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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 年，教育部启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活动，首批认定来自 200 所高校的 201 个教师团队，覆盖各学科门类和东中西各省
份。在长期的科研实践中，这 201 个响当当的团队，有的突破国外技术封锁，领跑世界科技前沿；有的着眼本土发展实际，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本
期，高教周刊选取 8 个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讲述他们发挥团队优势，投身科研矢志报国的故事。

凝聚团队智慧 矢志科技报国
—— 聚焦部分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一）

最可贵的是团队
如今，团队引培并举，已形成老中青传帮带的优良机
制，打造了一支结构合理、业务能力突出的国际一流研究
队伍。其中既有韩家淮与张荧荧、吴乔与陈航姿的“师生
档”
，
还有周大旺、陈兰芬、邓贤明的
“哈佛三人行”。
老中青传帮带的传统不只源于团队成员的特定身
份，更体现在科研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团队带头人深度
参与并积极推动学院每学期两次的“青年 PI 沙龙”活动，
为教师专业发展搭建了一个聆听前辈经验的平台；而每
两周一次的“教授沙龙”则会在一个多小时中分享技术，
展示研究成果，进行头脑风暴；对于基金及重点项目的申
请，从书面材料修改到模拟答辩，带头人亲力亲为参与其
中，
助力年轻学者成长……
未来，团队将积极参与厦门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学
部的生命科学与人类健康学科群建设；以博伊特勒书院
为契机，继续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结合国家、地方重
大需求，通过强化校地、校企和人才等合作，大力推进科
技成果转化，积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一个“特别能战斗”的团队
在守护洱海这场说干就干的生态环境保卫战中，孔
海南不是一个人，他有一支跟着他转战南北的年轻队
伍。这支队伍有着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完成验收的
一个个项目是对他们最好的肯定，一个个新重大项目的
委托是对他们最好的褒奖。在孔海南的言传身教下，这
支队伍继承了他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脚踏实地、勇于奉献
的精神。在他的支持下，团队的每位博士生和青年教师
都获得了赴海外一流科研机构开展研究工作的机会。此
外，他还给年轻人创造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机会，给任
务、压担子，让他们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在项目研究中得
到锻炼。
何圣兵带领的湖库水质改善及水生态修复科研团
队，主持了 20 余项研究课题，包括国家水专项子课题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在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 90 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0 余项。王欣泽
带领的湖泊富营养化控制科研团队，瞄准我国水环境污
染现状，
开展针对湖泊富营养化控制的相关技术研究，
研
发了处理分散型农村污水的土壤净化槽技术、面源污染
区的入湖河流污染控制与生态修复技术，以及以湖库流
域内污水回用为目标的深度处理技术。

将洱海精神代代传承
在教育教学上，
团队围绕河湖富营养化治理，
用一流
科研反哺一流教学。让学生们亲临现场实践体验，是团
队的教学特色；
把个人发展和国家民族需要结合起来，
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是团队传承的信仰。团队
的课堂在教室，
更在治理现场。在学生培养中，
团队注重
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工程研究为手段、以现场示范为验
证，将学生培养与解决实际环境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以
洱海项目研究为例，
每年都有大量的本科实习生、硕士研
究生、博士研究生常驻洱海研究现场，根据实际情况，结
合专业研究成果，提出解决洱海水污染问题的相关方
案。团队培养的学生中，
有深耕学术领域的学者，
有科研
机构的中坚力量，
还有扎根基层、造福地方的管理者。
为了让社会、民众更多地关注、投入到洱海流域的保
护事业中，孔海南萌生了成立“洱海保护人才教育基金”
的想法。他多方奔走，
与中国水环境集团共同发起，
与上
海交大教育发展基金会、校友总会、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大理研究院及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大理大学、
滇西应用科技大学等单位一起，
共同设立了
“上海交大洱
海保护人才教育基金”
，用以培养洱海保护英才并资助洱
海保护科学研究。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钟本和，
是我国磷化工领域的泰斗级人
物，被誉为“磷化工行业的袁隆
平”。60 余年来，她率领四川大
学化学工程教师团队，始终坚持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用川大科技
人的坚守和执着，突破磷化工领
域 新 技 术 ，开 创 磷 肥 工 业 新 途
径，在我国磷化工发展的每一个
关键技术转型阶段都作出了重
要贡献，引领了我国近几十年磷
化工行业的发展。

