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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1年，中国生理学会成立85周年之际，学会编辑出版了以时任理事长王晓民教授为主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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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科学家应具备的素质的思考 

——并和青年朋友们谈谈心 

王世真 

 
我今年 75 岁了，

我一向喜欢我的学生

们。承《生理科学进

展》编辑部数次约写

“刊头专文”，我不

知如何下笔，既不想

繁琐地回忆过去，也

讲不出什么大道理。

所以借此良机，谈一

点我希望的科学家应具备的素质，并和青年朋

友们谈谈心。 

1951 年，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我们一

家四口从美国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在美国期

间，由于王祖耆、刘善健等进步同学的帮助，

我开始阅读过去闻所未闻的《共产党宣言》、

毛主席著作、《新华日报》（纽约版）等书刊，

参加了留美中国科协。回国以后，很自然地进

一步学习《毛泽东选集》，而且特别钦仰毛泽

东的军事思想。我深信，精读毛泽东著作，对

每个科学家会有很大的启发。原因很简单，假

如真正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也就是按辩证唯

物主义办事，按历史发展或事物发展的客观规

律办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有所发

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日常生活中是如

此，在科学工作中也是如此。 

如果有人问我：“你现在 希望实现的目

标是什么？”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我 希

望在五、六年内（不是几十年间），积极培养

出一批德才兼备的科学家。更具体地说，积极

培养几个爱祖国、献身科学、作风正派、勇于

攻坚的高水平的中青年核医学专家和学科带

头人。我目前正在从事核医学工作，当然有责

任、有义务，在自己有限的余年，尽 大努力

来创造条件，让本专业的中青年骨干迅速成长

起来。 

一、热爱祖国 

我在美国留学时发现，当时美国学术界的

组织，除了有和我国相似的学会（societies, 

associations, federations, colleges）及校友会之

外，还有所谓荣誉协会（honorary societies）。 

后者是一种全国性的团体，专门遴选学习

成绩优异与学术成就卓著的学者；被选上者每

人获得一把反映该学会特色的金钥匙。1948

年 1 月和 4 月，我先后被选入全美化学荣誉协

会（Phi Lambda Upsilon）及全美科学荣誉协

会（Sigma Xi）。美国学者们常悬挂一把或两

把金钥匙，作为装饰品。在我准备回国的前夕，

一个美国朋友建议，可用木头自制一块像乒乓

球拍那么大的漆金 Sigma Xi 式钥匙板，并用

红缎带在金板旁捆上一个小本子，让艾奥瓦城

生理学家 

王世真 

（19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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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艾奥瓦大学获得硕士、博士，然后就职

于该校新建的放射性研究所；艾奥瓦城是一个

大学城）的所有 Sigma Xi 会员在本上签名留

念。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便照办了。一开始

我对照全美科学荣誉协会艾奥瓦分会名册。访

问了每个我认识的该会会员。不久，我发现有

名的大教授几乎全是该会会员，何必一个个去

核对花名册呢？没料到，这个“不核对”的做

法竟使我闯了一次小祸，并给我留下了一个久

久难以忘掉的印象！当我高高兴兴地拿着金木

板去请顶头上司、系主任签名时，他的脸色突

然变青了，并问我：“这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这才猛醒过来。原来他是个犹太人。犹太人

很有钱，在美国很有势力，但至少在当时，在

美术界，是备受歧视的。不论是哪一个荣誉协

会，一贯排斥犹太人。于是我联想起，希特勒

法西斯政权曾杀害了 600 万犹太人。一个没有

祖国、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民族是何等的悲惨！

弱国无外交。没有祖国，是不可能在地球上过

着自由、幸福的日子的。 

1950 年，美国政府要求每个科学家都填写

一份很厚的表格，其中有一项是：“在战争中，

你如何能为国家效力？”收到该表格时，抗美

援朝战争正在进行之中；我立即意识到，必须

迅速做出抉择：是迅速回国为自己的祖国效劳

呢？还是留在美国？与此同时，在艾奥瓦大学

校报上，出现一个醒目的标题：“只有轰炸中

国的东北三省，才能打赢朝鲜战争。”这是在

艾奥瓦神学院任教的一位留美华籍顾教授向

美国当局的无耻献策。但第二天的校报上，在

一个不显眼的位置，又登出了一封读者来信，

内称：“任何有一点良心的人绝不会建议别人

去轰炸自己的祖国！”这是一位年轻的中国学

生倾吐的肺腑之言。这使我充分认识到，科学

虽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 

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我多次出国进行

学术交流，先后曾到过十几个国家。在国外，

我深感每个人都是“外交官”，或多或少都

代表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反过来，

祖国的盛衰兴亡，也明显关系着每个出国人

员或侨民的声誉与地位。在布拉格的一次国

际同位素应用会议上，我们的代表，我们的

国旗，和苏联的并列于首席，而英、法等西

方国家的代表和国旗都排在我们的后面，我

们感到骄傲，腰杆子挺起来了。在第三届世

界核医学大会的论文集中，在国内送去的一

篇论文摘要内，出现不应有的错字及英文文

法上的错误，我们感到沮丧。立场问题，对

于出国人员或侨居海外的华人，是很容易理

解的，甚至是深有体会的。这也许能说明，

新中国刚成立之际为什么有成批的学者放弃

在国外比较优越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从美、

英等地奔向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1997 年香港同胞将成为香港的主人，香港

特区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难道不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梦寐以求的夙

愿吗？这是祖国强大的具体体现。你们可曾想

到，1951 年 9 月，我们是在香港的英国警察用

长枪押送下，离开香港码头，登上回国火车的。 

从广州入境开始，随时随地都受到同胞们

热情欢迎，那时的兴奋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使我难忘的是，周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了我们，

并同我们即席亲切谈心。他说，旧社会能有机

会上学的，一般都出身于剥削家庭。他现身说

法地讲述了自己的家庭出身。他勉励我们，不

要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背包袱。又告诫我们，不

背包袱不等于不要清除旧家庭、旧教育、旧思

想上的影响；还联系他本人的经历说明如何正

确对待自己的家庭影响，乃至如何正确处理自

己与亲属的关系，甚至与反动亲属之间的关系。

这使我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同时也接

受了一场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教育。 

在访问世界各地中，我逐渐认识到，作为

中国人，是很值得自豪的。过去有人曾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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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是太阳不落的王国，哪里有太阳，那里

