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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3日讯（记者任爽 实习生熊光
力）今天下午，“百名院士进吉林”系列活动之

一——中医药大健康院士专题报告会在长春中

医药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省教育厅主办，长春

中医药大学承办，以“汇聚院士智慧，建设幸福美

好吉林”为主题，聚焦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创新发

展机遇与战略思考，立足服务我省中医药大健康

产业。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玉、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果德安和长

春中医药大学校长宋柏林分别作了主旨报告。

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长春中医药大学师生

代表等600余人聆听了报告。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以《新时代中医药发

展机遇与任务》为题作了报告。张伯礼结合党的

十九大报告和近年来我国对中医药的扶持政策，

以中医药“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开篇，讲解了中

药现代化研究进展、坚持中医药优势的高度自

信、加强中医药临床优势的评价、推动中药制药

技术升级等内容。他说，中医药的发展是举一

事、惠百业、造福百姓的产业。目前，中医药产业

正在快速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它的振兴发展

将带动全国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也将引领世界生

命科学的发展。

国际药用菌学会主席、中国菌物学会名誉理

事长、中国食用菌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玉作了题为《菌物药的探索与思考》的专题

报告。他采用直观的图表、大量的图片和生动的

举例等方式，从药用菌与菌物药，菌物的主要类

群，中药范畴内建立一类药用真菌为主的菌物

药，菌物药知多少，动物、植物、真菌多样性研究

比较，中国药用菌的多样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

出、引人深思的讲解，并提出了中国药用真菌事

业现阶段的发展目标。

长春中医药大学优秀校友、上海中药现代化

研究中心主任、中药标准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

主任果德安以《中药质量控制与标准制定》为题

作了报告。他认为中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

独具优势与特点，而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关键就是

中药质量。他从中药质量控制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药质量及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中药质量研究

总体思路与策略、中药整体质量标准体系构建、

中药质量标准国际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解析，并

对中药质量控制作出了展望。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长春中

医药大学校长宋柏林在题为《发挥学科优势，为

吉林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

报告中说，目前，长春中医药大学已经牵头完成

了“人参食用安全性评价”研究、牵头成立省中医

医院集团，与36家基层医院创建医疗联合体，联

合建设34个科室，长期派驻执行主任，带动了基

层中医药整体水平提高。未来，长春中医药大学

将持续发挥中医学、中药学学科优势，把学校建

成一流中医药大学。同时，将中医药原创思维与

现代科技相结合，创新体制机制，集成学科、人

才、平台等创新要素，强化标准引领，着力打造中

医药大健康产业集聚示范区，做大做强人参等道

地中药材大品种，培育养生保健、医养结合、中医

旅游、科技服务平台等中医药大健康服务新业

态，全力支撑我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

会后，长春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冷向阳表示，本

场报告会不仅对推动我省健康产业的发展、服务吉

林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对高校特别是中医药

院校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作为我省唯一的

中医药院校，长春中医药大学更要肩负起责任与使

命，做好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工作，为

推动我国中医药发展和吉林大健康产业作出贡献。

在报告会上，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与生物

工程研究开发中心教师孙佳明记了满满好几页

笔记，他说：“报告让我接触到了最前沿的科研热

点，拓展了科研视野，对我们日常的教学与科研

工作都有很大启发。”

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学生罗瑛在听了

报告会后感叹：“院士和专家们的报告极大地增

强了同学们的文化自信和学科自信，激发了大家

的学习热情和创新精神。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学

习中医药知识，为中医药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当前，我省高度重视中医药教育事业发展，

将中医药事业列入民生工程重点推进，将中医药

产业作为重点扶持的优势产业予以建设，做出了

中医药优势产业向支柱产业转变的战略调整，已

经把医药健康产业打造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并成

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本场报告

会深入探讨了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充分发挥了高

端技术与智力优势，在落实国家科技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促进中医药继承和技术革新、发展壮大

我省中医药产业等方面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聚焦中医药发展 服务大健康产业
中医药大健康院士专题报告会在长春中医药大学召开

