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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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学家孟昭威教授 

徐光尧 汪萌芽 

 
孟昭威教授，

北京市人，祖籍山东

邹县。1913 年 2 月 1

日出生，1988 年 6

月 29 日病逝于安徽

合肥，享年 75 岁。 

孟昭威教授的

一生，是坎坷的一

生。他虽出生于官宦家庭，祖父为晚清秀才，

亦儒亦医，但 20 岁即成名的父亲，不幸英年

早逝，他 8 岁就父母双亡，孤单一身。后随继

母在外祖父家生活，外祖父朱启钤是袁世凯时

期的代理国务总理，家中富有，才得以学有所

成。孟昭威曾就读于南开中学、志成中学，1934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生物系，后留校任助教，并

成为 Phi Ta Phi 荣誉会员。1937 年，他完成了

“雨蛙头骨的发生及蜕变”的学位论文，通过

研究生论文答辩，获金钥匙奖及理学硕士学

位，并晋升为讲师。1939 年-1941 年，他在北

平协和医学院生理系进修，并参与教学工作。

1941 年底日军占领北平并强驻协和后，他转至

中国大学生物系任教授，讲授生理学课程。

1945 年-1954 年在北京医学院生理系任教期

间，曾任副教授、生理系代主任，并于 1945

年春（抗日战争末期）奔赴解放区（晋察冀边

区首府阜平），1948 年参与地下工作时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50 年-1954 年孟昭威兼任卫生部北京中

医进修学校第一副校长，主持工作。1954 年

-1958 年他参加了中医研究院及针灸研究所的

筹建工作。1958 年，孟昭威被错划为“右倾分

子”，调至安徽合肥医专任生理学教研室主任，

该校扩编成立安徽中医学院后，他一直在该校

任教。其间，曾任安徽中医学院经络研究所名

誉所长， “中医学社” 社长，中华全国中医

学会理事，全国针灸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生理

学会理事，安徽中医学会副会长，安徽针灸学

会副理事长，华东气功学会名誉理事，东方长

寿开发中心顾问，安徽省科协常委，华东气功

学会名誉理事，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客籍顾

问等职。他还是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十

四经循经感传、循经线路检测及经络机理、实

质研究”的负责人。 

孟昭威教授在他参与地下工作期间，曾为

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过重要贡献，1949 年开国大

典时，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参加国宴，这

是他一生中辉煌的一页。然而，自 1958 年以

后，我们国家政治运动不断，他也屡屡受累，

先后被戴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宣传活

命哲学的阶级异己分子”、“美国特务”、“右

倾分子” 等帽子不说，多年的研究心血被抄

家时毁于一旦，而且几乎家破人亡。十年动乱

生理学家 

孟昭威 

（1913 年 - 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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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更受“四人帮” 的严重摧残，被投入

监狱长达 8 年之久。值得欣慰的是，拨乱返正

以后，他终于得到平反昭雪。 

尽管命运如此，孟昭威教授对科学研究仍

然矢志不移，在几十年的艰难科研生涯中，从

事了神经－肌肉接头传递、乙酰胆碱（ACh）

研究、抗衰老研究及经络实质研究等。有关神

经－肌肉接头传递的研究，是孟昭威在协和医

学院进修时，参与冯德培教授课题研究的一部

分。他发现猫比目鱼肌在接受间接高频刺激

后，接头传递的变化可持续数分钟。在此期内，

肌肉对单一神经刺激所作的反应异常大，而由

高频刺激所引起的抑制（维金斯基抑制）则减

轻。他还观察到，肌肉可发生自动挛缩，这种

挛缩被箭毒抑制但为依色林增强。由于动脉内

注射 K+可引发类似变化，提示高频刺激所引

起的变化或由于神经末梢处释放 K+所致。他

还发现蛙之神经－肌肉接头传递现象可在鳖

肌上重复，但后者对 ACh 的敏感性较低，需

10 倍于蛙腓肠肌所需的 ACh 浓度才能引起鳖

肌挛缩。 

在协和医学院进修时，孟昭威还参与了张

锡钧教授从事的课题研究。他在蟾蜍肌肉观察

到去神经支配后的 ACh 敏感性增高现象，依色

林也具有增高肌肉对 ACh 敏感性的作用，均与

胆碱酯酶活性改变无关。通过进一步实验，他

发现醇类及类似物也可使蟾蜍腹直肌对 ACh

的敏感性升高，而且作用与这些物质的化学结

构有关，如 CH2基提高敏感性，OH 基具有拮

抗作用，故化合物中含 OH 基数愈多，则提高

敏感性作用愈弱。醇的一级异构体之间作用差

异较大，二级异构体的作用较一级的作用弱，

而三级异构体的作用最弱。醇若变成醚、醛或

酮，则提高肌肉敏感性作用增强，可能均因

OH 基的改变所致。由此他认为醇类的升高敏

感性作用与胆碱酯酶无关，可能是直接作用于

肌肉的结果。另外，他还在 ACh 研究中发现，

依实验条件不同而异，胆碱酯酶同时具有水解

和合成 ACh 的双重作用，如在体温条件时，胆

碱酯酶向合成 ACh 的方向进行，而用液氮超低

温破坏细胞完整性，合成作用就消失了。 

孟昭威对抗衰老的研究，基于他关于通过

养生来防病、延缓衰老是完全可能的观点，以

及幼年时从其祖父处习得气功用以保健的体

验。20 世纪 40 年代他就进行大豆磷脂、鸡胚

注射等进行抗衰老实验研究及临床观察，并取

得一定的成效。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他分别

撰写了《中医大辞典——养生学部分》、《中

医养生学概论》、《气功小史》、《老年人养

生保健》、《内家拳》等。完成的《诸病源候

论》异引法校释工作，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1982 年）。参编《中国百科全书》中的医学

史和养生学发展史，在老年大学教材中编写

《老年养生保健》、《中医养生知识》等章节。

他所创导的《气功经络自我保健按摩术》曾在

省电视台播放传授，并与北京、杭州、黄山等

地的有关部门协作进行抗衰老研究。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孟昭威就从北京名

老中医施今墨等处学习了许多中医知识，并萌

生开展经络实质研究的想法。1958 年调至合肥

医专任教后，就积极筹建专门研究组织，培养

骨干、购置仪器，成立经络研究小组、经络研

究室，并逐步发展成为经络研究所，参与研究

者曾达 70 余人，拥有大批较先进的生理、生

化、组织学研究仪器及电生理实验室，招收硕

士研究生。孟昭威在任经络研究所名誉所长

时，还亲自到几所医院进行临床观察，7 年间

发现一些“经络敏感人”，投标卫生部“七·五”

攻关课题“十四经循经路线检测、机制及实质”

的研究。他还不顾年迈，亲率由安徽、福建、

辽宁、陕西四省 28 人组成的课题研究协作组

至安徽蒙城，应用手指按压穴位刺激，受试者

主观报道“得气” 情况及针感的感传路线，3

年间共普查了 2 万人，查出经络敏感人 100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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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对这 100 人进行 7000 次的测定，描出新