通讯员 李雪 高敏

“比诺贝尔奖更重要的是知识的传承。百年后，诺贝
尔奖得主或许会被遗忘，但如果书院发展得好，百年后，
书院的教育事业仍会继续。”韩家淮希望通过书院模式，
打造一个生命科学领域杰出人才培养的平台。
2015 年，厦门大学第一个书院——博伊特勒书院成
立，韩家淮担任首任院长。书院采取“双轨制”并行运作，
启动“普适计划”和“拔尖计划”，聘请了诺贝尔奖得主、院
士等一批顶尖专家为学生授课，
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韩家淮率先垂范，主动承担本科生班主任工作。结
合班主任制度，团队成员踊跃参与本科生专业思想教育
和职业规划，激发学生的科学热忱。虽然团队的科研任
务十分繁重，但成员们仍然积极承担教学任务，主动参与
课程体系改革。近 9 年来，团队中教授平均承担本科生课
程、研究生课程 690 课时，指导学生科研立项、创新创业
项目 354 项。

上世纪 90 年代起，洱海长
期遭受湖水富营养化折磨，两
次大规模暴发蓝藻，湖水水质
急剧恶化。洱海水环境恶化牵
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也引起了
国家的高度关注，洱海保护被
纳入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
科技重大专项。在这场洱海保
卫战中，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教
师团队联合中国环科院、中科
院水生所、中国农科院等几十
家单位，用十余年的积累、5 年
的实践、3 年的攻坚，收获了丰
硕的治理成果，使洱海水质从
浊到清，连续 3 年保持在国家
II 类、Ⅲ类水质标准。
十余年来，团队共有师生
1000 余人次驻守洱海等河湖
治理一线，目前有 20 余名师生
常年在大理等地进行实地科
研，共完成野外样品采集 3 万
余 次 ，分 析 水 质 指 标 16 万 余
次。他们把课堂搬到了洱海
边，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解决实
际问题的办法。做实验，是每天洱海水质监测的必修
课。每天早上八点半出发，到下午四点半 34 个采样点全
部走完，团队全身心投入在科研工作中。用自己实测得
来的第一手数据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是上交大人在洱
海治水的习惯传承和实践坚守。

做磷化工领域的忠诚卫士

从梁子岛走出的 100 多名博士硕士，不少在国内外
知名研究所或高校工作，多人晋升为教授，
成为水生植物
研究的中坚力量。
团队 3 名博士生导师中，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常务副
站长徐新伟，
用分子手段来研究水生植物的分类、重要类
群的起源与演化；科研副站长刘春花专注于水生植物生
态学和植被恢复机理研究，在国际权威期刊发文。博士
毕业于中科院的王忠来生态站做博士后，聚焦水生植物
功能生态学研究，揭示了水生植物对环境的适应机制。
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后留站工作的王力功、范书锋、于海澔
和吕田，如今常驻梁子湖、大通湖、阳澄湖和枝江八湖的
生态修复一线，研究水生植被恢复过程中浮游植物、微生
物、底栖动物、鱼类的动态变化，力争较为全面地揭示植
被重建和生态修复机理。
研究方向上的多点开花见证着团队的创新与发展。团
队主持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几十个国家级科研项目，
发表 SCI
（科学引文索引）论文近200篇，
获评
“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
进集体”
，
荣获首届
“湖北省环境保护政府奖”
和首届
“中国生
态文明奖”
。为把梁子湖国家生态站建设成国际知名的水生
植物研究与水生态修复重要基地，
团队一直在持续迈进。

最重要的是传承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钟本和（右三
右三）
）指导团队进行科研工作
指导团队进行科研工作。
。

四川大学化学工程教师团队：

接力育人，助力学科良性发展

一年到头不打烊，24 小时
不熄灯，这是团队实验室的常
态。
长年的超负荷工作，让团
队成员吴乔的身体不堪重负，但工作的迫切感令她不愿
意多休息。2008 年底，吴乔患上了结肠癌，从查出癌
症到回归工作，中间仅仅间隔了 10 个月。每天工作 15
小时以上，即便是大年三十仍有许多教授到岗，这是团
队成员的科研日常。为了方便工作，韩家淮、李勤喜等
近一半团队成员直接把家搬至学校附近。
除了在科研上服务国家与地方发展需求，团队还积
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目前，团队已成功实现技术转让
5 项，相关技术在促进组织损伤修复和再生、抗肿瘤等
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此外，他们参与合作开发的
“First-in-class”靶向创新药物将为肝脏损伤和移植的
患者带来福音，参与合作开发的抗肿瘤候选新药南强菌
素有望开发成为国家一类抗肿瘤新药。

