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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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素

宏 

男 1980.12 2015.12 

博士，

2009.04 

中国科学

院遗传与

发育生物

学研究所， 

发育生物

学， 

张建 

百人计划研

究员 

2015-12-01

至

2021-12-31 

教育经历： 

1) 2003-09 至

2009-04, 中

国科学院遗传

与发育生物学

研究所, 发育

生物学, 学

习, 张建  

2) 1999-09 至

2003-07, 武

汉大学, 生物

技术, 学习,  

工作经历： 

1) 2020-11 至

2021-11, 中

国, 浙江大学

爱丁堡大学联

合学院, 副院

长 

2) 2018-07 至

2020-10, 中

国, 浙江大学

爱丁堡大学联

合学院, 院长

助理 

3) 2017-06 至

2018-06, 中

国, 浙江大学

附属妇产科医

院, 院长助理

（挂职） 

4) 2015-12 至

2021-12, 中

国, 浙江大学

医学院, 研究

员 

5) 2009-06 至

2015-11, 美

国, 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 

项目助理科学

家 

参与讲授

Introduction 

of Modern 

Biological 

Sciences 留

学生课程,在

爱丁堡主讲

Building an 

organism,参

与讲授

IBMS1，ICMB1，

BG2, IBMS3 等

英文课程，在

竺可桢学院讲

授细胞生物学

课程，在基础

医学系主讲发

育生物学，参

与讲授分子医

学、生物学导

论、生命科学

基础、遗传学

专题、高级细

胞生物学等课

程。累计教学

达 340 课时，

听课学生累积

达 2000 余人。 

1) 四跨膜蛋白 TSP-15 在

细胞膜修复中的分子

动态调控机制研究, 

纵向, 浙江省基金委, 

80(80)  , 

2021-01-2023-12,  

2) 线粒体片段化加速线

虫皮肤损伤修复的机

制研究, 纵向, 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56(56)  , 

2020-01-2023-12,  

3) 浙江大学（余杭）基础

医学创新研究院医药

转化项目, 横向, 余杭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300(300) , 

60, 

2019-12-2023-12,  

4) 介导线粒体和内质网

互作的分子机器动态

调控机制, 纵向,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85(85) , 45, 

2018-01-01-2020-12-

31, 1/1 

5) 活性氧（H2O2）信号在

线虫表皮损伤修复中

的功能研究, 纵向,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 65(65) , 50, 

2017-01-01-2020-12-

31, 1/6 

6) 生物材料诱导非骨组

织再生机制研究, 纵

向, 科学技术部, 

750(37.5) , 37.5, 

2016-05-01-2020-12-

31, 1/1 

 

① 第一作者文章: 

1) Xu S, Chisholm AD. (2014) 

C. elegans epidermal 

wounding induces a 

mitochondrial ROS burst 

that promotes wound 

repair. Dev Cell 

（IF:12.332）  

2) Xu S, Cheng F, Liang J, Wu 

W, Zhang J.(2012) Maternal 

xNorrin, a canonical Wnt 

signaling agonist and 

TGF-β antagonist, 

controls early 

neuroectoderm 

specification in Xenopus. 

PLoS Biol (IF:9.57）.  

3) Xu S, Chisholm AD. (2011) A 

Gαq-Ca2+ signaling 

pathway promotes 

actin-mediated epidermal 

wound closure in C. 

elegans. Curr Biol (IF: 

11.713)  

4) Xu S. (2015) The 

application of 

CRISPR-Cas9 genome 

editing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J. Genetics and 

Genomics (IF: 5.223) 

② 通讯作者文章 

1) Meng Xinan, Yang Qingxian, 

Yu Xinghai, Zhou Jinghua, 

Ren Xuecong, Zhou Yu, and 

Xu Suhong. (2020) Actin 

polymerization and ESCRT 

trigger recruitment of the 

fusogens Syntaxin-2 and 

EFF-1 to promote membrane 

repair in C. elegans, 

Developmental Cell （IF: 

12.332） 

2) Fu Hongying, Zhou Hengda, 

Yu Xinghai, Zhou Jinghua, 

Xu Jingxiu, Meng Xinan, 

Zhao Jianzhi, Zhou Yu, 

Chisholm Andrew D., and Xu 

Suhong. (2020) Wounding 

triggers MIRO-1 dependent 

mitochondrial 

fragmentation that 

本人在“百人计划”研究员受聘期内高效完成岗位目标和任务，因此申请长聘教授职位。

本人将在浙大医学院基础医学系、浙大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现有平台和省重点实验室的支持

