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一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 月，教育部同意启动建设厦门大学水声通讯与海洋信息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这是厦大获准建设的第四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实现了厦大工科领域省部级重点实验室
零的突破，成为厦大工科建设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至此，厦大拥有两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和四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该实验室依托厦大海洋科学和信息科学与技术等学科的科研力量，瞄准国际水声通
信及海洋信息技术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直面国家对海洋信息和国防海洋安全的重大需
求，以台湾海峡及其毗邻海域为典型研究区域，主攻水声通信及海洋信息技术，建立基
于浅海域声信道及通信技术的科学研究体系，将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水声通信应
用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
【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启动建设】
1 月 17 日，经科技部批准，由厦门大学和养生堂有限公司联合组建、专攻传染病诊
断和预防疫苗的研究中心——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厦大正
式启动建设。这是福建省医药领域内的第一个国家级工程中心。
该研究中心主要针对在我国危害巨大的重大传染病开展研究，今后将以高起点的成
果转化关键技术平台和自主创新研究为建设重点，全力打造一个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中试研究、临床实验和产业转化紧密结合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平台，成为我国传染病
诊断试剂和疫苗领域的创新技术源头和研究开发核心。
【新增学位授予点】
1 月 25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达第 10 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名单。
厦门大学新增 4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1 个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17 个硕士
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和 10 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在全国高校中位居前列。至此，
厦门大学共有 14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50 个博士学位授权点，按专业数量计算，
共有 131 个专业可招收博士生；17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26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按专业数量计算，共有 217 个专业可招收硕士生。
【厦大与哈佛合建富邦国际医院】
2 月 11 日，筹建中的厦门大学富邦国际医院与作为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哈佛
国际医疗中心（HMI）举行合作协议书交换文本仪式。由此，厦大成为哈佛国际医疗中
心在中国的第三个合作伙伴。厦大富邦国际医院由厦门大学、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和
美国富邦公司合资设立，将建成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和保健为一体的具有国际水
准的高等级综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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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星获全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称号】
2 月，厦大海洋与环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袁东星教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
国女职工建功立业标兵”荣誉称号。袁东星教授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先后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省部重点项目 3 项，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100 多篇。
作为海洋与环境学院院长，袁东星教授团结带领学院领导班子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人
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绿野协会获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社团称号】
3 月，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组织的第二届全国高校“优秀学生社团”及
标兵评选活动中，厦门大学绿野协会荣获“优秀学生社团”称号，这是厦大学生社团首
次荣获这一代表国内高校学生社团最高水平的殊荣。
厦大绿野协会自成立以来，已获得多项荣誉：2002 年获得全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
奖”；2004 年获第五届“福特汽车环保奖”，这是中国大学生首次获此奖项；2005 年获
