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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被引学者风采录
特
刊

姻本报见习记者刘如楠

卜显和 1964 年生于辽宁，在他中小学时
代，成为一名科学家是大多数青少年的梦想，他
也不例外。在这个梦想指引下，他成功考入南开
大学化学系，在此攻读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由
此开始了他的科教事业。20 多年来，他兢兢业
业、艰苦奋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前进的道
路上抛洒汗水，取得了突出成绩。

白手起家筚路蓝缕

卜显和时常回忆起在南开的求学经历，这
里是他“化学人生”的开端。1982 年，他以优异
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化学系。随后几年，他勤学苦
读，砥砺进取，本科毕业后顺利考取同系硕士研
究生并在两年后转为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化
学家陈荣悌院士，后受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公
派赴日留学，师从著名科学家木村荣一教授。完
成学业后，应导师陈荣悌院士之邀，回到母校南
开大学工作。

回国初期，国内科研条件艰苦，但他没有退
缩，而是立足现实，白手起家。在南开大学和陈
荣悌院士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建立了实验室，并
获 1 万元的校内科研启动基金，这宝贵的经费

支持他撑过了早期艰难的日子。随后，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教委优秀年轻教师基金、天津市青年基金等资
助，实验室运作逐步进入正轨，科研条件逐步改善。

近年来，国内科研环境有了巨大的改善，“以前我们的
选题是能做什么做什么，现在是想做什么做什么。”卜显和
时常感叹实验条件的发展变化，“刚回国时实验室购买药品
一般只能购买最基本、最便宜的原料，然后再自己合成所需
要的物质，进口试剂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是可望不可即。现
在只要需要，我们都可以直接购买。”提到实验室工作，他总
是侃侃而谈，“近年来，我们的研究条件基本达到国外先进
水平，来访的国外教授对我们的研究条件也刮目相看了。”
如今随着科研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研究力量的不断充实，他
率领着科研团队在无机化学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一路前行，
不断取得新成果。他说：“看着实验条件逐步好起来，我很欣
慰。无论是团队里的老师还是学生，都要尽心尽力地做研
究，才无愧于这么好的实验条件。”

铭记师恩砥砺前行

当被问及谁是对他学术生涯影响重大的人时，卜显和
说：“培养过我的每一位老师，特别是我的恩师。”

卜显和所说的“恩师”，即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爱
国民主人士、致公党党员陈荣悌院士。陈先生早年留学美
国，上世纪 50 年代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从事配位化学
及络合催化方面的科教工作，其在配位化学领域的开拓性
工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先生是我人生的坐标。”每当提到陈先生，卜显和不
禁感慨，“先生为人平和谦虚，对待科学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他的精神不断激励着我。他不仅是我科研路上的恩师，
也是我的人生导师。面对科研和生活中的各种困境，陈先生
总是多方呼吁、协调，竭尽所能为我提供帮助……”

在恩师陈先生精神的感召下，卜显和多年来在科研道
路上孜孜以求、拼搏不辍。他传承了恩师的配位化学研究方
向，在配位体系的精准合成、结构—性能调控、功能体系构
建研究中取得系统而有特色的原创性成果，这些研究成果
为配位聚合物化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受到了国内外同
行专家的广泛关注。他课题组的成果获 2014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及其他多项奖励。20 多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
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20 余项，其中包括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
群体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国家“973”计划课题等在内的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
目。同时，他还主编或参编《配位聚合物化学》《配位化学》等
专著与教材 7 部，获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30 余项。

立德育人培养英才

多年来，卜显和时刻谨记陈先生当初对自己的栽培，也
把这样的教育理念和师训贯穿到自己的科教工作中。在培
养学生的过程中，他特别注重启发式教育，无论是实验设计
还是论文修改，都是通过反复探讨，让学生们自己去领悟、
体会，做到融会贯通。他的一位学生谈道：“即使再忙再累，
老师总会抽出时间与我们讨论交流，大到课题选择、文章修
改，小到实验方案设计、操作细节，他都会耐心指导。”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脚踏实地。”卜显和经常用
这句话鞭策自己、教导学生。每当学生毕业他总是叮嘱他们
把“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精神带到全国乃至世界各
地，发挥才智，报效国家。

卜显和从事科教工作近 30 年，已培养博士硕士毕业生
百余名，其中获国家杰青基金 2 人。如今，他与学生们还时
常联系，探讨科研中遇到的问题。与学生交流探讨时，卜显
和就会想起自己与陈荣悌院士探讨问题的场景。多年过去，
他的角色已经改变，可有些东西，似乎一直都在。

