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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中国微生物学会年学术年会

报到通知

                               先生／女士：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主办，哈尔滨工业

大学和黑龙江省微生物学会共同承办的 

“2014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

定于 2014 年 8 月 15-19 日在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举行。现将有关会议报到事宜通知

如下 :

学术年会的主题：微生物与生态文明

会议规模：650 人左右

报到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银河大

酒店（哈尔滨市南岗区中山路 252 号）。

会议日期：2014 年 8 月 15 日报到，

8 月 16 日—17 日正式会议。

会议注册费：1200 元 / 每人（用于会

议资料、论文摘要集、会议期间交通等；

持有按中国科协会员统一编制登记号的

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员证者，优惠 50 元）。

本次会议委托哈尔滨北国风光会议服

务有限公司、黑龙江红松林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协助组委会收取会务费等并开具

正式发票。

住宿标准：

1、哈尔滨银河大酒店：单间，420

元 / 间 / 天，标间，398 元 / 间 / 天；2、

会议消息

龙达阳光酒店：单间、标间：288元 /间 /天 ; 

3、龙达时代酒店：标间，420 元 / 间 / 天 ;  

4、远达商务酒店：单间，240 元 / 间 / 天，

标间：220 元 / 间 / 天。以上房间由代表

报到后自行选择。

会后考察：自行报名，由哈尔滨北国

风光会议服务有限公司、黑龙江红松林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组织。

本次会议往返路费、食宿费和考察费

自理。

会议要求：

1. 凡参加会议的代表，提供的论文摘

要均编入大会论文摘要集。安排大会报

告、分会场报告的代表，请在报到时或提

前半天将报告多媒体材料拷贝至会务组

专用电脑上。参会前应准备好报告内容，

大会报告时间为 30 分钟，提问 5 分钟；

分会场报告时间为 15 分钟，提问 5 分钟。

2. 随行家属需交纳费用 900 元。

会议接站安排：

8 月 15 日报到当天，会务组在哈尔

滨太平国际机场出口设接待站。从早上

10:00 到站的首次航班至晚上末班航班，

会务组全天接机，把代表送至银河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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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相关手续，然后用车送代表入住各酒

店。提前或推后来哈尔滨、乘火车或汽车

抵达的代表请自行前往。

哈尔滨火车站——银河大酒店

出租：约 10 元 , 公交车 (101、103、

108、115 线 ): 1 元。

哈尔滨机场自行前往银河大酒店

出租：约 120-150 元；机场大巴：20 

元（到哈尔滨火车站转 101、103、108、

115 线公交车到工人文化宫下车，车费 1

元）。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西路

1 号院 3 号 B-412 

中国微生物学会办公室

邮  编：100101   

电  话：010 － 64807200

E-mail：csm@im.ac.cn

   中国微生物学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4 年 7 月 2 日

国际微生物学会联合会（IUMS）主席李元昆教授
访问中国微生物学会

2014 年 5 月 12 日在中国科学院微生

物研究所，中国微生物学会接待了国际微

生物学会联合会（IUMS）主席、新加坡

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微生物学系李元

昆教授到访。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黄

力研究员、张先恩研究员、杨瑞馥研究员，

秘书长东秀珠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肖昌

松教授级高工，副秘书长杨海花研究员，

学会办公室主任王旭参加了会谈。会议由

东秀珠秘书长主持。

首先，参加会谈的各位专家介绍了各

自专业领域和感兴趣的研究方向。 东秀

国际交往

珠秘书长代表学会介绍了中国微生物学

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历程，着重介绍了

学会的组织机构、学术交流、会员发展、

国际交往、人才举荐、科普活动等方面的

情况。李元昆教授概括介绍了 IUMS 的宗

旨、组织机构、学术活动、外展培训课程、

学术大会的申办程序和 IUMS 近年来举办

大会的情况，以及 IUMS 执行委员会的选

举程序和运行机制。李元昆教授希望中国

微生物学会会员积极参加 2014 年 7 月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学术盛会。

双方专家还就如何在中国微生物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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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IUMS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何吸引

中国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加入到 IUMS 的组

织机构中等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中国微生物学会专家还与李元

昆教授探讨和交流了中国与新加坡两国

在科研环境、经费申请、成果转化、研

究生培养等方面的信息，加深了双方在科

研方面的相互了解。中国微生物学会秘

书长东秀珠研究员代表中国微生物学会向

IUMS 赠送了证章，李元昆教授向中国微

生物学会赠送了纪念品。

第四届全国人畜共患病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

2014 年 5 月 27 ～ 30 日，由中国畜

牧兽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和中国微生

物学会联合举办，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

公共卫生学分会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

兽医研究所承办的第四届全国人畜共患

病学术研讨会，2014 年中国狂犬病年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公共卫生学分会

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在吉林省长春市胜利

会议纪要

召开。来自我国医疗卫生、畜牧兽医、水

产养殖、野生动物领域的领导、国内外专

家、科技工作者近 600 人参加了会议。出

席大会的专家、领导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夏咸柱

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传染病所所长徐建国研究员，农

业部兽医局李长友副局长，中国动物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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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

