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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清华—《科学》新蛋白质与结构”国际学术研讨会
召开

清华新闻网11月19日电 11月9-11日，由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与美国《科学》期刊联

合主办的“新蛋白质与结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 Tsinghua-Science Symposium on

Novel Proteins and Structures”）在清华大学大礼堂召开。本次大会由清华大学生命学院

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施一公教授，生命学院院长、中心常务副主任王宏伟教授，

中心副主任李海涛教授以及生命学院陈柱成和朱听两位教授共同发起，邀请到包括诺贝尔奖

得主在内的31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吸引近千名注册听众共赴一

场“蛋白质与结构”的智慧盛宴。 

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王宏伟教授致辞 常志东 摄

 《科学》期刊科研主编瓦尔达·文森（Valda Vinson）博士致辞 常志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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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更新

直播预告｜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同上一堂课

【组图】奋勇战“疫” 我们就是铜墙铁
壁！

【微观清华】20200202，清华鼠年初雪
说爱你

清华大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联系二级单
位党委（直属党总支） 切实加强一线疫
情防控工作指导

清华这套系统，帮您居家自筛是否感
染“新冠”！

清华附小：学生停课不停学，我们在行
动！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在行动：“抗击疫情,
心理援助＂紧急公益项目助力抗疫防疫

清华大学通过雨课堂召开春季学期首次全
校教学工作会议

你想知道的清华春季学期教学工作调整看
这里！

同上一堂课！清华师生请做好准备

【组图】奋勇战“疫” 我们就是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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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王宏伟教授和《科学》杂志科研主编瓦尔达·文森（Valda Vinson）博士热情洋溢

的致辞中开幕。31位代表国际顶尖学术水平的专家学者围绕“蛋白质设计与工程”（Protein

design and engineering）、“结构生物学新技术”（Emerging techniques in structural

biology ） 、 “ 新 蛋 白 质 结 构 ” （ New protein structures ） 和 “ 剪 接 体 功 能 机

制”（Functional mechanism – splicing）四大主题纷纷作了精彩而意义深刻的学术报告，

现场观众提问发言者络绎不绝，引发了会场内外热烈的讨论。

华盛顿大学大卫·贝克（David Baker）教授作主旨报告 常志东 摄

在“蛋白质设计与工程”专题中，华盛顿大学大卫·贝克（David Baker）教授作了题为

《蛋白质从头设计时代的来临》的报告。报告中，他详细讲述了蛋白质从头设计的原理及其

实验室近期完成的变构蛋白的从头设计与实验验证。

此外，清华大学的朱听教授、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菲利普·霍利格尔（Philipp

Holliger）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斯蒂芬·肯特（Stephen Kent）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汤姆·

缪尔（Tom Muir）教授等8位科学家就蛋白质设计与工程相关内容分别发表了精彩的学术报

告。 

北京大学谢晓亮教授作主旨报告 常志东 摄

在“结构生物学新技术”专题中，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王宏伟教授作了题为《推进冷

冻电镜单颗粒（技术）》的报告。王宏伟通过几个案例介绍了如何利用冷冻电子显微镜对生



物大分子进行单粒子分析（SPA）的技术瓶颈与突破口。这些结果可进一步应用于冷冻电磁

成像策略和成像处理方法的优化。

北京大学李兆基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谢晓亮在其报告《解码人类功能基因

组》中，介绍了其研究团队近期在三个相关研究领域取得的进展。

此外，马克斯·普朗克生物化学研究所的沃尔夫冈·鲍迈斯特（Wolfgang Baumeister）

教授、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克里斯托弗·鲁索（Christopher Russo）教授、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杜江峰教授和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白晓辰教授也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清华大学饶子和教授作主旨报告 常志东 摄

在“新蛋白质结构”专题中，清华大学医学院饶子和教授发表了题为《非洲猪瘟病毒结

构与组装机制研究》的报告。饶教授为大家详细介绍了非洲猪瘟病毒颗粒的结构。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丁肖·帕特尔（Dinshaw Patel）教授介绍了III型CRISPR-Cas监

