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会议消息

第十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服务研讨会............ 1

第三届真菌感染与宿主免疫学术研讨会............................................................................ 3

组织工作

理事变更................................................................................................................................ 4

专业委员会委员变更............................................................................................................ 5

会议纪要

中国微生物学会人兽共患病病原学专业委员会支原体学组第一届委员第二次会议 ... 5

第一届全国支原体培训班会议纪要.................................................................................... 6

中国微生物学会科技开发与咨询工作委员会开展科技开发与咨询工作纪实................ 7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会议暨生物安全培训............ 8

第九届传染病防控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论坛.................................................................... 9

中国微生物学会地质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七届地质微生物学学术研讨

会 .................................................................................................................................. 10

简讯

Virologica Sinica （《中国病毒学》英文版）SCI 影响因子首次发布 ..........................11

科普进山东...........................................................................................................................11

科普在北京...........................................................................................................................11

缅怀纪念文章

缅怀王家睦先生.................................................................................................................. 12



- 1 -
中国微生物学会通讯

2018 年第 2 期   总 112 期

Chinese Society for Microbiology

随着微生物组时代的到来，微生物在

农业生产、工业制造、环境保护及人类健

康等诸多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微生物资源的开发、产业化及应用前景将

更加光明。为了进一步加强微生物资源领

域学术交流，全面推进我国微生物资源利

用及其产业发展，更好服务地于国民经济

与社会发展需求，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

物资源专业委员会、国家微生物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共同主办，塔里木大学、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和新疆微生物学会等单

位共同承办的第十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

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服务

研讨会将于 2018 年 7 月 20�~24 日在新

疆阿拉尔市召开。 

此次会议将为与会代表提供一个学术

交流、成果展示以及项目合作的平台。大

会将特邀两院院士及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

到会交流，重点就微生物资源与产业发展

相关议题展开研讨。热忱欢迎微生物资源

及相关领域的同行莅临大会，齐聚一堂，

共襄微生物资源盛事。同时热忱欢迎有关

企业、公司参加和赞助会议，并前往会场

展示产品。

一、会议名称 

第十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暨国家微

生物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运行服务研讨会

第十届全国微生物资源学术暨国家微生物资源共享
服务平台运行服务研讨会（第二轮通知）

会议消息

二、会议主题 

微生物资源与产业发展

三、主办单位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

会 

国家微生物资源共享服务平台

四、承办单位 

塔里木大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

新疆微生物学会

塔里木盆地生物资源保护利用省部共

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农业部西北区域农业微生物资源利用

科学观测实验站

五、主要议题 

1、微生物资源与农业发展

2、微生物资源与工业发展

3、微生物资源与人类健康

4、微生物组与微生物资源

5、国家微生物资源共享服务平台运

行服务与微生物资源中心建设

六、会议主要议程 

1、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

委员会会议

2、两院院士和国内外知名专家特邀

报告

3、大会学术报告与分会场分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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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4、研究生学术交流论坛

5、“放线菌新资源的发现与分类”

与“大片段克隆与基因编辑技术”技术专

题研讨

七、会议报告安排

本次会议包括大会报告、分会报告及

研究生学术报告，将采取个人自愿报名和

大会学术委员会邀请的方式确定。请报告

者提供个人简历及报告题目和摘要，特邀

报告时间 40 分钟，大会报告 30 分钟，分

会报告 20 分钟。

申请大会报告者请在 2018 年 6 月 20

日前将相关材料提交至大会会务组。

八、技术专题研讨

时 间：2018 年 7 月 20 日 21:30—

23:00

1、放线菌新资源的发现与分类方法

研究

黄  英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

张玉琴  研究员，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学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2、大片段克隆与基因编辑技术

