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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个项目荣获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2015年 1月 9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复旦大学共有 2个项目荣获 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分别是附属华山医院朱剑虹教授领衔

的“脑组织修复重建和细胞示踪技术及转化应用”项目，中山医院董健教授领衔的“专家解答腰椎

间盘突出症”项目。获奖专家受到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长期以来，中枢神经系统被认为不可再生，无法修复，包括脑卒中、脑外伤、神经退行性病等

在内的神经系统疾病发病率高，疾病导致的脑组织损伤及变性致残率高。我校附属华山医院朱剑虹

教授及其团队在国家 973计划和上海市重大科研项目支持下，进行了历时 10年的系统研究，实现了

脑组织再生修复重建和细胞示踪技术在转化医学应用中的突破。项目组首先证实，在脑卒中患者的

卒中区域存在具有干细胞性质的神经元，同时也发现在脑外伤患者的损伤区域存在具有区域特征的

神经干细胞亚群。在国际上率先从开放性颅脑损伤患者不同脑区的离体破碎组织中成功分离成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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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干细胞，诱导神经干细胞高效定向分化，所分化的神经元具有神经电信号传导功能。系统建立了

成人神经干细胞体外获取、大量扩增和诱导分化成套技术。并在国际上首次运用纳米磁性粒子标记

技术实现人神经干细胞移植的临床无创性示踪。运用超顺磁性纳米粒子可改变水分子周围质子微磁

场梯度使横向弛豫时间变化，从而在核磁共振 T2相观察到细胞低密度影像。首次可视化记录到移植

干细胞在人脑内的活动轨迹，建立了临床示踪干细胞的分子影像平台，示踪干细胞在不同组织器官

移植后的去向和功能及命运转化；发现干细胞能在脑内存活且改善脑损伤患者的神经功能，首次实

现了成人神经干细胞脑内移植示踪技术在转化医学应用中的突破。相关成果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

杂志》等知名期刊。 

 

 

 

 

 

 

 

 

 

 

图为朱剑虹教授在颁奖现场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骨科常见病，据统计我国患者已达 4千万。其前期症状——腰痛的发生率仅

次于感冒，人群中高达 18%。腰突症呈年轻化趋势，成为严重影响现代人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由

于腰突症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这更显出腰突症科普的重要性。我校附属中山医院董健教授及其团

队在诊治了数万例腰椎疾病患者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以患者问题为写作导向，采用多级标题创作

手法，用图文并茂的组织形式，于 2005 年出版了科普读物《专家解答腰椎间盘突出症》。后来根

据读者的强烈需求，又出版了升级版《专家诊治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补充版《细说腰椎退行性疾病》。

《专家解答腰椎间盘突出症》至今重印 12次，累计发行 65,000册。三本书累计印刷 15次，发行

100,000余册，平均每年印刷两次。经新华书店上海市发行所图书批销中心查询，在诸多同类科普

书籍中重印版次及销售量均排名第一。项目组多次深入社区普及腰椎病保健知识，前往江浙沪甚至

新疆的基层医疗机构规范腰椎疾病的诊治。此外，项目组先后将两本书稿的电子版放在“董健大夫

个人网站”，网站访问量达 300万次；《专家诊治腰椎间盘突出症》也被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收录。

第一完成人董健教授还受邀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东方电视台、东方广播电台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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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普及腰椎疾病的规范防治，受邀在搜狐网、新浪网、凤凰网、人民网等众多门户网站科普宣传腰

椎保健知识，并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大众医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多篇科普文章。项

目组从科普活动中了解百姓需求，开展课题研究，并获得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4项上海市医学

重点基金支持。后继出版的书籍也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达到了科普、临床与科研活动良性互动，

相互促进。  

 

 

 

 

 

 

 

 

 

 

 

 

 

 

 

 

 

 

图为董健教授在颁奖现场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共授奖 318项成果、8位科技专家和 1个外国组织。其中，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 1人；国家自然科学奖 46项，其中一等奖 1项、二等奖 45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70

