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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情动态】 

1、传承学科建设文脉，赓续卓越育人使命——华东师范大学老教授协会生命科学分会

组编《传承-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科建设回眸(1951-2020)》出版发布会 

2022年10月27日，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师代表、在职教

师代表、学生代表以及校友代表和“传承”丛书的主编、副主编以及全体编委会成

员，在校工会二楼会议室齐聚一堂，共庆《传承——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学科建设回

眸（1951—2020）》出版发布。发布会由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和老教授协会生命科学

分会共同主办，老教授协会会长杜公卓和副会长兼秘书长杨伟民受邀出席。 

 

 

 

2、华东师大生科院党委与市绿化市容局党组开展中心组联学活动 

2022年10月31日下午，华东师大生科院党委与市绿化市容局党组市野保研究中

心在崇明科研基地举行以“擎旗奋进踏征程，踔厉奋发谱新篇”为主题的理论学习

中心组“联学行动”并合作签约党建联建协议，生命科学学院党政班子、党委委员、

党员教师代表、学术骨干与野保研究中心领导班子、中层干部、党员近30人参会。 

在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浓烈氛围下，举办本次联学联建活动意义非凡。双方将

紧紧围绕贯彻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聚焦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扎实推动上海市生

物多样性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落实，促进两者协同创新，以实际行

动为上海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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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高道远 以善为先 | 生命科学学院校友论坛暨何红章校友捐赠仪式举行 

2022年11月24日，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校友论坛暨何红章校友捐赠仪式

在闵行校区生科楼534报告厅举行。京道资产管理集团董事长何红章、合伙人张海忠

等一行，华东师大党委常委、副校长雷启立，校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宛姝，惠

天然集团董事长、学院校友联谊会会长程静、生命科学学院部分杰出校友，以及学

院全体党政领导班子出席活动。捐赠仪式由学院党委书记党远鸿主持。 

  

  
 

4、聚焦“大生命”学科 2022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在华东师大举行 

2022年11月28-29日，2022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面向未来的生命科学创新

合作会于华东师大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十余名专家学者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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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会议中聚焦生命科学领域的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集思广益、探索创新，

以期搭建中外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合作的生命科学对接平台，推进生命科学全球

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衔接，进而形成面向未来的生命科学产学研用协同开放新

格局。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二级巡视员、市教育工会常务副主席李蔚，华东师大副校

长顾红亮出席大会并致辞。李蔚、顾红亮共同为华东师大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揭牌，

华东师大研究生院副院长兼研究生培养办公室主任杨福义、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翁杰

敏为华东师范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水产科学与鱼类生物学联合研究中心揭牌。华

东师大生命科学学院、医学与健康研究院、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等院系师生现场参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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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师+优课 引领生命科学学院课程思政建设 

2022年11月底，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公布“上海

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名单”，我院新增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课程3门，上海市课程思政

教学名师2人，上海市课程思政示范团队2个。 

 

 

 

6、砥砺前行 踔厉奋发|生命科学学院召开二级学科建设汇报交流会 

为进一步做好学科建设顶层设计，凝聚学科发展共识，促进二级学科内部交流

及合作，生命科学学院于2022年12月21日以线上会议形式召开二级学科建设汇报交

流讨论会。会议由学院院长翁杰敏主持，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系主任、二级学科正

副主任参加会议。 

 

7、2022寒冬，研究生入学考试监考中的师者担当 

以往，监考是每一个教师的一项普通常规工作，但2022年岁末的全国硕士研究

生考试监考工作却显得那么不同寻常。这一次研究生考试是我国疫情防控刚踏入新

阶段的第一次全国性大考， 学校的考点研考组考工作任务艰巨，有近7700名考生需

要在我校考点参加为期两天的考试。随着考试的日益临近，每天都有新增阳性的监

考老师，监考工作遭遇了最严峻挑战。 

迫在眉睫时，学院党委书记党远鸿老师和院长翁杰敏老师高度重视、全力组织，



7  

并且身先士卒，率先加入了监考队伍，全院教职工也积极响应。2022年12月24日清

晨，我院42位教职工冒着严冬的寒气、顶着病毒的威胁，纷纷加入到监考工作中去，

一切监考程序如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各考场工作圆满完成。 

 

