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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新闻★ 

4 月 8 日，学校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文件

精神，总结学校 2014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效，部署 2015 年工作。校党

委书记韩进、校长李晓红等全体在校的校领导，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

监委委员，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代表，全体中层干部，机关与直属单位

内设机构主任等参加会议，李晓红主持。（武大新闻网） 

4 月 11 日，中国电化学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查全性教授 90 华诞暨

学术报告会在创隆厅隆重召开。卓仁禧、张俐娜院士，美国医学与生物工

程院院士李长明，校党委书记韩进出席大会，特邀嘉宾、校友代表、师生

代表与会。大会由院党委书记卢昌宁主持。此前，中共武汉市委常委冯记

春，市政府副秘书长姜铁兵，院士中心秘书长、市科协主席卢光发等一行

专程来校，登门看望查全性院士，祝贺这位卓越的化学家 90 华诞。详见

专题报道一。（宣传员 徐干城） 

4 月 16 日，学校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暨本科教育改革大讨论动员

会，部署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正式启动本科教育改革大讨论。校党委

书记韩进、校长李晓红等校领导，各学院（系）、职能部门和二级单位负

责人，评建专家组及校教学督导团成员等出席大会。副校长周叶中主持。

（教学科研办 吕思思） 

4 月 18 日，由校团委、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主办，院团委承办的武汉

大学第二届化学科技创新文化节开幕式暨大学生科技创新报告会在创隆厅

拉开帷幕。研究生院副院长宋朝阳、校团委书记聂磊、学院党委书记卢昌宁、

院长周翔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院团委副书记徐干城主持。详见专题报道

二。（院团委 徐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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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院党委书记卢昌宁荣获“武汉大学 2014 年度服务教职工先

进个人”称号，校党委书记韩进为其颁奖。（院工会 姬建建） 

4 月 9 日，院党委书记卢昌宁、院长周翔亲自带队，组织学院各二级

单位相关领导和老师对全院进行了安全大检查，发现少量安全隐患并及时

督办解决。（宣传员 徐干城、党政办 张亮） 

4 月 10 日，武汉大学“苏州雄鹰助学金”颁奖仪式在化西 210 会议室举

行。苏州市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委副书记盛红明等一行 4 人，苏州雄鹰笔

墨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桂英女士，武汉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余鸣

娇、院党委书记卢昌宁、副书记吴奕、副院长罗运柏教授、董金凤教授及

10 名受助学生参加了颁奖仪式。仪式由院党委副书记吴奕主持。（学工办 

齐悦） 

4 月，学院正式启动了“十三五”规划工作。学院各口分工协作，在总结

“十二五”规划成效与不足的基础上，初步拟定了“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

总体目标、发展任务、保障措施及组织实施。（党政办  来瑞） 

4 月，我院学生曾令瑜荣获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全国

学联主办的 2014 年度“中国电信奖学金·天翼奖”，湖北高校仅此一人获奖。

（院团委 徐芳琳） 

4 月 27 日晚，2014 年度“十大珞珈风云学子”揭晓暨颁奖晚会在人文

馆举行，我院 2011 级博士生李武获此殊荣。我院学子已连续五届获得武

汉大学“十大珞珈风云学子”。（研工办 徐芳琳） 

4 月 28 日，荣休教师欢送座谈会在化西 210 举行。田恒丹、汪汉文、

田秋霖三位荣休老师、学院党政工负责人及相关二级单位的师生代表共聚

一堂，把茶言欢。院党委书记卢昌宁、院长周翔为三位荣休教师颁发荣誉

教师聘书。（院工会 姬建建） 

★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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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本科生院公布了 2014 年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获奖名单。

我院 2014 届本科毕业生周一民的《丙酮醛荧光探针的设计、合成和在活

细胞中的应用》等 8 篇毕业论文荣获 2014 年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

（教学科研办 吕思思） 

4 月，湖北省第十六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日前揭晓，我院有

5 篇论文获奖，居全校首位。武汉大学同期共有 31 篇论文入选。（教学科

研办 吴淑娟） 

4 月，武汉大学 2015 年自主招生资格审核工作如期进行。我院组织

专家对 534 名报名中学生的材料进行“背靠背”独立审核，遵照“学科特长、

创新潜质”的原则，按评审分数从高到低择优通过 138 名审核合格考生，

他们将参加于 6 月 14 日进行的自主招生学科能力测试。（教学科研办 吕

思思） 

4 月，学院 2015 年硕士、博士研究生考试及复试录取工作全部结束。

（教学科研办 吴淑娟） 

4 月，2015 年上半年学位申请工作已全面开展并有序进行。到 4 月

30 日，博士论文已有 77 篇查重，76 篇论文已送审至国家论文评审中心进

行网上评审。（教学科研办 吴淑娟） 

4 月，学校启动学位授权点自评工作，研究生院部署相关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点进行全面自我评估工作。我院的评估工作将于 2016 年进行。

