/email/affilitation of proposer, Speakers and the Program of the 

symposia should be sent to the ISPC before February 20, 2021, i.e. six months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main Congrerss. 

                                           Ying-Shing Chan & Ulrich Pohl 

Co-Chairs, ISPC of the IUPS-2021 Con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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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在线教学国际研讨会（远程）会议通知 
 

自 2020 年 1 月以来，新冠病毒席卷全球，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监测，迄今为止已有

超过 130 个国家实施了全国停课，导致全球

90%的学生无法继续学业。疫情期间，中国教

育部发起“停课不停学”的倡议，统筹国家、

地方和学校相关教学资源，提供丰富多样、可

供选择、覆盖各地的优质资源，帮助超过 2.7

亿大中小学生在家不旷课、远程能上学。疫情

之下，医学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生理学会拟定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

线召开医学生理学线上教学国际研讨会。 

会议以“智慧·交融·定义生理学教学新

模式”为主题，通过信息化手段，优质的在线

教学资源，提高生理学教学的质量和改革探

索。大会邀请国内外著名生理学教育专家，通

过大会报告、专题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共同分

享智慧医学推动医学教育的提升，深入认识医

学教学理念和教学技巧。 

 

在此我们诚邀中国生理学会会员、生理学

教学工作者、世界各高校生理教学工作者，参

加此次盛会，共同推进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承办单位:上海梦之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DInstruments 

二、会议形式 

本次会议全程通过网络直播形式，建议参

会者利用电脑参会，建议配备耳麦。 

三、报名方式 

1．请微信扫描二维码，提交真实信息，

进行报名。报名后，工作人员会和参会者联系，

获得参会邀请信息； 

 

2．会议联系人:李老师 18018852584。

四、会议日程 

时  间 报告人 报告主题 

9:00-9:40 

王韵教授 

中国生理学会 理事长 

北京大学医学部 

空中课堂云互动，医学教育新体验 

Experience on the online class and cloud discussion in 

medical education 

9:40-10:10 

Ryan Downey 

Georgetown University 

USA 

Building a human physiology course: Deep dive into 

considerations for designing a student-focused human 

physiology course based on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competencies. 

10:10-10:20 休息 10 分钟 

10:20-10:50 
Sharon Herkes 

University of Sydney 

Our heads in the (kura)Cloud – the 5-year Sydney 

University Experience with Labtutor and Lt.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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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10:50-11:20 

Anuj Bhargava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Rich Environment for Active Learning-how we 

created a “real” lab environment with the use of Lt 

online simulated labs and Zoom breakout sessions.  

11:20-11:40 
罗自强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基于《生理学》国家精品慕课的在线翻转课堂教学 

Onlin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based on 

"physiology" National Excellent OOC 

11:40-13:40 午休 

13:40-14:20 
高兴亚教授 

南京医科大学 

生理学在线教学——南京医大的尝试 从理论到实

践 

Online teaching of Physiology—From theory to 

practice in NMU 

14:20-14:50 
杜鹃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 

生理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建设与思考 

Construc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online and 

in-class Blended Teaching Mode of Physiology 

14:50-15:20 
王蓉副教授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医学生理学在线课程建设相关研究报告 

Research about Development of Online Medical 

Physiology in Shandong University 

15:20-15:30 休息 10 分钟 

15:30-16:00 

院校交流 

Discussion panal 

主  题：ESP 功能数字人在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ESP functional digital human in physiology teaching 

主持人：可燕教授 

上海中医药大学 

16:00-16:30 
王磊 

ADI 公司中国区总经理 

LT LabStation 在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LT Labstation in physiology teaching 

16:30-17:00 
高俊辉 

上海梦之路公司总经理 

医学魔课(MOEC)在线教学资源建设及应用分析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online 

teaching resources of MOEC 

主办单位: 中国生理学会 

承办单位: 上海梦之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ADInstruments 

日    期: 2020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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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学术年会 

关于征集大会报告人和小型专题研讨会的通知 

 

尊敬的各位理事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您好！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学术年会将于

2020 年 8 月 22-23 日，通过网络视频会议形式

举行。此次学术会议将以大会报告、小型专题

研讨会、口头报告和墙报展示等形式，就国内

外生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展和最新成果进行广

泛的学术交流。  

为了提高本次学术会议水平，现特向各

位理事和专业委员会主任，征集大会报告人

和小型专题研讨会（每个专题研讨会报告人

为 4-5 人）。对大会报告人的推荐意见应包

括以下内容：被推荐人简介、报告题目和简

短的推荐理由，以及被推荐人确认参加此次

会议的邮件。 

如组织小型专题研讨会，建议书中须包括

该专题的重要性和前沿性，确认参会的报告人，

并附报告人向组织者反馈的书面确认信息。 

建议各专业委员会至少递交一项小型专

题研讨会建议书。在确保小型专题研讨会的数

量和质量的前提下，不同专业委员会也可联合

递交建议书。 

请于截止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前，将

大会报告人推荐意见和小型专题研讨会建议

书电子版，发送至中国生理学会办公室。年会

学术委员会将依据提供的材料，遴选确定大会

报告人和小型专题研讨会数量。学会办公室联

系人信息如下： 

周语章，电话：13910817919，电子邮箱：

zhouyuzhang@caps-china.org.cn 

李  璐，电话：13809455888，电子邮箱：

lilu@caps-china.org.cn 

衷心感谢您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 4 月 22 日 

 

