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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2007 年，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在中国科协指导下，在挂靠单位中国科学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支持下，在第八届理事会领导下，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
以中国科协倡导的“学术建设平台、科普教育平台和会员服务平台”为工作目标和出
发点，积极转变思想观念，增强服务意识，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圆满地完
成了年初预定的各项工作目标。

一、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提升学会国际影响力
学会以“举办精品学术会议，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提升学会影响力”为指导
思想，努力提升会议的学术质量，2007 年成功承办和参与协办了 5 个高水平的国际、
国内学术会议，3 个科学技术培训班，有千余人与会。通过组织学术活动，提高了我
国生物物理学的国际知名度，有了属于自己的学术活动品牌，又增强了学会的吸引
力、凝聚力，扩大了学会的影响。学会在中国科协 2007 年度先进学会评选中获得了
“第六届中国科协先进学会学术交流奖”。
2007 年 9 月国际生物物理联合会(IUPAB)执委会代表团（主席 Ian Smith，前主
席 Jean Garnier，副主席 Kuniaki Nagayama、Wilma K Olson 和秘书长 Fritz G Parak）来
北京考察。学会向代表团详细汇报了“第 17 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的筹备方案，双方
就“大会承办协议”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审议，确定了会议相关的重要事项，并由理事
长饶子和院士和 Smith 主席分别代表学会和 IUPAB 签署了“协议”
。中国科协书记处
冯长根书记和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徐涛所长也到会祝贺，
对IUPAB高级代表团的来访表
示欢迎，Smith 主席代表 IUPAB 代表团感谢学会热情、周到的接待及非常完善的会议
准备。大家均表示将全力支持生物物理学会将第 17 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举办成功。

二、科普工作
在《全面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指导下，学会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搭建科普
平台，积极参加中国科协 2007 年年会和全国科技周活动。在以“关注生命科学，共
建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第四届“公众科学日”
，学会组织了 3 场科普报告会，主题为
“以美丽的方式揭示真理——结构生物学介绍”、“致命的狂犬病”和 “春之畅想曲
——关于青春及衰老”。学会科普教育专业委员会与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华东师范
大学联合，在广西柳州和上海等地举办科普研讨会，并以“物理环境变化对健康的影
响及人类对此应该采取的对策”为主题，用科普画廊宣传中风先兆及其预防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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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科普网页上，以科学条目形式，宣传生物物理科学在医学生物学
和工农业中的应用，并介绍最新科学研究成就。2007 年，由学会科普教育专业委员
会组织撰写的科普读物《大脑之旅》正式出版发行。

三、会员发展与组织管理工作
一年来，学会通过多种渠道积极宣传，使更多的国内外生物物理科学工作者和学
生了解学会，自愿成为生物物理学会一员。学会完成了现有会员管理服务系统与中国
科协所属学会个人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配套和对接。在学会网页上增加“科技新闻”、
“实验技术与方法”、
“学术论坛”、
“留学 / 出国”等栏目，方便广大会员查询相关信
息。目前，正在进行学术会议、学术活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管理系统的建设及
软件的开发和应用，以期大大提高会议组织的效率。在学会的积极组织和推荐下，以
常文瑞院士为首席科学家的“膜蛋白和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生物学研究”获得了2007
年创新研究群体称号，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三年500万元的资助。刘力
研究员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学会秘书处通过采访学会老理事、老会员，
多方收集材料，组织编写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发展简史》
，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学会
发展的历史沿革、主要成就，抢救和保存了学会的珍贵历史资料。学会主办的学术期
刊《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生物物理学报》继续获得 2007 年中国科协“精品
科技期刊工程”资助；积极参加中国科协“学会工作会议”、“全国学会秘书长培训
班”
、
“全国学会统计培训班”等活动，努力提高学会工作人员素质，加强学会服务意
识，增进学会服务水平。
我们深知，学会肩负着繁荣中国科学技术，服务国家发展的历史使命。我们要在
新的一年里，努力工作，组织高层次、高质量的学术会议，组织多种形式的科普活
动，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积极开拓为会员服务的渠道，争取学会有更大发展，使学
会工作更上一层楼。