（教学科研办 吴淑娟） 

4 月 20 日，学院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暨教育改革大讨论活动动员

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委员、本科课程责任教授与课程组组长等 20

人参加了动员会议。（教学科研办 吕思思） 

★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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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学院团委在武汉大学 2014-2015 年度基层团委工作考核中获评

优秀基层团委，院团委书记徐芳琳获武汉大学“优秀专职团干”称号，本科

生 2012 级化基二班团支部荣获武汉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本科生 2013

级化基一班团支部、2013 级化基三班团支部荣获武汉大学“先进团支部”，

方园等 7 名学生获武汉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称号，王晨等 16 名学生获武

汉大学“优秀共青团员”称号。同时，院团委还荣获武汉大学“2014 年度三走

活动优秀组织单位”称号。（院团委 徐芳琳、徐干城） 

4 月，学院本科生组建的校级实践团队——“武汉大学赴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践队”获得武汉大学第八届“回访母校，携手成长”

专题社会实践活动一等奖。（院团委 徐芳琳） 

4 月，学院依托武汉大学学生科技创新特色基地，为武汉大学第二届化

学科技创新文化节举办系列活动：邀请专家为大学生作科技创新报告；举办

了第二届中学生化学创新训练营，70 余名优秀高中生来校感受化学的魅

力；“出神入化”实验室开放日活动，在低年级本科生与各实验室之间搭建

了桥梁，调动了本科生参与业余科研的积极性；积极筹备第 12 届“奇思妙

想”大赛、部分重点高校化学专业本科生交流会。（学工办 蒋莉） 

4 月 1 日，2015 届全体毕业研究生大会在创隆厅召开。毕业班辅导员

介绍了毕业生签约、档案、户口、党组织关系等方面内容，并为毕业生提

供详细系统的就业指导。（研工办 姬建建） 

4 月 22 日，第四届研究生学术诚信月活动评选揭晓：我院与政管院合

办的“坚守学术诚信 恪守学术道德”活动中标，此次评选全校中标项目共计

18 个。（研工办 姬建建） 

4 月 26 日，学院本科生、研究生辅导员会同校保卫部干部对学院部分

本科生、研究生宿舍进行了安全大检查，并提醒学生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学工办 徐干城、研工办 姬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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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根据学校及我院优秀毕业生的评选条件，推荐杨尧等 20

名同学为参评校优秀毕业本科生，推荐曹楠等 26 名同学参评校优秀毕业

研究生。（学工办 徐干城、研工办 姬建建） 

★对外交流★ 

4 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化学与生物化学系应用晶体专家、拓扑

学专家 Michael O’Keefee 教授受邀来我院和武汉大学高等研究院开展了

为期一周的“拓扑学分析与孔材料的设计”系列讲座，一同做讲座的还有随

访助教 Charotte Bonneau 博士和北京大学的孙俊良研究员。本次讲座的

学员包括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科院长春应

化研究所、武汉大学等 14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共 45 名教师和学生。（党

政办 来瑞） 

★学术报告★ 

4 月 2 日，由《中国科学：化学》编辑部主办，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承办的“化学的创新与发展”论坛报告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第一会议室隆

重召开。 

4 月 2 日上午，南开大学化学系卜显和教授受邀在化西 210 作了题为

《功能配位聚合物的构筑与结构性能调控》的报告。 

4 月 2 日下午，美国能源部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能源技术和材料学

部主任，实验室资深研究员 Dr.Jun Liu 应邀来院作了题为《 Addressing 

Large Scale Energy Storage Challenges》的学术报告。 

4 月 13 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伯特•格拉布（Robert H. Grubbs）

应张绪穆教授之邀来访，做客珞珈讲坛第九十八讲，作了《烯烃复分解反

应和绿色催化》的主题报告。 

4 月 29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凤做客珞珈讲坛，与武大学子畅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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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感悟、交流科研经验。校党委书记韩进，院党委书记卢昌宁、院长周翔、

化学院及其他学院师生代表参加讲座，讲座由张俐娜院士主持。 

（以上学术交流信息由学生助理高英杰整理） 

 

★专题报道★ 

专题报道一： 

从教 65 载硕果累累桃李芬芳—査全性院士喜迎 90 华诞 

 

