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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洪教授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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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新闻★ 

7 月 8 日，我院举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辅导报告会，邀请武

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罗永宽教授为学院师生党员作专题辅导报

告——《确立党章权威，树立党章意识》。学院全体教职工党员和学生党

支部书记参加学习，学院党委书记卢昌宁主持。（化院宣传） 

8 月 4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 2016 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建议资助项目申请人名单，我院刘志洪教授入选。根据该名单，2016

年共有 200 位申请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宣传员 宋雨禾） 

8 月，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近日正式公布第二批“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名单，我校 13 人入选。其中，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8 人、哲学社

会科学领军人才 3 人、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2 人。我院庄林、张先正教授

入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武大新闻网） 

8 月 4 日，湖北省科技创新大会暨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今年，我

校共有 29 项成果获奖，一等奖获奖数创合校以来历史新高。以我校为第

一完成单位的成果获一等奖 8 项、二等奖 9 项、三等奖 7 项。其中，我院

杨楚罗教授主持完成的“有机电致发光主体材料的分子设计、性能调控及

器件构筑”获湖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该项目团队获奖成员还包括：龚

少龙、陶友田、马东阁和秦金贵。（武大新闻网） 

8 月 4 日，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正式公

示了 2016 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拟资助人选名单，公示期为 8

月 4 日至 8 月 10 日。据该名单显示，本年度共有来自 93 个单位的 200 名

申请人获得资助。武汉大学入选 4 人，其中，黄志良系我院庞代文教授指

导的博士后。（化院宣传） 

9 月 10 日，2016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梅园小操场隆重举行，1.6 万学子

在最好的年华遇见最好的珞珈。校党委书记韩进、校长李晓红等全体在校



 

的校领导，宁津生、刘经南、朱英国、张俐娜、朱玉贤、舒红兵、龚健雅、

李建成、夏军等院士，彭斐章、陶德麟、胡德坤等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师

生代表等出席典礼。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传中主持。（武大新闻网） 

9 月，第一届《材料化学前沿》(Materials Chemistry Frontiers) 研讨会

在我校召开，会议由英国皇家化学会和武汉大学共同举办。来自化学、材

料等不同学科领域的 170 余位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围绕“新材料的制备和

复合技术的发展”的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充分的交流。详见专题报道

一。（化院宣传） 

9 月 23 日-26 日，第四届全国原子光谱及相关技术学术会议在我校召

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原子光谱专业委员会主

办，我院承办。此次会议是我国原子光谱及相关技术领域的一次学术盛会，

300 余名专家学者和学生代表与会交流。详见专题报道二。（化院宣传） 

9 月 10 日，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2016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创隆厅隆重

举行。院党委书记卢昌宁，院长周翔教授，院党委副书记秦后国、吴奕，

副院长罗云柏教授、程功臻教授、梅超华，院长助理周晓海教授、龚淑玲

教授以及各二级单位负责人出席典礼。典礼由院党委副书记吴奕主持。详

见专题报道三。（学工办 宋雨禾） 

9 月，根据校党委统一部署，学院党委对 8 个任期届满的教工党支部

进行了支部换届。按照党章规定和民主程序，各党支部选举产生了新一届

支部委员会。（党政办 唐晖） 

★教学科研★ 

7 月，我院学生积极参与化学基础学科实验技能竞赛，在第十届全国

大学生化学实验邀请赛中获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教学科研

办 王允） 



 

7 月，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张绪穆教授团队发展出以武大命名的优势

手性膦配体“Wudaphos”。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会的著名期

刊《Chemical Science》上，论文题为“Ferrocenyl chiral bisphosphorus ligands 

for highly enantioselective asymmetric hydrogenation via noncovalent ion pair 

interaction”（DOI: 10.1039/C6SC01845A），论文的第一作者为 2012 级博

士生陈才友，张绪穆教授和董秀琴副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化院宣传） 

8 月 3 日，Science（《科学》）子刊 Science Advances（《科学·进展》）

在线发表了我院汪成教授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Mechanized 

azobenzene-functionalized zirconium metal-organic framework for 

on-command cargo release（《门控偶氮苯基锆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的可控

