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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决定魏小鹏同志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3 月 24日下午，在光华楼吴文政报告厅举行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局

长赵凡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魏小鹏同志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决定。教育部党组副书

记、副部长杜玉波，上海市委副书记应勇出席会议并讲话。许宁生校长主持会议。 

 

 

 

 

 

 

 

 

 

 

 

 

 

许宁生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对魏小鹏同志就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表示热烈欢迎。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五处、教育部人事司、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教卫工

作党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会议。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两院院士，文

科杰出教授、资深教授，各单位、各部门负责人，重点研究机构负责人，民主党派和群众团 

体负责人，老领导、老同志代表，学生代表等参加会议。        （摘自复旦大学新闻网） 

 

《中山医院专志》编纂启动会暨撰稿培训会召开 

近日，《上海市级志•中山医院专志》编纂启动会暨撰稿培训会在中山医院 5号楼惠生厅

召开，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专志工作处过文瀚处长和赵明明老师受邀与会作培训。樊嘉院长、

母 校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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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建英副院长以及各部门相关人员等共计 18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院办李耘主任主持。

樊嘉院长首先感谢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对《中山医院专志》的重视与支持，他指出 2017年

是中山医院建院 80周年，在这 80年中，医院人才辈出，新技术不断涌现，医疗成果节节攀

升，为广大患者带来了福音，也为上海市乃至全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样的背

景和条件下，我院院志编纂的申请通过了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审核和批准，《中山医院专志》

得以顺利启动。他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充分挖掘医院历史文化资源，严谨科学地记述我院 80

年发展历程，为今后提供一部全面系统、资政砺志、承前启后的史书，作为向院庆 80周年的

献礼。                                                    （摘自中山医院新闻网） 

 

“徐汇区-中山医院医疗联合体”成立 

徐汇区中心医院挂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 

 4月 14日下午，“徐汇区—中山医院医疗联合体”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

签约、揭牌仪式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举行，徐汇区人民政府区长鲍炳章、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朱成钢，复旦大学副校长兼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

院党委书记汪昕，徐汇区卫生计生党工委书记潘贤利、卫生计生委主任刘诗强等领导参加会

议。 

据介绍徐汇区-中山医院医疗联合体将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为龙头，中山医院徐汇医

院为枢纽，枫林、斜土、天平、湖南、徐家汇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与的紧密型医联体,从而

完成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在内的全方位医疗联合。通过一、二、三级医疗机构联合共建，

探索推进 1+1+1医疗改革。“医联体”成立后，徐汇区中心医院将加挂第二冠名：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由中山医院管理），中山医院副院长周俭兼任院长，原徐汇区中心医院

院长朱福任执行院长；合作期限为 5年。                   （摘自复旦大学新闻网） 

 

《医学免疫学》等 3 门课程获 2016 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 

近日，上海市教委发布 2016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名单，上医 “医学免疫学”（储

以微）、“病原生物与人类”（程训佳、邵红霞）、 “传染病学”（张文宏）、3门课程入选。 精

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等特

点的示范性课程。                                             （摘自复旦大学新闻网） 

 

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聘任暨泛血管医学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 

4 月 20日，“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聘任暨复旦大学泛血管医学研究院揭牌仪式”

在枫林校区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校长许宁生出席仪式，并向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心

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颁发“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聘书。

葛均波在获聘后表示，将不负众望，尽心尽责，群策群力，共同开创生物医学研究院更加美

好的未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山医院陈灏珠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医学院闻玉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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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生物医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芃原教授、党总支书记储以微教授，以及学校医科有关部

门负责人、生物医学研究院师生一起参加了仪式。 

桂永浩副校长宣读了关于“复旦大学泛血管医学研究院”成立的批文。许宁生、桂永浩、

陈灏珠、闻玉梅、葛均波共同为泛血管医学研究院揭牌。陈灏珠受聘担任泛血管医学研究院

顾问委员会主席。葛均波兼任泛血管医学研究院院长。   （摘自复旦大学新闻网） 

 