理事长才学鹏研究员 ,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

副理事长、四川农业大学原校长文心田教

授，中华预防医学会蔡纪明副会长 , 中国

微生物学会副秘书长杨海花研究员，科技

部农村中心贾敬敦主任，中国工程院二局

高中琪局长，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植物保

护司贾建生副司长，农业部全国水产技术

推广总站站长魏宝振研究员，吉林大学农

学部学部长韩文瑜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

兰州兽医研究所所长殷宏研究员，中国农

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党委书记程世鹏研

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副所

长梁国栋研究员，军事兽医研究所韩旺政

委 ,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副所

长夏志平研究员，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

公共卫生学分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

上海兽医研究所副所长丁铲研究员、中国

畜牧兽医学会兽医公共卫生学分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中国农科院上海兽医研究

所副所长马志永研究员。

大会开幕式由丁铲研究员主持。开幕

式上，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才学鹏

研究员代表主办单位讲话，他首先向与会

代表介绍了人畜共患病会议、中国狂犬病

年会的历史和背景，之后指出：此次会议

就是要为兽医和卫生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

提供了一个相互沟通的机会，逐渐建立起

来一个良好的交流机制，提高两支队伍的

专业知识水平和技能，共同推动了我国人

畜共患病的防治工作。中华预防医学会蔡

纪明副会长致辞时说，近年来我国人畜共

患病防控工作已经大大提升了综合防控能

力，但是我国人畜共患病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一是传统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危害依然

存在；二是新发人畜共患传染病不断出现，

反复挑战国家疾病防控体系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急体系的应对能力。近年来，中

华预防医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

微生物学会建立了密切合作机制，联手搭

建起了“人畜共患病研讨会”这一跨学科、

跨部门的交流平台。军事兽医研究所政委

韩旺代表承办单位致辞，他介绍说，军事

兽医所作为全军唯一的综合性兽医科研与

研究生培养单位，以医学、兽医学、野生

动物学“三医合一”的理念为指导，正与

此次会议以“同一健康”理念下的人畜共

患病防控不谋而合，这种跨行业、跨学科、

跨部门的大联合、大融合和大攻关，已经

成为未来大展的大趋势，并表示该所将把

人畜共患病研究拓展到更宽领域，推向更

深层次，迈向更高的台阶。

本次会议以“‘同一健康’理念下的

人畜共患病防控”为主题进行学术和技术

交流，旨在进一步加强我国人畜共患病的

防控，促进学科间的交流融合。本次大会

共征集学术论文 213 篇，经专家评审，最

终收入会议论文集的有 195 篇，涵盖病毒

性、细菌性和寄生虫性人畜共患病的流行

病学调查、传播机制、致病机理、检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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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治疗防控等多个专业技术领域，充分

展示了我国近年来人畜共患病防控的最新

进展和取得的成绩，同时也阐述了我国人

畜共患病防控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危机。

本次大会设 1 个主会场和 5 个专题分

会场。大会主会场特邀了 4 个大会报告，

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的夏咸

柱院士就如何防控外来人畜共患病问题

做了精彩的报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徐建国院士从行为

生态学的角度，结合我国新发传染病案例

提出了人畜共患病防控的新理念；中国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兽医公共卫生处的

马世春处长从动物疫病防控的角度，全面

分析了我国人畜共患病的流行现状和面

临的严峻形势；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

研究所的涂长春研究员全面细致地介绍

了亚洲狂犬病的防控现状和成功经验。此

外，在中国工程院人兽共患病防控战略研

究论坛上，7 位专家分别就野生动物、媒

介昆虫、外来病、水生动物以及宠物的人

畜共患病的防控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和

讨论。

狂犬病专题会场共有 24 位代表做了

专题发言，介绍了国外发达国家狂犬病的

防控经验以及红项圈项目的进展情况，充

分交流了我国狂犬病的流行传播新特点、

新毒株特性、新疫苗和新检测技术研发进

展等；

寄生虫专题分会场共有 25 个学术报

告，展示了基因组学、转录组学、基因操

作等新技术在寄生虫研究领域的应用情

况，介绍了寄生虫领域里的基础研究、应

用研究、诊断和治疗的最新进展；

布病和结核专题分会场邀请了 14 位

代表做专题报告，介绍了二病的流行现

状，分析了防控的关键环节和影响因素，

并在病原菌的感染机制、免疫应答、检测

技术等方面进行了充分交流；

动物流感及其他人畜共患病专题分会

场共有 11 个学术报告，主要集中于流感

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感染和致病机

制以及检测新技术方面，充分展示了我国

在流感防控研究上的最新进展；

虫媒病毒病专题分会场邀请了 11 位

代表做了专题发言，介绍了我国多年来虫

媒病毒的分离情况和中国乙型脑炎参比

实验室网络工作情况，并就我国新发虫媒

病毒的流行特点、病毒特征、感染机制等

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

本次学术研讨会是我国卫生、畜牧兽

医专业人员进行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

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学术盛会。为了响应中

央新会风的号召，减少会议次数，提高办

会效率，扩大会议影响力，本次会议联合

了第四届全国人畜共患病学术研讨会、中

国狂犬病年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公

共卫生学分会第四次学术研讨会、中国工

程院咨询重点项目“人兽共患病防控战略

研究”论坛及启动会、中国动物疫病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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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微生物基因组学及合成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暨陈华癸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 会议纪要