卞小莹  教  授，山东大学

孙宇辉  教  授，武汉大学

九、征文内容及要求

（一）会议征文

本次大会将编辑《第十届全国微生物

资源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欢迎微生

物资源领域科技工作者投递会议论文与摘

要（中文或英文均可），论文文责自负。

论文征集要求如下： 

1、未公开发表的论文摘要（限 1000

字），并请提交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简介。 

2、格式要求。题目：三号宋体；

作者和作者地址（包括 E-mail 地址）：

五号楷体；正文：小四号宋体。采用

office2003 以上软件排版。 

3、截止期为 2018 年 6 月 20 日。 

4、投稿方式：通过会务组 E-mail：

csm10tarim@163.com，以附件形式投递。

（二）墙报（Poster）交流

本次大会设置 Poster 展示区，由主

办方提供展区，有意参加展示的代表请

自行制作 Poster（规格宽 70 cm，高 100 

cm）。组委会将集中对收集的大会 Poster

进行展示，并由参会代表现场投票评选十

篇优秀 Poster，并给予奖励。

十、日程安排 

2018 年 7 月 20 日，会议代表注册报

到

2018 年 7 月 20 日晚，技术专题研讨

2018 年 7 月 21-22 日，学术研讨会

2018 年 7 月 23 日，参观西域文化馆、

三五九旅屯垦博物馆、塔里木盆地生物资

源保护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

基地

2018 年 7 月 24 日，代表离会

十一、会议地点 

新疆阿拉尔市，南疆双语培训中心。

大会统一安排食宿，费用自理。

请有意参加会议者尽早返回回执，以

便我们掌握参会人员总数，安排好会议。

到达方式：

1、乘飞机：120 公里，车程 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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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苏机场出口有志愿者，大巴接送。

2、乘火车：120 公里，车程 2 小时，

阿克苏火车站出口有志愿者，大巴接送。

十二、会议注册费 

本次会议代表注册费 1500 元 / 人，

学生 1200 元 / 人（凭学生证），家属 800

元 / 人。

会议注册费现场通过现金或者刷卡缴

纳。

本次会议发票由专业会务公司开具，

项目为“会务费”，报到时由会务组出具

统一证明，即委托会务公司代收会务费，

并加盖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资源专业委

员会公章。

特别提醒：请在回执中注明单位全称

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相关信息，以便开

具发票。

十三、联系方式（大会会务组） 

大会官方

Email：csm10tarim@163.com

联系人： 

塔里木大学

夏占峰 13657576572

曾　红 15099283599

中国农业科学院

阮志勇 13301101231

 

中国微生物学会         

微生物资源专业委员会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真菌学专业委员会

与《中国真菌学杂志》共同主办，北京联

佳业广告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三届真菌感

染与宿主免疫学术研讨会定于 2018 年 9

月 6-8 日在江苏省无锡市召开，会议将邀

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就隐球菌、念珠菌、曲

霉、各种浅表真菌及少见真菌感染的相关

内容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对各种致病真

菌与宿主免疫的相互作用相关的基础与

临床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促进我国真菌研

究学术水平的提升，搭建医学真菌工作者

第三届真菌感染与宿主免疫学术研讨会
报到通知

学习和交流的平台。

欢迎来自感染、呼吸、血液、ICU、

器官移植、皮肤、妇产科及从事微生物基

础研究和真菌检验的学者积极报名参会。

本次会议特设专家面对面热点问题研讨

环节 , 请各位参会者提前准备好问题。

1. 会议时间：2018 年 9 月 6-8 日 (6

日全天报到，7 － 8 日上午会议时间， 8

日下午离会 )；

2. 会议地点：江苏省无锡君来湖滨酒

店（无锡市环湖路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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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真菌感染与宿主免疫学术研讨会

大会主席：

扫描二维码，立即在线报名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

事、合肥学院蔡敬民教授根据干部兼职管

理事变更

组织工作

理要求，辞去理事职务。

3. 会务费：800 元人民币 / 人，包含

会议费、资料费及餐费；住宿及差旅费

自理；

4. 会议住宿：无锡君来湖滨酒店

住宿费用：双人标准间：450 元或

550 元 / 间 / 天，标间床位 225 元或 275

元 / 位 / 天，单人间：450 元或 550 元 /

间 / 天（注：房间预订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08 月 15 日，请各位代表务必提前预

定房间，未提前预定者将不享受会议优

惠价，会议酒店附近住宿需自行预订）；

5. 参会者可获得国家Ⅰ类继续教育学

分；

6. 即日起可通过扫描微信二维码报

名，报名截止时间：2018 年 8 月 30 日；

7. 会务组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丽莹

电子邮件：

medicalmycology@163.com

电话：010-65041809，13521680836

传真：010-65005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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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1 日，中国微生物学会

