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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玉梅院士获得 2016 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奖   

日前，2016年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颁奖仪式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基础医学院教授闻

玉梅荣获“2016年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称号。82岁高龄的闻玉梅是今年获该称号的教师中

最为年长的一位。 

 

作为导师，她培养的学生曾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及各类优秀论文奖，在各岗位上展露头

角。她本人多次被选为学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好老师。对待教学她一丝不苟，指导团队获得

2013年国家和上海市来华优秀示范课程。还编写多部经典教材。积极投身教改，领衔开设《基

础医学导论》引导学生投身医学事业。2014年 80岁高龄的闻院士面对医学人文教育的缺失，

毅然挑起重担，与哲学和医学家一道开设《人文与医学》，并亲自讲授，注重未来医生的德育

教育。2015年更是将此课程通过网络课堂与见面会结合的形式使全国三十多所高校三千余位

医学学子得到和复旦学生一起接受人文医学教育的机会。这些卓有成效的教改尝试背后是她

忘我的奉献和对医学教育事业的不懈追求。 

闻玉梅院士始终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从教 59 年从未脱离教育一线；紧跟时代需求，时刻

不忘国家和人民之托，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才。闻院士以自身点滴行动

母 校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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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着一位优秀党员教师的标准，作为榜样，引导青年教师在教育岗位上刻苦奋斗，追求卓

越。                                                        （摘自复旦大学新闻网） 

复旦大学脑科学转化医学大平台战略合作联盟起航 

9 月 5日，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与附属医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枫林校区治道楼举行。

在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等的见证下，复旦大学

脑科学研究院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华山医院、儿科医院、眼耳鼻喉科医院、浦东医院，

以及静安区中心医院 6家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复旦大学神经科学基础与临床的

紧密合作将进入到战略联盟协作新阶段。脑科学研究院、医学神经生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各附属医院的党政负责人，以及学校医学规划与科研办、医院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等 30余人

出席了签约仪式。 

 

据悉，复旦大学脑科学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扎实的工作基础，并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成果

积累，签约的附属医院学科实力雄厚，资源丰富，各具特色。本次战略合作签约，提供了新

的组织形式与思路，有助于强强联合。通过形成战略联盟，深入开展脑科学及相关学科建设、

基地建设、人才互聘、科研与人才培养合作、资源与技术平台共享等，从而提升复旦大学脑

科学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整体实力，更好服务于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满足社会健康需求，推动

脑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及上海市脑科学与类脑人工智能科创中心建设。（摘自复旦大学新闻网） 

上海医学院迎来 2016 级新生 

8 月 28 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迎来了 2016 级医学本科新生。来自全国各地的 700 多位

新生开始他们新的求学征程。2016年，学校继续加大力度，多渠道宣传“绿色通道”政策，

多措施落实，力争保障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围绕新生适应性主题克卿书院安排新生

参观枫林校区人体科学馆和上医校史馆，感受医学泰斗的脉搏，深切地体会到身为一名上医

人的骄傲与自豪。开学后将召开书院大会，书院院长、导师将与新生面对面，近距离谈大学、

谈人生，共话书院生活。 

 8 月 29 日和 8 月 30 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1400 多名 2016 级

医学研究生新生。 为方便新生报到分别在邯郸校区、枫林校区和张江校区进行。为使新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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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了解研究生阶段的管理规定和培养要求，各研究生培养院系将根据学校《研究生学习和申

请学位基本文件汇编》、《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参考大纲》等文件，围绕学籍管理、课程

学习和学位申请等关键环节，以及科学道德与学风学术规范等重点工作积极开展新生入学教

育，以确保每一位新生能更快更好地适应新学期的学习和生活。        （校友会整理） 

复旦大学浦东预防医学研究院成立 

近日，复旦大学浦东预防医学研究院揭牌暨首届浦东健康论坛在浦东新区卫生大厦举行。

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谢毓敏出席仪式并致辞。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浦东预防医学研究院院长陈文介绍了研究院建设情况。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研究院管理委员会主任包志宏和原浦东新区卫生计生委主任、研

究院名誉院长孙晓明为研究院揭牌。浦东新区卫生党工委、卫生计生委，上海市卫生计生委，

各区疾控中心，浦东新区，各委办局、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办公室等的代表出席了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后，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汪玲主持了首届浦东健