第五届全国微生物基因组

学及合成生物学学术研讨会暨

陈华癸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

大会于 2014 年 5 月 16-18 日

在华中农业大学大学生活动中

心和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会议厅

举行。

5 月 17 日上午 9 时，在华

中农业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举

主持，首先，与会代表们观看了陈华癸院

士生平的微电影，该影片集合了大量珍贵

的历史照片，勾勒出陈华癸院士的人生轨

迹。周承早副校长代表学校在致辞中缅怀

陈华癸功绩，追忆他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

的奋斗历程。弟子邓子新院士代表中国微

行了陈华癸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大会暨

系列学术会议开幕式，隆重纪念中国科学

院院士、著名教育家、杰出微生物学家和

土壤学家、我国农业微生物学奠基人之一

陈华癸先生诞辰 100 周年。大会由农业微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焕春院士

控制中心全国人畜共患狂犬病培训班、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狂犬病培训班，医

学和兽医两个专业领域的众多国内知名

专家学者聚集一堂，与广大同行交流人畜

共患病的最新研究进展，共同探讨我国人

畜共患病的防治策略和对策。会议承办单

位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公共卫生学分

会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投

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大会的顺利

召开，会务组周到热情的服务也得到了参

会代表的赞誉。同时，大会还得到吉林正

业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成大生物

股份有限公司、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荐量兽用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等

多家单位的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

感谢！

( 撰稿人：马志永、石娟、仇旭升、

马国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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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会深情的回忆了先生的为人师表，

治学精神，大师风范影响了几代人。中

国土壤学会、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的

代表分别深切怀念讲话。会上颁发了首届

“华癸奖学金”、举行了《陈华癸先生诞

辰 100 周年纪念文集》、《铸魂》画册、

《陈华癸论著集》三本出版物的首发仪式，

会后代表们参观了陈华癸纪念馆。出席大

会的有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文新、张启发、

邓子新，华中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李忠云、

副校长周承早，原科技部副部长、华中农

业大学原党委书记韩德乾，华中农业大学

原党委书记孙朝恺，原校长张端品，以及

出席中国微生物学会第五届全国微生物

基因组学及合成生物学学术研讨会、中国

土壤学会土壤生物与生化专业委员年会、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第三次全国化

学肥料研究与应用学术研讨会和第二十

届全国生物固氮学术研讨会的全体代表、

来自全国各地的陈华癸先生的同事、朋

友、学生、家属及家乡的代表、农业微生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和资环学院的师生代表共 1 千余人参加了

会议，共同缅怀陈华癸先生对祖国高等教

育、微生物学、土壤科学等领域的卓越贡

献和伟绩。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主办，华中农业大

学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大学组合生物合成与新药发现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和湖北省暨武汉市微生物学会

共同承办的第五届全国微生物基因组学

及合成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5 月 17 日下午

和 18 日在华中农业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

心会议厅召开。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东

秀珠研究员主持开幕式，中国微生物学会

理事长邓子新院士、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陈焕春院士、校党委常委王

从严代表学校分别致辞。来自全国大专院

校、科研院所、以及相关企业的专家 180

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上邓子新院士 ( 微生物药物：从自

然筛选到合成生物学 )、陈焕春院士（ 天

然免疫与动物疾病预防）、东秀珠研究

员（甲烷古菌低温响应的转录组）、李

越中教授（从粘细菌资源的发掘到合成

生物学）、杨瑞馥研究员 ( 基因组流行

病学及在细菌性传染病研究中的应用 )、

王忆平教授（Using Synthetic Biology to 

Distinguish and Overcome Regulatory and 

Functional Barriers Related to Nitrogen 

Fixation）、阮一骏教授（基因组学的最

新进展）、覃重军研究员（重构最小微生

物基因组）、唐功利研究员 ( 微生物源抗

肿瘤天然产物生物合成研究）、肖湘教授

（典型深海生态系统中极端生命过程研

究）、邵宗泽研究员（海洋石油降解菌的

烷烃趋化、转运机制与代谢调控网络）、

陈坚教授（黄酮类植物天然产物的合成生

物学技术）、沈月毛教授（生物合成途径

指导的新颖活性天然产物的发现）、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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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员（环境污染物的微生物降解及其

