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验医学常被称为医学的“侦查兵”，是连

接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的重要纽带，为临床疾病

诊断和后续治疗提供必不可少的证据支持。新冠

疫情的暴发，让原本默默无闻的检验人开始走进

公众的视野。陈福祥教授就是“检验人”中的优秀

代表。

在临床诊断以及疗效监测上

检验医学作用日益彰显

再厉害的医生，也离不开检验报告。及时、准

确、有效的检验报告，是诊断疾病的客观依据，也

为疗效监测提供了关键参考依据，是救死扶伤路

上的坚固基石。陈教授以亲身经历讲述了检验专

业在临床疾病诊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夜晚，陈教授正在值

班，一位特殊的病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名病人

持续发热一月余，但跑了两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都没有查出病因。当时的医疗技术远不如现在发

达，血常规检测需要人工在显微镜下逐个计数并

观察形态。 尽管病人的白细胞计数在正常范围

内，但陈教授反复仔细阅看全片，发现存在幼稚

细胞，怀疑病人患有白血病，并立即向急诊科主

任汇报，建议进行骨髓穿刺。 骨髓细胞分析的结

果证实，该病人确实罹患了白血病，病人由此得

以及时确诊并进行了有效治疗。

在陈教授的记忆中，1988 年上海的甲肝大

流行，是对检验医生的一大考验。 两个月患病人

数达到 29 万，有医生用“排山倒海”来形容当时

病人涌入医院就诊的场景。来验血的患者在医院

检验科窗口前排起长龙，甚至连采血的试管都不

够用。经历过 1988 年上海甲肝大流行，很多人认

识了一个医学名词———“GPT”，“GPT”是肝功能

指标之一，医生通过该指标等肝功能状态来评估

病人感染甲肝的情况，检验医学在当年的甲肝疫

情防控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2008 年陈福祥博士从美国交流归来到九院

检验科任职，当时科室仅能开展一些常规临床检

验、生化、免疫检验项目及一般细菌培养项目，很

多项目仍采用手工方法进行。 十多年来，在陈教

授推动下， 检验科信息化和自动化水平迅猛发

展，目前已拥有全自动血细胞分析流水线、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毛细管电泳仪及琼脂糖蛋白电泳

仪等近百种先进实验检测设备，目前科室承担的

检测项目达 500 余项，标本检测量、所使用检测

技术和检测仪器的先进性均位居行业前列。

随着时代发展，检验医学的内涵和外延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的检验医学，俨然成

为具有严格质量管理体系的独立学科， 仪器、设

备、操作方法日趋智能化。 在临床医生对患者进

行诊疗的过程中，70%以上依据都来自于检验医

学报告，多个重要检测项目甚至成为了疾病诊断

的“金标准”。检验医学在临床诊断以及疗效监测

上的作用日益彰显。

扛起抗疫战旗

筑牢生命防线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检验科一直是抗疫最前

沿的一条硬核战线。 今年上海新冠疫情暴发，陈

福祥教授更是率九院检验人全情投入、全力以赴

阻击疫情。 在医院闭环期间，陈教授始终坚守抗

疫前线，是在院时间最长的科主任之一。

“核酸检测是一项重要工作，任务重、人手高

度紧张，几十人三班倒，24 小时不分昼夜地进行

检测，每天检测量都达到万管以上。 ”陈教授介

绍，随着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快速增长，核酸检测

样本量也随之激增，九院检验科要承担的不仅有

本院医护和陪护人员及 24 小时采样点的检测样

本，还有大量从浦东、杨浦、闵行、宝山、松江黄浦

等区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采样点送来的样

本。 新冠疫情持续的 2 年多时间，九院检验人还

参与了援京、援疆、援琼和援蓉等多地对口支援

和应急检测任务。

很多人对检验科的印象是高端仪器和高度

自动化， 以为检测过程就是把采好的样本放到

机器上就会自动检出结果。 但事实上，目前核酸

检测仍然是一个“半自动”的检测项目，检验人

须穿戴“三级防护”装备连续工作数小时，经过

大量繁琐复杂的手工操作程序， 才能完成检测

任务。 核酸检测过程中涉及很多精细操作，任何

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实验失败， 出现假阳性或

假阴性结果。

为此，陈教授团队非常注重核酸检测的质量

管控，对照要求严格实施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

有计划地强化人员业务培训和安全培训。 对于

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样本， 须多次采样并采用两

种试剂进行检测和验证。 每一份样本从采样完

成到核酸报告的出具， 都凝聚着检验科核酸检

测人员无声的付出。 检验人们尽最大努力与疫

情赛跑，全力阻断疫情传播链条，筑牢城市生命

防线。

打造一流临床实验室

医教研管理齐头并进

2008 年，陈福祥回国后，就任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检验系副主任兼临床免疫学教研室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检验科主

