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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庄囡 记者 储召生）
以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现代
遗传科学奠基人之一谈家桢的名
字命名的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至
今已走过十周年。10 年来，共有
122 位科学家和专家获得该项奖
励，其中十余位获奖后获聘为两
院院士。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已成
为国家科技奖以外最有影响力的
科技奖项。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十周年庆
典暨第十届颁奖大会日前在清华
大学举行。武汉大学邓子新院士
和中国农业大学武维华院士获成
就奖；北京同仁医院王宁利和安
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学军
获临床医学奖；温州大学校长李
校堃获产业化奖；李红良、李国
红、张令强、陈玲玲、罗敏敏、
高宁、高彩霞、颉伟、傅向东等
九位学者获得创新奖。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创设于
2008 年 5 月，是谈家桢先生提
议，经国家科技部批准的生命科
学技术奖项，由联合基因科技有
限公司捐资创立，其后得到了上
海复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和谈
家桢基金会的资助，并由谈家桢
生命科学奖奖励委员会组织，上

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承办。从
第十届开始谈家桢生命科学奖作
为中国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
的第一个奖项，由中国科协生命
科学学会联合体和谈家桢生命科
学奖奖励委员会联合组织。

10 年来，共有 25 所高校 73
人次获得谈家桢生命科学奖。会
上，邓子新院士、武维华院士和历
届获奖者代表、清华大学教授颜
宁分別从平凡科研案例背后的科
学与人文思考、农业种植结构调
整与可持续发展和真核生物电压
门控钠离子、钙离子通道的冷冻
电镜结构对相关疾病致病机理关
系等为与会专家和学子们奉上了
一堂学术盛宴，以激励广大青年
学子和科技工作者对我国生命科
学更加发奋努力，正如谈家桢生
前所言：当前科技界对生命科学
的研究竞争很激烈，唯有人才的
优势，才能使中国取胜。

会议中进行了“谈家桢生命
科学奖”颁奖大会承办权移交仪
式，本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颁
奖大会承办单位清华大学将“谈
家桢生命科学奖”颁奖大会承办
牌移交给了下一届承办单位中南
大学。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走过十年

她是师者，也是科研工作者，
更是服务社会的践行者。在湖州
师范学院，吴湘被称为“湘姐”。在
学生眼里，她是认真、负责、可爱的
老师；在科研队伍中，她是有能力
的、杰出的科研工作者；作为服务
社会的践行者，她专注于生态环境
的改善和老百姓的饮用水安全，很
多研究工作在当地开花结果。

三尺讲台的“散叶人”

不计辛勤一砚寒，种花容易
树人难。2008 年，吴湘来到湖州
师范学院，意气风发。“和学生有
共同语言，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我的课堂经常很活跃，让他
们在愉快的氛围中学到更多的知
识。”入职以来，吴湘主动承担多
门专业主干课程的教学与实践指
导工作，每学年课时数平均达
500 课时以上，她所带的班级多
次获得校级优秀班级称号。

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设身处
地地考虑学生未来的发展，是吴
老师的教学理念。曾经有一个内
向但有天分的学生，吴老师带领
他做科研，最终把他培养成了浙
江农林大学的研究生，并多次在
国外 SCI 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
获得了不少成绩。科研竞赛方
面，吴老师作为指导老师，经常
会提供一些新颖的研究思路和科
研课题，并把优秀的文献资料与
学生们分享，带着学生一步一步
地提升科研能力，对学生的培养
十分用心。在工作之余，吴湘指
导过国家级、省部级等大学生科
研项目 10 余项。吴湘对科研的热
情感染着她的学生。学生王赛君
说：“我们暑假留校在实验室做实
验时，吴老师不仅乐于指导，还
隔三岔五地带水果来看我们，鼓
励我们要克服困难，继续坚持。”

“只要能坚持的，我都会坚持
下去！”吴湘经常这么说，她也用

行动诠释了这句话的可贵。几年
前，吴湘从美国访学回来，在机
场意外受伤，粉碎性骨折的她没
有住院休养，右手打着石膏也坚
持上课。伤筋动骨一百天，吴湘
却每天缠着绷带站在三尺讲台
上，毫不懈怠，尽着一名光荣的
人 民 教 师 的 本 分 。 2015 年 11
月，吴湘因为甲状腺疾病动手
术，休息不到两个礼拜，她就出
院继续授课，术后喉咙也会受影
响，但是吴老师不顾手术对身体
的创伤，又走进了课堂：“当时
快期末考试了，我实在放心不下
那群孩子。”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吴湘
的成绩和她的德与行分不开。因
材施教的教学方式、高尚坚韧的
品质、对学生的无私爱心，让她
成为三尺讲台上一名优秀的教
师。