人兽共患病病原学专业委员会第一届支原

体学组第二次委员会会议在北京昌平顺利

召开。

会议由支原体学组组长孙红妹研究员

主持，邵国青、陈志敏和朱翠明 3 位副组

长及 11 位学组委员和青年委员参加了会

议。会议邀请了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植原

体研究专家林彩丽教授列席。

会上，孙红妹研究员首先对参与撰写

培训班讲义和出席本次由学组主办的第一

届全国支原体培训班的委员们表示欢迎和

感谢 , 并汇报了学组成立以来的主要工作 ,

随后在其的主持下 , 参会学组委员们对学

组后两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达成共识如下：一、关于增补学组委员：

学组现有委员32人，为扩大学组委员规模 ,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白东亭研究

员根据干部兼职管理要求，辞去中国微生

物学会生物制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

职。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徐苗同志根

据干部兼职管理要求，辞去中国微生物学

中国微生物学会人兽共患病病原学专业委员会支原体学组
第一届委员第二次会议

专业委员会委员变更

会议纪要

增补不同省市自治区支原体研究专家，增

加学组地域覆盖面；为与国际支原体学会

对接，增加植物支原体研究专家，扩大支

原体影响范围；为增加学组活力，保持持

久战斗力，凡 50 岁以上的长期从事支原

体研究的委员可推荐一名接班人，保持学

组的可持续发展前景。二、关于出版《支

原体感染实验室诊断技术》：由学组专家

共同编辑的近 300 页第一届支原体培训班

讲义凝聚了广大学组专家的具有国内支原

体感染实验室诊断指导作用，委员会讨论

决定将该讲义修改后请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邀请我国支原体研究老专家南华大学

吴移谋教授做名誉主编。三、关于下一届

支原体培训班：与会专家讨论界定，全国

支原体培训班举办周期为两年一次，第二

届全国支原体培训班由浙江大学附属儿童

会人兽共患病病原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和中国微生物学会生物制品专业委员会

委员任职。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

委员会委员成军辞去任职，同时增补高玉

伟研究员为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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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陈志敏教授和上海华山医院抗生素研

究所刘杨研究员牵头主办，会议地点为杭

州，每次培训班确定一个主题，争取把支

原体培训班办成有影响力的全国性研讨

会。四、加强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增加

学组与 IOM（国际支原体学会）和AOM（亚

洲支原体学会）的联系，实现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促进我国支原体病研究的发展

和国际影响力。由孙红妹组长介绍了组织

国内学者参加 5 月在日本举办的 AOM 情

况；由邵国青副组长介绍了由江苏省农业

科学院兽医所与中国微生物学会人兽共患

病专业委员会支原体学组共同申办 2022

年国际支原体会议的详情。委员会达成共

识，尽可能地发挥支原体学组的平台作用，

开展更为广泛的合作交流。

本次支原体学组会议和由学组主办的

第二届全国支原体培训班，将极大的增强

我国支原体病研究领域的影响力和凝聚

力，确定的方针政策将会为推动国内支原

体领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微生物学会人兽共患病病原学

专业委员会 供稿）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人兽共患病病原学

专业委员会支原体学组和首都儿科研究所

共同主办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

预防控制所承办的”第一届全国支原体培

训班”于 2018 年 4 月 11 至 13 日在北京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隆重举办。来自全

国的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 125 位专家学

者前来参加本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感染

人类、动物和植物的支原体基本特征、致

病性、耐药性、检测技术及研究进展，以

及污染细胞支原体、抗支原体单克隆抗体

的制备及应用、支原体诊断血清的制备，

最新第四代测序技术及其在支原体研究中

的潜在应用等诸多热门、实用课程。培训

讲义由多年从事支原体研究及临床工作的

34 位专家、学者倾心编著 , 近 300 页的讲

第一届全国支原体培训班 会议纪要

义为学员提供了丰富的支原体相关知识。

学员参会热情高涨，参加培训人员一天比

一天增加。

会议开幕式由支原体学组组长、首都

儿科研究所孙红妹研究员主持，并作为大

会主席致开幕词，中国微生物学会人兽共

患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蒋毅研究员、首都

儿科研究所副所长吴建新研究员、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

记卢金星教授分别致欢迎词。大会主席、

首都儿科研究所孙红妹研究员、中国微生

物学会人兽共患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蒋毅

研究员、首都儿科研究所副所长吴建新研

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

控制所党委书记卢金星、支原体学组副组

长邵国青研究员、张建中研究员、朱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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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员在主席台就座。