项，其中一等奖 3项、二等奖 67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02项，其中特等奖 3项、一等奖 26项、

二等奖 173项；授予 7名外籍科学家和 1个外国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党和国

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主持大会。 

 

马兰教授领衔的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获得第三轮资助 

近日，马兰教授领衔的“精神药物成瘾和记忆机制”创新研究群体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组织的实施情况考核评估，成为我校第一个获得创新研究群体计划第三轮资助的创新研究群体。 

该群体是依托于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共同承担科研项目和长期合作研究中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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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神经科学创新研究群体。自 2008年首次获资助以来，围绕“精神药物成瘾和记忆机制”研究

方向，从记忆相关神经环路发育、记忆和神经突触重塑的信号通路、精神药物成瘾相关记忆的分子

和神机制三个方面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若干国际领先的重要研究进展。第一轮资助

期间（2009-2011 年）在 PNAS、J Cell Biol、J Neurosci 等 SCI 刊物发表文章 37 篇，被评为优

秀并获第二轮资助。第二轮资助期间（2012-2014 年），群体在Nature、Nat Neurosci、J Neurosci 

等刊物发表 SCI 论文和综述 59 篇（平均 IF 为 5.258），申请发明专利 1 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 

项。培养博士后 3 名，博士 27 名，硕士 18 名。吸收 6 名海外引进年轻人才加入团队，其中 1 人

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 人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 人获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依托创新研究群体的支持，经过 6 年的磨合，该群体建设了多光子神经显微成像、活体实时成

像和虚拟现实技术平台，转基因动物资源库和行为测试平台，从海外引进年轻 PI 6人，基本实现了

学术骨干的新老交替，目前已经集聚了一个优秀的团队，在神经环路发育和记忆分子机制研究方面

取得了若干国际领先的创新成果，在国际相关领域崭露头角，在部分方向上具有引领国际前沿的实

力和水平。在未来三年里，将继续在药物成瘾记忆的形成机制和消除策略、记忆形成及消除的神经

环路及分子机制两个研究方向上不断凝聚科学问题，发挥群体优势，合作攻关，力争做出国际领先

水平的工作。 

创新群体项目旨在支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和研究骨干，共同围绕一个重要研究方

向合作开展创新研究，培养和造就在国际科学前沿占有一席之地的研究群体。资助期满后，项目负

责人可以根据研究工作的需要提出延续资助申请，实行 3+3+3 的资助方式(2014 年起改为 6+3)，

只有不超过三分之一的群体能进入 9 年期资助，该群体是我校第一个获得 9 年期资助的创新研究群

体。 

 

医学科研管理办公室组织召开医科重点实验室管理工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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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验室历来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织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高级

科研人才、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复旦大学对于重点实验室的推进、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都给

予了高度的关注。 

为进一步做好医科重点实验室的规范化管理，促进实验室的高效运行，医学科研管理办公室在

对医科重点实验室的管理现状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于 2014年 11月 6日下午在治道楼和汉堂组

织召开了医科重点实验室管理工作研讨会，医科各重点实验室主任、秘书以及依托院系、医院科研

管理部门负责人 50余人参加了会议。上海市科委基地建设处过浩敏处长、上海市卫生计生委科教处

张勘处长应邀出席会议并做主题发言，分别介绍了上海市重点实验室的定位和建设方向、卫生计生

委重点实验室的评估情况以及发展方向等，并对我校医科重点实验室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

加强重点实验室的规范化管理、提高重点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服务地方科技能力提出了相

应的建议。 

医学科研管理办公室在本次调研中发现，大部分医科重点实验室已按照各主管部委的要求建立

了符合实验室现状且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但由于一些历史和客管原因，还存在着如重点实验室物