就有英国的殖民地。其实，哪里有太阳，那里

就有炎黄子孙才是真的。现在新加坡提倡人人

讲国语（汉语）。曼谷十年来那么兴旺发达，

中国城黄金店铺连成一片，令人眼花缭乱，这

等繁荣是谁创造的？公平地讲，在很大程度上

应归功于当地的华裔，特别是从潮州迁去的移

民。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多伦多、巴黎、

伦敦、罗马、东京等大城市，我都看到人口密

集、装饰浓艳的中国城。匈牙利人、德国人、

菲律宾人、印度人等在美国的移民，第二三代

就美国化了；唯独中国去的移民绝大部分仍长

期保持着我国民族的许多优良传统。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是压不垮、征服不

了的。远的不说，日本帝国主义曾经称霸一时，

穷凶极恶，可是遭到了我们全民的反抗，其结

果也只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1946 年，我在上

海亲眼看到投降后待遣的数不清的日本侵略

军。南宋文天祥英勇就义时，留下“人生自古

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这种

“丹心”应是指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二、献身科学 

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有些人“穷得像

个教授，傻得像个研究生”。的确，真心实意

追求真理的学者或学生，往往具有一种不为名

不为利、注意力高度集中甚至废寝忘食的思想

境界。有人说，爱因斯坦整天热衷于他的科学

思考，乃至于把自己家里的地址都忘得一干二

净。我以为，这里难免有故意夸大之嫌，但“大

智若愚”的古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一部

电影，片名《健忘的教授》，描写一个聚精会

神做实验的教授竟把自己的“洞房花烛夜”整

个的抛到九霄云外。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

事，我不知道。不过，我的一个好学的侄子，

在他新婚的第三夜，为了科研的需要不得不留

宿于他的实验室，则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的。 

总之，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实现自己的理

想，科学工作者必须有一股“傻劲”，有一种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 

一个新的假设，一项新的实验，更不用说

新发明、新理论，一次成功或轻而易举地成功，

都是很不可能的事。 后的成功，往往是经历

了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再试验……十几次

乃至几百次的长期艰苦探索过程。这样，许多

研究工作者都要经受千百次失败的考验，当然

也会尝到少数几次成功的甜头。他也要经得住

偶尔成功的考验，不能因此而自我陶醉，因为

他马上要投入新的战斗，再度接受困难、挫折

和逆境的挑战与磨炼。 

记得 1939 年，当我从师于袁翰青教授（那

时他才 30 几岁，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有机化

学家了）时，他给我提出两个研究题目，其

中之一就是“扑疟母星的合成”。抗日战争

后期，奋战在云南、缅甸一带的部队都感染

上了疟疾，急需特效的抗疟药。因为缺乏中

间物，该药的母环和侧链都要从 基本的原

料（如苯酚和乙醇）做起。在袁师的亲切指

导下，我们设计了一个 14 步的合成途径。后

来，连基本原料都保证不了，在完成了 12 步

反应之后，该合成被迫中断。直到 1952 年，

在一个很能干的青年技术员吴晖同志的帮助

下，我才重复了 1939 年的实验， 后完成了

扑疟母星的全部合成，并把资料整理成文，

通过组织送给轻工业部，供生产该药时参考。

这场实验，前后竟长达 16 年。 

长期的生活实践，使我养成了对任何事情

都不要过于乐观的思维习惯。我很喜欢英文中

的一条谚语：“Hope for the best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希望 好的，准备 坏的）”。

“Expecting the worst（期待 坏的）”是我经

常记住的座右铭。困难是普遍存在的，我们“宁

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只能讲两个字：“力

争”。一句话，我们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把

预料中可能得到的东西当作肯定能够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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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 

当然，我们提倡忘我的劳动、无私的奉献，

绝不意味着我们提倡蛮干，提倡“懵懵懂懂地

乱处理一顿”。我们还要提倡高效率，讲究科

学的工作方法。 

研究方向要相对稳定，若干年坚持不变。

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广，但是为了深入研究某一

理论或实际问题，他又必须数十年如一日地专

心致志地钻研某一具体领域，乃至某一领域中

的某一具体课题。美国的 Bloch 教授把毕生精

力都集中于研究胆固醇生物合成的中间环节

上，一步一步地追踪，越钻越深，同欧洲有名

的两个实验室一起，构绘出胆固醇生物合成详

细步骤的完整图案，因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我国王德宝教授从国外到国内，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90年代，把心血都洒在核酸的研究上。

直到今天，他还带领着一支精干的高水平的队

伍，朝着攻克核酸结构与功能的研究方向进军。

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生物合成的成功，在

人类历史上首次合成出具有完整生物活性的

tRNA，绝不是偶然的。他的这项以及其他的

成就，是他长期深入专心核酸研究的必然结果。

我自己本来是进行甲状腺激素的示踪研究的。

从 1946 年到 1987 年，我曾断断续续地探讨过

甲状腺激素及一系列有关代谢物的标记，多种

甲状腺激素类似物的合成及活性研究，该激素

的生物合成及影响因素，该激素对脂质、蛋白

质、核酸代谢的影响，药物对激素代谢的影响，

该激素对酶的作用，该激素对组织功能的影响，

该激素对微生物代谢的作用以及激素间相互

作用等。这些工作是比较系统地进行着，不时

也得到新的发现，出现过不少有意义的苗头，

可惜由于不是我个人所能左右的原因，工作不

断受到种种干扰，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后

竟全部中断！简单地说，有深入的愿望，却没

有深入到底的可能性。因而也不可能取得任何

重大的突破。这是我深感遗憾的一件事。 

三、作风正派 

学风问题，或科学工作者的道德作风问题，

在当前至关重要。弄虚作假，打击别人，抬高

自己，抄袭别人的文章，剽窃别人的成果，时

有所闻；夸大的新闻报道，名不符实的成果鉴

定，更是司空见惯，甚至达到了难以容忍的地

步。我深深为此愤慨和担忧，这种歪风邪气如

不尽早刹住，不仅不能促进我国的科学进步，

更严重地影响青年科学工作者的健康成长。 

其实，败坏的科学作风，在国际上也留下

许 多 沉 痛 的 教 训 。 在 举 世 闻 名 的

Sloan-Kettering 肿瘤研究中心，一位红极一时

的年轻科学家，原来是靠假造实验数据而成名

的。真相揭露之后，不但他本人身败名裂，连

该中心的主任、著名的老科学家也被迫辞职，

以承担教导无方的责任。一位以伪造“凤汉小

体”来解释经络本质的金凤汉先生，曾经在国

际舆论界轰动一时， 后也自食其果，用自杀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一位

苏联科学家用墨水去染青蛙，自称发现了重大

的遗传变异因子。这一丑闻引起美国《科学》

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性文章。这些可悲的例

子，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现在，一稿多投，或将不成熟的文章抢先

发表，或基本上是重复外国人实验的工作并视

为至宝，将其化整为零、连篇累牍地发表，也

时有所见。的确，一篇文章登出去也许并不难，

但一旦黑字白纸印刷出来，其中有错误现象、

错误观点，想改过来便不是那么容易了。它们

成了污点，世世代代遗留下去，可谓“一失足

成千古恨”！这能不引起我们警惕吗？ 

四、勇于攻坚 

科学家要有艰苦创业、勇于攻坚的精神。

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还是一

个发展中的国家，科学基础薄弱，经济实力有

限。我国的科学家更需要有艰苦创业、勇于攻

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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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朋友们今天很难想象，大学生能在茅