康论坛。作为我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领域首个校区共建的研究平台，研究院将聚焦浦东新

区四个中心的区域定位，依托浦东新区兼具城乡二元结构的改革开放前沿，有特色地针对公

共健康政策与管理、职业人群健康和社区居民健康开展前瞻性研究，探索有上海特点、浦东

特色的公共卫生学院与疾控机构的合作模式，为服务浦东二次发展以及健康浦东与健康上海

建设贡献力量。                                           （摘自复旦大学新闻网） 

 

 

药学 1989 级证书班校友向学院 80 年院庆捐款  

     6月 21日上午, 1989级药学证书班张剑霞、谢瑾、袁秀华三位校友代表班级同学,来到

药学院向母校药学院八十周年院庆捐款 4160元，毛华副书记代表学院接受捐款，并感谢大家

的一片心意。  

     药学院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共办过两期药学证书班，学员都是当时各个医药单位

的业务骨干，班级同学年龄跨度较大,目前班级中最年长的校友已经八十二岁了。证书班校友

校友会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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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药学院对他们的培养，值此药学院八十周年院庆之际，奉上一点心意，衷心祝愿学院发

展蒸蒸日上。                                                      （药学分会） 

我们是永远的 961 

——记上医 96 级临床五年制 1 班入学 20 周年同学聚会 

那一年，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组成了临床医学 961班；那一年，校园里还有台格子路，

校门旁边还有热气腾腾的“一条街”，二号楼的木头楼梯还嘎吱嘎吱的响。20 年后一天，我

们相约回到这里，虽然校园早已不是记忆里的模样，但弹指一挥间的岁月都还仿佛在昨天。   

还记得，54名同学在骨髓志愿捐献书上签下自己名字的庄严时刻；还记得，中山急诊室

里年轻的导医身影从此接力了很多年；还记得，运动会上矫健的身影捧回了一个又一个沉甸

甸的奖杯；还记得，每一次文艺汇演自编自演的小品都是当年的经典；还记得，几位同学的

彻夜不眠换来了 12 号教学楼 30 教室的巨幅背景墙。在这共同的五年里，我们平凡而踏实；

那些喜怒哀乐精彩了这一段共同的青葱岁月，我们用“全国先进集体标兵”的称号来回馈母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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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的相识，二十年的挂念，给了我们相约再聚的足够理由。星辰更迭岁月无痕，唯

有那份约定不变，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我们的年华。经过班长王骏，班委刘骏桢、刘晔、马

丽黎等同学临时组成筹委会的积极准备，在原辅导员叶依群老师的大力支持下，8月 27日，

我们在枫林校区东院 11号楼老干部活动室，这座具有上医历史渊源的小洋楼里集聚一堂，共

同追忆青春展望未来。虽然很多同学毕业后就再未谋面，但这一刻，亲切犹然。长达半小时

老照片制成的视频，又把我们带回那个年代，现场传来阵阵的笑声；不能亲临聚会的同学也

发来了视频问候。上医校友会还委托叶老师向每位到场同学赠送了纪念品。 

留不住的是青春，带不走的是情怀。虽然明天我们依旧天各一方，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谱写平凡人生，但每一笔都是救死扶伤，每一划都严谨缜密；我们永远都记得自己是上医人，

永远都坚持上医的信念，传承上医的精神，我们是永远的 961！         （96级临床 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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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以后我就成了你 

           ——1996 级临床五年制 1 班入学 20 周年同学聚会有感 

                                                    叶尘宇 

20 年前来到这片小小的校园时，我是有点失望的。我的父母都是高校老师，自小便生活

在大学校园里，觉得一所大名鼎鼎的医科大学怎么竟然那么小。但我又是自豪的，那时我们

大概是全上海第一批放榜的学生，在报纸上可以找到自己的名字；而且临床医学必须是第一

志愿。 

随后的好几年，在这片土地上我逐渐理解上医那“严谨、求实、团结、创新”的精神，

理解了这份宁谧之后的坚守，理解了这份低调之后的铮铮傲骨。在这片小小的安静的校园里，

身边不经意走过的提着小篮子装着牛奶瓶的某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也许就是教科书上赫赫有名