 

 

 

 

 

 

 

 

 

 

 

 

                     许宁生校长（右）为葛均波院长颁发聘书 

 

雷群英 徐彦辉 赵曜教授入选“长江学者” 
高强入围的“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4 月 22 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 2015 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名单，共有 412 人

被评为 201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青年学者。基础医学院雷群英、生物医学研

究院徐彦辉、华山医院赵曜教授入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首次设立了青年学者，重点支持高校面

向海内外培养引进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恪守学术道德和教师职业

道德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每年遴选 200 名左右，而今年最终公布的结果有 211人入围首

届青年长江学者。中山医院高强入选“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摘自复旦大学新闻网） 

 

 

 

 

校友施扬新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北京时间 4月 20 日，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公布新入选暨第 236届院士名单。上医 78级药学院校友、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施扬名列其中。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创立于 1780年，其宗旨为“弘扬学术，以增进自由、独立、良善之公

民德行”，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院士机构及地位最为崇高的荣誉团体之一。目前共有约 4000

校友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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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院士及外籍院士，包括超过 250位诺贝尔奖得主及超过 60位普利策奖得主。此前，胡适、

钱学森、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丘成桐、谢希德、巫鸿、崔琦、田刚、施一公等著名华

人学者都曾当选该院院士。 

 

施扬教授，1960年 3月出生，198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系药物化学专业，获学

士学位。1983年通过 CUSBEA项目赴美留学来到纽约大学并于 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前

往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后研究。1991年进入哈佛大学做 PI，1997年晋升为副教授，2004年

晋升为正教授。2006年受聘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兼任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

院教授，在该院与石雨江老师和蓝斐老师一同建立了“表观遗传学家实验室”。2012年施扬

教授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B类。在三位师徒的协作下，该实验室以第一单位在 Cell、Mol 

Cell、Gene Dev、PNAS等杂志上发表大量高水平文章。   

施扬教授在基因表达调控和染色质修饰等生物学领域做出过大量重大发现。在线虫中，

发现了组蛋白乙酰化酶 CBP/p300在分化中起关键作用，揭示了细胞命运和组织分化过程中表

现出了乙酰化和去乙酰化的动态双向调控关系；并首次发明了基于 DNA载体的 RNA干扰技术，

该技术目前广泛应用于哺乳动物基因功能的相关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发现了首

个组蛋白赖氨酸去甲基化酶 LSD1, 结束了长达 40多年关于组蛋白是否可以去甲基化的争议，

开启了组蛋白修饰动态调控的新领域，该成果发表在 2004年的 Cell上。此后他的实验室还

发现了大量 JMJC类去甲基化酶。到目前为止，仅 RNAi 和 LSD1 两篇论文已经被引用 3000

次（Goole Scholar数据）。 施扬教授在组蛋白去甲基化方面的研究推动表观遗传学快速发

展，深化人们对组蛋白甲基化修饰的认识，这些工作将对生物医药产生深远影响。 

                                                          （校友会整理） 

66 届护理校友回母校庆祝毕业 50 周年 

2016年 4月 20日，原上海第一医学院附设中山医院护士学校的 66届乙班校友回到母校，

庆祝毕业 50周年。虽然当天细雨霏霏、天气清冷，但校友们热情相约、风雨无阻。 

半个世纪后的班级相聚，让校友们期盼良久。当她们早上近 9点再次跨入 50年前学习、

生活的校园，看到“欢迎校友回母校聚会”的横幅时，激动万分。仿佛弹指一挥间，50年前

的青春少女，再聚首已是白发苍苍，成为家中的外婆、奶奶。大家聚在学院第一会议室，忆

往昔、谈今朝，感慨万千。学院副院长曹育玲老师代表学院，热情接待了 30位老校友，向他

们介绍了护理学院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况，并欢迎校友们常回母校走走、看看。学生办公室