科研一线的“匠心人”

来到高校工作，吴湘清楚地
意识到不能荒废攻读博士时期的
所学。“时间是有限的，关注的事
情太多，反而容易做不精细。”她
着重研究攻读博士期间钻研的水
体富营养化问题、进入高校以来
研究的水产养殖废水污染治理问
题以及饮用水安全保障问题。“吴
老师有上进心、有能力、对学生
亲切，是个容易相处的人，她很
重视学生的培养，努力将自己的
知识传播下去。”同事这样评价吴
湘。2008 年来到湖州师范学院工
作到如今，吴湘陆续取得了许多
优异的科研成果，并不断追求着
更高的水平。

吴湘先后主持多个国家级、
省部级、市厅级重大和重点科研
项目，参与完成多个国际联合、
国内重大和重点科研项目，研究
成果的推广产生了显著的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在学科团队建

设上，她作为骨干教师参与了多
个国家级、省部级重点科研平
台、学科和实验室的建设，以及
科技项目研究。

这些成就的获得，离不开吴
湘的勤奋与刻苦钻研。她常常工
作到凌晨，在为浙江省科技进步
项目做努力时，甚至工作到早上
四、五点钟。吴湘说：“我喜欢拼
搏努力的工作状态，只是无暇顾
及自己的孩子，对于孩子有点愧
疚。”在下班后、假期等休闲时
间，吴湘也会投入到科学研究
中，用自己的匠心收获了诸多成
果。

服务社会的“践诺人”

“在我看来，研究自然科学最
重要的意义在于服务社会。”吴湘
阐述了自己的科研理念。这些
年，吴湘积极将自己环境生态保
护的专业知识投入到科研与服务
地方相结合的实践中，获得了显
著的成效。

由于周边地区大量的废水排

放，太湖水体富营养化加剧，原
来大好的太湖风光遭到了破坏。
湖州因湖得名，南太湖是湖州的
一张名片，与湖州市的社会经济
发展密切相关，太湖环境的改善
对实现湖州市“建设现代化生态
型滨湖大城市”的目标至关重
要。吴湘担任南太湖水生生物生
态与环境野外观测研究站的常务
副主任一职，极其关注南太湖生
态环境质量变化和水质改善工作。

凭借自身扎实的科学研究基
础，吴湘在每年的“百名专家下
基层”活动中，都为湖州市的水
环境改善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她的研究成果有效解决了湖州市
多家水产养殖企业的废水污染问
题，实现了废水的零排放和循环
利用，彻底建立了这些企业的环
境友好型生产运行模式。2011
年，吴湘来到吴兴区八里店，那
里温室龟鳖养殖的负责人正等待
吴湘的帮助。温室龟鳖养殖会产
生大量废水，吴湘及其所在团队
否定了将废水排灌到外河的做
法，运用水产养殖废水污染综合

控制技术，使处理后水体实现内
部循环利用，有效解决了养殖污
染外排问题。吴湘和所在团队还
为当地养殖户提供义务的技术指
导，这种既节约成本又保护环境
的技术很快受到了青睐。同时作
为科技特派员，吴湘还为兰溪峰
登特种水产养殖场提供养殖废水
处理技术指导以及为国家湿地公
园杭州西溪湿地提供水质管理指
导等工作。

在吴湘看来，“急人民所需，
急国家所需”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空话。平时出门走在路上，从事
环境生态保护工作的她，都会留
意身边的环境问题，思考如何解
决，并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她还
主动到自己孩子所在的小学班级
里，科普科学环保知识，提升孩子
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多年来，吴湘
奔走在湖州市三县两区，把自己的
科研成果不断付诸实践，充分实现
着自己的社会价值。对于未来，
她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对于环境保护工作，我依旧会热
情不减，尽力而为。”

“湘姐”的生态环保“三重角儿”
通讯员 唐颖 刘威

科技资讯
科学人物

吴湘在人工气候
室培养藻细胞。

唐琼英 供图

本报讯 （杨舒婷） 日前，苏
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戴克胜教授
团队揭示了血小板“寿命”和病
理情况下血小板被清除的调控机
制，以及血小板在血栓形成与出
血过程中的功能调控机制。该发
现为血小板相关疾病的诊疗、血
小板储存，乃至血小板相关医学
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理论基
础，也为研制抗血栓药物提供了
新的靶点和策略，具有重要临床