姻本报记者魏刚

1978 年，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像
春风一样吹遍全国。正上高中的王磊也和周围
的年轻人一样被这篇报告文学深深地打动，并
立志今后也要从事科学研究。高考时，南开大
学化学系毕业的高中化学老师建议王磊去南
开大学学生物。

“刚上大学时，我并不喜欢生物，因为当时
生物学科需要背的东西太多了。”随着学习的
深入，他不但爱上生物学，更在致病微生物进
化机理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前沿水平
的创新成果。他不但多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
被引学者榜单，在 2014—2016 年还一直是生
化、遗传和分子生物学领域高被引学者第 10
名。回忆那段经历，王磊说：“对科研来说，兴趣
是重要的，但兴趣也是可以培养的。”

把最好的年华献给祖国

在近 40 年的学术生涯中，王磊与南开大
学的交集岁月超过三分之二。“我身上有南开
深深的烙印”，王磊感觉南开大学对个人最大
的影响是性格的塑造。“记得刚上大学时，我国
元素有机化学奠基人杨石先老先生任南开大
学校长，杨老为了祖国需要，毅然放弃从事了
多年的药物化学研究，转而研究新中国急需的

农药化学和元素有机化学，而且在新领域做出了巨大成
就。”这对王磊触动很大，学习一身本领就是要报效国家，祖
国的需要就是召唤。

2001 年，在澳大利亚潜心学术 13 年的王磊回来了。此
时的他已是澳大利亚国家微阵列研究中心微生物检测芯
片研发负责人，在澳大利亚有稳定的科研职位和生活。

回国的想法一开始没有得到同事和朋友的支持，但王
磊有自己的主意。从 1997 年起，王磊多次受邀回国做学术
交流，他亲眼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感受到在微生物
领域，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以及祖国对人才
的需求、爱护和关心。

他给南开大学时任校长侯自新教授写信，强烈表达自
己期待报效国家的心愿：“我希望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回国，
把最好的年华贡献给国家，贡献给南开大学的发展。”这一
年，王磊 39 岁。

组建高水平的团队

回国后，王磊继续从事致病微生物进化机理的研究。主
要研究为什么会出现突发的传染病，这些传染病的病原体是
如何产生和进化的，为何能在特定条件、特定地区突发。

这项研究获得了国家“863”重大专项、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天津市、南开大学
在政策上、硬件上、经费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科研团队是学科发展的关键。从开始阶段的以引进为
主，到现在的引育相结合的模式，一支年轻有活力的高水平
团队已形成。开始时通过引进美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
家的科学家，使我们在当时急需的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
领域快速形成国际水平的团队，形成我国高校中第一个较
全面的微生物基因组学研究平台。平台多年来也为我国相
关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和人才支持。

科研材料特别是重要标准品是科学研究的基础，课题
组通过与国际上各主要国家科研单位的合作，引进积累相
关材料，既为自身科研提供材料，也为我国相关学科和产业
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

“我们知道它是如何致病的，反过来，我们就能够治疗
和鉴定它。就像知道犯罪分子为什么犯罪或用什么工具犯
罪，我们就可以在人群里鉴定出犯罪分子一样。”在王磊看
来，这项研究为病原微生物检测打开了大门。

科研离不开“实在”二字

如今，王磊一边做管理，一边做科研。他认为，这些工
作是相辅相成的。“行政工作表面看与我在实验室的科研
工作相差甚远。但其实其中的制度建立、实事求是的工作
作风等和科研工作的思路是一样的，做好管理工作又锻炼
了综合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科研工作大有助益。”

在王磊看来，做科研离不开“实在”二字。只有老实做人、
老实做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才能出成果。其次，科研要有
兴趣，但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喜欢干某件事，如果没有兴趣，
就努力去培养兴趣。做科研还要有大视野、大格局，埋头苦干
的同时，要从学科发展角度、从人类发展角度来考虑问题。

“近几年，南开大学在学术产出上，质量非常高，单篇被
引量一直位于全国最前列，但是，由于南开大学体量较小，
我们学术产出虽然质量高，可数量不够多。”王磊认为，未
来可通过交叉学科研究发挥南开大学作为综合型大学的
学科优势，培养新的学科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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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张思玮

“无论是做科研还是做人，都秉持高调做
事、低调做人的原则。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的，
任何事情要想做好都必须付出时间和努力。只
有这样，机会才能留给有准备的人。”这是刘林
一直秉持的观点。