阿拉善“SEE 生态奖”滋根奖，并被全国环境保护促进会评为“全国高校环保类社团”。
【厦大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
3 月 9 日,厦门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成立。该基金会属于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数
额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来源于厦大已接受的社会捐赠。该基金会将通过合法、规范、
有效的管理和运作，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推动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基金会财产主
要用于支持厦大的教育事业，如改善办学设施和条件，包括校园基本建设、购置仪器设
备和图书资料等；资助重大研究和开发项目；奖励在教学、科研、产业化和管理等工作
中做出贡献的厦大教师、职工；奖励和资助品学兼优的在校学生；资助遇到天灾人祸等
特大困难的师生和校友；也可以按照捐赠者的意愿进行资助。
【再增三位长江学者】
3 月，教育部公布 2005 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名单，厦大再增三位长江
学者，其中 2 人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 人为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特聘教授是公共事务
学院陈振明、从美国杜克大学引进到生命科学学院的裴真明；讲座教授是从香港科技大
学引进到海洋与环境学院的王文雄。至此，厦大已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9 人，长江学者
讲座教授 4 人。
长江学者发展计划是教育部旨在贯彻全国人才战略，加强高等学校高层次人才队伍
建设，吸引、遴选和造就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学科带头人的一项人才计划。长江学
者包括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特聘教授须保证聘期内每年在受聘高等学校工作 9 个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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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讲座教授须保证聘期内每年在受聘高校一般工作 3 个月以上，因特殊原因，最少不
得低于 2 个月。
【厦大“三馆”正式开放】
4 月 3－4 日，厦门大学鲁迅纪念馆、人类博物馆、校史馆相继正式开放。鲁迅纪念
馆创建于 1952 年，是国内 5 个鲁迅纪念馆中唯一设在高校的纪念馆。该馆于 2005 年初
开始修缮，重新开放后突出了鲁迅先生在厦门时期的史料，增设了“鲁迅与许广平”专题
展室；厦大人类博物馆是福建省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高校最早的博物馆之一。重新
开馆后的博物馆精选了近 800 件藏品对外展出；厦大校史馆的展示内容分为“南强春秋”、
“英才摇篮”、“科研重镇”、“走向世界”、“展望未来”5 个部分，展现了厦门大
学建校 85 年来的风雨历程，以及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发展和成就。
【陈景润铜像落成】
4 月 4 日，陈景润铜像揭幕仪式在厦门大学海韵园举行。陈景润（1933－1996 年），
是厦大杰出校友、著名数学家，福建闽侯人。于 1950 年考入厦大，1953 年毕业离校，
1955 年回校任厦大图书馆资料员，1957 年调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从事解析数论研究
工作，为我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中的成果被国际数
学界称为“陈氏定理”，至今保持着世界纪录和领先地位。
【六位诺贝尔奖得主厦大开讲】
4 月 5 日－8 日，应厦门大学邀请，2003 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克莱夫·格兰杰、1999
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1996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柯尔、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戴维·格罗斯、1986 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李远哲和 1975 年诺
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戴维·巴尔的摩分别在厦大本部和漳州校区举行了 9 场高水平的学术
讲座，讲座深受师生们的欢迎。讲座前，厦大特聘六位诺奖得主为厦大名誉教授。
【厦大建校 85 周年庆典】
4 月 6 日，厦门大学隆重举行建校 85 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
璐，全国政协副主席、校友张克辉，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黄小晶，厦门市委书记何立
峰等领导，校主陈嘉庚长孙陈立人，国内外专家、学者，知名校友，台港澳同胞、海外
侨胞、各界知名人士，外国驻华使节及厦大师生员工代表等数千人参加了庆典。校庆期
间，举办了以“厦门大学走向世界”为主题、以“国际性、学术性”为特色的系列活动，
主要有“诺贝尔奖获得者论坛”、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
“海峡两岸论坛”和“厦门大学
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世界大学科技园的现状与发展”等系列国际学术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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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于 1921 年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倾资兴办，1952 年成为文理科综合性大学，
