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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首都师范大学生物学科发展历史沿革、现状，讨论了首都师范大学入选“双一流”建设后生物学科

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时提出了生物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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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是人才

培养的基础． 首都师范大学创建于 1954 年，原名北

京师范学院． 2017 年，首都师范大学入选“双一流”
建设，为学校各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生物学

科是首都师范大学设立最早的学科之一，也是首都

师范大学优势学科之一． 首都师范大学“双一流”建

设为生物学科发展和生物学高水平人才培养提供

了难得 的 机 遇，同 时 生 物 学 科 发 展 也 面 临 严 峻

挑战．

1 学科介绍

1. 1 生命科学学院沿革

在本科生教育方面． 1954 年，建校伊始生命科

学学院开办了一年制生物专修班，第二年增设生物

两年制专修班，专业为生物科学( 师范类) ; 1957 年，

在生物科的基础上建立生物学系，停止专修科招生

和专修班培训，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生; 1992 年，北

京师范学院分院生物专修科并入生物学系; 1999 年，

增设生物技术( 非师范类) 本科专业，并于当年招收

第一届非师范专业本科生; 2001 年，增设生物科学

( 非师范类) 本科专业．
在研究生教育方面． 1979 年，生命科学学院开

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 植物生理学方向) ; 1981

年，植物学 ( 植物生理学) 获批硕士学位授权点;

1984 年，课程与教学论( 生物教育) 获批硕士学位授

权点; 1990 年，遗传学获批硕士学位授权点; 2000 年，

细胞生物学获批硕士学位授权点; 2003 年，微生物

学、生态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3 个专业获批

硕士学位授权点; 2001 年，植物学获批博士学位授

权点，并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研究生; 2003 年，遗传

学获批博士学位授权点，同年获批建立生物学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 2010 年，生物学和生态学获批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在学科和实验室建设方面． 1994 年，遗传学获

批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 2002 年，植物学获批北京

市重点学科，同年获批建立北京市生命科学人才培

养与产学研基地; 2005 年，实验教学中心获评北京

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7 年，植物学获批国家重

点学科; 2008 年，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专业获评北

京市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2011 年，获批“植物基因资

源与低碳环境生物技术”和“DNA 损伤应答”2 个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 生物学获批北京市一级重点学

科、遗传学获批北京市重点支持学科．
1. 2 学科的优势特色

1. 2. 1 雄厚的学科基础

生物学科始建于 1954 年，赵微平( 曾任北京植

物生理学会副理事长) 、郭平仲( 曾任中国遗传学会

植物遗传专业委员会主任) 、周孟津( 曾任中国沼气

协会副理事长) 和张国柱( 曾任中国教育学会生物

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等老一辈学者奠定了学

科基础． 生物学科 1979 年开始招收植物生理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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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是国内较早招收研究生的学科之一; 获首

批国家“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目前学科拥有

“植物学国家重点学科”( 全国仅 8 个) ，北京市“生

物学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生物学”和“生态学”
2 个博士后流动站，“生物学”和“生态学”2 个一级

学科博士点，“基因资源和低碳环境生物技术”和

“DNA 损伤应答”2 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1 个教育

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3 个北京市“高水平创

新团队”，生命学科已建成本、硕、博、博士后完整的

人才培养体系．
1. 2. 2 特色鲜明的学科和研究体系

经几代学人潜心研究，在学科建设和发展基础

上逐渐凝练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 3 个特

色鲜明的研究方向，用优势特色研究支撑生物学科

发展和高水平人才培养，这些特色研究方向包括植

物细胞逆境应答和抗逆基因资源发掘和应用; 动植

物演化和动植物协同进化; DNA 损伤修复与基因表

达调控． 3 个研究方向特色明显，如昆虫与植物的协

同演化团队是全国高校中唯一的以古今结合研究

昆虫演化的团队，是国家优势和特色领域，是教育

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拥有各类昆虫化石典藏

30 万件，昆虫化石数量已超过著名的大英博物馆，

居世界第 1 位．
1. 2. 3 优秀的师资队伍

多年来生物学科秉承一流的师资队伍和一流

的学术研究支撑一流学科建设和一流人才培养的

理念，下大力气组建国际一流的师资队伍． 目前已

经组建了一支年龄、学缘、职称结构相对合理、学识

渊博、治学严谨、学术水平高、学术影响力大的教师

队伍，包括 30 多名在哈佛、耶鲁、加洲伯克利、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国际知名院校

受过长期规范学术培训的教师． 学科现有专业教师

68 人，教授 31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64 人，具

有海外培训经历( 1 年及以上) 教师 52 人，已形成

由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和青年千人专家、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 3 人) 、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
教育部大学生物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制定专家组核心成员、
长城学者和长城学者培育学者、北京学者、北京市

海聚和青年海聚高层次人才( 4 人) 、北京市教学名

师和青年教学名师( 4 人) 和北京市特聘教授( 4 人)

