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简要情况） 

南京医科大学药学学科成立于 2002 年，现有药学一级学科博士

学位授权点和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药学一级学科为江苏

省重点学科，在第四轮教育部学科评估中获 B 等级，并入选江苏高

校优势学科第三期建设项目。 

    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包括 2 个二级学科，分别是：①药理学：

主要研究方向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分子机制和药物靶标研究，神经精

神疾病发病分子机制和药物靶标研究，脑损伤与再生修复，干细胞与

再生医学；②临床药学：主要研究方向是定向蛋白组学研究生物大分

子在肿瘤耐药中的生物学功能，肿瘤药理，药物过敏反应预警机制和

脱敏疫苗研制。 

    药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包括 5 个二级学科，数量合理，培养方

向稳定，基本涵盖了药学学科的各个方向，其中主要支撑方向包括药

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学、药理学和临床药学。 

   药理学为国家重点学科，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

前 1‰，化学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药剂与药理学 2021QS

世界大学排名在独立设置医科大学中排名第一。 

 

 

 



二、本年度建设取得成绩（思政教育、人才培养--含研究生教育质量

和学位授予质量等、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对外交流与合作、条件保

障等。） 

2021 年度，本学位授权点面向“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研究和创

新能力、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人才”的国家需求，以“建设国家一流学

科和专业、培养懂医精药善研善成的药学人才、建设创新团队及科研

平台、产出标志性高水平科研成果”为目标，将“学为人师、行为示

范；大医精诚、精心于药；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科学思维、创新精

神；药苑风华、价值导向”为工作主线，不断探索药学专业创新育人

新途径，从思政教育、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对外交流、

条件保障等六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关键举措，并取得了阶段性建设成

果。 

 (一) 思政教育成效 

    （1）探索“多师同堂”，开辟药学思政新路径。 

    出版《药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集》。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我

院主编的《药学课程思政教学案例集》，该案例集是国内药学教育领

域首部课程思政案例教材，为新医科背景下药学类专业课程思政教育

提供了新范式。 

举办“名家论药”系列活动。以“我们征途是新药学海”、 “学

思践悟，争做药学新青年”等为题，“昆磊青年工作室”举办了“名

家论药”、医路之校友论道系列活动，邀请了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为

本学科研究生答疑解惑。活动通过多学科交叉互补、厚植人文情怀等



途径，有力地推动了药学学子的成长成才。 

举办“远离毒品、健康成长”系列活动。药理学专业教师、马克

思主义学院老师以及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警官齐聚一堂药理课，分

别从药理专业知识、中国近现代史以及毒品典型案例等不同视角带领

同学们探寻有关毒品的“前世与今生”。该活动的举办增强了同学们

的专业自豪感，他们希望利用药学专业优势，参与到新型毒品的治疗

药物研发工作中，同时同学们的社会责任感得到进一步加强，他们用

最富青春的力量为禁毒宣传发声。 

    将思政课堂开在帕米尔高原。生药学专业教师和附属克州人民医

院援疆专家及民族医药研究院专家在数字智慧教室里，围绕民族医药

发展与学生进行云端思政交流。江苏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杨杰主任分享了他在新疆克州医院的援疆故事；克州医院的努尔佳玛

丽·沙尔巴依热情地讲述了自己的求学和工作经历，介绍了研究“柯

药”的团队及主要工作任务。该课程将立德树人与扶贫攻坚结合，开

辟了一条三全育人的新路径。 

    （2）投身疫情防控，彰显责任担当。 

    2021 年 7 月南京新冠疫情爆发后，药学院在接到学校通知后迅

速组建了一支由 10 位青年教师和 25 位研究生组成的 35 人师生青年

志愿者队伍，并前往江宁谷里支援疫情防控核酸检测工作，体现了南

医药苑志愿队不负重托、勇于担当的精神。 

    （3）发挥专业优势，开展劳育实践。 

通过建设 3500 平方米的药用植物园，设立中药生药标本馆，开



设《中药文化之旅》、《药用植物栽培实践》选修课，制作防疫香囊、

中药标本、茶包和药用植物盆景等，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打造师生喜爱、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平台，引领学生树立正确劳动观，

