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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东大博士
如此研究“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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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日前，东南大学崔铁军院士研究
团队联合攻关，在信息超材料领域取
得新进展，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可对电
磁功能进行编程的光驱动数字编码
超表面，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
电子学》上。记者采访到该论文通讯
第一作者，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张信歌，他
作为第一作者共发表8篇高质量SCI
论文，受理、授权国家专利9件；曾获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全国“超材
料大会研究生学术新人奖”、铁肩膀
奖助学金等。

说起张信歌的科研领域，迎面
扑来的都是高深艰涩的专业术语。
为此，张信歌提起一个耳熟能详的
物件——电影《哈利·波特》中的“隐
身斗篷”，它是一件极其神奇的道具，
穿上后能实现人体隐身。那么电影
终归是电影，现实中能真正实现隐身
吗？张信歌介绍，事实上，应用超材
料已在实验上验证了多种隐身器件，
可对光波、微波以及声波等进行有效
隐身，而他的研究领域超材料，又称
为人工电磁材料。

提起超人，大家总是能联想到他
们具有非凡的能力和技巧，张信歌说，
超材料就是材料界的“超人”，是具备
天然材料没有或难以实现的超常物理
性质的人工设计的复合材料。“正是拥
有这种神奇的‘超能力’，超材料可以
完成对电磁波的任意调控，进而造出
一系列有趣且奇特的器件。”他向记者
解释，所谓超表面，就是超材料的二维
形式，在加工制作、装配方面比较简
单，因此更具实用性。当前，张信歌主
要研究的是如何设计实现高性能的智
能超表面，并基于超表面研制智能化
的电磁器件和系统，如新型阵列天线、
智能隐身衣和通信系统。

“我的科研路虽苦却甜。”在张信
歌眼中科研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一
蹴而就的，他认为，科研如同盖高楼，
是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在短期内难
以看到实质效益，只有在失败与重来
之间不断重复，才有可能遇见成功的
曙光。在科研遇到阻力时，他尽量努
力让自己避免焦躁忙乱，首先寻找问
题所在，理性看待问题，并进行一定
的自我暗示和激励；同时，他坚持经
常跟导师沟通、请教，帮助化解自己
内心的困惑和沮丧。

在科研这条路上，张信歌时常自
我激励，他把科研与成长看成一件相
互促进的事情。他笑称，当把挫折和
阻力当做砥砺前行的动力时，那便豁
然开朗了，“有时，虽然只是解决了一
个小小的建模问题，但那种克服科研
难题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却能激励我勇
敢前行。”

“科研之美在于，这是一个充满未
知的过程，需要不断的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这一过程总能带给我意外惊
喜。”张信歌的科研观“很直接”——不
局限于理论上的研究，还是要把研究
成果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已有
9件国家专利的他，一直把服务国家
社会作为奋斗目标，既不止步于兴趣，
也不驻足于学术，而是将自己所学所
获真正转化为人民群众所需要的东
西。为做到这一点，张信歌选题时，既
瞄准国际前沿，注重其学术价值，也考
虑它的实际市场需求，能否解决一些
工程实践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日前，他研究实现的“光调控智能
超表面”项目，物理内涵和功能丰富，
既是目前超材料的国际前沿研究热
点，同时也能促进解决现实的技术难
题，为实现高集成度的电磁器件和可
见光与微波融合通信系统提供了技术
新途径，助力国家通信技术发展。

本报记者 王梦然 通讯员 唐 瑭

“对我们做基础研究的而言，很多意
义和应用并不是马上能看到的，我感觉
自己距离成功和突破也是比较远的，还
得加倍努力。”近日，第十六届中国青年
科技奖获奖人选揭晓，南京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戈惠明入选，谈起奖项戈惠
明很是谦虚，但说起专业他如数家珍。

戈惠明的研究领域是天然药物的发
现与合成。这个领域对老百姓来说显得
陌生，但其实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

戈惠明告诉记者，天然药物的研究
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研究领域，通俗地说，
就是集成多种现代分离和分析方法，从
天然材料如植物、微生物中发现药物分
子。诺奖得主屠呦呦，是这个研究领域
中的佼佼者，她的主要工作是从黄花蒿
里面发现了抗疟疾药物青蒿素。“上个世
纪50年代前，一般外伤都可能感染致
死，有了抗生素以后外伤感染率大大降
低，拯救了很多人生命，而这些抗生素如
青霉素、头孢菌素、红霉素等都是微生物
所产生的天然化学小分子。”