 

8、回顾总结 继往开来 -生命科学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讨会暨2022年度教学工作总结

会 顺利召开 

2023年1月6日，为了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落实高校教

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上海

市课程思政领航学院/领航团队、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学委员会联合主

办了题为“总结课程思政建设经验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生命科学学院课

程思政教学研讨会。学院60余位教师及新疆大学10余位教师在线参加教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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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首届上海市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展示活动收官|我院姜晓东教授获奖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展示近年来

上海课程思政建设课堂教学成效，表彰一批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提升教师开展

课程思政建设的意识和能力，打造全市课程思政教学展示与交流标杆平台，近期，

首届上海市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展示活动顺利举行。2023年1月9日由上海市教委政

务微信“上海教育”发布首届上海市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展示活动获奖名单中我院

姜晓东教授的水生生物学原理与进展课程在研究生教育综合专业组中获得一等奖。 

 

  



9  

【学术科研】 

1、我院叶海峰课题组开发光控肿瘤免疫新疗法 

我院叶海峰团队利用合成生物学造物致用的思想，巧妙地融合了光遗传学技术、

肿瘤手术切除疗法以及肿瘤免疫疗法，开发了一种光控细胞药物工厂，实现远红光

可控的、可长期按需调控释放免疫治疗剂的免疫调节工程细胞（FILC）。研究成果

于2022年10月26日以“Optogenetic-controlled immunotherapeutic designer cells for post-

surgical cancer immunotherapy”为题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发表，该研究开

发的远红光调控的新型肿瘤免疫疗法既可以解决肿瘤手术切除疗法易复发和转移的

问题，也可以避免肿瘤免疫疗法起效慢以及不可控性产生的非特异性过度激活问题，

显著地提高肿瘤手术切除治愈率。该疗法开启了免疫抗癌新思路，同时也扩展了光

控系统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具有潜在的临床转化意义。 

  

2、我院李大力、刘明耀团队开发出高精度新型胞嘧啶碱基编辑系统 

我院李大力、刘明耀团队合作对腺嘌呤脱氨酶TadA-8e重新设计改造，创新性地

构建了一系列“精准且安全”的新型胞嘧啶碱基编辑器，编辑窗口更加精准，脱靶率

极低。该研究成果于2022年11月10日以题为“Re-engineering the adenine deaminase 

TadA-8e for efficient and specific CRISPR-based cytosine base editing”的研究论文在

Nature Biotechnology杂志上发表。该研究一方面为深入理解TadA-8e的结构和工作原

理从而开发新的碱基编辑技术提供了新思路，更为重要的是有望极大提高将来临床

应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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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院朱瑞良课题组建立了新的地钱纲分类系统并命名了一个新属 

2022年12月，我院朱瑞良研究团队以“New insights into the phylogeny of the 

complex thalloid liverworts (Marchantiopsida) based on chloroplast genomes”为题在分类

学研究领域旗舰刊物Cladistics上发表，为2022年第6期封面文章。该研究团队通过全

球取样，基于叶绿体基因组、形态和生物地理数据的整合研究，构建了一个稳定可

靠的地钱纲系统发育框架，把半月苔目（Lunulariales）归并到地钱目，把假钱苔科

（Oxymitraceae）归并到钱苔科，建立了新的地钱纲分类系统，并命名了一个新属—

拟花萼苔属(Asterellopsis）。比较基因组学研究发现光苔科(Cyathodiaceae）可能是

地钱纲中唯一具有质体RNA编辑位点的类群。拟花萼苔属分布在我国（青海、西藏、

四川、云南）和尼泊尔，目前只有一个种。 

  

 

4、堪比后羿射日！我院叶海峰课题组研发人造抗病毒系统 

2022年12月9日，国际知名期刊《自然·通讯》刊登了我院叶海峰研究员团队和杜

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王林发院士团队，历时8年在抗病毒免疫领域的最新研究

成果“Engineering antiviral immune-like systems for autonomous virus detection and 

inhibition in mice”。 

研究团队设计了一组集病毒检测清除于一体的闭环式人造免疫样系统ALICE。

该系统成功模拟了人体的抗病毒免疫系统，能够自动感应和破坏入侵的病毒。该系

统以感知外源核酸的STING蛋白为接头，连接人工搭建的信号反应网络，同步输出

多重抗病毒功能模块（包含抗病毒细胞因子 IFN-α和 IFN-β、降解病毒核酸的

CRISPR-Cas9、抗病毒中和抗体）。当病毒入侵时，ALICE系统能够自动感知，并

同步输出抗病毒功能蛋白，发挥抗病毒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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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院宋高洁实验室解析腺苷A2B受体的配体选择性分子机制 