草顶的简陋屋子里上课、做实验。抗日战争时

期，以北京协和医学院爱国教授为主体成立起

来的贵阳医学院，就是由一堆一堆茅草屋组成

的。大约 50 年前，作为一个年轻的化学讲师，

每天晚上我要把被褥铺在狭窄的实验台上睡

觉，雨夜还要在头部撑起一把伞。从南京迁到

重庆的“中央大学”，也是用简易的木房搭成

的。记得有一次敌机空袭之后，整个女生宿舍

（当然也是单薄的木板房）被夷为平地，师生

们没有被吓到。人们捡出还未摧毁的书籍及衣

物，拍掉身上的灰土，第二天又继续上课了。 

今天几乎家家都有电冰箱，青年朋友们恐

怕很难理解 50 年前在贵阳只有生物制品所一

个单位有少量的冰可用。当时战场的卫生条件

极差，各国部队随时都有暴发像斑疹伤寒之类

的流行病的危险，迫切需要高效的杀虫剂。那

时，我从留学于德国的一个哥哥来信中了解到，

德国部队所用新杀虫剂 DDT 的化学结构，便

立即投入合成 DDT 的工作。这个合成的一步

反应（重氮化作用）需要在低温进行。生物制

品所支援我的两个小保温壶的冰起了决定作

用。DDT 制成了，我们单位还为此给我记了

“功”。与此相似，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结

核病对人们的威胁依然很大。张龙翔同志告诉

我，美国新出现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异烟

碱酰肼（雷米封）。那时我刚回国，还没有自

己的实验室，便借用梁植权同志的实验室，花

了不到两周的时间，完成了该特效药的化学合

成。严格地说，这些都不是太难的工作，更谈

不上创造性的研究。不过，只要是国家和人民

的需要，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劳动，我们何乐

而不为呢？ 

有条件，我们当然要上。没有条件，我们

也要创造条件，去完成我们的任务。下面两个

例子也许能够说明这个问题。1956 年钱信忠同

志（当时军委卫生部和中央卫生部副部长）刚

从苏联回来，决心要在我国开展同位素应用工

作。在他亲自领导下，我们办起了国内第一个

同位素应用训练班。那时，市面上根本见不到

什么核探测仪器。连盖革计数管都要我们自己

抽真空，贴上薄片云母窗来制造。令人感动的

是，当时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的蔡荣业同志

敢想敢干，带领着十几个年轻的物理系毕业生，

担负起设计、安装所需各种核探测仪器的任务。

在他及其同伴们的努力指导下，学生们自己动

手装配了自己学习所需要的一切测量仪器。如

果不是他们那种勇于挑重担、善于挑重担的精

神，办成同位素应用训练班是不可想象的。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研究甲状腺激素对

胆固醇代谢的影响这一重要课题中，我的研

究生夏宗勤同志担负起解决乙酸（胆固醇前

身物）的氚标记及氚标记胆固醇的核素测定

的任务。夏是医学院毕业生，一不搞化学，

二不搞物理；但他经过多次实脸，终于克服

了封管中与氚水交换的技术性问题，还用冷

冻整个探头的办法来降低嗓音，顺利地获得

氚测定的数据，出色地完成了预定的研究目

标，获得了有意义的科研成果。夏的这种精

神，今天仍然要大大发扬啊！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让我们建

立起必胜的信心，为了民族振兴，为了我们的

子子孙孙，勇于攻坚，不懈地战斗吧！ 

本文曾刊载于《生理科学进展》1991 年第

22 卷第 2 期。 

杂志编者按：“我 希望在五六年内，

积极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的科学家。”这是王

世真教授的愿望。他的心始终赤诚地关注着祖

国的兴衰、民族的解放与科学的攻坚。老一辈

科学家以淋漓尽致的笔墨，生动而形象地勾划

出一种朴素而殷切的愿望。读罢全文，油然感

触其鞭辟入里、意味隽永、内蕴丰富、发人深

省，令晚辈学者深受启迪与鼓舞，并得到激励

与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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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科 

 

南通大学医学院生理学学科始建立于

1912 年。2004 年南通医学院与南通其他两所

学校合并成为现在的南通大学，原生理学教研

室也改为南通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本学科现

为江苏省优势学科研究团队，南通大学重点学

科，基础医学博士授权点。经过几代人的辛勤

耕耘，南通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科已经形成了较

完备的学科体系，学科实力稳步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通过培养和引进两条途径，

建立了一支学历层次高，年龄结构合理的学术

队伍，现共有专任教师 18 人。其中正高级职

称 4 人，均为博士生导师，副高级职称 11 人，

均为硕士生导师，讲师 3 人。100% 拥有博士

学位。9 名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均有 2 年以

上国外学习和工作经历，其中江苏省特聘教授

3 人，江苏省中青年二层次人才一人。 

在教学方面，本系承担全校临床医学、口

腔医学、公卫、药学、国际护理学等专业的本

科中国学生及留学生的“生理学”教学，以及

研究生的“神经科学”教学。本系非常重视生

理学及神经科学的双语教学。主编多版《人体

生理学》的双语教材并进行人体生理学的双语

教学。参加翻译出版了 Neuroscience: Exploring 

the Brain，该书为南通大学研究生的“神经科

学”双语教学教材。本系主编了多版《生理学》，

曾获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主编的双语

《人体生理学》曾获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教材。

教学成果“基础课教学实验室体制改革实践与

探索” 曾获获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

奖。生理学课程曾获江苏省高等学校精品课程

和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课程。由本系主讲

的神经科学课程曾获江苏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本 学 科 教 授 参 加 翻 译 了 Berne & Levy 

Principles of Physiology，参加编写了英文

Textbook of Physiology（卫生部“十一五”规

划教材）。该学科多名教授多次获得江苏省普

通高等学校“红杉树”园丁奖银奖，“吴福－

振华交通教育优秀教师奖”，江苏省优秀教育

工作者,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江苏省高

等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二等奖等省部级

教学荣誉称号。 

在科研方面，本学科自 1985 年开始主要

研究神经内分泌免疫调控网络，是国内涉及此

研究领域较早的实验室之一。通过进一步的凝

练学科方向，加强学科交叉，形成了痛觉生理

学、循环生理学等 3 个研究方向。目前科研用

房具有 1000m2，科研设备价值 1200 万元，包

括流式细胞仪、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显微

激光切割仪、膜片箝系统、钙离子成像系统、

高效液相色谱仪、酶标工作站、双向电泳仪、

红外激光扫描仪，核酸转染仪等。在全国统编

教材《生理学》的第四版和第五版的“神经生

理学”一章中，引用了本系教授发表的神经免

疫调控的综述。由本学科成立了南通大学神经

免疫学研究所。本学科非常注重国际学术交流

与合作。本系多名教授多次赴美国、澳大利亚、

日本等进行学术访问和研究；多次获得省属高

校国际合作研究重点项目的资助。本系教师承

担和完成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包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海外合作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江苏省高等学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项目、江苏

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江苏省“333 工程”培养基金项

目、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高层次人才资

助项目等。 近 5 年发表论文 100 多篇。学科

生理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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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科研成果“神经递质与免疫系统功能的关

系曾获交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曾获得教育部

自然科学二等奖、华夏医学科技一等奖、中华

医学科技奖二等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科学技术)一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江苏省高

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三等奖、江苏医学科

技二等奖等奖项。 

南通大学生理学学科在良好的科研环境

和快速发展的教育教学改革形势下，在国家科

技兴国、江苏省科技强省、学校创新平台支持

下，通过强有力的学科梯队和南通大学”8050”

建设的大好机遇，必将在教学、科研、人才培

养及社会服务诸方面取得更大成绩，为中国生

理学发展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附：主要学科带头人简介 

循环生理学方向： 

朱卫忠，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6 年 7 月获南通医学院医学学士学位；

1989 年 7 月获苏州医学院药理学硕士学位；

1998 年 7 月获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博士学位。

现主要从事心血管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研究。

1999年 1月至 2003年 10月在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所做博士后研究。2003 年 11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 NIH 高级研究员， TEMPLE 大学助理

教授。目前担任南通大学特聘教授、江苏省特

聘教授、中国生理学会理事、中国病理生理学

会第五受体专业委员会委员、心血管专业委员

会委员、心血管转化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药理学会表观遗传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主

要从事生理学的教学工作及心血管生理学与

心血管疾病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近二十多年

来系统地研究Ｇ蛋白偶联受体在心血管中生

理病理作用。主持和参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

中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10 余项。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在 J Clin Invest、Proc Natl Acad 