理事长：饶子和
二○○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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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理事会组成
The 8th Council of BSC

第八届理事会理事长和秘书长

理事长 饶子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
中国科协常委，国际生物物理学会（IUPAB）理事

副理事长
徐涛 / 研究员

秘书长
阎锡蕴 /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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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长
沈钧贤 / 研究员

副秘书长
张旭家 /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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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长
阮康成 / 研究员

副秘书长
陈 畅 / 研究员

副理事长
周 专 / 研究员

副秘书长
魏舜仪

第八届理事会组成
The 8th Council of BSC

常务理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uncil
龚为民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何士刚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黄耀熊

暨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教授

吉永华

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

李智立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

刘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力

梅岩艾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和生物物理学系，教授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院士

阮康成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沈钧贤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谭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铮

滕脉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邢

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光电子科技学院，教授

达

徐天乐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

徐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教授

涛

阎锡蕴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张立新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赵保路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周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教授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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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理事会组成
The 8th Council of BSC

理 事（按姓氏拼音排序）
Members of the Council
蔡建明

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医学系，教授

蔡绍皙

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教授

陈 畅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 霖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士

陈 铐
仁
诠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陈树德

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

程 京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崔宗杰

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丁建东

复旦大学高分子系，教授

丁建平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

杜林方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高 峰

第四军医大学生理学教研室，教授

高光侠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公衍道

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郭爱克

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 生物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哈木拉提·吾甫尔

新疆医科大学，教授

何作云

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心内科，教授

洪 洋

中国医科大学生物物理学教研室，教授

黄有国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蒋明义

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李前忠

内蒙古大学理工学院物理系，教授

梁碧玲

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教授

廖福龙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

刘亚宁

空军总医院临床实验中心，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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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理事会组成
The 8th Council of BSC

理 事（续）
Members of the Council
刘

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罗建红

浙江大学医学院，教授

马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

辉

梅曼彤

华南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工程研究室，教授

申

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学教研室，教授

洪

施永德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

唐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宏

唐一源

大连理工大学神经信息学研究所，教授

万明习

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

王世强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王

南京大学物理系生物物理研究所，教授

炜

吴李君

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吴

乔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武维华

中国农业大学生物学院，教授

武

一

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教授

肖

奕

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

徐

林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教授

徐宇虹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教授

杨晓明

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叶安培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子系，副教授

尹长城

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物物理学系，教授

印大中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张

涛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钟

扬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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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理事会组成
The 8th Council of BSC

学会分支机构
Branches of the BSC
专业委员会 / 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分子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龚为民

膜与细胞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徐 涛

神经生物物理与神经信息学专业委员会

周 专

生物信息学与理论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钟 扬

自由基生物学与自由基医学专业委员会

赵保路

光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崔宗杰

辐射与环境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吴李君

生物力学与生物流变学专业委员会

龙 勉

现代生物物理技术与方法专业委员会

马 辉

科普教育工作委员会

陈树德

青年工作委员会

吉永华

名词审定委员会

刘 力

学会出版物

主 编

生物物理学报

沈 恂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王大成

学会秘书处，左起：阎锡蕴，陈畅，沈钧贤，张旭家，王悦，魏舜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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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理事会组成
The 8th Council of BSC

常务理事会议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uncil
2007 年 3 月 1 日，理事长饶子和院士主持了第八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邀
请了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杨文志副部长到会为常务理事作了题为“加强自身建设，促
进学会发展”的报告，使大家对中国科协和学会的主要工作和职责有了更深的了解。
秘书长阎锡蕴汇报了学会 2006 年工作和 2007 年工作设想，会议期间，常务理事们积
极参与学会工作的讨论，并对学会今后争取更大的发展献计献策。

