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道路上分秒必
争，和实验室的老师、同
学们在一起，不会感觉孤
单”

关机、清洗、抽真空、校准、上

样、更换流动相……在人类表型

组研究院分子表型蛋白质组平

台，2020级博士生谭素北正在为

仪器做清洗维护，性能每日一检，

清洗每两周一次，这是科研项目

背后，为保证实验数据精确度的

仪器运营管理日常。

“我们的科研任务是研究健

康人群与各类重大疾病人群的蛋

白质组学，发掘潜在的生物分子

标志物，用于疾病诊断筛查、治疗

指导与新药研发，这离不开设备

的精密保障和数据产出。”当前，

上海市级科技重大专项“国际人

类表型组计划（一期）”正处在结

题冲刺阶段。作为一名青年科研

工作者，也是实验室的运行管理

员之一，谭素北选择在校园准封

闭管理期间留守实验室。

“这是一项科研服务型工作，

仪器设备不能没有人看守维护。”

谭素北介绍：“在蛋白质组质谱检

测平台，我们主要的日常工作就

是维持平台内9套超高分辨率质

谱仪器的正常样品检测，只有保

护好仪器设备，才能保障在检研

究项目的数据正常产出，才能不

延误相关的三四十个在研项目的

进度。”

分子表型代谢组平台科研助

理陈龙龙则守护着实验室里的26

台仪器。前处理样品，上机采集

代谢物浓度数据，数据实时传输

到数据中心，供校外同事分析处

理……准封闭管理以来，他已完

成了近 300 个血浆样品的前处

理。“代谢小分子是非常重要的疾

病生物标志物，我们平台现已可

以对一千两百余种代谢小分子进

行定量检测。”陈龙龙说：“我们每

一名研究者都是人类表型组国际

大科学计划中的一个小环节，守

好自己的岗位出一份力，将来为

精准医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为保障实验室十余名留守师

生的日常生活，陈龙龙和谭素北

还主动承担了值守期间的后勤保

障服务工作。3月13日，在研究

院统筹下，他们详细讨论安排了

留守期间的各类事项，分区块负

责实验室日常巡查，各处收集备

用折叠床，加急购买一批睡袋和

瑜伽垫，每日消杀住宿地点……

就这样，实验室的“临时小窝”搭

建起来了。“科研道路上分秒必

争，和实验室的老师、同学们在一

起，不会感觉孤单。”谭素北说。

“只要能继续做实
验，把科研项目稳步向前
推进，就是与平时无异的
‘寻常一天’”

“我们研究院承担了上海市

和国家科技创新2030-‘脑科学与

类脑研究’一系列重大前沿任务，

这些任务的核心就是如何利用张

江脑影像中心先进的成像设备解

码大脑、模拟大脑，开发下一代类

脑智能算法，同时研究脑疾病的

发病机理，助力临床疾病诊断。”

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青年副研究员陈振森所从事的磁

共振成像技术研究很依赖影像中

心的高端磁共振设备，准封闭管

理期间能与这些设备在一起，他

感到“时间没有荒废，很心安”。

更明晰、准确地提取大脑和血管

的健康信息，是他对高级成像技

术的不懈追求，在他看来，只要能

继续做实验，把科研项目稳步向

前推进，就是与平时无异的“寻常

一天”。

科研不停步，同时还安排例

行组会、线上指导学生设计实验及

调试程序代码、为远程办公的同事

配置网络环境……作为一名党员，

陈振森希望自己“能多帮上一

些”。学生的论文正处于修改中，

需要补充实验数据，他自己又当了

一回“被试”，躺上磁共振成像仪，

将所得数据结果反馈给学生。

接到校园准封闭管理的通知

后，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2019级博士生丁铭立马收拾衣物

和日常用品，赶回了张江校区。她

在做的研究是通过动物实验来揭

示神经和疾病认知功能机制，准封

闭前刚造了一批模型，打算对于啮

齿类动物开展情绪行为实验，研究

大脑如何对于疼痛神经网络进行

调控，需要在后几天采集数据。“如

果这时候不在实验室的话，前期的

很多工作就白费了。”

面对特殊时期的生活环境，

丁铭坦言，来的路上还有些顾虑，

担心住宿、洗漱是否能得到保

障。“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院里

第一时间提供了行军床，还买了

一台热水器给我们用，科研之余

也和留守的其他老师同学们相约

运动健身，这些日子也有别样的

趣味。”她笑称：“现在不用跨校区

过来，每天和实验动物‘小可爱’

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也更长，感觉

动物们都快认我做‘铲屎官’了。”

“芯片的研发正是不
断验证、调适、改进的过
程，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离
开”

在校园的“气泡”间流动按下

“暂停键”的日子里，微纳电子与

量子国际创新中心实验室内，仪

器仍连轴运转。

聚焦“卡脖子”技术难题，微

电子学院教授张卫团队已在集成

电路新器件新工艺研发上深耕了

数十年。疫情期间坚守在一线的

团队成员孙清清教授说：“我们团

队在科研上一直与工业界深度融

合，现在正在对新一批流片回来

的样品做性能测试，通过测试我

们发现问题，再反馈给流片企业，

提出器件和工艺的优化方案。哪

怕 99%的存储单元已达到了目

标，我们也要继续攻克那剩下的

1%。”