开幕式后，来自国内支原体研究领域

的 9 位知名专家分别围绕支原体学发展简

史及主要研究进展、支原体的形态、结构

及生理特征、支原体的致病性、致病机制

及免疫性、支原体的分离培养方法、抗

支原体药物、耐药性及检测方法、支原体

的免疫学方法、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等方

面进行大会报告。次日，组委会根据报告

内容设立了人医分会场和兽医分会场，

14 位专家学者做了分会场专题报告。其

后，与会代表就支原体的致病性及致病机

制、耐药性、流行监测以及支原体的诊断

与防治等问题进行了积极广泛交流和热烈

讨论，并就一些支原体致病性等问题达成

共识。会议第三天为实验操作培训，共分

为 4 组，分别对支原体的血清学方法、分

子生物学方法、分离培养和药敏试验、四

代测序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做了实验操作演

示与讲解。突然变冷的天气，并未阻挡代

表们参加实验的热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的实验室内热火朝

天，带教老师汗流浃背。

闭幕式由大会主席孙红妹研究员主

持，张建中研究员致闭幕词，肯定了本次

会议的重要作用，鼓励大家以这次会议为

新的起点，与全国同仁携手合作，共同建

设全国支原体领域的合作交流平台，共同

为我国支原体学的发展、为促进人类健康

作出新的贡献！大会主席报告了全国第二

届支原体培训班将于2020年在杭州举办，

并宣布全国第一届培训班圆满成功！

（中国微生物学会人兽共患病病原学

专业委员会 供稿）

自 2017.4 召开第十一届科技开发与咨

询工作委员会委员会议以来，本届工委会

重点围绕兽医、医学及发酵微生物学等学

科从事业务活动，充分发挥了各位委员的

主观性、能动性，积极开展科学论证咨询、

科技项目评估、科技成果鉴定、推广先进

技术工作。各位委员根据自身业务工作特

长，主动出击，积极作为，硕果累累。

截止 2018 年 4 月中旬的统计结果显

示，8 位委员主持研发并推广科技成果、

先进技术共 34 项，累计金额达 129.9 亿；

3 位委员参与科学咨询和科技项目评估 16

项，累计金额达 8.1 亿人民币。工作涉及

论证咨询、项目评估、成果鉴定、先进技

术推广领域有动物疫苗和饲料开发、益生

菌发酵果蔬产品及生产技术、氨基酸代谢

及发酵生产关键技术、抗菌肽技术等 6 大

类，直接工作及参与工作的委员人数 11

中国微生物学会科技开发与咨询工作委员会开展科技
开发与咨询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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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26-28 日，中国微生物学

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在京成功举

办 2018 年第四届学术会议暨生物安全培

训。本次会议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

物安全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科学院病原

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

微生物研究所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承办，

同时，会议还得到了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等 12 家单位的协助与

支持。

26 日为大会报告日，共有 129 名与会

者参加会议。本次会议主题是“病原微生

物检测与生物安全”。大会在中国微生物

学会副理事长徐建国院士和学会秘书长东

秀珠研究员的致辞中拉开帷幕。军事科学

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孙

岩松所长、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资

环生物处任小波处长作为特邀嘉宾与会致

辞。会议共邀请了 10名专家作大会报告，

分别来自质检、疾控、科研院所、军事等

生物安全相关机构。大会报告内容聚焦病

原微生物检测与生物安全主题，领域涉及

病毒、细菌、真菌、毒素等生物危险材料

的现代诊断技术、生物信息及大数据、国

际生物安全战略与趋势等，是将广义上生

物安全概念在科研及现实应用中的深入和

拓展，报告获得参会者的认真聆听与热烈

讨论。

除了 10 名专家分享的精彩报告，本

次会议的核心环节是专业委员会青年学组

的成立仪式。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

安全专业委员会青年学组于 2017 年 3 月

由专业委员会提议组建，时经一年，在微

生物学会领导、专业委员会委员的推荐和

审核下，最终选出 89 名 45 周岁以下的青

年学者组成第一届青年学组。成立仪式由

青年学组秘书长贾晓娟主持，学会副理事

长徐建国院士对青年学组的成立及发展寄

语。徐院士指出，青年学组的成立标志着

微生物学会和专业委员会生物安全领域工

作的新力量和新气象，他寄语青年学组成

员要团结协作、踏实肯干，积极发挥各自

的资源和优势，将青年学组平台建设好、

应用好，将当前国际形势下，生物安全“多

领域、多学科”的广义内涵在这个平台上

进行生动实践。成立仪式上，徐建国院士

和孙岩松所长对与会的青年学组成员颁发

聘书；第一届青年学组主任委员刘翟研究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业委员会
第四届学术会议暨生物安全培训