的十四经感传路线图，与古经络图相比头面部

变异较大，对指导临床实践及经络实质的研究

具有显著意义，甚至在日本被誉为“昭和经络

图” （中医临床 1984；5：70）。此项成果通

过鉴定后，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乙等奖，安徽省

科技成果三等奖。 

此外，孟昭威在经络实质研究中，还提出

了“先有经后有穴” 的观点，从而修正了“先

有穴后有经”的传统看法。他还认为经络学说

形成于东汉。他结合自己的生理学知识，通过

研究提出了“第三平衡论”。即认为人体依据

功能不同而存在四个平衡系统，根据传导（感

传）的快慢依次分为：第一平衡系统的传导速

度为 100m/s，其作用是调整人体的姿势和平

衡，如躯体运动神经系统；第二平衡系统为自

主性神经系统，传导速度为 1m/s，其作用是调

整内脏器官间的平衡；经络系统为第三平衡系

统，感传速度约为 0.1m/s，其作用是调整体表

－内脏间的平衡；第四平衡系统即内分泌系

统，传导速度以分计，对全身功能进行缓慢持

久的调节。这四个系统互相协调、制约，共同

调节着人体的功能、全身的总平衡。1983 年，

孟昭威以“用经络解释人体第三平衡系统与新

的十四经络图” 的题目参加在意大利首都罗

马召开的“国际天然医学” 大会，荣获金牌

奖。这是解放 30 多年来，我国天然医学研究

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孟昭威还在经络研究中提出“整体区域全

息论” 的观点。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

经络内属脏腑，外络肢节，首尾相连，网络全

身，故体表局部可以影响全身活动的信息作

用。就是说经络系统，这个第三平衡系统，是

整体区域全息系统。第三平衡是它的分类，区

域全息是它的作用”。他曾将这一论点，分别

在“1978 年全国生理学年会”、“1984 年第

二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讨论会” 以及“1987

年世界针灸学会联合成立暨第一届世界针灸

学术大会”上作了介绍，引起了代表们的极大

兴趣。日本学者北出利胜和兵头正义对之评价

很高，他们认为“它发展了古代生理学，丰富

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内容，填补了现代生理学中

人体平衡系统及体表－内脏、局部－整体间联

系的一项空白”。 

孟昭威参与撰写的有关经络方面的专著

有：中医高校教材《经络学》（上海科技出版

社，1984）、《针灸研究进展》（人民卫生出

版社，1979）等。 

孟昭威教授作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生理

学家，不仅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更在

历经坎坷，身处逆境之时，仍对党的信念不动

摇，对祖国的热爱不减退，对经络实质的研究

不放弃。即使在监狱中，没有纸笔，他仍用手

指在墙上划线研究，被看守发现后用石灰浆涂

抹，他就用脑子默记，并偷着用火柴头蘸龙胆

紫，在烟盒纸上或报纸四边空白处作思考笔

记，在 8 年间，竟回忆整理出几十万字的经络

研究笔记，并撰写了几万字的研究计划。尽管

他打算在安徽蒙城建立经络敏感人的长期观

察站，并使之发展成为世界经络敏感人研究中

心的夙愿，因病逝而壮志未酬，但他对科学的

执著追求、在逆境中矢志不渝的精神，将永远

激励着一代代青年生理学家，为我国生理学事

业的发展而奋斗。 

 

Professor Zhao-Wei Meng (C. W. Meng), 

born on Feb. 1, 1913, and passed away on June 

29, 1988 in Hefei, Anhui Province, China. He 

graduated from faculty of biology in Yanjing 

University in 1934, and then became a teaching 

assistant in the same faculty. In 1937, he was 

awarded a Prize of Gold Key and Master Degree 

of Science, and also promoted as a lecturer. 

During 1939 and 1941, he finished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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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ological training in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nd 

specialized as a physiologist by taking part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physiology. At the end 

of 1941, he was appointed as a professor in 

department of biology in Chinese University and 

taught courses of physiology. During 1945 and 

1954, he started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career 

on physiology in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Beijing Medical College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and even had been 

appointed as an acting chairman of the 

department. He jointly worked as the first 

vice-president (no president) in Beijing Training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50-1954), and became one of the 

organizers to set up the China Academ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sent: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1954-1958). Since 1958, he had been worked as 

a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 in Hefei 

Medical School in Anhui Province, and then as a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in the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f. Meng has 

made several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hysiological science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tetanization on 

neuromuscular transmission, the sensitization of 

the muscle to acetylcholine, effects of exercise 

and sports against aging, and the research of 

primary and collateral channels (Jingluo).

 

 

 

 

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 

 

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前身为武汉冶金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它创建于 1958 年，1995 年

并入武汉科技大学，1996 年临床医学本科专业

开始招生。武汉科技大学将本学科作为优先发

展的重点学科，2003 年获批生理学硕士学位授

权点，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0 年获批生物

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校在学科建设

和课程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科研平

台、教学设备、教学环境、实验室面貌焕然一

新，教学质量得到明显提高。1997 年学校生理

学课程被评为湖北省优质课程。2006 年，学校

整体迁入黄家湖新校区，生理学科进入了快速

发展阶段，生理学教研室坚持以学科建设为龙

头，以科研促教学。实现了教学、科研双跨越。 

生理学科在编教师总数 10 人。教授 3 人，

其中，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 人，

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1 人，副教授 3 人，

讲师 3 人，高级实验师 1 人。40 岁以下的教师

均具有博士学位。教师队伍中，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3 人，所属一级学科和二级学

科均有不同，专业方向包括：生理学、生物物

理、免疫学、人体解剖学、中西医结合等。“楚

天学者”、特聘教授张同存博士专业方向为生

物物理学。 

生理学科通过近几年跨越式的发展，科研

条件、教师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整体水平上了一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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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台阶。近几年，以第一申请人资格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际合作项目、湖北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重大项目和

重点项目、湖北省卫生厅资助项目以及与其他

单位合作项目 20 多项，科研经费 400 多万元。

目前，拥有心脏电生理、神经电生理、心血管

调节的分子机制、学习记忆的分子机制等 6 个

研究方向。5 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6 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 3 项、湖北

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2 项，美国 CV Therapeutics 

Inc. 资助的国际合作项目共 3 项。积累了丰硕

的科研成果，发表论文 50 多篇。SCI 收录论

文 50 余篇。承担省级教学改革项目和武汉科

技大学教学改革项目 10 余项。2018 年获湖北

省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一项，武汉科技大学教

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1 项，2019 年获湖北省优秀

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三等奖 1 项。2006 年生理学

课程被评为湖北省精品课程。实现了生理学课

程建设与教学科研团队建设相互促进。在课程

建设过程中，培养了一支优秀的教学、科研团

队。团队中有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湖北省优秀教师、宝钢教育奖优秀教师奖、

湖北省青年教师教学竞赛二等奖、武汉科技大

学教学新秀等。学术研究成果越来越受关注。

形成了课程建设与团队建设的相互促进的良

性循环机制。有效地解决了人才培养依赖于国

内外名校，人才来源依赖于引进的情况。改变

了教学、科研脱节的状态，同时也改变了重科

研、轻教学的现象。优秀的教学科研团队保证

了课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教研室创建了精品

课程网站，为学生打造全新的学习平台。课程

网站图、文、声、像等教学资源丰富，拓展了

学生视野和学习时空，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

习惯。通过创建网站互动平台，如 BBS 论坛、

QQ 在线辅导答疑、E-mail 等，体现了课程建

设的时代特色。主要解决的问题：可使师生随

时保持密切的联系与互动，解决了学生单一依

赖课堂教学传统的学习模式。 

附：团队主要带头人简介 

马季骅，男，1954 年出生，教授，博士

生导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马季骅，男，1954 年出生，二级教授，博

士生导师，生理学硕士点专家组组长。1976

年起在高校从事基础医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43

年，1994 年被授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

专家称号。湖北省生物物理学会副理事长，担

任 European Biophysics Journal (SCI 源期刊)、

Clin Exp Pharmacol Physiol( SCI 源 期 刊 ) 、

Acta Pharmacologica Sinica ( SCI 源期刊)和生

物物理学报特邀审稿人。 

目前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运用电生理和生

化技术方法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研

究各种药物，理化和生物因素引起的心律失常

或心肌细胞损伤机理，并用药物进行干预，以

期探讨心脏疾患的发生机制和用药对策。主持

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资助 11 项，其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 项，国际合作项目 5

