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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体器官“微缩”进方寸间的芯片中，实现对人体功能的模

拟，为药物研发、精准治疗打开新思路⋯⋯日前，东南大学生物科

学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顾忠泽领衔的“人体器官芯片”项目再获突

破，并与药企、三甲医院展开密切合作。

为表彰优秀学者在医学与生物工程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今年，

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选举产生了156位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

院士，有 11 位来自中国，其中就包括顾忠泽。从“少年班”走出，留

学日本，师从业界泰斗，获得国家“杰青”，到如今作为行业科研的

引领者，年过 5 旬的他，依旧葆有一身“少年气”，迈步科学“大漠”，

无论旖旎或崎岖，他都选择“一往无前”。

“少年班”走出，
立志技术改变世界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并为这个世界
带来一些改变，这是很多人的“梦想人
生”，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运
气。17 岁时考上东大“少年班”，两年
多的“大工科”类学习，为顾忠泽奠定了
坚实的理工科基础，然而，直到大三选
择专业前，他还不清楚自己的方向。很
幸运的是，一节热血澎湃的科研讲座，
为他指引了道路。

“在我对专业方向迷茫踌躇时，我
听了一次时任东大校长韦钰教授的讲
座，她说，学好生物医学工程，可以提升
国家医疗器械水平，造福人类。”顾忠泽
回忆，正是那一次讲座，唤醒了他心底
的理想信念，用技术改变世界，造福更
多人，是他投身“生物医学工程”的最大
初心。

当下倡导的打破专业壁垒、建设交
叉学科、启迪创新“原动力”，其实早在
上世纪 80 年代的“生物医学工程”专
业学习中就有体现。顾忠泽笑称，这是
门被外界“低估”了的学科，很多人觉得

“冷门”，但其实大热门的电子学、医学
都与它相关，专业交叉性特点很强。“我
们今天畅谈的人工智能，不是一时兴起
的，在当年我们学习专业课时，就已经
试图将人工智能等技术嵌入医学研究
中。”顾忠泽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生
物医学工程”专业就相当于生命健康学
的“发动机”，它能推动医学的发展。

打破学科壁垒，
以融合思维破创新关卡

思维不受限，科技创新才有更多可
能性。“学科交叉”的跨界思维，一直驱
动着顾忠泽攻破更多创新关卡，硕士、
博士研究阶段，他致力于将材料学思维

引进生物医学学科中。
检测、分析生物分子，是医学研究

的基础性工作之一。然而生物分子太
小，难以用肉眼区分。因此，生物分子
检测时往往需要一个载体。很长一段
时间，业界是用荧光微球做生物分子载
体的，但是荧光微球会影响检测的灵敏
度。顾忠泽研究发现，具有纳米级微结
构的光子晶体，本身具有稳定的“结构
色”，也可以用于标识生物分子。由于

“结构色”材料一般不产生荧光，这类载
体可以提高生物分子的检测灵敏度。

“交叉集成”成为顾忠泽科研理念
中最为核心的特点。近年来，通过人
体干细胞、生物材料、纳米加工等前沿
技术的交叉集成，顾忠泽带领团队，在
芯片上研究、制作微缩器官，以实现对
人体功能的模拟——跳动的心脏、呼
吸的肺、流动的血管，一一被浓缩进方
寸间的芯片内。“只要从病人身体中抽
取 3 毫升的血液，就可以利用干细胞、
编程技术，将心肌细胞落进芯片里，可
以模拟出病人真实的心脏环境。”顾忠

泽团队成员、东大苏州医疗器械研究
院开发总监陈早早介绍，比如肿瘤病
患，在接受药物治疗时，很有可能因药
物副作用伤及心脏，“心脏芯片”则可
帮助检测药物对病患心脏的影响有多
大，从而预防可能产生的药物毒性。
顾忠泽表示，器官芯片有望部分替代
动物和临床实验，对药物的毒性和疗
效进行测试。该项目已与恒瑞、正大
天晴、先声制药等药企合作，有望在
3～5 年内服务于新药筛选，以及患者
个性化治疗。

“要在基础研究中，钻得进去；研
究透了，还要能跳得出来。”顾忠泽说，
就个人而言，他更希望做出有应用价
值的科研，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写在祖
国大地上，这本身也是对“理论”的一
种实践与检测。