主任李颖老师期待各位校友为学院的在读学生们传经送宝，用优良的传统感染年轻一代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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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66届乙班校友陆雅芳和顾青代表在座的同学向学院赠送了一幅木雕“志行千里”，表

达对学院培养的感恩之情，同时祝福母校志存高远，为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培养出更多、更

优秀的人才。校友们热烈的聚会，直到下午 3点多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校园。 

                                                          （护理学院供稿） 

66 届医学系校友毕业 50 年重返母校 补拍毕业照 

今年正值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 66 届校友毕业 50周年。毕业那年遇上文革，动乱中学

校无法举办毕业典礼，校友们没能与培养我们成长的母校老师和领导拍张毕业照，成为终生

的遗憾。 

5 月 2 日上午，138 位已年过七旬的校友回到母校参加在明道楼一楼报告厅举行的 1966

届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同学毕业 50周年，重返母校，补拍毕业照师生聚会。上医校友会会

长彭裕文，副会长程刚，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闵行区中心医院院长、上医校友会理

事夏景林，工程院院士闻玉梅、郭晓燕老师、萧俊、潘小平教授等当年的任课教师和领导也

受邀参加和同学们亲切交流。上医校友会为本次返校活动提供了张永信校友撰写《我与第二

故乡》、校友纪念章等纪念品。 
清晨不少校友已陆续赶到上医原中草坪、现在的明道楼前。在鲜红的横幅“毕业 50年 相

聚在母校 补拍毕业照”前，久别重逢的同窗挚友情不自禁地相互握手、拥抱。 

不久，陆续来了一批曾经亲切教导过医学系 66届校友的母校领导和老师。萧俊教授曾是

生理教研组主任、国家一级教授徐丰彥旗下的骨干教师，为 66届上过大课，还是生理学实验

指导的主编。闻玉梅院士担任过这届校友的微生物学讲课、实验指导和学生课外因材施教科

研指导老师，还兼任过 66届 4班的辅导员。郭晓燕同志当年是上医团委书记，她配合党委所

组织的“学雷锋 做好事”等活动给校友的健康成长留下深远的影响。現年 92岁的潘小平教

授文革前任上医基础部副主任，他为医学生的成长費尽心血，假期中还亲自辅导学习优秀的

学生精学英语，为他们成才夯实外语基础。在师生融洽的回忆、感恩氛围中，摄影师指挥大

家，补拍了一张象征性的毕业照，弥补了校友心中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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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道楼底楼的会议厅，主持人张永信以亲身体会感谢母校及其老师们对学子长期的教

导和关怀，他说虽然文革改变了我们一届学生的人生轨迹，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无选择地分到

了大西南、大西北农村工矿基层工作，可是国家和母校对我们的教育和期望却深深地铭刻在

学子的心中。我们像当年的雷锋那样，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国家需要把我们拧到哪里，我

们就默默无闻地以母校传授的知识和技术为那里的广大病员踏实防治疾病，把一生最宝贵的

青春年华奉献给社会。他表示所以把自已大学毕业后在少数民族山区扎根十一年的坎坷经历

和真实故事记录下来，就是想反映我们一代青年医护人员的主流精神，以留给下一代作借鉴。 

 
                                66届张永信学长 

 上医校友会会长彭裕文教授代表校友会热情地欢迎校友回母校相聚，他介绍了校友会的

历史、宗旨和工作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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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医校友会彭裕文会长 

 接着上海医学院夏景林副院长向校友们汇报了医学院的发展和前景，给校友们极大欣慰

和鼓午。夏副院长还书写赠送给医学系 66届校友一幅条幅，写道“时光匆匆五十载难忘志同

窗谊，岁月悠悠半世纪永念上医情”。 

 
夏院长书写赠送条幅给 66届校友 

不少校友激动得即兴发言。熊仲群医生是特意从日本大阪回沪参加校友聚会的，她 1958

年被挑选包送进上医工农预科，66年毕业，68年服从國家分配，和同班同学程凤呜一起去四

川渡口安家，参加国家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的大会战。改革开放后熊仲群夫妇定居日本，为