理空间分散或不足、公共实验技术人员及实验室管理人员配备不够、重点实验室研究方向不够聚焦、

实验条件不足等共性问题，希望学校在十三五规划设计和执行时予以关注，切实解决问题，为重点

实验室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空间。 

 

我校医科 5人获 2015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资助 

2015 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立项清单于日前公布，我校共有 13 人入选该计划，其

中医科 5人，获资助名单如下： 

序号 单位 项目负责人 

1 护理学院 胡  雁 

2 附属中山医院 牛伟新 

3 附属华山医院 李云霞 

4 附属肿瘤医院 李大强 

5 附属儿科医院 叶  明 

 

我校医科 12人获 2015年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资助 

2015年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扬帆计划项目评审工作已结束，经过专家网上评审、见面会考评等

评选程序，我校共有 15人入选该计划，其中医科 12人，获资助名单如下： 

序号 单位 姓名 

1 基础医学院 朱彩霞 

2 附属中山医院 周少来 

3 附属中山医院 蔡洁茹 

4 附属华山医院 黄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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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属华山医院 杨鑫 

6 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吴之源 

7 附属肿瘤医院 蒋家好 

8 附属肿瘤医院 杨犇龙 

9 附属妇产科医院 邱君君 

10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秦冰 

11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王晶晶 

12 附属华东医院 马洁娴 

 

上海市科委公布 2015年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清单 

2015 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清单于日前公布，我校医科共 50 人获得该项目资助，医科

各单位获资助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 立项数 

1 基础医学院 3 

2 公共卫生学院 1 

3 药学院 1 

4 放射医学研究所 1 

5 脑科学研究院 1 

6 附属中山医院 11 

7 附属华山医院 9 

8 附属肿瘤医院 9 

9 附属儿科医院 4 

10 附属妇产科医院 3 

11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3 

12 附属华东医院 3 

13 附属第五人民医院 1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公布 2015年度产学研项目名单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近日公布 2015年度产学研项目名单，我校附属肿瘤医院卢仁泉老师入选。项

目名称是“检测人血浆中MR-1S试剂及制备方法的研究”，资助金额为 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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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召开学术委员会年度会议 

2014年 11月 30日上午，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年度会议在复旦大学枫林

校区卫生管理大楼一楼会议室召开。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重点实验室领导班子和主要研究

人员、复旦大学医学科研管理办公室及公共卫生学院领导班子共计近 4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公共

卫生学院副院长屈卫东教授主持。 

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陈文教授对学术委员会委员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学术委员会委员对实验

室发展建言献策，并预祝会议顺利进行。医学科研管理办公室主任张农教授对学术委员会对重点实

验室以及卫生事业管理学科的支持表示感谢，强调在新的发展时期，学术委员会不仅要在科学研究

上发挥指导作用，在重点实验室管理和运行过程中也要发挥督导作用，使实验室严格按照重点实验

室管理办法规范运行。 

学术委员会在听取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教授关于重点实验室近五年的运行情况报告后，就重

点实验室今后的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见的意见和建议。学术委员会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找准实验室的定位、凝练学科方向；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升国际地位；

加强与学科整合，吸引扩充人才；建立合理人才梯队、构建核心团队；加强跨学科特别是与社会科

学的合作，适时发布政策研究成果、扩大社会影响力等。 

学术委员会一致认同：卫生技术评估作为一门政策研究学科，一定要站在国家高度思考问题，

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支持和认可，加强和国际相关技术评估机构的交流，在全

球化背景下在卫生技术评估领域发出中国的声音。 

按照卫生部重点实验室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管理规定，卫生部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于 2013年

12 月提出新一届领导班子换届申请，2014 年 3 月获得国家卫计委科教司批复任命。陈英耀教授任

重点实验室主任，陈洁教授任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孟庆跃教授任学术委员会副主

任。学术委员会委员还包括安徽医科大学胡志教授、北京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雷海潮副主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于保荣教授、复旦大学陈文教授、赵耐青教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