Sci、Circ Res、 J Biol Chem 等发表研究论文

30 多篇。SCI 论文 70 余篇，被 SCI 文章引用

4000 多次。 

毛仁芳，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 年 7 月获得郑州大学医学院临床医

学学士；2008 年 7 月获得哈尔滨医科大学遗传

学理学硕士，2011 年 7 月获得哈尔滨医科大学

遗传学医学博士。2009 年 2 月至 2017 年 8，

先后在贝勒医学院病理和免疫系、康奈尔大学

Methodist 医院放射科及康奈尔大学 Methodist

医院心血管系博士后。2017 年 9-至今南通大

学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授。现主要从事循环生

理学和病理生理学研究。现任美国心脏病学会

会员、北美血管生物学组织会员、中国病理生

理学会会员（受体与信号转导专委会）、南通

市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南通海外联谊会第七届

理事会理事。江苏省特聘教授、南通市 226 高

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培养对象。主持美国心

脏病协会博士后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科研项目。以第一作者

或者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0 多篇。 

孟国梁，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 年 7 月获得南通大学医学院临床医

学学士；2007 年 7 月获得南通大学航海生理学

硕士，2014 年 7 月获得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博士。

现主要从事心血管生理和药理学研究。现任中

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脂质与脂蛋白专

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高层次人才培养对象（A 类），江苏省高层次

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科技副总”。主持国

自然项目 4 项及其他省部级项目 4 项。曾获得

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江苏药理科学技术进

步奖三等奖、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一等奖

等奖项。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15 篇。 

疼痛生理学方向： 

陈罡，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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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博士，美国哈

佛大学、杜克大学博士后、杜克大学医学院麻

醉系助理教授。现主要从事疼痛生理和病理学

研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江

苏特聘教授，江苏特聘医学专家，江苏省六大

人才高峰，江苏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南通大

学“我 喜爱的老师”等。科研获奖：获得教

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华夏医学科技一等奖，

江苏省科技进步二、三等奖，江苏省高等学校

科学技术研究成果三等奖、江苏医学科技二等

奖等。教学获奖：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和二等奖，首批江苏省课程思政建设示

范课程和首批江苏省一流本科课程的主持人。

2019 年荣获中国解剖学会颁发的第五届“青年

解剖科学家奖”。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 10 余

项，包括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4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 项江苏省重点研发

计划（社会发展）等项目。发表 SCI 论文 50

多篇，他引超过 3000 次，总影响因子超过 360，

H 指数 27。 

庄乾兴，男，博士，南通大学校聘教授，

硕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神经运动控制的神经环路及其

行为学的研究等工作。现任南通大学生理学系

副主任，江苏省生理科学学会监事。主持并完

成国家级及省部级项目 2 项；指导“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项目 2 项、省级

项目 1 项；指导“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

新计划项目”2 项；获“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基

础医学创新研究暨实验设计论坛”东部赛区二

等奖优秀指导教师 1 项，国家级银奖优秀指导

教师 1 项；获“江苏省研究生医学显微成像科

研创新实践大赛”优秀指导教师 2 项。近 5 年

来在 SCI 收录的期刊如 J Clin Invest、Proc Natl 

Acad Sci、Curr Biol、Br J Pharmacol、Mol 

Neurobiol、Front Cell Neurosci、Brain Struct 

Funct 等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 

马颂华，男，博士，副教授，南通大学医

学院生理学系副主任 

2000 年毕业于原南通医学院临床医学专

业并留校任教，2014 年获苏州大学人体解剖与

组织胚胎学博士学位。曾获南通市高校青年教

学名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神经免疫与神经病理

性疼痛。发表 SCI 论文近 10 篇，主持 2 项市

厅级项目。曾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生理学系、美

国罗切斯特大学神经科学系、美国威斯康辛大

学心理学系交流访问。2019 获江苏省优秀中青

年教师境外研修项目。曾获国际生理学知识竞

赛优秀指导教师二等奖。主持《生理学》在线

开放课程。 

神经免疫学方向： 

黄超，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 年 7 月获华中科技大学医学学士学

位；2010 年 6 月获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现

主要从事神经免疫生理学和药理学研究。现任

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抗衰老分会委员； 

江苏省免疫学会免疫与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免疫学会神经免疫专业委员会委员；中

国药理学会神经精神药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曾

获得江苏药理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主持国

自然项目 5 项和省部级项目 6 项。 以第一作

者和通讯作者发表 SCI 30 余篇。 

曹蓓蓓，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南通大学医学院生理学系副主任 

2013 年 6 月获苏州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现

主要从事生理学教学和神经内分泌免疫研究。

现任江苏省生理科学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

理事，江苏省生理科学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委

员。曾获中国生理学会第十二届张锡均基金全

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文交流优秀报告奖，

南通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南通市“文明

教工”等荣誉。主要研究小脑的神经免疫调节

作用及机制以及小脑共济失调的神经免疫机

制，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南通市应

用研究计划项目，并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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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已在 Brain Behav Immun ， J 

Neuroimmune Pharmacol ， Neuro Endocrinol 

Lett, Front Neurosci，Int J Neurosci 等国际知名

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累计申请和授权国际发

明专利 5 项。 

刘展，女，博士，讲师 

2005 年 6 月获南通大学医学学士学位；

2008 年 6 月获南通大学生理学专业硕士学位； 

2014 年 6 月获苏州大学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

学专业博士学位。现主要从事神经免疫调节方

面的研究。现为中国生理学会会员，PNIRS（国

际心理神经免疫研究会）会员。主持省自然科

学基金 1 项，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以

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8 篇，其中 JCR 一区

论文 2 篇，二区论文 3 篇，总影响因子超 46。

取得国际授权专利 3 项。自主研制的实验教学

设备获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机制研究 

王春炅 

天津医科大学，天津，300070 

 

 

一、作者介绍 

王春炅，中国科

协“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获得者。2013

年于北京大学获得

病理生理学博士学

位。现就职于天津医

科大学基础医学院，

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致力于研究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发病机

制。作为第一作者（含共同）或通讯作者（含

共同）在 Hepatology （3 篇）、Diabetes、Sci 

China Life Sci、CMGH、Green Chemistry、Br J 

Pharmacol、BBA-Mol Basis Dis 等国际知名期

刊发表论文 17 篇。目前共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4 项。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并因系列工作获得中国生理

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三届全国青年优秀生

理学学术论文二等奖。 

二、工作介绍 

主要围绕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开展研究。

1）针对单纯性脂肪肝阶段主要研究肝脏糖脂

代谢紊乱机制，重点关注核受体以及多不饱和

脂肪酸衍生物在其中的作用。研究 LXR 的激

动剂 TO901317 促进肝脏脂质沉积的机制

（Hepatology，2013）；发现了 PPARγ的新

靶基因 FAM3A 调控肝脏糖脂代谢的机制

（Hepatology，2014；Diabetes, 2014）；研究

了脂肪酸衍生物 LXA4 作用于核受体 AhR 参

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所致肝脏脂代谢紊乱

的机制（Hepatoloty, 2016）。2）针对 NASH

阶段主要关注肝脏微环境中细胞间对话在炎

症和纤维化发生中的作用（CMGH，2019；

BBA-molecular basis of disease，2022）；3）

针对肥胖、胰岛素抵抗等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的危险因素，围绕脂肪组织功能也开展了相应

研究，研究脂肪组织通过炎症以及能量消耗等

与肝脏对话影响肝脏脂质代谢（Sci China-life 

Sci, 2021; BJP, 2017）。 

青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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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表性论文 

（1）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通过 AhR/CD36

信号通路促进肝脏脂质沉积 

Hyperhomocysteinemia activates the 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CD36 pathway to promote 

hepatic steatosis in mice 

Liu Yao#, Chunjiong Wang#, Xu Zhang, 

Liyuan Peng, Wenli Liu, Xuejiao Zhang, Yajin 

Liu, Jinlong He, Changtao Jiang, Ding Ai*, Yi 

Zhu* 

Hepatology. 2016 Jul;64(1):92-105. 

