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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要目

□首届全国生物医学拉曼光谱学术会议在我校召开

□学校举办第三届校友珞珈论坛

□诺奖获主 Jean-Marie Lehn 教授受邀做客珞珈讲坛

□我院团队在 2016“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中获银奖

□“清泉计划”获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奖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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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新闻★

11月 4日-7日，首届全国生物医学拉曼光谱学术会议（1stNational

Conference on Raman-based Biomedical Application，1st NCRBA）在武汉大

学隆重召开。来自国内外拉曼光谱学界同仁与分析化学、生物学、基础医

学、临床医学及纳米科学等相关领域的 300余位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和企

业界代表汇聚一堂，围绕“拉曼光谱＆生物医学”的主题开展了卓有成效

的讨论与交流。详见专题报道一。（化院宣传）

11月 4日-5日，武汉大学第九届教职工健身运动会暨广播体操比赛在

桂园操场顺利举行。我院 80余名教职工参加了活动，在运动场上展现化

院风采。（院工会 姬建建）

11月 7日，校学术委员会举行 201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集中审议学

校“十三五”7项专项规划。校党委书记韩进出席会议，12位学术委员会

委员与会，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德仁院士主持。此外，学校还召开“十三

五”院（系）规划专家评审会 6场，近 50位学部分委员会委员先后到会

参与了评审工作。这是我校章程颁布实施以来，学校专家学者首次集中讨

论审议学院（系）规划，为学院（系）的发展“把脉问诊”，使学校的建

设与发展落到实体院系，真正实现从“校办学”到“院办学”的转变。（化

院宣传）

11月 19日，2016年“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落下帷幕。我院

参赛项目“多功能光伏玻璃减反射膜镀膜液的开发”荣获银奖，该项目由

黄驰教授指导，负责人为 2015级博士生易生平。武汉大学共摘得四金二

银，总分位列全国第四，捧得优胜杯。（院团委 徐芳琳）

11月 26日，武大 123周年校庆之际，学校举办第三届校友珞珈论坛，

20余位校友企业家联谊会理事、董事参加论坛。我院 1980级校友、广州

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秋平，1990级校友、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金成等，围绕“珞珈传承之工匠精神”，与师生校友共诉匠



心风骨。在同日举行的“珞珈学子创投汇”上，18个“微梦启航”公益项

目首批入选，其中，我院 2个团队“泉塘筑梦”、“清泉计划”各获得 1

万元资助。

11月 11日，学院举行武昌区第十五届人大代表投票选举，全院师生

选民参加。（党政办 唐晖）

11月 29日，化学学院 8个二级单位党支部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学院全体教职工党员及部分研究生党员集体重温入党誓词，观看反腐

影片，现场缴纳党费。活动由学院党委书记卢昌宁主持。（党政办 唐晖）

★教学科研★

10月 31日-11月 1日，武汉大学第八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在“大

创中心”报告厅举行，来自 25个学院的 36名青年教师参加了最后的角逐，

我院青年教师林毅获三等奖。（教学科研办 王允）

11月 7日-11日，来自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广

西中医药大学、广西科技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等 15所广西高校的 23名教

师在我院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广西高校教师教学周”活动。他们观摩了无

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等课堂教学。（教学科研办 吴

淑娟）

11月 7日-20日，为提高我省高中学生化学在全国化学冬令营竞赛水

平，受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委托，学院组织优秀教师为参加全国中学生化

学冬令营竞赛的学生进行培训。（教学科研办 王允）

11月 22日-23日，中国期刊未来论坛在京召开，会上发布了《中国学

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我校 8个期刊进入期刊影响力指数第一集团（Q1

区）。我院《分析科学学报》获评 2016年度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化

院宣传）



11月，学校启动首届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评选。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

按照公共基础理论课程类、通识课程类、专业理论课程类、实验实践类等

4类，主要评选在本科（含研究生基础课）教学一线工作业绩突出的优秀

教师，每人奖励 3万元，每年组织一次。学院组织学生代表、教学指导委

员会专家和二级单位代表对申请教师进行评议投票，并经学院党政联席会

研究，推荐 9位教师参评学校 2015-2016学年本科优秀教学业绩奖。（教

学科研办 王允）

11月，罗运柏教授主持的武汉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化工分离过程》

完成学校结题验收。该课程为我院第三门校级研究生精品课程。（教学科

研办 吴淑娟）

11月，学院对武汉大学 2015年度“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试验区”