促进中日医学学术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她动情地感谢在母校所受的近十年严谨、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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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终生的教育。听说明年上医校庆 90年，她将随身所带小包里所有现金倒出来，共计 3250

元捐给校友会用于校庆活动。陆申承、吳品霞夫妇、刘训海医生等向大家汇报了自已毕业后

参军，援疆的经历，让学友们感动。 

分班交流一直持续到下午近傍晚，大家分头在老大楼前、医学院二门口、中山医院老楼

等熟悉的、看得到老上医痕迹的地方留影，依依不舍地回味上医情，相约明年校庆 90年再相

聚„„。                                            （照片：孙国根，文字：张永信） 

 

 

“个性”医生故事多  

——记陕西省友谊医院离休医生吴合 

崔 芳  

 
“坐！哪里不好？”“抽烟病人好不了，别来了！”“我问你啥你就说啥！”“我说话你都没

认真听，我不说了„„”医生吴合个性十足，面对病人说话绝不拖泥带水，言谈中似乎还透

着点不好相处的气息。但这位 92岁的陕西省友谊医院离休医生，让病人、同事、亲友分外信

任、爱戴，还被评为“陕西好人”。一切都要从她这鲜明又矛盾的个性谈起。 

只要让看病，不给工资也行 

吴合 1924 年出生于河北，从小在上海长大，1948 年从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毕业，1954年转至陕西省友谊医院，并在该院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家变态反应科。在

同事的记忆里，吴合上班从来风雨不误，业余时间还要出门巡诊。“小时候我家跟吴合阿姨家

都住医院家属院，中午下班从不见她回家休息。有时半夜来了病人，急诊科对着家属楼一声

吆喝，不管叫谁，冲出来的人中总有吴阿姨。”该院宣传科何素英回忆，后来她从大人那里知

道，吴合冬天都是穿着毛衣睡觉，因为这样半夜爬起来不冷。 

吴合求学期间是上海医学院党支部书记。按规定，1979 年，这位 55 岁的老革命就该光

荣离休。但她离不开工作、病人，主动要求“超期服役”。于是，医院返聘了她。这一坐，又

是 35年。 

“一起工作的 12 年来，她从未迟到早退，常常看到她下班后还在接诊；逢年过节或是公

休日，也不离工作岗位。”变态反应科主任张贵生回忆，“她要求自己必须帮病人把病情、治

上医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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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方法、用药事项完全搞清楚，才能让病人离开诊室。她书写病历也特别细致，对每个病人

都全程记录病情，而且要记录病人的家庭住址、联系电话。” 