测复合物的3种酶活性，并强调anti-CRISPR蛋白在抑制CRISPR-Cas的宿主防御通路上的功

能。

此外，牛津大学的3位科学家章佩君教授、莉斯·卡彭特(Liz Carpenter)教授和戴尔·威格

利（Dale Wigley）教授以及清华大学的李海涛教授、陈柱成教授也作了精彩的报告。

麻省理工学院菲利普·夏普（Phillip Sharp）教授作主旨演讲 常志东 摄



在“剪接体功能机制”专题中，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菲利普·夏普

（Phillip Sharp）教授作了题为《凝聚体对转录和RNA剪接至关重要》的报告。夏普教授指

出蛋白质和RNA之间的多价、弱协同作用形成了在基因调控中至关重要的凝聚体。这些微小

的凝聚体，在性质上是短暂的，却与增强激活转录息息有关。

施一公教授在其报告“原子分辨率下的RNA剪接”中，详细介绍了其团队的研究进展，

至今，其团队一共解析出了10个不同状态的剪接体高分辨的三维结构，这10个状态的剪接体

完整覆盖了剪接通路，首次将剪接体介导的RNA剪接过程完整的串联起来，从而为理解RNA

剪接的分子机理提供了最清晰、最全面的结构信息。 

施一公教授作主旨演讲 常志东 摄

会议现场 常志东 摄

基础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基石，没有基础学科“深蹲助跑”，便无法实现原始创新和科学

进步的“跳跃起飞”。本次会议邀请到的许多科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做出许多

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精彩报告中既包括对以往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总结，还包括许多未

发表的新技术与新成果。令广大听众既领略到基础研究的无穷魅力，也体会到科学研究过程

中的艰辛不易。相信此次会议会激励青年学生与青年学者更好地投身基础科学研究，为促进

我国蛋白质结构乃至生命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贡献。

供稿：生命学院 

编辑：李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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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清华计算机系团队获得国际机器人“抓取与操...
第29届国际智能机器人与系统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Robots and Systems，
IROS）于10月9日至14日在韩国大田举行。会议举办了包括“机械手抓取与操作”、“无人机自主飞
行”和“人形机器人”三类竞技比赛，吸引了包括荷兰德尔夫特理工大学、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苏
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杜克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十余家研究机构参与。

清华多个群体和个人获得2016年国家自然...
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优秀青年基金评审结果出台，清
华大学有两个群体获得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支持，11名教师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7名青年教师
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

清华美院荣膺2016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
中国馆的建筑设计理念来源于对本届世博和中国馆主题的理解和思考，在保留展会建筑“标志性”要求的同
时，进一步探讨如何在哲学和精神层面概括表达中国文化。

周光召基金会获奖者清华论坛举行
9月26日下午，由周光召基金会和清华大学联合主办的周光召基金会获奖者清华论坛在主楼接待厅举行。今
年获得“周光召基金会科技奖励基金”的三位获奖者，基础科学奖获奖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杜江峰教授，
基础科学奖获奖者、中国农业科学院黄三文研究员，技术创新奖获奖团队代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张飞舟
研究员与清华师生分享了他们在科研工作中的最新进展以及经验和感悟。

清华长庚医院廖秦平教授获第五届“林巧稚杯...
8月18-21日，由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COGA)主办的“2016中国妇产科医师大
会”在贵州市召开。 会上，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主任廖秦平教授荣获“妇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奖
项。

2016清华农村研究博士生论坛在清华举办
7月9日至10日，“2016清华农村研究博士生论坛”在清华大学举办。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原副组长、农研院院长陈锡文出席论坛并作主旨演讲，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出席论坛并作开幕致辞，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研院副院长韩俊主持论坛开幕式
和主旨演讲环节。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晶、农研院副院长何宇鹏出席并作专家演讲。

清华建筑学院教授应邀出席中国城市规划信息...
7月8日至9日，2016年度中国城市规划信息化年会在重庆举行。这次年会由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中国城市规
划学会共同主办，重庆市规划局、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新技术应用学术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协会规划管理专
业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协会信息管理工作委员会共同承办。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规划局、规划院、
编研中心、测绘院、勘察院、高等院校、规划IT企业等单位的6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清华建筑学院毛其智
教授和党安荣教授应邀出席了会议。

