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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情动态】 

1、青年代表说｜叶海峰：我是上海人才政策的受益者，始终相信“上海因人才更精彩，

人才因上海更出彩”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次代表大会6月25日开幕。“上海将营造高品质的人才生

态，让上海因人才更精彩、人才因上海更出彩”，李强报告中的这句话，让市党代表、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叶海峰尤其振奋。他告诉（青年报 青春上海）记者，

他来上海工作8年有余，本身就是上海人才政策的受益者。 

去年11月，他作为高层次人才代表参加市委书记李强主持召开的人才工作座谈会，

就如何加快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出真知灼见。作为一名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成长起来

的生物医药领域科技工作者，叶海峰说，自己一直立志在上海把医学合成生物学领域

做强做大，尤其是在半导体合成生物学和智能细胞机器人领域做更好的工作，培养更

多的人才。同时，打算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在上海本土孵化，创立医学合成生物学高

科技公司，最终希望科研成果能够造福人类。 

 

2、登上《自然》主刊！我院科研团队创新免疫细胞疗法杀伤肿瘤 

8月31日，国际著名科研期刊《自然》（Nature）在线刊登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科研团队题为“Non-viral, specifically targeted CAR-T cells achieve high safety and 

efficacy in B-NHL”的最新成果。该研究首次报道了全新一代非病毒定点整合CAR-T

技术的开发及其治疗复发难治性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试验成效。在接受治疗的8例

患者中，研究人员观察到PD1-19bbz具有出色的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有87.5%（7/8）

的患者获得疾病完全缓解的效果，其中5例无癌生存已超过1年。 

这一原创性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楫钦、刘明耀、杜冰、李大力团

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黄河团队和上海邦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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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我院研究生课程被推荐申报首届上海市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展示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关于推进上海高校

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实施意见》等精神，根据届上海市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展示活

动的通知，经教师自主申请、学院推荐、专家（校内外）评审等程序，我院研究生课

程《水生生物学原理与进展》拟被推荐申报首届上海市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展示活动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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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卓越与荣耀！华东师范大学隆重庆祝第38个教师节,我院教师分获育人贡献奖，学术贡

献奖等 

9月10日是教师节，华东师大庆祝第38个教师节主题活动于9月9日下午在普陀校区

科学会堂举行，并同步线上直播。在主题活动中，学校为做出突出贡献的教职工颁发

最高奖项，并发布系列举措助力中西部教育事业发展。 

今年的主题是“奋进迎接二十大 培根铸魂育新人”，大会现场观看了《习近平的

教师情》专题片，现场表彰了学校2021年度育人贡献奖、学术贡献奖、服务贡献奖获

得者，学校第十三届师德标兵，以及30年教育工作龄的教师，并发布了《教育部师范

教育协同提质计划华东师大牵头组团工作方案》和2023年度“教育筑梦”计划。我院

教师姜晓东，叶海峰，刘明耀分获青年教师育人贡献奖、青年教师学术贡献奖和杰出

学术贡献奖。我院满30年教育工作龄的教师有李宏庆和赵云龙。 

  
 

5、华东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获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证 

9月17日上午，2022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市科协主席陈赛

娟，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设计专家魏敦山，中国科学院院士、红外物理学家、中国

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褚君浩，上海市科技党委书记徐枫，上海市科协党

组书记、副主席马兴发，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等出席仪式。 

上海市“2021-2025年度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在启动仪式上精彩亮相，华东

师大生命科学学院获得授牌。启动仪式还对过去十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在品

牌打造、阵地拓展、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探索和创新进行了回顾，盘点了今年上海市

“全国科普日”活动的精彩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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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生命科学学院党委组织收看学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开幕会 

10月16日上午10时，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生命科学学院

党委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学院师生以各学科组、党团支部、班级、教职工

理论学习小组为单位，多途径收看大会开幕会直播。 

学院在生科楼159会议室设置线下会场，部分师生代表在严格落实防疫要求的前提

下，有序集中观看。学院全体党政班子成员和党委委员通过线上分会场同步观看。会

后大家反响热烈并进行充分的学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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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科研】 

1、学科交叉融合论坛(第十期):“药物靶标发现与确证研究机遇及挑战”顺利举行  

6月22日下午，我校学科交叉融合论坛（第十期）——“药物靶标发现与确证研究机

遇及挑战”通过线上会议形式如期举行，本次论坛由校科技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

联合主办，生命科学学院承办，论坛发起人为生命科学学院阳怀宇教授。医学与健康

研究院名誉院长管又飞教授、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刘顺英教授和朱通副教授、生命科

学学院逄秀凤教授、卢伟强副研究员和张乾森青年研究员作为论坛嘉宾应邀作报告。

论坛由科技处蒯曙光副处长主持，科技处科管人员及相关学科师生参加了论坛。 

 

