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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赴
赵霖：“寓医于食——食物是最好的药”院友报告会举行
“赵霖：寓医于食——食物是最好的药”
院友报告会举行
科学传播局 人事局 离退休干部工作局
9 月 25 日，由院科学传播局、人事局、离退休
赵霖教授由古代四大文明开篇，表示唯一延续
干部工作局共同主办的首次中科院院友报告会在 至今的中华文明所孕育出的养生健康理论，有着非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报告厅举行，本次报告会特邀解 常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
放军总医院营养科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霖带来主
题为“寓医于食---食物是最好的药物”的精彩演讲。
报告会由科学传播局副局长赵彦主持，来自院机
关、院属研究所的职工及家属约 50 人参加。

慧。他以科学、严谨、风趣、幽默的演讲风格，由
养生健康为切入点，介绍了中医的悠久历史和发展
沿革、西方饮食文化入侵所带来的诸多危害、近年
来人类疾病的变化等诸多丰富详实、引人入胜的报
告内容。赵霖教授提出“寓医于食，凡膳皆药”、“平
衡膳食，辩证用膳”等中国膳食养生观念，详解了常
见疾病的用药和膳食疗法及生活中常见食品的保
健功效，站在东西方两个文明结合的高度，使在座
听众重新认识了膳食营养学,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兴
趣和共鸣，现场时时响起热烈掌声。
在会后互动环节，大家纷纷就营养健康、膳食
养生等问题进行了提问，赵霖教授均一一耐心解
答，与会听众表示受益匪浅。

赵霖教授精彩演讲

赵霖教授简历：作为中科院院友，赵霖教授
1969 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85 年到解放
军总医院工作，现任解放军总医院营养科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中央军委保健委员会会诊专家；中国
食品科技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席健康
顾问等职务。

赵彦副局长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现场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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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北美校友会举行成立大会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北美校友会举行成立大会
过程工程研究所北美校友会
科学传播局
国际合作局
9 月 5 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北美校 外院友组织建设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84 级校友、
友会在美国大华府地区举行成立大会，华盛顿特区
周边以及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田纳西等多
个州的校友参加。休斯敦和旧金山的过程所校友同
步组织分会场并现场连线。

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院士，82 级校友、AstraZeneca
高级副总裁和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会长巢
守柏与夫人毛慧华博士，84 级校友、西太平洋国家
实验室 Chief Engineer 刘伟博士等多位过程所知名
校友向成立大会发来贺信。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北美校友会是非
政治、非盈利性联谊组织，旨在“增进校友交流，打
造校友间互享合作共赢的发展平台；联络母校师
友，搭建母校与北美科教交流合作的桥梁”。在会长
麻景森等人的倡导下，校友会迅速发展，会员人数
持续增加。目前在北美布局为加拿大、美东北、华
盛顿特区、美东南、德克萨斯州、加利福尼亚州、
美西北七个分区，是过程工程研究所在海外的首个
校友会组织。

成立大会现场

成立大会在过程工程研究所张锁江所长的视
频致辞中拉开帷幕。张锁江所长认为，北美校友会
的成立“是过程所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必将载入
过程所的史册”“这既是广大校友多年来的强烈愿望
也是过程所更加国际化的必然趋势”。

合影

会上，会长麻景森阐述了校友会的工作思路和
计划。针对校友分布地域分散但是专业集中的特
点，校友会将突出专业特色并采用“线下分区聚会”
+“线上全美交流”的运作模式。麻景森还谈到，现在
中国科学院正在大力实施“率先行动”计划，而其中
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实施国际化推进战略，推动全球
科技发展和合作。这既是校友会难得的历史机遇也

是责无旁贷的使命。广大校友既要相互帮助个人发
展，也要为推动中美科教合作交流贡献力量，将校
院科学传播局向会议发去贺信，认为过程工程
友会办成有鲜明特色的联谊性专业协会与专业型
研究所北美校友会成立是中国科学院海外院友工
联谊组织。
作的一个新的亮点，并希望校友会为中国科学院海

·院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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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泮文：“允公允能”世纪路
申泮文：“允公允能”世纪路
中国科学报 韩峰
领天津。29 日凌晨，日军对南开学校实施了炮击、
飞机轰炸、抢劫和纵火等暴行。申泮文家住在南开
中学附近的联兴里，是轰炸的目击者之一。亲眼看
着母校被野蛮摧毁，申泮文对日本侵略者永怀敌
忾。