根据不同的生理作用及其活化因素，GPCR又可分为不同家族，其中腺苷受体包

括A1R、A2AR、A2BR、A3R四个成员。它们的天然内源性配体为腺苷，而咖啡中

的主要成分咖啡因则是腺苷受体的拮抗剂，它通过抑制腺苷受体的活性从而达到使

人兴奋或清醒的作用。目前腺苷受体家族只有A1R和A2AR有结构报道，而对A2BR

结构的认识依然缺乏。因此，A2BR结构的解析可以进一步补充对腺苷受体的配体选

择性和激活机制的认识，从而针对性设计以腺苷受体为靶点的药物。为了扩展蛋白

层面上对配体选择性的认识，我院宋高洁实验室联合上海科技大学华甜团队首次解

析出了激活态腺苷受体A2BR与Gs异源三聚体蛋白复合物的冷冻电镜结构。这项成

果以“Cryo-EM structure of the human adenosine A2Breceptor-Gs signaling complex”为

题，2022年12月24日在线发表于Science Advances期刊。 

 
 

 

6、我院钟涛科研团队阐释组蛋白修饰是协调造血干细胞分化的关键检测点 

2022年12月28日，我院钟涛教授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 PNAS 上，在线发表题了

Atf7ip and Setdb1 interaction orchestrates the 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 state 

with diverse lineage differentiation 的研究论文。该工作应用发育生物学、表观遗传学

及基因组学方法揭示了 ATF7IP/SETDB1 介导的组蛋白甲基化修饰是协调 HSPC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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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状态与多种血液谱系分化的一个关键检测点（CHECKPOINT），用于维持红系、

髓系和淋巴系等多种细胞的平衡分化及血液系统的正常循环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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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1、关注师范生教学实践 助力中小学科学教育 

为切实提高我校生物科学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培养有

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生命科学学

院开展了针对低年级师范生的微课实践活动，旨在培养师范生课程设计与开发的能

力，深化师范生对教学理念的理解，坚定教育理想，涵养师德匠心。2022年11月7日，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2021级本科生林雨昕、吴俞霏作为微课实践活动成员，

首先前往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永德路实验小学参与该校科技节“永德讲坛”，为孩子们

带来《校园鸟类知多少》的小课堂。 

 

 

2、三晋学子齐聚一堂，共话师大相逢之缘 

为了帮助新生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开启在华东师大学习生活的崭新篇章，以

及进一步提升我校在山西省的招生服务质量和水平，2022年11月9日，华东师大2022

级山西籍新生座谈会在闵行校区生命科学学院534报告厅举行。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招

生办公室吴佐晨老师、山西省招生组组长、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江文正教授、山西

省优秀本科生代表以及50余位2022级山西籍新生分别在线上及线下参与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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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专题培训顺利开展 

2022年11月9日， “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专题培训”

以线上研讨会形式顺利开展，本次培训面向20级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生，为同学们

的教师技能锻炼提供可资借鉴的帮助。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江文正、孟宪承

书院副院长苏振兴、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班兼职班主任赵杭美作为专题培训的指导

嘉宾出席了本次活动。本次专题培训有幸邀请到静安区生命科学教研员陈云杰及

上海中学优秀一线教师张智顺，作为特邀嘉宾为大家带来最专业的生物学科课标

解读以及教学经验分享，为在校学生指明设计课程的方向，有助于他们提升教学

能力，塑造专业素养。 

  

 