 

 

 

2、我院阳怀宇团队发现经典概念之外的药物调控机制 

在生物医药研究领域，常用正构和变构两个经典概念来阐述药物调控靶标的分子机

制。基于正构机制产生了很多经典药物，近年来变构调控机制研究也取得重要进展，

有力推动新药发现。近日，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阳怀宇教授团队则发现了一种靶

向离子通道调控的非经典概念的激动机制，为药物开发提供了正构和变构之外的新方

向。 

该研究成果以“ General pharmacological activation mechanism of K+ channels 

bypassing channel gates”为题，于7月25日在《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杂志在线

https://mp.weixin.qq.com/s/7Gyke6z9dIRFzgiMdJtz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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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研究生刘诗洁、郭佩佩和王昆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阳怀宇教授为通讯作者。

中科苏州药物研究院和苏州阿尔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与该研究工作。 

 

3、气候变化会导致全球泥炭地扩张和收缩吗？我院朱瑞良教授团队提出新证据 

华东师大苔藓植物研究团队基于长期泥炭藓物种多样性的调查，首次模拟了不同

气候情境下6种泥炭地优势泥炭藓物种的全球分布，发现随着全球变暖泥炭藓潜在分布

区呈向北移动的趋势，且移动距离随着温室气体排放的加剧而增加。北方高纬度泥炭

地的泥炭藓适宜分布区和物种丰富度将在未来30-50年增加，北方高纬度泥炭地以南的

泥炭藓适宜分布区和物种丰富度则会大规模减少。全球变暖可能会加剧北半球高纬度

泥炭地富营养沼泽物种的局部灭绝，同时也会导致北半球中低纬度和南半球泥炭藓泥

炭地本身的消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气候变暖，和全球其他区域相比，包括我国东

北泥炭地在内的北方泥炭地南缘将经历最大程度的泥炭藓适宜分布区的缩减及物种丰

富度的下降，是全球泥炭地碳汇向碳源转变的风险区域，将成为未来研究气候变暖对

全球泥炭地碳通量影响的重点区域。 

该成果以“Will climate change cause the global peatlandto expand or contract? 

Evidence from the habitat shift pattern ofSphagnummosses”为题于7月28日在线发表在 

Global Change Biology 。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博士研究生马晓英，通讯作者为生命科学学

院朱瑞良教授，硕士生徐浩和曹子寅以及舒蕾讲师参与了本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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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ature Medicine | 吴宇轩等报告世界首例CRISPR基因编辑治疗β0/β0型重度地贫 

患儿的临床结果 

8月4日，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吴宇轩、刘明耀、李大力团队、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付斌团队和邦耀生物合作在Nature Medicin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CRISPR–Cas9-

mediated gene editing of the BCL11A enhancer for pediatric β0/β0 transfusion-dependent β-

thalassemia的研究论文，报告了世界首例CRISPR基因编辑治疗β0/β0型重度地贫儿童患

者的临床结果。 

 

5、我院科研团队开发新一代精准安全的腺嘌呤碱基编辑器ABE9  

10月13日，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李大力与宋高洁以及广西医科大学赵永祥课

题组在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杂志上发表了题为“Engineering precise adenine base 

editor with minimal bystander editing”的研究论文，报道了“精准安全”的腺嘌呤碱基编辑

器ABE9，将编辑窗口缩窄至1-2nt，几乎完全消除了对胞嘧啶的脱靶编辑，更重要的是

将DNA/RNA脱靶事件降低到背景水平，有效解决了传统ABE潜在的各类脱靶隐患，理

论上将为近50%遗传致病性SNVs的纠正提供了新的精准靶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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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院赖玉平团队揭示IL-17D/DDX5轴调节角质形成细胞RNA剪接触发特应性皮炎和银屑

病的共同机制 

10月21日，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赖玉平教授团队在 Nature Immunology 发表

了题为 IL-17D-induced inhibition of DDX5 expression in keratinocytes amplifies IL-36R-

mediated skin inflammation 的研究成果。该研究发现RNA解旋酶DDX5结合剪接因子SF2

调节角质形成细胞中IL-36R的剪接生成IL-36R和sIL-36R，而AD和银屑病皮损中的细胞

因子 IL-17D激活CD93-p38 MAPK-AKT-SMAD2/3信号通路抑制角质形成细胞中的

DDX5来促进IL-36R的产生，但抑制sIL-36R的表达。sIL-36R通过与IL-36R竞争结合其

配体IL-36来拮抗IL-36-IL-36R信号传导，从而抑制角质形成细胞的炎症应答。在小鼠角

质形成细胞中特异敲除Ddx5(Ddx5∆KC)使得小鼠更易得AD和银屑病，而给Ddx5∆KC 

AD或银屑病小鼠注射sIL-36R或在角质形成细胞中回补sIL-36R均能抑制皮肤炎症，减

轻AD和银屑病小鼠的疾病症状。 

  