饶子和理事长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

中国科协学会部杨文志副部长作报告
常务理事腾脉坤、龚为民和何士刚在认
真听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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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Academic Exchange

举办学术会议是学会学术交流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2007 年，学会围绕着生物
物理学及交叉学科的前沿，以“举办精品学术会议、营造良好的学术交流氛围、广泛
开展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扩大学会影响力”为指导思想，成功地承办和参与协办了 5
个国际、国内学术会议、3 个科学技术培训班，接待了 2 个国际代表团，均取得很好
的效果。

第三届亚太地区糖尿病研讨会
The 3rd Symposium of the Asia-Pacific Diabetes and Obesity Study Group
2007 年 8 月 25 － 26 日，学会在泰州协助举办了“第三届亚太地区糖尿病研讨
会”
。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地区
的40余名国际糖尿病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与中国内
地有关专家参加了会议。35 位专家在会上作学术报
告，交流和探讨糖尿病——当今威胁人民生命顽症之
一的研究进展和预防措施。学术活动安排紧凑，会议
交流活跃，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2007 中国科协年会
The 2007 Annual Conference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T)
“2007 中国科协年会”于 9 月 8 － 14 日在湖北武
汉隆重召开。学会承办第 2 分会场“生物能源及其开
发利用”的组织工作，并举办了 2.2 分会场“微观生物
能源研究、开发与利用的新态势”的学术报告会。本
次活动中，学会进行了一些改革：
（1）除在代表中精
选了一些报告外，
还特别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做报告，
提高了学术活动的整体水平；
（2）精简报告人数，延
长每个报告的讨论时间，与会代表发言积极、讨论热
烈、气氛十分活跃。

郭礼和研究员在作学术报告
陈畅副秘书长和代表在会间进行学术交流
赵保路常务理事和胡坤生研究员会间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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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Academic Exchange

第九次全国暨 2007 海内外生物膜学术研讨会
The 200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membranes
2007 年 10 月 12-16 日，在湖北宜昌成功举办“第九次全国暨 2007 海内外生物膜
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外的杰出中国青年学者，和国内大专院校的 170 余人出席了会
议。会上，34 位代表应邀做主题报告，其中海外 9 人，国内 17 人。
会议期间，利用晚上时间特安排了研究生报告会和评奖活动，并评选出研究生报
告一等奖和优秀奖。会场气氛热烈、讨论活跃，会议持续至深夜。
与会代表普遍反映本次研讨会开得成功，安排的学术报告体现了“一新”和“一
高”
，即报告内容新，学术水平高，参加这样的会议，能够在学术上获得很大的收获。

梁栋材院士、杨福愉院士、林其谁院士、徐涛所长、林克椿教
授参加会议

常文瑞院士在作大会报告

Professors of Dongcai Liang, Fuyu Yang, Qishui Lin, Tao Xu
and Kechun Lin attended th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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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Academic Exchange

基础与应用免疫生物学国际研讨会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asic and Applied
Immunobiology
2007年10月29－30日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成功
举办“基础与应用免疫生物学国际研讨会”
，邀请 19
位来自加拿大、日本和中国在本领域做出杰出工作的
学者到会作学术报告，百余名代表和学生参加了研讨
会。会议期间，报告人和代表们就当今世界热门的免
疫生物学研究进行了深层次的交流和讨论。与会代表
认为举办这样的学术会议，能够与本领域著名科学家
面对面进行交流，收获很大。

徐涛副理事长致开幕词
加拿大外宾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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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报告人合影

