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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情动态】 

1、生生不息添新绿，且将新火试新茶—生命科学学院2021年迎新工作顺利完成 

8月31日，生命科学学院2021年迎新工作分别在闵行校区和中山北路校区同步开

展，学院学工团队和学生志愿者精心筹备，秩序井然，迎接2021级研究生新生的到

来。学校副校长顾红亮来到中北校区脑所迎新点慰问现场师生，副校长周傲英走访

生命科学学院闵行校区研究生寝室了解新生的入住情况。 

  

2、肩负时代责任，胸怀卓越梦想—生命科学学院举行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 

9月2日上午，生命科学学院2021级新生开学典礼在闵行校区生科楼534报告厅举

行。学院党委书记党远鸿，院长翁杰敏，副书记兼副院长徐敏华，副院长江文正、

姜晓东、叶海峰出席典礼。出于疫情防控安全考虑，典礼通过线上线下平台同步进

行，部分教师、新生线上观礼，典礼由徐敏华主持。 

  

3、研究生院来我院开展研究生工作调研 

2021年9月7日上午9:00，我校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周傲英带领研究生院常务副

院长吴建、副院长杨福义及各部门主任（招生办公室华春燕、培养办公室陈灵犀、

学位管理办公室李海生、专业学位教育办公室陈佳）一行前来我院进行研究生相关

工作调研。我院党委书记党远鸿、院长翁杰敏，副院长姜晓东、江文正、叶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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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敏华，以及我院博士生导师代表和研究生教育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调研会。 

  

4、我院校友联谊会理事会议顺利举行 

2021年9月29日晚，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校友联谊会理事会议在闵行校

区教师之家宾馆二楼会议室举行。院长翁杰敏、党委书记党远鸿、学院校友联谊会

会长程静、校友联谊会常务理事、理事等20余人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学院党委副书

记兼副院长、校友联谊会秘书长徐敏华主持，部分校友理事线上参会。与会校友理

事围绕校友捐赠、院庆学术论坛、成果转化平台、学院发展咨询团、智库、创新创

业等事宜建言献策。 

  

5、“悠悠七秩，风华赓续”—生命科学学院“生命与健康”校友论坛顺利召开 

七十载风雨沧桑，七秩庆风华赓续！时值我校70周年校庆之际，生命科学学院

也迎来生物学系建系70周年暨学院建院20周年华庆。为发挥杰出校友引领作用，搭

建校友沟通交流桥梁，促进学院蓬勃发展，10月13日，学院举办“生命与健康”校友

论坛，本次校友论坛由学院副院长叶海峰研究员、生命医学系系主任李大力研究员

主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共享学术之庆、文化之庆、师生校友之庆。此次

“生命与健康”校友论坛涵盖了学术研究、创业投资和产业转化等方向，为在校师生

和校友献上了一场生命与健康领域的交流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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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春华秋实七十载，桃李芬芳襄盛会—70周年校庆生命科学学院系列活动迎校友 

10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迎来70周年校庆，生命科学学院在两校区举行一系列

校庆活动，喜迎八方学子返校归家，共贺母校七十华诞。 

中午，学院在中北脑所一楼会议室举行了校友代表座谈会，学院领导班子成员、

在职教师代表，参加学校庆祝大会的基层一线校友代表、企业界校友代表、校友联

谊会代表等参加了会议。校友代表们从深度推进校企合作，加强校友联谊会捐赠机

制和反馈机制建设，建立运维生物产业校友群，着力学院人才资源的内外宣传，创

新创业孵化平台建设等方面，共同为生命科学学院的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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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科研】 

1、我院殷东敏课题组在《生物化学杂志》发表研究论文阐明钙调蛋白乙酰化的功能和

调控机制 

我院脑功能基因组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殷东敏课题组从事突触可塑性和精神分

裂症的机制研究。课题组最新的研究成果先后在线发表于美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会刊，自然指数收录期刊《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其课题组发表的两