1963 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 工程”、“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
学。86 年来，厦大名师荟萃，人才辈出，先后为国家培养了近 17 万名各类人才。
【授予连战名誉博士学位】
4 月 19 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接受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颁发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证书，成为第一位获得祖国大陆荣誉博士学位的台湾省人士。连战主席在获颁名誉博士
学位后发表了精彩演讲。厦大党委书记王豪杰代表学校向连战夫妇赠送了寿山石套章、
交响组曲《台湾音画》和漆画《连氏宗祠》等纪念品，连战向学校回赠礼品，并当场为
厦大题词“泱泱大学止至善，巍巍黉宫立东南”。
【厦大获教育部批准为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4 月 20 日，在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全国 61 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名单中，
厦门大学榜上有名。这是教育部批准的第二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3 月，教
育部根据各地高校的申请，组织专家进行严格评审，并在此基础上得出最终意见。至此
全国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总数为 93 个。 教育基地的建设将进一步带动厦大特
色学科建设、学风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迈上一个新台阶。
【田中群、廖益新分获全国和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
4 月，厦门大学田中群教授、廖益新教授分别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福建省
“五一劳动奖章”。“五一劳动奖章”是工会系统授予劳动者的最高荣誉，一般每三年
评选一次。
田中群，中国科学院院士、厦大化学化工学院教授，主要开展有关拉曼光谱学、电
化学和表面科学等交叉学科的研究，在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和电化学拉曼光谱研究方面取
得一批创新性成果，为该学科学术带头人之一，2000 年被评为福建省劳动模范，2004
年获“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称号。廖益新，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国际法专业硕士和博
士研究生导师，长期从事高等法学教育和科研工作，承担了近 10 项国家级科研课题，
出版专著两部、主编和参编全国性和福建省统编教材 7 本，1999 年被评为厦门市劳动模
范，2002 年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授予“福建省优秀专家”荣誉称号。
【“985 工程”二期建设再获市政府 1.2 亿元资助】
5 月 16 日，厦门大学与厦门市举行共建“985 工程”二期协议签字仪式，朱崇实校
长和郭振家副市长在共建协议书上签字。由此，厦大与厦门市新一轮合作开始。
根据协议，在“985 工程”二期建设期间，厦门市向厦大投入 1.2 亿元资金，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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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厦大医学院、厦大国家科技园、厦大师生自办和联办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厦大软
件产业研发公共平台，还将支持厦大“985 工程”二期“东南亚研究”、“台湾研究”等
5 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和“嘉庚化学”、
“国家海洋研究中心（厦门）”等 6 个科技创
新平台的建设。
【法学院获五项国际大奖】
年内，在国际法学界两大顶级赛事——第四十七届 PhilipC.Jessup 国际法模拟法庭
辩论赛和第十三届 WillemC.Vis 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辩论赛中，中国代表队——厦门大
学法学院辩论队表现优异，一举获得 5 项大奖。其中，在 Jessup 模拟法庭辩论赛中，厦
大辩论队荣获“Hardy C. Dillard 最佳书面诉状奖”冠军和“Aloma E. Evans 最佳书面诉
状奖”第五名，队员关晶荣获“获得 Evans 最佳书面诉状奖之非英语母语代表队中的最
佳辩手”称号，这是中国代表队在 Jessup 国际决赛中取得的最好成绩；在 WillemC.模拟
仲裁庭中，厦大辩论队夺得两项“最佳书面诉状提名奖”（即 Pieter Sanders Award 和
Werner Melis Award 提名），创造了中国代表队在该项目上零的突破。
“Jessup 模拟法庭”由美国“国际法学生联合会”（ILSA）主办，是国际上规模最
大、历史最悠久的专业性法律辩论赛，被誉为“国际法学界的奥林匹克竞赛”。在奥地
利维也纳举办的“WillemC.模拟仲裁庭”创办于 1994 年，是目前唯一由联合国机构参
与主办的专业性赛事，厦门大学法学院是国内唯一连续 5 年坚持参赛的院校。
【厦大 EMBA 位居全国第三】
5 月 27 日，在 2006（第三届）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 EMBA 评选中，厦门大学 EMBA
位居全国第三，并获得“人际关系增量”单项第一。本届评选首次在国内发布 30 名“中
国 EMBA 荣誉毕业生”，厦门大学 EMBA 有四位学生入选。
中国市场最具领导力 EMBA 评选旨在推动和记录中国 EMBA 教育发展，并为企业
家、高层管理人员报考 EMBA 提供参考和指南，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 EMBA 评选活动
之一，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专门针对 EMBA 的评选活动。厦大在 2004 年和 2005 年的评