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相关研究领域发

表论文 60 余篇，其中被 SCI 收录 32 篇。获得

省部级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三等奖各 1 项，

湖北省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特等奖 1 项。 

周艳玲，女，1972 年出生，博士，副教授。 

周艳玲教授现任生理教研室主任。长期从

事生理学、麻醉生理学及神经生物学的理论及

实验教学工作。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

省校级课题的研究，研究方向主要为学习和记

忆的神经生物学。 

曹珍珍，女，1991 年出生，博士 

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生理系讲师，2018

年于武汉科技大学生物医药工程专业获得博

士学位，2018 年至 2019 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

学奥尔巴尼分校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目前的

研究工作主要是运用电生理和生化技术方法

从整体，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研究各种药物

引起的心律失常，并用药物进行干预，以期探

讨心脏疾患的用药对策。近五年参与国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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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两项，参与湖北省科学基金一项以及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项目一项，并以第一作

者或并列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4 篇，获得湖

北省自然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1 项，并申请发明

专利 1 项。 

   
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合影         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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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纤维化调控机理及干预靶点 

梁海海 

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黑龙江 150081 

一、作者介绍 

梁海海，哈尔滨医科大

学药理学教研室教授。主要

致力于非编码 RNA 在器官

纤维化中的分子机理及干

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黑龙江省自然科

学基金等科研课题 12 项；以第一作者及通讯

作者（含并列）在 Autophagy、Molecular cancer、

Theranostics、Cell Death & Differentiation 等著

名杂志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0 篇。 

二、工作介绍 

器官纤维化在人体各主要系统疾病的病

理进程中均发挥重要作用，其可破坏器官结构

和功能，最终导致器官衰竭，是多种疾病致残、

致死的主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全球范围内

有近半疾病死亡与器官纤维化有关，严重危害

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然而，器官纤维化的调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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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机理尚不十分明确，缺乏有效治疗药物及防

治手段。申请人围绕器官纤维化发病机制、药

物靶点及防治策略进行研究： 

1、首次揭示 lncRNA PFAR、PFL 等非编

码 RNA（ncNRA）是调控器官纤维化的关键

分子和潜在治疗靶点，明确 ncRNA 调节器官

纤维化的作用及治疗潜力。创新性的提出

miRNA-miRNA 调控新概念，为解析器官纤维

化的关键调控分子和寻找药物靶点开创了新

的研究方式和策略。 

2、率先阐明 Hippo 通路在肺纤维化中的

功能及其表观遗传学调控机理，提出以 Hippo

通路为靶点进行抗纤维化研究的新理念，并评

价了靶向 Hippo 通路药物的抗肺纤维化作用，

拓展了我们对肺纤维化病理机制的认识，为肺

纤维化的防治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有助于促进

新型抗纤维化药物的研发。 

3、探索上皮间质转化（EMT）的关键调

控分子及其对 EMT 及相关疾病的抑制作用，

首次构建了 EMT 相关调控网络研究平台

(http://www.medsysbio.org/EMTRegulome)，为

伴 EMT 相关纤维化疾病及恶性肿瘤的防治及

预后提供新的诊疗策略及药物靶点。 

相关研究成果已在Autophagy，Cell Death 

Differ，Mole Ther 等杂志发表第一/通讯作者

SCI 研究论文 30 篇；获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

中国药理学会施维雅奖及省科技成果奖等，

并获国家发明专利 1 项。相关成果得到国内

外专家的高度评价，Leisegang MS 教授发表

评论，认为我们的工作“为心肌纤维化的诊

断和治疗提供了新方向”（Theranostics. 2018; 

8(4): 874-877），Li Na 教授发表评论，认为

我们的工作“为心衰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新

策略”（Int J Cardiol. 2018. 272:306-307）。

该系列研究不仅为深入阐明器官纤维化的病

理机制提供科学依据，而且为抗纤维化药物

研发提供了潜在的作用靶点，对器官纤维化

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三、个人获奖文章 

1.Chen Yingzhun., Zhao Xiaoguang., Sun 

Jian., Su Wei., Zhang Lu., Li Yingnan., Liu 

Yingqi., Zhang Lijia., Lu Yanjie., Shan Hongli., 

Liang Haihai. YAP1/Twist promotes fibroblast 

activation and lung fibrosis that conferred by 

miR-15a loss in IPF. Cell Death Differ, Impact 

factor:10.717,2019 Sep;26(9):1832-1844. 

2.Liang Haihai., Su Xiaomin., Wu Qiuxia., 

Shan Huitong., Lv Lifang., Yu Tong., Zhao 

Xiaoguang., Sun Jian., Yang Rui., Zhang Lu., 

Yan He., Zhou Yuhong., Li Xuelian., Du 

Zhimin., Shan Hongli.(2020). 2810403D21Rik 

/MirfLncRNA promotes ischemic myocardial 

injury by regulating autophagy through targeting . 

Autophagy,Impact factor:9.77,2020 Jun;16(6): 

1077-1091. 

3.Liang Haihai., Yu Tong., Han Yue., Jiang 

Hua., Wang Chengyu., You Tianyi., Zhao 

Xiaoguang., Shan Huitong., Yang Rui., Yang 

Lida., Shan Hongli., Gu Yunyan. LncRNA 

PTAR promotes EMT and invasion-metastasis in 

serous ovarian cancer by competitively binding 

miR-101-3p to regulate ZEB1 expression. Mol 

Cancer, Impact factor:15.302,2018 Aug 11;17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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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理学会关于推广使用《生理学名词》第二版的通知 
 

各位中国生理学会会员： 

在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指导下，中

国生理学会于 2014 年 8 月成立了“第二届生

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并启动第二次生理学

名词审定工作。在全体委员的努力下，历经 6

年的时间完成了此次生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

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于 2020 年 9 月公布

了经我学会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

定的生理学名词《生理学名词》（第二版，科

学出版社，2020 年 9 月）。 

国家有关政策规定，由全国科技名词审定

委员会公布的科技名词为统一的规范化科技

名词，各学界和公众媒体应加以推广和使用。

因此，我们要求我会会员今后在教学和科研工

作中、撰写论著和教材时以及在学术会议中使

用《生理学名词》(第二版)公布的生理学名词

或术语。我学会的官方刊物《生理学报》、《中

国应用生理学杂志》和《生理科学进展》将以

《生理学名词》(第二版)为依据进行编辑和出

版工作。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 10 月 20 日

 

附件： 

1．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名单 

顾   问： 杨雄里 陈宜张 韩济生    

主   任： 姚  泰 王建军(执行主任)    

副主任： 朱大年(执行副主任) 王  韵 王  宪 范  明 王晓民 

委   员（以姓名笔画为序）：     

马  兰 王  宪 王  韵 王卫国 王中峰 王世强 王建军 

王晓民 王瑞元 朱  辉 朱大年 朱进霞 朱玲玲 朱景宁 

刘慧荣 祁金顺 许文燮 吴国强 吴博威 谷瑞民 沈霖霖 

张  翼 陆利民 陈  军 陈  蕾 陈国强 范  明 林龙年 

罗自强 岳利民 周嘉伟 郑  煜 赵  华 姚  泰 倪  鑫 

徐天乐 翁旭初 唐朝枢 黄志力 曹  宇 曹济民 彭聿平 

蒋春雷 舒友生 曾晓荣     

秘  书： 朱景宁(兼) 文允镒     

  