7、从一个“细胞”的诞生领悟科研乐趣 

9月21日下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研究员、细胞生物学学科副主任马欣然博士受邀，为广大师生做了题为“一个‘细

胞’的诞生——白色脂肪棕色化的温度响应及调控”的报告。本次报告由生命科学学院副

院长江文正教授主持，通过拔尖计划2.0全国线上书院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微信视频号面

向全国直播，吸引了近6000人线上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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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花粉和柱头邂逅的故事 

9月26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植物学科主任李超博士受邀，

为广大师生做了题为“花粉和柱头的邂逅——小肽-受体激酶调控花粉-柱头识别的机制”

的报告。本次报告由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江文正教授主持，通过拔尖计划2.0全国线上

书院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微信视频号面向全国直播，线上参与人数超过9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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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1、嘉宾齐鸣，鼓瑟吹笙：生命科学学院举办华东师大第三届动物诗词大会 

6月23日晚上，生命科学学院综合利用ClassIn平台和雨课堂工具，举办了华东师大

第三届动物诗词大会。动物学课程负责人姜晓东老师设计、策划并主持了本届诗词大

会，来自生命科学学院、教育学部、生态与环境学院、地理科学学院、化学与分子工

程学院等院系的百余名学生参加。 

  
2、我院顺利完成2022年度山西省高考招生宣传工作 

高考招生宣传可以为考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对华东师范大学最新招生政策、专业设

置、学生培养特色等情况的了解提供重要途径。生命科学学院多年来重视高考招生宣

传工作，过去几年积极招募学院骨干教师前往山西省各地市开展高考招生宣传工作，

在2021年的高考招生工作中成绩斐然。 

由于疫情影响，今年我校在山西省的高考招生工作主要在线上举行。从2022年6月

25日到29日，高考招生小组针对山西省11个地市的考生和家长开展了为期5天的线上宣

传，为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同时，还通过QQ群、电话等途径为山西省考生或家长提

供全天候的咨询。此外，招生组还积极发动当地校友资源，协助高考招生工作的顺利

开展。 

  

3、以学相识，砥砺同行！——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22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 

令营”成功举办  

7月5日上午，生命科学学院2022年度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拉开序幕。此次的夏令

营活动由姜晓东副院长主持。在一周的时间里，通过学科特色学术报告，青年学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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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等方式，为来自全国各地优秀的大学生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大家收获知识，传

递友谊。本次夏令营旨在增加全国优秀大学生对华东师范大学的了解，为广泛选拔优

秀学子进入华东师大继续深造提供良好平台。 

 
4、方兴未艾、大有可为 —— 生命科学学院第二届研究生教育研讨会暨生物学研究生课

程思政推进会圆满举行 

8月1日，生命科学学院为响应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的精神，落实学校卓越育

人要求，推进学院研究生教育研究，更好地将课程思政融入生物学研究生教育，

生命科学学院第二届研究生教育研讨会暨生物学研究生课程思政推进会在线上召

开。本次会议由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姜晓东主持，研究生院及学院教师30余人出

席会议。 

  

5、行动一夏，心动一下 --2022年动物学实习小记 

8月13至16日，华东师范大学2021级全体师范生及2020级生命科学专业学生参

与为期四天的动物学实习。遗憾的是，在疫情的影响下，原本去往天目山采集更

加多种多样的样本的计划无法实施，也无法去见证更为美丽的风景，更无法去观

赏更为丰富雄伟的鸟群，同时也没有机会去研究更为令人惊艳的水生动物。因此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同学们随带队教师一起出发至上海市青西郊野公园等

地采取样本，并制作完成了许多标本，同学们和老师们在整个过程中相互配合，

积极参与，在酷暑中去探寻属于每一个生命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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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院成功举办2023研究生招生宣讲会（在线） 

为满足后疫情时期考生对研招咨询的需求，为考生建立全方位的信息沟通渠道， 

9月6日上午10点30分至11点30分，生命科学学院在校研招办的工作指导下，依托

“中国教育在线·掌上考研”平台举办了直播宣讲会，由分管副院长/学位点责任

教授姜晓东教授主讲，研究生秘书徐进老师参与线上答疑等。 

 

7、汲取朋辈榜样力量，助力拔尖人才成长 

9月29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邀请了来自生命科学学院拔尖学生

培养基地“前身”——菁英班的两位优秀学生：牛煦然和姜雨涵同学为拔尖基地班

的同学们做学习和科研经验的交流分享。本次活动由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江文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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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主持，通过拔尖计划2.0全国线上书院进行网上直播，吸引了线上书院两百多位