摘 要 ： 高 同 型 半 胱 氨 酸 血 症

（Hyperhomocysteinemia, HHcy）是多种疾病，

特别是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的独立危险因

子，已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危险因素。有研究

表明，HHcy 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但

机制还尚未阐明。我们发现 HHcy 小鼠肝脏发

生明显的脂肪变性的同时，肝脏中 AHR 被激

活并且脂肪酸转运酶 CD36 的表达增加。机制

研究发现，HHcy 通过激活 AHR 从而增加其靶

基因 CD36 的表达进而存进肝细胞脂质摄取。

花生四烯酸的衍生物 LXA4 被证实为 AHR 的

内源性配体，我们通过靶向代谢组学发现

HHcy 小鼠肝脏中 LXA4 含量明显增加。用

AHR的拮抗剂CH223191明显改善了HHcy小

鼠的肝脏脂质沉积，抑制了其肝脏中的 AHR

靶基因以及 CD36 的表达增加。本课题研究表

明 Hcy 通过增加花生四烯酸衍生物 LXA4 的

含量，激活 AHR，从而上调了 CD36 的表达，

增加了肝脏对脂肪酸的摄取，引起肝脏的脂肪

变性。 

（2）Cold-induced Yes-associated-protein 

expression through miR-429 mediates the 

browning of white adipose tissue 

Chenji Ye, Jinjie Duan, Xuejiao Zhang, Liu 

Yao, Yayue Song, Guangyan Wang, Qi Li, 

Biqing Wang, Ding Ai, Chunjiong Wang* , Yi 

Zhu*  

Sci China Life Sci. 2021 Mar;64(3):404- 

418. 

摘要：靶向白色脂肪棕色化是对抗代谢性

疾病的重要潜在策略。YAP 是 Hipoo 信号通路

的核心成员之一。我们发现寒冷刺激诱导的米

色脂肪组织中 YAP 高表达。机制研究发现，

米色脂肪形成过程中 YAP 表达的增加不是通

过 Hippo 通路调控的。而 miR-429 可直接下调

YAP 的表达，并且寒冷刺激可明显降低皮下脂

肪组织中 miR-429 的水平。通过维替泊芬抑制

YAP与Teads的结合显著抑制了寒冷刺激诱导

的米色脂肪形成。我们进一步运用脂肪组织特

异性过表达 YAP 的小鼠发现在常温条件下

YAP 过表达增加了能量消耗和 UCP1 的表达，

并且脂肪组织过表达 YAP 可改善高脂饮食诱

导的肝脏脂质沉积。但过表达 YAP 对年轻小

鼠寒冷诱导的白色脂肪棕色化没有额外的影

响。然而，我们发现中年小鼠在米色脂肪形成

障碍的同时伴随了 YAP 的表达下降。而过表

达YAP改善了中年小鼠的米色脂肪形成障碍。

本研究表明，YAP 是白色脂肪棕色化的重要调

节因子，寒冷刺激通过降低 miR-429 的表达促

进 YAP 的表达；靶向 miR-429-YAP 通路可为

年龄相关的米色脂肪形成障碍提供潜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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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1 年 10 月 9-10 日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基金会第十六届全国青年优秀生理学学术论

文交流会（在线会议）顺利召开。来自各省生理学会推荐和个人自荐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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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研究成果。经过专家对参评者论文和

在线报告的综合评选，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佳表达奖、 佳答辩奖、

佳图表奖各 1 名。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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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管新生调节机制和干细胞再生防治缺血性疾病 

魏香香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上海，200030 

 

一、作者介绍 

魏香香，中国科协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获得者，毕业于复旦大

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现就职于复旦大学基础

医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致力于血管新生的调节

机制和干细胞治疗缺血

性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研究。在《 Science 

Advances》、《Circulation Research》、《Nucleic 

Acids Research》等期刊发表论著 10 余篇；申

请和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3 项；主持国家和省部

级课题6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中国科协第七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上海

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项目、复旦大学原创科

研项目、中国博士后特别资助项目、中国博士

后面上项目等。2021 年获“第十六届张锡钧基

金学术交流会优秀口头汇报三等奖”、2020

年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和“龚兰生

青年学者”、2019 年获“第四届华东病理生理

学论坛青年优秀论文汇报一等奖”、2018 年获

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支持、2017

年获复旦大学科技创新项目优秀“正谊学者”

等荣誉称号。担任《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Translational Research》杂志审稿人。 

二、工作介绍 

作者一直从事心血管疾病分子机制和防

治方面的研究。通过大规模筛选，找到一个新

的调控血管新生的关键转录因子 Bach1，并围

绕 Bach1 在心血管疾病中的作用和调控机制

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下：1，阐明了 Bach1

抑制缺血性心血管疾病血管新生的新作用和

新机制，明确了 Bach1 是治疗缺血性心血管疾

病的新靶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 Circulation 

Research（2015, IF 17.4, 心血管基础研究排名

第一）和 EBioMedicine（2020, IF 8.1, Lancet

子刊），相关研究成果获得3项中国发明专利。

2，揭示了 Bach1 调控干细胞向中胚层和心血

管细胞早期分化的新机制，为干细胞治疗缺血

性心血管疾病提供了新策略，代表性论文发表

在 Science Advances（2019，IF 14.1，Science

子刊）。3，揭示了 Bach1 在维持干细胞多能

性和决定干细胞命运中发挥关键作用，对于干

细胞命运调控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

义（Nucleic Acids Research, IF 16.9）。这些研

究表明 Bach1 有可能成为干细胞治疗心血管

疾病的新靶标，该研究结果对再生医学领域的

张锡钧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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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Lancet》子

刊评价称该工作“首次揭示了 Bach1 是一个干

预心血管疾病的新靶点，为心血管疾病的新药

研发提供了依据”。美国 AHA 创始人协会主

席在综述中指出该工作对血管新生研究极为

重要。 

作者邮箱：wei_xx@fudan.edu.cn 

三、个人获奖文章 

推荐论文 1:Bach1 调节人类胚胎干细胞的

自我更新并抑制其早期中胚层的分化 

Wei X#, Guo J#, Li Q, Jia Q, Jing Q, Li Y, 

Zhou B, Chen J, Gao S, Zhang X, Jia M, Niu C, 

Yang W, Zhi X, Wang X, Yu D, Bai L, Wang L, 

Na J, Zou Y, Zhang J, Zhang S*, Meng D*. 

Bach1 regulates self-renewal and impedes 

mesendodermal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Science Advances, 2019; 

5(3):eaau7887. 

摘要：转录因子 BTB 和 CNC 同源性 1

（Bach1）在小鼠胚胎中表达，但 Bach1 调节

人类胚胎干细胞（HESC）的自我更新和早期

分化尚不清楚。我们报道，泛素特异性加工蛋

白酶 7（Usp7）是 Bach1 的直接靶点，Bach1

与 Nanog、Sox2 和 Oct4 相互作用，Bach1 通

过招募 Usp7 促进了多能性因子的去泛素化和

蛋白稳定性，从而维持干细胞多能性和自我更

新能力。Bach1还与多梳抑制复合物 2（PRC2）

相互作用，并招募 PRC2 抑制中内胚层基因的

表达。人胚胎干细胞中 Bach1 的缺失，通过减

少EZH2和H3K27me3在中内胚层基因启动子

中的占有率，并通过激活 Wnt/β-catenin 和

Nodal/Smad2,3 信号通路，促进了向中内胚层

的分化。我们的研究表明，Bach1 是人类胚胎

干细胞多能性、自我更新和谱系分化的关键决

定因素。 

推荐论文 2:Bach1抑制Wnt/β-Catenin 信

号通路和血管新生。 

Jiang L#, Yin M#, Wei X#, Liu J, Wang X, 

Niu C, Kang X, Xu J, Zhou Z, Sun S, Wang X, 

Zheng XJ, Duan S, Yao K, Qian R, Sun N, Chen 

AF, Wang R, Zhang J, Chen S*, Meng D*. 