 

 

 

 

智慧﹒交融﹒定义生理学教学新模式 

——生理学在线教学国际研讨会（远程）成功举办 

 

北京时间 2020 年 4 月 25 日，首届生理学在

线教学国际研讨会（远程）成功举办。大会以“智

慧﹒交融﹒定义生理学教学新模式”为主题，是

在新冠疫情期间，围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高校

在线生理学教学实践与探索召开的一次特殊会

议。本次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主办，上海梦之路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和 ADInstruments 联合承办。

全天的会议中，共通过 3 个国内钉钉直播群，一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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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外 Zoom 直播群，向国内外生理学教育工作

者进行直播，参会人员来自中国（含港澳台）、

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德国等国家，参会人

数超过了 1900 人。 

来自北京大学、中南大学、南京医科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山东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ADInstruments 和上海梦之路的专家、同仁围

绕会议主题进行了分享。大会还有幸邀请到来

自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生理学领域的专

家，介绍了国外生理学在线教学方面的经验。 

上午的大会由南京医科大学王觉进教授

主持。大会首先由中国生理学会理事长、北京

大学王韵教授致欢迎辞。在致辞中，王韵教授

对大会的承办方、特邀嘉宾表示感谢，对参会

者表示欢迎。她表示，为应对突发的新冠肺炎

疫情，高校正在经历由传统教学模式向在线教

学模式的快速转变。王韵教授还介绍了具有 94

年历史的中国生理学会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有

11 个工作委员会及 22 个专业委员会，会员人

数为 4704 人。学会一直鼓励和引导生理学教

学信息化，鼓励建设优质的在线教学资源，提

高生理学教学的质量，不断进行改革探索。本

次大会通过主题报告、网络讨论相结合的方

式，深入认识医学教学理念，分享教学技巧，

共同推动医学教育水平的提升。尽管当前开展

实时在线互动教学时仍然面临着如何增强师

生、生生互动，各类资源支持尚不完备等各种

挑战，但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之下，在数

字教育快速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全球的生理学

教育工作者携手并肩，通力合作，共商对策，

共同探索生理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方向，一定

会让生理学的教学模式转变顺利且成功。 

 

 

 
随后，王韵教授以“空中课堂云互动，医

学教育新变革”为主题，围绕如何将北京大学

“新途径”及“新时代”医学教育培养目标下

的培养方案由“在校教育模式”顺利并高质量

地切换到了“远程在线模式”，并分享了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在线教学

开展情况。从组织筹备、师生动员、跟踪反馈

和效果评价等方面，以人体生理学、医学微生

物学和 PBL 三个特色课程为例，系统介绍了

如何加强云端教学的师生互动即空中翻转课

堂的实施和保障在线教学的实质等效。最后，

王韵教授展望，今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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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常态化的教学模式，教学管理人员和师生

都应转变理念，以“与时俱进，适应新变革”

的心态，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医学教育发展模式。 

 
随后，四位中外专家分享了在线教学方面

的经验和做法。 

来自美国乔治敦大学的瑞安·唐尼博士

（Ryan Downey）进行了“线上学习环境中利

用多重技术建立关系纽带”主题分享。唐尼博

士从三个问题出发，介绍了从线下教学到线上

教学的转变中，如何结合自身实践，与学生建

立优质的学习关系，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澳大利亚圣母大学的莎朗·赫克斯教授

（Sharon Herkes）分享主题是“利用一致性标

准构建新型课程评价体系”。她介绍了在线教

学中，如何确立学习目标、开展教学活动和进

行结果评估，特别强调了诚信对于在线教学结

果评估的重要性，是对在线教学形成性评价的

有益尝试。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学研究员阿努·巴尔

加瓦（Anuj Bhargava）就如何营造线上教学丰

富的主动学习环境进行分享。阿努介绍了如何

利用 Lt-powerlab 作为数据采集系统，进行在

线实验模拟，利用 Zoom 作为在线教学系统，

进行理论授课和分析讨论。通过营造丰富的主

动学习环境，以实现线上教学效果最大化。 

 

