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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两个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温家宝、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出席大会。国务委员陈至立宣读了《国务院关于
2007 年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 2008 年 1 月 8 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胡锦涛、
公布了 200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获奖人员和项目。我院李兰娟教授主持完成的
200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感染微生态学建立及应用研究”
和姚克教授
主持完成的“白内障的发病机制及其防治研究”
双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李兰娟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
浙江省传
师，
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染病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
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
感染病专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华预防医学会微
生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兰娟院士在人
工肝支持系统治疗重型肝炎和感染微生态两个
研究方向上取得了极大成果，已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一等奖 4 项，发表论文
200 余篇，
SCI 收录 30 余篇，
主编教育部规划教
授权专利 5 项，
承担国家 973、
材等专著 11 部，
863、
十五攻关、自然基金重点项目等重大课题
10 余项。
感染微生态学建 立及应用 研究
（Establishment and applied study of infectious
浙江
姚克教授，浙江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
大学医学院附属二院眼科中心主任。他是中华
医学会眼科学会的副主委，浙江省医学会眼科
学会主委，也是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省农工民主
党主委、省科协副主席。姚克教授长期从事白
内障和青光眼等眼前节疾病的临床防治与基
础研究，是国内最早开展小（微）切口白内障超
声乳化手术的手术者。1990 年，
他就以第一完
成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并荣获瑞
士 Alfred-Vogt 奖，同时也曾获得教育部科技
进步二等奖 1 项以及省科技进步一、
二、
三等奖
各 1 项。目前正承担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
主持制定小切口白内障手术的技术规范作为全

microecology）是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相结合的
一门新兴学科。21 世纪人类不但面临宏观生态
破坏的挑战，
而且随着抗生素、
免疫抑制剂等广
泛使用，
还面临着微观生态（微生态）破坏的巨
大挑战，而人体微生态的破坏可以导致各种感
染的发生发展。该研究针对当前面临的感染难
提出了感染的微
题，
创立了感染微生态学学科，
生态防治方法，提出并论证了双歧杆菌与肠杆
菌科细菌比值（B/E）可以作为肠道定植抗力指
标的观点，首次提出对慢性重型肝炎患者进行
有效治疗的新的治疗方案。从人体整体微生态
平衡的观点出发，为预防控制感染提供了理论
依据，而且对医学观念和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
也起到了促进作用，推动了临床医学和基础医
学领域的发展与进步，为人类的生命与健康做

国标准，
积极推广至全国。
自 1991 年起，姚克教授及其团队对白内
障的发病机制及其防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
究。课题组从遗传、氧化、
损伤、
晶状体上皮异
常增殖化生等多方面探讨了各种因素在白内
障发生发展中的规律性作用，阐明了白内障发
病的相关机制，为劳动防护、药物防治白内障
的临床应用奠定理论基础。在结合临床方面，
课题组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小（微）切口的手
术 方 法 ， 手 术 切 口 从 原 先 的 11mm 缩 小 到
1.5mm；改良的超声乳化联合粘弹剂小管扩张
术被编入国外专著，作为一种标准术式向全球
眼科医生推广；课题组还首次进行了软性人工

出了重要贡献。
该项研究从 1994 年开始，历经 10 余年，
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 项，浙江省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2 项；
发表论文 65 篇，其
中 SCI 收录 18 篇；主编首部 《感染微生态》专
著，且感染微生态理论已入编高等教育规划教
材 （8 年制、7 年制、5 年制及研究生 教材）及
《传染病学》等权威著作；获专利 1 项，无菌动
物通过国家生物制品检定所鉴定；作专题学术
报告 26 次 ，培训 硕士、博 士生 和临 床 医师
2000 余名。感染微生态理论已为医学界普遍
接受，成果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云南、辽
宁、
山东、黑龙江等 20 余省市的医院得到广泛
应用，推进我国微生态制剂生产企业的产品开
发和产业发展。

晶状体 的单侧改性和硬 性人工晶状体 表面
α-AG 亲水化处理，获得了三项国家发明专
利。上述创新提高了手术成功率，明显减少了
术中术后并发症的发生。16 年来，课题组共发
表论文 94 篇，其中 SCI 收录 25 篇，IM 收录
65 篇，研究成果被编入教育部、卫生部五年
医学视听教材和
制、
七年制、八年制统编教材、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教材，向全国发行，并在
全国 20 余个省市的近 40 家省、市和地区级医
院进行了推广应用，为我国白内障的防治起到
了关键和突破性的作用，直接受益近 50 万患
者，
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郑树森科研团队入选
教育部
年度创新团队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07 年度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
新团队名单，我院郑树森院士带领的
科研团队获此殊荣，是本年度浙江大
学两个获此计划支持的团队之一。
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
展计划”创新团队，旨在充分发挥优
秀人才的综合优势，凝聚并稳定支持

一批优秀的创新群体，形成优秀人才
提升高校的
的团队效应和当量效应，
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推动高水平大
学和重点学科建设。
长期以来，郑树森院士带领的科
研团队致力于临床与基础紧密结合
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围绕终末期肝病
综合治疗体系，
对终末期肝病活体肝

移植入选标准、肝移植围手术期辅助
治疗、肝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使
用、病毒或肿瘤复发转移的预警及干
预等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取得了
一系列可喜成绩。本次入选的“终末
期肝病综合治疗研究”创新团队研究
项目资助期限为 2008 年至 2010 年，
资助经费 300 万元。