以“行走大漠”的心境
迈步科研路

科研的过程，就像在沙漠中徒步，
也许你能找到玉石，也许捡到些石块，

也许就是一无所获⋯⋯顾忠泽以“行走
大漠”的心境走着科研路，在他的办公
室橱柜里，就放着几块石头，正是他从
戈壁滩上拾捡来的。

“比起科研结果，我更享受和在
意科研的过程，我怀揣热爱，在探索
科学的道路中真诚付出，即便仅仅得
到 石 头，或 者 以 实 验 失 败 的 结 果 告
终，我也不觉遗憾。”顾忠泽由此谈到
一个热点——科研论文。在顾忠泽看
来，科研人理应重视论文，但是不能将
论文功利化。他说，论文是科研人记录
试验过程及结果的一种呈现方式，可以
帮助后来者少走弯路，有助于接力式地
促进科学进步。科研人应回归这种朴
素的论文观，摈弃浮躁之风，把自己的
才智贡献给人类发展。

迈步科学沙漠，除了真诚之外，眼
光和素养同样重要。论及科研眼光，
顾忠泽提到自己的引路人——他的研
究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原
副部长、时任东大校长韦钰。“早在上
个世纪末，她就开拓式地成立分子与
生物分子电子学实验室，开启了纳米
生物医学研究。”顾忠泽深有感触地
说，优秀的科研人应当以高远的眼光
洞察科研方向，既要结合实际、脚踏实
地，也要仰望星辰，拥有科研格局、前
瞻性视野。

科学素养对于科研人而言，类似于
体力之于运动员，决定着能跑多久，能
跑多远。“科学素养是种综合能力，其中
包括诚信、道德，以及坚持。”顾忠泽由
此提及自己的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
外籍院士、光化学科学家藤岛昭。“导师
教导我科学研究需要潜心和坚持，实事
求是不做假。”顾忠泽感受到其背后传
递的科学精神：做研究者，不屈从不盲
从，不向谬误退让，真知、真理是永恒的
追求。 本报记者 王梦然

一点一点““少年气少年气””千里快哉风千里快哉风

顾忠顾忠泽泽：：领衔领衔““人体器官芯片人体器官芯片””研究研究

“这项研究成果是什么时候走出实
验室，迈向市场的？”面对记者的提问，
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副院长、材料化
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孙林兵教授似
乎有点“厘不清”，因为，更确切地说，他
所从事的科研工作都是与产业实践密
切互动、紧密相连，甚至同步展开的。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10 多年来，
孙林兵教授始终瞄准产业化实践的重
大需求，面向吸附法分离乙烯/乙烷的
技术瓶颈开展研究，解决了一价铜基吸
附剂制备能耗高和稳定性低等难题，开
辟了一条化工分离的新通路。

乙烯是重要的化工原料，一个国家
乙烯的产量标志着其基础有机化工的
水平，然而，乙烯与乙烷同时存在于裂
解气中，碳数相同的烯烃/烷烃分离具
有挑战性。一价铜基吸附剂在烯烃/烷
烃分离中性能出色，能够选择性吸附烯
烃而不吸附烷烃，且价格便宜，成为工
业化应用的首选。“但其制备能耗高、易
被氧化，实际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在

长期从事吸附分离研究的实践中，这些
问题一直困扰着孙林兵，他渐渐瞄准吸
附分离的共性关键科学问题，即活性位
价态的转变机制，“心头病”也逐渐有了
特效药。

面对如何低成本从二价铜中还原一
价铜的难题，孙林兵打破高温自还原的
传统思路，提出了蒸汽诱导还原策略，在
体系中引入还原能力适中的有机小分子
与二价铜反应，大幅度降低还原过程的
活化能。“采用蒸汽诱导还原策略，仅需
要在140摄氏度还原4小时，即可实现
100%的一价铜收率，而传统的高温自
还原法需要在700摄氏度处理12小时，
且一价铜的收率仅为60%。”不仅如此，
孙林兵还有双“火眼金睛”，发现了一价
铜基只有在氧气和水同时存在的条件下
才能发生氧化反应的“秘密”，独辟蹊径，
通过调控一价铜吸附剂的微环境，将吸
附剂的表面性质从亲水调变为超疏水，
实现了一价铜基吸附剂的稳定。“相当于
给一价铜基穿上了一层‘防水衣’。”孙林

兵形象地解释道，“普通吸附剂仅在2周
内就丧失了吸硫分离性能，但加了‘防水
衣’的一价铜基吸附剂在空气中能稳定
存储6个月。”

“脚力更是生产力。”2008 年来到
南京工业大学吸附分离技术研究所后，
孙林兵和团队一直延续着研究所的传
统，在工业化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寻找解
决问题的办法。如今，新型一价铜基吸
附剂也已成功应用于中国石化燕山石
化公司，运行过程中工艺参数稳定，对
于排放气中不同浓度的乙烯几乎可以
实现完全回收，不仅产生经济效益，同
时还避免了原生产工艺中进行燃烧形
成二氧化碳，具有减排效果，产生了社
会效益。