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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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理学名词》（第二版）简介 

《生理学名词》（第二版）共收录经全国

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届生

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全国科技名词审定

委员会公布的生理学名词或术语 3016 条。本

书以正文、英汉索引和汉英索引为序编排；内

容包括：总论，细胞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血

液生理学，心血管生理学，呼吸生理学，胃肠

生理学，肾脏生理学，能量代谢和体温，内分

泌生理学，生殖生理学，特殊环境、比较、应

用和运动生理学 12 个部分。另外，本书对 1990

年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理学名

词》（第一版，科学出版社，1990）中部分词

条做了修订，与第一版收录的 1670 条名词或

术语相比，增加了 1346 条。 

本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各地新华书店经

。全国科技名词审定委员会“术语在线”网站

(https://www.termonline.cn/index)已将本书收

录的所有词条录入，可在线查询。 

3．《生理学名词》第二版前言 

科技名词因科学技术的产生而产生，并随

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由于科技名词在人类

的科技和教育活动中以及信息交流中广为使

用，推广和使用统一的和规范化的科技名词不

仅是一个学 术问题，而且对于传承光大中华

文化、维护汉语言健康和科学知识普及具有重

大的意义。继 1990 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

委员会（现称“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

会”，简称“全国科技名词委”）公布经中国生

理学会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生理学

名词》（1990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后，中国生

理学会在全国科技名词委的指导下，于 2014

年 8 月成立了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并启动了第二次生理学名词的审定工作。此次

审定工作除收录了一些新出现的生理学名词

或术语外，也对第一版《生理学名词》公布的

名词或术语进行了修订。本版《生理学名词》

共收录名词或术语 3016 条，与第一版收录的

1670 条相比，增加了 1346 条。 

名词审定是一项科学性和专业性很强的

学术工作，并不简单容易。在此次名词审定工

作中，我们遇到过种种问题和困难；而在探索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共识，成为指导此次

名词审定的准则。我们认为，知晓这些共识将

有助于广大读者较好地使用本版《生理学名

词》。因此，我们将这些 共识总结如下，并

奉献给广大读者。 

一、对新名词或新术语，必须是比较稳定

和被学界广泛使用的才加以收录，且定名须忠

实于英文原词和生理学含义。例如，将

transcytosis、ghrelin 和 cotransporter 分别定名

为“穿胞作用”、“促生长激素释放素”和“共转运

体”。有一些新名词或新术语虽已稳定且被学

界广泛使用，但由于它们的英文原词为缩写，

展开后英文单词较多，中译名因而较长，不便

使用，于是就不收录，例如 SNAP、SNAP-25、

v-SNARE、t-SNARE、NMDA、AMPA 等。 

二、对第一版收录的词条进行逐条审查，

不恰当的定名予以修订。例如，由于 natriuretic 

peptide 的作用是使尿钠排出增多，故将其原定

名“钠尿肽”修订为“利尿钠肽”，与此相关的其

他词条也作相应的修订，如将“心房钠尿肽”修

订为“心房利尿钠肽”；将 generator potential 的

原定名“启动电位”修订为“发生器电位”。另外，

将 antagonist、receptor antagonist 和 antagonist 

muscle 分别修订为“对抗剂”、“受体对抗剂”和

“对抗肌”，同时保留“拮抗剂”、“受体拮抗剂”

和“拮 抗肌”为又称。 

三、对中译名的汉字使用应予以规范。

例如，按照 1988 年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

表》恢复使用“黏”字的规定，将 cell adhesion 

molecule 定名为“细胞黏合分子”，而非“细胞

粘合分子”。对 excitation-contraction coupling

词条，我们坚持正确的定名“兴奋 -收缩耦

联”，而非“兴奋-收缩偶联”。类似地，将 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 定名为“G 蛋白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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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体”。 

四、对以后缀-in 结尾的词条，除已约定

俗成的中译名外，一般译为“某某素”。例如，

leptin 的化学本质虽为蛋白质，但根据其英文

名构词的 leptos（希腊语，意为“瘦”“苗条”）

和后缀-in（素），将其定名为“瘦素”，而非“瘦

蛋白”。类似地，将 orexin 定名为“促食欲素”，

而非“食欲肽”。myosin、actin、tropomyosin 和

troponin 这些蛋白质的中译名“肌球蛋白”、“肌

动蛋白”、“原肌球蛋白”和“肌钙蛋白”因已被使

用很久，根据约定俗成之原则未予修改。 

五、对一些难以用化学名或词义定名的词

条，采用音译。例如，将 apelin、salusin和 pendrin

分别定名为“艾帕素”、“萨芦素”和“彭德莱素”。 

六、对一些中译名不妥或被学界弃用的词

条，以“曾称”的形式加以废除。例如，将

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 定名为“瞬时受体电

位”，并废除“瞬时感受器电位”之译名。类似

地将 erythrocyte 和 red blood cell 定名为“红细

胞”，废除曾称“红血球”。 

七、对有两种不同含义的英文词，以分列

为两个词条的办法来处理。例如，pulmonary 

ventilation 中的 ventilation 具有“通气”和“通气

量”两种意思，但“通气”和“通气量”不能互为又

称，故将 pulmonary ventilation 列为两个词条，

分别定名为“肺通气”和“肺通气量”。 

八、以外国人名命名的词条根据“名从主

人”原则以官方译名定名。例如，将 Heidenhain 

pouch 定名为“海登海因小胃”，废除“海登汉小

胃”之曾称。对以日本人名命名的词条直接使

用汉字定名。例如：Wada test 定名为“和田测

试”。 

按全国科技名词委的要求，本版收录的词

条应按其词义归类，即归入生理学不同分支领

域（本版《生理学名词》共分 12 个分支领域，

见目录）。但是，由于生理学知识结构的特点，

许多词条在不同分支领域的相互重叠十分普

遍，要将某一词条准确地归入某一特定的分支

领域是不太可能的。因此，读者在使用本书的

时候，通过英文或中文索引来检索词条不失为

一种简捷方法。 

此次审定工作得到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支

持，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我们期待本版《生

理学名词》 不仅有助于生理学名词术语的统

一和规范化使用，也有助于推动我国生理学事

业的发展。 

第二届生理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2020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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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生理学会第四届全国高校生理学教学高峰论坛暨第四届 

“泰盟杯”全国高校人体生理学微课大赛颁奖仪式 

会议通知 
 

一、背景介绍 

为推动我国各类、各级院校的“生理学”

课程建设、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的创新发展，

总结和推广线上教学的经验，打造生理学“金

课”，提升生理学教学水平，中国生理学会将

于 2020 年 10 月 23-25 日召开“2020 年中国生

理学会第四届全国高校生理学教学高峰论

坛”。研讨会拟邀请生理学界知名学者就生理

学教学创新改革的热点问题作大会专题报告；

并对中国生理学学会举办的2020年第四届“泰

盟杯”全国高校人体生理学微课教学大赛的获

奖作品进行赏析点评，同期举行现场颁奖仪

式。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协办单位：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 