篇论文首次揭示了钙调蛋白（CaM）乙酰化的功能及调控机制，可能对钙离子

（Ca2+）信号转导的研究带来新的视角。鉴于以上工作的重要性，这两篇论文被

JBC的主编选为“重点推荐”论文（Editors’ Picks），JBC杂志将在线配发专门的评论

文章，上述研究成果也将在美国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会的官方网站以新闻形式发

布（Press Release）。 

 

  

2、我院叶海峰研究团队六年半攻关，给细胞“喝红酒”调控肿瘤免疫治 

8月 18日，我院叶海峰团队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上发表了题为

Engineering genetic devices for in vivo control of therapeutic Tcell activity triggered by the 

dietary molecule resveratrol 的研究论文，经过六年半科研攻关，他们成功开发出了一

种红酒成分白藜芦醇调控转基因表达的控制系统，并利用该系统调控T细胞以提高肿

瘤免疫治疗的安全性。 

  

3、我院石铁流团队开发临床应用的拷贝数致病性分析平台 

8月18日，石铁流教授团队在Genome Medicine上发表了题为X-CNV: gen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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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 prediction of the pathogenicity of copy number variations的研究论文。研究人员使

用X-CNV预测了22类罕见疾病和遗传性肿瘤的1600多个致病性CNV，发现X-CNV模

型的致病性打分能够准确识别不同类型疾病的致病性CNV。因此，X-CNV模型可很

好地作为CNV相关的遗传疾病的辅助诊断工具。 

 
 

4、Molecular Therapy | 叶海峰/周健开发光控类胰岛定制细胞改善糖代谢紊乱 

9月14日，华东师范大学叶海峰及上海交通大学周健共同通讯在Molecular 

Therapy在线发表题为 “Far-red light-activated human islet-like designer cells enable 

sustained fine-tuned secretion of insulin for glucose control”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将细胞

治疗与光遗传学相结合，设计开发了光控类胰岛定制细胞（简称FAID细胞）。该研

究成果是继2017年智能手机超远程控制光控智能细胞治疗糖尿病研究成果之后的又

一大重要改进，开创了一种可以长期、可控释放胰岛素并实现血糖稳态调节的新型 

胰岛素给药方法，为糖尿病血糖稳态控制提供了新方法。 

  

5、Nat Biotechnol：我院叶海峰团队开发新一代光遗传学工具 

10月4日，国际顶刊《自然·生物技术》刊登我院叶海峰团队在光遗传学领域的研

究成果，介绍这种全新的生命“光开关”（红图）的创造和验证过程。团队将含有该

系统的工程化定制细胞移植到糖尿病小鼠和大鼠体内，通过光来精准的控制胰岛素

药物的表达。实验结果显示，在糖尿病小鼠和大鼠模型中，无需定时服用药物或注

射胰岛素，每天仅需光照一分钟或五分钟便可实现小鼠和大鼠体内胰岛素的表达，

从而精准控制实验动物的血糖稳态。实验验证了“红图”系统对细胞治疗进行精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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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6、我院脑科学团队发现多巴胺在行动-奖赏学习中的功能 

10月11日，我院脑科学金鑫团队发现多巴胺在行动-奖赏学习中的功能并以

“Nigrostriatal Dopamine Signals Sequence-Specific Action-Outcome Prediction Errors”为

题发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此项工作对增强帕

金森病人的运动控制，以及改进人工智能中广泛应用的强化学习算法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7、中科院巴斯德研究所刘星研究员来访生命科学学院并作研究报告 

10月8日15:00，中科院巴斯德研究所刘星研究员应邀在生命科学学院469会议室

作学术报告交流，报告题目为《Dissecting and Manipulating Pyroptosis》，本场报告

由生命科学学院张变红副教授主持，学院20余名师生出席了本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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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北京大学刘春明教授莅临生命科学学院并作研究报告 

2021年10月8日上午9点，北京大学刘春明教授应邀于生命科学学院534报告厅为

我院师生做了题为“水稻胚乳发育、灌浆与营养物质累积的分子调控”的学术报告。

本次报告由李超研究员主持，我院植物学科李小方教授、晏军研究员等多名老师及

生命科学学院的硕博学生参加了此次报告。此次报告还吸引了来自上海交大的相关

领域老师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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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1、我院教师参加第七届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研讨会 