人，占全体工作委员会委员 57.8%，技术

成果总金额高达 138 亿。另外更值得一提

的是，科技开发与咨询工作委员会成立一

年来，各位委员主持与参与申报省部级（含

行业协会）以上奖项多达 20 余项，2 人

光荣当选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2 人成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提名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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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对青年学组的组成、工作方向和任务等

重点进行了详细介绍和部署。

27-28 日为生物安全培训，共有 161

名学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主要针对生物

安全实验室建设和运行等问题进行讲解，

内容包括国内外代表性高等级生物安全实

验室介绍分析、实验室运行监管、常见风

险识别与防控、实验操作重点问题解析、

硬件体系运行与维护、动物实验操作与管

理以及实验动物房的运行管理等。培训邀

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

吴东来研究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

院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于学东主任、中国

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魏强研究

员等 13 名所内外老师做培训报告。本次

培训，共有 141 名学员参加考核，通过率

为 100%。依据培训学员提交的培训效果

评估表反映，本次培训内容具体、有针对

性，培训老师认真、讲解深入、生动。本

次培训是在今年 4 月 15 日，国家确定第

一个法定国家安全日后，本专业委员会联

合中科院微生物所举办的一次生物安全培

训，是对国家重视生物安全工作的积极响

应。本次培训对于科普当前我国及国际生

物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常识，规

范生物安全实验室使用和运行监管环节的

操作和程序，以及所内及园区的生物安全

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实际意义。

（中国微生物学会微生物生物安全专

业委员会 供稿）

由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与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编辑委员会、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

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九届

传染病防控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论坛”于

2018 年 6 月 13—16 日在内蒙古海拉尔顺

利召开，参会代表来自各级疾病控制机构、

科研院所、大学和医院的近 900余人参会，

包括论坛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冯子健、杨

瑞馥、舒跃龙、徐建青教授在内的 70 余

位学术委员，以及 800 余位代表。论坛开

幕式由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院

长舒跃龙主持，中华医学会杂志社魏均

民总编辑作了嘉宾致辞。中国 CDC 冯子

健、中国 CDC 免疫规划中心刘大卫、中

国 CDC 传染病所刘起勇、军科院军事医

学研究院杨瑞馥分别进行了题为 :“全球

流感大流行 100 年”、“肺炎球菌性疾病

免疫预防专家共识（2017 版）解读”、“气

候变化对虫媒传染病的影响及对策”、“诊

断技术观念：随技术进步而创新”的主题

报告。

（中国微生物学会分析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供稿）

第九届传染病防控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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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微生物学会主办，上海交通大

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微生物代谢国家重

点实验室承办的“中国微生物学会地质微

生物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七届地质

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于 2018 年 6 月 8

日 - 11 日在上海光大会展中心国际大酒店

成功举行，上海交通大学王风平教授担任

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会议有来自北京大

学、中国地质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全国 146 个单

位的 600 余位研究生代表、专家学者前来

参会，共同见证了中国微生物学会地质微

生物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中国微生物学

会副理事长黄力研究员、地质微生物学专

业委员会主任董海良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并

讲话。会议规模空前，充分显示了这一学

科交叉领域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也彰显

了地质微生物学的蓬勃发展和本次会议的

学术影响力。

本次会议会程紧张有序，会议设立了

大会报告、特邀报告、分会报告及墙报展

示等形式。会议根据地质微生物学领域前

沿热点学术方向设立了七个专题，共收到

127份展板报告摘要，76份口头报告摘要。

论文集还收录了 15 位大会特邀报告的摘

要，其中包括同济大学汪品先院士、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董海良教授、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谢树成教授、石良教授、中

国石油大学史权教授、南京大学陆现彩教

授、西北大学张兴亮教授、中科院植物研

究所冯晓娟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金放鸣

教授、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侯居峙研究

员、深圳大学李猛教授、华中农业大学黄

巧云教授、中国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

司伍晓林副总工程师、中科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彭晓彤研究员、中科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林巍研究员等地学领域、

微生物领域以及地质微生物学科交叉领域

贡献突出的十五位专家学者进行的大会报

告和特邀报告。分会口头报告及墙报均展

示了本研究领域的前沿进展，会议主席团

为了勉励在读研究生、青年学者，还组织

评选了分会优秀展板及口头报告，有来自

同济大学的陶建昌等六位同学的展板被评

为优秀展板报告，来自深圳大学的刘杨等

七位研究生、青年学者的口头报告获评为

优秀口头报告。

会后，承办方还组织部分与会代表参

观了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微

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海洋大学

深渊中心。

本届会议秉承了前六届研讨会的优秀

传统，为国内同行提供了自由和活跃的学

术交流平台，促进了本领域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微生物学会地质微生物学专业

委员会  供稿）

中国微生物学会地质微生物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暨第七届地质微生物学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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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发布了 2017 年度最新