三、时间地点 

时间：2020 年 10 月 23 日-25 日（10 月 23

日报到，24-25 日会议）。 

地点：成都市祥宇宾馆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新南路 103 号

（地铁磨子桥站 A 出口旁） 

四、会议主题  

1.生理学教学专题讲座及研讨； 

2.2020 年中国生理学会第四届“泰盟杯”

全国高校人体生理学微课教学大赛作品赏析

及颁奖仪式。 

五、报名方式 

1.填写附件回执并发送至指定邮箱 

2.会议注册费：请见下列表格（将用于会

议所需各项会务费用、为参会者提供的会议资

料和会议期间用餐等项支出）。 

注册费的收取标准：会议对提前注册的中

国生理学会会员（交纳了第 25 届（2019 年

-2022 年）会员会费者）和非会员参会者实行

注册费优惠，现场注册收取全额注册费。 

 
2020 年 10 月 15 日前 

注册并缴纳注册费者 

2020 年 10 月 16 日 

以后至会议报到现场注册并缴纳注册费者 

普通会员 800 元 900 元 

非会员 900 元 1000 元 

（1）将会议注册费汇入中国生理学会账

号 

开户名称：中国生理学会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开户账号：0200004109014480653 

（2）可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支付会议费

用。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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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款时请注明：姓名+教学会议。为了确

定交费人，转帐后将（姓名+金额+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缴费截图）（信息需准确无误）

一并发至 yangjingxiu@caps-china.org.cn。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 9 月 25 日 

 

第八届全国呼吸系统重大疾病转化医学学术论坛 

第一轮通知 
 

为进一步推动呼吸系统疾病的基础与临床

研究，中国生理学会呼吸生理专业委员会将于

2020 年 11 月 6-8 日在重庆市召开“第八届全国

呼吸系统重大疾病转化医学学术论坛”。本次会

议旨在将基础研究的最新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

为临床医学实践，并推动相关研究单位间的交流

合作，逐步建立呼吸系统转化医学平台与培养呼

吸系统重大疾病转化医学人才；同时为呼吸领域

科学工作者、研究机构搭建学术、技术自由交流

平台。届时将有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参加大

会，大会将特邀院士及国内外从事基础与临床呼

吸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做主旨演讲。会议包括特

邀大会报告、专题研讨和青年学者报告等不同形

式。会议期间将召开中国生理学会呼吸生理专业

委员会委员会议。 

热烈地欢迎各位专家同仁带领团队积极

参加，我们不仅努力为各位专家、学者搭建一

流的交流与合作平台，同时也让青年学者获得

国内外呼吸领域最新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趋

势的最前沿科技资讯，共同为推动国内外呼吸

系统疾病研究领域的发展做出贡献。 

一、会议主要议题 

本次大会将围绕呼吸系统疾病的重大问

题开展基础与转化医学学术交流。 

1、肺与气道发育异常与疾病 

2、肺损伤、修复与重构，肺间质代谢与

纤维化 

3、呼吸系统感染、气道炎症、免疫功能

失衡、气道高反应与哮喘 

4、肺循环与肺血管疾病 

5、慢性阻塞性肺病 

6、呼吸调控异常与疾病，睡眠呼吸障碍 

7、肺栓塞，肺癌，肺再生医学 

8、儿童呼吸系统疾病 

二、大会组委会成员 

大会名誉主席：罗自强、秦晓群 

大会主席：胡清华 

大会共同主席：刘金保、林默君、向阳、

文富强、符州 

大会执行主席：刘恩梅、李秋 

秘书长：罗征秀、朱莉萍 

秘书组：邓昱、任洛、陈诗懿 

三、会议信息 

1、会议地点：重庆希尔顿酒店（重庆市

渝中区中山三路 139 号） 

2、会议日程： 

2020 年 11 月 6 日全天报到 

2020年 11月 7日全天特邀报告和专题报告 

2020 年 11 月 8 日上午：特邀报告和专题

报告 

下午：青年论文报告；结束离场 

3、参会人员可获得由国家卫健委继续教

育办公室发放的继续教育学分（6 分）。 

4、会议注册费标准： 

代表类别 
2020 年 10 月 10 日（含）前 

注册、缴费 

2020 年 10 月 10 日后及 

报到现场注册、缴费 

学会会员 900 元 1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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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医师 1000 元 1200 元 

学生会员 600 元 800 元 

学生非会员 700 元 900 元 

备注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不能退费，但可换人参会 

大会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5、会议注册费交费方式 

（1）请将会议注册费汇入中国生理学会

账号。 

开户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4109014480653 

（2）可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支付会议

费用。 

 
汇款时请注明：姓名+呼吸会议。为了确

定交费人，转帐时请注明参会人，并将汇款凭

证发至 workshop151018@sina.com。 

（3）学生缴费后请将学生证扫描件连同

汇 款 单 凭 证 扫 描 件 一 并 发 至

workshop151018@sina.com 

6、住宿费用及标准：重庆希尔顿酒店协

议价 450 元/每晚/房间（含早餐，标间或单间

同价） 

四、会议主办、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承办单位：重庆市妇幼卫生学会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国家卫健委呼吸系疾病重点实验室 

五、会议征文 

1、会议鼓励参会代表积极向本次会议投

稿。凡符合上述研讨会主题的论文摘要均可投

稿，摘要审稿接受后拟刊登会议摘要论文集，

文责自负。 

2、大会将组织青年优秀论文报告，1980

年 11 月 6 日后出生均可参加。参赛者需本人

在会议上报告论文，否则按自动弃权处理。在

会议网站上投稿时注明是否愿意参加青年优

秀论文报告。 

3、应征论文摘要用中文或英文撰写均可。

摘要格式两部分： 

第一部分：题目、全部作者（参加会议者

名字加下划线）、作者单位、所在城市、邮政

编码、E-mail（第一作者），手机（号码不刊

登，仅用于必要的联系）。第二部分：正文包

括目的（AIM）、方法（METHODS）、结果

（RESULTS）、结论（CONCLUSION），需

要时可注明基金与通讯作者（姓名和 E-mail）。

请按照以下要求进行编辑：题目（三号字体，

宋体，加粗，居中），作者（四号字体，宋体，

居中），作者单位（××大学××科室）和邮

政编码（四号字体，宋体，居中），正文（小

四号字体，宋体，行间距 1.5 倍）。英文字符

采用 Times New Roman。正文部分字数限定

为 400-600 字，青年优秀论文报告摘要字数为

600-800 字。 

4、投稿方式：上传至会议网站中（网站

将在第二轮通知中发布）。 

5、大会特邀报告由大会组委会邀请、推

荐，专题报告、青年优秀论文报告在本人自愿

的基础上从摘要中由大会组委会挑选。 

6、论文摘要投稿截止时间：2020 年 10

月 10 日 24:00。 

六、会议报名回执 

1、请参会代表务必于 2020 年 10 月 10 日

前 将 回 执 电 子 版 发 至 ： workshop1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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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com 

2、会务组联系人：邓昱 15320467856；陈

诗懿 13628390098 

3 、 会 务 组 邮 箱 ： workshop151018 

@sina.com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年 9 月 10 日 

 

 