合成生物学的应用）、何正国教授（分枝

杆菌的第二信使分子信号受体及其调控

功能）、张晓昱教授（木质纤维素降解转

化微生物基因组学）、冯雁教授（微生物

酶分子进化：拓展生物催化的序列及功能

空间）等，就农业微生物、医学微生物、

工业微生物、环境微生物基因组学，以及

微生物基因组学及合成生物学研究方法

等方面作了特邀报告，分别介绍了微生物

基因组和合成生物学方面的最新进展，相

关企业展示了他们的最新产品。与会者一

致认为，微生物基因组学及合成生物学已

成为当前生物学前沿的研究热点，这次研

讨会交流了研究进展，在加强合作、推广

新技术等方面为推动我国该领域的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下一届研讨会于

2016 年在呼和浩特召开。会上发行了由

邓子新 喻子牛主编，科学出版社刚刚出

版的论文集【微生物基因组学及合成生物

学研究】。

  ( 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供稿 )

第二届食用昆虫与微生物转化废弃物及资源化利用研讨会
暨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rganic Waste Bioconversion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s by Microbes and Insects
会议纪要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号召全世界大力发

展食用昆虫的形势下，由中国微生物学会

农业微生物专业委员会，中国昆虫学会资

源昆虫专业委员会和农业昆虫专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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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联合主办，华中农业大学农业微生物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农业部农业

昆虫学重点实验室和湖北省暨武汉市微

生物学会共同承办的第二届食用昆虫与

微生物转化废弃物及资源化利用研讨会暨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rganic Waste 

Bioconversion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s 

by Microbes and Insects 于 2014 年 6 月 6-8

日在武汉华中农业大学举行。

大会开幕式由张吉斌教授主持，华中

农业大学吴平副校长致欢迎辞，湖北省暨

武汉市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农业微生物

学国家重点室副主任何正国教授，中国昆

虫学会理事陈学新教授，中国昆虫学会资

源昆虫专业委员会石雷副主任分别致辞。

会议以“发掘昆虫和微生物潜力，保

障环境、食品和饲料安全”为主题，有来

自中国大专院校、科研单位、企业的代表，

以及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

田纳西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北得克萨

斯州立大学等国外专家，共 100 多人参加

了会议，共同交流探讨食用昆虫与微生物

转化废弃物及资源化利用的研究和开发

进展。

在 6 月 7 日举行的第二届食用昆虫与

微生物转化废弃物及资源化利用研讨会

上，冯 颖研究员（食用昆虫资源的开发

利用及展望）、雷朝亮教授（蝇蛆转化畜

禽粪便的生态效应和低碳效应）、刘玉升

教授（饲用昆虫研究及其在转化有机废弃

物的应用进展）、莫建初教授（白蚁与共

生真菌协同利用木质纤维素的方式与机

制）、杨红教授（白蚁肠道共生微生物及

其资源化利用学）、张宏宇教授（蛴螬肠

道微生物分子多态性及纤维素分解菌研

究）、张杰研究员（苏云金芽胞杆菌与蛴

螬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研究）、张吉斌教

授（亮班扁角水虻及微生物转化废弃物研

究和资源化利用）、张志剑副教授（猪粪

蝇蛆生物转化抑制抗生素 - 抗性基因扩散

及微生物生态学机理）、张振宇博士（飞

蝗食用的进展及其线粒体研究）等作了特

邀报告。 

在 6 月 8 日 举 行 的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rganic Waste Bioconversion 

Mechanism and Applications by Microbes 

and Insects 会 上，Tomberlin. K. J. PhD 

(Black soldier fly biology and applications)、

夏 庆 友 教 授（Silkwom & Microbe: basic 

and applied sciences）、Jordan. H. W. PhD 

(Food for thought: microbial contribution 

to insect nutrition and biodegredation)、 容

益 康 教 授 (Toward genetic engineering of 

insects）、Benbow. M. E. PhD (Microbe-

insect partnerships: the importance of 

biogeographic variation) 、 韩 日 畴 研 究

员（Mass production system of housefly 

(Musca domestica) for the conversion of 

waste into feed for chickens and shrimps）、

郑 龙 玉 博 士（Black soldier fly–Micro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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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on: Efficient waste recycling agent and 

valuable renewable resource）、Picard. 

C. J. PhD (Genetic selection for optimal 

protein production and biodegradation 

phenotypes) 、王革娇教授 （Heavy metal 

bioremediation - As, Cr and Mn）、Pechal. 