等组成的具有国际视野、学术思想活跃并作出了具

有国际影响力学术成果的师资队伍． 现有教育部

“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1 个( 获得滚动支持) 、北京

市“高水平创新团队”3 个．
1. 3 学科发展成效显著

1. 3. 1 师资培养成效显著

生物科学学科的生物教育专业始于 1954 年，

是北京市唯一培养基础生物教育师资的学科，曾

经是中国教育学会生物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单位，在国内生物教学法研究领域有重要影响． 北

京市生物特级教师中 40% 是我校生物学科毕业生．
近 5 年我校生物学科本科生获国家级奖项 13 人次，

包括全国“挑战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

全国师范院校师范技能竞赛生物组一等奖第一名

和全国 生 物 学 竞 赛 一 等 奖 等; 获 北 京 市 级 奖 项

101 人次，包括北京市教学技能特等奖等． 我校生物

学科六十多年来为北京市培养了 3 000 多名优秀基

础生物教育师资，支撑起了首都的基础生物教育．
除了为北京市培养一流基础教育师资以外，学

科也培养了多位包括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入选者以及哈佛医学院、宾
夕法尼亚大学、清华大学等青年教授在内的国内外

高校和研究单位的教授、研究员．
1. 3. 2 科学研究成果突出

近 5 年来生物学科教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1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 5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1 项、国家 973 课题 3 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

研发计划专项 16 项、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

展计划”1 项和北京市“高水平创新团队”项目 3 项．
近 5 年学科教师平均每年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

篇，其中在 PNAS［1 － 9］、Developmental Cell［10］、Nature
Communications［11 － 12］、 Cell Ｒesearch［13］、 Current
Biology［14 － 16］、Plant Cell［17 － 18］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上发表多篇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并应邀在

Trends in Plant Science［19 － 20］等刊物撰写评述论文．
在动植物协同演化、植物响应逆境分子机制、ＲNA
和基因表达调控等领域取得国内外同行认可的系

列研究成果．
学科教师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国家自

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和

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
1. 4 学科声誉和国际影响

1. 4. 1 产出了系列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

学科在细胞应答机制及抗逆基因资源发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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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及昆虫与植物的协同演化等领域取得了一系

列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 其中昆虫与

植物的协同演化团队开展系列研究工作，发表包括

Science ( 2 篇 ) ［21 － 22］，PNAS ( 3 篇 ) ［1，4 － 5］，Current
Biology( 3 篇) ［14 － 16］等 SCI 论文 300 余篇，新发现和

建立了生物物种新科 14 个、新属 182 个、新种 362
个，揭示了古生态环境中昆虫与植物二者之间的依

存进化特征，为全球气候变化提供历史实证依据，

产生了重要国际影响． 如发现了最早的昆虫传粉模

式［21 － 22］，Science 同期以及 Nature 发表评论认为“该

工作向传统的白垩纪晚期传粉昆虫与开花植物之

间的协同演化经典模式提出了挑战，这是目前为止

最早的关于传粉昆虫和虫媒植物之间协同演化的

例子”［23 － 25］; 发现最早的拟态昆虫分别被 Nature 选

为 2010 年的“研究亮点”［26］和“2012 年世界十大新

发现物种”; 发现最早的外寄生吸血昆虫，被 Current
Biology 同期评论为“1. 65 亿年的瘙痒”［27］; 复原了

最古老的昆虫声音，国际最著名三大综合性学术刊

物 Science、Nature 和 PNAS 同时做专门评述，分别被

评价为“侏罗纪的唱诗班”［28］、“侏罗纪夜晚的歌

声”［29］、侏罗纪“蟋蟀”甜蜜的歌声［30］; 研究成果被

包括 CCTV、CNN、BBC、New York Times 等多家媒体

报道，有关昆虫与植物的协同演化方面的成果已写

入了相关的教科书和重要科学专著中［31 － 34］．
1. 4. 2 获第三方高度评价

多年来生命科学学院“动植物学科”连续入围

ESI 国际前 1%，在自然指数( Nature Index) 全国高

校生命科学( 生物、医学和农业科学) 排名前列． 任

东教授连续入围“生物学和农业与生物学”领域中

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上述 3 个国际通用和认可的第

三方评价客观指标中，ESI 在考察论文质量的同时

更注重数量，自然指数则更关注研究成果质量、代

表高水平研究成果和高质量科研产出，高被引学者

则关注有国际影响力的杰出学者． 上述检索和比较

的结果表明本院生物学科无论在论文数量、研究成

果水平以及学者国际影响力等几个方面都处于国

内前列、同类院校领先．

2 学科发展挑战

学校入选“双一流”建设为生物学科发展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本院引进高水平教师和吸引