选中分别名列第六和第四位。
【厦大嘉庚风格建筑成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 月 9 日，厦大嘉庚风格建筑群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厦大
嘉庚风格建筑群由群贤、芙蓉、建南三个楼群共 15 栋建筑组成。其中，群贤楼群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芙蓉楼群和建南楼群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皆为石、砖、木结构，其
中西合璧、恢弘大气的建筑样式既蕴涵着强烈的乡土情结和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又体
现着因地制宜的建筑构思和多元融合的创新精神，个性鲜明，风格独特，是中国近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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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建筑的典范，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厦大“211 工程”接受国家评估】
6 月，教育部专家组正式对厦门大学“211 工程”建设项目进行整体验收。专家们
通过听取汇报、考察检查、座谈访谈、阅读材料、评议分析等，对厦大“211 工程”建
设给予了充分肯定。
“211 工程”是国家正式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意为我
国要在 21 世纪重点建设 100 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厦大是我国首批“211 工程”建设
高校。2001 年，在“九五”建设基础上，启动了“十五”
“211 工程”建设，为期五年，
在此期间，国家、省市和校方共投资 1.7 亿元。
【软件学院通过教育部评估验收】
6 月，成立于 2002 年的厦大软件学院通过教育部示范性软件学院验收核查专家组的
评估验收。检查期间，专家组对软件学院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与三年前
中期评估相比，厦大在试办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过程中有很大进步，办学条件显著改善，
师资队伍不断壮大，与校内外实践基地良好互动，逐渐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形成了和
谐发展的良好局面。
【首批国防生毕业】
6 月，厦门大学首批百名国防生毕业。该批国防生是厦大根据与南京军区签订的依
托培养军队干部协议于 2002 年从华东 5 省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经过军、校、地
各级的关心和培养，这百名国防生圆满完成了学业和军政训练任务，4 年中有 78 人次获
得厦大各类奖学金，69 人次被评为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荣誉称号，5 人
在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和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奖，13 人考取为硕士研究生，7 人荣获
南京军区优秀国防生。
【推行本科生导师制】
6 月，厦门大学出台《厦门大学本科生导师制试行办法》，从 2006—2007 学年起推
行导师制。本科生导师制是厦大推行精英教育的标志。本科生导师的配备，采取学生选
导师与导师选学生相结合，学院调配、确定的办法，为每名新入学的本科生配备/导师，
指导周期 3 年（5 年制为 4 年），学生进入毕业班后，改为结合毕业论文配备论文导师。
实施导师制有助于建立有效的师生联系，导师将帮助和指导学生安排好专业学习，引导
他们参加科研训练，更好地培养本科生的专业素质和政治修养，促进其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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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复合型组织工程支架材料通过鉴定】
7 月，由厦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研发的医用复合型组织工程支架材料通过
福建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鉴定。该支架材料利用从贝类、螃蟹壳、虾壳等海产品中提取
出的壳聚糖，与其他天然材料复合，制成多孔性的、具有生物活性的新型医用组织工程
支架材料，并用从体内不同组织器官中提取出的细胞，在体外构建出具有生命功能的组
织器官，植入到体内，用于病缺损部位的修复治疗。人体组织器官的病缺损治疗通常采
用器官移植或重建手术，厦大这一新技术被认为是继组织器官移植以及重建手术之后，
治疗病缺损组织器官的第三种手段。
【八项课题获省“邓论”研究基地立项】
7 月，厦门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8 项课题获准福建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研究基地课题申报立项，其中重点课题 1 项，一般课题 7 项。重点课题为人文
学院苏振富教授的《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7 项一般课题分别为陈墀城的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信息思考》、徐雅芬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魏
敏的《梯度推移黏性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视角》、张有
奎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和谐社会的“人文向度”》
、丁长发的《福建省乡镇体制、乡镇债
务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体制机制研究》、李小平的《贫困地区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新