J. (Fly influence on epinecrotic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carrion decompositiony)、

刘 斌 博 士（Highthrouput mapping and 

sequencing in metagenomics of insect 

microbiomes: new technical approaches）、

Pimsler. M. (Transcriptomics and sex 

determination in Chrysomya rufifacies、 姚

燕来副研究员（Housefly maggot-treated 

composting as sustainable option for pig 

manure management）等作了大会报告，

就食用昆虫与微生物转化有机废弃物的机

制和工艺，食用昆虫生物学和应用等方面

进行了交流。

为了推广食用昆虫，契合本次会议主

旨，山东农业大学刘玉升教授精心准备了

9 种各具特色的食用昆虫：黄粉虫蛹、东

亚飞蝗、家蚕蛹、柞蚕蛹、蚱蝉蛹、中华

真地鳖、豆虫幼虫、蜜蜂蛹、竹虫等，在

6 月 7 日中餐举办了昆虫宴，与会代表品

尝后对烹饪的不同昆虫菜肴赞不绝口，湖

北经视、新华社、南湖新闻等媒体进行了

采访、宣传和报道，为食用昆虫的推广进

行了一次极好的科普宣传。晚上从事食用

昆虫研究的专家们，专题讨论并组织了向

各级政府部门申报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等

不同层次等项目，加速推进我国食用昆虫

的发展。会议自定第三届食用昆虫与微生

物转化废弃物及资源化利用研讨会由山

东农业大学主持召开。会上郑龙玉博士介

绍了联合国粮农组织于 5 月 14-17 日在荷

兰召开、有 400 多人参加的“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sects to Feed the World”

大会，经喻子牛教授申请世界粮农组织同

意，下一届会 2016 年在中国召开。

( 中国微生物学会农业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供稿 )

第五届传染病防控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论坛 纪要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专业委

员会、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编委会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传染病防控基

础研究与应用技术论坛”于 2014 年 6 月

11-14 日在广西省桂林市成功举办。大会

开幕式上，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论

坛学术委员会主任杨瑞馥研究员代表学

术委员会致辞。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罗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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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中国微生物学会副秘书长杨海花研

究员，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施小明副主任，论坛学术委员会主任

委员冯子健、阚飙、舒跃龙研究员出席了

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本次论坛的 52 位

学术委员，以及来自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科研院所、医院的 280 余位专家代表。

论坛评选出 10 篇优秀论文。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围绕“传染病防

控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这一主题，以大

会报告、分会报告和报告后讨论、交流等

多种形式进行了研讨。论坛内容包括病

毒、细菌、真菌和寄生虫等病原体的生物

学、流行病学、免疫学、形态学、遗传学、

结构生物学的研究，传染病的诊断、预防

和治疗技术，及其相关产品的研发。论坛

着重探讨了新发、重大及不明原因传染病

病原的高通量筛查与现场快速定量检测技

术，病原微生物的基因组学、分子分型与

溯源，重要和新发传染病的致病机制，实

验室生物安全，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及

疫苗接种等问题，以及传染病防控领域近

几年所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发展前景。本

次论坛共邀请专家 20 位专家进行大会报

告。杨瑞馥研究员做了题为“传染病与转

化医学”的大会报告，中国微生物学会常

务理事、成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范泉

水研究员做了题为“蝙蝠肠道病毒宏基因

组学分析及病毒分离鉴定” 的大会报告，

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第三军医大学饶贤

才教授作了题为“MRSA 主要流行克隆及

其耐药性调控” 的大会报告。本次论坛

还特邀了美国 CDC 专家 John Klena 做了

题为“腹泻病原体的多重检测平台：经典

微生物学检测的终结时代”的大会报告。

本次会议议题集中，主题明确，学术

研讨热烈、深入，达到了预期的学术交流

与研讨的目标，富有成效。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编辑部供稿）

病毒学专业委员会高福主任委员荣获第十九届日经亚洲奖

中国微生物学会病毒学专业委员会高

福主任委员荣获“2014 年度第 19 届日经

亚洲奖”的科学技术奖。 2014年5月21日，

日本经济新闻社在日本东京举办第 19 届

简讯

日经亚洲奖（Nikkei Asia Prize）的颁奖

典礼。“日经亚洲奖”是由日本经济新闻

社创立，从 1996 年起每年嘉奖 3 名为亚

洲区域建设或持续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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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2014 年第一期研讨交流班成功举办

由中国科协科普部、中国青少年科技

辅导员协会联合举办的“首席科学传播专

家 2014 年第一期研讨交流班”于 2014 年

6 月 4-5 日，在中国科技会堂开班。会议

由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刘亚东主持。中

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徐延豪作了开班致辞。

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杨文志、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卡林加科普奖获得者李象益、中

国科学院杨焕明院士、中国工程院郑静晨

院士、果壳网发起人姬十三等作了关于科

普传播创新、科普传播新媒体、科普传播

艺术等方面的报告。这些报告都从不同层

面上强调了科学家在科普传播中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中国微生物学会已经成立的

三支科学传播团队“兽药与动物食品安全

科普团”、“酶工程”、“微生物生物安全”

团队成员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王芳博士，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欧阳浩淼博士、