学术交流
Academic Exchange

第三次全国脑与认知科学学术研讨会暨脑与认知科学国际研讨会
The Third National Symposium on Brain and Cognitive Science
2007 年 11 月 26 日－ 12 月 2 日，协助在云南承办了“第三次全国脑与认知科学
学术研讨会暨脑与认知科学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摘要 166 篇，来自全
国各地 56 个单位的 170 人参加会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Charles Gross 院士、德国马
普脑研究所 Danko Nikolic 博士、德国维尔兹堡大学 M Heisenberg 教授、美国东弗
吉尼亚医学院 Larry D. Sanford 教授以及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徐涛研究员、中国
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史忠植研究员和中科院昆明动物所胡新天研究员应邀作大会
特邀报告。

大会主席陈霖院士致
开幕词

大会报告会场
应邀外宾在听报告

大会组委会主席赫荣
乔研究员主持会议

美国 C. Gross 院士作
大会报告

徐涛所长作大会报告

沈钧贤研究员作专题
报告

陈霖院士和基金委生命科学部领导听报告
报告人在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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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培训
Workshop
为了传播和普及科学实验技术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科研，学会自 2007 年开始尝
试着组织和举办了 3 期科学技术培训班，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蛋白质结构培训班
University of Glasgow and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Protein Structure Workshop
2007 年 4 月 3 － 4 日，承办了生物物理所和英国 Glasgow 大学联合主办的“蛋白
质结构培训班 （University of Glasgow and Institute of Biophysics Protein Structure
Workshop）”。Glasgow 大学 7 位报告人，及饶子和理事长、常文瑞院士、所长徐涛研
究员、副所长龚为民研究员等中方 8 位报告人，从蛋白质结构研究入手，为学员作了
深入浅出讲座，约有 100 余名北京地区学员参加了本期培训班。

饶子和理事长致开幕词
President Zihe Rao gave the opening speech
Neil Isaacs 教授作报告
Prof. Neil Isaacs gave a lecture

梁栋材院士、常文瑞院士和
Glasgow 大学 Neil Isaacs 教授、
Richard Cogdell 教授合影
Prof. Dongcai Liang, Prof.
Wenrui Chang and Prof. Neil
Isaacs, Prof. Richard Cogdell in
the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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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会场
中英方代表座谈

科学技术培训
Workshop

现代显微成像技术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应用培
训班
Advanced Microscopy Cours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2007 年 5 月 13 － 16 日，受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和日
本滨松医科大学的委托，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举办了
“现代显微成像技术在生物医学研究中的应用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系统地讲解了从光学显微镜、荧光显微镜、

徐涛副理事长受邀作报告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全内反射显微镜和双光子激光
扫描共聚焦显微镜的原理和应用，以及在这些显微镜上
运用各种荧光探针和荧光蛋白和先进的光学成像技术观
察活体状态下的细胞和分子，向正在从事和即将从事显
微成像分析的有一定经验的研究工作者和研究生提供一
个完整的、全方位的技术培训班。
培训班采取了专家授课和部分参加全程实验的学员
亲自动手做实验相结合，提高了学员们从事生物医学研

沈恂研究员与学员交谈

究的能力，帮助学员们掌握显微镜及配套仪器等设备使
用所需的技能，更好地为科研服务。
培训班举办得很成功，很多学员表示通过聆听专家授课，及亲自动手实
验，学到和掌握了很多相关实验技术操作知识，该技术将会运用到实际科研
当中，定能提升科研工作水平。

报告会场

学员们动手做实验

BIOPHYSICAL SOCIETY OF CHINA (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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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培训
Workshop

哈佛大学－生物物理所结构生物学研究新方向研讨会
New Directions in Structural Biology
2007 年 5 月 17 － 18 日，承办了 “哈佛大学－生物物理所结构生物学研究新方
向研讨会（Workshop of New Directions in Structural Biology）”研讨会旨在召集中美
两国在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结构细胞生物学方面的顶级科学家们进行学术交
流，向与会的学生介绍当今国际该领域的最近科研进展和发展趋势，进一步建立生物
物理所和哈佛大学双方的合作关系，为下一个10年结构生物学的发展确立新的方向。
会议共邀请了14位来自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和美国
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到会介绍他们的研究进展。参
加本次研讨会的代表 200 余人，多数为青年学者和研
究生。通过两天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和热烈的学术讨
论，双方进一步建立了合作关系。同时，高质量的学
术报告也为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
机会。
Prof. Zihe Rao made the opening speech