中国生理学会中医药与脑稳态调控专业委员会 

2020 学术年会暨第三届中医脑科学大会通知（第一轮） 
 

经研究定于 2020 年 11 月 21～23 日线上

举办中国生理学会中医药与脑稳态调控专业

委员会 2020 学术年会暨第三届中医脑科学大

会。此次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中医药与脑稳态

调控专业委员会主办，暨南大学中医学院承

办，主题为“后新冠时代的脑病中医药防治研

究”。会议将包括特邀讲座、专题研讨会、简

短报告、壁报及优秀青年论文口头报告等。现

征集会议的如下相关申请，所有材料截止日期

为 2020 年 10 月 30 日： 

1.组织专题研讨会申请 会员或者非会员

都可申请组织专题研讨会，每个讲者 20-30 分

钟，不超过 5 人。研讨会应主题鲜明，申请人

应简单介绍每个成员报告题目内容，说明报告

之间的联系以及整个研讨会的背景，意义等，

包含各报告人的单位及联系信息等，将根据研

讨会内容的新颖性，影响力，讲者的代表性等

进行遴选，申请书不超过一页。以“姓名+2020

研讨会”为题发送至 cmbabdc@163.com。 

2.个人简短报告或壁报申请 申请者需要

提交报告摘要，涉及各类神经精神疾病的机制

与相关中医药防治基础、临床、开发研究进展

等方面。摘要字数限中文 500 字，格式见附件，

以“作者+2020 口头（或壁报）报告”为题发

送至：cmbabdc@163.com。组委会将进行遴选，

结果通知申请者。  

3.优秀青年论文报告申请  申请者为研究

生、博士后或工作五年以内的青年教师或研究

人员，需为会员。申请时请提交（1）论文摘

要，要求同上；（2）一页范围内的申请函，

包括个人教育背景和研究兴趣，阐述所做的研

究背景内容与意义等。根据申请材料进行初

评，初评优胜者参加口头报告评比环节。上述

材料以“作者+2020 青年论文报告”为题发送

至：cmbabdc@163.com。 

会议费用：免收注册费 

会议注册：线上注册，另行通知 

会议联系人： 

成绍武：702058195@qq.com 

王子颖：wangziying.12@163.com   

 

 

中国生理学会中医药与脑稳态调控专业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9 日 

 

2020 年会附件 

征文中文摘要模板 

文题（黑体三号字） 
李 xx1, 2，王  X1*，欧阳 X2*（宋体五号字）（*表示通讯作者，下划线表示汇报人） 

（1. xx 大学基础医学院，长沙 湖南 410208； 

2. xx 医院，长沙 湖南 410208, email:xxx）（宋体五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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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要字数为 500 字以内。（写明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即研究工作的主要

对象和范围、采用的手段和方法以及得出的结果和重要结论）（宋体小四号字，单倍行距） 

关键词：不超过 5 个（宋体小四号字，单倍行距） 

 

课题来源：xx 自然科学基金（KS85002） 

报告类型：口头   壁报（用下划线表示选择，可以同时选，或只选壁报） 

 

中国生理学会干细胞生理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会议通知 
 

尊敬的专家学者： 

由中国生理学会主办、宁波大学和宁波市康

宁医院承办的“中国生理学会干细胞生理专业委

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将于 2020 年 11 月 27-29

日在宁波召开。本届年会聚焦于神经干细胞与神

经科学其他各分支领域间的交叉合作，旨在推动

多学科、多领域科研人员间的学术交流与思想碰

撞，分享研究经验，拓展团队合作，推进神经干

细胞领域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融合发展。年会将邀

请领域内著名专家学者做会议报告，交流近年来

国内外干细胞、神经发育、神经与精神疾病等方

向的最新科研进展，共同推进干细胞生理和神经

科学的发展。参会 PI 近 60 人。欢迎相关领域老

师和学生积极参会。 

一、主办单位：中国生理学会干细胞生理

专业委员会  

承办单位：宁波大学，宁波市康宁医院 

二、学术委员会（按拼音序）：柴人杰，

高绍荣，高天明，焦建伟，李晓明，罗振革，

裴端卿，孙金鹏，唐北沙，许华曦，许琪，薛

天，王韵，武胜昔，张晨，张云武，张灼华，

郑加麟，郑平 

组织委员会（按拼音序）：边国林，柴人

杰，焦建伟，侯春雷，潘秉兴，王闯，徐志刚，

杨巍，禹海航，张勇，周东升  

三、会议日程：2020 年 11 月 27-29 日，

27 日全天报到，28 日全天会议，29 日上午专

委会讨论，29 日下午离会。 

四、会议主题：干细胞生理与神经、精神

疾病机理 

五、会议地点：宁波市富邦大酒店 

六、注册缴费： 

 11 月 15 日前注册缴费 11 月 16 日-现场注册缴费 

会员 1000 元 1200 元 

非会员 1200 元 1400 元 

学生会员 600 元 800 元 

学生非会员 800 元 1000 元 

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者，不

予退款，可以换人参会。大会统一安排食宿，

费用自理。 

会议注册费交费方式： 

（1）请将会议注册费汇入中国生理学会

账号。 

开户单位：中国生理学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银行帐号：0200004109014480653 

（2）可通过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支付会

议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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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费时请注明：姓名+干细胞会议。缴费

成功后，请将姓名+单位+纳税识别号+金额+

汇款凭证等准确信息发给学会办公室杨敬修

yangjingxiu@caps-china.org.cn 

六、会务信息：会议期间用餐由会务组统

一安排，住宿酒店为宁波市富邦大酒店（360

元／晚），含早餐。 

七、会议联系人：  

姚  琴，15058448197    

刘晓丽，18268694753 

Email：knkjk@sina.cn 

 

中国生理学会干细胞生理专业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2020 年中国生理学会第四届全国高校生理学教学高峰论坛暨第四届

‘泰盟杯’全国高校人体生理学微课大赛颁奖仪式”会议纪要 

（2020.10.23-10.25，中国成都） 

韩  仰，冯丹丹 

中南大学基础医学院，长沙 410013 

 

2020 年 10 月 23-25 日，中国生理学会第

四届全国高校生理学教学高峰论坛暨第四届

‘泰盟杯’全国高校人体生理学微课大赛颁奖

仪式在天府蓉城（四川省成都市）成功召开并

圆满落下帷幕。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本次会

议仍然吸引了全国各大高校的108名生理学教

育工作者参加，盛况空前依旧。 

会议开幕式由来自四川大学的中国生理

学会常务理事岳利民教授主持，对来自全国的

专家学者及青年教师致以热烈的欢迎。中国生

理学会副理事长兼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罗自

强教授致开幕辞。罗自强教授指出，“全国高

校生理学教学高峰论坛”与传统的教学交流不

同，采用围绕一个主题，在大会特邀中心发言

的基础上，围绕每个主题进行 20 分钟的充分

交流。此次会议的举办，重点研讨课程思政、

金课建设等多个主题，总结和推广线上教学经

验，打造“生理学”金课，积极推进高校生理

学教学水平的提升。 

简短的开幕式后即开始了本次论坛拟定

的五大主题： 

主题 1.“生理学教学中如何开展课程思

政” 分别邀请中南大学罗自强教授和北京中

医药大学郭健教授进行了中心发言。罗自强教

授以“医学课程思政的认识误区与思考”为题，

详细解读了“课程思政”的内涵，指出目前在

医学课程思政实践中存在的几类认识误区，并

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郭

健教授则以“中国传统文化中思政元素的发

掘”为题剖析了中国传统医德中的思政内涵，

并举例说明如何在生理学中提炼和应用传统

文化中的思政元素。 

主题 2.“生理学金课建设与混合式教学”  