任。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如今的上海九院检验科，医

教研全面发展。临床免疫学检验、分子诊断、临床生

化检验、临床微生物检验、临床血液学检验和临床

基础检验 6 个亚专业各具特色，为临床诊断、治疗

监测和临床科研等提供更为精准、 高效的检验检

测服务，满足日益增长的临床需求。

陈教授特别重视学科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在

他的带领下， 检验科已培养和在培养的博士后、

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20 余位， 多个研究课

题分别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所培养

的多位研究生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培养计划、

上海市“青年科技英才杨帆”计划和上海市卫健

委优秀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等，多人获评“国家奖

学金”“上海市优秀毕业生”“上海市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优秀住院医师”和“上海交通大学优秀

毕业生”等奖项；所指导的“大学生创新项目”及

本科生毕业论文分别获评“上海市级创新项目”

和“优秀毕业论文”等。

临床工作之余，近年来陈教授带领检验科共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等课题 40 余项； 在国内外各级期刊发表论

文 100 余篇 ， 其中在 《Science Advances》

《MolecularCancer 》《Cell Research》和《Journal 

of Nanobiotechnology》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

同时，陈教授还致力于肿瘤免疫学研究，“随

着人类医学对肿瘤研究的不断深入，如何在肿瘤

患者治疗前评价和预测治疗效果，并及时对免疫

治疗的效果和副作用等进行预后监测，是临床亟

待解决的问题，也是肿瘤治疗新时代对实验室诊

断提出的新要求。建立健全完善、标准、有效的肿

瘤免疫治疗实验室筛查和监测指标，将有力地推

进肿瘤免疫治疗的应用，这一工作仍需大量的临

床研究和探索。 ”

随着医疗技术能力不断升级、医疗质量水平

持续提升， 检验医学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精

确检验、精准医疗”已成为检验医学的新发展趋

势。

“我们将围绕‘精益化、智能化、持续化发展’

方向，谋划布局学科发展路径，提升学科专业竞

争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优化资源利用，推动实

验室运营与管理水平不断创新发展。 ”陈教授与

他带领的九院检验科将在新征程上持续发力，砥

砺深耕，不断探索检验医学与精准医疗、智慧医

疗、绿色医疗相融合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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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管新规的背景下，绝对收益基金平衡而稳

健的风险收益结构优势凸显。 在长期维度下，中欧

基金旗下低波策略系列产品“抗波动”效果显著，截

至 2021 年末， 成立满 5 年的低波策略产品均取得

了年年正收益的稳健表现，在有效缓解“波动焦虑”

的同时，与投资者分享了长期成果。

面对市场起伏， 中欧基金将始终心无旁骛，把

持有人利益放在首位， 持续创造卓越的长期业绩，

以及如何把基金的长期业绩，更好地转换成投资者

账户里的“长期收益”。

傅永璋，男，1945 年 5 月 31 日出生，2022 年 7 月 31 日逝世，生前户籍地址杨浦区市光

一村。汪慕祖，男，1944 年 6 月 12 日出生，2022 年 5 月 29 日逝世，生前户籍地址杨浦区民星

路。 周宝才，男，1939 年 8 月 7 日出生，2022 年 3 月 16 日逝世，生前户籍地址杨浦区殷行一

村。以上老人亲属如愿意继承财产并办理身后事宜，请尽快联系殷行街道办事处于老师、陈老

师，联系电话 55820325。

上述信息见报后一个月如无人认领，街道按法律规定处理。

殷行街道办事处

2022年 9月 13日

广告 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收益。

中欧低波策略系列长期业绩稳健

陈福祥：让检验医学成为医生的“鹰眼”

陈福祥，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检验系副主

任兼临床免疫学教研室主任、 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

主持 20余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和省部级科研基金

项目，发表论文 80 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

或通讯作者在 Science Advances、Molecular

Cancer 等国际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40 余

篇。 他还兼任上海市医学会检验医学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检验

医学专委会常务委员及肿瘤免疫实验诊断

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中西结合学

会检验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市免疫学

会肿瘤免疫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

海市抗癌协会理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评审专家、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评估专家、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评审专

家等职务。

■ 陈福祥教授（中）在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