吉林七月，微风习习，绿树成荫，处处充满着

生机活力。7月13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教育大厦的报告大厅里座无虚席——

“百名院士进吉林”化学与新材料院士专题报告会

在这里举行。高分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

佛松和化学家、中科院院士，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宇亮应邀作专

题报告。应化所副所长杨小牛主持报告会。

这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智慧与灵感在这里碰

撞；这是一次心灵的交融，新老科技工作者的情

怀和感悟在这里飞扬。

王佛松院士今年85岁高龄，满头白发，精神

矍铄。担心老人身体吃不消，主办方给他准备了

椅子，让他坐着讲，但是他坚持站着讲解了近两

个小时。

“我给大家讲点什么呢？我很长时间都在思

考这个问题。”王佛松院士说，“今天我不作学术

报告，给大家讲几个故事，希望大家能有所启发

和感悟。”王院士的话一开头，就引起了与会者浓

厚的兴趣。王院士讲了三个诺贝尔获奖者的故

事和一个中国传统故事，通过故事他告诉在座的

青年科技工作者们，科学研究不是一蹴而就就能

完成的，需要坚持，甚至需要穷尽一生；科学研究

要发扬合作精神，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肺腑之

言，真挚感人，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共鸣，大家把

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了这位老一辈的科技工作者。

赵宇亮院士的爱人是长春人，他也经常来长

春，因此，他自诩是“半个”长春人。他以《纳米生

物效应分析及其化学机制》为题，给大家讲授了

最新前沿的纳米科技。谈起这次“吉林行”，他深

有感触。他认为，“百名院士进吉林”对我省的经

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有利于我省利用人

才、整合科技资源；有利于激发院士的科技潜能，

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有利于引领和带动省内的

科技工作者和科研院所积极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去。“通过交流，全国的科技人才资源将为吉林省

所用，活动将会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台上专家高屋建瓴，理论联系实际；台下与会

者一个个聚精会神，受益匪浅。能容纳200人的报

告大厅里座无虚席，有的观众没有座位，就站在后

面和两侧聆听院士的报告，在三个多小时的报告期

间，几乎没有人走动。而院士作完报告后的交流互

动环节更是吸引了许多与会者参与，“这里，这里！”

“院士，我有问题！”……与会者纷纷举手提问，现场

气氛热烈。两位院士一一进行了解答。

报告厅里响起阵阵掌声，掌声既给院士所作

的精彩前沿报告，也是给院士所具有的严谨、求

实的科学精神。长春应化所的张海涛说，这场报

告会他收获很大，不仅了解到了有关纳米技术最

前沿的科技，也让他见证了科学家严谨的科学精

神和态度，以后一定要向两位院士学习，为我国

科技工作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王大鹏是应化所高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研究员，听完院士的报告后很受启发。他

说，两位院士给我们作了一场丰富翔实、生动

有趣的化学报告，这对于青年科技工作者来说

是一次难得的学习和成长机会，很喜欢这样的

高端科研交流平台。“赵院士在报告中所讲的

关于蛋白质颗粒的问题，对我正在研究的纳米

颗粒蛋白吸附问题有很大的启发和激励作

用。”他兴奋地说。

作为活动的主办单位，长春应化所科研一处

处长王鑫岩说，来听报告的不仅有青年科技工作

者，还有所里引进的人才，人数远远超过了预

期。通过聆听院士的报告和院士进行互动，对所

里的科研工作者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必将促

进科研水平的提升。

在整个报告会期间，两位院士满脸笑意。在

两位院士望向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笑眼里，也蕴含

着他们对这些科学“种子”们的殷殷希望……

思 想 交 流 智 慧 碰 撞
——“百名院士进吉林”化学与新材料院士专题报告会侧记

本报记者 李晓静 实习生 王坤 王浩洋

在中科院长春市应用化学研究所，赵宇亮院士在作专题报告。

本报7月 13日讯（记者缪友银 实习生陈
阳）凝聚高端智力资源，开创振兴发展新局

面。今天，作为“百名院士进吉林”系列活动

之一——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兴院士报告会在

吉林农业大学举行。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宁波大学教授陈剑平，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

