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在今年8月举行的上

海书展上，抗疫书籍备受瞩目。期

间，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公共卫

生专家吴凡和汪玲两位教授合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下与未

来》一书在上海书展上正式发布。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上海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劲军、上

海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黄红出

席首发式并致辞。焦扬、胡劲军、

黄红、吴凡、汪玲共同为新书剪彩。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医

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复旦大学副

校长陈志敏，以及复旦大学出版

社、上海市学位办相关领导，受赠

新书高校代表和读者代表参加首

发式。首发式由袁正宏主持。

《当下与未来》一书共分为四

篇，以疫情亲历者、研究者和战斗

者的抗疫轨迹为主线，从多个角度

和层面刻画了全社会同心戮力、共

抗病魔的历史瞬间，反映了我国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上海疾控中心建

设和上海预防医学会的历史。同

时该书作为上海市学位办2019年

委托复旦大学项目“公共卫生高层

次人才院校教育和核心能力培养”

的成果，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如

何培养公共卫生人才提出了宝贵

经验，也反映了部委市三方共建托

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其直属

附属医院的改革成果，是“四史”学

习教育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脱贫

攻坚工作的深入结合。

“对这段艰苦岁月最好的致

敬，是忠实记录这段历史，并书写

新的历史。出版的功能，就在于记

录历史、传承文明，使伟大的物质

和精神创造成为人类社会的财

富。”焦扬在致辞中表示，《当下与

未来》一书为加快建设强大公共卫

生体系，全面提升防控救治能力，

加强公共卫生学科和医学人才培

养，凝聚了智慧与经验，带来了启

迪和思考，期待吴凡教授、汪玲教

授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为守护上

海城市安全和人民健康，为中国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和公共卫生医学

人才培养，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的发展改革，做出更大贡献，并希

望有更多像吴凡、汪玲一样的专家

学者恪守初心、勇担使命，把责任

扛在肩上，把研究置于服务大局

中，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更多智慧

力量。

“今年上海书展的如期举行，

离不开奋战在与病魔抗争一线的

临床医务工作者，也离不开无数

像《当下与未来》著作者吴凡、汪

玲这样的公共卫生专家、科研教

育工作者。正如吴凡曾经所言：

‘公共卫生体系就像一盏路灯，亮

着的时候，在路灯下行走的人也

许感觉不到什么；而一旦哪一天

路灯不亮了，人们才会有不安全

感，才会体会到路灯的不可或

缺。’”胡劲军表示，经此一“疫”，

全社会都更深刻地认识到公共卫

生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对于国家

和社会的意义。

“在上海打造全球公共卫生

最安全城市之一的背景下，《当下

与未来》出版发行意义非凡，既有

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的意义。”黄

红表示，这是一本聪明人写的、让

人聪明的书。习近平总书记说：

“每一次灾难过后，我们就应该变

得更加聪明。”这本书是两位公共

卫生专家用专业精神和人文情怀，

置于时间定位和历史背景下的审

视和叩问，以“当下”推动“未来”的

进步，相信会给读者不少的启发，

并在其中汲取聪明智慧和进步的

力量；同时可以通过阅读本书开卷

有益，相信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再次

回忆起当下“万众一心、共克时艰”

的抗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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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6日，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学科群行动计划暨复旦

大学唐仲英公共卫生高研院发布

会、唐仲英基金会支持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项目签约仪式在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明道楼一楼报

告厅举行。

唐仲英基金会捐资 1.2 亿元

留本基金，积极响应复旦大学加

快公共卫生学科群建设需求，携

手复旦大学共建“复旦大学唐仲

英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捐赠

人民币3000万元整，襄助复旦大

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恶性肿瘤

精准诊疗中心与区域诊治网络

体系建设。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唐仲英

基金会项目咨询委员会委员、商

务部原部长陈德铭，唐仲英基金

会项目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

原副部长吴启迪，复旦大学党委

书记焦扬，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顾洪辉，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任邬惊雷，唐仲英基金会执行

