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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临床药学发展

马 国 相小强 蔡卫民 侯爱君

（复旦大学药学院 上海 201203）

2016 年 5 月 28~29 日，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

流司批准，由复旦大学药学院主办、国家新药筛选中

心协办、上海市浦东新区生物产业行业协会合办的

2016 中美临床药学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该论坛也

是复旦大学111 周年校庆和复旦大学药学院 80 周

年院庆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论坛得到了《中国临床药学杂志》社、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华山医院、儿科医院和肿瘤医院

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论坛由复旦大学药学院副院长

侯爱君教授主持。复旦大学药学院院长、国家新药筛

选中心主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生物产业行业协会副

会长王明伟研究员致开幕辞，复旦大学药学院党委

书记陆伟跃教授致闭幕辞。
本论坛吸引了 300 余位国内外临床药学及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教师、临床药师、研究生等参加。
会议以“中美临床药学发展”为主题，紧紧围绕“全球

化视野下的临床药学教育发展”和“精准医学导向下

的临床药学实践”两个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互

动。19 位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国

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医科大学、
徐 州 医 科 大 学 、 匹 兹 堡 大 学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
肯塔基大学 （University of Kentucky）、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奥尔伯尼药学和健康科学

学 院 （Albany College of Pharmacy and Health
Sciences） 等中美高校以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华山医院、儿科医院、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南京鼓楼医院等医疗机构的临床药学专家、学者作

了精彩的演讲。
此次会议包含了大会报告和分会场报告。中国

药科大学副校长姚文兵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大陆临

床药学人才培养现状调研与趋势分析”的报告，介绍

了国内临床药学教育现状（办学状态），临床药学专

业办学院校与医院实践教学基地调研与分析，以及

临床药学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等。美国明尼苏达大

学药学院临床药学系主任 Robert J. Straka 教授作了

题为“Precision Medicin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Moving from Discovery to Implementation”的报告，探

讨了精准医学在新药发现和临床用药中的作用、机
遇以及面临的挑战。美国肯塔基大学药学院国际学

生 专 业 教 育 部 主 任 Melody Ryan 教 授 作 了 题 为

“Pharmacy Residency Program in the US”的报告，介绍

了美国住院药师制度及住院药师申请、培训等情况。
会议闭幕前，美国匹兹堡大学药学院 Xiang- qun Xie
教 授 作 了 题 为“Precision System Pharmacology for
Alzheimer’s Diseases from Benchtop to Bedside”的报

告，介绍了精准系统药理学在阿尔兹海默症新药研

发与治疗中的应用。北京大学药学院史录文教授的

“北京大学临床药学教育与学科发展”、沈阳药科大

学杨静玉教授的“沈阳药科大学临床药学专业构建

的情况分析”以及复旦大学药学院蔡卫民教授的“临

床药学本研一体化教育创新实践”等精彩报告分别

分享了本校的临床药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经验、探
讨了存在的问题以及临床药学学科发展、课程体系

和教学体系建设等。蔡卫民教授还特别呼吁国内相

关部门尽快批准实施中国的“Pharm. D.”教育。
在“全球化视野下的临床药学教育发展”分会场

报告中，美国阿尔伯尼药学院 Haian Zheng 副教授作

了题为“China- US Pharmacy Experiential Education
Exchange Programs: Achievements, Challen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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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ses”的演讲，介绍了中美临床药学实践教育项

目实施的现状、已取得的成果、面临的挑战等；安徽

医科大学党委书记李俊教授的“临床药学本科专业

的实践与探索”、徐州医科大学副校长印晓星教授的

“以人为本，药学服务，推进临床药学专业建设”以及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蒋学华教授的“关于临床药学

基础问题的一点思考”等报告，分别介绍了所在学校

临床药学教育开展的历史和现状，畅谈了他们的经

验和体会，并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思考。
在“精准医学导向下的临床药学实践”分会场报

告中，中山大学药学院院长黄民教授的“药物基因组

学在免疫抑制剂个体化用药中的应用”、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药学部吕迁洲教授的“上海市临床药师

在职培训实践”、南京鼓楼医院药学部葛卫红教授的

“临床药学学科平台建设与实践”、第二军医大学附

属长海医院药学部高申教授的“国内临床药师培训

基地的实践”、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药学部李智平

教授的“发育药理学在儿科精准药物治疗的实践”、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药学部焦正教授的“临床药

学科研：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美国密歇根大学药学

院 Haojie Zhu 博士的“Pharmacogenomics of Prodrug
Activation”以及匹兹堡大学 Jennifer Pruskowski 博士

的“Palliative Clinical Pharmacy Care in the US”等报

告，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精准医学导向下的临床药学

实践，倡导大力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药学服务，提

升药学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本次会议共收到投稿论文 200 篇，经专家评审

共录用 33 篇优秀论文进行壁报展示。经本次会议学

术委员会评审，从入选的 33 篇论文中评选出一、二、
三等奖共 12 名。其中，复旦大学药学院马国副教授

的“Inhibition of Human UGT1A1- Mediated Bilirubin
Glucuronidation by Salvianolic Acid A, Salvianolic Acid
B and Polyphenolic Acid- rich Danshen (Salvia
Miltiorrhiza) Injections”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

研究生王琛瑀的“The Effect of Poor Compliance on the
Pharmacokinetics of Valproic Acid in Children with
Epilepsy UsingMonte Carlo Simulation”获得优秀论文

一等奖。

中美二氧化碳排放控制技术研讨

方梦祥 王诗依 王 涛 骆仲泱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杭州 310027）

自 2001 年首届中美 CO2 排放控制技术研讨会

召开以来，CO2 排放控制越来越受到各国广泛重视

和关注。近年来，中美双方关于二氧化碳控制减排

有过多次协定以及技术交流，在此基础上，全球将持

续关注中美双方在全球继续使用化石燃料的情况下

对 CO2 排放控制技术起到的领导作用。由美国能源

部、中国科技部、中国教育部三方合作主办，由中国

浙江大学和美国怀俄明大学共同承办，中国石油大

学（北京）协办的第 5 届中美 CO2 排放控制技术研

讨会于 2016 年 6 月 6~7 日在中国杭州举行。
百余位中美双方 CO2 排放控制技术专家、学者

参加了本次会议。浙江大学张宏建副校长、美国能

源部副助理国务卿 Daivd Mohler 先生、Scott Smouse
先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美方参会代表来自美国能

源部、怀俄明大学、杨百翰大学、北达科他大学、宾州

州立大学、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皮特雷诺公司

等，中方参会代表来自浙江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华北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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