中国生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南大学罗自强

教授作为多个国家级和省级精品课程的负责

人，对翻转课堂教学有深入的思考和丰富的经

验。罗教授介绍了翻转课堂的教学优势、研究

成果，并从学情分析、过程组织、状态与满意

度调查、教学反思等角度，系统分享了在线教

学中如何进行翻转课堂教学，受到参会者一致

好评。 

 
下午的大会由安徽医科大学方皓舒教授

主持。第一位分享的是来自南京医科大学高

兴亚教授。高教授在医学教育信息化研究方

面有丰富的经验，也是国内最早一批开展在

线教学的专家之一。他系统地介绍了南京医

科大学在生理学在线教学方面的理论研究和

实践经验。高教授不仅解析了每个在线平台

的优劣，进行了课件制作、板书技巧和数字

资源利用等实战分享，还对传统医学教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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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线上流程再造，满满的干货，让参会者

大呼过瘾。 

 

安徽医科大学杜鹃教授在随后的分享中

提出，疫情深刻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未来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将成为不可或缺。线上

教学推动了线上精品课程建设，推动了教学改

革。杜鹃教授还结合 ESP 肾脏部分内容，详细

阐述了如何利用 ESP 生理学功能数字人开展

线上教学。 

 
山东大学王蓉教授与参会者分享了她关

于生理学在线实验课程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成

果。理论部分着重探讨了学生学习分格和传统

教学模式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满意度之间的

相关分析，不建议根据学生的学习风格，而应

从课程内容制作、帮助学生克服对新的教学模

式的恐惧心理等方面进行优化。实验部分则采

用分组实验的方法，对各组的学习效果进行评

价，得出混合组略优，虚拟实验有待优化的结

论，为制定更科学的在线实验教学方案提供了

依据。 

上海中医药大学可燕教授从 ESP 功能数

字人系统的建设历程、系统特点出发，全面地

介绍了如何将 ESP 系统应用于生理学教学，如

何加强理论和临床的联系，增强教学互动，并

提出建设生理学 ESP 金课的目标，为今后的教

学模式转变提供支撑。可燕教授分享的 ESP

介绍视频，得到参会者一片赞誉，纷纷在直播

群咨询如何采用 ESP。 

 

 

本次大会的承办方之一，ADI 中国区总经

理王磊介绍了 ADI 公司的历史沿革，

PowerLab、LabChart 以及 Lt and Lt LabStation

三款主要教学产品的性能、特点，如何更好地

用于在线实验教学。 

 
上海梦之路总经理高俊辉在随后的发言

中介绍了梦之路的历史沿革、经营理念、研发

成果，包括在线虚拟仿真教学产品、ESP 功能

数字人、医学魔课 MOEC 平台，以及最新的

集动物实验、人体实验、ESP 实验于一体的智

慧实验室。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 2 月 17 日，梦之路

就率先发起“医学实验平台免费开放公益活

动”，并成为教育部认定的 15 个国家级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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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教学平台之一。截止到 4 月 24 日，累计

开放实验 642 门，注册的医学高校达到 227 家，

在线学习人数近 100 万人，有力支撑了全国医

学高校的在线实验教学。 

 
大会最后，受王韵理事长委托，由高兴

亚教授致闭幕辞。高教授指出，本次大会的

发言专家展示了如何利用各种平台进行在线

教学，实施灵活多样的在线教学方式，给我

们每个人都带来了深刻思考。在当前新冠肺

炎疫情背景之下，在数字化教学快速变革发

展的过程中，全球高校应当通力合作，共商

对策，共同探索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方向。大

家不分国界，团结一致，共抗疫情，共商生

理学教育大计，真正体现了合作共享的理念。 

在直播过程中，参会者也在各直播群中

热烈互动着：对分享专家表示感谢，对内容

表示赞同，对不解的部分提出问题，大会服

务人员也在耐心解答各种疑问，并提供嘉宾

背景介绍。 

本次大会得到了国内外医学高校、生理学

专家、学者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期

待下次云端再次相聚，共襄盛举，擘画未来！ 

 

 

 

 

说爱莲* 

江一平 

厦门大学医学院，厦门福建  361005 

 

如果要问，世间有哪一种植物是最普遍受

人喜爱，最雅俗共赏的，我看便是莲（荷）。

贩夫走卒饥寒交迫，通常顾不上吟诵梅兰竹

菊；文人墨客酒足饭饱，往往不屑于染指稻麦

薯菽。而不论凡夫俗子还是才子佳人，却都不

约而同地爱莲、恋莲。 

一 

凡夫俗子爱莲，爱得质朴实在，因为莲既

好看、好吃又好用。好看自不待言，好吃也众

所周知，除了莲藕和莲子本是日常食品外，梗、

叶、花也均可烹制佳肴，藕、叶、花、莲子甚

至还可生吃。夏日炎炎，在山野田间劳作的人

们，饥渴疲惫之时若遇见一处山塘长着一小片

翠绿绯红的野生荷莲，那就不仅赏心悦目了。

卸下沉重担子，手摘一朵莲蓬，坐在荷塘埂上，

双脚浸在清凉的泥水里，傍着摇曳的荷叶撑起

的荫凉和袭人的芳香，一个一个莲子悠然挑入

口中，那个惬意，不是个中人不知啥叫幸福的

滋味……。 

莲还好用，现今的年轻人也许缺少感性认

识，可在科技落后的年代，荷叶自古就是方便

实用的食品包装膜。早在唐朝，柳宗元便有“绿

荷包饭趁墟人”[1]的诗，记述赴外乡赶集的山

民，用荷叶包饭做干粮。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

我少年时期，还常见远出劳作的大人，用一片

荷叶包裹一团米饭，再用席草栓牢（或装在草

袋里）系在腰间上路，称为“打荷包”或“打饭

包”，说快了便常常简称“荷包”或“打包”。而这

大 家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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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简化词，恰好也是我们现在的流行语。 