“ 做洱海的守护者，我无
怨无悔！”说这句话的人，是上
海交通大学湖泊富营养化治理
教师团队负责人孔海南。作为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
重大专项洱海项目负责人，他
曾笑言：
“ 名字里带个‘海’字，
大半辈子都和水打交道，守护
水是我的使命，我热爱这项工
作。
”

通讯员 江倩倩 包晨静

历时 30 年，团队走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水体，采集
水生植物标本 40 万余份（占全国总数的 90%以上），拍摄
水生植物图片 30 万余张，收集水生植物种子 7000 余份，
调查了 3 万余个水生植物群落样方。
从水生植物研究，到水生植被重建、湖泊生态修复和
水质净化研究，团队把
“以草治湖”作为主要技术措施。
为治理修复梁子湖，团队在湖底种植了 20 万亩水生
植物。如今，湖内 80%的区域被水生植被覆盖，
“水下草
原”清晰可见；湖水水质也整体恢复到Ⅱ类水质，1/2 为
Ⅰ类水质，除去洪淹的 2010 年和 2016 年，再未出现过Ⅲ
类水质。2009 年 6 月下旬，对水质要求极高、有“水中大
熊猫”之称的淡水桃花水母，高密度、大面积出现在梁子
湖，为这里的水质变化做了最生动的注解。
总结梁子湖治理经验，
团队面向全国湖泊治理，
提出
了
“抓紧治
‘小病’
，分期治
‘重症’，
保住
‘生态本钱’”
的新
思路，得到了中央领导批示。此后，全国良好湖泊保护项
目启动，投入 150 亿元，保护了 200 多个轻污染湖泊，梁
子湖治理的经验和技术被推向了全国。

最专注的是科研

奔波在水资源守护前线

采集标本，用水草为湖泊“疗伤”

实验室里，他们日夜不停、
凝心聚力，为人类健康事业奋
斗不息。课堂内外，他们实干
笃行、步履不辍，潜心探索教书
育人的艺术。
多年来，厦门大学细胞生
物学教师团队潜心科研，聚焦
领域内核心问题，在机体免疫
反应、肿瘤发生发展及靶向药
物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
团队的“领头雁”、中国
科学院院士韩家淮是免疫信号
传导、细胞死亡与炎症领域的
世界知名学者，发现了 p38 这
一免疫细胞中的重要信号通
路 ， H- index（H 指 数）为
83。对细胞新型死亡机制——
焦亡的研究成果入选首届“中
国 生 命 科 学 领 域 十 大 进 展 ”。
不久前，与他并肩作战的团队
成员周大旺、陈兰芬在顶尖学
术期刊《细胞》发表研究论文，
发现了肝癌早期普遍存在糖原
过度累积的现象，改变了以往
对肿瘤细胞的一些认知。这项
针对肿瘤早期事件的发现和鉴
定，是肝癌研究领域的重大突
破，
对于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
具有重要意义。

孔海南（前排左二）与学生在水样测试现场
与学生在水样测试现场。
。

上海交通大学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教师团队：

1992 年，团队负责人于丹
作为武汉大学生物系第一个进
站研究的博士后，开始开展“长
江中下游湖泊群水生植被”研
究。他调查了洞庭湖、鄱阳湖
等 100 多个湖泊后，选择在物
种多样性丰富、植被类型多的
梁子湖建立水生植物野外研究
基地。
在一个孤岛上建观测站，
谈何容易？一开始，没有任何
资金来源，在湖北省人事厅资
助下，于丹买下了岛上渔民用
石头搭建的简易房，开始了初
步实验监测。此后，随着实验
研究的开展和工作积累，在有
关部门的支持下，梁子湖野外
生态站建立，并于 2005 年获批
“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
外 科 学 观 测 研 究 站 ”。 2007
年，团队所在的生态学学科被
评为国家重点学科，2012 年被评为湖北省唯一的生态学
一级重点学科，并建立生态学博士后流动站。
获批国家站后，科技部和教育部加大了支持力度，
武
汉大学也从人财物多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岛上的实验条
件大为改观。国际知名学者托马斯来站后，赞叹梁子湖
站是世界上最好的水生植物实验站。