  2021年7月29-31日，由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教学专业分会主办的

第七届全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研讨会在南昌召开。受疫情影响，本次会

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召开。我院党永岩、张变红、黄静三位教师线下参加

了本次会议，通过这次会议三位教师不仅与与会同行进行了交流和分享，同时让

兄弟院校进一步了解到我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学、课程建设的特色，有效

地发挥了推广和示范作用。 

 

 

2、我院教师参加第十八届全国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会 

2021年7月30日-8月2日由中国微生物学会普通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农业微

生物学专业委员会、微生物教学工作委员、教育部大学生物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

会主办，贵州师范大学、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和贵州省微生物学会承办的“第十八

届全国微生物学教学和科研及成果产业化研讨会”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我院张

美玲老师参会并做了报告，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我院在通识课程建设、课程思政建

设、混合式教学改革中所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在讨论环节中，张美玲老师

还就混合式教学的教学保障、效果评估和教学适用条件与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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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师大2021动物学野外实习纪实 

2021年8月13日，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科学专业、师范专业师生们开启了为时8

天的动物学野外实习。由于疫情，此次实习在上海实行。本次实习主要分为以下

内容：线上动员会、水生生物采集与鉴定、昆虫采样与标本制作、野外鸟类观察、

生态学观察、蛙类捕捉与观察、自主选题研究与报告。此次野外实习的目的，在

于引导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与方法运用于实践，从而对大到整个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小到物种鉴别特征、生活习性、生境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在王群，

赵云龙，陈立侨，姜晓东，何祝清，陈珉等老师以及研究生助教们严肃认真的教

导和耐心诚恳的的讲解下，同学们在实习过程中增加了知识、锻炼了能力。 

   
 

4、我院成功举办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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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9日晚7点30分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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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院长翁杰敏主讲，副院

长姜晓东答疑,研究生秘书徐进和石玉帛参与线上答疑等。 

  

 

5、文理辉映：生命科学学院举行第二届生物课程诗词大会 

2021年7月1日晚上，在光华书院202举办动物诗词大会，由华东师范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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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与科学学院主办，由华东师范大学光华书院承办，姜晓东老师和何祝清老师作

为指导教师，张子怡辅导员作为主持人，全体生物学专业同学参加。除了《动物

学》课程，姜晓东老师还在《水生生物学》、《海洋与生命》课程中，结合教学

内容，推出水生诗词大会和海生诗词大会，受到学生的热情欢迎。 

  

  
 

6、群“新”璀璨，逐梦未来—植物学科组2021年迎新活动 

为了迎接2021级新科研人，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做好植物学科组研究生的培养

工作，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帮助新生更好的适应崭新的研究生生活，增进师生

之间的友谊与协作，培养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2021年9月25日上午植物学科组

特举办了以“群‘新’璀璨，逐梦未来”为主题的趣味运动会及交流讨论会。 

  

 

7、一流课程建设与教改论文撰写经验交流—“生科乐教工作坊”召开本学期第一次教

学研讨活动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院一线教师的教学改革经验交流，生命科学学院首届“生

科乐教工作坊”教学研讨活动于2021年9月29日顺利举行。本次活动由生命科学



13  

学院教学委员会和生命科学学院工会联合主办，学院分管教学副院长江文正老师

主持本次活动。李小方教授和张美玲教授分别做了题为《利用在线平台提高“植

物生理学”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论文的整理与撰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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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工作】 

1、生命科学学院党委组织师生集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生命科学学院

党委在生科院159会议室组织师生集中观看大会直播盛况，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共同见证这一伟大历史时刻。 

  

2、党员教师先锋行，示范助力迎新生—开学季 党员教师为新生做“引路人” 