吴缅教授做客水木清华生命科学系列讲座
6月30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承办的第44期“水木清华生命科学讲座系列”在清华大学举
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特聘教授，中国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吴缅教授为清华师生带来了一场题
为“细胞在低氧和葡萄糖饥饿情况下由P53诱导产生的长链非编码RNA对肿瘤代谢的调控作用”的讲座。

201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广州峰会...
6月25日，201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广州峰会在广州举办。此次峰会以“新形势下的金融改革与创
新”为主题，特别邀请了监管机构、金融业界及学术界嘉宾共同探讨围绕聚焦“金融改革新动向”和“金融
创新促发展”两个话题展开探讨。

清华长庚医院血管外科率先应用“药涂球囊”...
6月16日，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吴巍巍带领医师团队，于国内率先应用“药涂球囊新技术”，成
功治疗下肢缺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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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向烨研究组揭示细菌病毒突破宿主细胞...
2016年6月15日，清华大学医学院向烨研究组于在《自然》（Nature）杂志在线发表题为“噬菌体φ29尾部
蛋白含有一段用于穿透细胞膜的孔道形成环绊”（“The bacteriophage φ29 tail knob protein possesses
a pore-forming loop for cell membrane penetration”）的论文，揭示细菌病毒突破宿主细胞内膜新机
制。论文通过对细菌病毒φ29尾部蛋白gp9（gene protein 9）结构及生化研究，发现病毒利用gp9的一段
疏水性肽段在宿主细胞膜上形成孔道，并通过其注射基因组DNA入宿主细胞内。

清华医疗健康大数据研究中心成立
6月14日上午，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医疗健康大数据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仪式在清华大
学举行。医疗健康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陈挺，国家卫计委统计信息中心副主任王才有，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
授、中国科学院张钹院士，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李衍达院士共同为医疗健康大数据研究中心
揭牌。

清华长庚骨科完成世界首例高位骶骨整块切除...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骨科主任肖嵩华教授带领脊柱中心宋飞、赵喆等医师，成功为骶1-2骨巨细胞瘤患者实施
根治术，精准化整块（en-bloc）切除高位骶骨肿瘤，并植入3D打印个体化适型假体，重建脊柱骨盆稳定
性，成功为患者保住下肢及二便功能，为世界首例。

赵进东院士做客清华讲述多细胞蓝藻细胞间通讯
5月25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承办的第42期“水木清华生命科学讲座系列”在清华大学医
学科学楼举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科院院士赵进东
博士为我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多细胞蓝藻细胞间通讯以及细胞格式形成”的讲座。

量子信息中心实现光子到宏观金刚石振动模式...
实验组完成了对多个互补量子态的隐态传输，平均保真度超过90%，远高于经典极限66.7%，充分验证了隐
态传输的量子性，实现了常温宏观金刚石样片的量子相干调控。论文得到三位审稿人的一致积极推荐，称其
为此领域“一个激动人心的进展”。

“世界地图与世界文化”：清华-索邦学术论...
外文系“世界地图与世界文化”系列论坛之（二）——清华--索邦学术论在清华大学举行。论坛由清华大学
外文系、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和人文学院联合举办。清华大学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中文系、巴黎索
邦大学法国文学系与比较文学系、英文系、巴黎高等艺术研究学院近50余名学者和师生代表参加论坛。

清华大学-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货币政策与...
清华大学-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会议于5月21日至22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召
开。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主席James
Bullard分别就货币政策机制、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等问题发表演讲。会议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
长、紫光讲席教授周皓主持。

第六届两岸清华研究生学术论坛在台湾举办
5月19日上午，由北京清华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两岸清华研究生学术论坛”在台湾新竹
清华大学开幕。

朱冰教授做客清华讲述“表观遗传信息的建立...
5月5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承办的第41期“水木清华生命科学讲座系列”在清华大学医
学科学楼举行。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朱冰教授为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表观遗传信息的建立和维持”的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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