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推荐专家名单 

 

1、奖励委员会推荐专家名单 

（按照奖励委员会主任饶老师指示，为公正、公平起见，其本人不参

与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有关奖项的推荐工作，本推荐名单中，不包含饶

子和院士） 

序号  姓名 单位 

1 饶子和 清华大学 

2 曾溢滔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遗传研究所 

3 曹雪涛 南开大学 

4 陈少雄 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 

5 陈赛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6 陈晓亚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7 陈志南 空军军医大学细胞工程研究中心 

8 丁健 中国科学院大学药学院 

9 樊嘉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0 高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 葛均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12 韩雅玲 沈阳军区总医院 



13 贺林 上海交通大学 Bio-X 研究院 

14 蒋华良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 

15 金力 复旦大学 

16 康乐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17 孟安明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8 宁光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9 舒红兵 武汉大学 

20 田志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1 魏辅文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22 谢毅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 

23 徐涛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 

24 杨宝峰 哈尔滨医科大学 

25 张伯礼  天津中医学院 

26 张学敏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 

27 赵进东 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 

28 种康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29 周琪 中国科学院大学 

 



2、评审委员会推荐专家名单（除奖励委员外） 

序号 姓名 单位 

30 蔡秀军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31 陈启宇 上海复星高科 

32 陈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33 傅大煦 上海市生物医药科技产业促进中心 

34 管敏鑫 浙江大学医药学部 

35 郝小江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36 孔德领 南开大学科研部 

37 李葆明 南昌大学 

38 李宁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39 林鑫华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40 鲁白 清华大学药学院 

41 裴端卿 西湖大学 

42 钦伦秀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43 江舸 上海科技大学 

44 宋尔卫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45 谈向东 上海海洋大学 

46 
吴晓明 

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

经济研究中心 

47 徐安龙 北京中医药大学 

48 曾凡一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究所 



49 仝小林 东北亚中医药研究院 

50 张辰宇 南京大学 

51 张克勤 云南大学 

52 张灼华 南华大学 

53 周俭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3、生命科学学会联合体推荐专家名单（除奖励委员和评审

委员外） 

序号 姓名 代表学会 

54 邓子新 中国微生物学会 

55 李林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56 陈晔光 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 

57 秦川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58 张旭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59 陈香美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60 王晓民 中国生理学会 

61 张绍祥 中国解剖学会 

62 杨月欣 中国营养学会 

63 王韵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 

64 樊代明 中国抗癌协会 

65 王陇德 中华预防医学会 

66 陈霖 中国认知科学学会 



4、历届获奖者推荐名单 

第一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名笔划顺序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饶子和 中科院院士      清华大学 

薛京伦  教授           复旦大学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王  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所长 

戈宝学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研究院 

许建和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张克勤 教授           云南大学副校长 

张辰宇 教授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徐  林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高  翔 教授           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所长 

高  福 中科院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程  京 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研究中心

主任 

 

 

 

第二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名笔划顺序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张亚平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贺福初     中科院院士     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孔祥银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健康科学研究所 

史庆华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 PI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王  磊    教授         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院长 

刘吉开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所长 

舒红兵    中科院院士    武汉大学副校长 

谭天伟    工程院院士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 

唐  宏     研究员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副所长 

宋尔卫     中科院院士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 

任  东     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第三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施一公    中科学院士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贺  林    中科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 Bio-X中心主任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刘廷析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江  涛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汤其群    教授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赵世民    教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徐天乐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宿  兵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戚益军    研究员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韩泽广    研究员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 

赖  仞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助理 

谭仁祥    教授         南京大学校长助理 

 

 

 

第四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曹雪涛    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 

裴  钢    中科院院士      同济大学校长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王红艳    教授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张  学    工程院院士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张树义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陈  佺 教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物膜与膜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陈国强    教授       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微生物学教授 

陈  雁    教授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所长 

罗振革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助

理 

柴继杰    教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曾  科    教授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葛均波  中科院院士   同济大学副校长 

 

 

 

第五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陈润生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孟安明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动物所所长 

 

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 

郭亚军    教授     抗体药物国家工程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第二军医大学