Prof. Jiahuai Wang delivered a lecture
Delegate to the workshop put forward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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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 Thomas Kirchhausen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gave a lecture
大会会场

学会活动
Activities of BSC

Welcoming the IUPAB Delegation
2007 年 9 月 23 － 27 日学会接待了 IUPAB 国际执委会一行 5 人
访问北京，IUPAB此行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实地考察会议会场和签署
“会议承办协议”
。
在考察期间，学会饶子和理事长及相关领导与 IUPAB 执委召开
了会议。学会汇报了“2011 年国际生物物理大会”的筹备方案，共同
审定“会议承办协议”
，实地考察会议场馆，双方最终达成共识，由
理事长饶子和院士和IUPAB主席Ian Smith教授代表学会和IUPAB签
署了“协议”。当晚，饶子和理事长宴请 IUPAB 代表团，中国科协书
记处冯长根书记和生物物理所徐涛所长应邀出席，冯长根书记和徐涛
所长均表示全力支持学会将第 17 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举办成功。
Prof. Ian C P Smith, President of
IUPAB
Prof. Jean Garnier, Ex-President of
IUPAB
Prof. Wilma K Olson, Vice-President
of IUPAB
Prof. Kuniaki Nagayama,
Vice-President of IUPAB
Prof. Fritz Parak, General Secretary
of IUPAB

饶子和理事长与 Smith 主席在签定承办
会议合同
President Zihe Rao of BSC and
President Ian C P Smith of IUPAB sign
the agreement for the 2011 IUPAB
Congress in Beijing
中国科协书记处冯长根书记和饶子和理
事长欢迎 IUPAB 代表团来访
Executive Secretary of CAST
Changgen Feng and President Zihe
Rao welcomed the IUPAB delegation

饶子和理事长与 Smith 主席
President Zihe Rao and
President Ian C P Smith
饶子和理事长 , 周专副理事
长和阎锡蕴秘书长
President Zihe Rao,
Vice-President Zhuan
Zhou and General
Secretary Xiyun 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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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Activities of BSC

Visiting Prof. Shizhang Bei, the First President of BSC
在 2007 年春节和 10 月 10 日学会创始人和名誉理事长贝时璋院士 104 岁生日之
际，饶子和理事长、徐涛和沈钧贤副理事长及阎锡蕴秘书长等看望了贝时璋院士，并
恭贺贝老 104 岁寿辰，祝他健康长寿。

饶子和理事长看望贝时璋院士
学会领导看望贝时璋院士

徐涛副理事长看望贝时璋院士
学会领导和秘书处看望贝时璋院士

学会理事长饶子和院士、副理事长沈钧贤、周专研究员，秘书长阎锡蕴研究员等
在2007年春节看望了前任理事长赵南明教授及杨福愉院士和林克椿研究员等学会老
一辈科学家。

饶子和理事长、沈钧贤副理事
长和阎锡蕴秘书长等看望杨福
愉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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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钧贤副理事长和阎锡蕴秘书长等看望林克
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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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子和理事长等看望前任理
事长赵南明教授

科普活动
Science Popularization

2007 年，学会在《全面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的指导下，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搭建科普平台，为全面提升公众科学文化素质，积极做着自己贡献：
在 2007 年 5 月 19 日第七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和中科院第三届公众科学日活动的
“公众科学日”当天，学会在北京举办了三场科普报告会，即：常务理事龚为民研究
员、会员都培双研究员和张龙泽博士分别向与会的200余位社会来宾和学生作了题为
“以美丽的方式揭示真理 ——结构生物学介绍”、
“致命的狂犬病”和“春之畅想曲—
—关于青春及衰老”的科普报告。他们深入浅出又生动的演讲博得了来宾和学生的阵
阵笑声，很多学生纷纷表示听了他们的科普报告，更激发了他们对生命科学、对揭示
生命奥秘探索的浓厚兴趣。