资金监管服务中心张朝阳主任、华中科技大学张亮教授、山东大学孙强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俞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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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左学金教授、上海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张勘处长、浙江大学董恒

进、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代涛所长。 

 

智能化递药教育部及全军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4年度学术年会 

 

 

 

 

 

 

 

 

 

 

 

 

 

2014 年 12 月 12 日,智能化递药教育部及全军重点实验室 2014 年度学术年会在复旦大学张江

校区行政楼第三会议室顺利召开，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实验室领导和主要骨干研究人员以及药学院、

医学科研管理办公室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侯惠民院士和副主任委员杨志民教授共同主持。医学科研管理办公

室卢虹副主任致欢迎辞，感谢学术委员会多年来对该实验室的指导和支持，宣布新一届学术委员会

成员名单，并为学术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 

在听取了重点实验室主任陆伟跃教授关于实验室 2014年度运行管理及 2015年运行规划的报告

之后，学术委员会实验室运行情况进行了评估和讨论，并形成了指导意见，为实验室的后续发展指

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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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听觉医学重点实验室召开新一届学术委员会首次全体会议 

2014年 12 月 6日，卫生部听觉医学重点实验室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听觉医学论坛

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召开，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正敏院士和 15名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人员、医院领导及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共 20余人参加了会议。学术委员会委员们在听取了

实验室主任及主要研究人员关于重点实验室的运行和管理情况的报告后，认为实验室已建设成为实

施条件先进、科研氛围浓重和研究方向前沿的科研平台，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

项目、985 工程创新平台、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中心和多项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研究生课题等科学实

验的顺利进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就实验室今后的发展展开热烈的讨论，在加强引进高

端基础科学人才和实验室专职科研人员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接着，王正敏院士、北京 301 医院戴朴教授和江西南昌大学江红群教授在本届会议的听觉医学

论坛上分别就内耳疾病诊治的不同认识、遗传性聋基因检测和毛细胞再生等方面作了精彩演讲，并

演示了全部由本实验室自行拍摄、制作的国内首套耳显微手术教学 3D 高清视频。本次论坛共计有

80余人参与，与会者表示上述讲座及示教有助拓开思路，受益匪浅，一致建议将听觉医学论坛作为

实验室年度会议的永久保留项目。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卫生部近视眼重点实验室召开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 

2014年 11月 15日下午，卫生部近视眼重点实验室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在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门

诊六楼第一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瞿佳教授等12名委员及上海医学院、

医院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等共计 2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实验室主任孙兴怀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医学科研管理办公室张农主任致欢迎辞并肯定了实验室取得的成绩，对实验室的发展

也提出了希望和要求。学术委员会委员们听取了实验室主任关于重点实验室的运行和管理情况的报

告，并围绕实验室更名和实验室研究方向两大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学术委员会主任瞿佳教授认为，纵观现今的眼科学研究热点，近视眼研究正处于“低谷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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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板凳”，为了更好地发挥重点实验室的作用、开展各类科学研究活动，目前亟需扩大近视眼实

验室的研究范围。学术委员会委员们经过讨论，建议该重点实验室能够在病理性近视及相关眼病方

面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并建议更名为“卫生部近视眼及相关眼病重点实验室”；同时，委员们还

建议要加强实验室专职科研人员队伍的培养力度，拓宽实验室人才引进的渠道，并将实验室定位于

近视眼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 

 

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申报信息(截至 2014年 12月 25日) 

1、 以下科研项目、科技成果奖励等已上报 
中国女医师协会五洲女子科技奖 

2、 以下科研项目、科技成果奖励以及调研材料等受理中 
1. 2015年度 863计划课题实施方案论证 

2. 2015年度支撑计划课题可行性方案论证 

 

 

 

 

 

 

 

 

 

 

 

 

 

 

 

 

 

 

审核：卢  虹、张  农                                编辑：李骏 

 

报送：校党政领导、学校办公室、各职能部处、各院系所和附属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