农村建设中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研究》、周建昌的《发挥“五缘”优势与促进两岸经济文
化交流研究》。
【厦大 48 名台湾学生获教育部奖学金】
6 月，教育部颁发了 2005-2006 年度台湾学生奖学金，厦门大学共有 48 名台湾学生
获奖，奖学金总金额达 18.1 万元，这是教育部首次发放的台湾学生奖学金，全国共有
1705 名台湾学生获得该项奖学金。
“台湾学生奖（助）学金”由财政部和教育部于 2005 年设立，奖励到大陆普通高等
院校和科研院所学习，认同一个中国，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
度，诚实守信，有良好道德修养和入学考试成绩优秀或在大陆学习期间勤奋刻苦，成绩
优良的台湾本专科生、研究生。
【“耶鲁班”厦大开班】
7 月 19 日，第三届“中国－耶鲁大学领导暑期研讨班（厦门）”在厦门大学开班，
这是“耶鲁班”首次在国内举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
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 17 所著名大
学的领导聚首厦大，与世界顶尖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校长雷文、副校长罗•琳达，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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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面探讨当今国际高等教育共同关注的问题。
“耶鲁班”是我国教育部与耶鲁大学的教育合作项目，是中国政府与美国名校第一
次联合举办的旨在跟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前沿、加速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
步伐、同时努力探索我国大学领导培训新模式的高级研讨班。
【首个省部级工程研究中心获批建设】
7 月，厦门大学“电化学技术工程研究中心”获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这是厦大第
一个省部级及其以上的工程研究中心。该中心的成立对促进厦大学科建设和发展，提高
厦大工程技术研究和系统集成能力，为厦大加大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提供了
一个重要科技平台。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是国家创新体系（大学）的技术创新基地，是“985 工程”和
“211 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期二年。
【三篇博士论文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8 月 14 日揭晓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厦门大学有三篇论文获得 2006 年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奖，分别是：傅钢的《过渡金属端氧上 C—H 键选择活
化的理论研究》（指导教师万惠霖院士），高飞的《氯参与下富勒烯的形成研究》（指
导教师郑兰荪院士），林海的《中国利率期限结构及应用研究》
（指导教师张亦春教授）。
【厦大在全国统计科研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获佳绩】
8 月 23 日，国家统计局通报第八届全国统计科研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厦门大学曾
五一教授的论文《无偿服务核算研究》获课题论文类一等奖，杨灿教授的研究报告《中
国经济与金融周期的统计分析与监测体系研究》获课题论文类二等奖，朱建平教授的专
著《数据挖掘的统计方法及实践》获专著类二等奖，黄诒蓉博士的《中国股市分形结构
的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获博士论文类二等奖。本次评奖，全国各省市统计学会与高等
院校共申报参评成果 320 项。
【孙世刚、沈明山荣膺国家级教学名师】
9 月，全国第二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评选活动结果揭晓，厦门大学副校长、化学
化工学院教授孙世刚和厦门大学厦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沈明山获教学名师奖，成为福建
省仅有的两名入选教师。“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是 2003 年教育部启动的“高等学校
教学质量与教学工程”的一个项目，每 3 年评选一次，每次评出教学名师 100 位。在 2003
年首届名师奖评选中，厦大郭祥群教授曾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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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引种西氏鲍】
9 月，厦门大学海洋系与连江县捷丰海珍品养殖基地等单位合作，首次在国内培育
出西氏鲍苗种和杂交鲍苗种，并通过福建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该项目组于 2003
年从日本引进西氏鲍鲍种，2005 年开始，不仅成功批量扩繁出平均壳长 1.6cm 以上的西
氏鲍苗种，还把西氏鲍和福建省主要养殖鲍——盘鲍进行人工杂交，培育出批量杂交鲍
苗。西氏鲍引种和杂交成功，将促进福建省鲍鱼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为福建省海洋水
产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厦大代表队在中法 SCILAB 竞赛中再创佳绩】
9 月，在 2006 年科学计算自由设计软件 SCILAB 程序设计竞赛中，厦门大学选派
的三支队伍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SCILAB (Scientific Laboratory)是以法国国立信息
与自动化研究院 （INRIA）的科学家为主共同开发的“开放源码”式科学计算软件，具