的大教授，或者那拎着四个热水瓶跟我们学生挤作一团打水的大叔就是某个重点实验室里的

负责人，或者那腋下夹着几本书低头匆匆走路在课堂上普通话也说不清的糊涂学长早已经发

表了好几篇的 SCI。上医就是这么安静而又低调。 

说实话，这次聚会若不是我们的班长整理了那么多老照片，我还真没觉得搞过那么多的

活动，我们的青春竟是如此色彩斑斓丰富多姿。我只记得那时我们真的比同龄人辛苦很多，

背不完的书，考不完的试，他们在课外活动，我们在背书；他们在谈恋爱，我们在背书；他

们在打工赚钱，我们在背书。。。然而今日经过了时间的洗练，在青春的记忆中似乎只留下了

欢笑，那些辛苦变成了美好，那些执着和坚持变成了我们特有的品质，不同于其他人的品质。 

20 年来，我们哭过笑过，徘徊过惶恐过，犹豫过坚持过，有的人留下来坚守在医疗的第

一线，成为行业的中流砥柱，有的人离开，眉宇间却永远带着上医的烙印。 

20 年，上医的精神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骨髓里，成为了我们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

然我们不再有上医的名字，虽然我们各不相同，但当我们在诊疗室中，在手术室里，在抢救

床边，在黑板前，在讲坛上，拿起听诊器，提起手术刀，插上仪器的电源，握住粉笔，打开

投影仪，那一刻我们是如此的相似，我们有同一个名字，我们都已经不知不觉成为了你，上

医。 

   

叶尘宇，医学博士，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精神卫生学系讲师。中华

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青年委员。长期从事精神科门诊，心理咨询以及综合

性医院联络-会诊工作，擅长心境障碍、焦虑障碍和躯体疾病伴发情绪问

题的诊疗。以第一作者在国内核心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参与编写《医

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双相障碍》等教材，积极参加各种科普和公益

活动。 

 

爱上医、爱棒球 

------小记枫豹老男孩棒球队首秀 



~ 7 ~ 
 

9 月 2 号晚，浦东上海运动公社的灯光球场热闹非凡，绿色草坪和红土垒道交映成辉，

场边不时传来阵阵呐喊加油助威声，随着清脆的“呯”的一声，棒球被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

落在远方，垒道上也随之闪过一片红色的矫健身影。原来这里正在进行一场精彩激烈的棒球

比赛，比赛双方是刚成立的上海枫豹老男孩棒球队（简称：枫豹队）和 8N7U棒球联盟的老鹰

棒球队。 

这是枫豹队组建以来的第一场比赛，所有队员均为上海医科大学或复旦大学医学院的毕

业生，有 96级临床、97级法医、98级公卫、护理、药学、卫管的老队员，也有 02级临床、

03级预防、04 级临床的中生代，更有 10级临床八年制的小鲜肉。许多队员都曾是校队队员，

代表过上海医科大学或复旦大学参加过当年的上海市大学生棒球联赛，毕业后大家各奔东西，

忙于工作和家庭，可是平时都会默默的关注着棒球的一切，每个赛季都关心着 MLB 的赛况，

微信、微博上会加推广棒球的公众号，难得的休息时光也会坐下来欣赏一场精彩的棒球直播，

大伙儿也偶尔会聚一聚，喝喝啤酒，聊聊棒球，大家内心深处都暗藏着一颗火种，那就是对

棒球的热爱。 

 

 

 

 

 
 

 

曾几何时，每天下午课余就聚集在枫林校区东院操场，排着队跑步，传球，练打击，炎

炎夏日照练不误，手掌磨出水泡了咬咬牙继续；曾几何时，为了荣誉面对强敌无所畏惧，肩

并肩手挽手，同仇敌忾坚持到底；曾几何时，为了得之不易的胜利而狂喜不已，也为了队友

受伤，比赛失利而黯然失神；而那曾经挥洒过汗水，呐喊奔跑过的上医操场上镌刻着我们所

有人的青春，这共同经历过的一切则成为学生时代最难以磨灭的深刻回忆，也成就了最难能

可贵的队友之情。 

今年 4 月在一次老队员的聚会上，回顾校队在上海医科大学校门及颜福庆校长像前的集

体照时，大家感慨万分，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我们自己组个队再打打球吧，那么队名