流行语中的荷包指两类物件，一是腰包或

钱包；二是配饰性工艺品，早年兼男女定情的

信物。为何名之荷包？检索网络，所有的文字

都认为“荷”即“负荷”，荷包意为“负荷之包”。

如此解词我觉得实在有些乏味。据考证，荷包

之称始于宋代[2]，脱胎于更为远古的“囊”，是

古人发明衣兜之前系在腰间的储物袋。古籍

载，晋朝时便“文武皆有囊 绶”[3]，唐朝时更

有杜牧的“千秋令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

无”[4]佳句传世。继续叫“囊”（比如承露囊或丝

囊）不是更为文雅，何苦至宋反改为“负荷之

包”？岂不辱没了享有唐诗宋词美誉时代的文

人？我宁愿相信唐时柳宗元的“绿荷包饭”才

是荷包的本源。在那农耕社会，毕竟“绿荷包

饭趁墟人”远远多于“皆有囊 绶”之“文武”。当

囊 绶们见到趁墟人腰间的荷包，绝不会称其

承露囊，而不识字的趁墟人见到囊 绶们所

的囊，脱口而出的却只能是“你瞧他那荷包”！

久而久之被叫多了，原来叫什么囊或其它阳春

白雪之名的，便都跟着下里巴人叫荷包了。这

符合“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规律，也符合从众改

口的常习。所以，荷包之荷当是荷叶之荷，而

非负荷之荷。何况，即便“负荷”之荷，依我看

也还是荷叶之荷，起源于古人把莲荷砍下背负

于肩而谓“负荷”。 

另一个流行语 “打包”，原意是将几样零

散的东西捆装在一起，现已延伸成节约食物的

好习惯。自从那年央视推出一句“吃不了请兜

着走”，大江南北的人们在饭馆里吃完，但见

桌上剩菜，便会高呼“打包”。我不确定为何将

兜饭菜称为“打包”，但私下里坚信它是福州人

推广的。因为，福州自古以来就有在酒席上“打

荷包”（或“打酒包”，简称打包）的民俗，同

样是兜饭菜，但可不是为了节约。 

过去福州人办婚庆喜宴，总要在每个客人

的桌位上预先放一张莲叶。每道菜上桌，客人

必先夹一筷子放到莲叶上存起来后才另夹菜

吃。席毕再手忙脚乱地将莲叶上的菜肴包起带

走（此习俗延续至今，不过改为用精美的盒子

预装食物给客人带走）。我们外来者初赌福州

人如此连吃带捞，无不讥为小气。日子久了才

悟到，这其实是一种非同凡响的人文关怀。在

歧视女性的旧社会，往往只有丈夫才能出来赴

宴，而家中妻儿老小也许已可怜巴巴数月未见

荤腥。喜宴的主人添一些破费，让客人们打包

回去惠及家人，兜走的是一份关爱，而喜气也

随之播撒各户门庭。我想，老福州首创这种做

法的，必是大智大善之人，而那张莲叶，此时

的称谓该是“怜也”。 

所以，莲是真实而友善的，每每提及便会

有满腹温馨美好的记忆。人们爱莲，其实是朴

实心灵对真善美的维系。 

二 

才子佳人爱莲，爱得月朗风清。千百年来

唱荷咏莲的诗词歌赋连绵不绝，传世名篇不胜

枚举。自莲叶初萌之“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

蜻蜓立上头”[5]，到湖塘绿满的“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6]；从“藕丝牵作缕，莲

叶捧成杯”[7]，至“房垂易入手，柄曲自临盘”[8]。

莲从幼到老、自下而上尽收青睐。在文人墨客

眼中，莲无处不美，无刻不雅。即便已经死亡

干枯、香消玉殒，依然“留得残荷听雨声”[9]，

生命虽逝，美意犹存，余音隽永。一树荷莲，

寄托了人间无限情感。惆怅处，吟“红藕香残

玉簟秋”[10]； 高兴时，唱“歌声嘹亮赋采莲”[11]；

抒情爱，诵“下有并根藕，上有并头莲”[12]；盼

归人，嘱“愿君早旋返，及此荷花鲜”[13]；美人

哀怨，常叹“白藕作花风已秋，不堪残睡更回

头”[14]；娇妻发嗲，爱说“檀郎何事偏无赖，不

看芙蓉（荷花别名水芙蓉的简称）偏看侬！”[15]；

少年风流豪放，便于“绿杨堤畔问荷花”[16]；英

雄垂暮古稀，还要“梦行荷花万顷中”[17]…… 

在诸多咏莲文字中，最撼人心扉、醍醐灌

顶的，当属北宋学者周敦颐的《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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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