应用价值。
血小板作为血栓与出血的主

要调控“成员”，在心脑血管疾
病、肿瘤转移、感染及免疫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
蛋白激酶 A （PKA） 是血小板
凋亡自我平衡的调控因子。使用
PKA 激活剂可抑制不同病因导
致的血小板凋亡和清除，提升体
内血小板数量，延长体外血小板
储存时间。

苏州大学：

发现血小板“寿命”的秘密

科苑新创

让毕业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
——右江民族医学院为民族地区和基层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纪实

学校实施“人才帮扶留人、
继续教育帮扶留人、对口帮扶留
人、科研帮扶留人、感情关怀留
人”5 项措施，助力毕业生留在
基层建功立业。

——人才帮扶留人。学校实
施“校县合作基层医学英才‘三
位一体’培养模式”，采用“订
单式”定向协议培养民族地区需
要的人才，给予减免学费或争取
地方政府部门补贴安家费等，学
生毕业后回到民族地区服务，为
基层留住人才。

——继续教育帮扶留人。学
校与桂、滇、黔三省（区）贫困县
或边境县的17家县级医院、24家乡
镇卫生院签订对口帮扶协议，利用对
口帮扶的契机，加强“三得”人才毕业
后的培养与发展，帮扶新增专业
科室 36个，开展新技术项目68项，开
展技术培训200多场次，选派骨干200
多人次常驻基层开展业务指导，共培
养基层紧缺人才和医疗骨干 1540
人，接收基层单位委培住院医师 96
人在院培训，为民族地区医药卫
生工作的“事业留人”作出应有贡献。

——对口帮扶留人。 近 几
年，学校陆续投入巨资对口帮扶
基层医疗机构，并向帮扶对象捐
赠了 CT 机、B 超、血糖仪、雾化
器、电疗仪、U2 型金标定量检
测仪等医疗设备 45 台件，为基
层医院增加了仪器设备，改善了
工作环境。

——科研帮扶留人。学校鼓
励教师在科学研究中“传、帮、
带”在基层医疗机构就业的校
友，通过联合申报科研项目、联
合开展科技调研、对校友开放科

研实验室、“送学上门”开展科
研培训等措施，提高基层医务人
员的科研水平。

——感情关怀留人。学校每
年开展“就业宣传与服务大篷车
基层行”活动，由校领导率领各
二级院系负责人，走访在基层工
作的校友，关心他们的职业发
展。这一活动得到了在基层医疗
机构工作校友的高度赞誉，他们
不仅得到母校的关爱，也随时了
解到学校发展的前景。

（赵骏耀 黄宏春）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进行技能操作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进行技能操作

30 年沉淀 凝练“三得”人才培养目标

1958 年建校伊始，学校提出
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
神，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医疗卫
生人才”的办学指导思想。1987
年，学校第一次党代会就明确提
出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为老少
边山穷地区培养“下得去、用得
上、留得住”医学人才的培养目

标；1993 年学校第二次党代会再
次强调，把培养“下得去、用得上、
留得住”的医疗卫生技术人才作
为 学 校 长 期 办 学 的 努 力 方 向 ；
1998 年学校第三次党代会报告指
出，学校办学要坚持扎根少数民
族地区办学不动摇、面向基层服
务不动摇、培养“下得去、用得上、

留得住”的医学人才不动摇；2012
年学校第六次党代会提出，必须
始终坚持“三个不动摇”，坚持特
色发展、内涵式发展道路。

经过 30 年的历史沉淀，“下
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高质
量应用型医学人才，成为右江民
族医学院的特色人才培养目标。

学校将服务基层的思想融入
办学宗旨和人才培养目标、融入
思想政治工作和就业指导、融入
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融入
社会实践活动、融入资助工作体
系，以“五个融入”转变观念，
切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择业观、就业观和
成才观，确保学生在学业、择业
和就业中不迷失方向。

——将服务基层的思想融入
办学宗旨和人才培养中，帮助
学 生 找 准 就 业 定 位 。 建 校 之
初，学校根据自身地处民族地
区和经济后发地区的现实，确
立了“服务少数民族地区、服务
广大基层，培养‘下得去、用得
上、留得住’的高质量应用型医
学人才”的办学宗旨 和 人 才 培
养定位。办学 59 年来，学校始
终 坚 持 扎 根 老 区 办 学 不 动 摇 、
服务少数民族地区和广大基层
不动摇、培养“下得去、用得
上、留得住”的高质量应用型医
学人才不动摇。并将这一精神贯
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坚定为基层
服务的信心，帮助学生找准就业
定位。