读博期间戈惠明就开始了天然药
物的研究，他从海南岛特有的坡垒树中
发现了一种骨架全新的化学成分，其活
性与目前临床抗老年痴呆药物石杉碱
甲的效果相当，成果发表在药物化学领
域的权威学术杂志上。

“不管是植物还是微生物，在环境

中都要面对各种生物或非生物的胁迫，
为适应这种逆境它们会释放一些化学
分子，这些化学分子被发现后为人所
用，可以开发成抗肿瘤、抗感染等药
物。”戈惠明说，直至今天，活性天然产
物依然是创新药物研究的重要源泉。

这个蕴藏惊喜的研究领域却不像
表面那么有趣，“可以说是大海捞针、盲
人摸象。”戈惠明说，研究人员需要做广
泛、大量的筛选工作，才能找到有具体
功能、对人类有用的极少数的成分，事
实上，已知天然产物经常被重复分离，
新活性天然产物的发现效率非常低。

“随着近年基因测序和分子生物学
技术的飞跃发展，我们有了一些新的方
法。”戈惠明表示，过去研究者是循着活
性找到天然产物的分子，现在他的研究
团队很多时候通过基因信息寻找微生物
里新颖的药物分子，“像给人类做全基因
测序来检测可能的遗传疾病一样，我们
给微生物做一个全基因组的测序就能鉴
别出它们是否编码潜在的药物分子，从
而可更高效的去发现天然产物。”

戈惠明的研究工作还包括天然药
物的生物合成过程。“有别于很多人工
合成的化学分子，它们往往需要高温、
高压以及金属催化剂等苛刻的条件，天
然药物分子在生物体内的合成是在常
温常压下由酶催化合成的，这个过程的

阐明，是至关重要的。”“以青蒿素为例，
过去，青蒿素还都是靠大量种植黄花蒿
并从中提取，需占用大量的耕地，但现
在，科学家了解了合成规律，就可以抽
取各种相关基因，放入酵母中，像‘酿
酒’一样产生青蒿素。”但是，到底哪些
基因、哪些蛋白参与了整个合成的过
程，合成的机制是什么？这往往涉及生
物学、化学、工程学、生物信息学等多学
科的交叉融合。

在创新路上跋涉，戈惠明觉得科研
创新并没有通用的范式，如果要谈到必
要条件的话，创新是基于原有知识框架
上的一种突破，也就是说必须先摸到巨
人的肩膀，才有可能站上去。

“就个人来说，我博士毕业后发现自
己的知识结构有点狭窄，所以我先去了我
校做化学全合成的研究组，学习如何通过
化学方式合成天然药物，后来又花了三年
多在美国Scripps研究所进行天然药物
的生物合成研究。”有了这两段博士后的
经历，戈惠明感觉知识结构趋于合理。

如果不拓展知识框架，研究道路就
会越来越窄。戈惠明说，尽管如此，很多
研究靠个人单打独斗是很难独立完成
的，学科交叉在现代研究中尤其重要，比
如他曾主导的一个关于探索天然药物生
物合成机理的研究。“我们和其他不同学
科的科研人员一起合作，尤其是结构生

物学家和计算化学家等，研究药物合成
过程中生化反应，涉及关键酶的结构和
催化机理，做了大量的学科交叉，才最终
阐明了天然药物合成的整个过程。”

戈惠明说，“我非常幸运，在求学路
上遇到了三位非常优秀的导师；而如今
自己也遇上了许多非常棒的学生。”然
而，求学过程跋涉不易，戈惠明有个获
得“优博”的学生，在博士毕业的时候跟
他讲，“整个读博的过程像是蜕了一层
层皮，但这个蜕变的过程，使我的知识
和能力均获得了极大的提升。”

“我们经常面对一些瓶瓶罐罐，不
得不去做大量重复性的劳动，学生们每
天做的探索性的实验十有八九是失败
的。”戈惠明表示，失败是研究的常态，
但要努力调整心态，转换思路和研究方
法，不断探索，可能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科研很多时候带来的喜悦和成就感是
无可比拟的，但很多时候科研更像过山
车一样上上下下，需要适时调整自己。”