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

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

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 噫！菊之

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

之爱，宜乎众矣。” 

此说发现了莲之美的特质，那就是洁净而

清高。而且，此说把莲的自然属性升华至精神

美德，归纳得淋漓尽致、空前绝后，天衣无缝

地植入了人类的高尚理想——君子人格。尤其

是那句高屋建瓴、鞭辟入里的“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污浊中洁身自好，虽洁丽而

不骄艳），千百年来已成为学者士子律己励人

的精神力量和行为楷模，世代弘扬，历久弥珍。 

人类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口大池塘，

有清涟更有淤泥。自私与懒惰的天然基因、生

存与发展的严峻竞争，常常会浮躁人的性情，

无处不在的污泥，时刻都可能玷污淳朴的灵

魂。这是人类文明不得不面临的严峻挑战。光

阴荏苒、大浪淘沙，理性的人们在历史的积淀

中，最终找到了恰当的标杆，那就是真善美准

则。 

莲是真实而友善的，莲又是清高而圣洁

的，莲之出淤泥而不染的杰出品性，成了人格

理想的最佳参照物。莲，是真善美的图腾。 

三 

那么，莲何以能够“出淤泥而不染，濯清

涟而不妖”？ 

实际上，莲既根植于淤泥之中，就必然要

受毒物浸淫。淤泥里沉积了各种各样的毒物，

特别是重金属含量很高。这对任何生命都是有

害的，林林总总的奇葩异卉都退避三舍，唯独

荷莲得以偏安还长得生机勃勃亭亭玉立。这首

先要归功于其根（藕）的结构和理化特性。藕

的表层组织特别细密结实，可以阻挡多种大分

子有害物质进入体内，又含有比较丰富的鞣

酸。当藕被刀切开后，过不久切口便会发黑，

就是鞣酸在空气中氧化，或与刀具中的铁结合

而变色的结果。鞣酸在医学上曾作为一种解毒

剂（不过现已被更好的新药取代），它能与金

属、生物碱和糖苷类等众多有毒物质结合生成

不溶性沉淀，使它们失去毒害作用。藕表皮这

般拒污解毒功能赋予了荷莲能在恶劣环境中

生存的基础。 

 

 

荷叶自洁的生理机制（江一平作于 2015，超微

观素材取自维基百科） 

荷叶长出后显得纤尘不染、分外干净，则

归功于其叶面特殊的纳米结构。扫描电子显微

镜观察[18]证实，肉眼看起来平坦光滑的荷叶，

叶面上其实长着无数细小的圆锥形柱子，其直

径约等于 10 微米，就是 1/100 毫米，柱的间

隔也大致是这个尺度。每根锥柱外表还长出无

数更细小的微绒毛，微绒毛的直径约数十纳米

（1 纳米等于 1/1000 微米，也就是百万分之一

毫米，人眼看不见），属于天然纳米材料。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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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表面这些微细凸起之间的缝隙也很小，乃至