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此项竞赛从 2002 年开始举办，是 INRIA 与中国合作举办的最高规
格、专业性强的程序设计竞赛。厦大学生自 2002 年参加 SCILAB 竞赛以来，共获得 6
个一等奖，3 个二等奖和 1 个三等奖。
【蔡启瑞、张乾二教授荣获 2005 年度省科技重大贡献奖】
9 月 20 日，福建省科学技术大会在福州召开。会上，省政府授予厦门大学蔡启瑞、
张乾二教授 2005 年度福建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每人奖金为 50 万元。
蔡启瑞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因在催化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
就而被尊为中国催化学学术界的泰斗。张乾二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在量子化学与结构化
学的研究中获得了卓越成就。
【三成果获司法部科研成果奖】
10 月，司法部在北京召开 2005 年度法学教材与法学科研成果奖获奖成果和作者颁
奖大会，厦门大学共有三项成果获奖。其中，陈安教授的论文《美国单边主义对抗 WTO
多边主义的第三大回合——“201 条款”争端之法理探原和展望》获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徐国栋教授的论文《“人身关系”流变考》获科研成果奖三等奖；廖益新教授的论文《论
电子商务交易的流转税法律属性问题》获科研成果奖优秀作品奖。
【再夺“挑战杯”创业竞赛大奖】
10 月，第五届“挑战杯”飞利浦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山东大学举行。
厦门大学三支团队全部参加了终审决赛，其中基点创业团队“生物芯片点样仪”项目、
绿源创业团队“生物柴油 T-S 催化剂”项目获金奖，灵锐创业团队“优质微藻的开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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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项目获银奖，厦大获评“优秀组织奖”。至此，厦大在“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上共获得 7 枚金牌，成为该赛事历史上获得金奖最多的高校。
【厦大学生获全球“福特汽车环保奖”】
10 月 26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福特汽车环保奖”颁奖活动上，由厦门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 2006 级研究生刘毅组织的厦门民间环保组织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
（CMCN）的“乡土教材的推广和使用”项目获得福特奖青年创新项目类奖项，这是福
建唯一的一个获奖项目。刘毅是福特奖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 3 次福特奖的个
人。
【三教授入选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
11 月，厦门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戴民汉、化学化工学院黄培强、医学院刘祖国三位
教授入选 2006 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至此，厦大共有“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11 人。该人才工程由人事部等七部委组成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领导小组共同负责实施，旨在培养造就一批冲击世界科技前沿、勇于创新和创业的杰出
人才。
【厦大与法国科研机构共建国际联合实验室】
11 月 3 日，由厦门大学与法国顶尖科研机构携手共建的“纳米化学与生物国际联合
实验室”正式揭牌成立。
该实验室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在中国设立的第四个国际联合实验室，联办的三方分
别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厦大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实验室成立后，将在微米和纳米尺度进行基础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电化学
等领域的研究，并在单细胞层次用物理化学的方法探索生命奥秘，以实现在电化学、微
流控芯片和生物技术的交叉和前沿领域的实质性合作。
【厦大第一所孔子学院登陆泰国】
11 月 4 日，厦门大学第一所孔子学院——泰国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正式举行揭牌仪
式。
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为向国际进行汉语推广而在海外设立的专门机构，其主要目的
是向全球推展汉语及其背后广博的文化内涵。作为国家“汉办”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
的重点学校和国务院侨办华文教育基地，厦门大学是首次入选承担建设孔子学院的 17
所大学之一。年内，厦大还与德国特里尔大学签订建立孔子学院意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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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大学生 ACM/ICPC 竞赛中获好成绩】
11 月 13 日，在 2006 年 ACM/ICPC 亚洲区预选赛暨 Google 杯全国大学生程序设计
邀请赛（北京赛区）上，厦大两支代表队获得好成绩。其中 btALT 战队在 ACM/ICPC
亚洲区预选赛排名第二，同时捧回“Google 杯全国大学生程序设计邀请赛”金牌；另一
支 Heap-Hop 战队获铜牌。