Bach1 Represses Wnt/β-Catenin Signaling 

and Angiogenesis. Circulation Research. 2015, 

117 (4):364-75. 

摘要：Wnt/β-Catenin 在血管新生中起重

要作用。Bach1 是一种转录因子，在内皮细胞

（ECs）中表达，但 Bach1 是否调节血管生成

尚不清楚。本研究重点研究了 Bach1 在血管生

成和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中的作用。利用

小鼠下肢缺血模型，发现 Bach1 表达的缺失与

下肢缺血小鼠灌注、血管密度和促血管新生细

胞因子表达的显著增加相关，并增强了 ECs

的血管生成活性。Bach1 过表达抑制下肢缺血

小鼠血管生成，抑制 Wnt3a 刺激的人脐静脉内

皮细胞（HUVECs）的血管新生反应和 Wnt/

β-Catenin 靶基因的表达，如白细胞介素-8

（IL-8）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进

一步的研究发现，Bach1 直接与 TCF4 结合，

减少了β-Catenin 与 TCF4 的相互作用。过表

达 Bach1 减少 p300/CBP 与β-Catenin 的相互

作用以及β-Catenin 的乙酰化。Bach1 占据了

IL-8 启动子的 TCF4 结合位点，并将组蛋白去

乙酰化酶 1（HDAC1）引入到 IL-8 启动子上。

综上所述，Bach1 通过干扰β-Catenin 和 TCF4

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将 HDAC1 招募到 TCF4

靶基因的启动子，抑制 Wnt/β-Catenin 信号转

导，抑制缺血损伤后的血管新生。   

推荐论文 3:BACH1 招募 NANOG 和组蛋

白甲基转移酶复合物 MLL/SET1 复合物来调

节增强子启动子活性并维持干细胞多能性 

Niu C#, Wang S#, Guo J#, Wei X#, Jia M#, 

Chen Z, Gong W, Qin Y, Wang X, Zhi X, Lu M, 

Chen S, Gu M, Zhang J, Han J, Lan F*, Meng 

D*. BACH1 recruits NANOG and histone H3 

lysine 4 methyltransferase MLL/SET1 

complexes to regulate enhancer–promoter 

activity and maintains pluripotency. Nucleic 

Acids Research, 2021Jan 2 7;gkab034. 

摘要：干细胞特性的维持需要适当调节增

强 子 的 活 性 。 研 究 表 明 ， 转 录 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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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4/SOX2/NANOG 和组蛋白甲基转移酶复

合物 MLL/SET1 均可调节增强子活性，但它们

在胚胎干细胞(ESCs)中的调控机制仍有待进

一步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报道了转录因

子 BACH1，它直接与 OCT4/SOX2/NANOG 

(OSN)和 MLL/SET1 甲基转移酶复合物相互作

用，并维持小鼠 ESCs (mESCs)的多能性。

BACH1的缺失降低了NANOG和MLL1/SET1

复合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降低了基因启

动子和(超级)增强子上 H3 赖氨酸 4 三甲基化

(H3K4me3)水平，导致增强子活性和转录效率

下降，尤其是在干性相关基因上。此外，

BACH1 通过染色质环化招募 NANOG，并调

控 NANOG 的远端结合、微调增强启动子活性

和基因表达。这些观察结果表明 BACH1 通过

将 NANOG 和 MLL/SET1 复合物招募到染色

质上，维持 H3K4 的三甲基化状态和增强启动

子活性，尤其是在干性相关的基因上，从而维

持 mESCs 的多能性。 

 

 

 

 
 

关于推荐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的通知 
 

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五届理事会将于

2022 年 11 月任期届满。为促进学会快速健康

发展，经学会第二十五届第九次常务理事会研

究，定于 2022 年 11 月 5-6 日在成都召开第二

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中国生理学科战

略发展研讨会，改选理事会。依据中国科协和

中国生理学会有关规定，按照各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的正式会员数比例，并考虑地域、学科

和单位等因素，通过自荐与他荐、民主推荐与

常务理事会遴选相结合的方式产生。现将第二

十六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的产生办法与条件

等事宜通知如下： 

中国科协学会组织通则和学会章程有关

理事会换届的相关规定：理事会改选应考虑学

会工作的延续性和有利于学会发展的原则；理

事名额依据会员人数按一定比例产生；每届理

事更换，原则上不少于三分之一。根据上述规

定和中国生理学会会员人数情况，第二十六届

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额原则上将根据各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会员人数按 40:1 的比例进行推

荐和遴选，理事数量为 139 人（各省市会员及

理 事 分 配 名 额 可 通 过 学 会 网 站 https:// 

www.caps-china.org.cn/elect/minge.docx 查询）。 

（1）理事候选人须满足的条件和承诺履

行的职责 

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或学术威望，或者

在成果转化或科普工作中取得较大成绩、具有

良好社会效益，原则上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

称。在本专业领域应有一定的广泛性、代表性、

权威性，新增理事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上一

届理事年龄不超过 60 周岁；理事（如果未担

任常务理事） 多连续任职 3 届； 

②热心学会工作，积极参加学会工作并愿

为学会工作无私奉献，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

承诺履行理事的职责；能够联系和团结广大会

员，反映广大会员诉求，热心为会员服务；愿

意按照学会的部署组织相关学科领域的会员

参加学术、教育和科普等活动； 

③代表本单位或者本地区至少 25 名标准

会员（与其他理事候选人所代表的会员名单没

有重叠，每两名学生会员或资深会员视同一名

标准会员），并保证在任期间至少发展并代表

10 名新会员，按期督缴新老会员会费，负责就

学会相关工作保持与所代表的新老会员密切

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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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代表学会关心会员的发展或成长，鼓励

和指导会员参加学会活动，每年至少与所代表

的会员面对面交流一次，将学会的温暖送给所

代表的每一位会员； 

④在无不可抗拒原因的情况下，注册参加

中国生理学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并保证在

当选后参加中国生理学会每次理事会议以及

中国生理学会组织的全国和国际生理学大会

（4 年任期内请假超过两次或者无故缺席者视

为违反本项规定）； 

⑤曾经或目前担任中国生理学会理事，忠

实履行学会要求的义务和职责情况良好者； 

⑥就上述职责或义务签署保证书。 

（2）理事候选人推荐和产生办法 

①理事候选人的推荐采取自荐和他荐相

结合的方式，但无论自荐还是他荐都需要本人

填写附件中《中国生理学会第 26 届理事会理

事候选人推荐登记表》，或从学会网站

https://www.caps-china.org.cn/elect/dengjibiao-l

ishi.doc 下载，并就上述职责做出书面承诺，

亲笔签字后，于 2022 年 08 月 25 日前将 word

电 子 版 和 扫 描 件 ， 通 过 学 会 网 站

https://www.caps-china.org.cn/elect/ 提交，同时

将纸质原件通过顺丰快递至（100710）北京市

东城区东四西大街 42 号。如果推荐他人为理

事候选人，请将该表直接发给被推荐人填写，

于 2022 年 08 月 25 日前由推荐人或被推荐人

通 过 学 会 网 站  https://www.caps-china.org. 