同学的踊跃参与。 

  
 
8、生命科学学院卓越师范生培养提质活动顺利开展 

为切实提高我校生物科学专业师范生的教学实践能力，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

生命科学学院积极申报并成功入选“华东师范大学卓越师范生培养提质计划”。通

过组织多次教学研讨，学院充分发挥专业教师的积极性，指导本科生开展教学实践。

此次活动为“创课我来赛”，旨在提高生物科学师范生的课程设计与开发能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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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奠定扎

实基础。 

“创课我来赛”活动共分为三个阶段：2022年6月，学院邀请中小学一线教师

与大学老师一起进行跨学段研讨，增加大学教师对中小学生物学课程内容和课标的

了解；2022年7-10月为第二阶段，专业教师结合各自学科特点，根据中小学课标进

行微课设计，提交微课选题，并指导师范生完成教学课件的设计及教学活动的开展。

11-12月将是本活动的第三阶段，学院将组织师范生教学设计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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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工作】 

1、中学教师学科素养提升计划 ——生命医学系教工第一党支部教师代表赴山西大同

开展“教育筑梦”活动 

我院2013届校友、现山西省大同一中生物教师安强，继2020年入选我校首批

“教育筑梦”计划之后，又再次受到“教育筑梦”活动的资助。本年度教育筑梦的

主题是中学教师学科素养提升计划及实践。 

8月，生命医学系教工第一党支部支部书记张美玲老师利用暑假时间赴山西大同

看望安强校友，并针对中学教师发展、教学质量提升等方面的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 

 
2、守初心、学党章、迎接党的二十大——生物学系教工党支部支部参观“红色足迹—

中国共产党党章历程”展览 

《中国共产党章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具象征的标志和标本，是中国

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凝结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就

和实践经验。9月23日，生物学系教工党支部在闵行校区图书馆召开组织生活会，

参观“红色足迹—中国共产党党章历程”展览。 

 



17  

3、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开展2022级新生党员教育、入党启蒙教育系列活动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紧抓新生入学契机，党政领导带头上党课，充分发挥师

生党员示范引领作用，以主题党课、故事分享、现场教学的形式，推进新生党

员教育工作。生命科学学院副书记兼副院长涂皘围绕“新生党员责任教育”开

展党课。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叶海峰对2022级就如何做好科学研究、将个人

科研志向与国家战略结合进行人生规划与新生党员进行了一次谈话。学院党委

委员、副院长，生物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姜晓东针对研究生学业规划讲授了党

课，勉励研究生党员做好学业规划，在研究生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严谨踏实，

勇攀科研高峰。 

  

4、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召开2022学年秋季学期学生党支部首次党建沙龙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院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学生党支部支委党务工作能力，

10月20日，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开展了2022学年秋季学期学生党支部首次党建沙

龙，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涂皘、专职组织员赵娟、兼职组工信息员范慧婷、

学生党支部书记及部分委员线上线下参加会议，会议由专职组织员赵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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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 

1、9月卓越讲坛|名家讲坛-From “handyman” to “batman”: my career and 

science journey  

9月12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杰出校友、澳大利亚技术科学与工程院院士、

美国微生物科学学院院士、现任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发突发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王林发教授受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邀请，为广大师生做了题为

“From ‘handyman’ to ‘batman’: my career and science journey”的报

告。本次报告由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翁杰敏教授主持，以拔尖计划2.0全国线上书

院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微信视频号直播的形式面向全国开放，直播期间累计在线观

看人数达3万多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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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表彰】 

1、我院杜震宇教授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18届高等院校教育教学奖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18届高等院校青年科学奖及教

育教学奖日前揭晓。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刘钢教授获青年科学奖一等奖，全

国仅5位。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於州教授荣获青年科学奖二等奖，外语学院

袁筱一教授、生命科学学院杜震宇教授荣获教育教学奖二等奖。 

  

2、2022年我院生科竞赛斩获佳绩 

2022年，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师生在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第六届

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2022，创新创业类）均斩获

佳绩。第四届上海市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全市参赛学校11所，共166支有效队伍参赛，

为历届比赛最高参赛队伍数。经过激烈的评审答辩，本次比赛共有72支队伍脱颖而

出并获得奖项。虽然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仍有16支队

伍入围决赛，为历届最好成绩，并斩获一项特等奖、两项一等奖、五项二等奖以及

八项三等奖。我院获得特等奖的队伍还进行了现场网络公开答辩。 

  
 

本期编辑：余蔚明          校对审核：石玉帛、范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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