戈惠明说，天然产物的研究既有很
多新方法，也面临很多困境，“比如超级
细菌的出现如何克服，现有的抗生素对
它们很大程度上是无力的。我们需要
努力地发现更多药物分子，一方面是改
造原来的抗生素，另一方面是发现一些
全新的抗生素，对抗各种各样新出现的
疾病。” 本报记者 杨频萍

南大教授入选第十六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戈惠明：科研只有日复一日的跋涉

“不要小瞧‘基本功’，苦熬出来的
内力，往往是科研路上最坚实的支撑。”
新晋欧洲科学院院士、苏州大学转化医
学研究院院长时玉舫教授谈及自己的
科研观，向记者分享“传奇”求学经历。

他曾一边放牛一边“啃书”，也曾扎
根兽医专业勤学苦练，还在留学期间发
现“激活诱导的T细胞凋亡（AICD）现
象”，这项重要研究成果为人类免疫学
发展探明一个崭新方向……这位从山
东沂蒙山区走出来的农民孩子，以高度
严谨的科研态度，一步步成为全球顶尖
免疫学与干细胞专家。

从兽医学到干细胞再生医
学，从求学路到科研路

1960年，时玉舫出生在山东沂蒙
山区一个农民家庭，17岁时他有幸赶
上全国恢复高考。1977年，唐山大地
震刚过去一年，时玉舫满腔激情报考地
质学专业，但心仪的三所院校当年在山
东都没有招生计划，机缘巧合下他被山
东农学院兽医学专业录取。“那个年代
学习兽医学不仅是为了给动物治病，也
是为了学习研究疾病机理，虽然是和动
物打交道，但为我后续的生物医学研究
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时玉舫笑称，现
在回想起当年，常常是一边放牛一边看
书，也不去想未来会怎样，只知道心无
旁骛地学知识、做积累，“那是做学问最
好的状态，纯粹且充实。”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大学
期间他不断地汲取专业知识，毕业后
留校任教。1985年，恰逢我国向国外
派遣留学生，带着对生物奥秘的好奇
心，时玉舫被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录
取，开启了生物学研究之旅，1992年
他获得阿尔伯特大学免疫学博士学
位。“1985年是现代免疫学开始的重

要节点，似乎有一种使命将免疫学研
究的兴趣融入血液、带进我的科学研
究，探讨与人类健康相关的科学问
题。”时玉舫感叹学生生涯里“选择”与

“被选择”的奇妙过程，而最终走上科
研路，是他一生的幸运。

1995年至2001年，时玉舫被乔
治·华盛顿大学和美国红十字会赫兰研
究所先后聘为助理教授和终身副教
授, 建立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2002
年他晋升为新泽西医科大学终身正教
授和特聘大学教授。2008年回国后，
时玉舫将免疫学与干细胞研究结合在
一起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健康科学研究
所研究员、所长，2014年7月他加盟苏
州大学，任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和特聘
教授及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
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刚刚当选欧洲科学
院院士。

跑出“创新速度”，需要不断
打破常规思维

求学前3年，全球顶级期刊发表论
文5篇，包括《Nature》《Science》等，
出国留学，时玉舫似乎不需要适应期，
很快就进入到“满血”的科研状态中。
在他看来，跑出“创新速度”，需要不断

打破常规思维。
学习期间，他创造性地发现了“激

活诱导的T细胞凋亡（AICD）现象”，由
此建立了全新的免疫学理论构架。“那
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细胞实验，不过吃
个午饭，再一看，发现悉心培育的细胞

‘死’了。”时玉舫回忆，当时他以为是自
己吃过的面包里的酵母菌浸入、污染了
细胞，当时他就想，完了，实验失败了。
然而导师却提出了另一种设想：细胞或
许不是真的“死”了，也许是受了免疫系
统的“调控”，实验再往下做做吧！“用免
疫学的思维，去看待一个生物现象，居
然还有这样的角度。”时玉舫像打开了
任督二脉，思路一下子通了。后来的实
验、学习中，他常用生物学的思维，解决
免疫学的难题，一路披荆斩棘，创新关
键点“屡屡告破”。