孙林兵说：“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在
工业生产中发现技术瓶颈，剖析其背后
的共性关键科学问题，提出解决思路，更
容易取得创新性发现和突破性进展。”
而对孙林兵本人而言，“走”出来的科研
中，还深埋着一份家国情怀，这也一直成

为推动他不断前行的重要动力，“目前，
仍有一些卡脖子问题依然掣肘我国科技
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科研人员的视界要
广，才能开阔思维，科研人员的情怀要
深，才能有持续不断的原动力。”

“我当初来到南京工业大学的时
候，就是被学校这种‘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瞄准科学研究前沿’的特色所吸
引。”近年来，孙林兵在国家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和霍英东
教育基金等项目研究中一直秉承这一
科研理念，并教育引导着自己的研究
生，他所带学生中共有3人获得江苏省
优秀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10 多人
获得国家奖学金。

以身作则，他书写了坚守与继承的
故事，先后入选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高层次人才、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
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带头人和江苏
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等
人才计划。
本报记者 王梦然 本报通讯员 朱 琳

孙林兵：开辟化工分离新通路

“木材是自然界赋予人类最宝贵的
财富，也是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生物质材
料，它有着不尽的奥妙等待我们去探
索。我喜欢这个专业，热爱教师职业，
并愿意为此奉献一生。”当有人问到南
京林业大学周晓燕教授为什么要学枯
燥的、经常要下工厂与木材打交道的木
材加工专业，并且一直读完了博士，她
这样回答。

脸上总是带着浅浅的微笑，谁能想
到，身材娇小的周晓燕是国家重点学科

“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带头人和全国
林业教学名师。现任南京林业大学林
业工程学部主任助理的她，长期从事生
物质资源高效综合利用及先进生物质
复合材料开发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周晓燕的父母都是从事林业工作的
学者，自幼她就与林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于 1988 年就读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加
工专业，1992年以优异的成绩被免试录
取为本校木材加工与人造板工艺专业硕
士研究生，1995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8年获工学博士学位，之后她两度被
选派到加拿大国家林产工业研究院继续
深造。留学期间，她不为国外优越的工作
环境和优厚的生活待遇所动，学成以后义
无反顾地坚持按期回国，为祖国的林业事
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周晓燕告诉记者，木质制品大家都
喜欢，因为木材有自然的纹理，色泽好、
美观，但是因其易吸湿变形、易腐朽等问
题，限制了木材的应用范围。自2008年
开始，周晓燕就对“木材的表面改性”方
面展开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国家林业公益性行业专项等多项
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面对我国木材工业原材料价格不断
上涨、劳动力成本与日俱增、产品环保性
能指标要求不断提高的形势，周晓燕创
造性地提出了木材表面等离子体改性技
术。该技术构建了具有“纳米尺度”刻痕
的“活力”表面层，在改变木材表面特性
的同时，保留了木材本体“润滑”等自然
属性。在大幅度降低胶黏剂用量的前提
下，改良了木质材料的界面胶合模式，制
备了高强度低释放甲醛的环保产品。

“科研既要顶天也要立地！”谈起这
么多年来的科研心得，周晓燕颇有体
会。2012 年，她成功开发了低施胶量
环保木质单板复合材料工业化生产成
套技术，胶黏剂用量较常规用量减少
15%至 50%，显著降低了人造板产品
生产成本，减少了产品游离甲醛释放，
并已在多层胶合板、建筑模板等胶合板
系列产品生产线上推广应用。

不仅如此，近年来，国家强调农林生
物质材料的高效增值利用。周晓燕还在
研发木质材料等离子体表面改性技术的
过程中，将该项技术引入了炭材料研究
领域，首创了等离子体改性制备多孔富
氮生物质基炭材料新技术，革新了多孔
炭材料的活化方法。周晓燕介绍，与炭
材料常规化学活化法相比较，新材料的
运用能让等离子体改性活化时间缩短为
3 至 5 分钟，且可在常温下进行，处理工
艺简单、效率高、能耗小、无污染。

女教授的这些科研成果为推动我国
木材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帮助农民脱贫致
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贡献。木
材加工行业的许多企业建在比较偏远贫
穷的地区，为支持科技扶贫和成果推广，
周晓燕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参与生产线
设计、调试和技术人员培训，“我们住的住
房卫生条件非常差，特别是夏天的时候身
上到处是被蚊子咬的包。但选择了这条
路，我一点也不后悔。”

本报记者 王 拓

林业女教授的
科技报国梦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
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经批准，连云港
市海州区通灌南路 369 号九龙城市
乐园 11 套房产拟公开转让，现公开
征集意向受让方。