常务理事龚为民研究员在作科普报告
学会会员张龙泽博士在作科普报告

学会会员都培双研究员在作科普报告
会议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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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活动
Science Popularization

2007 年 4 月 25 日，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孙心德教授接受广西柳州市政府邀请，
在柳州市图书馆做“带你认识我们的大脑”
，收听者 200 余人，报告结束讨论热烈。
2007 年 5 月 19 － 25 日，在上海科普报告会上，陈树德教授，施永德教授和潘銮
凤博士分别向与会代表和学生做了3场“电磁波对生物系统的影响”，
“中风的预防知
识介绍”和“生物新技术与人类健康问题”
， 300 多人次出席报告会。
2007 年 11 月 23 － 25 日，学会科普教育专业委员会联合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
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举办了全国生物物理
科普教育研讨会，学会副理事长沈钧贤教
授和阮康成研究员、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
理事长张志鸿教授、香港行政特别区前理
事长张东才教授、广东生物物理学会理事
长黄耀熊教授和前理事长谭润初教授均出
席本次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来自全国
科技和教育界的 160 余位科技工作者和学
生。会议就物理环境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及
人类应该采取的对策，如何将生物物理科
学进一步在医学生物学和工农业中开展普
及应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沈钧贤副理事长与部分科普专业委员会领导
科普报告会分会场

刘耕陶院士作科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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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才教授作科普报告

会议代表作科普报告

科普活动
Science Popularization

除了积极组织科普讲座及报告会外，学会科普教育委员会还在上海、广州等地卓
有成效地开展相关科普教育活动，包括：
1．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和上海市生物
物理学会的科普宣传廊，以科普画廊形式专题
宣传“物理环境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及人类对此
应该采取的对策”、对中风先兆的预觉及其预
防方法，以及其它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
2．利用上海市生物物理学会科普网站，以科学条
目形式，宣传生物物理科学在医学生物学和工
农业中的应用，并介绍最新科学研究成就。累
计点击已经超过万人次
3. 学会副理事长沈钧贤研究员等人撰写的题为
“大脑之旅”的科普读物已在2007年出版发行，
为人类探寻和揭示脑的奥秘提供了很好的科普知识。
4. 在全国生物物理科普教育研讨会上，
对来自全国各地14位优秀科普教育工作
者进行了表彰，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开展科普教育工作 , 鼓励他们
今后继续为普及科普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素质积极开展工作。

全国优秀科普工作者表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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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服务
Membership Services

1. 更新和印制了学会中英文简介；定期
编辑印刷学会年报，多渠道宣传学
会，使学会会员和有意加入学会的科
技工作者及时了解学会的工作，积极
参加学会的活动。

2. 为宣传 2011 年在北京召开第 17 届国际生物物理
大会，设计、制作了宣传册和宣传海报。
3．为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学会发展的历史沿革、主要
成就，组织学会老理事、老会员，多方收集材料，
编写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发展简史》
，抢救和保
存了学会的珍贵历史资料。
4. 完成学会现有会员管理服务系统与中国科协所属
学会个人会员信息管理系统的配套和对接。
5. 不断改进学会网页，新增加了“科技新闻”、
“实验技术与方法”、
“学术论坛”、
“留
学 / 出国（国外相关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介绍）”等栏目，方便广大会员查询相
关信息。
6．组织并完成了向中国科协报送推荐2007年度候选创新群体的工作。以常文瑞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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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服务
Membership Services