ACM 国 际 大 学 生 程 序 设 计 竞 赛 (ACM/ICPC ： ACM International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 由 国 际 计 算 机 界 历 史 悠 久 、 颇 具 权 威 性 的 组 织 ACM 学 会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美国计算机协会）主办，是世界上公认的规模
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被称为大学生的计算机奥林匹克竞赛。
【“两岸关系发展与祖国统一大业”课题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1 月，由厦门大学刘国深、庄宗明教授为首席专家投标的“两岸关系发展与祖国统
一大业”课题，经过专家通讯初评和会议答辩两轮评审，最终被立为 2006 年度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标课题，资助经费 50 万元。这也是厦大连续两年中标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是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唯一的国家级
重大项目。
【13 门硕士学位课程入选“省优”】
11 月，福建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评选结果揭晓，厦门大学的经济法研究、国际经济
法研究、高级蠕虫学、分子发光分析、有机合成、财政理论研究、国际金融学、实验经
济学、组织管理研究、环境化学、现代控制理论、广告传播研究和科学技术哲学共 13
门课程入选。至此，厦大有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 34 门。本次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评选，
是从 100 门省优质硕士学位立项课程中遴选 81 门申报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经组织有
关学科专家评审，最终评出 30 门为福建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
【化学、生物人才培养基地获国家基金资助】
11 月，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国家理科基地资助计划评选结果揭晓，厦门大学
化学、生物学两个人才培养基地分别获得 300 万和 180 万元资助，所获资助额度均在国
内同行前列。
2001 年以来，厦大化学和生物两个基地在历次基地评估中屡获佳绩。其中，化学人
才培养基地共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国家精品课程 5 门，
国家教学名师奖 2 人；生物学人才培养基地共获得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
奖 3 项（其中 2 项为合作单位），国家精品课程 1 门，国家教学名师奖 1 人。2006 年初，
化学和生物两个教学实验中心列入国家首批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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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获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资助】
11 月，在 2006 年福建省工业科技类科技创新平台项目评审中，厦门大学 4 个项目
获批准立项，建设经费共 310 万元。这 4 个平台项目分别是：以化学化工学院杨勇教授
为负责人的“电化学技术工程研究中心”（100 万元）、以化学化工学院董全峰教授为
负责人的“化学电源技术科技创新平台”（80 万元）、以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陈忠教授
为负责人的“半导体照明研究检测平台建设”（80 万元）、以生命科学学院宋思扬教授
为负责人的“燃料酒精与生物氢能关键技术”（50 万元）。
【林建华获国际级武术裁判员称号】
11 月，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林建华教授通过国际武术裁判员考试，被国际武联授予
“国际级武术裁判员”称号，这是厦大历史上第一位国际武术裁判、第二位国际级体育
裁判。1980 年，陈礼贤教授曾被国际体操联合会授予体操国际裁判员称号，成为厦大第
一位国际级体育裁判。
林建华教授长期从事高校体育教育与武术教学、训练、裁判工作，并在福建省、全
国武术锦标赛中担任裁判长、总裁判长，曾多次荣获国家体育总局评选的“全国优秀体
育裁判员”和“全国十佳武术裁判员”。2006 年 6 月，曾前往多哈担任亚运会武术运转
赛总裁判长；10 月，在国际武联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传统武术节”中受聘为总裁判长。
【陈晓明、蒋月当选省优秀青年法学人才】
11 月，厦门大学法学院陈晓明、蒋月两位教授被评选为福建省优秀青年法学人才。
陈晓明是厦大法学院副院长、教授，福建省刑法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或主编《修复性
司法的理论与实践》、《理论刑法学专论》、《刑法总论》、《刑法分论》等多部学术
著作。蒋月是厦大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商法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婚姻
家庭法、继承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
【厦大在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评选中获佳绩】
11 月，在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选中，厦门大学成
绩显著，共有 19 项成果获奖。其中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5 项，一、二等奖的获奖数仅
次于北大和北师大，位居全国高校第三位；获奖数仅次于北大、武大和人大，位居全国
高校第四位。该奖项是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的奖项。