一、产权转让参考价：928.20 万
元人民币

二、报名期限：2020 年 10 月 21
日—2020年11月3日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钱先生 沈女士
电话：0518-85100969
详细情况请登录 www.lygcqs.

com网站或来电垂询。
连云港市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1日

连云港市海州区通灌南
路 369 号九龙城市乐
园11套房产转让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新沂市东升化工
有限公司等5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20年9月30日，该资产
包债权总额为 6642.71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徐州等地
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
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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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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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丽、
耿君，联系电话：025-52680911、025-52680921，电子邮件：wangru-
ili@cinda.com.cn、gengj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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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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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415期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主办

●本刊特稿
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 郭文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笔谈
精心绘就转型跨越精彩画卷 ⋯⋯⋯⋯⋯⋯⋯⋯⋯⋯⋯⋯⋯⋯⋯⋯⋯ 蔡丽新
努力在乡村振兴中育新机开新局 ⋯⋯⋯⋯⋯⋯⋯⋯⋯⋯⋯⋯⋯⋯⋯ 杨时云
着力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 谢志成
●发展要论
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勇当先行 ⋯⋯⋯⋯⋯⋯⋯⋯⋯⋯⋯⋯⋯⋯⋯ 陆永泉
在“六稳”“六保”中践行使命担当 ⋯⋯⋯⋯⋯⋯⋯⋯⋯⋯⋯⋯⋯⋯⋯ 查斌仪
坚持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实体经济 ⋯⋯⋯⋯⋯⋯⋯⋯⋯⋯⋯⋯⋯⋯⋯ 瞿为民
●新时代新思想研究
以强有力政治监督护航党的政治建设 ⋯⋯⋯⋯⋯⋯⋯⋯⋯⋯⋯⋯⋯ 刘 波
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根本原则 ⋯⋯⋯⋯⋯ 王永灿 刘建芳

●学员论坛
深化村居环境整治 建设美丽乡村 ⋯⋯⋯⋯⋯⋯⋯⋯⋯⋯⋯⋯⋯⋯⋯ 任 栋
洪泽湖生态保护泽被美丽江苏 ⋯⋯⋯⋯⋯⋯⋯⋯⋯⋯⋯⋯⋯⋯⋯⋯⋯ 叶立生
●党建视野
破解机关党建与业务工作“两张皮” 中共江苏省委省级机关工作委员会课题组
高层次人才集聚政策与实践探索 ⋯⋯⋯⋯⋯⋯⋯⋯⋯ 中共扬州市委组织部
新时代弘扬雨花英烈精神要聚焦四个“着力点” ⋯⋯⋯⋯⋯⋯⋯⋯⋯ 张 兰
●经济广角
有效提升江苏制造业竞争力 ⋯⋯⋯⋯⋯⋯⋯⋯⋯⋯⋯⋯⋯⋯⋯⋯⋯ 汪雪敏
以政策性担保体系建设助力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 宋允智
●社会建设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逻辑机理与运行机制 ⋯⋯⋯⋯⋯ 张世贵 胡登良
完善服务高质量发展考核的建议 ⋯⋯⋯⋯⋯⋯⋯⋯⋯⋯⋯⋯⋯⋯⋯ 刘薇薇
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美丽江苏建设 ⋯⋯⋯⋯⋯⋯⋯⋯⋯⋯⋯ 陈 涛 牛 帅
●基层探索
更好融入宁镇扬一体化发展 ⋯⋯⋯⋯⋯⋯⋯⋯⋯⋯⋯⋯⋯⋯⋯⋯⋯ 王 生
治水兴城 建设美丽梁溪 ⋯⋯⋯⋯⋯⋯⋯⋯⋯⋯⋯⋯⋯⋯⋯⋯⋯⋯⋯ 许立新
专职化管理锻造“头雁”队伍 ⋯⋯⋯⋯⋯⋯⋯⋯⋯⋯⋯⋯⋯⋯⋯⋯⋯ 徐海燕
做活资源优势 构筑廉洁文化高地 ⋯⋯⋯⋯⋯⋯⋯⋯⋯⋯⋯⋯⋯⋯⋯ 赵树锋
●文史长廊
唐太宗执政特点 ⋯⋯⋯⋯⋯⋯⋯⋯⋯⋯⋯⋯⋯⋯⋯⋯⋯⋯⋯⋯⋯⋯⋯ 赵映林
瞿秋白与党报党刊编辑 ⋯⋯⋯⋯⋯⋯⋯⋯⋯⋯⋯⋯⋯⋯⋯⋯⋯⋯⋯ 刘维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