博士研究生项目进行了中期考核，唐博、陈鹏宇、高天、丁慧敏、曾梦琪

5人全部通过考核。（教学科研办 吴淑娟）

★学生工作★

11月，举办系列本科生活动。4日-5日，组织、参加武汉大学 2016

年田径运动会；5日，学院学生舞蹈团以《弟子规》首次参加学校金秋艺

术节舞蹈大赛，取得好成绩；18日，举办考研交流会，邀请在读研究生传

授考研备考经验；19日，组织本科生进行体质测试；进行 2016年文明寝

室评选，推荐 11个寝室参评校级文明寝室，8个寝室为院级文明寝室。（院

团委 徐芳琳、学工办 蒋莉）

11月，举办系列研究生活动。11日，召开研究生党员发展工作专题培

训暨专项检查部署会议；20日，研究生分会承办的“爱在珞珈”研究生联

谊活动在教工之家举行。（研工办 徐芳琳、姬建建）



11月 8日-29日，举办第 25期至第 31期“专家午餐会”。冯钰锜教

授、王春江教授、刘晓庆教授、彭天右教授、肖丽副教授、刘文博教授、

周金平教授分别应邀参加。（学工办 王杭菊）

11月 11日，我院大学生公益社团“清泉计划”荣获“2016年阿克苏

诺贝尔中国大学生社会公益奖金奖”，并作为唯一金奖分享团队在颁奖典

礼上进行风采展示。全国 220所高校、1400多个实践项目参加评选，我校

共获得金奖 1项、铜奖 2项。（学工办 王杭菊）

11月 28日-30日，我院组织人员赴深圳、广州进行为期三天的就业工

作调研。学院党委副书记吴奕、学工办副主任蒋莉、姬建建组成调研组，

进行了此次调研。调研组走访了深圳普联技术有限公司（TP-LINK）、广

州蓝月亮实业有限公司、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武汉大学

广东研究院，与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义浒先生进行了会

谈。调研组还与部分深圳校友进行了座谈。（学工办 蒋莉）

11月，学院做好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成立 2016级年级会；

完成 2016级新生火车优惠卡录入、发放工作；安排本学期 2015级、2016

级形势政策课；继续举办 58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27日，进行全院本

科生寝室卫生大检查；继续清查学分，为部分学生办理退学、休学手续；

规范勤工助学岗位管理，起草《化学学院本科生勤工助学岗位管理制度》，

经公开征求意见后，予以公布执行；落实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活动和

场地管理的有关要求。（学工办 王杭菊、蒋莉）

11月，做好毕业生相关工作。继续进行毕业生跟踪调查、指导，协助

学校学生就业指导中心做好毕业生就业状况调研工作。（学工办 王杭菊、

研工办 姬建建）

★学术报告★



11月 3日，来自 Partner, Sughrue Mion, PLLC的 Bruce E. Kramer在我

院作了题为“Introduction to U.S. Patent Law”的学术讲座。

11月 3日，1987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之一、法国科学院院士、美

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Jean-Marie Lehn教授受邀做客珞珈讲坛，作了题为

“Perspectives in Chemistry:From Molecular to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towards Adaptive Chemistry”的学术报告。（党政办 来瑞）

11月 4日，珞珈讲坛第 149讲——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田中群

教授在武汉大学樱顶老图书馆作了题为“敢为先、重细节、合为贵”的学

术讲座。

11月 4日，来自华东理工大学的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龙亿涛教授在我院作了题为“纳米孔道单分子电分析化学研究”的学术报

告。

11月 9日，国际知名的燃料电池和液流电池专家，来自中科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华民在我院作了题为“能源结

构调整与储能技术”的学术报告。

11月 5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来自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

所博士生导师、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科院“百人计划”获

得者、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获得者、科技部“973”首席科学家逯

乐慧在我院作了题为“谱学成像探针的设计及应用”的学术报告。

11月 8日，来自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ustralia的 Dr.Yuling Wang

在我院作了题为“Towards Point-of-Care Diagnostics with Plasmonic

Nanoparticles”的学术报告。

11月 17日，中科院福建物构所刘伟研究员在我院作了题为“二维材

料与绿色电子器件”的学术报告。



11月 1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吉林大学于吉红教授在武汉大学樱顶

老图书馆作了题为“分子筛纳米孔材料的构筑与应用”的学术报告。

11月 28日，来自Wiley期刊的作者服务经理、编辑 Dr.Jovia Jiang (姜

玥玥)博士在我院作了题为“Wiley材料科学类期刊论文发表”的学术报告。

（未落款条目由宣传员宋雨禾整理）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一：

院士专家热议拉曼光谱与生物医学

首届全国生物医学拉曼光谱学术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

首届全国生物医学拉曼光谱学术会议近日在我校召开。来自国内外拉

曼光谱学界以及分析化学、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纳米科学等相

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学生代表和企业界代表汇聚一堂，围绕拉曼光谱和生

物医学主题开展了讨论交流。

会议由中国物理学会光散射专业委员会主办，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

学、上海师范大学联合承办，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胡继明教授担

任大会主席。



拉曼光谱是一种散射光谱，拉曼光谱生物医学分析是目前生命分析化

学重要的前沿研究领域之一。此次会议旨在推动国内拉曼光谱学界同仁与

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纳米科学等相关领域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开幕式上，德国耶拿大学 Jürgen Popp（尤尔根.皮普）教授、中科院大