贾晓娟博士参加了此次研讨交流班。

集团倪润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

前所长赵其国、中国北京基因研究所前所

长杨焕明曾获过该奖。

高福主任委员因其“在禽流感 H5N1

异种间传染机制、SARS、禽流感 H7N9

等新型病毒研究方面提出的新理论，以及

在推动中日两国研究机构在合作开展艾

滋病毒感染机制方面的努力，是中国传染

病研究及防控对策的领导者”获得“2014

年度第 19 届日经亚洲奖”的科学技术奖。

杰出个人或团体（不包括日本国内的个人

或团体），在经济与商贸创新、科技与环

境、文化与社区三大领域各一名得奖者。

迄今，中国科学家袁隆平、四川长虹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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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六次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第六次

常务理事会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以通

讯形式召开。

会议汇报了中国微生物学会办公室

２０１4 年上半年所完成的主要工作。包

括：2014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筹

备事宜；学会日常工作；人才举荐：2013

年各申请项目的总结；2014 年科协项目

申请和资助情况：科普工作；国内外学

组织建设

术交流；中国微生物学会会员发展情况及

2014 年 1-6 月财务收支情况。

经常务理事投票，确定了 2014 年学

术年会大会报告的人选和分会场报告人

选。

常务理事会通讯会议一致肯定中国微

生物学会办公室上半年的工作，并建议集

中力量办好 2014 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

年会。

中国微生物学会训言更改

2012 年 10 月 27 日，中国微生物学

会在南京中山宾馆召开了第十届理事会

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修改了中国微生物学

会训言，由原来的“团结、奋斗、奉献”

改为“团结合作、创新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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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首甘为孺子牛---纪念王国珣教授

董兆麟

王国珣教授是在我国微生物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微

生物学家、教育家。他 1927 年 1 月出生河南省扶沟

县车王村，1951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1959 年

赴莫斯科前苏联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留学，获副博

士学位。曾任西北大学生物系教授、教研室主任、

系主任；兼任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陕西省微生物

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原国家教委微生物学教

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微生物学报编委。

王国珣教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37 年抗日

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掘开黄河阻挡日军，当地百

科学的先驱

校于 1953-1955 年推荐他到武汉大学生物

系进修学习。1959-1962 年选派他赴莫斯

科前苏联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作研究生，

1962 年获副博士学位后又回归西大。王

国珣教授自 1938 年和亲人们离别后，直

到解放后的 1955 年他才回故乡同亲人们

团聚。生活的艰辛不仅磨练了他坚强的性

格、好学的精神、独力生活和辩别事非的

能力，也结认了很多进步人士和我党的地

下工作人员，使他从小就树立起了热爱共

产党、热爱祖国、为国家富强而艰苦奋斗

的嵩高理想。他于 1950 年加入了共青团，

1956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国珣教授基础理论扎实、知识渊博。

姓都成了黄泛区难民，为了生计不得不背

景离乡去逃荒。当时王国�因年岁小，父

亲只得把他送到许昌难童收容所，那一年

他才 11岁。在许昌难童收容所待了不久，

他又被送往河南内乡西峡口慈幼院，在慈

幼院开始正式上学读书。由于他从小学习

很用功，学习成绩很好，于 1940 年 5 月

考上了淅川上集国立第一中学（该校后

迁移到陕西汉中城固县）。在国立第一中

学，他以优异的成积于 1946 年高中毕业，

于 1947 年 2 月到甘肃�川中学任教一学

期，1947 年夏考取了西北大学生物系，

1951 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任教期间，

由于他教学认真负责，科研努力肯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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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期间为学生讲授过《普通微生物学》