——将服务基层的思想融入

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指导中，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学校
在思想政治教育和就业指导中加
强服务基层教育，主要实施“五
个爱”的情怀教育：一是实施爱
国情怀教育，引导学生积极响应
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二是实施爱校情怀教育，大
力弘扬“艰苦创业、自强不息”
的学校精神，引导毕业生到基层
建功立业。三是实施家乡情怀教
育，激发学生热爱家乡、建设美
丽家乡的梦想。四是实施专业情
怀教育，培养学生对本专业的热
爱，激发学生对本专业的学习热
情。五是实施行业情怀教育，增
强学生的使命感、责任感，激发
学生热爱行业、奉献行业、投身
基层。

——将服务基层的思想融入
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中，激发学生献身基层、报效祖
国。学校利用百色革命老区的政
治地缘优势，在新生入学及重大
节假日，组织学生参观粤东会馆
和百色起义纪念馆、瞻仰百色起
义革命烈士纪念碑、倾听红七军
老战士讲述当年的革命故事等活
动，深刻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

绩，使学生感受到革命先烈用生
命换来的江山来之不易，激发学
生服务基层、报效祖国的决心。

——将服务基层的思想融入
社会实践中，增强学生服务基层
的使命感。学校紧密结合职业生
涯规划和基层就业思想教育，通
过开展大学生职业认知田野调
查、基层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生基
本状况调查、基层医药卫生人才
需求调查、送医送药下基层等，
让学生切身感受到基层缺医少药
的现状，感受到基层就业的广阔
空间，切实体会到自身价值所
在，从而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感，增强学生到基层就业的信心
与勇气。

——将 服 务 基 层 的 思 想 融
入资助体系中，培养学生回报
社会、诚信就业。学校高度重
视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 就 业 困 难 、
心 理 障 碍 等 毕 业 生 的 就 业 问
题，加大对困难毕业生的就业
指导和帮扶力度，加强对大学
生进行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和
励 志 教 育 ， 培 养 学 生 诚 信 做
人、诚信就业，引导学生心怀
感恩、回报社会，到基层去、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5 个融入 让毕业生“下得去”

学校开展“五个优化”确保
教学质量，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办
学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学校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而且使学生的实践
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
业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为学生基
层就业社会适应和终身发展奠定
良好的素质基础。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构
建基层就业所需的知识结构。学
校优化了“精医术、懂人文、有
理想、能创新”的人才培养方
案，本着“够用、实用、先进、
有效”的原则，以“应用”为导

向，构建起医学教育与人文教育
相交融、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相
渗透、课内实践教学与社会实践
相补充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

“民族医药与方剂学”“民族民间
医疗技法”等课程，让学生掌握

“简、便、廉、验”的民族医学
诊疗方法，增强为基层群众服务
的能力。

——优化专业结构，培养基层
急需的医药卫生人才。学校始终以
服务基层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
积极适应基层市场需求，通过基层
走访调研等途径，了解基层医院特

别是乡镇和社区医药卫生人才的需
求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
计划。近几年，学校调整了体育保
健、眼视光等3个专业，新增了中
药学、康复治疗学、口腔护理、
医疗保险实务等7个基层紧缺人才
的专业和专业方向。

——优化教学方法，巩固学
生基层就业所需的专业知识。学
校以项目招标的形式，全面开展了
OSBL、PBL、CBL 等教学方法改
革。以项目研究为平台，促使师生
转变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式，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培养终身学

习能力，提高了教学质量。
——优化实践教学，增强学

生基层工作的适应能力。通过加
大实践教学改革力度，提高学生
专业技能，增强基层工作适应能
力。一是增加实践教学学时数，
目前各专业实验、实践和实训课
时数均达到总课时数的 53%以
上。二是充分发挥模拟医院和临
床技能培训中心作用，强化临床
技能训练。三是改革临床实习教
学体系，构建三级医院与二级医
院分段式轮转实习机制。四是积
极拓展毕业实习教学基地，大力
开辟县级二级医院作为实习基
地，为学生早接触基层、了解基
层和适应基层创造有利条件。

——优化本科生导师制，提
高学生基层就业的科研素养。学
校自 2002 年实施本科生导师制以
来，累计参与学生人数近 5000
人。在导师的指导和影响下，学
生们巩固了专业知识、掌握了科
研基本方法、培养了创新能力、
提高了科学研究素养。

5 个优化 让毕业生“用得上”

5项措施 让毕业生“留得住”

护理专业学生在练习新生儿护理护理专业学生在练习新生儿护理

★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主题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