下，在国家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新时代，认真履行长聘教授岗位职责，围绕立德树人与

学科建设核心内容，在发展方向、学术梯队和创新团队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实现跨

越式发展。本人将继续延续已有教学和科研成果，创新教学模式和管理，立德树人、积极拓展

科学研究新范式，积极努力参与学科建设，在社会服务，国际化战略等方面继续努力前进。具

体而言如下： 

1、立德树人，培养创新型人才。将立德树人摆在岗位职责的首位，育人育心，浇花浇根。思

政育人:坚持“党旗领航”，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人才培养体系;教书育人:加大教育教学改革

力度，强化以“学生+学术”为中心人才培养理念和方案，打造品牌课程，推动课程思政，发

挥课堂育人主渠道作用;科研创新育人:通过科学研究，培养学生科学创新精神、严谨学术规范

和报效祖国人民的坚定理想信念。 

2、重视学科交叉。学科交叉和融合已成为科技发展的方向，不仅为传统学科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且催生出大量的新兴学科方向。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本身即是众多学科交叉的产物，如细胞

生物学、遗传性、医学、化学和工程科学等。一方面，随着这些学科的发展，交叉融合不断在

横向和纵深两个层次上发展;另一方面，干细胞和再生医学自身领域的不断拓展，尤其是随着

现代显微成像技术，单细胞测序技术，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生物医学在

近年来获得飞速前进。因此，在学科不断推向前进的大潮中，把握好学科发展的方向，在努力

开拓新方向的同时，强化自身的特点，利用交叉研究技术手段，解决现有问题。 

3、发展创新团队。由于干细胞和再生医学交叉型学科的特点，建立不同学科背景交叉融合的

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团队至关重要。建立创新团队，在明确学科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要积极探索

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建立学术梯队内纵深发展。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建立独

特的再生医学技术体系，为皮肤细胞损伤修复和再生领域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培养多学科交叉

的创新性人才，力争成为本领域的领跑者。 

4、国际化发展战略。着眼于科技和教育竞争全球化的大背景，将干细胞和再生医学学科发展

置于国际化的大视野中寻求突破。学科的国际化战略要强调学科方向、人才培养和管理与国际

接轨，强调广泛的国际合作，包括科学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人才培养方面的交流。 

二、拟从事的主要研究方向和科学价值： 

细胞膜损伤修复是组织器官应对外界环境刺激存活的基础，也是实现多细胞动物组织损伤修复

和再生的前提。细胞膜修复失败导致细胞死亡，在组织水平引起炎症、器官衰老、肌肉和神经

退行等多种疾病。然而，在成体动物中，细胞膜损伤修复的内源性调控机制还缺少系统性研究。

鉴于此，本人将针对这一重要科学问题继续开展在体动物水平细胞膜损伤修复的分子动态调控

机制研究。 

1、细胞膜损伤修复新调控因子的鉴定和功能机制研究 

细胞膜与内膜结构形成一个完整性系统，调控了能量合成、物质转运和动态交流、维持细胞稳

态。细胞膜损伤必须快速启动修复，重塑其完整结构和功能。细胞膜损伤后囊泡定向、定点运

输的分子基础及功能机制并不清楚。过去我们发现细胞膜定位蛋白 SYX-2 和 EFF-1 在细胞膜损

伤修复中发挥重要功能并存在时序聚集，SYX-2 在损伤后 15分钟内通过囊泡快速向伤口聚集。

我们将在过去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通过 APEX-2 和 Split-APEX2 融合蛋白邻近标记、基因敲入、

蛋白质谱、生化、遗传筛选等手段，筛选 SYX-2 在不同时间点的囊泡结构、关键调控分子及调

控其互作的新分子；同时，利用 SYX-2 变体表型，通过非偏好性的正向遗传学筛选和基因克隆

方法，鉴定调控膜损伤修复的基因。利用交叉研究手段，明确这些新鉴定的生物大分子在膜损

伤修复中的功能并阐明其调控机制。 

校内： 

浙江大学爱

丁堡大学联

合学院副院

长 

校外： 

中国动物学

会发育生物

学专业委员

会  副会长 

中国细胞生

物学学会发

育生物学分

会 理事 

中国细胞生

物学学会青

年工作委员

会  理事 

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细胞

膜分会  理

事 

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线粒

体分会  理

事 

中国生物物

理学会亚细

胞结构和功

能分会  理

事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编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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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s epidermal 

wound closure through 

oxidative metabolic 

signaling, Nature 

Communications 

(IF:15.805) 

3) Zhao Jianzhi, Wang 

Xiaojie, Meng Xinan, Zou 

Wei, and Xu Suhong, Rapid 

and efficient wounding 

for in vivo studies of 

neuronal dendrite 

regeneration and 

degeneration, 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 (IF: 

5.223) 

4) Xu Suhong, Chisholm 

Andrew. (2016) Highly 

efficient optogenetic 

cell ablation in C. 

elegans using 

membrane-targeted 

miniSOG. Scientific 

Reports (IF: 5.133，第一

作者兼通讯作者) 

5) Ma yicong, Xie jing, Wijaya 

Chandra, and Xu Suhong. 