申泮文院士
今年 9 月，适逢申泮文院士百岁寿诞。这是一
位精彩地走过了 100 个春秋的世纪老人。他的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无一不显现着中国传统优秀文
化在老一辈知识分子身上的深厚积淀，他的为人为
学、一言一行，无一不践行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的南开精神。
战争年代爱国情怀
申泮文于 1916 年 9 月 7 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

南开学校被毁后，申泮文则以流亡学生的身份
辗转到达南京报名参军，到溧水县接受紧急战斗训
练一个月后，于 10 月底被征调到松江前线。但刚
到达前线，便遇我军淞沪溃败。他奉命带领二十余
伤病兵员突围，两腿感染导致肿胀溃疡。当时 30
万大军溃退，散兵游勇漫山遍野，日军飞机尾追扫
射，他身临其境，心情极为沮丧。撤回南京后申请
复员，赴长沙入长沙临时大学化学系，后随长沙临
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经 68 天、行程 1671 公里到
达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业。在两个多月的
行程中，申泮文亲身感受到战争中人民遭受的苦
难，所有这一切涤荡掉了他的悲观情绪，激发了他
的责任感，振奋了他的精神。从抗战爆发到昆明复
学，这段时间的苦难对他来说是脱胎换骨般的教
育、培养和锻炼。
申泮文在南开的学生生涯是以伟大的抗日战

市，5 岁入小学读书时，语文老师当堂给他起名“泮 争为背景的。在此时期求学的一代青年人，有志报
文”，寓意“入泮习文”。1923 年因父亲年老失业，全 国，又经过战时困难的磨炼，接受了战争的洗礼。
家迁居天津。
他们都以高度的爱国热情作为学习、工作和斗争的
1929 年，申泮文考上了南开中学，在南开，申 动力。爱国给他们带来了克服困难的力量，也给他
泮文受到了较好的文化知识教育，养成了优秀的科 们带来了前进和成长的良好机遇。因此，抗日战争
学素养，获得了一定的组织能力与动手能力。更重 时期成为中国一个人才辈出的伟大时代。
要的是，南开中学通过修身课、童子军、社会实践
课等教育手段，为申泮文树立了正确良好的世界
观、价值观、人生观，南开精神在他身上打下了永

坎坷岁月厚积薄发
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申泮文开始从事金属氢

化物氢化铝锂的合成研究。当时在南开大学，他以
氢化锂和氯化铝为原料，成功合成了氢化铝锂。但
1936 年 7 月，申泮文考取了南开大学化工系。 反应原料氢化锂由金属锂和氢气合成，成本较高。
一年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7 月 28 日日军占 到山西大学后，他继续研究，成功地用氯化锂、金
不磨灭的烙印。

·院友风采
属钠、氢气为原料合成了氢化锂，大大降低了生产
成本。再次回到南开后，申泮文指导学生车云霞详
细研究了这一反应，发现了其特殊的反应机理，并
将反应推广到氢化钠、氢化镁、氢化钙、氢化锶、
氢化钡等一系列金属氢化物的合成。这是一个有效
的、具有生产价值的反应，同时是一个“原子经济”
的绿色反应。这一反应的实现集中体现了申泮文深
厚的无机化学理论功底以及巧妙设计实验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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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一次获得二等奖。

有改革就有矛盾和分歧。申泮文的教学改革计
划实施时曾遇到很多阻力，经历了许多尖锐的斗
争。但他以项羽“彼可取而代之”的英雄气概，锉而
愈勇，勇而弥坚，一点一点地克服困难。2011 年，
申泮文的改革得到了教育部领导的关怀，允许他的
“化学学科教育教学改革”在国家的教育体制改革计
划中正式立项。多年来在小范围的自主教改活动，
上世纪 80 年代末，申泮文领导张允什等人成 终于得到了教育部的正式承认。

功研制出镧镍、铁钛等储氢合金，取得多项国内、
国际发明专利，获得镍氢电池的自主知识产权。当
时以手工上马，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批“绿霸”商标的
镍氢电池。由科技部主持在广东中山建设镍氢电池
中试基地，这是国家“863”计划中第一项达到可实现
产业化的研究成果。这一工作是申泮文坚持学以致
用，强调高等教育应该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主战
场，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的代表。

2012 年 2 月，申泮文突发大面积心梗，至今
仍在天津市医科大学总医院养病。但他在病中始终
不忘他倾注了晚年所有心血的教学改革，虽精力下
降，但依然思维活跃，仍在为教改事业做着力所能
及的工作。