于空气在其间会被凸起的表面张力吸持而形

成气垫，使得任何落到叶面上的尘埃颗粒或水

滴都被点点微凸及其间的气垫疏松地托住，而

不与荷叶发生大面积密切接触和粘附。这就好

比田野地面上长着密密麻麻的树，树上长着密

密麻麻的枝桠，这些树组成了森林。当尘粒和

水滴落到荷叶上时，相当于一个个巨大气球落

在森林上，被树枝及其间的气垫撑着架空，因

而很容易滚动或被吹走。微风吹来荷叶摇曳，

水滴翻来滚去顺便把旁边的尘埃吸入水里。当

水滴积累较大或风吹得较猛时，水便跌离荷

叶，这样的过程实际上是荷叶自己在洗澡。洗

得干干净净的荷叶，表面也不藏微生物，因此

既不受污染也不污染别人（出淤泥而不染），

这也是她可用于包装食物而比较不容易变质

的主要原因。洗过的荷叶表面又不留一点水

痕，从而在艳阳下也不会反光炫耀（濯清涟而

不妖），宛如秀丽而娴雅的淑女、清隽而谦恭

的君子。 

故莲的亭亭净植并非偶然，而是靠自身的

本领与顽强的努力克服了污物的侵害，并且日

复一日地不断自我净化，才成就了一生的清高

与圣洁。莲之所以成为真善美的化身，源于其

自身精巧的科学结构，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去

浊自清的生理系统。 

莲如是，爱莲之人乎？ 

（2010-8-26 写于福州，2015-07-22 微小修改） 

引文出处和相关链接： 

[1]唐 柳宗元《柳州峒氓》 

[2]清 翟灏《通俗编·服饰》 

[3]清 汪汲《事物原会》 

[4]唐 杜牧《过勤政楼》 

[5]宋 杨万里《小池》 

[6]宋 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7]隋 殷英童《采莲曲》 

[8]南朝梁 刘孝威《采莲曲》 

[9]唐 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兖》 

[10]宋 李清照《一剪梅 别愁》 

[11]明 李亚如《采莲曲》 

[12]晋 乐府《青阳渡》 

[13]南朝梁 吴均《采莲》 

[14]宋 王氏（佚名）《荷花》 

[15]明 沈野《采莲曲》 

[16]宋 仲殊《南柯子·忆旧》 

[17]宋 陆游《梦行荷花万顷中》，据载，

此为陆游暮年最后一首诗 

[18]维基百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 

Lotus_effec 

 

摘自中国生理学会科普平台微信公众号 

*本文于 2012 年初在“第二届“PSI-新语丝网

络科普奖”中被评为三等奖（http://xys6.dxiong. 

com/pages3/psi2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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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2020 年 1 月 10 日上午，2019 年度“中国

生命科学十大进展”新闻发布会在中国科技会

堂召开。主办单位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

体秘书长王小宁教授主持发布会，中国科协生

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康乐院士，入选项目负

责人饶子和院士、匡廷云院士、隋森芳院士、

乔杰院士等生命科学领域专家学者，以及来自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30 多家媒体的记者出席

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有关领导介绍了“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评

选情况及本年度评选活动亮点；本年度入选项

目主要负责人介绍了各项目成果的特色、创新

点和科学意义。 

为推动生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充分展

示和宣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

自 2015 年起，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每年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开展年度

“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评选工作。目前，

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已开展了5个年

度的评选系列活动，得到中国科协的充分肯定

和积极支持，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每年

评选结果后，邀请入选项目专家编写和出版科

普书籍，并举办交流会暨面向青少年的科普报

告会，向公众揭示生命科学的新奥秘，为生命

科学新技术的开发、医学新突破和生物经济的

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极大提高了生命科学的社

会影响力。 

2019 年度，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延续了上一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评

选方法的创新，将项目成果进行知识创新类和

技术创新类分类评选，希望引导生命科学领域

的科技工作者认识到——研究方法和工具的

创新与理论的创新同等重要。本年度项目成果

经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成员学会推

荐，由以两院院士为主的生命科学、生物技术

和临床医学等领域同行专家评选，并经中国科

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主席团审核，最终确定

7 个知识创新类和 3 个技术创新类项目成果为

2019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由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在新闻发

布会上向社会公布的 2019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

十大进展”评选结果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1、破解硅藻光合膜蛋白超分子结构和功

能之谜 

光合作用为地球上几乎所有生物的生存

提供了能源和氧气。硅藻是一种重要的水生光

合生物，贡献了地球每年 20%的原初生产力，

在全球生态变化和碳循环中起重要作用, 这与

硅藻光合膜系统和捕光蛋白的结构与功能密

切相关。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沈建仁、匡廷云研

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解析了硅藻捕光天线膜

蛋白(FCP)1.8 埃的高分辨率结构，并进一步与

清华大学隋森芳研究团队合作解析了硅藻光

系统 II 和 FCP 超级复合物 3.0 埃的电镜结构，

率先破解了硅藻光合膜蛋白超分子的结构和

功能之谜，阐明了硅藻高效捕获蓝绿光、高效

传递和转化光能以及光保护的机理，为人工模

拟光合作用、指导设计新型高光效作物提供了

新思路和新策略。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专家的

高度评价，《科学》杂志（Science）专题评论

这两项工作对于理解光合生物捕光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两项成果均发表于《科学》杂志

（Science，2019，363）。 

科技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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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刍动物基因组进化及其对人类健康

的启示 

包括牛、羊在内的反刍动物不仅在人类文

明起源和现代食品安全中有重大意义，其独特

的进化特征对人类健康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西北工业大学王文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外