兽医研究所研究员金宁一围绕乡村振兴发展战

略为在场师生作了一场精彩的报告。他们的报

告观点新颖、高屋建瓴，在师生中间引发了强烈

反响。

报告会上，陈剑平作了题为《乡村振兴战略

的研究与实践》的专题报告。他紧紧围绕党的十

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

研究成果，从探索实践乡村振兴战略的由来、中

英城市化发展历程的对比、田园城市的理论与实

践、对小城镇建设的思考五个方面内容作了生动

阐述。陈剑平认为，中国农业正在发生全球化、

市场化、物联网化、环保化和民本化的五大变

化。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农业要解决政

府要粮、农民要效益、市民要放心、环境要绿色、

竞争要强劲、农村要美丽的六大综合性问题。而

农业综合体建设与特色农镇建设能综合解决这

六个问题。他认为，现代农业综合体不仅担负着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新

农村发展，建设美丽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

使命，而且担负着促进农业科技创新、科技成果

转化与推广体制机制创新和农产品流通体系创

新的使命，对破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和农业科

技发展中的诸多瓶颈问题具有重要作用。通过

中英两国城市化比较，陈剑平指出，特色农镇是

城乡之间的重要枢纽，是就地城镇化的样板、逆

城市化载体、乡村振兴的舞台。农镇与城市的关

系主要是产业共享。理想的特色农镇是发达的

地方、美丽的地方、微笑的地方、安心的地方，它

的核心细胞是家庭农场，它的建设要以人为本，

规划的体系思维要具备全球视野、历史关切、产

业发达以及特色鲜明。

金宁一作了题为《共患病毒病与综合防控》

的报告。金宁一从共患传染病的起源、分类和流

行原因等方面对共患传染病进行了简要的描述，

从呼吸系统共患病毒病、神经系统共患病毒病、

循环系统共患病毒病和消化系统共患病毒病四

个方面对共患病毒病进行了详细讲解。金宁一

列举了数十种病毒类型，从中选出典型病毒，结

合其病理，围绕患病原因及患病特点，对不同类

型的病毒逐一进行了深入讲解。他指出，大部分

病毒可靠候鸟迁徙进行传播，它们传播速度快而

广，主要受体为脊椎动物。果蝠—猪—人这一传

播途径在疫情中具有重要作用，习曼病毒与亨德

拉病毒、尼帕病毒关系密切，它们可能跨物种屏

障进行传播，从而引起疾病。金宁一还提出了反

转录病毒的潜在危害加重的相关问题。他以白

血病和艾滋病为例，说明了病毒传播的三种途

径，即血液、精液和母乳。他指出人类几乎所有

的传染病均来源于动物，病毒可能通过受伤的划

痕侵入淋巴系统进行传播。我国地理生态复杂，

有脊柱动物6426种,可能携带37万多种病毒。

针对以上问题金宁一提出，在共患传染病的防控

工作方面，应加快应急群体性免疫技术与产品研

发；关注媒介病原体隐患，法定报告表明传染病

三分之一都是有媒介生物传播，应完善媒介生物

防控体系，提升媒介病原体检测技术水平；提升

应急评估、处置方案和规范能力，进行生态、动

物、人群大数据联合应用，将大数据、互联云、机

器数学算法共享；并有前瞻性地制定研发策略，

提升研究成果转化速度，加强协调机制多行业协

同联防联控，加强预防工作，并提出大部分的病

毒都可以通过有效的预防措施降低感染几率。

使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中，保障同一种健康，打造

人类与动物和谐生活的生态系统，构建生命安全

共同体。

在3个多小时的报告中，院士们融理论与

实践、说理与叙事于一体，理念新颖，观点鲜

明，语言生动，案例丰富，在吉林农大师生中

间反响热烈。“很受触动，也深受鼓舞！”吉林

农业大学农学院教师袁海滨激动地说，院士

们讲了很多关于新农村建设的理念和观点，

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开阔了视野、增长

了见识。作为农业院校的一名青年教师，今

后我们应该教书育人，脚踏实地，为新农村建

设输送源源不断的人才。“院士们的报告为我

指明了今后的奋斗目标！这场报告会真是一

场及时雨！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投身到吉

林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去。”吉林农业大学学

生张营说。

农业要强，离不开科技；农民要富，离不开

科技；农村要美，同样离不开科技。乡村振兴

的大幕已开启，吉林农业大学任重道远。今后

他们将进一步优化学科体系设置，突出乡村振

兴和重大科技需求，强化优势和特色项目，拓

展新兴学科领域及方向，凝练重大科研选题，

推动重大标志性成果产出，大力强化技术集

成、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为乡村振兴提供强

力支撑。

启 迪 智 慧 鼓 舞 人 心
科技创新助力乡村振兴院士专题报告会在吉林农大举行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 丁研 摄