广州医科大学李建华教授和华中科技大学席

姣娅教授先后以“金课建设与应用——以心血

管生理学为例”和“生理学慕课建设、运行和

管理经验分享”为题，分享各自在进行金课建

设过程中收获的经验和发现的问题。李建华教

授详细介绍了金课理念提出的背景、评价标准

和类型，并分享了心血管生理学混合式学习的

学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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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课建设案例和应用情况。席姣娅教授则以华

中科技大学的生理学慕课建设为例，向大家完

整展示了生理学慕课从筹备到上线及后期运

行维护的全过程，细致生动地分享了如何打造

让学生愿意看、愿意用、愿意参与、愿意问、

愿意评价和推广的最美慕课。 

主题 3 “生理学教学改革与‘新医科’建

设”+主题 4.实验教学改革与学生智能培训 两

个主题均由国家“万人名师”教学名师、中山

大学王庭槐教授进行了“后疫情时代‘新医科’

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和“新时代生理实验教学

中医学生智慧能力培养”两个专题报告。王庭

槐教授从“新医科”课程体系改革的顶层设计，

到具体如何做课程内容改革，都予以了全面解

读，并以《生理学》课程建设为例，分享了后

疫情时代最前沿的教学形态和教学方法。随后

王庭槐教授畅谈了自己 38 年的教学实践经历

和对于实验教学改革的思考，并以经典的生理

学实验为例分享了如何通过启发式的教学方

式，在探索性实验教学过程中实现对学生主动

寻找、发现和创造知识能力的培养。 

主题 5“信息技术在生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四川大学教授、成都泰盟软件有限公司黄武董

事长以其公司研发的 IPE-100 移动终端随堂测

验系统为例，形象解读了信息技术在学习效果

形成性评价中的应用。 

围绕每个主题的 20 分钟或更多时间的自

由讨论环节，与会代表们无论知名教授还是青

年教师都纷纷发言，气氛热烈。彰显出高峰论

坛特有的讨论高参与度和发言精彩度，会后代

表们一致认为这种形式的大会主题讨论、人人

参与的论坛峰会令人耳目一新且受益匪浅，对

将来教学改革的具体实施，自身教育素质的提

高均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论坛之后，本次会议还进行了由中国生理

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四届“泰盟杯”

中国生理学会 2020 全国生理学微课教学比赛

的颁奖典礼。本届赛事共收到来自全国 59 所高

等院校 78 个微课作品，较上年参与的院校增长

了 17 所，高职高专参与人数显著增加，经过全

国 20 位生理学教学领域的知名教授和来自三

所高校的 20 名医学本科生评委网上在线评审，

共评出一等奖 4 名，二等奖 12 名，三等奖 26

名，根据教态与表达的单项得分，还同时产生

4 个最佳风采奖，此外，本次比赛还特别新增

“三连冠”特别奖 1 名，由参赛三次的苏州大

学姜岩教授斩获。在颁奖仪式上，一等奖作品

分别进行了现场视频展示，主持人宣读评委推

荐词，获奖老师一一发表获奖感言。赛事的总

裁判王庭槐教授对本次微课比赛的评审过程和

作品质量进行了详细说明和细致点评。王庭槐

教授高度评价了本次参赛作品在选题价值与教

学内容、教学设计与组织、教态与表达以及视

频制作效果四个方面的共同优点，并对未来赛

制及参赛老师提出了专业建议，鼓励参赛和与

会教师不积极开展微课建设与教学中的有效应

用，不断探索教育改革之美。 

此外，会议期间，中国生理学会教育工作委

员会主任罗自强教授还主持召开了中国生理学

会教育工作委员全体会议。与会的委员们就将来

生理学教学规划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包括：（1）

IUPS 网上教学会议的准备工作，建议注意加强

与 IUPS 的联系，关注国际生理学会议中的教学

研讨，促进生理学教学的国际交流；（2）“新

医科”教育大背景下，我国医学生理学教学如何

主动适应，求新应变地参与整合医学；（3）关

注生理实验教学改革的突破，建议吸纳部分实验

技术员参与教育工作委员会。 

闭幕式上，罗自强教授就会议情况进行了

总结，再次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生理教育工作

者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罗教授指出，在新

冠疫情的大背景下，论坛仍然能成功举办并圆

满落幕，难能可贵，并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高

职高专院校的老师来参会，将最前沿的生理学

教学改革理念和形态传播出去。本次高峰论坛

继承往届高峰论坛的主题发言加自由式讨论

的传统，不同思想碰撞的火花让会议充满生

机，与会代表们均表示收获满满，不虚此行。 

最后，罗自强教授代表中国生理学会对本

次微课比赛的评审人员，以及为本次会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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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协办和赞助的泰盟公司表示了衷心的感

谢。期待明年再次相聚！ 

中国生理学教育工作委员会 

                       2020 年 11 月 1 日              

 

 

 

 

                        永恒的回忆——怀念冯德培先生 

杨雄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教授 

 

 

冯德培 

1907 年 2 月 20 日-1995 年 4 月 10 日，浙

江省临海县人。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

物学部主任委员（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

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

学院院士、印度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神经肌

肉接头研究领域国际公认的先驱者之一，中国

生理学、神经生物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在我人生历程众多的导师中，中国现代生

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冯德培先生无疑是影响最

大的一位。在中国的科学、教育界，人们通常

把学养深厚、德隆望重的资深学者尊称为“先

生”。我曾长期供职的单位（中国科学院原上

海生理研究所）坐落在上海西区有“中国现代

生命科学研究摇篮”之称的岳阳路320号大院，

人才济济，“先生”众多，但曾经长期担任生

理所所长的冯德培院士，无疑是“先生”中的

“先生”。 

我自 1960 年作为一名学生与冯先生初次

见面，至 1995 年作为生理所所长为他送行，

前后 35 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是一位真

正的科学家。他虽也曾位高权重，但他把一生

献给了科学。 

冯先生无疑天赋异禀，在分析科学问题时

所表现的清晰的逻辑性形成了他独特的标志，

大 家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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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非凡的科学成就，更多是由于他对科学无

与伦比的献身精神和高昂的热情。 

早年，是科学点燃了他生命之火，使他在

那个资源匮乏，装备简陋，战乱不绝的年代，

就以其创新的工作大放异彩，在生物能力学、

神经信号的化学传递的研究方面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足迹。之后，科学又赋予他坚毅的性格

和不竭的动力。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他多

次受到冲击，但对科学献身的心愿不变。“大

跃进”时期浮夸之风日盛，他不畏权势，慷慨

陈词，针锋相对提出要“规规矩矩搞科学，稳

扎稳打大跃进。及至“文革”降临，他在花甲

之年，经受了严厉的拷问，身心皆受到巨大的

摧残，但刚获自由，不顾当时形格势禁，即潜

心于研究，他的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夤夜不灭，

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他伫立于书架边查阅文献

或者伏案书写的身影。 

学术问题的讨论任何时候都是冯先生的兴

奋点所在。我较多向冯先生在学术上请益，是上

世纪 80 年代，其时他已届迟暮之年，精神时有

不济，但是当我与他谈起学术上的新进展时，他

的眼神会突然闪烁着明亮的色彩，他也会提高他

的声调表示他的重视和喜悦，一时兴起，有时竟

然会爽朗地大笑起来，极具感染力。 

在他生命最后一刻，伴随着他与命运抗争

的还是科学。我始终不能忘却 1994 年冬在病

房中的一幕，那时，冯先生呼吸系统感染未能

控制住，气管已经切开。我走进病房，他用眼

神示意我给他纸和笔。当我把笔放在他的指

尖，他却已经无法成功地把笔夹住。他紧蹙着

双眉，继续努力着，我噙着眼泪注视着他消瘦

的面容，清楚地意识到他曾经是那么炙热燃烧

的生命之火，可能很快就要熄灭了。 

在护士们的帮助下，他颤抖不已的手终于

把笔架住了，并且最终在纸上留下了一串模糊

的字迹，我仔细辨认良久，才认出这是他拟总

结论文的英文题目。我知道，正是对科学这种

执着的热情维系着他摇曳的生命火焰。 

以科学为生命的人，必定会履行科学所要求

的严谨和严格。在学术讨论中，他的观点历来鲜

明。当然，由于性格使然，冯先生言辞犀利，有

时也不免伤人，在众人喝彩的同时也会有人抱

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常态，不必少见多怪。在

现实世界中有谁能够称得上是完人呢？ 

 