养成良好劳动习惯，提高劳动实践技能。该劳育成效得到省教育厅的

肯定及新华社宣传报道。 

（4）牵手肯尼亚埃格顿大学孔子学院，助力一带一路。 

本学位点牵手肯尼亚埃格顿大学孔子学院，开展了两次全英文云

课堂，使一百多位非洲同学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在“中国年”主题

活动中，带领大家云夜游夫子庙，品味中国年味。在“邂逅多彩中药、

弘扬抗疫精神”活动中，联手学院中药学专业教师，参观中药生药标

本馆，制作抗疫香囊。此系列活动提高了研究生综合素质，拓展了国

际视野，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化了爱国主义情感，致力于打造“药

味丝绸之路”。 

（二）人才培养成效 

    （1）优化生源质量，完善招生制度。 

为争取更多优质研招生源，提高研究生队伍的整体水平，本学位

授权点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扩大学科影响力。如，给予推免生7000 元

的新生奖学金；组织导师赴兄弟院校开展研究生招生宣传活动等。目

前药学学科研究生考生生源充足且质量良好。 

在招生录取方面，本学位点在学校相关政策基础上，制定了针对

学科特点的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工作实施办法，成立了招生复试工

作组，在招生复试的过程中实行全程录像，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坚持



科学选拔，确保生源质量。注重导师在研究生复试中的作用，充分发

挥和规范导师群体在复试选拔中的作用。根据疫情防控需要，采用网

络远程复试，圆满完成2021 年度本学位授权点的硕士研究生复试录

取工作，共招收硕士研究生43人。 

完成“硕博连读选拔”及其博士生招生工作，共计招收全日制博

士研究生14人、联合培养在职专业博士研究生6人。完成博士后招聘

及进站工作，1 名全职博士后进入药学博士后流动站。 

    （2）坚持多措并举，确保培养质量。 

强化研究生始业教育。2021 年 9 月，我院开展研究生始业教育

系列讲座，包括日常教育管理与奖助学金管理办法、科研第一课、思

政第一课、研究生学术思维与伦理安全等。我院的优秀研究生毕业生

与新一届研究生同学分享了他们的青春故事。2010 届硕士毕业生季

兴老师，目前是我校附属儿童医院药学部的副主任，讲述了他在学生、

老师、药师三个身份的转换之间的心路历程。“小仙女药师”贺春晖

为我院 2011 届硕士毕业生，目前是江南大学附属医院药学部的临床

药师，分享了自己工作经验。我校首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张梦蝶同学

为我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她不畏艰苦，远离家乡，怀着一腔热情

和一颗奉献的心毅然前往四川阿坝州。在这次分享中，她以视频的形

式向我们展示了她的支教日记，生动直面的让同学们感受到挥洒青春

汗水的快乐和满足。活动结束后，同学们带着师长们的期许和祝福不

断前行，希望未来能做一个精研精诚、闪“药”青春的药苑人。 

加强研究生科研记录管理与检查。研究生科研记录是记载和反映



研究生科研进程和状况的直接形式。为强化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监控与

管理，督促学生认真、诚信开展科研，根据南医大研函〔2021〕24 号

《关于开展研究生科研记录检查的通知》要求，我院积极开展了研究

生科研记录自查工作，对于不符合要求的科研记录，责令相关研究生

对照《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科研记录抽查评分表》，在规定期限内完

成整改，在整改完成并检查合格之前，不得进行中期考核或毕业论文

答辩。 

    重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11 月 5 日下午，我院在至诚楼 Y310

举办《心理危机的识别、评估与干预》讲座，我院全体党支部书记、

学系主任、研究生党员、管理干部参加了此次讲座。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院长郑爱明教授从校园内常见心理健康问题为切入点讲述了如何