时玉舫依旧在不断“出圈”，以免疫
学思维研究干细胞，他开启了又一程的
科研攻关。“对于人体内坏掉的细胞，传
统的治疗方式是把坏细胞‘替代’掉，而
我们的方式是，引入干细胞，利用细胞
之间的相互作用，促进细胞自我修复。”
时玉舫介绍，当前他领导的团队，研究
发现了一种遍布人体各器官的“间充质
干细胞”，把这种细胞提取出体外，进行
培养扩增，再以药剂的方式引入人体，
可以调控人体免疫反应、促进再生，对
肠炎、红斑狼疮、糖尿病以及肝硬化、组
织损伤等病症有明显疗效。据悉，该项
目正处于关键攻关期，预计未来5-10
年有望成为临床治疗手段。

在免疫学领域，时玉舫的研究代表
着前沿力量，引领着该领域全球科研潮
流。多年来，他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
表SCI收录的研究论文220余篇，他引
30000余次。“21世纪正是生物产业
发展与挑战并存的时期，在这种形势
下，走好科研之路首先要认识自我，完
善自我。”时玉舫谈到一个观点：要以

“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给社会做些
什么”为目标，确立科研方向，而不仅仅
是做一个追赶时髦的人，一味地跟风科
研热点，丢了自己的坚持。

坚持兴趣为导向，不干预学
生的科研选题

“做科学研究，一定要遵循学生的
兴趣，老师和家长不要干预太多；学生
做课题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从
教28年，时玉舫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育
人观，他笑称，培养儿女、带学生，他都
是一样的态度：提供建议和资源支持，
不干预他们的道路选择，“希望他们做
自己喜欢的科研，过自己喜欢的人生。”

作为免疫学和干细胞领域的领军
人物，时玉舫以选择“护理学”专业的儿
子为自豪，儿子提及选择护理学的原因
时说：人生愿望是给更多人带去温暖和
快乐，“护理学”恰好可以缓解伤痛，治
愈人心。如今，儿子已是成功的护理麻
醉师（CRNA）。在时玉舫看来，选择什
么学问，做什么专业，本就没有高低之
分，跟随自己的兴趣和热爱，潜心钻研，
同样有机会做出“顶天立地”的成就。

多年的从教经历让时玉舫发现有很
多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接受的教育并不适
合，他们的兴趣爱好往往由家长和老师
决定，这也导致其在某些领域“学而不
精”。在教书育人中，每当有新的研究生
入组，时玉舫都会鼓励他们探索自己感
兴趣的课题。去年苏州大学与罗马大学
联合培养的一名博士生按照自己的兴趣
选择了动脉粥样硬化方面的课题，在时
玉舫看来，这个选题已有前人在做，而且
难度高，但他没有干预，还是鼓励博士生
大胆尝试，仅两个月的时间，学生在课题
上就有了新的重要线索。

作为学生的指导者，导师对学生成
长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在时玉舫
的课题组，从来没有“老板”的说法。“现
今很多课题组都称导师为老板，我不喜
欢这样的概念，我和学生之间没有雇佣
关系，而是传承的关系。”时玉舫认为，
作为导师能帮学生就帮一把，鼓励他们
多尝试，毕竟人一生中赶上可以大量出
成果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所以自由选择
感兴趣的课题，要格外珍惜。

本报记者 王梦然 张 宣 文/摄

欧洲科学院院士、苏大教授时玉舫

用生物学思维解决免疫学难题

芳

华

时玉舫教授受聘为本刊科学顾问。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州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州监管分局批
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仪征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1S33210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582402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84年11月28日

住 所：江苏省仪征市真州镇真州西路41号

邮 政 编 码：211400

电 话：0514-83441746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8月31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州监管分局
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州监管分局批
准，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东南新城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1S332100025

许可证流水号：00582401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8月16日

住 所：扬州市开发东路97号润峰大厦一楼西侧

邮 政 编 码：225001

电 话：0514-85102383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08月11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irc.gov.cn）上查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无锡宇步贸易有
限公司等2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8月31日，该资产包
债权总额为4555.55万元，本金为2238.72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
要分布在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资信证明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
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
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陈
燕元、李尘萧，联系电话：025-52680843、025-52680849，电子邮件：
chenyanyuan@cinda.com.cn、lichenxiao@cinda.com.cn。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泰州宇宙精工焊接

材料有限公司等2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8月31日，该资
产包债权总额为3925.58万元，本金为3071.00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
主要分布在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资信证明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
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
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
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陈燕元、李尘
萧，联系电话：025-52680843、025-52680849，电子邮件：chenyanyu-
an@cinda.com.cn、lichenxiao@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建
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挠
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