中国的“先生”们注重气节，讲究爱国情

怀！冯先生无疑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当他以

出色的成绩取得博士学位，名声鹊起时，他放

弃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大展宏图的机会，回到

了正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祖国，筚路蓝

缕，在艰难的境遇中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打开门户之后，出现

了留学潮，冯先生以一位先行者的身份，为研

究生留下了自己的书面嘱托：“一个有理想有

抱负的中国科学家，不愿寄人篱下，要自己创

业，英雄用武之地在中国”。作为一位身体力

行的楷模，他的这段话最具影响力。近年来，

有不少海外学子返回祖国，都引述了冯先生的

这一嘱托。 

1994 年，我为他的科学论文汇编撰写英文

序言，当请他审阅初稿时，他略作改动，其中

涉及祖国的段落，用了“unflagging”（恒久

不衰）这个词来准确形容他对祖国的科学发展

的奉献（his unflagging devotion to science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his mother 

land）。临终前，他把所有美元积蓄捐赠给国

际生理学会（IUPS），以资助国际著名科学家

来华讲演，提高我国的生理学研究水平。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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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会为此设立了以冯先生名字命名的纪

念讲座，按其宗旨运行至今，实现了他的愿望。 

冯先生少有壮志，在崎岖的道路上，不断

披荆斩棘，卓有成就。但是他一方面对现状并

不满意，而另一方面又对现状的改变过于乐

观，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与他过从较密的最后 20 年中，我感到

他一直在以非凡的努力去企及他自己设定的

高远的目标，由于过分专注于追逐自己的目

标，往往容易忘却年轮的增加，并不那么清楚

地意识到自己已非复青年，他因此干得很辛

苦，生活得并不愉快，甚至有些苦恼。 

在他刚起步研究时，起点很高，与国际第

一流科学家们站在同一前沿上（其中不少人后

来成了诺贝尔奖得主），但多年连续不断的战

乱以及后来的政治运动，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

安放不了，哪里还谈得上高水平的研究？！ 

上世纪 80 年代初，科学院庆祝老科学家

科学生涯 50 周年，他曾满怀感慨：“说是 50

年，其实真正能够潜心研究的日子连一半都不

到。”当以古稀之年终于迎来“科学的春天”

时，他自知迟暮，但心犹未甘，总想以更巨大

的努力，去索回无端失去的光阴，去追赶急驶

的科学列车，以长寿弥补历史的缺憾。 

1987 年他以 80 高龄访问美国时，在休斯

敦我们曾经有过长时间的谈话，他认真地谈到，

他还想学两门课程：分子生物学和数学；他甚

至说到，他的手还不抖，还想亲自动手做实验。

我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有很强的实验能力，但毕

竟已是八旬的老人，亲手再学做新的实验已不

再现实，但又不忍当面拂了他的兴致，乃婉转

地向冯师母谈了我的忧虑。师母沉默良久说道：

就让他做一点他自己感到高兴的事吧。 

只是他纵有壮志，但显然已力不从心。那

些年，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每每发现他倦

怠地倒在躺椅上假寐。看到他强打精神与我谈

话，我不禁悲从中来。他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心

愿。弥留之际，冯先生要我转告医生“不要违

背客观规律了”，我蓦地想起杜甫的名句“出

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冯先生性格刚毅，秉性耿直。他幼时接受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青年时期又留学英美

多年，浸润西方文明之中，成为当时一组独特

“中西合璧”的人群。但是从根本上他还是一

位中国传统的“先生”。他以严肃著称，在进

行学术讨论时，他提出的问题鞭辟入里，切中

要害。他不轻易动容，不苟言笑，气场极大，

使年轻人望而生畏。 

其实，他内心宽厚，感情丰富。我曾听闻

他的三次流泪，充分显露出他的真情。“文革”

初期，在得知其挚友、药理学家张昌绍先生不

堪凌辱，自戕身亡时，冯先生潸然泪下——这

是听说的。第二次是“文革”结束后，听控诉

“四人帮”迫害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录音报告

时，我亲眼目睹冯先生不止一次拭去夺眶而出

的眼泪。还有一次，是我自美回国向他诉说我

与家人告别时的痛苦和矛盾，我看到他的眼中

分明闪烁着泪光，他哽咽着表示深切的理解。

此情此景，久留脑际，挥之不去。 

 
冯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在我进入生理所

工作的最初 15 年中，我们间几乎没有个人的

交往，但当“文革”的风暴甫定，冯先生在重

组所学术委员会时，毅然将当时还只有中级职

称（助理研究员）的我聘为委员。1985 年秋，

又力排众议，将我这个寂寂无名的晚辈推入了

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事会。在我去哈佛大学之

前，他与我做了一次语重心长的长谈，希望我

不仅为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尽心尽力，而且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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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地走向国际。 

1994 年，当我衔命代表中国生理学会组织

亚大地区生理学联合会第三届大会在上海召开

时，他特别兴奋，在开幕式上应邀就生理学的

发展趋势慷慨陈词。当他满头银发的身影出现

在讲台上，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时，人们的掌

声经久不息。我于 1987 年底回国应命后，在我

担任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生理学报》

主编期间，他总是以平等的口吻与我商讨问题，

从不干预我的工作。他极少当面赞扬年轻人，

但在幕后他扮演的总是提携后辈的角色。 

作为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开拓者，冯先生

以及他的同辈们都已经驾鹤西去，他们的第一

代学生也都相继谢世。这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

的终结。在艰难岁月中，像冯先生那样的中国

社会的脊梁们，筚路蓝缕，含辛茹苦推动中国

科学发展悲壮的一页翻过去了。这些前辈们以

他们的成就、业绩和性格显现了他们英雄的形

象，而他们忍屈负重，甘愿清贫的精神，又彰

显了他们科学殉道者的气质。科学锻冶了他的

生命，使之辉煌；科学融入了他的生命，使之

纯粹，科学升腾了他的灵魂，使之超然。 

我深深知道，像冯先生那样身许科学、不

求回报的大师和先生们，在眼下这个时代不再

多见了。我们不必为此而失落、悲哀。社会的

嬗变、转轨遵循着无声的规律，有其自身的历

程，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当历史的脚步终于跨

过了这个阶段走上正确的轨道后，一个以为科

学献身的英雄辈出的新时代又会降临。 

时光无情催促着匆匆的人生，历史使无数

辉煌的画面变得苍白，但在任何时候，我们都

应该记住那些为科学贡献毕生精力的英雄的

名字。“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中国生

理学的前辈们虽终将渐行渐远，但他们的音容

笑貌，连同他们的功绩，将永恒地留在我们的

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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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等特点 

     
      
 
 

     
 
 
 

     
 
 
 

     
 
 
 
 
公司名称：北京新航兴业科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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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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