进行精神疾患的识别、评估、干预，并着重讲述了抑郁症这一目前最

易引起大学生自残乃至自杀的心理疾病。郑院长阐述了如何识别抑郁

症的心理和身体症状，提醒老师和同学们在处理此类心理危机问题上，

一定要以倾听鼓励的方式来代替批评教育，坚持生命第一原则，做到

“陪伴”、“有限保密”、“寻求外界帮助”三者相结合。 

推动研究生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交流。本学位点积极推动研

究生参加国内外学生交流及创新创业大赛，给与获奖研究生参会经费

支持。本年度，多名研究生在各类会议论坛及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

其中，11 人次在江苏省研究生学术创新论坛暨药学研究与转化前沿

姑苏论坛中获优秀论文特等及一、二、三等奖；1 人次获第七届江苏



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1 人次获 2021 年“科创

江苏”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 

（3）加强毕业论文评审，确保学位授予质量。 

在研究生毕业环节，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毕业论文评阅的重要

作用，成立论文查重、格式审查、学位授予条件审查工作组，进一步

规范和提高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本年度本学位点25人获得硕士学

位，11人获得博士学位，年终就业率达100%。 

（三）师资建设成效 

    （1）坚持外引内培，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继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引进教授1人、副教授2人，公开招聘博

士3人、博士后1人。晋升副教授3人、博士后特设副研究员2人、中级

职称2人。截止到2021年底，有专任教师83人，其中正高级25人，副

高级27人。共有博士生导师23名，硕士生导师14名。新增江苏省特聘

教授2人，江苏省双创博士3人，江苏省“青蓝工程”骨干1人。 

（2）强化育人责任，提升导师队伍质量。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南京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条例》

进行导师资格审查与遴选，并开展系列导师培训工作，以加快提升导

师队伍质量。邀请研究生院吴文明副院长为导师解读研究生培养过程

中的诸多环节，包括导师聘期考核说明、导师招生资格审查说明、导

师资格认定说明、导师指导评测点以及二级培养单位义务等重要内容；

邀请资产处、校长办公室、审计处、马克思主义学院相关部门为我院

导师开设“安全教育讲座”、“公文写作培训”、“规范科研经费管



理与使用”、“心理问题干预”等系列讲座，强化导师研究生培养、

实验室安全、经费使用等各方面的管理能力。 

（四）科学研究成效 

（1）加大支持力度，提升科研实力。 

本学科对科研工作支持力度持续加强，围绕国家发展战略需求中

的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需求，制定并实施《药学院关于江苏高校优势

学科（药学）重大工程项目支持实施办法（2021 年试行稿）》，加强

基础性研究，强化应用性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再创佳绩。我院在学校的指导与支持下，

通过组织科研项目交流、申报动员会、标书预评审会等方式，努力提

高科研项目质量，基金立项层次、获批总数量和获批经费数再上新台

阶。本年度，本学科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资助 18 项，其中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0 项，面上项目 7 项，季勇教授主持的《心血管

损伤分子机制与防治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立

项资助。此外，刘妍教授主持的《基于人源性干细胞移植的重大脑疾

病神经环路重建研究》获 2021 年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资助。

上述科研项目总直接经费近四千万元。 

发表高水平科研成果。本年度，本学位点发表一系列高水平科研

成果：朱东亚教授课题组在 Molecular Psychiatry 揭示 nNOS-CAPON

耦联促进消退记忆维持的新机制；韩峰教授课题组在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Redox Bio 揭示病理性新生血管重塑调控新靶

标；胡琴教授课题组在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构建多通路同时



检测急性心肌梗死标志物研究中取得新进展；刘妍教授课题组在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发表研究唐氏综合征神经发育缺陷机

制新进展；林建国教授课题组在 ACS Nano 报道肿瘤微环境响应激活

型智能小分子 PET 探针；方一民教授课题组在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报道利用光学方法实现水中塑料颗粒高效去除的新策略；季