近几年，吴合身体健康发出警报。院领导担心她不能负荷这种高强度工作，多次劝说老

人在家颐养天年。但吴合表示，看病救人是自己生活的重大意义。实在没辙，2014年，该院

领导“通牒”不给返聘工资了。但吴合笑得得意：“不给钱没关系，只要让我看病就行。”去

年 10月，因为不慎伤到腰膝无法下楼，她就改在家里出诊。 

记者跟吴合的第一次见面就在她家客厅。自我介绍并说明采访来意后，老人脱口而出一句：

“你哪里不舒服？”问完自己噗嗤一声先笑了，略带歉意地解释“我习惯了”。 

“毒舌”健教也能治病 

改在家出诊后，吴合唯一的变化就是不穿白大褂了。即使事先知道会有采访，她依然毫

不在意地穿着平日的行头：一套穿了多年的深蓝色、宽大的居家衬衣、长裤，上身套一件松

松垮垮的浅蓝色毛线背心，脚上是一双穿得磨出毛球的拖鞋。 

采访就在病人就诊的间歇中进行。吴合的标准诊疗程序就这样展示出来：开始是一阵细

密的提问，包括具体症状表现，是否容易感冒、喉咙疼、出汗、口腔溃疡，胃口、大便如何，

是否抽烟喝酒„„接着翻阅此前患者就医时的各种检查单，随后对病人进行触诊。等作出诊

断后，女儿会按照她的口述抄写药方，并在病历本上贴上一张针对性“注意事项”。那张 A4

大小的纸上除了列出详细医嘱，更多的内容则是生活习惯的健康科普。 

“吴老尤其重视控烟教育，‘烟枪’们来找她看病总少不了挨一顿批。”该院一位医生告

诉记者。果然，55 岁的郭姓患者刚进门，迎面的烟味儿就让吴合眉头紧皱：“你抽烟吧？要

不从现在开始戒烟，要不就走吧，好不了。你自己不怕抽烟得肺癌，别用二手烟把亲友们害

了。你不戒烟来找我，就是害我„„现在就表态，戒烟吗？”一通数落连珠炮似的，患者红

着脸连连称是。 

医生这么凶，干嘛非要找她看病？面对记者的提问，郭大哥憨厚地表示：“我们村有人在

她这儿看好了，介绍我过来的。老太太也是刀子嘴豆腐心，你看她凶完我，不照样看得挺认

真吗？最重要的是，我明白她都是为我好，开药也知道为我们省钱。” 

一位饱受过敏性皮炎困扰、多年辗转就医无效的环卫女工告诉记者，吴合给她开的药每

月仅需 60元，而且吃了 3个月后已经大有好转。 

如今吴合的患者，绝大多数是通过口口相传慕名而来。“我把抽烟喝酒的坏处说得越严重、

越生气，患者才会越重视；至于药，疗效好的前提下，本来就该越简单越好。”如果患者有疑

问，可以随时拨打她留在病历本上的电话。 

“金标准”是当个好人 

在熟悉吴合的人看来，这位老太太从小在上海长大，却大大咧咧，丝毫没有沪上女子的

精致讲究。“他们说我不会做饭，但我也没把自己饿死啊。医院有食堂可以吃，我还可以自己

下面条！” 

她从小生活环境优越，长大后作为上海早期党员骨干走南闯北，工作后多次赴北京甚至

出国学习，但“从不游山玩水。又耽误时间又花钱，电视上就能看到”。 

她不是个爱热闹的人，却常年免费接待患者在家问诊；明明过得很节俭，但只要有公益

捐赠的机会，却成了“大款”。单在她的资助下得以正常读书的贫困儿童就达 79 名，资助金

额近 7万元。在吴合家，那些受资助孩子写给她的感谢信装满整整两大袋子。 

吴合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父亲。这位当年获得“庚子赔款奖学金”留美的医学专

家一生崇尚治病救人，儿女们在满是书香的家庭长大，被教育要善良、独立、诚实、质朴，

对家里常年上门求医的患者心怀尊重。“从小父亲就给我看居里夫人传记，常说的话包括‘吃

饭要干净，诚实是最好的办法，绝对不能打牌。最重要的是，要当个好人，当医生尤其要如

此。’”吴合说，自己明白，时代在变，自己那一套价值观、做法已经老派甚至过时，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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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己的梦想和对事物的理解。但这并不妨碍她与他们的殊途同归，同归于当医生最重要的

标准——当个好人。                              （摘自《健康报》2015年 3月 25日） 

   吴合 1924 年出生，自小在上海长大，1945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上医地下

党党支部书记。1948 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到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后方医院工作，那时候就被

誉为“白求恩式的好医生”。1954 年转至陕西省友谊医院，并在该院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家

免疫变态反应科，在恢复免疫功能为原则的防治反复感染、过敏性疾病的研究上取得显著成

果。 

     《上医人的足迹》第一、二、三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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