4、生命科学学院2022-2023学年秋季学期公开课观摩及研讨活动顺利举行 

为了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搭建一线教师的教学交流平台，生命科学学院

在2022-2023学年秋季学期安排了三门教学公开课，分别为张雯老师的《植物生理学

实验》，赵宇岚老师的《人体科学——兴奋收缩耦联》和金明飞老师的《微生物学

及实验》。2022年11月11日下午，教学委员会在闵行校区实验B楼组织了针对公开

课的教学研讨会。我院党委书记党远鸿老师、分管教学副院长江文正老师、教学委

员会委员以及多位青年教师参与教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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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科研之路由此启航丨首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术节问道卓越·学术创“星”训练  

营圆满举办 

生命科学学院以“问道卓越·学术创‘星’”为主题，为华东师范大学首

届研究生学术节各培养单位学术活动拉开序幕。活动由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姜

晓东教授主持，邀请了近期在Science、Cell国际权威期刊发表文章的李超研究

员及其课题组博士代表、马欣然研究员及其课题组博士代表，就研究生学术成

长之路、理科学术论文的写作与规范、顶刊发表的经验心得等予以分享交流；

同时特邀资深导师代表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翁杰敏教授，对学术创“星”养成相

关讨论进行点评。交流活动于2022年11月21日下午13：00-15：30在闵行校区学

生发展空间202报告厅举办。活动分为“问道卓越”“临门一脚”“画龙点睛”

“自由讨论”四个版块。 

  

 

6、生命科学学院第一届师范生微课比赛展演及颁奖典礼顺利举行 

为切实提高我校生物科学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培

养“四有”好老师，生命科学学院开展了《“创课”我来赛》活动，旨在以赛

促学、以赛促教，培养生物科学师范生的课程设计与开发能力、深化对教学理

念的理解，坚定教育理想，涵养师德匠心。2022年12月14日下午，我院举办了

第一届师范生微课比赛展演及颁奖典礼。活动现场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

副处长谭红岩老师，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院党委副书记梁宏亮老师，华东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江文正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附属初级

中学徐娟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钱旻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

学院禹娜老师，以及第一届微课比赛指导教师们。该活动还以腾讯会议的形式

向其他年级本科生开放，吸引了广大师范生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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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共赴卓越学术之旅｜第二届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周活动成功举办 

为营造开放、和谐的学习环境和浓郁的学术氛围，引领学生从事科学研究，

激发创造热情、培养创新精神，为学生提供相互学习交流及展示研究成果的平

台，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完善学生人才培养模式，生命科学学院于12月举办了

第二届生命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周活动。本届研究生学术周活动，分为优秀学

术报告评审和优秀学术海报评审两个环节。颁奖仪式由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姜

晓东主持。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副主任于浩教授对生科院研究生学术周系列活

动作为卓越研究生培养的积极探索予以高度评价。生命科学学院翁杰敏院长为

参赛选手寄语点评。包括学院党委书记党远鸿老师、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肖连

奇老师在内的12位领导、老师为获奖的同学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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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工作】 

1、精彩回看 | “玩转图书馆数据库——EndNote使用攻略”活动顺利举行 

2022年11月8日下午13：30 - 15：00，“玩转图书馆数据库——EndNote使用攻

略”活动在生命科学学院534小会议室顺利举行。此次分享会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副

研究馆员、图书馆研究支持部副主任熊泽泉老师为同学们介绍图书馆数据库和文献

管理软件EndNote。 

  

 

2、精彩回看 | 读/写论文与科研绘图经验分享会活动顺利举行 

2022年11月15日下午14：00 - 16：00，“读/写论文与科研绘图经验分享

会”活动在生命科学学院534小会议室顺利举行。此次分享会邀请了2022级动物

学博士研究生石立冬和2020级动物学硕士研究生焦新迎为大家进行SCI科研论文

阅读写作和投稿经验，以及科研软件的作图方法解读分享。 

  

 

3、学生党建 | 生命科学学院2022年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开班 

为规范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训和教育，2022年11月16

日下午，生命科学学院2022年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正式开班。开班仪式由

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涂皘主持，首次培训课程邀请到学院党委书记党远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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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纪委副书记俞黎阳为积极分子讲授党课。 

  

 