勇教授课题组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报道临床治疗糖尿病动脉

粥样硬化的新靶点和新策略。 

科技获奖及科研平台建设。本年度，本学位点在科技获奖及科研

平台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季勇教授《心血管损伤分子机理与

干预研究》获 2021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陈芸教授《基于原

位质谱检测的药物靶标评价技术》获江苏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成

果奖三等奖；韩峰教授团队《重大脑疾病药物靶标研究与转化》获江

苏省高校优秀科技创新团队立项。 

（2）科研服务社会，助力高水平大学建设。 

搭建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平台。成立药品监管科学与药物经济学

系，院校共建，优势互补，将来为医药经济管理部门、医药产业政策

研究部门、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心、医药科研院所输送创新型人才。举

办药物流行病学与药物经济学研讨会，讨论药品不良反应与药物流行

病学、流行病学方法在药物评价中的应用、医疗大数据和临床真实世

界药物经济学评价，为如何开展药学与公卫、经济学等的学科的融合

交叉提供思路。成立药物警戒与药物评价中心，致力于药物警戒与上

市后药物评价领域的教学科研实务，旨在发展和落实监管科学理念，



以期为助力健康中国建言献策。 

项目为纽带的院-企融合式发展。马腾飞教授受聘江苏省防范毒

品滥用专家组成员，充分发挥科研优势，揭示新型毒品的成瘾与分子

机制，研发新型分子标志物和戒毒产品，积极推动禁毒领域政、产、

学、研、用等一体化团队的形成，全面促进科技禁毒。李歆教授团队

的调研报告《江苏医药产业竞争力国际化比较研究》获省领导批示。

陈立娜教授带领中药发展团队成功“揭榜挂帅”2021 年江苏省对口

支援新疆克州重点攻关课题，为完善柯尔克孜民族医药理论体系及推

进柯医药人才队伍建设给予全方位支持。 

（五）对外合作与交流成效 

（1）进一步推进院企联合研究 

为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加强我校原始创新药物靶标研究，促

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开发，推动重大新药创制，我院与先声药

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设立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发展提升计划基