高素质学生提供了可能，也为瞄准学科重大科学问

题和国家重大需求潜心研究提供了平台． 虽然如

此，学科发展也面临严峻挑战． 挑战性体现在和其

他学科相比生物学科还比较年轻，同时由于生物系

统的复杂性导致生物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没有完

全形成，多数重大的生物学问题还没有解决，也因

此为生物学科工作者提供了取得重大原创突破以

及学科重大发展的机遇，还由于生物学的重大科学

问题直接决定人类的健康、食品质量和生活环境，

导致国内外非常重视生物学科的发展，国内外生物

学科发展很快． 在这种形势下，本院生物学科如果

不能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必然会不进则退，目前经过

几代人积累起来的这些优势可能在几年内就会荡

然无存．
目前学院在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的问题包括:

①冲击世界一流学科的人才队伍急需加强，领军人

才仍然不足，一流原创的成果、一流人才的培养有

待加强;②急需建立评价一流学科成果的标准以鼓

励学科教师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潜心研究、争创世界

一流的研究成果; ③生物科学是实验科学，需要并

依赖经费和研究条件，支持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

④高水平研究和人才培养平台( 如国家重点实验室

和国家级平台) 建设急需加强; ⑤教师教学水平、科
研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⑥国际化

交流和办学还需加强．

3 学科发展方向

3. 1 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强化高层次人才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加快培养

和引进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的一流科学家，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引

进、任用机制，组建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创新师资

队伍，提高人才培养、原始创新和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的能力．
3. 2 提升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水平

以解决学科重大科学问题原始创新和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为导向，提升学科科学研究能力; 坚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学科特色方向的布局和设

计，加强前瞻性、战略性科学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

决重大生物学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 在细胞逆

境应答、生物演化及动植物协同进化、ＲNA 生物学

等领域打造进入世界一流学科水准的研究方向、产
出突破性原创成果．

同时创新管理机制，在引进国内外高水平人才

的前提下，在学科内部引进竞争机制，倡导学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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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秉承“求实创新”的科学精神，自由探索未知学科

前沿; 营造学科研究自主创新、学术思想宽松活跃

的氛围，激励具有突破性和持续发展潜力的原始创

新，鼓励教师按照学科发展规律潜心研究; 显著提

高科学研究支持力度，利用内部资源重点支持原创

性研究，成果评价不注重数量、而注重质量，学术水

平和绩效引进国际评估机制; 支持鼓励高水平前沿

成果的转化．
3. 3 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国际人才、组建国际一流

水平研究中心

提高国际化程度，加强国际交流，在学院优势

领域引进国际一流学者的基础上，整合引进的国际

人才和学院优秀师资力量组建“研究中心”． 通过改

革教育和科研运行、管理和评审的相关制度，吸引

与汇聚热心生物学教育的优秀科学家，以出色的理

论教学和尖端的科学研究并重培养生物学拔尖创

新人才，造就国际一流的生命科学研究与教育中

心． 以这些研究中心为平台开展国际前沿科学研究

和国际一流人才培养，最终目的是一方面使研究中

心成为不断引进高层次国际人才的载体; 另一方

面通过中心的平台把引进的国际顶尖人才和学院

现有优秀人才整合起来明显提升学院现有教师的

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发表国际同行认可的一

流研究成果，培养国际同行认可的一流学生． 同时，

借助中心引进的顶尖学者的国际影响力，在本院定

期召开高规格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研讨会一方面

扩大并加强生命科学学院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为本院的教师提供在国际高规格会议宣

传展示研究工作、为学生提供与众多国际一流学者

直接交流的机会，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增长见识．
3. 4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人才是学科的重要使命，人才培养的水平

依赖于学科师资的学术水平、学科办学的国际化程

度和学科科学研究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在上述 3 项

内容高水平有保障的前提下，培养高水平人才就是

水到渠成的事情，而且会形成各方面的良性循环．
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着力培

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在提高学科教学水平方面下大功夫、加大投入． 加

强教学的国际化水平，开阔教师和学生的国际视

野，鼓励教师潜心课堂教学和教学研究． 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坚持专业核心课小班课 /研讨课模式; 加

强创新创业教育，推进个性化培养，全面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质、创业意识、创造能力; 不断扩大国际化

合作办学模式，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拔尖人才．

4 结束语

首都师范大学生物学科从无到有，经过 65 年

的发展建设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

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已经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

响． 生物学科将以学校“双一流”建设为契机，抓住

机遇、直面挑战、克服困难、有所作为，在师资队伍

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再上

新台阶．

致谢: 感谢何奕騉、刘晓晴和张爱兵教授对本

论文的修改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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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Biology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under the "Double First － Class" Initiative

MA Ligeng ZHANG Xiaofang

( College of Life Sciences，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of the field of biology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discuss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at the field faces following the university' s inclusion in the "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and proposes directions and goals for the future growth of the field．

Keywords: " double first-class" initiative; biology at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history; present;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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