新学期开始了，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也迎来了2021级新生力量。生

命医学系教工第一党支部的党员教师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易正芳老师

在校园里，一趟趟地帮着新生搬运行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获得

者党员教师逄秀凤积极参与“走好人生第一步”我与新生面对面活动，与2021

级研究生新生进行座谈；支部党员教师叶海峰向新生做题为“让科研成果从实

验室走向市场”的报告；生命医学系教工第一党支部书记张美玲每年都参加学

校的高考招生宣传，让新生感受到来自师大老师的关怀，为新生新学期走好第

一步指引方向。 

  

3、教育筑梦 定点帮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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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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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进一步贯彻落

实党的教育方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校自2020年教师节宣布，面向

所有校友和附属学校征集教育筑梦计划。我院2013届校友、现山西省大同一中

生物教师安强，入选我校首批“教育筑梦”计划。 

根据学校党委和学院党委的统一部署，生命科学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对接

安强校友。 2021年9月16日，支部邀请我院《生物学教学》杂志编辑李增娇老

师，和支部党员张伟老师代表支部赴大同一中，扩大受众面，持续推进筑梦成

效。 

  

4、新生入学教育党课《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生物一流课程》 

对于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新生而言,入学教育是他们了解大学、熟悉大学,

规划大学生涯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否能够在这一阶段顺利完成大学生的角色转

变，关系到他们是否能够全面适应大学生活、是否能够做好迎接大学阶段各方

面挑战的充分准备。根据学校党委组织部、党委教师工作部下发的《关于在新

生入学教育阶段充分发挥教职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倡议书》文件精神，生命

科学学院党委倡议党员领导给学院的新生上党课。 

  9月3日，生物学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姜晓东教授，联合光华书院，开展入

学教育活动“新生｜走好学习第一步”。为新生讲授党课“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建设生物一流课程》。光华书院教工党支部书记、辅导员褚娇娇及2021级生物

专业的本科新生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参加了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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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命科学学院举办学生党支部新老支部委员交流会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院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学生党支部支委党务工作能力，

更好的开展新学期支部工作，10月14日上午，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在生科院159党

建中心组织开展了学生支部新老支委交流会，出席会议的有学院党委副书记徐

敏华老师、专职组织员赵娟老师、兼职组工信息员范慧婷老师，各基层研究生

党支部新老支部书记及支委参加。 

  

6、“追寻红色种子，牢记初心使命”—师生共建红色基地参观活动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加强“党史”学

习教育，同时发挥教工支部引领作用，生命医学系教工第三党支部联合生化研

究生第三党支部、第五党支部和动物学研究生第二党支部于10月10日开展中共

一大纪念馆及中共一大会址参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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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表彰】 

1、追求卓越，砥砺前行——我院三位教师获得2021年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卓越育

人奖 

研究生院公示了华东师范大学2021年研究生教育卓越育人奖获奖名单，经个

人申报、学部院系推荐、研究生院组织最终评审，我院三位教师及团队荣获研究

生教育卓越育人奖，其中李超研究员团队荣获优秀研究生导师奖，钱旻教授荣获

优秀研究生教学奖，石玉帛老师荣获优秀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者奖。 

 

2、我院2020级博士生陈亮入选第二批全国高校“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名单 

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了关于第二批

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创建工作的评审结果，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陈亮同学（导师李大力）入

选“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名单。 

  
 

3、我院师生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上海赛区）上斩获佳绩 

第三届上海市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暨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上海赛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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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如期在线上举行。决赛由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委员会及上海市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委员会主办、华东理工大学承办。本次竞赛全市共有11所高校参赛，参赛项目269项，参赛

学生878名，为历届比赛最高参赛队伍数及最高参赛人数。本届上海市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决赛采取线上答辩的方式进行，由专家教授组成答辩专家组，各参赛高校领队现场参会。 

依据竞赛规则，经过网评专家评分及竞赛委员会审定，网评前50名的项目入围决赛答

辩。我院学子经过与上海各高校参赛选手同台竞技，最终斩获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二

等奖4项、三等奖3项。 

  

 

 

 

 

 

 

 

 

 

 

 

 

 

 

 

 

 

 

本期编辑：余蔚明                      校对审核：石玉帛、范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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