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医学系 2021 年申请长聘职副教授情况一览表(仅供参考) 

单

位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进校 

时间 

最后学历

及毕业时

间、学校、

专业、导

师姓名 

现聘岗位

类别、聘

任期限 

个人简历 教学业绩 科研项目情况、奖项 

论文 

① 第一作者文章（列出 IF， 期刊名）； 

② 通讯作者文章（列出 IF， 期刊名）。

共同作者的注明署名序位。 

申请岗位工作思路及预期目

标 

社会服务（含

校内外服务） 

晋升

建议 

基

础

医

学

系 

王

良 
男 1977-06-08 2021.05 

博士学位，

2006-08，

香港中文

大学，解剖

学，陈活彝 

百人计划研

究员（自然

科学 C类）；

2015.05～

2021.12 

1995.09～2000.07，滨

州医学院，临床医学，

本科； 

2000.09～2003.07，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解剖学专业，硕士； 

2003.09～2006.07，香

港中文大学解剖系，解

剖学专业，博士； 

20006.08～2007.08香

港中文大学解剖系，副

研究员； 

2007.09～2015.04，欧

洲神经科学研究所（德

国哥廷根），博士后研究

员； 

2015.05～现在。浙江大

学医学院，研究员。 

 

承担人体形态

学实验基础和

局部解剖学的

本科生教学任

务，近 3年每

年课时 132节，

教学评价为优

秀或者良好。 

1）项目名称：跳跃型巨结肠中节段性

肠神经的胚胎学来源及其形成的分子

机制研究。资助金额：69.6 万元。项

目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项目编号：82070527，起止年月：

2021/01-2024/12，项目负责人。 

 

2）项目名称：PWMI中轴突源影响移植

人 OPC成髓鞘关键分子的鉴别。个人资

助金额：191万元。项目来源：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编号：

2017YFA0104201 ， 起 止 年 月 ：

2017/07-2021/12，项目骨干。 

  

3）项目名称：Sema3b/Neuropilin 信

号通路介导的施旺细胞与交感轴突间

作用参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机制研究。

资助金额：10 万元。项目来源：浙江

省 科 学 技 术 厅 ， 项 目 编 号 ：

LY19C090005 ， 起 止 年 月 ：

2019/01-2021/12，项目负责人。 

  

4）项目名称：Sema3b/Neuropilin 信

号通路介导的施旺细胞与交感轴突间

作用参与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机制研究。

资助金额：5万元。项目来源：浙江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项目编号：

QJD1802028 ， 起 止 年 月 ：

2018/07-2020/07，项目负责人。 

 

1） Yu, Q., Du, M., Zhang, W., Li, L., 

Gao, Z., Chen, W., Gu, Y., Zhu, K., Niu, 

X., Sun, Q., and Wang, L. (2021). 

Mesenteric neural crest cells are the 

embryological basis of skip segment 

Hirschsprung’s disease. Cellular and 

Molecular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12(1), 1-24. (Cover 

artice/Featured article/editorial 

comment)  IF: 9.225 

 

2） Niu, X., Liu, L., Wang, T., Chuan, 

X., Yu, Q., Du, M., Gu, Y., and Wang, 

L. (2020). Mapping of extrinsic 

innervation of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in the mouse embryo.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40(35), 6691–6708. 

(Cover article/Featured 

article/editorial comment). IF: 6.993 

 

教学方面：发挥自己解剖学背景

优势，完成解剖学本科教学任务

的同时，利用自己的经验培养新

老师的教学经验。 

 科研方面：在积极申请课题的

同时，利用自己周围神经发育研

究的优势，从临床需求出发，加

强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结合，

将来会聚焦下列几个目标： 

    1） 揭示非髓鞘施旺细胞同小

口径无髓轴突间相互作用进而

形成 Remak bundle 的分子机制，

探索 Remak bundle 在神经再生

和神经病理性痛疼的作用； 

    2） 谱系追踪起自神经管不同

节段的神经嵴细胞，绘制其对周

围神经和相关组织的贡献图谱； 

    3） 揭示内脏施旺细胞的起

源，生物学特点和生理学功能。

结合临床病例，探索能否通过操

控内脏施旺细胞功能改变内脏

神经的对脏器的支配。 

学科建设：鉴于国内解剖老师科

研水平相对低下的现状，利用自

己的科研影响力参加国内的学

术会议，扩大浙江大学基础医学

院解剖系在全国的影响。  

社会服务：积极参加医学院解剖

学博物馆，尸体捐献宣讲，脑库

建设，及医学院本科生高考宣讲

的工作。 

 

 

 

参加 2016 年浙

江大学神经科

学研究所山东

省研究生宣讲； 

参加 2018，

2019，2020 年浙

江大学本科生

在山东高考宣

讲； 

2020 年浙江大

学院级先进工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