肿瘤研 

究所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许  田   教授         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 

李党生   研究员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Cell Research 常务副主

编 

周钢桥   研究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 

郑永唐   研究员       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分子免疫药理学学科团组 PI 

金  力   中科院院士    复旦大学副校长 

徐国良   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

究所 

曾凡一   研究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传研究所和上海干细胞研究所副

所长 



管敏鑫   教授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颜  宁   教授         清华大学医学院 

 

 

 

 

第六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张学敏    中科院院士    军事医学科学院国家生物医学分析中心主任 

韩家淮    中科院院士    厦门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部主任 

 

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 

陈代杰    研究员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王  俊  研究员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 

朱学良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

所副 

所长 

吴嘉炜    教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张  宏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张卫东    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天然药化教研室主任 

周  俭    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副主任 

周  琪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所长 

俞  立    教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蒋争凡    教授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第七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邓宏魁    教授           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 

高  福    中科院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 

宣利江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师咏勇   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Bio-X 研究院 

朱  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组长 

吴蓓丽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宋保亮   教授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李劲松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 

范祖森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感染免疫中心，副主任 

郭红卫   教授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 

惠利健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院生化与细胞所 

裴端卿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 

 

 

 



第八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赵国屏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康  乐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 

田克恭    研究员       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刘  文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祁  海   教授         清华大学医学院 

杨正林   研究员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 

周  斌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营养科学研究所 

赵  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钦伦秀   研究员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徐  涛   中科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徐彦辉   研究员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高绍荣   研究员       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第九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丁  健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程  京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 

 

谈家桢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奖 

李兰娟    中国工程院院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樊  嘉    中科院院士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 

陈  卫    中国工程院院士   江南大学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王艳丽   教授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汤富酬   研究员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BIOPIC中心 

许琛琦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杨茂君   教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陈大华   教授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周荣斌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胡海岚   教授              浙江大学 

蓝  斐   研究员            复旦大学 

魏文胜   研究员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第十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邓子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武维华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 



 

谈家桢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奖 

王宁利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张学军    教授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 

李校堃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温州大学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李红良   教授              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 

李国红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张令强   研究员            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 

陈玲玲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与细胞所 

罗敏敏   教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高  宁   教授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高彩霞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颉  伟   研究员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傅向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第十一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氏拼音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金  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    复旦大学 

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谈家桢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奖 

瞿  佳    教授              温州医学院眼视光学院、附属眼视光医院 

乔  杰    中国工程院院士    北医三院 

 

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 

郜恒骏   教授    上海生物芯片有限公司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程  功   研究员    清华大学医学院 

戴俊彪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黄志伟   教授      哈尔滨工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刘  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刘光慧   研究员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 

刘  江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刘默芳   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舒跃龙   教授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深圳） 

孙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王宏伟   教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第十二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氏拼音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林鸿宣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

究所 

邵  峰   中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谈家桢生命科学国际合作奖 

Dinshaw J Patel  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纪念斯隆-凯特琳

癌症中心 

 

谈家桢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奖 

黄晓军    教授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贾伟平    教授       上海市糖尿病研究所 

 

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 

魏东芝   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鲁华生物技术研究所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陈  鹏   教授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樊春海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李  涛   研究员    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药物研究所 

李晓明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 

李毓龙   研究员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刘万里   研究员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柳振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王  磊   教授      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 

王晓群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杨运桂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 

 

 

 



第十三届谈家桢生命科学奖获奖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张明杰   中国科学院院士    香港科技大学生命科学部 

徐华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靶标结构与功能

中心 

 

谈家桢生命科学国际合作奖 

王小凡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美国杜克大学 

 

谈家桢生命科学临床医学奖 

王拥军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董家鸿    中国工程院院士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蔡秀军    教授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谈家桢生命科学产业化奖 

邢婉丽   教授     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谈家桢生命科学创新奖 

田志喜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苏士成   研究员    中山大学乳腺癌研究中心 

杨海涛   研究员    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 

娄智勇   教授      清华大学医学院 

秦成峰   研究员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所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鲁伯埙   研究员    复旦大学 

曾  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 

雷群英   教授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蔡时青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薛  天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