《微生物遗传育种学》《普通病毒学》《微

生物生理学专题》《病毒学专题》等课

程。他对教学工作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讲课中强调对学生基本概念的正确建立，

是他教学中突出的特点。讲授中也能把学

科发展的前沿成果及时讲授给学生，使学

生不仅了解了本学科的发展趋势，也激发

了学生对本学科的学习兴趣。同时，他也

要求年轻教师要认真对待教学工作，经常

不定期的对年轻教师的讲授课和实验课

进行旁听和检查。使西大的微生物学教学

工作，在“全国微生物学教学研讨会”上

受到兄弟高校同行专家的好评。

王国珣老师不仅教学认真负责，而且

还非常重视我国早期微生物学教材的建

设。自前苏联留学回归后，在教学中他把

原属于植物学和植物生理学等教材中有

关微生物章节内容，归纳为一门微生物学

课程，自编教材给学生讲授，并开设了专

门的实验课。1964 年他又与武汉大学、

复旦大学联合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微生物

学基础教材《普通微生物学简明教程》，

该书于 1966 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

行，为我国微生物学迈向专门化学科提供

了完整的教材基础。去世前他曾被当时国

家教委聘任为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

王国珣教授在职期间从事过多项科学

研究工作。代表性的是对农用抗生素的

研究，他在前苏联留学期间，从事的《微

生物在中国某些土壤中毒中的作用》的研

究课题，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的成果，获得

了苏联专家的好评。该课题研究论文于

1962 年由前苏联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打

印成册，现存在苏联列宁图书馆和我国北

京图书馆各 1 份 ( 按当时规定不能公开发

表 )，但该论文摘要 1962 年由苏联科学

院微生物研究所出版。《植物对土壤真菌

形成的毒素的吸收》论文，发表在苏联高

教部学报 ( 生物科学 )1962 年第 3 期。在

世期间共发表重要论文十余篇。

上世纪 70-80 年代初，王国珣教授还

组织带领系上部分教师，为陕西省西安制

药厂、光华制药厂、西安味精厂等企业，

解决了生产中许多技术问题，为我省微生

物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在

学校和省上的支持下，在西大还组织领导

成立了农抗研究室和发酵厂。对细菌农药

进行了生产放大试验，并筛选出上千株抗

菌活性高的农抗菌株。

王国珣教授在任教研室主任和系主任

期间，对年轻教师的成长非常关心，且要

求很严格。通过不定期的听讲课和检查实

验课的方式，指出年轻人教学工作中的不

足之处和解决办法，并通过组织教学效果

好的有经验的老教师进行示范教学 , 提高

年轻人教学和指导实验课的水平。他常在

晚上要去系上和年轻人谈心，了解他们的

学习工作情况。但若那个房间晚上灯没有

亮，第二天他必要过问昨晚为什么没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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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督促年轻教师珍惜时间、努力学

习，作好教学工作。同时，他特别关注年

轻人的外语水平的提高，对于外语基础好

的他想法设法送到外国语学院进修，或者

鼓励出国留学，在他任职期间曾选派出国

留学人员 6 名。

上世纪 70 年代初，我国高校开门办

学期间，在全国高校微生物专业较少的情

况下，他较早在西北大学创办了我国西北

地区唯一一个微生物学专业。该专业的建

立，不仅为促进我国微生物产业发展培养

了大量技术人才，解决了生产中许多技

术问题，也为我国高校教师提供了培训基

地，先后有北京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南

京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师

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广西农业大学、

陕西微生物研究所等多个高校和研究所

派员来西大进修学习。对进修人员的学习

他非常关心，经常召开进修人员举办座谈

会，了解他们学习的情况和生活上有无困

难，还亲自为他们开设专题讲座，为我国

高校和研究院所专业技术人员的微生物

学知识更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 70 年代末，在西大李中宪教

授 ( 早期留美学者，时任生物系主任 ) 的

倡导下，他积极协同李先生共同创办了我

国较早、西北第一的“西大分子生物学研

究室”。该研究室的创建很快得到陕西省

政府的大力支持，并为研究室建设划拨专

项经费，促使研究室很快建成，并选派多

名年轻教师去美国留学学习分子生物学技

术。后有多名教师学成回归后，在研究室

从事了工程菌的构建和淀粉酶基因的克隆

等研究，并培养了多名研究生。同时，留

学回归人员还为我省多个高校和研究所专

业人员，开设了分子生物学技术讲座，为

我省分子生物学的早期开展，起了一定的

促进作用。留学人员中，有的在国外取得

突出成就，如林培懋、管楚�先生等。

王国珣教授于 1984 年过早地去世，

他的去世，对我省乃至我国微生物界无疑

是一重大损失！王国�教授已经离开我

们三十年了，但他热爱祖国、热爱党、严

谨治学、勇于创新的精神，以及热爱教育

事业、严于律已、扶掖后生的高尚品质，

将永远激励我们。

后记：此文是 2013 年 10 月，董兆麟

教授为陕西省微生物学会成立 60 周年大

会特意撰写。

董兆麟教授以 70 岁高龄，历时三月，

查找资料，斟酌字句，写成此文，字里行

间饱含对前辈的殷殷思念和对恩师的浓

浓深情，让人感动。老一辈微生物学工作

者科技报国的崇高情怀、艰苦奋斗的优良

作风、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扶掖后生

的崇高品德必将代代传承，并不断发扬光

大。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黎志东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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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微生物学会第七届会员大会暨学术交流会会议纪要

由山西省微生物学会主办，山西大学

生物技术研究所和山西省生物研究所共

同承办的“山西省微生物学会第七届会员

大会暨学术交流于 2014 年 5 月 24 日在山

西大学召开。大会开幕式由山西省微生物

学会秘书长赵邑主持，山西省微生物学会

第六届副理事长乔忠致开幕词，省科协

副主席关原成、省教育厅副厅长李青山、

山西大学校长贾锁堂出席大会并作了重

要讲话。出席本次大会还有山西大学副校

长李思殿、山西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王

兰、山西省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学会理

事长王转花，山西大学教授梁爱华。

大会收到了中国微生物学会发来的贺

信。

大会收到论文及摘要近 60 篇，其中

大会报告 7篇，出席会议的代表 150余人。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山西省微生物学会

地方学会动态

第六届理事长赵良启的工作报告、山西省

微生物学会章程修改稿，选举产生了第七

届理事会。之后，来至全省医学、农业、

基础、畜牧、工业方面的七位微生物学专

家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山西省微生物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在当