释放》）。论文第一作者为我院 2014 级工程硕士孟祥士，博士生桂波为

共同第一作者，汪成是该论文的唯一通讯作者。该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和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化院宣传） 

9 月，我院杨楚罗教授课题组在材料科学领域的著名期刊《先进光学

材料》(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上发表论文“Tailoring Opto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Phenanthroline-Based Thermally Activated Delayed Fluorescence 

Emitters through Isomer Engineering”(DOI: 10.1002/adom.201600304)，提出

了通过“同分异构策略”调控热活化延迟荧光材料光电特性的新思路。该

项研究成果被 Wiley 中国材料观点(Wiley China Materials Views)报道和推

介。（化院宣传） 

9 月 8 日，我院周翔教授课题组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张波研

究员课题组在 Cell（《细胞》）杂志子刊 Cell Chemical Biology（《细胞化

学生物学》）合作发表了研究论文“Chemical Targeting of a G-quadruplex 

RNA in the Ebola Virus L Gene”，首次报道了埃博拉病毒 RNA 中的特定

G-四链体结构元件可以作为有效的抗病毒靶标，为针对埃博拉病毒的药物

开发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新策略。（武大新闻网） 



 

9 月，湖北省教育厅公布了 2016 年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获奖名

单，我院本科生获省一等奖 3 项。我院本科生同时获得校一等奖 3 项。（教

学科研办 王允） 

★学生工作★ 

9 月 5 日，本科生、研究生老生返校注册。9 月 6 日-8 日，2016 级新

生入学报到，2016 年录取的 210 名本科新生、215 名硕士研究生和 114 名

博士研究生来校报到。学院顺利完成新手入学教育、体检、资格审查等各

项工作。（学工办 宋雨禾、研工办 姬建建） 

学院为 2016 级本科新生配备班级导师和导师助理。经公开征集、学

院遴选，于萍、汪成、刘晓庆、谢国华、董秀琴、龚少龙、王少儒、胡锴

等 8 名教师担任 2016 级本科新生班级导师，薛彦青等 8 名本科生担任新

生班级导师助理。学院于 9 月 5 日召开班级导师动员培训会。（学工办 宋

雨禾） 

9 月 9 日，学院召开 2013 级本科生毕业学分审核、就业工作动员会，

全体 2013 级本科生参加。院教学办给每一位 2013 级本科生打印成绩单，

提前进行毕业审核，督促学生尽早补齐应修学分；学工办介绍当前大学生

就业形势，要求学生做好规划，稳步实施。（学工办 蒋莉） 

9 月 12 日-28 日，我院 208 名本科新生被编为三团三连，经历了紧张

又不失活泼的军训生活。除了完成齐步、正步、枪械等规定科目训练，还

举办了“三防”教育及消防演练、新生合唱比赛等特色活动。（学工办 宋

雨禾） 

9 月 18 日，学院 2016-2017 学年第一次研究生全体干部大会在化一大

教室顺利举行。参加此次大会有院党委副书记秦后国、研究生辅导员姬建

建、全院新老生各班级党支书、班长、团支书、全体研会成员、博会成员

和党总支成员。大会由姬建建主持。（研工办 姬建建） 



 

9 月，学院顺利完成推免生遴选。通过材料审核、初选面试两个环节，

学院分专业择优确定了 2017 年推免预备生并公示。2013 级本科生 77 人拟

获推免生资格，其中，10 人为本硕博贯通培养、1 人为教育部直属师范计

划定向补偿。（学工办 蒋莉） 

9 月 23 日，根据学校、学院文件精神，经研究生自评、各单位奖学金

评审小组评审、学院审核公示等环节，学院完成了 2014 级、2015 级学业

奖学金的评审工作。（研工办 姬建建） 

9 月 25 日，学院 2016 级新生迎新晚会成功举办。院党委副书记吴奕、

学工办老师、军训教官，以及新老生 300 余人共聚一堂，享受了一场生动

活泼的文艺晚会。27 日晚，学院举办新生合唱比赛，2016 级化基 1 班荣

获第一名。（院团委 徐芳琳） 

9 月，学院做好学生教育、管理、服务工作。清理学分，对学业困难

学生预警、约谈；推进本科生综合素质评价和成长记录工作，全院本科生

按照自评、班评和年级评议的程序，逐一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并提交上一

学期成长记录表；召开 2013-2015 级本科生干部大会，布置学分清理、学

风建设相关工作；启动 2016 年奖学金评选工作；完成 58 期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班报名工作；完成 2016 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库认定工作。（学