起什么呢？队友们不约而同的都想到了自己的母校，坐落于枫林路的上海医科大学，于是队

名便以“枫”字打头，加上身形矫健行动迅捷的“豹”字，又因为大家都上了年纪而童心未

泯，便加上“老男孩”几个字组成了枫豹老男孩队。自己设计制作 LOGO，以枫叶和棒球打底

加上威猛的豹头和英文 Maple leopards old boy，最后找商家定制了枫叶红色的棒球 T恤，

印上 LOGO后还有模有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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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不及待的队员们终于迎来了首秀，原上医大棒球队的教练朱敏珍老师也莅临现场指导。

本次比赛对手是 8N7U 棒球联盟的学员家长们组成的老鹰队，他们每周日都在浦东由专业教练

指导集训。比赛进行的异常胶着，枫豹队先守后攻，第一局上半投手发挥出色完封对手，而

下半局更是先声夺人，先后两人跑回本垒夺得两分。老鹰队在第二局缓过神来连拿两分，枫

豹队则在第二局下半再得一分保持领先。第三局再战，老鹰队趁我队投手疲劳，控制力减弱

时挥出一记二垒方向三垒打，连得三分，将比分反超。三局下半我队咬牙顶住，继续夺得两

分，将比分扳成 5比 5平。因时间关系，比赛进入了最后的第四局，老鹰队再接再厉拿下两

分，关键的四局下半里枫豹队没有抓住一人上垒的机会，因跑垒失误导致一人出局，最后的

两名进攻队员没有把握机会，遗憾出局。最终枫豹队首秀以 5比 7不敌老鹰队。 

虽然组队以来首场比赛以失利告终，但大家还是很兴奋，没想到毕业那么多年后，大家

对棒球的热情依然不减，能再次披上战袍，站在棒球场上，就已经热血沸腾了，和昔日校队

队友时隔多年以后还能在球场上挥汗如雨的感觉真好！大家纷纷相约以后要加强训练，增强

体能，争取下一场比赛能夺得胜利。加油枫豹队，我们欢迎所有上医毕业的学子，只要你爱

棒球，更爱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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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张镜如校长 

中国共产党党员，原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医学神经生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生理学会副理

事长、《生理学报》副主编，博士生导师，著名医学教育家、

生理学家张镜如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6年 8月 27日

15时在中山医院逝世，享年 88岁。 

 

张镜如教授，男，1929年 5月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县农

村。1947年考入上海医学院，毕业前进入第二届全国生理

学高级师资班接受培养。1953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任

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直至 1994 年

退休。1984 年 6月-1988年 9月，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

长、上海医科大学校长。 

 

做科研学贯中西硕果累累 

张镜如教授长期从事神经生理和神经系统对呼吸运动的调节机制的研究。他在大学读书

期间即酷爱生理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深受徐丰彦教授的器重，得到徐教授的直接指导。在

开展条件反射实验中，因理论功底扎实和动手能力强，短短半年时间内即成功研制出稳定和

间隔出现无关刺激与非条件刺激的装置。独有创见的“气功调息”假设后来也得到了证实。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生理研究所张香桐教授的指导下研究了大脑胼胝体的功能和诱

发电位的相互作用，同时在科研室加强了电生理实验室的建设。他还自己动手拉制多管玻璃

微电极和制作微电泳仪器，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微电泳实验和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八十年

代初，他指导研究生研究了吗啡抑制呼吸的机制，γ -氨基丁酸对呼吸神经元的作用机制、膈

神经放电的高频振荡等，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发表研究论文百余篇，其中部分成果获得

逝 者 永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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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我国生理学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重要贡献。 

育英才呕心沥血桃李芬芳 

张镜如教授是我国著名生理学家，一生致力于我国的生理学教学与科研工作，成绩斐然。

他的一生是尊师重教的一生，40余年来，他对教学工作竭尽全力，与学问齐名的是张镜如教

授高尚的师德师风，被学生们誉为“课堂上的王者”。 

每次讲课前，他总是阅读大量教案、专著和综述以及有关文献资料，做学习笔记，并写

出详细的讲稿；课后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对讲稿进行反复修改，不断充实内容。他还非常注