金”，用于支持我校药学品牌、新药研究等方面的提升。在此基金的

支持下，我们承办了“2021 年第四届临床药学金陵高峰论坛”，组

织了天元药学基金新药研究开放课题的申报及评审，重点支持肿瘤、

免疫、心脑血管、神经精神疾病的新型治疗药物研究。 

与南京强制隔离戒毒所、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鲁南制药在党

建工作、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科普宣传等多方面开展合作。与江原

安迪科正、米度签署核药物合作协议。继续推进与奥赛康药业、先声

药业、扬子江海陵药业、集萃药康等在项目合作、学生实习、博士后



培养等的交流合作。 

（2）持续拓展国内品牌会议影响力 

10 月 22 日–24 日期间，2021 年“江苏省研究生药学类学术创新

论坛暨药学研究与转化前沿姑苏论坛”在我校举行。我校校长胡志斌、

副校长季勇、中国药科大学副校长孔令义，江苏省药学会主任魏臻以

及我校、附属苏州医院和全国药学领域的 30 余位知名专家应邀出席

论坛。来自全国 10 余所高校的近 400 名师生参加论坛。 

10月 28日–29日，主办第四届金陵脑科学与药学前沿高峰论坛。

季勇副校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杜冠华教授、浙江中医药大

学陈忠校长、澳门科技大学药学院朱依谆院长，以及国内知名院校脑

科学专家及校内外师生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参加了本届学术论坛。

会议搭建了脑科学与药学科研交流与合作平台，推进药学与医工前沿

研究交融，并拓展我校师生的研究视野，提升我校在脑科学与药学领

域的影响力。另，举办天元药学沙龙十余次。 

12 月 1 日–2 日期间，2021 年第四届临床药学金陵高峰论坛在我

校举行。本次会议邀请了 120 余位著名学者在 6个会场做了精彩报告，

吸引了线上线下近 3.5 万人次参会。本次会议进行顺利，并取得圆满

成功。 

（3）鼓励师生积极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 

本年度，本学位点共计 80 人次在国内重要学术组织或者行业任

职，担任“中国毒理学会”、“中国微循环学会”、“中国病理生理

学会生物活性小分子专业委员会”等各类学会、专委会等的副会长、



副理事长、理事、主任委员等职务。另，有 20 人次担任 British Journal 

of Pharmacology、Journal of Pharmacological Sciences、中国临床药学

杂志等国内外重要期刊的副主编、编委等职务。 

（六）条件保障建设成效 

    （1）科研平台支撑 

    完备的科研平台对培养具有科学精神、国际视野、创新和实践能

力的药学专业高水平人才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以综合性重大医药前沿

问题研究为纽带，以创新药物研究为中心进行平台的有序建设。本学

科现建有江苏省心脑血管药物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基因药物技术中心、

江苏省神经退行性疾病重点实验室、江苏省心血管病转化医学协同创

新中心等 6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实验室配备了液质联用仪（Quattro 

Premier）、神经细胞功能性显微离子成像系统、流式细胞仪、激光共

聚焦显微镜、自动快速蛋白纯化系统、动物行为评价系统、活细胞工

作站、核磁共振波普仪等大型精密仪器，可以全方位满足高层次药学

人才的培养需求。 

    （2）师资队伍支撑 

本学位点有重点、有特色地打造针对特定疾病的高水平新药研究

队伍梯队，通过老中青结合，传帮带传承，重点围绕脑卒中、抑郁症、

焦虑症、高脂血症等重大疾病的发病机制，开展创新药物靶点研究及

一类创新药物研发，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高水新药研发

队伍的打造有利于培养出高水平的研究生。 

    （3）附属医院及医药企业支撑 



与泰州医药城、先声药业、奥赛康药业、圣和药业等 10 余家医

药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南京医科大学-奥赛康药业创新药物转化医学

研究产业学院、先声药业—南京医科大学转化医学与创新药物国家重

点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等的建立，为学科发展、科技成果转化、研究

生实践训练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实际情况） 

    （1）研究生培养规模偏小，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监控

的体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2）在师资队伍数量与结构、高层次领军人才方面有待加强。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发展目标、保障措施等） 

（一）在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管理方面，拟成立研究生教育督导

组，邀请对研究生教育与培养经验丰富、严格严谨的导师担任督导，

全程监督检查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拟通过各种活动加强研究生科研

记录的监督与检查。实行指导教师责任制，由导师全程监督检查研究

生科研记录本。学院定期开展对研究生记录本的自查自纠、学系互查、

及不定期抽查活动，对于不合格的研究生记录，责令相关研究生整改，

直至达到学校指定的标准。在整改完成并检查合格之前，不得开展中

期考核及学位论文答辩。拟通过举办“学术周”等活动，由学院、学

系牵头开展研究生中期考核，邀请校内外知名专家担任考评专家，按

照一流培养标准抓好研究生中期考核质量。严把研究生出口质量，争

取所有论文参加盲审，确保所有毕业生的学位论文达到学位授予条件。 

（二）在师资队伍结构及高层次领军人才建设方面，拟采取的改



进措施是，联合引进高层次人才，招收优秀博士后进站，实施“辅导

员药学名师计划”，建设蒋建东院士工作站。。 

（三）推进强国药学人才培养体系的顶层设计与规划。广泛开展

青春向党、奋斗强国各类活动。梳理总结“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示范

学院立项以来的工作举措和进展，围绕“多模式药学思政”现有模式

兼顾育人体系重塑和精耕细作式实践。 

（四）申报江苏省 2022 年“江苏省重点产业学院”，拓展与地

方政府合作渠道，为建设“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奠定基础。 

（五）培育科研重大成果、重大项目和重点平台建设。汇聚多

方资源，实现药学和临床医学等学科的互补融合和创新引领，建成稳

定的“产学研医”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和创新药物研发协同创新平台，

拓展药学学科发展空间，拓展核药学、药品监管科学与药物经济学等

新的学科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