SCI 影响因子，我学会主办的 Virologica 

Sinica （《中国病毒学》英文版）影响因

子首次发布为 2.357。

Virologica Sinica （《中国病毒学》英文版）SCI 影响因子
首次发布

简 讯

中国微生物学会第十一届理事会理事：

您们好！中国微生物学会在第十一届理事会的领导下正常有序的开展工作，近两年

来各项工作稳步提升，在此希望各位理事能够对学会的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

学会顺利开展各项工作，谢谢！意见和建议可返回至 csm@im.ac.cn。

2018 年 4 月 25-27 日，中国微生物学

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海花研

究员，来到山东济南，为长清实验中学、

长清实验小学和历城二中的同学们作了四

场科普报告，累计直接听众 4000 余人，

人数最多的是在历城二中礼堂进行的，分

别有 1600 名和 1800 名同学安静而专注地

聆听了近 1 个半小时的讲座。在提问环节，

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同学们提出了很专

业的科学问题。科普讲座激发了同学们的

自主学习的兴趣，不仅利于同学们整体科

普素质的提高，更客观上增强了同学们学

习文化课程的动力。此次活动也是“中国

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系列科普

活动之一。

科普进山东

2018 年 5 月 25 日上午，应中国科学

院行政管理局科学文化传播处邀请，中国

微生物学会科学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杨海花研究员来到中关村一小天秀校区葵

园启智厅为 80 余名同学做了微生物主题

的科普讲座。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提出

微生物相关的问题，体现了他们对微生物

知识的浓厚兴趣，及对科学问题的思考和

探究精神。

科普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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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睦先生，1910 年 12 月 20 日生于

山东省淄博市，先在家务农，后到上海做

排字学徒工，1931年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

在抗日救国的烽火中完成学业。1939 年到

滇西进行甲状腺肿调查，1940 年参加红

十字会救护总队赴鄂西、江西等抗日前线

做救护工作兼做斑疹伤寒流行病学调查，

1941 年回同济大学医学院任教。1943 年被

聘请为上海医学院讲师，边教学边进行传

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研究。1950 到东北

进行反细菌战工作。1954 年调到武汉医学

院，1956 年调广西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任

教授，主任，1990 年退休。退休后一直关

心教研室建设，指导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

先生重视教学与科研、防病治病的结

合，研究的范围涉及面广，与国计民生、

健康、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先后从事甲状

腺肿、斑疹伤寒、肠道、呼吸道传染病，

白喉、脑炎、麻风、鼠疫、蝇类噬菌体、

抗蝗生物，抗蛇毒血清、肝癌、螺旋藻、

谷氨酸生产、细菌质粒等研究。他知识丰

富，思路开阔，选题颇具前瞻性和先进性，

例如在国内最早开展细菌质粒、螺旋藻训

化培养、高效价抗蛇毒马血清的制备等研

究，先后获国家卫生部表扬（1961 年在霍

乱防治工作上的贡献）、广西科学大会奖，

区科技进步奖、区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多

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表专著、论文近百篇，

共 1000 多万字。

先生为人谦虚、正直、不重名利。他

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常用启

发式教学引导学生学习。上世纪五十、

七十年代他两次带研究生和技术员到偏远

的麻风医院做科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

生。1978 年以后培养了 8 名硕士研究生，

他们毕业后多数到过国外学习进修，目前

有的继续在国外工作，有的则成为国内各

单位的骨干。

先生在国内声望很高，他热心社会工

作，先后担任过许多社会职务：广西区政

协委员、科协成果鉴定委员会委员、广西

科协委员、中南地区中医委员、广西微生

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广

西遗传学会理事长、全国遗传学会理事、

《微生物学杂志》主编，上海中华书局医

学丛书副总编辑、《国外医学微生物学分

册》主编、《大众医学》执行编辑、《英

汉免疫学辞典》主编、《免疫学名词》主编、

《新科学》编委、《国外医学分子生物学

分册》编委、《移植免疫杂志》编委、《广

西医学》编委。

王家睦教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广西微生物学会  供稿）

缅怀王家睦先生

缅怀纪念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