重创新教学方法，课堂上善于列举各种生动活泼的例子来启发学生思考和理解，使课堂讲解

能切合学生水平和教学要求，取得良好的授课效果。深入浅出的授课风格，风趣幽默的语言

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和良好口碑。 

此外，张镜如教授身先垂范，参加中科院生理研究所举办的电生理学训练班，把学到的

技术引入学生实验，更新教学内容，开班高级实验课，并在苏联专家来教研室开办全国生理

学高师班时进行课堂示教。1988年任职校长期满后，张镜如教授即回教研室进行一线教学工

作。 

他甘为人梯，不吝将自己的教学心得与同行和年轻教师交流分享，关爱青年教师的成长

成才，凡受过张镜如教授知道的师生无不有茅塞顿开，醍醐灌顶之感。 

  张镜如教授曾多次荣获“上海医科大学优秀教育工作者”、“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奖”、“卫

生部老有所为奉献奖”等荣誉称号。 

著书立说 

张镜如教授自 1961年开始参加生理学教材的编写工作，以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生理学》

和大型参考书《人体生理学》而闻名于生理学界，这些教材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作为首选教

材，被广泛使用，受到一致好评。 

《生理学》第二版曾获优秀教材奖，第三版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

三等奖；《人体生理学》第二版成为当年我国生理学者案头必备的参考书，深受同行的赞誉，

该书荣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此外，他还参编了《人体生理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和

《中国生理学史》等著作，为我国生理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张镜如教授是一名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他热爱党，热爱人民，为人公道，作风正派。20世

纪 70 年代后期他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理学教研室主任。1984 年，他被任命为上海第一医

学院院长（后学校更名为上海医科大学，张镜如担任首届校长）。 

在院长和校长任职期间，他尽心尽责，专心致志，为学校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任期

内，他做好了文革后第一次教师评审和晋升工作，制定学校长远发展规划，参加全国重点学

科的评定和重点学科的建设，成立研究生院，开辟工厂和农村教学基地，拓展国际学术交流

和人才交流等，为学校的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勤勉务实的工作风格，雷厉风行的领

导作风，一心为公的人格魅力得到全校师生的首肯，享有较高威望。 

张镜如同志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无论在哪个岗

位上，他始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谦虚谨慎，严谨踏实，公正正

直，简朴廉洁，淡泊名利，为人师表的一生是我们工作和学习的楷模。张镜如教授的逝世，

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儒雅谦和的良师益友。他的高尚品德、崇高精神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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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张镜如教授，我们永远怀念他。 

沉痛悼念宋佩辉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感染科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宋佩辉教授

因病抢救无效，于 2016年 9月 7日 21:37不幸逝世，享年 91岁。 

 

 

 

 

 

 

 

 

 

 

 

 

 

宋佩辉，汉族，湖北云梦人。1946 年至 1951 年就读于上海医学院。毕业后参加上海市

抗美援朝志愿手术队，获东北军区授予的“三等功”。1951年受聘于中南军区陆军总医院（武

汉）任住院医师至 1954 年底；1955年初开始在上海同济医院工作。1955 年随同济医院迁至

武汉，历任内科学助教、住院医师、讲师、主治医师、副教授、副主任医师、教授、主任医

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担任传染科主任、传染病教研室主任。 

宋佩辉教授是我国杰出的传染病学家。在从医 60余年的岁月里，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艰苦朴素，关心同志，淡泊名利，乐于奉献，仁爱为怀。一生致力于感染性疾病的临床和科

研工作，先后发表有关不明原因发热、感染性休克、流行性出血热、病毒性肝炎等主题的论

文 20余篇，曾多次获省、市多项科技进步奖。宋佩辉教授一直热忱投身医学教育事业，对年

轻一代的成长关怀备至。曾主编、参编和编译《Harrison’s内科学原理（感染性疾病章）》、

《英汉医学对照读物•传染病学分册》、《内科讲座》、《内科医师进修必读》、《肝脏病学》、《传

染病诊断指南》等多部教材和著作，在教育界、医学界深受人们的尊敬。她以高尚的医德、

严谨的学风、渊博的学识、精湛的医术、科学的态度熏陶和指引着青年医师的成长，为我国

医学界培养了一大批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专家和学者，为同济医院感染病专业的学科建设作出

了杰出的贡献。 

宋佩辉教授风范永存，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