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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召开监事、党的工作小组、常务理事会、组织委员会联席会议

2019 年 1月 31日上午，学会假座海军军医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 901会议室，

举行了监事、党的工作小组、常务理事会、组织工作委员会联席会议。应到人数

15 名，实到 11 名。

会议由理事长戚中田教授主持。首先由副理事长胡海峰研究员传达“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精神，大家认真学习了应勇

市长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从五个方面回顾 2018 年的工作成就，内容详实，

催人奋进。2018 年是上海改革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重大历史时点，考察上海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

代上海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目标定位，赋予了重大使命。展望 2019 年，

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上海要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五个

中心”建设，全力打响“四大品牌”，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提高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与会人员认真学习，踊跃提问，热烈讨论，信心百倍，

决心在新的一年里，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

第二项议程是讨论 2019 年学会的主要工作并落实到每个人。内容包括：1.

党建工作、学风道德和学术诚信建设；2. 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3. 星级学会

的复评和上海市学术类社团评估体系的参与；4. 科技评价机构资格的复评；5.

上海市科协生命科学学会联盟轮值工作；6. 跨学科的学术与工作经验交流活动；

7. 继续联合兄弟学会，共同搭建学术交流平台；8. 重视培养微生物学青年科技

工作者队伍；9. 落实好 2019 年学会总体工作计划；10. 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

11. 严格把关，认真审核好合同，做好项目费用的结算工作；12. 完成中国科协

的年报，上海科协的总结、年报、计划，上海科协学会学术部的总结和计划；上

海科协的科普工作年报；中共上海市科协社会团体委员会的工作和计划；上海市

社团局的年检等以及上海市有关委办的工作。

会议通过了换届筹备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和换届筹备工作小组成员名单；并对

平时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学会办公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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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微生物学专委会、耐药防控专委会举行2018年总结及2019年计划茶话会

临床微生物学专委会、耐药防控专委会于 2019 年 1 月 8 号下午召开“2018

年临床微生物学专委会、耐药防控专委会年终总结及 2019 年计划茶话会”，邀

请了学会领导及两个专委会委员参与共同商议专委会的工作事宜。

上海市微生物学会秘书长郭晓奎做了会议开场致辞，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倪语星、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赵虎主持上半场的学术报告。

郭晓奎做了“噬菌体治疗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学术报告，剖析了微生态学、

微生物群和微生物组的相关关系，重点介绍了“噬菌体与噬菌体组”的相关研究。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朱同玉和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郭晓奎的噬菌体团

队，成功治愈了一例超级细菌感染患者。患者是一位膀胱肿瘤术后、复杂性、反

复性尿路感染者，2014 年因全尿路内滋生了多重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2018 年

1 月，噬菌体治疗临床实验正式通过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治疗团队评估患者符合

入组条件后随即停用抗生素，开始特异性噬菌体治疗。最终，通过联合多种噬菌

体“鸡尾酒”疗法，彻底清除了患者体内的多耐药肺炎克雷伯菌。

海军军医大学微生物教研室、上海市医学生物防护重点实验室任浩针对“病

原微生物现场快速检测进展”做了精彩汇报。现时人类新传染病的病原体多属于

核糖核酸（RNA）病毒类，可于短时间内发生突变，并容易适应新宿主，使得跨

物种传播的机会变得更大。2017 年，高福院士团队研究发现，猪疱疹病毒 gD 蛋

白可以结合人受体 nectin-1，提示该病毒跨物种传播的可能性。2018 年张文宏

团队就确诊了一例猪疱疹病毒跨物种传播的病例。

会议下半场由上海市东方医院吴文娟和上海市儿童医院张泓主持，上海市微

生物学会临床微生物学专委会和耐药防控专委会分别进行了专委会 2018 年总结

和 2019 年计划的相关报告。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李敏代表临床微生物学专委会进行工作汇报，针