通讯员 曹熠婕 林济源

建立水生植物野外
研究基地

细胞生物学团队进行实验。
细胞生物学团队进行实验
。

为人类健康事业奋斗不息

通讯员 徐新伟 刘春花 范书锋 于海澔

开创湖泊生态修复﹃梁子湖模式﹄

武汉大学梁子湖湖泊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研究观测生态站教师团队：

武汉大学梁子湖湖泊生态
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建在梁子湖牛沙咀小岛上，
“岛
民”是 50 多名武汉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的师生。
虽然岛上的生活比较艰
苦，但“岛民”们都怀揣着科研
报国的梦想，希望治理好这个
340 平方公里的大湖，为全国
提供一个湖泊治理样本，让越
来越多的富营养化湖泊重新变
为一泓清波。

厦门大学细胞生物学教师团队：

团队成员开展水生植物研究工作。
团队成员开展水生植物研究工作
。

首创“料浆法磷铵”，
助力粮食增产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农业
发展遭遇重大瓶颈，肥料缺磷导
致农作物“苗壮实不壮”。当时
的国内技术无法实现中低品位
磷矿生产磷铵，磷铵只能依靠高
价进口。找到一条自给自足磷
肥的全新道路，对解决全中国老
百姓的温饱问题至关重要。
那时的钟本和毅然放弃了
出国进修机会，选择坚守在磷铵
研发第一线。为了寻找突破方
法，她夜以继日查阅资料文献，
多次深入工厂钻研生产工艺。
终于，她提出的“料浆浓缩法制
磷铵新工艺”
（以下简称“料浆法
磷铵”
）获得成功。
“料浆法磷铵”成功后，钟本
和继续坚守在科研成果工程转
化的一线，实现了“料浆法磷铵”
的技术装置大型化和成套化。
在她的带领下，共建成工业装置
100 余套，实现产能近 2000 万吨。在贵州瓮福矿肥基地
（今贵州磷化集团）实施整体技术转移（EPC）建设的年产
20 万吨大型联产装置，用不到 1800 万元的增量投资，盘活
了 60 亿元的存量资产。以此为契机，我国花费巨资引进的
5 套大型磷铵生产装置成功实现改造升级。经过 30 余年
的开发完善，
“ 料浆法磷铵”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成
功实现我国粮食增产 2562 万吨、农业利润增收 526 亿元。

引领发展，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继成功开发料浆法工艺后，钟本和团队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又开展了有机复合肥、精制湿法磷酸、工业磷铵、硫
磺分解磷石膏制硫酸、含磷电池材料等的研发工作，并取
得重大突破。团队率先在全国高校中开创了以整体技术
转移（EPC）推广科技成果的模式。
两个“不动摇”——为国家服务不动摇、为工程服务不
动摇，是钟本和团队一直传承并坚守的精神，一路引领着
中国磷化工行业的发展。钟本和认为，工程学科的科研一
定要立足国家发展需求，
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多年来，团队不跟风、不追热，踏踏实实搞钻研、咬定
目标不放松。一个项目往往需要奔走十余年，但直到实验
研究成果实现落地产业化，才算得上真正达成了既定目
标。团队坚信，只有到工厂去才能够面向实际，切实解决
企业需求，推动科研进步和产业革新。目前，团队有骨干
教师 20 余人，形成了老中青梯队，所有教师都具备丰富的
工程化经验。他们要求自己培养的学生也要去工厂进行
工程实践，深刻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的科研准则。经过数十
年的发展，团队形成了“以工程导向为主的应用基础开发”
科研特色。近年来，团队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
863 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项
目 80 余项，
到校经费逾 3 亿元。

砥砺奋进，不断突破产业瓶颈
目前，我国磷化工行业面临着磷资源的绿色开发和高
效利用问题。面向未来，
结合
“双碳”
战略，
团队把实现国家
磷化工产业的健康、可持续、绿色发展视为神圣使命，不断
推陈出新，
突破产业瓶颈，
推进磷化工事业健康发展。
在磷肥研发中，团队打破传统思维模式，针对农业发
展所需，将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创新复合肥和水溶肥料
的基础原料。通过对新型肥料进行精准工业生产，实现磷
肥的无害化、绿色化和现代化，大幅提升了磷资源利用率，
推动行业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团队还致力于扩展
新能源领域的研究，基于磷资源加工，开辟了在锂电池磷
系及硫系正极材料方面的研究领域，并不断取得新的进
展。
“十四五”期间，团队获得四川大学理工科发展计划工
科特色团队项目支持，立足“磷化工*X”学科的深度融合，
致力于打造“磷资源高效利用”特色平台，服务地方与行业
发展，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创造出更多“从 0 到 1”的
原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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