工办 王杭菊、蒋莉） 

9 月，做好毕业生精准帮扶。学院主动联系 2016 届毕业未就业的本科

毕业生、毕业研究生 52 人，其中，本科生 7 人、研究生 45 人，安排专人

为他们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研工办 姬建建） 

★学术报告★ 

7 月 1 日，来自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rbana, 

Illinois 61821, USA 的 Prof. Jianjun Cheng （程建军）在我院作了题为



 

“Transforming Conventional Materials through Rational Design and 

Controlled Synthesis”的学术报告。 

7 月 11 日，来自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的 Dr. Wei Chen 在我院作了题为“Rational 

Design of Organic Nanostructure Arrays for Molecular Nano-Devices”的学术

报告。 

7 月 18 日，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雷恩大学化学系教授

Prof. Philippe Hapiot 在我院作了题为“Localized Electrochemistry for 

Analyzing Functional Surfaces”的学术报告。 

7月 18日，法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电化学会（ISE）

主席、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化学系教授 Prof. Christian Amatore 在我院作了题

为“Oxidative Stress vs. Alzheimer Disease: Don’t Breathe and Don’t Think!”

的学术报告。 

7 月 22 日，来自 Department of Applied Biolog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的 Prof. Wong Kwok Yin 

（黄国贤）在我院作了题为“Development of fluorescent biosensors for 

screening of bacterial enzyme inhibitors CZTS hetero-structured nanomaterials 

for photocatalytic hydrogen generation”的学术报告。 

7 月 26 日，来自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罗敬东教授在我院作了题为“Efficient Synthesis and 

Innovative Processing of High-Performance Electro-Optic Polymers for 

Advanced Photonic Technologies”的学术报告。 

8 月 22 日，来自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Fudan Universtiy 的 Professor 

Da Ma 在我院作了题为“Molecular Containers for Drug Delivery 

Applications”的学术报告。 



 

9月 9日，来自 School of Chemical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的 Prof. Hongwei Duan（段宏伟）在我院

作了题为“The Power of Reactive Polymers in Nanochemistry”的学术报告。 

9 月 13 日，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喻学锋教授在我院

作了题为“二维黑磷的制备与应用”的学术报告。 

9 月 20 日，来自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

Prof. Hae Sung Cho 在我院作了题为“Study of argon adsorption in ordered 

mesoporous MFI zeolite framework synthesized by using ordered mesoporous 

carbon template ”的学术报告。 

9 月 22 日，来自 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的

Prof. Hae Sung Cho 在我院作了题为“Direct observation of collective 

behavior of adsorbates in porous crystal through in-situ gas adsorption X-ray 

scattering ”的学术报告。 

9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

科院“百人计划”获得者韩福社在我院作了题为“几个吲哚类生物碱的全

合成研究”的学术报告。 

9 月 30 日，来自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的徐清华教授在我院作了题为“Plasmon Enhanced Nonlinear 

Optical Propertie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的学术报告。 

（以上内容由宣传员宋雨禾整理）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一： 

第一届《材料化学前沿》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 



 

由英国皇家化学会和武汉大学共同举办的首届《材料化学前沿》

(Materials Chemistry Frontiers)研讨会日前在我校召开，来自化学、材料等

不同学科领域的 170 余名院士专家和学生代表，围绕“新材料的制备和复

合技术的发展”主题展开交流。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院长周翔，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唐本

忠和《材料化学前沿》执行主编张大平博士在开幕式上先后致辞，化学与

分子科学学院教授李振主持。 

随后，唐本忠和武汉大学李振、庄林教授，华中科技大学解孝林、韩

宏伟教授，武汉理工大学孙涛垒教授，浙江大学黄飞鹤教授，中国科学院

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王丹，日本京都大学关修平、田中一雄教授做特邀

报告。报告内容涉及功能性π-分子构性关系的研究、碱性聚合物电解质燃

料电池的发展与挑战、手性生物界面材料、多层金属氧化物复合材料和基

于聚集诱导发光的先进材料等方面。 

 