多家单位，阐明了长期有争议的反刍动物进化

历史，解析了反刍动物独特性状的遗传基础；

探究了鹿角快速再生和鹿抗癌能力的遗传基

础；揭示了驯鹿昼夜节律丧失、高效维生素 D

和钙代谢等的分子机制。该研究探索开拓了研

究重大生命现象的新途径，阐明了反刍动物进

化和极端环境适应的机制，对器官再生、抗肿

瘤、节律紊乱和骨质疏松等健康医学的研究具

有重要启示意义。 

该成果以三篇研究长文同时发表于《科

学》杂志（Science，2019，364）。 

3、实现哺乳动物裸眼红外光感知和红外

图像视觉能力 

人和动物的感知觉能力受到生命体自身

物理化学条件限制，拓展感知的极限一直是人

类追求探索的目标。哺乳动物感知光的波谱范

围在 390-760 nm，波长大于 760nm 的近红外

光无法被哺乳动物感知，同时色盲也是感光光

谱缺陷导致的疾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薛天研究组与美国马

塞诸塞州州立大学韩钢研究组合作，结合视觉

神经生物医学与创新纳米技术，利用可吸收红

外光并转化为可见光的上转换纳米材料，导入

动物视网膜中使其靶向锚定在感光细胞上，首

次实现动物裸眼红外光感知和红外图像视觉

能力。该研究在加密、安全、人机交互以及视

觉疾病（如色盲等）治疗和眼科药物递送等方

面具有应用潜力。 

该成果发表于《细胞》杂志（Cell，2019，

177：243-255）。 

4、单碱基基因编辑造成大量脱靶效应及

其优化解决方法 

CRISPR/Cas9 及其衍生工具单碱基编辑

器已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然而，

基因编辑造成的脱靶风险阻碍着该类技术应

用于临床。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

中心杨辉研究组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

研究院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李亦学研究组和中

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基因组研究所左二伟研究

组合作，建立了新一代基因编辑工具脱靶检测

技术—GOTI，并使用该技术发现之前普遍认

为安全的单碱基基因编辑技术存在严重的、无

法预测的 DNA 脱靶问题。该技术进一步将脱

靶检测范围扩大至 RNA 水平，发现常用的两

种单碱基编辑技术均存在大量的 RNA 脱靶，

通过对单碱基编辑工具进行改造，筛选到既保

留高效的单碱基编辑活性又不会造成额外脱

靶的新一代高保真单碱基编辑工具，为单碱基

编辑应用于临床治疗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相关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科学》杂志

（Science，2019，364：289-292）和《自然》

杂志（Nature，2019，517：275-278）。 

5、提高中晚期鼻咽癌疗效的新方案 

中国是鼻咽癌的高发区，年新发病例占全

球一半，治疗效果差，五年生存率较低。亟需

研究出新的治疗方案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马骏研究团队开

展的“吉西他滨+顺铂”新方案前沿技术研究，

利用吉西他滨抑制负性免疫分子、协同增强顺

铂抗癌作用的能力，在放疗前患者体质较好、

能顺利完成化疗的最佳时机进行治疗，建立了

“吉西他滨+顺铂”两药联合化疗的新策略。马

骏教授牵头全国 12 家分中心，通过一项前瞻

性临床试验发现，该疗法可将复发风险降低

49%，3 年无瘤生存率提高 8.8%（76.5%提高

到 85.3%），且未增加毒性。由此，建立了鼻

咽癌高效低毒的用药新体系，形成了国际领先

的前沿技术新标准。 

该成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66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19，381：

1124-1135）。 

6、揭示抗结核新药的靶点和作用机制及

潜在新药的发现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而引发的

一种致命性疾病，在传染性疾病中堪称“头号

杀手”，因此针对结核杆菌的新药靶点研究和

新药研发迫在眉睫。膜蛋白 MmpL3 在分枝杆

菌细胞壁合成过程起关键作用，是一个抗结核

新药研发的重要靶点。 

在饶子和院士的领导下，上海科技大学研

究团队的张兵、杨海涛以及李俊等历经六年时

间，率先在国际上解析了药靶 MmpL3 和“药靶

-药物”复合物的高分辨率晶体结构，揭示了

MmpL3 的工作机理以及新药 SQ109 杀死细菌

的全新分子机制。研究团队还发现一种减肥药

利莫那班也是靶向 MmpL3 的抑制剂并阐明了

其作用机制。该研究首次勾勒了小分子抑制剂

如何精确靶向 MmpL3 及其超家族质子内流通

道的三维图像，为新型抗生素的研发、解决全

球日趋严重的细菌耐药问题开辟了一条全新

途径，也为我国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结

核新药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研究设计的抗结核

先导药物已申请 PCT 专利。 

该成果发表于《细胞》杂志（Cell，2019，

176：636-648）。 

7、LincGET 不对称表达引发小鼠 2-细胞

期胚胎细胞的命运选择 

在受精卵向拥有超过200种细胞类型的哺

乳动物个体的发育过程中，第一次细胞命运的

选择发生在什么时期？这一选择是如何发生

的？这是生命科学研究的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周琪研究组和李

伟研究组合作发现，在小鼠 2-细胞胚胎时期，

卵裂球发育命运的选择就已经出现偏向性，并

揭示这一偏向性来自于一个内源逆转录病毒

相关的长非编码 RNA（LincGET）在 2-细胞期

卵裂球之间的表达不均等，促使具有更高

LincGET 表达量的子细胞选择内细胞团（inner 

cell mass, ICM）命运。该工作首次将第一次细

胞命运分化的选择推到了 2-细胞胚胎时期，为

探索早期胚胎的全能性调控以及第一次细胞

命运分化机理奠定重要基础。同时，该研究也

为研究早期胚胎中内源逆转录病毒序列和长

非编码 RNA 的功能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成果发表于《细胞》杂志（Cell，2018，