为首席科学家的“膜蛋白和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生物学研究”获得了创新研究群
体称号，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三年 500 万元的资助。
7．组织并完成了 2007 年度“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
的推荐工作。
8．征求意见，组织评选，完成了第十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推荐工作。
9. 通过积极开展活动，向中国科协申请“重点学术交流”
、
“青年学术交流”
、
“组织
建设基础工程”及“主题科普活动 ”等项目的经费资助共计 12 万元。
10. 积极参加中国科协“学会工作会议”
、
“全国学会秘书长培训班”、
“全国学会统计
培训班”等活动，努力提高工作人员自身素质，加强学会服务意识，增进学会服
务水平。

获 奖
Awards

1．经学会推荐，常务理事刘力研究员获得了
第十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2．经学会推荐，《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和《生物物理学报》在中国科协所属的几百
种科技期刊中脱颖而出，两刊在 2007 年中
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的竞评中，分

Prof. Li Liu received the 10th National
Outstanding Young Scientist Award

别获得了B类和C类的继续资助。
3．学会秘书处获得了“第六届中国
科协先进学会”的“学术交流奖”。
4. 学会连续第 6 年被中国科协评为
综合统计工作优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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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贺杨福愉院士 80 华诞
——杨福愉院士与生物物理学会
Celebrating the 80th Birthday of Prof. Fuyu Yang
--Prof. Fuyu Yang and BSC

杨福愉先生长期从事生物膜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在以膜脂－膜蛋白相互作用及其对膜蛋白功能的调控
作用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富于特色
和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为我国膜生物学的创立和发展
做出了突出贡献。杨福愉先生不仅为之钟情的生物膜
研究兢兢业业、幸勤耕耘、努力奋斗几十年，而且从
我国的全局出发思考和探索如何推动我国的生物膜研
究，对促进我国生物膜研究的快速发展也做出了重要
贡献。这从他在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的“生物膜与细胞
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的组建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中的

1996 年杨福愉院士在荷兰 Amsterdam
参加 12 届国际生物物理大会
Prof. Fuyu Yang attended the 12th
International Biophysics Congress in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in 1996

促进作用即可深切地感受到。在他的建议和组织下，
在学会成立初期并成立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 “生物膜与细胞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
并亲自担任首届主任，现仍为本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也是在他的倡议和努力下，获
得了中国生化学会和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的支持，
历次全国性的生物膜学术讨论会都由
中国生物物理学会、中国生化学会和中国细胞生物学会三学会联合召开，这对推动国
内生物膜研究各相关学科的学术交流无疑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 1981 年开始，
他多次亲自主持由三学会联合召开的全国生物膜学术研讨会，并坚持每三年举行一
次，从未中断，至今已开了九次全国性的生物膜学术研讨会。会上的学术交流内容不
仅体现了生物膜研究的多学科交叉渗透特色一届比一届突出，而且与会的新、老参加
者，都认为全国性的生物膜学术研讨会的水平也一届比一届高，通过参会确有收获、
深受启发。历次生物膜学术讨论会的成功召开，都是与杨福愉先生的直接指导和亲身
参加分不开的。不仅如此，杨福愉先生还亲自主持了 1984 年在北京召开的 “生物膜
与生物能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7 海内、外中国青年学者生物膜研究前沿学术讨论
会”
、2003 年的“21 世纪我国的生物膜研究”第 200 次香山科学会议、
“第八次全国
暨 2003 海内、外生物膜学术讨论会”和 “第九次全国暨 2007 海内、外生物膜学术
讨论会”以及杨先生的多次出访等，这些活动对于促进国内、外的广泛、持久和深入
的学术交流，以多种形式开展学会的专业委员会活动，推动我国膜生物学的迅速发展
和走向国际都起到积极的、卓有成效的促进作用。而且，杨福愉先生在全心身投入中
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和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生物膜与细胞生物物理专业委员会”
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的同时，自19 92年起，历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出版的学术刊物《中
国生物物理学报》三届主编，这亦生动地反映出他对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工作的热情支
持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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