申泮文求学时没有出国留洋，是中国土生土长
的科学家，比起国外归来的学者起点较低。再加上
国内各种政治运动对岁月的蹉跎，申泮文的科学研
究之路充满坎坷。但申泮文学术功底扎实，敬业勤
奋，在无路时自行开辟道路，终于在耳顺之年厚积
薄发收获成功。他的成功之路是他倡导的“培养高层
次人才应立足于国内”的典范。
深耕教育春蚕吐丝

1994 年申泮文在图书室读史

申泮文从教起始于 1942 年到兰州女中做兼职
化学教员，至耄耋之年仍坚持给本科生授课。从教
七十余年，他从未离开过讲台，对教学工作有着深
厚的感情。他曾说：“如果从科学家和教育家两个身
份中选择，我宁愿做一名教育家。”
为应对我国高等化学教育落后的现状，自本世
纪初起，申泮文开始在南开大学进行化学教育改
革。他设计出新的教学方案，着重建设高等化学第
一门课“化学概论”，重新编写教材，强调对计算机
化学、量子化学、绿色化学等化学新兴领域的教学。
在十余年的时间里，编写出版了以《近代化学导论》
《化学元素周期系》（软件）为代表的教科书、教
学参考书和电子课件等 27 部 32 卷册，两次

2003 年，申泮文书写的治学格言手迹
翻译工作独树一帜

·院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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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泮文是一名翻译家，一生中三分之一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申泮文持续近三十年的一项翻
时间都用在翻译上。《中国翻译家辞典》对他的记 译工作——美国化学会《无机合成》丛书的翻译。
述是：“申泮文是一位有能力的集体翻译工作的组织
这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申泮文注意到了美国
者，他所组织的翻译工作以快速和文笔流畅著称。”
化学会每年一卷出版的丛书《无机合成》。考虑到
无机合成属于无机化学发展的最基础的内容，同时
他也乐于动手、喜欢实验，便有了翻译它的想法。
1956 年，申泮文给科学出版社写信，说他愿意把这
套书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科学出版社同意出
版。
申泮文组织翻译工作的突出特点是“大兵团作
战”，即组织教师、学生们一起来参加。通常的做法
是，将外文书稿复印下来分给大家，大家分头翻译。
从不落伍的申泮文在网上开建个人博客，宣
传教育理念。

译文初稿汇到他这里，他来修改、润色、统稿。因
为利用了集体的力量，同时自己夜以继日的努力，
使得工作可以快速、优质地完成。这种集体翻译的
工作方式，在全国来说独树一帜。
从 1959 年 9 月《无机合成》第 1 卷出版，至
1987 年 8 月第 19 卷结束（第 20 卷于 1986 年出版），
这一工作持续了近三十年。这 20 本书为我国无机
化学的发展曾经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翻译工作也
提高了翻译者的科学研究水平，培养出许多人才。
《无机合成》翻译工作是申泮文“大兵团作战”
工作方法的典型代表。他的这一思想来自于南开学
校重视实践、重视团队协作的优秀教育思想。他常
说：“公能校训已融化在我的血液中，我的一生无愧
于老校长的教诲，无愧于南开”。（作者系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师）
（原标题：申泮文院士：“允公允能”世纪路，
本文刊载时略有删减。）
（申泮文，无机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中国科
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

2010 年 10 月 14 日，南开大学化学系 60 级
学生聚会，申泮文带领往日的学生高唱南开校
歌。

·院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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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祖鹏：打造全球下载量第一的瑜伽应用
李祖鹏：打造全球下载量第一的瑜伽应用
每日瑜伽微博
这一切，让李祖鹏敏锐的意识到瑜伽市场大有可
为。
2012 年，李祖鹏的团队终于将目光锁定了瑜
伽，进入移动健康领域。
商业模式
李祖鹏说，每日瑜伽目前盈利来源主要有两
个，一是针对海外用户收费，二是广告。
由于国内用户缺乏付费习惯，每日瑜伽在国内
李祖鹏，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后， 大部分内容都是免费的，主要在于积累用户量。目
每日瑜伽创始人兼 CEO。
前的盈利大部分来自付费内容的海外变现，通过进
学霸创业的前奏：开发领域小试牛刀

阶课程每月向高端用户收取固定费用来实现现金
流增长。李祖鹏认为每日瑜伽在海外市场的优势不
仅来源于所提供的课程，更得益于社交机制，而循

2007 年，学霸属性爆发的李祖鹏小试牛刀，基
环付费的模式也将帮助每日瑜伽更好的实现海外
于黑莓 系统 ，独 自开 发了一 款系 统工 具类 应用
用户变现。
MemoryUp Pro，并于 2007 年 6 月上线，这款应
因为专注，领先国内细分市场
用上线短短 3 个月内就荣登北美黑莓付费内应用市
场的冠军。
每日瑜伽的主要用户是都市白领，让 OL 族利
这些产品研发和运营的经历，让李祖鹏摸清了 用碎片时间随时随地瑜伽健身。随着年龄增长，越
海外运营的路子和海外用户的关注焦点。2008 年， 来越多的女性意识到美丽来源于健身，进而内外兼
修。
李祖鹏走上了创业之路。
调查发现，女性用户更容易出于兴趣原因结识