175：1887-1901）。 

8、小鼠早期胚胎全胚层时空转录组及三

胚层细胞谱系建立的分子图谱 

胚胎发育起始于早期胚胎的外、中、内三

个胚层，但这三个胚层的来源及其分子调控机

制一直不清楚。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

研究所景乃禾研究组与中国科学院-马普学会

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所韩敬东研究组及中国

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彭广敦研

究组合作，通过构建小鼠早期胚胎的高分辨率

时空转录组图谱，揭示了三胚层分化的细胞谱

系和多能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及其

调控网络；首次从分子层面揭示了内胚层

（Endoderm）谱系发生的新来源，提出了外胚

层（Ectoderm）和中胚层（Mesoderm）具有共

同前体的新观点，建立了早期胚胎三胚层细胞

谱系分化的新理论。这项工作是对经典发育生

物学层级谱系理论的重大修正和补充，将极大

推动早期胚胎发育和干细胞再生医学相关领

域的发展。 

该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Nature，2019，

572：528-532）。 

9、植物抗病小体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作物病虫害是我国和全球农业生产的重

大威胁。自从上世纪 90 年代植物抗病基因首

次被分离鉴定以来，抗病基因如何使得植物抗

病这一重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答。 

清华大学柴继杰研究团队、中国科学院遗

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周俭民研究团队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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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学王宏伟研究团队开展密切合作，解析了

抗病蛋白 ZAR1 多个状态复合物三维结构，阐

明了抗病蛋白在发现病原细菌信号后，如何从

静息状态迅速转变为激活状态的机制；在国际

上率先发现植物抗病小体这一蛋白质机器，首

次揭示了抗病蛋白作为一个分子开关，在细胞

膜上控制植物防卫系统的机制。研究成果获得

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是植物免疫领

域的里程碑事件，为设计广谱、持久的新型抗

病蛋白，发展绿色农业奠定了关键理论基础。 

该成果以两篇研究长文背靠背发表于《科

学》杂志（Science，2019a，364；Science，2019b，

364）。 

10、利用单细胞多组学技术解析人类胚胎

着床过程 

北京大学汤富酬研究组与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乔杰研究组合作，首次利用高精度单细胞

转录组和 DNA 甲基化组图谱重构了人类胚胎

着床过程，系统揭示了这一重要发育过程的核

心生物学特征和关键调控机制。该研究发现在

着床过程中胚胎的三个主要谱系（上胚层、原

始内胚层、滋养外胚层）均逐渐呈现出各自独

特的基因表达特征，提示胚胎在这一重大发育

事件中启动了母胎连接预备状态；发现在着床

过程中雌性胚胎启动并逐步呈现出父源或母

源 X 染色体随机失活趋势， 而不失活的那条

X 染色体基因表达剂量的加倍上调在雌性和

雄性胚胎细胞中均已经启动；发现三个主要细

胞谱系在着床前阶段具有相似的 DNA 甲基化

模式，而在着床过程中迅速获得了各自独特的

DNA 甲基化特征，表明 DNA 甲基化在维持特

定细胞谱系的发育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Nature，2019，

572：66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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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航兴业科贸有限公司产品简介 
 

 

我公司从事医用换能器的研制、生产已近 40 年，从配套二道仪、光电的多道仪、平衡记录仪，到配套多家国内

外的生物信号采集系统，与澳大利亚生产的生物信号采集系统配套 10 多年，其中压力、张力、心音、脉搏换能

器等已取得欧盟检测许可证，压力换能器、张力换能器已经在生产技术上、工艺上突破了技术难点，能做到机能

教学使用的免定标、易排气泡，不用排气泡，过载能力大，不易损坏，科研使用的稳定性好，测量范围广，分辨

率高等特点 

     
      
 
 

     
 
 
 

     
 
 
 

     
 
 
 
 
公司名称：北京新航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199 号摩码大厦 1018 室 
电话：（010）85988769     （010）85987769（传真）   13701369580 
邮编：100026 
网址：www.xinhangxingye.com 
邮箱：1370369580@163.com 

仪器之窗 

XH1000 型 
等长张力换能器 

JZ101 型 
张力换能器 

JZ100E 型 
张力换能器 

JZ100 型 
免定标张力换能器 

JZ101 型 
免定标张力换能器 

yp900 型 
免定标压力换能器 

XH100 型 
免定标血压传感器 

yp200 型 
免定标压力换能器

yp100 型 
免定标压力换能器

HX200 型 
呼吸流量换能器 

HX101 型 
呼吸换能器 

MP100 型 
夹子式脉搏换能器 

大鼠小鼠尾压阻断套 小鼠脉搏换能器
HX400 型 

人体呼吸换能器 

HX100 型 
呼吸换能器 

刺激、保护电极
XJ100 型 

心音换能器 
XH1000 型 

足底触痛换能器
大鼠脉搏换能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