对微信公众号宣传、临床科研合作和多中心研究等方面进行了介绍。2018 年学

会组织了 1次国际学术会议、2次国家级继续教育学习班、4次专题学术讲座和

多次的网络沙龙。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胡付品代表耐药防控专委会进行了工作

汇报，对于已开展 e微言、培微项目等项目，已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在接下

来的工作中，针对上海 9家医院开展的多中心药敏试验的研究将对多黏菌素等药

物的药敏试验规范具有重要意义。

2019 年微生物耐药防控专委会将参与组织国家卫计委合理用药专委会全国

基层临床微生物培训项目，办好第三届微生物耐药防控高峰论坛。开展多中心临

床重要耐药菌株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翻译或撰写重要耐药细菌防控指南。临床

微生物学专委会将举办第六届临床微生物学与感染病学国际论坛第三届微生物

耐药防控高峰论坛、华东地区细菌真菌耐药检测联合论坛、真菌和分枝杆菌实验

室诊断高峰论坛、2019 年度 “儿童感染性疾病检测技术新进展”、“临床病

原学实验诊断与研究”学习班、“镜下菌，心中情”真菌形态赏析会和儿童临床

微生物和感染论坛等学术会议等。（临床微生物学专委会和耐药防控专委会供稿）



回顾：2018 年生命科学领域突破性成就：人造单染色体真核细胞

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

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

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覃重军

研究团队与合作者在国际上首

次人工创建了单条染色体的真

核细胞。把酿酒酵母的 16 条染

色体人工融合成单条染色体，且

仍具有正常的细胞功能。这一项

工作完全由中国科学家独立完

成，是在“人造生命”领域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突破。

真核细胞都含有多条线性染色体，而原核生物通常只有一条环型染色体。真

核生物能否像原核生物一样，只用一条染色体，来装载所有遗传物质并完成正常

的细胞功能呢？自然界从没有发现过一条染色体的真核生物。覃重军研究组多次

把酿酒酵母 16 条染色体中任意 2 条进行了融合，发现菌株生长速率几乎不变！

此后，覃重军与薛小莉副研究员“工程化精准设计”了人造酵母染色体的实验总

体方案。博士生邵洋洋从 2013 年开始尝试并发展高效的染色体操作方法，历经

4 年，通过 15 轮的染色体融合，最终成功创建了只有一条线型染色体的单细胞

真核生物酿酒酵母菌株 SY14。

覃重军课题组及合作研究团队的这一成就，打破了教科书中原核生物与真核

生物的界限。这表明，自然生命的界限可以被人为打破，甚至可以人工创造全新

的自然界不存在的生命，为人类对生命本质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令人兴奋

的是，覃重军研究组与合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赵国屏研究组、中科院生物化学与

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周金秋研究组、武汉菲沙基因信息有限公司及军事医学科学院

赵志虎团队等发现，单条人工染色体的三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但 SY14 酵母

具有正常的细胞功能。

这一发现，在未来医药和工业发酵等领域中具备重大应用潜力。例如，许多

疾病与染色体的端粒及其缩短有关。与天然酵母的 32 个端粒相比，人工创造的

单条线型染色体仅有 2个端粒。这为研究人类端粒功能及细胞衰老提供了很好的

模型。在工业领域中，也可以藉此发现，开发更具营养价值的酿酒酵母。

“国际首例人造单染色体真核细胞” 项目获选多项重要荣誉。如：①“中

国科学院改革开放四十年 40 项标志性科研成果”；②国家博物馆参展“中国改

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科技支撑强国梦”；③CCTV“科技盛典”2018 年度科

技创新人物；④中国科学院 2018 年年度科技创新亮点成果；⑤“两院院士评选

2018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⑥2018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⑦2018

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⑧2018 年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十大进展；⑨“环

球科学”2018 年度十大科学新闻；等等。（李擎天、学会办公室供稿）



《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内容选摘

病毒基因组测序助力公共卫生

2014-2016 年的埃博拉病毒疫情

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在这一健康危

机期间，新一代测序（NGS）技术证明

了病毒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过程，巩

固了 NGS 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作用。

利比里亚在 2015 年 11 月确认了

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结合流行病学

调查、血清学、逆转录 qPCR 和测序，

发现病毒长期存在一名女性幸存者体

内，并在一年后传播给她的家庭成员。

样本病毒的基因组不完全覆盖以及缺

乏先前传播链的样本限制了传播方向

的推断，说明样本收集、储存和制备

在流行病期间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与之对应，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2018年 5月 8日至 7月 24日的埃博拉

病毒病疫情中，基因组流行病学为疫

情管理做出了贡献。8月 1日该国再次

发生新的疫情。经测序证实，这两次

疫情爆发之间并无关联。

病毒基因组的实时测序应作为公

共卫生机构协同爆发反应的一部分，

并在流行病高发区快速部署基因组监

测工具。NGS 技术和相关生物信息学的

快速发展正在迅速响应这一需求。

生物膜是细菌和古菌的主要存在方式

生物膜是生物细胞一种集体生活

的形式，赋予其成员许多优势，它们

比单细胞更具组织性。地球上大多数

细菌和古菌存在于“五大”生境中：

深海底层、海洋上层沉积物、陆壳深

层、土壤和海洋。其余的生境，包括

地下水、大气、海洋微表层、人类、

动物等，细胞数量逐级减少。生物膜

主要分布在地球表面除外海洋的所有

生境中，约占细菌和古菌细胞的 80%。

估计地表下 20-80%的细胞以生物膜的

形式存在。因此，总体上，地球上

40-80%的细胞生活在生物膜中。生物

膜推动了所有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是细菌和古菌的主要存在方式。

寨卡病毒从亚洲向美洲的演变

确定寨卡病毒传播和发病机制主

要取决于动物和细胞模型以及反向遗

传学工具的进展。由于垂直传播和性

传播对于黄病毒并不常见，因此识别

与寨卡病毒传播途径相关的分子决定

因素具有重大科学意义。

从临床样本中快速测序全长病毒

基因组，极大地促进了追踪病毒起源、

传播和进化的研究。由于缺乏早期亚

洲毒株的基因组信息，目前对寨卡病

毒进化的理解受到阻碍；缺乏基线数

据反映了在东南亚和其他发展中热带

地区建立节肢动物携带病毒监测网络

的必要性。对东南亚野外蚊虫中的黄

病毒进行广泛的监测，将有助于提高

我们对黄病毒的遗传多样性和持续循

环的认识，以及评估黄病毒在东南亚

和全球的出现和感染风险。

金黄色葡萄球菌脂肪酶的作用

细菌分泌的脂肪酶（脂类水解酶）

能够获得宿主源性脂肪酸，并用于细

菌生长和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分泌

的甘油酯水解酶（GEH）通过切割金黄

色葡萄球菌脂蛋白来促进免疫逃避，

金黄色葡萄球菌脂蛋白是激活先天免

疫反应的主要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

（PAMPs）。研究发现，GEH 能分解微

生物 toll 样受体 2的配体，进而抑制

免疫反应，有助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持久感染。（李擎天编译自 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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