据悉，《材料化学前沿》是由英国皇家化学会和中国化学会联合创建

的新期刊，重点关注新材料的制备以及复合技术的发展，促进有机材料、

无机材料、复合材料和纳米材料等学科的发展。 



 

（通讯员 王灿） 

专题报道二： 

第四届全国原子光谱及相关技术学术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 

第四届全国原子光谱及相关技术学术会议于 9 月 23 日-26 日在武汉大

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召开。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300 余人与会，交流新原

理、新方法和新技术，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会议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分析仪器分会原子光谱专业委员会主办，武

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承办。原子光谱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桂斌院

士、副校长李建成院士在开幕式上致辞。 

大会报告中，厦门大学黄本立院士对原子光谱的历史和未来发展进行

了展望，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张玉奎院士介绍了蛋白质组学分析中

的样品处理新进展，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柴之芳院士介绍了锕系元素分

析方法的挑战，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江桂斌院士介绍了 3D 打印技术

在 ICP-MS 接口改进中的应用，加拿大皇家科学院乐晓春（X. Chris Le）

院士介绍了 ICP-MS 和 ESI-MS 同时分析元素砷形态的研究。 

随后，会议分两个分会场进行交流，共安排了 33 个特邀报告、25 个

邀请报告、15 个口头报告和 81 个墙报。交流的主题包括：原子光谱/质谱

分析(仪器)新原理与新方法，原子光谱/质谱分析仪器微型化，原子光谱/

质谱分析中的样品预处理技术，联用技术，金属组学及元素形态分析，原

子光谱/质谱与生命分析化学，原子光谱/质谱在工农业、环境、地质、食

品、生物、临床和药物分析中的应用等。 



 

 

据了解，全国原子光谱及相关技术学术会议是由原子光谱专业委员会

主办的系列学术会议，也是目前我国原子光谱及相关技术领域规模最大的

学术会议，旨在促进我国原子光谱研究领域的科技人员和分析仪器厂商的

交流，通过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分析讨论原子光谱及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趋

势和前沿动向，提升我国原子光谱及相关技术的研究水平。每两年举行一

次，已于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分别由四川大学、东北大学和广西师

范大学成功举办了三届会议。本次会议参会人数创历史新高。 

（通讯员 陈贝贝） 

专题报道三： 

我院 2016级新生开学典礼隆重举行 

9 月 10 日下午，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2016 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创隆厅

隆重举行。院党委书记卢昌宁，院长周翔教授，院党委副书记秦后国、吴

奕，副院长罗云柏教授、程功臻教授、梅超华，院长助理周晓海教授、龚

淑玲教授以及各二级单位负责人出席典礼。典礼由院党委副书记吴奕主

持。 



 

在神圣庄严的国歌声中，2016 级新生开学典礼正式拉开帷幕。院长周

翔教授首先致辞。他代表全院师生对化院“新主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并向同学们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他还就大学生活各个方面给出了自己

的建议和忠告。他希望本科新生要尽快调整学习方式，合理规划时间，适

应大学生活；他鼓励研究生新生应具备钻研精神，并尽早做好职业规划。 

随后，学院新生代表和老生代表分别发言。新生代表 2016 级本科生

朱子康抒发了对大学生活的憧憬，他倡议新生们用智慧和勇气开拓进取、

共同成长，书写自己的人生新篇章。老生代表、“武汉大学珞珈十大风云

学子”得主、2014 级博士生唐山以大学生活的亲身经历勉励大家，他讲述

了自己的科研之路，鼓励大家合理规划时间，树立理想并勇于追求，脚踏

实地去成就理想、成就人生。 

最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俐娜教授发言。她寄语全体新生要有“四心”

——“爱心、好奇心、信心、责任心”。爱心是对事业的热爱，好奇心激

发人的探索欲望，信心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责任心是对国家、对

人民，对全人类应有的担当。她希望同学们笃实做人、扎实为学，珍惜宝

贵的校园时光，做昂首挺胸的武大人。 

9 月 10 日恰逢“教师节”，两位学生代表在张利娜院士发言结束后，

代表全院学生向以张院士为代表的全体教师献花，并送上了诚挚的节日祝

福。 

（通讯员 宋雨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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