为浙江大学医学学科的全面繁荣而努力奋斗
怎
（上转 1 版） 怎样突出专科特点，
样从长远人力配备上作出好的方案？
邵逸夫、儿童医院等，都要有一个规
这几年
划好的方案。至于公卫学院，
只剩 47 个人了，在这种情况下该怎
么办？我认为我们公卫学院将来要在
两个问题上要大做文章：
一是卫生政
策、
卫生管理的研究。国家聘请了那
么多医改专家怎么浙医一个人都没
有？全国讨论医改那么多声音怎么就
是听不到浙医的声音？我们应该借王
把公共卫生学院振
部长到来的契机，
兴起来。另外一个是现代生活方式病
的防治研究。除了为 CDC 培养人才
外，
打出去浙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健
的牌子，为国家培养健康指导师、
康评估师，面向人口和健康大课题发
挥公共卫生学院的作用。尽管公卫
现在不到 50 人，我们靠自己的作
用、
贡献来体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将
来不仅要增容还要提高。今后，我们
这里要成为卫生政策研究的网络中
心，定期召开西湖论坛研究讨论国
家卫生政策。
同样，由于湖滨校区的消失，口

腔医院已经变成了一个孤岛。我们
口腔医院已经是一级学科博士点单
位，但是在那样狭小的地方怎么发
展？最近我们跟学校协商已经有了
方案，学校将在华家池校区划出一
口
块给口腔医院，做为口腔医学系、
腔医院发展的土地。目前口腔医院
已经提出了他们的发展规划。问题
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规划变成学校的
而
规划，并且还要变成学校的行为，
且越快越好。我已经三次去华家池
实地察看，目的就是要在华家池校
园里选出一块合适的地作为浙大医
学临床教学基地，作为临床学生生
活、
学习、
活动的场所。现在我已经
和有关单位都打过招呼，关键是我
们自己 要拿 出 一个 切实 可 行的 办
法。用这个办法，
我们将争取到这样
一块地，在那里有我们医学生的宿
舍、食堂、学习室，还有临床教学基
地。如果我们这次在华家池拿不到
一个合适的地方，医学院将没有地
从紫金港到医
方发展。大家都知道，
院的行程，
一个小时是不够的，如果
让学生住在紫金港，这是行不通的；

而让学生们住医院，医院又没地方。
从华家池校区走到邵逸夫只要十五
分钟。我想，
如果华家池校区划出一
块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将来医学院
准备开 shuttle bus，早中晚各一班，
为学生解决上课的交通问题。我们
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问题
解决。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重
但是也出
视。这几年我们进步较快，
现了不少学术问题。社会上浮躁是
普遍的，腐败是常有的，这是事实。
但是作为浙大医学院，我们要靠什
么？我们要靠瞄准国家目标，
承担国
家任务来体现浙大医学院对国家的
我
贡献，所有学科都是这样。过去，
们往往是做些别人能我们也能，或
者别人做得好我们做得更好的事，
但今天我希望我们更应该是做别人
不能做、
做不到的事。在国家急需的
时候我们敢站出来，我们敢打赢这
场仗。在社会浮躁、
腐败的不良风气
下，
我们要练硬功夫。作为职代会首
先要讨论人才问题，我要说浙医的
发展是要引进人才，但更重要是要

靠在座的各位和现有的职工。职工
代表不仅是代表职工反映要求、意
见，
更要代表所有职工的水平。至于
人才培养，现在我们已经有最好的
学生，能不能把最好的学生培养成
为最好的卫生工作者、最好的大夫、
最好的卫生管理人员，甚至造就未
来的卫生部长、
卫生部副部长，是我
们必须要认真考虑的问题。我们要
把每一个招收的学生和留校的学生
培养成为有用的人才，要大力培养
你们
年轻人。浙大医学院的年轻人，
是浙大医学院的希望，如果你们没
出息，
浙大医学院就没希望。浙医需
要象王部长、我和在座的两位院士，
但更需要的是正在成长的年轻人，
是在成长的已经有相当作为的未来
的学科带头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
再去引进人才，让我们的队伍更加
合理、
更加巩固、更加有战斗力。所
以，我希望职代会的代表能起到桥
梁纽带作用，为调动全部职工的积
极性而努力工作。现在我们的实验
室在空间和设备方面已经不错了，
出更多的成果。所
关键是要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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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希望医学院的同志们认识到我
们在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所
面临的问题，
要意识到形势的严峻，
要了解国家的需求。
我曾经说医学院是浙大五个重
要方面军之一，将来要起到五分之
一的作用，争取拿到比五分之一更
多一点的资源。杨校长也说当浙大
120 周年的时候希望医学院对浙大
的贡献达到 20%，这 20%不就是五
我们应该设立我们
分之一吗！所以，
的新目标，将浙医对浙大的贡献从
现在的 10%提高到 20%。虽然我们
不是研究所，但是我们是研究型大
学内的医学院。所有的大学的作用
最主要是培养杰出人才，在培养杰
出人才的同时也要出成绩，这是大
学的根本。
今天，我强调教学、科研、医疗
包括社会服务是浙大医学院同等重
要的任务，希望各级领导在分配任
务的时候考虑到各方面的需要，把
教学、
科研、医疗都搞好，我们的目
标就是 " 为浙江大学医学学科的全
面繁荣而努力奋斗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