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李灿院士、厦门大学田中群院士分别就临床应用的拉曼

光谱技术、等离激元增强拉曼光谱与拉曼光活性光谱的前沿理论及应用作

了报告。

大会报告环节，湖南大学谭蔚泓院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曾海

山教授分享了分子生物医学和癌症活体拉曼探测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厦

门大学任斌教授、华东理工大学龙亿涛教授、南京大学刘震教授、中科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孟国文研究员、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逯乐慧研究

员、中科院半导体所谭平恒研究员、北京大学张锦教授和澳大利亚昆士兰

大学王玉玲教授等 26位专家作特邀报告。

同时，会议设立了“研究生论坛”和“墙报展讲”，有利于广大青年

学子互相交流。6名学生代表获“优秀墙报奖”。

（通讯员 吕前辉、吴奕）



登载于武大要闻 http://news.whu.edu.cn/info/1002/47439.htm

专题报道二：

“专家午餐会”，育人新平台

你想和院士、杰青约饭吗？你想得到教授、博导面对面的指导吗？化

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专家午餐会”就是这样一个平台。每周二、四，每次

一位专家与 4名本科生共进午餐，已成为学院的惯例。

他们是学生们的学术偶像，他们是大家眼中的“男神”“女神”。通

常，他们是站在讲台上严师，“专家午餐会”让学生有机会与他们近距离

畅聊化学、笑谈人生。目前，该活动已经举办了 24期。包括 1位院士、3

位长江学者、7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位国家教学名师、4位青年

千人（青年长江学者）在内的 26名专家，通过这个平台与 100 名本科生

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

经过近半年的酝酿，3月 15日，“专家午餐会”正式启动。深受学生

喜爱的烛光导航师——刘志洪教授首发出场，吸引了许多大一新生报名。

午餐会上，刘志洪对于大学生过度沉迷于手机、电脑表达了自己的担

忧，他建议同学拓展交友圈，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他以自己大学期间的经

历为例，说明了同学之间团结互助的重要性。在谈及科研时，他建议学子

尽早进入实验室，感受气氛，锻炼能力；多看文献，了解化学领域的最新

成果、研究动态和方法。

国家级教学名师程功臻教授参加了第十期午餐会。弘毅班同学报名热

情高涨。午餐会一开始，程功臻就以轻松、平易近人的话语开启了与学生

的交心之旅。他从早年求学经历讲起，与学子畅谈化学是如何与生活联系

起来，一个好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化学的趣味性如何体现。参加活

动后，有同学感言：“所谓人生赢家，都是靠日积月累、点点滴滴，从量

变到质变的升华而走到成功的。”



“张俐娜院士要参加第十五期专家午餐会啦！”五一小长假后，这条

劲爆的消息在学生群里被刷屏。

与院士近距离交流的机会可不常有，午餐会上大家抓住机会纷纷提

问。对于如何记忆有机化学学习机理的问题，张俐娜说：“这是社会大环

境下，应试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了只会背书答题的书呆子。”她认为本科生

应该好好理解其原理，不能死记硬背。她还笑着说自己的记忆力很差，但

正是理解了其原理才让自己能够更好地运用。话音未落，大家都笑了起来。

“专家午餐会”已成为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教师另一处传道授业解惑

平台。这是学院推进教育教学融合的系列举措之一，也是实施学生素质提

升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

进师生第二课堂的互动交流。



学院有关负责人介绍，午餐会活动的所有受邀专家都是通过征集意

见，票选出来的。每次活动结束，师生会收到在线调查问卷，进行评价并

留下反馈意见，98%的师生都对活动表示满意，希望办成常态化。

据了解，参加活动的师生互留了联系方式，继续保持着多种形式的交

流。老师们在不经意间成为本科生兼职导师，与辅导员和班级导师形成互

补，发挥重要的育人职责。

也许就是这一餐饭、一席话间种下的种子，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破土

而出，茁壮成长。

（通讯员：朱钊辰、王杭菊）

登载于武大要闻 http://news.whu.edu.cn/info/1002/472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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