总裁徐小春、执行董事梁为功、基

金会中心主任程文琛，复旦大学

常务副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

永浩，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上海

医学院党委书记袁正宏，复旦大

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复旦大学教

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许征，上海

医学院党政领导杨伟国、张艳萍、

汪志明、毛颖等在线上或线下参

会。复旦大学相关专家学者，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代表、相关院

系和部门的负责人及媒体列席会

议。会议由袁正宏主持。

活动现场，陈德铭、宗明、焦

扬、顾洪辉、邬惊雷、袁正宏、桂永

浩共同启动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科群行动计划暨唐仲英公共卫生

高等研究院项目。

陈德铭代表唐仲英基金会及

执行总裁徐小春女士致辞。他回

顾了项目行动计划在短短45天内

完善落地的过程，感谢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和唐仲英基

金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敬业

精神。他指出，目前，新冠病毒仍

考验着全人类的团结合作精神，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此次疫情，痛

定思痛地考虑公共卫生管理问

题，充分认识到人类最终将战胜

疫情，需要从行政隔离走向科技

创新，需要辩证把握严格防疫与

复产复市的关系，需要借鉴和吸

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技术，更需

要心怀为全人类服务的胸怀和境

界，相信抗疫之战一定能够取得

成功。

焦扬感谢唐仲英基金会、各

级领导和社会各界对复旦的关心

厚爱。她表示，在复旦大学建校

115周年之际，举行这个发布和签

约仪式，向海内外和社会各界，宣

誓促进人类健康和人民福祉，守

护城市、国家乃至全球健康的决

心和行动，很有意义。唐仲英基

金会慷慨资助，冠名支持唐仲英

公共卫生高等研究院建设，支持

附属儿科医院儿童恶性肿瘤精准

诊疗中心与区域诊治网络建设，

充分体现了基金会的远见卓识。

复旦大学将举全校之力，在国家、

上海和社会各界支持下，加快建

设“公共卫生学科群”和唐仲英公

共卫生高级研究院，突出扎根上

海、服务国家、辐射全球的发展定

位，打造一流人才、一流教育、一

流服务的学术平台，建设融合创

新、交叉协同、一体发展的学科体

系。希望通过研究院的建设，为

我国和全球公共卫生发展、为人

类健康贡献更大的复旦力量，也

祝愿儿科医院项目推进顺利。

梁为功先生在线讲话。他回

顾了唐仲英基金会与复旦大学的

合作历史，介绍了疫情发生以来

双方在维护人类生命和健康方面

形成的共识与行动。他希望通

过复旦大学唐仲英公共卫生高

等研究院项目的实施对中国乃

至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业产生深

远的影响，同时借助“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儿童恶性肿瘤精

准诊疗中心与区域诊治网络体

系建设”项目回应儿科医生的培

养和儿科医学的发展需要，提升

国内在儿科恶性肿瘤研究方面

的综合水平。

邬惊雷在讲话中指出，复旦

大学以“行动计划”和“复旦大学

唐仲英公共卫生高级研究院”为

载体落地，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公

共卫生多学科合作、协同发展的

需要，大力培育公共卫生领域人

才，积极响应了国家和上海的战

略需求，意义重大，正当其时。他

表示，在“后疫情”的关键时期，要

进一步加大和加快在公共卫生方

面的布局和投入，在重大疫情防

控机制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管理

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逐步完善。

桂永浩现场发布《复旦大学

加快公共卫生学科群建设行动计

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毛

颖发布复旦大学唐仲英公共卫生

高等研究院项目。唐仲英基金

会支持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项目签约仪式举行。许征向唐

仲英基金会代表陈德铭颁发捐

赠牌，基金会项目总监朱莉和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书记

徐虹共同见证。

据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多次召开跨

学科会议，布局公共卫生学科群

建设，全面回应社会关切，呼应国

家和上海市需求。“行动计划”从

加快构建高水平公共卫生学科

群、加强一流师资队伍和创新团

队建设、构建高水平公共卫生人

才培养体系、打造“全链式”多学

科协作科研攻关体系、切实增强

服务社会的能级等方面提出复旦

大学的整体性解决方案。

“健全公共卫生安全应急管

理体系，离不开科技和人才的关

键支撑，高校应当也必须发挥重

要作用。”据桂永浩介绍，“行动计

划”从“大公共卫生”层面进行学

科整体布局和规划，将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公共卫生学科群，推动

上海率先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

色、体现时代特征、彰显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的超大型城市公

共卫生安全治理之路，为更好地

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

略提供支撑和保障，为我国今后

更好地应对全球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促进与保障全球健康做

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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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研究置于服务大局中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
我校两位公共卫生专家以抗疫轨迹为主线合著《当下与未来》一书