创业初期：审时度势锁定瑜伽行业

共同修习的朋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用户黏
创业初期的李祖鹏从轻车熟路的软件外包做
性。每日瑜伽目前拥有 1900 多万用户，其中国内
起，来维持团队生计。当时的移动互联网领域已呈
用户约占 2/3，这些用户中，通过每日瑜伽而结成
现星火燎原之势，随着团队的成熟，李祖鹏希望在
的闺蜜关系也不在少数。
此找到突破口。
李祖鹏自认为每日瑜伽在专注性上做的足够
早在中科院攻读博士后期间，李祖鹏就与瑜伽
出色，这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模式，
结缘，也接触了包括瑜伽馆、装备提供商在内的很
帮助每日瑜伽积累了大量忠实用户。而一旦经过迭
多资源，以及专业做瑜伽运营和推广的人员。他看
代，他的团队也可以迅速的在健身操、器械、自行
见越来越多的用户在使用移动互联网寻找与健康
车等领域找到突破口。这也是每日瑜伽在国内细分
相关的知识，对待健身这类时尚的事物也持更加接
领域的最大优势之一。
纳的态度，由此带动了移动健康市场的迅速发展。

·院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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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专注 O2O ，目光投向北京上海

另外，随着智能电视催生的客厅文化的兴起，

室内健身前景一片大好，每日瑜伽目前也与乐视、
伴随着版图的扩张，相对闭塞的西安将制约着
小米等多家智能电视提供商达成合作意向，争取借
每日瑜伽的发展。对此，李祖鹏透露，目前正在商
助 SmaterTV 持续发力，占据这一细分市场。
谈 A 轮融资的每日瑜伽已考虑在北京上海设置运营
部门，快速扩张复制，在时不我待的市场竞争中抢
李祖鹏说，虽然瑜伽发源于印度，我们的团队
得先手。
在西安，但我们的目标用户却在全球的每一个角
落。
李祖鹏透露了每日瑜伽在 2015 年的 O2O 计
划：将线上用户和线下的教练、场馆结合起来。在
（原标题：每日瑜伽创始人李祖鹏，打造全球
北京、上海等每个城市吸纳 50 家场馆，200 名持 下载量第一的瑜伽应用）
证教练的计划也在运筹帷幄当中。虽然这一切暂无
（李祖鹏，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博士
收费计划，但 O2O 无疑是每日瑜伽实现国内盈利 后，每日瑜伽创始人兼 CEO。）
的重要一步。

踏上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关键在抓好落实
踏上创新驱动发展之路 关键在抓好落实
齐让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编制“十三五”规划
的一条主线。核心是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
深度融合，关键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基础是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水平，路径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国
家创新体系，目标是在 2020 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
列。

要影响的科技大国。科技大国要成为科技强国需要
在原始创新能力上狠下功夫，而提高原始创新能
力，关键在基础研究。多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
R●D 的比例基本上都在 5%左右徘徊，中央财政应
加大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的基础研究，在现
有投入 5%的基础上，研究经费每年逐步增加一个
百分点，到 2020 年达到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的
要探索、总结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
10%以上。
融合的规律，紧密结合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趋
势、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加强科
技与国民经济发展及相关产业发展规划的衔接。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集成和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更加突
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发挥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
的人才、技术优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联合机制、
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参与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创
新管理方式和资助方式，优化管理流程、完善配套
政策，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对于增强公民获取和运
用科技知识的能力、创新创业、改善生活质量、实
现全面发展，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项基础性社会工
程。建议将到 2020 年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
例超过 10%的指标，纳入“十三五”规划。
加快建设创新体系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路径之一。创新体系包括创新资源、创新主体、
创新机制和创新环境这四个部分。创新资源包括人

我国技术水平的基本格局已经从全面跟踪逐 才、资本、大数据，其中人才资源最重要。大数据
步向领跑、并跑和跟跑三者并存转变，成为具有重 是战略资源，则是由人才和资本派生出来的。创新