本报7月13日讯（记者李开宇）今天下午，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师生齐聚

在报告厅，共同聆听了“百名院士进吉林”系列活

动之一——中国能源发展战略院士专题报告

会。中国工程院院士、煤田地质与煤田物探专

家、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矿业大学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彭苏萍教

授作了题为《煤矿安全高效开采地质保障体系》

的主旨报告。

彭苏萍院士长期从事矿井地质和矿井工程

物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他带领团队不辞辛苦，

实地作业，研究建立了煤矿采区小构造高分辨三

维地震勘探技术体系，探索出煤矿顶板灾害源探

测技术与地质预测方法，研制开发出矿井复杂地

质构造探测装备与技术。

报告之初，彭苏萍就用四个字总结了煤矿开

采中的两大问题——效益、安全，并用详实的数据

和科学的分析阐述了煤矿安全高效开采地质保障

系统的研究意义。他说，全国现有煤炭资源总量

5.6万亿吨，其中已探明的储量是1万亿吨，精查储

量1145亿吨，可供大中型建井的储量约300亿吨，

随着煤矿开采深度加大，影响煤矿高效开采的地质

制约越来越大，研究建立先进的地质勘探技术与煤

矿高效安全开采地质保障系统已经迫在眉睫。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带领课题组研制开发

了煤矿小构造高分辨三维地震勘探技术体系。应

用三维叠前绕射波高分辨率成像技术，提高断层、

断点成像能力，保障了煤矿的安全开采。这一技

术可精确探测直径≥20米的陷落柱状况，为保证

综采装备的推进、防止煤矿突水事故的发生提供

精确的地质预警，可准确探测出深度≥500米的3

米×3米的煤矿巷道、深度≥350米的煤矿采空区

边界，指导和保障煤矿的生产布局和生产安全；煤

层厚度预测精度达95%以上，可用来指导采区布

置、开采方法的选择和开采资源的管理。煤矿开

挖结果证明，这一技术创新查明的断层、陷落柱等

的吻合率在淮南、永城≥89%，在其他地区≥78%以

上。目前，煤矿高分辨三维地震勘探已成为一种

成熟的先进技术，在煤矿工业中得到全面推广应

用，为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彭苏萍介绍说，我国95%的煤矿是地下开

采，煤层赋存地质条件复杂，瓦斯分布不均，对煤

矿安全开采造成严重威胁。基于这种情况，他们

建立了煤矿瓦斯灾害源高分辨探测技术与方

法。同时，结合煤矿内部的实际状况先后建立了

煤层顶板稳定性的地质预测技术与方法、矿井突

水灾害源高分辨探测技术与方法。

针对众多难题和煤矿需求，他们重点研制开

发了两套矿井探测仪器与相关技术——矿井多

波地震仪、矿井地质雷达；建立了全首家1:1大

型巷道物理模型基地，设置多种灾害源体，包括

陷落柱、断层、空洞（充填不同介质，如充水、充气

等）、裂隙、破碎带等，模型基地可实现矿井仪器

的标定、检测、技术方法研究等工作。矿井多波

地震仪、矿井地质雷达提高了对地质状况探测的

准确度，也为矿井灾难性事故提供了探测技术和

手段，目前在全国各大煤矿企业得到了广泛应

用。在报告中，彭苏萍对学生们的提问做了认真

的解答，学生们纷纷表示，听了彭院士的报告受

益匪浅，对于他将地球物理与地质学相结合的研

究方法很受启发。

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冯晅表

示：“彭院士的报告很精彩，多年来他一直致力

于煤矿勘探技术研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同时结合其他地球物理方法，也有效地探测地

下水，有力地支撑了煤矿的安全开发，这些技术

对吉林省煤矿的勘探开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我们也应该针对我省的煤矿特点，研发相应

的勘探、开发技术，为煤矿开发安全提供保障。”

彭苏萍最后说：“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

技术学院是地质界的一面旗帜，我们很多的知识

都是从你们出版的教材以及学术会议中得来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工作也是借鉴了很多你们研究

新的成果，我希望每年都能有吉林大学优秀的学

生到我那里进行交流学习。”

让煤矿更有效益 作业更加安全
中国能源发展战略院士专题报告会在吉大举行

报告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