《当下与未来》一书共分四篇，以疫情亲历者、研

究者和战斗者的抗疫轨迹为主线，从多个角度和层面

刻画了全社会同心戮力、共抗病魔的历史瞬间，反映

了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上海疾控中心建设和上海

预防医学会的历史。

本报讯 8 月 26 日，第十八

届上海医学科技奖在上海国际

会议中心揭晓，复旦大学共有

15 个项目获奖，其中，上海医学

科技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7项、

三等奖4项、成果推广奖2项。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许

剑民领衔的“规范化的结直肠

癌全过程诊疗体系的建立与推

广”项目、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赵晨领衔的“致盲性视网膜变

性疾病的机制研究与干预新策

略”项目分别荣获上海医学科

技奖一等奖。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丁

小强领衔的“急性肾损伤防治

理论和技术创新与推广”项目、

附属中山医院吕迁洲领衔的

“精细化全天候患者安全合理

用药平台的构建与实践”项目、

附属中山医院曾蒙苏领衔的

“小和微小肝癌的诊断及其生

物学行为的系统影像学研究”

项目、附属中山医院楼文晖领

衔的“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诊

治的基础与临床研究”项目、附

属中山医院董智慧领衔的“自

体干细胞移植治疗难治性重度

肢体缺血的疗效与机制研究”

项目、附属华山医院马昕领衔

的“足踝部复杂畸形的功能矫

形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和附

属华山医院陈亮领衔的“脑胶

质瘤分子特征可视化的创新研

究及应用”项目分别荣获上海

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李

凯领衔的“儿童难治性脉管性肿

瘤的临床诊治及相关基础研究”

项目、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卢

水华领衔的“结核感染免疫诊断

分层解决方案”项目、附属儿科

医院徐秀领衔的“社区开展孤独

症谱系障碍早期筛查和早期干

预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和附属中

山医院王春生领衔的“胸主动脉

病变的病程进展早期预警及诊

疗规范研究”项目分别荣获上海

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

医院迟放鲁领衔的“开口型人

工耳蜗电极的应用及推广”项

目、附属华山医院姜建元领衔

的“基于国人解剖学研究的腰

椎退变性疾病诊疗关键技术的

推广应用”项目分别荣获上海

医学科技奖成果推广奖。

上海医学科技奖经上海市

人民政府科技主管部门批准，由

上海市医学会设立，旨在表彰、

奖励在医学领域科技进步中作

出贡献的优秀个人和集体，促进

上海医学科技事业的发展。

复旦15个项目荣获第十八届上海医学科技奖

本报讯 在第三个“中国医

师节”（8 月 19 日）之际，复旦附

属医院有 6 位医生获得殊荣。

其中，2 位医生荣获第十二届

“中国医师奖”，4 位医生获授

2020 年“上海好医生”。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

染科张文宏医生、附属肿瘤医

院乳腺外科邵志敏医生荣获第

十二届“中国医师奖”；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外科王春

生医生、附属华山医院呼吸科

夏敬文医生、附属妇产科医院

妇科部汪清医生、附属眼耳鼻

喉科医院眼科徐格致医生获授

2020 年“上海好医生”。

他 们 在 长 期 的 执 业 生 涯

中，弘扬了“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

高精神，忠于理想，爱岗敬业，

服务患者，用智慧和汗水，谱写

了奉献人民健康事业的壮美乐

章，起到了树榜样、立形象的示

范作用。

复旦6位医生在“中国医师节”之际获得殊荣

本报讯 日前，复旦大学附
属口腔医院（筹）闵行院区建设
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市级医院

“十三五”基建规划中的一项重
要工程，新院区预计于2023年
作为全市单体体量最大口腔中
心建成投用。刘月华院长表
示，将全力打造集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
口腔专科医院，形成升级版“上
海口腔健康管理模式”。

复旦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筹）闵行院区规划建筑面积
4.5万平方米，拟设400张牙科
治疗椅、100张病床，建筑工程包
括门诊综合楼和科教中心。其
中，门诊综合楼包含门急诊、手术
中心、住院部、科研等功能单元，
科教中心则为教学、行政、图书
馆、学生宿舍等提供空间。

目前，我国口腔医学人才
仍然紧缺。今年，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新增口腔医学本科专
业，而复旦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筹）则承担了首届口腔医学本
科专业的招生教学任务。随着

医院软硬件条件的不断提升，
复旦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筹）将
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口腔医
学教育紧密结合，按照“双一
流”建设方案和“三全育人”要
求，紧密依托综合性大学人文
学科优势、雄厚的师资力量及
各附属医院充沛的临床教学资
源，充分结合口腔医学实践性、
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特点，通
过五年口腔医学学习，培养理

论基础扎实、专业技能熟练，具
有人文情怀、创新精神、健康理
念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卓越口
腔医学人才。

据悉，作为复旦大学附属
口腔医院（筹），上海市口腔病
防治院创建于1946年，目前建
有北京东路、复兴中路、浦锦三
个院区，以及永嘉路门诊部和
天津路科教中心“一院五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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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口腔医院（筹）闵行院区正式开工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