天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由 33

名常务理事组成的常务理事会、产生了第

七届理事会领导机构：

名誉理事长：赵良启

理    事    长：李卓玉

副  理 事 长：王梦亮、李艳琴

                         詹丽娥、王桂琴

                         常明昌、彭晓光

                          赵   邑、韩建书

秘    书    长：宋   崴

常务副秘书长：何永吉

（山西省微生物学会 供稿）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会 会议纪要

2014 年 5 月 29 日，陕西省微生物学

会常务理事会在第四军医大学微生物学教

研室召开。会议由徐志凯理事长主持，杨

国武、徐纪茹、黄建新、黎志东、邢爱华、

孙燕、吴兴安、万一等 9 名常务理事（或

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首先由黎志东秘书

长介绍了我省学会申请承办中国微生物学

会 2015 年学术年会的前期调研和筹备情



- 18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4 年第 2 期   总 96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微生物学通报》创刊 40 周年纪念刊正式出版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和中科院微生物所

主办的学术期刊《微生物学通报》，从我

会 1974 年申请创刊，至今已连续出版发

行了整整 40 年。值此四十周年之际，《微

生物学通报》邀请了一批微生物学领域的

期刊

知名学者，以自身的学术经验和专业视野

为基础，通过大量查阅文献和广泛调研核

查，回顾和阐述了国内微生物学多个领域

和不同方向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重要研究

成果。其中包括：中国植物病毒研究 40

况，宣读了准备提交中国微生物学会的申

请函件草稿，分析了我省学会在学界影响

力、省内影响力、会员凝聚力、组织机构

建设、部门协调能力、既往办会经验，以

及举办地西安在历史文化、科技教育等方

面所具有的吸引力等诸多优势，同时也提

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以及相应的解决

办法。随后与会人员展开热烈讨论，大家

一致认为：中国微生物学会学术年会经过

多年发展，已经成为活跃学术气氛、促进

同行交流、跟踪科技前沿、前瞻未来走向、

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平台，也是我国微生

物学界的专家教授、学者同仁和莘莘学子

们心向往之的盛会。为了进一步提高陕西

省乃至整个西部地区学术交流的水平和层

次，促进我国微生物学工作者相互交流与

合作，我省学会将积极申请承办中国微生

物学会 2015 年学术年会。如果获得承办

权，我们会努力将此次年会办成一次“学

术水平高、会议影响大、与会代表满意”

的学界盛会。最后，徐志凯理事长做总结

发言，他对大家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表

示感谢，并对具体任务分工进行了部署。

会上，黎志东秘书长还宣读了陕西省

科协关于 2014 年星级学会评选结果的通

报，我学会榜上有名。此评选旨在选拔在

服务科技创新、服务社会事务、服务科技

工作者、自身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发展、

实施效果显著、综合能力排在前列的省、

市级学会，自 2012 年实施以来，我学会

已连续三次获此殊荣。会议还商议了进一

步加强组织建设的事宜，拟增补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韦革宏教授为本届理事会常务理

事，并报请省科协、中国微生物学会审核。

（陕西省微生物学会 黎志东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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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陈晓英、方荣祥）；《微生物学通报》

与中国植物相关细菌研究 40 年（钱韦）；

国内酿酒酵母分子遗传与育种研究 40 年

（何秀萍）；我国苏云金杆菌研究 60年（关

雄、蔡峻）；我国酶与酶工程及其相关产

业发展的回顾（孙万儒）；难降解污染物

喹啉微生物降解的国内研究进展（张晓君

等）；中国植物内生微生物研究的发展和

展望（王志伟、纪燕玲等）；我国禽流感

研究进展及成就（张毅、尹燕博、丁家波

等）；我国小鹅瘟研究进展及成就（金文

杰、秦爱建、丁家波等）；中国新发传染

病研究的开拓者们（张建中）；细菌生产

人铁蛋白的新功能及应用（范克龙、阎锡

蕴等）；古菌蛋白质修饰研究进展（卢化、

金城）；噬藻体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动态（张

奇亚）；广义与狭义植物内生生物的定义

及其研究进展（张晓婧、刘润进）；乳链

菌肽——从实验室走进百姓生活（钟瑾）；

以及《微生物学通报》创刊经过（蔡泽民、

程光胜）。

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长邓子新院士及

中科院微生物所刘双江所长为纪念刊题

词，主编赫荣乔先生撰写了序言。

《微生物学通报》40 周年纪念刊客观

记录了微生物学相关各领域的历史时刻和

重大发展，为读者了解该领域在国内的发

展具有较好的参考意义。欲了解稿件详细

内容，请登陆下面的网址阅读下载。

http://journals.im.ac.cn/wswxtbcn/

c h / r e a d e r / i s s u e _ l i s t . a s p x ? y e a r _

id=2014&quarter_id=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