【新增一国家级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11 月，依托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建设的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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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智基地，获得教育部、国家外专局“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
计划”）的建设立项，成为继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医学科学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之后，厦大
第二个国家级学科创新引智基地。
“111 计划”是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推进高等学校自主创新的重大举措，于 2006
年首次启动。集项目、人才、基地三位一体，以国家重点学科为基础，以国家、省、部
级重点科研基地为平台，从世界排名前 100 位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优势学科队伍中，引
进、汇聚 1000 余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配备一批国内优秀的科研骨干，形成高
水平的研究队伍，建设 100 个左右世界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努力创造具有国际影
响的科技成果，提升学科的国际竞争力，提高高等学校的整体水平和国际地位。
【新增两个省重点实验室】
12 月，在福建省科技厅批准建设的 4 个省重点实验室中，厦门大学的“福建省特种
先进材料重点实验室”和“福建省半导体材料及应用重点实验室”入选。至此，依托厦
大的省重点实验室增至 3 个。实验室均瞄准国家和省市对高性能新材料的重大需求，为
福建省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提供技术支撑。由此，厦大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方面又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
【朱之文任厦大党委书记】
12 月 18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副局长夏崇源受中组部领导委派，在厦门大
学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厦门大学党委书记的任免决定，朱之文同志任厦门大学党
委书记（副部长级），原党委书记王豪杰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厦门大学党委书记职务。
朱之文，男，1958 年 10 月出生，1980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 年 6 月参加工
作，大学毕业，副研究员。2005 年 6 月任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
【生命科学院一课题组在国际权威刊物发表论文】
12 月，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吴乔教授及其课题组在国际权威刊物《The EMBO
Journal》发表论文。这是迄今为止以厦大生命科学学院为独立作者单位发表的影响因子
最高的研究论文。该论文首次发现并阐明了肿瘤抑癌蛋白 p53 介导孤儿受体 TR3 抑制癌
蛋白 MDM2 的分子机理，对以 TR3 作为潜在的药物靶点研究抗肿瘤药物、抑制 MDM2
诱导的肿瘤发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The EMBO Journal》杂志在国际学术上享有很高声誉，被誉为欧洲小《Nature》。
据检索，2006 年该杂志发表的 508 篇论文中，以中国大陆为独立作者单位的论文仅两篇。
【第三届“大超”联赛南区第一赛会在厦大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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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中国篮球协会、中央电视台主办，北京众辉国际体
育管理有限公司协办，参赛高校承办的第三届中国大学生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南区第一赛
区的比赛在厦门大学举行。来自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
学、湖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 9 所高校的
篮球代表队参加了南区第一赛区共 36 场次的角逐。比赛历时 10 天，最终厦大男篮以 8
战全胜战绩排名南区第一。
【厦大复办国学研究院】
12 月 22 日，厦门大学隆重举行国学研究院复办典礼，教育部、福建省、厦门市的
领导和海内外著名国学研究专家以及师生代表参加了庆典。
厦大国学研究院成立于 1926 年 10 月 10 日，是继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
院之后成立的专门国学研究机构。复办后的厦大国学研究院将以“萃取国学精华，弘扬
中华文化”为宗旨，秉持“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的学术精神，研究中华文化和中华学
术；集聚海内外国学研究专才，构建高水平学术平台，培育国学研究新秀；继承厦门大
学国学研究传统，发扬多学科交叉整合优势，突出国学主流和区域性研究特色，努力建
构国学研究的东南风格。
【贾庆林视察厦大】
12 月 24 日，正在福建调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莅临厦门
大学视察工作。在学校领导的陪同下，贾庆林参观了厦大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视察了台湾研究院，并与台湾问题专家、学者进行了座谈，还听取了
厦大党委书记朱之文、校长朱崇实对学校办学情况的介绍。贾庆林对厦大坚持“立足特
区、面向全国、发挥优势、主动服务”的办学方针表示赞赏，勉励厦大今后多出成果、
多出人才，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