刘林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很庆幸跟
随的几位老师不仅在学术上造诣很高，为人处
世也是好的榜样。“无论是向涛教授、安民教
授、杨向中教授，还是英国的 Robert Moor 教
授，美国 Robert Foote 和 David Keefe 教授，他
们每个人都是所在专业领域里有影响力的专
家学者。”

做科研要视野开阔

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
代，加之家庭对教育非常重视，刘林从小就很
喜欢读书，成绩一直就很优秀。

在进入研究生学习，并参与到具体实验
后，刘林对生物学科和研究产生了浓厚兴
趣。随后，他考入了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
业大学）攻读博士，跟随安民教授从事动物

克隆技术优化研究，获得了动物生殖学与生物技术博士
学位。

如果说刚开始从事生物学研究，更多归为偶然因素的
话，随着学习深入，在导师直接指导下、在农大的浓厚学术
氛围中，相继发表多篇有意义的文章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那时候，刘林就开始关注动物克隆技术。“每天都‘泡’
在实验室里，遇到不懂的问题，先去查阅文献资料，实在弄
不懂再去找老师讨论。”这个过程中，刘林品尝到了实验成
功的喜悦，但是也需要承受实验失败带来的沮丧。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交流还比较少。“我第一次出
国是在 1988 年，去日本参加国际内分泌大会。那次会议打
开了我的眼界，也让我知道，做科研不能局限在自己的小圈
子里，要有国际视野。”

之后，刘林先后去了英国剑桥 Babraham 研究所、美国
康奈尔大学、美国康州大学作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这些
经历不仅拓展了刘林的研究视野，也让他的关注点聚焦在
卵子激活机制等领域。

不能忽视科研的每个细节

在招收研究生时，刘林特别看重学生有没有对科研的
兴趣，有没有想去做事情、做研究的动力。“做科研需要有吃
苦精神，一定要有精神支撑和创造性思维。”

刘林觉得，做科研最大的挑战就是自我突破。当然，这
个过程中，也离不开导师的指导与信任，“他们对我都非常
信任，放开手让我自由发挥，这不仅培养了我相对独立的科
研能力，也让我一直保持着对科研的浓厚兴趣，并将科研工
作落到实处”。

鉴于先前的研究领域与成果，刘林被邀请到美国布朗
大学妇女儿童医院生殖医学实验室工作。

“这时我的研究开始聚焦人类健康了。”刘林说，随着女
性年龄的增长，卵巢都会出现衰老，但其中的机制还没有得
到科学解释。

于是，刘林带领团队从小鼠实验做起，经过多年工
作发现，端粒功能异常及粘连蛋白降解会引起卵巢衰老
和不育、卵子减数分裂和胚胎早期发育异常。他还发现
了人类和猴及小鼠成年卵巢中无生殖干细胞再生新生
卵子，表明了卵巢衰老的主要机制。这些工作在基因突
变小鼠模型及人类卵巢研究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论证和
认同。通过基础研究提出的干预措施，明显推迟小鼠卵
巢衰老，这为人类推迟卵巢生殖衰老提供了很好的实验
依据。随着深入研究，目前实验室可以将体细胞通过小
分子诱导转变成为有功能卵子，为最终重建卵巢生殖内
分泌功能打下了良好基础。

如今，刘林成为科研团队的负责人，指导几十位博士和
硕士研究生。他认为，做科研首先要学会提出具有新意的科
学问题，而不是重复别人的东西。其次，要有专注力，有自己
的研究方向，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能盲目跟风。

“当然，一定要学会在实验中仔细观察。”刘林说，他的
很多科研发现都是在实验过程中偶然得到的，通过不断地
探索机理、做好长期观察与记录，得出结论才经得起推敲。

科研成果的取得除了自身与团队的内在因素，还与实
验室条件、科研机构、家人支持等密不可分。2007 年，刘林
被聘为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特聘教授，他觉得，南开大学
能让他静下心来做科研，而不用考虑太多的杂事。

刘林说，生命科学是他钟爱的研究领域，“我想用导
师对我的影响继续影响我的学生，并用已经学到的基
础知识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刘林希望利用不断发
展的新的前沿科学手段，带领团队继续在细胞重编程、
卵巢衰老机制和功能恢复研究领域深耕，产出更好的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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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见习记者刘如楠