而要找到这1%，背后是入细

入微的持续探索。每颗芯片均含

400多万存储器单元，每项性能又

需逐一测试验证，这样测一批芯

片下来，往往需耗时数百、乃至上

千小时。这些日子里，团队一直

驻守实验室。“这些步骤虽繁杂，

却很关键。芯片的研发正是不断

验证、调适、改进的过程，这个时

候我们不能离开。”孙清清说。

融图像传感、信号处理、无线

通信于一身，放置于可食用的胶

囊中服用进体内，传输身体健康

“信号”，未来有望助力智慧医疗

……研发出这样的芯片，是青年

副研究员许凯当前的目标。

青年教师公寓与张江校区仅

一街之隔，准封闭管理以来，为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又便于研

究人员前往实验室，每15分钟一

班的接驳车搭起了桥梁。早上8

点乘上班车进入校区，傍晚18点

再搭最后一班车返回公寓，许凯

每天依旧“泡”在实验室里近十小

时。“我们的中心在张江，有地理

上的优势，能及时跟进产业界最

新动态，从而在实验室里开展前

瞻性探索。”

“现在我们正处于5G中长期

演进阶段。面向后 5G 通信、6G

天地一体化卫星通信，需要推进

相控阵集成电路的技术升级，打

造高速率、高精度芯片，实现大容

量多点定位通信，‘指哪打哪’。”

青年研究员王云也是乘接驳车往

返于公寓和实验室的一员，每日

的两点一线已成了习惯，也并不

影响他“干劲十足”。对于无法与

“气泡”外的学生面对面交流，他

稍感遗憾，而“云端”指导不断

线。每周三次的线上会议，他都

要详细了解学生的研究进展，并

为他们碰到的困难出谋划策。

文/杨泽璇李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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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8090后科研工作者承续复旦精神，温暖特殊时期

保障张江的“一计划两中心”不停摆
在准封闭管理的复旦，在持续建设中的张江复旦国际创新中心，“一计划两中心”运行不

辍，许多 80、90 后青年科研工作者马不停蹄。实验室里，他们推进项目，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转，
保障团队所需数据的源源不断；网络云端，他们指导学生，为学业科研出谋划策，为成长发展
送上关怀。

他们用如常的坚守，让非常时期的科研工作更有温度。

谭素北谭素北
丁丁 铭铭

准封闭管理期间，他们为科研实验保驾护航

“有我在，你们放心做实验”

许许 凯凯

3 月 14 日，准封闭管理第一

天，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研究员王笑

非住进江湾校区的办公室。他与

上海市疾控中心合作开展的项目

“典型场所（地铁）重要及新型病原

微生物扩散特征、风险识别及预警

预测”自2021年6月启动，今年5月

底就要准备结题。作为课题负责

人，他第一时间主动申请留校驻

守。“进展受到影响不可避免，但我

们没有停下来。”王笑非说。

接到准封闭管理通知后，信息

科学与工程学院超净间实验室的

安全负责老师李冬雪同样决定留

在学校。上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因

疫情停课在家，丈夫工作忙，夫妻

俩请父母从河南连夜到上海帮忙

照看孩子。赶在当天晚上8点前

联系好父母，安顿好孩子，李冬雪

才安心返回工作岗位。“对待上千

数据的自控系统要特别仔细，发现

丝毫异常要及时调试，并研判出系

统故障，及时维修，否则就有可能

导致系统瘫痪，实验被迫中止，精

密仪器不可逆损坏。所以，我必须

要克服困难留在学校。”李冬雪说。

材料科学系青年研究员王飞

也是主动申请留校。他说，自己年

轻，对实验室也很熟悉，遇到突发

情况时有能力也有经验处理。

而他并不孤独。系里留校的

博士后和学生们帮他发放物资、巡

查实验室，制定“打卡制度”——每

晚9点在群里打卡，确认自己负责

的区域安全，实验设备正常运转。

一句句“检查完毕，平安”，是师生

们对科研事业与校园安全的共同

坚守。

“现在学生随时打我电话，我

马上就过去。”物理学系实验室专

职安全员肖文留校后，已经没有了

上下班的概念，“醒了就上班”。他

不仅要保障实验室安全，还成了学

生们的“兼职辅导员”。身为党员，

他说：“能为师生学习、科研服务，

我很快乐。”

余兆武是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青年研究员、21级博士生辅导员，

也是一名党员。准封闭管理后，他

住进系楼。他和班委一起走访了

班上的49位同学，了解学生动态。

材料科学系学工办科长许

妍 是 第 三 次 接 到 疫 情 防 控 任

务。这次她直接住进学生公寓，

因为拥有 10 年学生工作经验的

她深知，“必须 24 小时在线解决

问题，困难面前我是党员我先

上。”

文/尚嵘峥王泽群金雨丰

在校园准封闭管理期，科研人员们没有停下脚步。经过学校审核通过的150多个疫情科研
攻关和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仍一刻不停地在运转，涉及所有理工科院系近1300余名师生。

实验室安全是平安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各院系都针对实验室安全保障紧急抽调人员驻
守。他们筑牢安全防线，守住安全红线，各学院负责教师、安全员主动留校、坚守岗位，保障实验
室安全运转，各项教学科研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