4、精彩回看 | 2022年生命科学学院简历指导一对一活动圆满落幕 

2022年11月17日13:00，生命科学学院简历指导一对一活动以腾讯会议的形

式在线上顺利举行。此次指导活动邀请了学生职业发展中心市场信息部主管刘

文静老师与上海市格致中学奉贤校区高三年级组长姚鹏程老师分别担任综合组

和教师组的简历修改指导老师，活动由黄子晗同学主持。本次活动为同学们提

供了完善简历的机会，通过老师的直接指导，助力同学们在未来致远行稳。 

 
 

 

5、未来教师训练营之高中生物新课标解读活动圆满举行 

2022年11月22日下午13：00，未来教师训练营之高中生物新课标解读活动

在生科楼534小会议室圆满举行。本次活动邀请到《生物学教学》杂志编辑部主

任、责任编辑，生命科学学院李增娇老师来为同学们带来针对高中生物新课标

的深度剖析，活动为线上线下结合开展，由程洁同学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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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精彩回看 | “科研入门第四弹——挑战杯赛事全揭秘”活动顺利举行 

2022年11月24日下午18:30，“挑战杯赛事全揭秘”通过腾讯会议顺利举行。

此次交流会邀请了校团委专职干部、生命科学学院2020届博士毕业生于袁欢老

师作为主讲嘉宾，为同学们介绍挑战杯的赛制以及参赛要点。于老师耐心细致

的讲解让同学们受益颇多，为同学们拨开了“挑战杯”的神秘面纱，也极大地

增强了大家参与“挑战杯”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7、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召开2022年基层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会 

2022年12月22日，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开展了基层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会，

述职评议会以学院党委扩大会议的形式进行。学院党委书记党远鸿、全体党委

委员、特邀党建组织员、各基层党支部书记、支委代表等参加会议，会议由党

委副书记涂皘主持。 

根据书面述职和现场述职相结合的方式、现场述职3年内全覆盖的评议考核

要求，会前，学院18个基层党支部书记对照上级党委工作部署要求，在梳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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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查摆问题的基础上提交了书面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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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表彰】 

1、喜报|我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入选“上海党建工作样板支部” 

培育创建单位 

2022年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公布了第二轮上海高校党组织“攀登”计划培育创

建单位名单，共遴选产生了15个高校党委、40个院系党组织、60个党支部分别作为

上海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和特色高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我院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生第一党支部入选“上海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 

 

 

2、喜报|我院博士研究生孔德强入选上海高校“百名学生党员标兵”  

2022年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公布了上海高校“百名学生党员标兵”创建名单，

共遴选产生了100名上海高校学生党员标兵。我院2020级生化专业博士研究生孔德强

入选上海高校“百名学生党员标兵”。 

孔德强，导师叶海峰，曾任院研究生党支部书记、院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他

坚守科研报国初心，勇担科技强国使命。负责、参与课题10多项，在国际顶级期刊

Nature biotechnology、Science Advance发表论文3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国际

专利各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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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喜报|我院师生在2022年度创新创业先进评选中喜获多项荣誉  

2022年11月30日上午，“创新无止境·创业践于行”2022年度华东师大创新创

业教育周闭幕式暨创新创业工作总结表彰大会在普陀校区博创楼举行，我院师生在

2022年度创新创业先进评选中喜获多项荣誉！ 

杜冰荣获“2022年度华东师大创新创业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刘小红获评

“2022年度华东师范大学创业达人”；叶江南携“饵食饲安——无抗养殖引领者”

项目获评“2022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最具发展潜力项目”；沈诗慧携项目“S2Y85S1—

—靶向REGγ-20S蛋白酶体的新型抗肿瘤药物”获评“2022年度华东师范大学最具活

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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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喜报|我院江文正教师荣获2022年度宝钢优秀教师奖  

2022年度宝钢教育奖评审结果揭晓，我院江文正教授荣获2022年度宝钢优秀教

师奖。 

宝钢教育奖设立于1990年，是高校积极参与的全国最具知名度的教育奖项之一，

以“奖掖优秀人才，力行尊师重教，推动产学合作，支持教育发展”为宗旨，目前

有75家评审学校和评审单位，在全国120余所高等院校设立，包含优秀教师奖、优秀

教师特等奖提名奖、优秀教师特等奖、优秀学生奖、优秀学生特等奖五个奖项，每

年评选表彰一次。我校至今已有123位教师获得宝钢教育奖，其中宝钢优秀教师特等

奖3位、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提名奖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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