龙伟：

·院友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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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
创新机制包括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评价机制和监
督机制。创新环境是维系和促进创新的保障，包括
创新政策、法律法规、公民科学素质等软环境，信
息网络、科研设施等硬环境，以及参与国际竞争合
作的外部环境等。

近期，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
下，中央出台了不少深化改革的好文件，关键是抓
好落实。
（齐让，曾在中国科学院学习，现任全国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决策咨询专
委会主任。）

抗战期间中国科学家一项发现发表于 Nature
抗战期间中国科学家一项发现发表于 Nature
科学网博客 徐旭东

谨以此小文向当年那些怀揣科学理想、相信科 别转变等研究。发表于 Nature 的研究报告就是其
学能够救国的前辈们致敬。
中的一个研究结果。在此之前，国外有人发现鳗鱼
在鳃上形成氯化物分泌细胞以适应海水的高盐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
刘建康也报道了生活于淡水的斗鱼适应食盐浓度
究所由南京先后迁往长沙、南岳、广西阳朔，并于
升高在鳃上大量形成这种细胞。发表于 Nature 的
1939 年初到达重庆北碚。在当时那个局势动荡、生
报告进一步揭示，硫酸钠也能诱导斗鱼形成氯化物
活艰苦、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批中国科学家怀着为
分泌细胞。因此，这种细胞的泌盐功能可能不限于
中国延续科学火种的信念，在重庆坚持科学研究。
氯化钠。有趣的是，刘建康先生在亲自撰写的回忆
当时坚持下来的人当中，后来有许多成为新中国科
文章中并没有把这篇 Nature 文章列为自己最重要
学界的开拓者。科学网张晓良的博文“一张珍贵的老
的代表作。
照片”介绍了李约瑟访问动植物研究所时的一张合
影，其中人物可窥见一斑。李约瑟还撰文介绍当时
当时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办有学术刊物
在北碚的科学研究工作，其中提到刘建康先生研究 Sinensia，对内称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
斗鱼鳃中氯化物分泌细胞问题。刘建康关于硫酸钠 该所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于这一份丛刊。刘建康对
诱导斗鱼氯化物分泌细胞发育的研究报告，后来由 于生物学最重要的贡献——鳝鱼性别转换的发现
李 约 瑟 带 到 英 国 ， 于 1944 年 在 Nature (153: 就是如此。
252) 作为 Letters to editor 发表。
刘建康先生在自述文章中这样介绍对于鳝鱼
刘建康先生 1917 年 9 月 1 日出生于江苏吴江， 性别转换的研究：“1944 年发表的“鳝鱼的始原雌雄
中学毕业后先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1937 同体现象”*，以及 1951 年发表的“鳝鱼雌雄逆转时
年又在重庆借读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38 年秋 生殖腺的组织学改变”等两篇文章，为低等脊椎动物
毕业。后经老师推荐，于 1939 年到中央研究院动 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性别转变在
植物研究所跟随伍献文先生从事鱼类学研究，1941 脊椎动物里绝大多数属于畸形状态，但在鳝鱼中则
年任该所助理研究员。他在伍献文先生指导下开展 是正常的、规律性地由成熟的雌性转变成为成熟的
了鳝鱼用口喉部上皮组织进行呼吸的研究，之后又 雄性。1944 年，文献发表以后，英国皇家学会博
独立开展了斗鱼的氯化物分泌细胞以及鳝鱼的性
洛(W. S. Bullough)博士在荷兰乌德勒支

·科苑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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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讲学时就作了介绍，并在 1947 年的英国《自
然》杂志[Nature, 160(4053): 9～11]上撰文对此项
发现的意义作了评价，以后在日本、美国的有关研
究论文和苏联的农学教材中都引用了我 1944 年的
那篇文章。”

(Symbranchii; Teleostei), Liu has furnished new
and interesting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mechanism of sex determination in the lower
vertebrates, and has opened a fresh field for
research into this subject.

（ * 作 者 注 ： Liu CK, 1944. Rudimentary
如今，将至九十七华诞的刘建康先生仍思维清
hermaphroditism in the symbranchoid eel, 晰，口齿清楚。有后生问起，他会饶有兴致地解说
Monopterus javanensis. Sinensia, 15: 1-8）
当年在重庆发生的那段科学传奇。
我找到当年博洛在 Nature 专门介绍和讨论刘

那一代人及其科学成就留给我们许多遐想，他

建康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论文的文 们的选择与我们今天的某些主流观念如此之悬殊。
章，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句话：
最后，我以刘建康先生治学格言结束本文：
By the publication in 1944 of a description of
“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
the gonads of Monopterus javanensis Lac.
书，不唯权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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