4 月 11 日，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创隆厅里座无虚席，喜气洋洋，中国

电化学泰斗、中国科学院院士査全性教授九十华诞暨学术报告会举行。 

卓仁禧、张俐娜院士，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李长明，校党委书

记韩进出席大会，特邀嘉宾、校友代表、师生代表与会。大会由院党委书

记卢昌宁主持。 

查全性院士在夫人张畹惠教授的陪伴下来到会场，与到会嘉宾握手，

将大家的祝福一一笑纳，并全程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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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老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对我国电化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

献。”查全性院士的学生陆君涛教授深情讲述了恩师在求学、治学经历以及

各个时期的学术贡献。“他在倡导恢复高考这一历史事件中勇于担当，勉励

青年、提携后辈，崇高的师德师风令后学垂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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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进对查全性九十华诞暨从教六十五周年表示祝贺。他认为，查全性

院士个人的学术成就特别是在电化学领域的权威地位，奠定了我校化学学

科一流地位的基础，促进武汉大学整体学科建设的发展。他对查全性院士

倡议恢复高考表示感谢，并号召师生学习和发扬查院士严谨、执着和敢于

担当的精神。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白春礼发来贺电，

代表中国科学院送上最真挚的祝福，并高度评价了查全性院士为我国科教

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院长周翔致辞，查全性院士之子查乐年，兄弟单

位代表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院研究员孙公权，校友代表香港创隆实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新昭、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成、湖南科

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发平先后为查全性送上祝福。海外的校

友代表也通过电子贺卡、视频等形式表达了喜悦之情。 

查全性是我国著名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武汉大学教授、

博导。1925 年生于江苏南京。1950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57 年至

1959 年在前苏联电化学创始人 A. H.弗罗姆院士指导下从事电极过程研

究。主要科研方向包括电极、溶液界面上的吸附、电化学催化、半导体电

化学和光电化学、生物电化学等。其编著的《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是我

国电化学界影响最广泛的学术著作和研究生教材之一。1987 年获国家自然

科学三等奖。他是 1977 年“科教工作座谈会”参与者之一，在全国首先提出

恢复高考的建议，被誉为“倡导恢复高考第一人”。（通讯员 徐干城、程功

奎） 

 

专题报道二： 

武汉大学第二届化学科技创新文化节顺利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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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由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武汉大

学学生科技创新特色基地）主办，化学与分子科学院团委承办的武汉大学

第二届化学科技创新文化节开幕式暨大学生科技创新报告会，在创隆厅拉

开帷幕。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宋朝阳、本科生院招生处副处长邓勇、

校团委书记聂磊、副书记李好，化学与分子科学院党委书记卢昌宁、院长

周翔、副书记吴奕，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雷爱文，武汉市第十一中学校长陈

顺平、武汉市第三中学政教处副主任陈涛等出席开幕式，部分在汉部属高

校化学院系学生代表也参加了活动。开幕式由学院团委副书记徐干城主

持。 

院长周翔教授首先致辞，他对出席活动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

介绍了学院发展现状以及学院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绩。他认为，参加

化学科技创新文化节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化学专业校际交流，提升学生科

技创新意识，强化科技创新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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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节还吸引了“华中六校”化学联盟的同学们参与，学生代表、华中

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学生会主席刘杰发言。她提到，“本次文化节给我们提供

了一个交流和学以致用的舞台，科学点燃智慧，创新成就梦想，希望同学

们充分利用好这次活动展示自己，表现自我。” 

本次文化节继续开展“科普辅导员”试点工作，武汉三中、武汉十一中

继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武汉二中、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武钢三

中后成为第二批试点单位。校团委书记聂磊为武汉三中、武汉十一中代表

授予“武汉大学科普辅导员试点工作站”牌匾，研究生院副院长宋朝阳、本

科生院招生处副处长邓勇为王冠超等 8 名同学授予“武汉大学科普辅导员”

聘书。 

据了解，举办化学科技创新文化节旨在进一步提升学生科技创新意

识，促进高校间化学专业本科生交流，展示大学生科技创新实验成果，激

发学生的科技创新热情，浓厚校园科技创新氛围，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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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节历时一个月，包括开幕式暨大学生创新报告会、中学生化学创新训练

营、大学生化学知识竞赛、“奇思妙想”大赛、部分重点高校化学专业本科

生交流会等系列活动，17 所高校、中学的近千名学子将走进化学、走进武

大化院，感受了化学带来的无穷魅力，开拓了眼界，启迪了思维，建立了

友谊。(通讯员：徐干城、程功奎) 

 

 

 

 

 

 

 

 

 

 

 

 

 

 

 

 

 

报：学校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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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全体院领导 

发：全院各单位、全院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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