cn/elect/ 提交并寄送纸质版至学会办公室。 

②理事候选人的产生采用上述民主推荐

与常务理事会遴选相结合的方式。学会换届领

导小组将会同学会常务理事会按照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正式会员数比例，综合考虑地域、

学科和单位等因素，在提交登记表的被推荐人

中遴选产生理事候选人。 

③理事候选人的 终名单将由第二十五

届常务理事会 后一次会议审核，确认无误后

提交第二十六次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产生。 

关于第二十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中

国生理学科战略发展研讨会的具体事宜请关

注学会后续通知。 

联 系 人：杨敬修  任希婧 

联系方式：office@caps-china.org.cn 

附件：1. 中国生理学会第 26 届理事会候

选人推荐登记表； 

2. 中国生理学会第 25 届理事会成员各省

市分布情况（2022 年 8 月统计） 

 

                   中国生理学会 

          2022 年 8 月 10 日  

 

关于缴纳中国生理学会第 26 届（2022-2026 年）会费的通知 

 
中国生理学会历经九十多年的风雨，不断

发展壮大。这一切的成果均有赖于各位会员对

学会多年来的大力支持，我们对此深表感谢！ 

目前，学会已启动网上会员管理系统，为

了更好的服务于您，请您登陆中国生理学会网

站（http://www.caps-china.org/）在线更新您的

会员资料，并及时缴纳第 26 届会员会费，具

体会费标准： 

（1）普通会员会费标准每年 100 元，按

届交纳 400 元（2022-2026 年）； 

（2）学生会员会费标准每年 50 元，按届

交纳 200 元（2022-2026 年）； 

（3）终身会员会费标准：学会按照 60 岁

以上免交会费的原则实行以下标准： 

① 2023 年满 60 岁的，交纳 100 元后为终

身会员； 

② 2024 年满 60 岁的，交纳 200 元后为终

身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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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2025 年满 60 岁的，交纳 300 元后为终

身会员； 

④ 2026 年满 60 岁的，交纳 400 元后为终

身会员。 

学会开具财政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

统一收据。 

新申请入会网上操作流程： 

第 一 步 ： 登 陆 中 国 生 理 学 会 网 站

（http://www.caps-china.org/），点击会员申请。

需要更新个人信息的老师，填写会员号及密码

登陆后更新内容，如忘记用户名或密码，点击

忘记密码输入您的电子邮箱即可找回； 

第二步：待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即可自行

打印会员证。 

会员福利：成功注册并缴纳会员会费后，

您将享受以下福利： 

（1）学会免费赠阅的《生理通讯》双月

刊电子版链接发至会员个人信箱；（2）普通

会员参加学会的学术会议时，注册费给予优惠，

学生会员优惠幅度更大；（3）全年学会各项

活动通知不定期发至会员个人信箱。 

注：1. 查询会员号方法：点击首页右侧“忘

记密码”，输入姓名点击提交，根据可查到会

员号； 

2. 如多人统一汇款，请在汇款时附言注明

xx 等 x 人会费，并在会员系统中注明开发票要求。 

汇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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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1）注明会员号码+姓名； 

 

                     中国生理学会 

2022 年 8 月 15 日

 

 

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专业委员会第六次全国基质生物学学术会议 

第一轮通知 
 

经中国生理学会批准，兹定于 2022 年 11

月 3-5 日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中国生理学会基

质生物专业委员会“第六次全国基质生物学学

术会议”。该会议由中国生理学会主办，厦门

大学承办。会议将从多个角度讨论基质微环境

与发育、干细胞分化、组织工程、跨膜信号传

导、生物力学特点及与肿瘤、骨关节、心血管

等多种疾病的关系，欢迎全国各研究机构、高

等院校和企业的科技工作者及研究生积极参加。 

会议期间还将召开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

物学专业委员会第六次委员大会。请全体委员

参加。 

一、会议时间和地点 

时间：2022 年 11 月 3-5 日（11 月 3 日报

到；4 日-5 日会议交流） 

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门海悦山庄

酒店 

二、大会组委会成员 

大会主席： 张志刚（上海），陈剑峰（上

海），欧阳高亮（厦门） 

大会共同主席： 张宏权（北京），孔 炜（北

京），陈振胜（香港），余路阳（浙江），葛高

翔（上海），李炜（厦门），刘旭阳（厦门） 

组织委员会： 于艳秋，王宜强，付 毅，

冯海忠，庄光磊，刘宝华，邱晓彦，邹学农，

张志谦，张晓玲，陈 佩，陈建权，陈建国，

陈策实，罗金才，金红芳，周 菁，郑金刚，

孟丹，赵 强，战 军，姜 颖，徐小洁，高 波，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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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智杰，梁宇亮，赖蒽茵，薛 婧，魏潇凡，

陈 伟 

秘书组：袁萌芽，刘迎福，战 军，李 军，

于 芳，吴甜甜，朱 蕾，李冬雪，彭永莹 

三、学术交流形式 

会议分特邀主题报告／口头报告／墙报

交流／青年优秀论文口头报告交流等形式。 

口头报告／墙报交流／青年优秀论文口

头报告交流等：本届大会将按照惯例，接受自

由投稿，要求中英文题目及摘要不超过 800 

字，请注明是“口头报告”／“墙报交流”，

还是“青年优秀论文口头报告交流”，经学术

委员会筛选后确定。投稿请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发至 csmb2016@163.com。 

青年优秀论文投稿具体要求： 

1．青年会议应征论文的第一作者年龄应

是 45 岁以下（197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从事基质生物学或相近学科科研或教学工作

的青年学者、博士后或研究生，也欢迎旅居和

留学海外的青年学者。建议各单位特别支持在

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参加学术交流。 

2．应征论文的内容包括基质生物学及相

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实验技术

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3. 征文截稿日期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

应征论文应在截稿日前未公开发表。 

4. 应征稿件请发给：厦门大学医学与生命

科学学部，刘迎福、吴甜甜，邮箱：

csmb2016@163.com。 

四．会议注册费收费标准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 

注册并缴费 

2022 年 10 月 1 日-11 月 2 日 

注册并缴费（含现场） 

会员代表 900 元 1100 元 

非会员代表 1000 元 1200 元 

学生代表 600 元 800 元 

备注：凡已缴费的参会代表因故不能参会

者，不能退款，可以换人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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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通过扫码缴费： 

  

五、注册方式及会议联系人 

填写会议回执发给会议邮箱 

csmb2016@163.com（汇款时请注明“姓名+

基质会议”） 

会议联系人：厦门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学

部，刘迎福、吴甜甜， 联系邮箱： 

csmb2016@163.com 

六、住宿选择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厦门海悦山庄酒店，

思明区环岛南路 3999 号， 

联系电话：0592-5023333 

豪华大床 600 元/间，双早  

豪华双床 600 元/间，双早 是否合住请打“√” 合住（ ） 包房（ ） 

姓名及电话  性别  

      

 中国生理学会基质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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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四届中国血液学青年论坛延期举办的通知 
 

鉴于目前的疫情防控形势及各地的防疫要

求，组委会经商议、综合考量决定：原定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20 日在成都线下举办的“第四届