(2020) From wound 

response to repair – 

lessons from C. elegans, 

Cell Regeneration (new 

journal)  

6) Wijaya CS, Meng X, Yang Q, 

Xu S. (2020) Protocol to 

Induce Wounding and 

Measure Membrane Repair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Epidermis. STAR Protocols 

(new journal)  

7) Xu Suhong, Wang Z, Kim KW, 

Jin Y and Chisholm AD. 

(2016) Targeted 

mutagenesis of duplicated 

genes in C. elegans using 

CRISPR-Cas9. J. Genetics 

and Genomics (IF: 5.223，

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 

 

2、细胞间通讯信号调控在体细胞膜修复的功能和机制。 

活体动物中细胞与细胞之间存在广泛而密切的通讯链接，调控细胞的生理功能、命运决定和生

长发育。例如干细胞 niche 调控干细胞的干性，肿瘤微环境调控肿瘤细胞的增殖。过去的研究

提示，细胞间通讯信号还参与调控修复和再生过程，如神经元和胶质细胞对小鼠皮肤损伤愈合

至关重要；神经轴突是蝾螈肢体再生所必需的。细胞间通讯及非自主性信号调控细胞功能及命

运决定是发育生物学及损伤修复研究领域的难点和前沿。鉴于此，我们将聚焦细胞非自主性作

用模式，利用线虫明确的细胞谱系特征，探索神经细胞调控表皮细胞膜修复的功能，明确细胞

间通讯的作用模式；采用遗传学、生化方法、显微成像及生物力学等交叉研究手段，鉴定神经

细胞来源的关键生物大分子调控表皮细胞损伤修复的功能并阐明其作用机制。 

3、皮肤瘢痕化形成的分子调控机制。皮肤损伤后瘢痕化修复是损伤修复领域的痛点，其发生

发展的分子调控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本团队将利用细胞质谱、遗传学、光遗传学、显微成像等

方法，研究皮肤瘢痕化形成的机制和关键分子靶点；利用光遗传学、靶向抗体技术和生物力学

等交叉研究手段，探索瘢痕化治疗的措施和技术。 

三、预期目标 

1、学科发展: 针对干细胞和再生医学学科发展的需求，开展单细胞水平的损伤修复研究；通

过模式生物的优势，深入解析单细胞膜损伤修复的动态分子调控机制，成为在细胞内膜完整性

研究领域的领跑者。拓展现有研究，通过与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创伤科的紧密合作，探索人

类皮肤损伤修复和再生的关键细胞命运决定过程，开发光遗传学、抗体靶向等技术加速伤口愈

合及去除瘢痕化组织，解决重大前沿性的科学问题的同时，为皮肤损伤修复障碍的临床诊断提

供技术服务，培养多学科交叉的创新性人才。积极申请教育部及国家重点实验室。   

2、团队建设: 本人将积极申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在现有团队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拓展团队

成员发展路径，在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鼓励团队内部优秀博士后申

报“优秀青年基金”项目、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培养青年人才，形成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 

3、社会服务:以科教兴国的理念和家国情怀，致力于科技创新服务社会，面向社会大众尤其是

贫困地区和广大中小学生，做科普宣传，撰写科普文章，弘扬科学精神;积极推动科研成果的

转化，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在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中推广应用和产业转化；加强与国内生物医药

产业界技术合作，深度融入生物医药经济发展，寻求与生物科技公司签订共建联合实验室，努

力将科研成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写进人民的心中。 

4、国际学术共同体: 本人作为浙大爱丁堡大学联合学院副院长，将深化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在本科教学的交流合作，探索与爱丁堡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深入合作和联合培养博士研究

生，实质性建立联合实验室或学术共同体。深化与剑桥大学 Gurdon 研究所 Eric Miska 教授，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Andrew Chisholm 教授、密歇根大学 Shawn Xu 教授的合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