刘育觉得他对南开大学的感情要比一般
的南开人更浓烈一些。今年已经是他在南开大
学工作的第 26 年。

他从 1993 年任教至今，从普通教师成长为
教授，还曾担任过两届化学学院的院长。

刘育的爱人是天津人，她的母校也是南开
大学。当年刘育担心难以在这所名校立足的时
候，同为化学专业出身的爱人向他讲述了南开
大学化学的发展史和奋斗史，坚定了他在南开
大学工作的信心。

想起那段困顿的日子，刘育说，自己一直感
激南开大学的人文社科环境。

师承

去中科院院士陈荣悌家拜访的路上，刘育
心里一直打着鼓，他反复默念准备好的寒暄语，
一遍遍地考虑该说些什么，爱人不断的安慰也
没能消除他的忐忑。时间过去太久了，刘育已经
不记得他们聊的生活和工作的细节，只记得陈
荣悌院士一直笑眯眯的，刚坐下就对他说，“知
道你爱抽烟，想抽烟就抽吧，我不怕烟”。这一下
子拉近了师生之间的关系。

此后，陈荣悌院士多次和刘育畅谈科研工
作和未来发展，即使在研究经费不充裕的情况

下，也多次支持刘育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刘育说，“大师的品格就像春雨一样，润物细无声，在无

形中感染着我。他是我的榜样，也是我依靠的力量。”刘育先
是协助陈荣悌院士指导学生，后来他也开始带自己的学生。
即便在研究经费不充裕的时候，刘育每年都鼓励学生们积
极参加学术交流会议，从不吝惜经费。

刘育回忆，在南开，让他深受感动的不只是陈荣悌先
生，还有程津培院士。当时这位刚回国的杰出人才，在圈内
已经有了一定名气，但筹建实验室时，面临着经费、人员短
缺等困难，他从来都只把自己当做普通老师，不辞辛劳，从
不抱怨。后来，刘育以程津培先生为榜样，在他的支持下筹
建起了自己的实验室。

“南开大学建校百年，我们每位老师和学生都能感受到
南开的沧桑巨变，秉承她代代相传的精神和品格。南开大学
校训是所有南开人一生的奋斗目标，我们的每一点改变都
印证着南开的变化。”刘育说。

创新

刘育认为，从事基础化学的研究人员，通常会感到枯
燥。刚入学的学生由于知识水平有限，经常会不知道如何做
研究，想创新但没想法，面临着论文成果水平和毕业的压
力，经常困惑，不知道研究工作该何去何从。

“这时就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也就是思维的创新，要
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思维要创新，方法要创新，这是我做科
研几十年来奉行的准则。”刘育说。

刘育主要从事有机超分子化学的研究，近几年主要进
行分子识别方面的研究，即合成主体对染料、氨基酸等小分
子的识别。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新进实验室的学生
担心没有可发挥的空间。他总是告诫学生：“如果我们没有
自己的研究特色，靠模仿别人的工作，路就会越走越窄，但
只要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就会开拓出一条自己
的路，自然就会取得成果。”

之后，他们将分子识别作为手段，构筑纳米尺度上的可
控的分子组装。他们在自己多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开拓属于
自己的道路，这使得他们站在了科技发展前沿，每年都会取得
优异的科技成果，得到了国内外研究人员的认可和赞赏。

禁锢的思维方式难以将科研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
次，刘育多次教导学生：“创新不应停留在某一步，而应贯穿
于整个研究工作的始终。研究中的每一步工作都离不开创
新思维。”正是这种不断的创新精神，让刘育课题组始终位
于国内外超分子化学领域研究的前沿，不断有优秀的科研
成果作为研究热点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

坚守

在刘育看来，科研工作仅停留在思想的创新上是不够
的，还需要认准目标，持之以恒。任何一项研究，只有花费一
定的时间，深入持久地探索，才能有所收获。他把自己多年
来的科研经验概括为 20 个字：思维要创新、研究要系统、工
作要投入、意志要坚强。

他最反对因为追流行趋势而频繁更换课题。在他看来，
科研最忌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光想一下就摘个桃子，可桃
子哪那么容易就摘到呢？”

他在科研上的执着也影响身边的学生。最近，跟他读了
5 年的博士生张治元的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会会
刊上。刘育笑着说：“他临近毕业时一直很沮丧呢，但坚持下
来，辛苦终究不会白费啊。”

如今，刘育在南开大学变化的是年龄，不变的是他对科
研的热爱和坚持不懈、勇于创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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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配位化学研究。

学者名片

王磊，南开大学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评议组生物学组成员，中国微生
物学会副理事长。

学者名片

刘林，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
研究方向为生殖发育干细胞以及衰老机制。

学者名片
刘育，南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有机超

分子化学研究。

学者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