中国血液学青年论坛”会议延期举行。延期的

具体日期将依据当地疫情情况和相关规定另行

发布。 

组委会将全力做好会议延期举办的后续相

关组织和学术工作，与各位专家、代表和企业

保持密切联系，同时也敬请大家关注会议网站

的会议动态。因会议延期给您带来的不便，我

们深表歉意，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 

特此通知。 

 中国生理学会血液生理学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8 月 2 日 

 

第四届中国血液学青年论坛第一轮会议招商函 
 

由中国生理学会血液生理学专业委员会、

四川省肿瘤学会主办，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

重点实验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四川大学 华

西第二医院承办的“第四届中国血液学青年论

坛”将于 2022 年 8 月 19~20 日在成都举行。 

本次会议聚焦血液生理和血液病学研究前

沿，内容涵盖基础和临床两大方向，聚焦血液

学领域基础理论和临床应用的创新性成果。会

议将为血液学基础科研工作者和临床工作者提

供一个思想碰撞与交流合作的平台，积极促进

基础、转化、临床应用的交叉融合，预计参会

人数近 400 人。大会组委会诚邀贵企业积极参

与本次会议，对本次会议提供学术服务与相关

赞助。大会有设展位，具体事宜由大会组委会

安排，并尽可能满足合作伙伴公司的要求。展

位内容仅限于学术宣传，不得宣传未经 SFDA

批准或者无循证医学证据的产品，如有违反，

立即撤销展位，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如贵企业同意此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后附

招商明细），请将款项汇至： 

账户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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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生理学会血液生理学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7 月 12 日 

 

 

 
 

中科大揭示光感知促进脑发育的神经机制 

 

一、研究背景 

哺乳动物的大脑发育不仅由遗传相关的

先天（nature）决定，也同样依赖于经验相关

的后天（nurture）作用。先天的基因设计了大

脑的整体框架，而后天的经验则更像是对大脑

结构连接的修葺，它依赖于出生后的丰富的感

觉信息输入，通过增强或调整大脑的突触连接，

从而让哺乳动物更加适应复杂的生存环境。 

婴幼儿后天的大脑发育需要丰富的感觉

刺激（包括视觉、听觉、触觉等）。视觉（光）

作为人类 重要的感知能力，在发育早期促进

了多个大脑皮层的协同发育。然而，在发育早

期视觉（光）是如何被感知，通过何种神经环

路和分子机制促进了大脑发育，以及对婴幼儿

成年后的认知学习能力的影响都尚不明确。 

光的感知起始于视网膜。哺乳动物视网膜

学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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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主要存在三类感光细胞：编码图像、运动等

成像视觉信息的视杆细胞（rods）和视锥细胞

（cones），以及介导非成像视觉功能（如昼

夜节律光调节、瞳孔光反射和光调控情绪等）

的视网膜自感光神经节细胞（ intrinsically 

photosensitive retinal ganglion cells, ipRGCs）。

在发育过程中，ipRGCs 是 早具有感光功能

的视网膜感光细胞，这暗示 ipRGCs 可能是介

导光促进幼年大脑发育 关键的感光细胞。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

部薛天教授、鲍进研究员带领的团队，利用小

鼠作为实验模型，揭示了 ipRGCs 的光感受促

进哺乳动物幼年大脑发育的神经机制及对成

年后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相关研究成果以

“ Melanopsin retinal ganglion cells mediate 

light-promoted brain development”为题发表在

国际著名期刊《CELL》上。 

二、研究内容 

突触生成（synaptogenesis）是哺乳动物出

生后大脑发育的重要特征之一。研究人员首先

发现缺失 ipRGCs 感光能力的新生鼠在出生后

早期，其多个感觉皮层及海马的椎体神经元突

触的生成显著减缓，而出生后如果立即完全避

光暗饲养，野生型小鼠也出现同样的突触生成

减缓的现象，暗示 ipRGCs 的光感受在出生后

早期可能介导了光促进大脑突触发生的现象。

出生当天在 ipRGCs 快速表达其感光蛋白

melanopsin，可以促进其皮层和海马的突触发

生的显著提高，证明在发育早期，ipRGCs 是

介导小鼠早期光感受促进脑高级认知区域突

触发生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图 1）。 

进一步研究人员证明，当 ipRGCs 被光激

活后，会通过视网膜至下丘脑的 ipRGCs - 视

上核(SON) - 室旁核(PVN)神经环路，激活视

上核和室旁核的催产素神经元，进而提升了脑

脊液中的催产素浓度；而催产素作为神经元突

触建立的关键调控分子之一，其浓度的提升促

进了多个大脑皮层和海马的突触形成（图 1）。 

ipRGCs 早期光感受促进的脑发育，能显

著提升小鼠成年后的学习能力。研究人员通过

训练小鼠学习不同频率的声音刺激与奖励/惩

罚的相关性，证明幼年期 ipRGCs 光感受的缺

失，会导致小鼠成年后的学习速度显著下降

（图 2），而这种成年后学习能力的缺陷可以

被出生后早期人为激活 ipRGCs 或视上核的催

产素神经元所挽救。 

三、研究结果和展望 

这项研究揭示了发育早期视觉（光）感知

促进小鼠大脑高级认知区域神经元突触协同

发育的感光、神经环路和分子机制，并揭示了

发育早期光感知对成年脑高级认知能力的影

响。该研究成果提示公共卫生研究应关注新生

儿日常的光环境，同时也为开发有利于新生儿

大脑认知发育的环境光照明设备提供一定的

科学指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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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发育早期 ipRGCs 介导的光感知通过激活视上核（SON）和室旁核（PVN）的催产素神

经元，促进不同大脑高级认知区域（大脑皮层、海马等）神经元突触的协同发育。 

 

图 2：发育早期 ipRGCs 介导的光感知提高成年后小鼠的学习能力。 

（示意图均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刘慧老师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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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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P100 型血压换能器 免定标（-50~300mmHg） 

YP200 型血压换能器（-50~300mmHg） 

YP900 型血压换能器（-50~300mmHg） 

YP100D 型血压换能器（-50~300mmHg） 

JZ100 型张力换能器 免定标（0~10g、0~30g、0~50g、0~100g）

JZ100 型张力换能器（0~300g、0~500g、0~1000g） 

JZ300 型张力换能器（0~1g、0~2g、0~3g、0~5g） 

XH1000 型等长张力换能器（0~5g、0~10g） 

DZ100 型等张张力换能器（±20mm） 

一维微调器，二维微调器 

记滴换能器 

XJ200 型电子听诊器 

HX100 型 用于人的捆带式呼吸换能器（无源） 

HX102 型 用于人的捆带式呼吸换能器（无源） 

HX103 型 用于人的捆带式呼吸换能器（有源） 

HX101 型 用于兔子的捆带式呼吸换能器 

HX101 型 用于大、小鼠的捆带式呼吸换能器 

HX200 型 用于兔子的插管式呼吸流量换能器 

HX400 型 用于人的呼吸功能换能器 

无创血压传感器 

无创血压小鼠尾压脉搏传感器 

无创血压大鼠尾压脉搏传感器 

无创血压小鼠尾压阻断套 

无创血压大鼠尾压阻断套 

MP100 型 人体指脉换能器（捆带式） 

MP100 型 人体指脉换能器（夹子式） 

MP100 型 人体耳夹换能器  

XJ100 型心音换能器 

WP100 型握力换能器 

CW100 型温度换能器 

WS100 型胃肠运动换能器 

XH1000 型足底触痛换能器（0~50g、0~100g） 

 

公司名称：北京新航新业科贸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199 号摩码大厦 1018 室 

电    话：（010）85985769     （010）85987769（传真）   13701369580 

邮    箱：13701369580@163.com 

仪器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