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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中国电子四十一所我校与中国电子四十一所我校与中国电子四十一所我校与中国电子四十一所、、、、蚌埠市第一人民医蚌埠市第一人民医蚌埠市第一人民医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签订校所院产学研合作协议院签订校所院产学研合作协议院签订校所院产学研合作协议院签订校所院产学研合作协议    

 

    3 月 28 日下午，在蚌埠市人大主任江德玲的带领下，由蚌埠市人大、中国电子四十一

所及蚌埠第一人民医院主要领导组成的代表团共 11 人来我校参观考察，并就“校所院”创

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技术成果转移及产业化等问题做深入探讨。我校与中国电子四十一所、

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签订了校所院产学研合作协议。 

    代表团成员有蚌埠市人大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主任宇洪毅、副主任魏孝利，中国电子四

十一研究所所长李立功，蚌埠第一人民医院院长鲍子雨、副院长唐征宇以及相关工作人员。

我校科技处副处长、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倪争技率领医疗器械和光电信息知识服务团队共 15

名成员接待了来宾，并带领来宾参观了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和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重

点实验室。 

 “上海理工大学—中国电子四十一所—蚌埠第一人民医院校所院产学研合作洽谈会”

在图文信息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院长庄松林院士、副校长陈斌

出席会议。陈斌致欢迎辞并表示，上海理工大学近年来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技术转移等

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与蚌埠的科技合作是我们服务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已在

蚌埠建立技术转移工作站，并将进一步做好服务工作，为建设创新型蚌埠助一臂之力，为产

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努力开创产学研对接工作新局面，打造沪蚌合作新亮点。 

庄松林表示，这次产学研合作正是学院与研究所互相学习、共同发展的良好契机。他介

绍了光电信息与计算机工程学院的基本情况，并希望通过此活动，积极培育和促进科技创新

载体建设，加强科教结合，运用市场化运作机制，共建联合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共

性技术创新平台、产业化基地，构建多元化的成果转化和辐射模式，推动产学研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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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致辞中，江德玲表示蚌埠政府对这次校所院产学研合作将给予大力支持，李立功、

鲍子雨也表达了对这次产学研合作成功的殷切期望。 

会上，医疗器械与光电信息知识服务团队的 3 位教授作了科研成果推介，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第一人民医院领导及专家根据各自需求与教授积极互动，探讨技术问

题，共商合作模式，现场气氛热烈，并达成多项共识。 

最后，陈斌、李立功和鲍子雨共同签定了“校－所－院”产学研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我

校将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展技术产业化合作，实

现各方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签署合作协议 

 

参观我学院实验室 



2012201220122012 上海理工大学服务宝山医疗器械专场对接会上海理工大学服务宝山医疗器械专场对接会上海理工大学服务宝山医疗器械专场对接会上海理工大学服务宝山医疗器械专场对接会    

2012 年 3 月 22 日下午，上海理工大学联合宝山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办的“2012 上海理工大

学服务宝山医疗器械专场对接会”在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 C 区综合楼 301 会议室

举行。来自上海宝山区医疗器械企业的负责人、技术骨干 20 多位，项目涉及眼科光学仪器、诊

疗室设备及器具、光谱辐射治疗仪器、医用培养箱等多个专业。 

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知识服务团队负责人、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与食品学院院长刘宝

林率领团队成员 15 人参加了此次项目对接活动，并带领来宾参观了医疗器械学院工程研究中心

及实验室。 

洽谈会由上海理工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技术转移中心主任倪争技主持，并代表上海理工大

学对宝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及企业表示热烈欢迎，并希望此次对接会圆满成功。宝山区科

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施永根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他表示要立足创新驱动，转型发展，进一步做

好服务工作，为企业技术创新搭建平台，为企业求解技术难题寻找新途径，为高校科技成果产

业化提供新渠道，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促进创新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真正实现校地企

三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洽谈会上，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知识服务团队的 3 位教授作了科研成果推介，企业家也

分别介绍了企业的运营现状，根据自己的需求与教授积极互动，请教了许多技术问题，相互探

讨，共商解决对策，现场气氛热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洽谈，达成了 3 个意向合作项目。 

最后，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知识服务团队负责人、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学院院长刘宝

林总结发言，他表示上海理工大学自 2008 年与区科委签订技术合作协议以来，主动与中小企业

技术对接，服务企业技术创新,得到了企业的认可，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知识服务团队将围绕

宝山区医疗器械企业发展需求，加强在医学影像技术及器械、数字化医疗器械、医疗器械安全

及检测等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浦江新兴医疗技术论坛浦江新兴医疗技术论坛浦江新兴医疗技术论坛浦江新兴医疗技术论坛 2012201220122012””””在沪成功举办在沪成功举办在沪成功举办在沪成功举办    

2012 年 3 月 24 日至 25 日，以促进新兴医疗技术与产业融合为主题的"浦江新兴医疗技术论

坛 2012"在上海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微创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和上海交通大学 Med-X

研究院联合主办，邀请到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著名高校和中

国科学院院士、教授和全国代表性高科技医疗技术企业高管及资深研发人员共同参与，是国内

首个新兴医疗技术主题学术活动，旨在更好地促进新兴医疗技术向产业的转化，增强产业界与

学术界合作交流的机会，推动中国新兴医疗技术研究和产业发展。论坛由微创医疗器械（上海）

有限公司新兴业务资深副总裁刘道志博士担任大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副院

长殷卫海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Med-X 研究院副院长高维强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Med-X 研究院主

任古宏晨教授担任大会共同主席。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23 位特邀演讲嘉宾在心脑血管微创医疗技术、医疗信息化、智慧医

疗、癌症早期诊断技术、干细胞与组织修复及器官重建、纳米结构生物材料、肿瘤靶向治疗技

术、磁导航技术、蛋白医疗技术、生物可吸收材料等众多新兴医疗技术领域展示了我国在医学

技术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应用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体现了医疗技术“微创化、智慧化、个性化、

靶向化、早期化、大众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宋成利教授代表我学院参加此次论坛。 

 

校校校校（（（（院院院院））））领导参观考察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领导参观考察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领导参观考察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领导参观考察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为近距离了解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现状，进一步完善“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体系，3

月 27 日，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江才妹教授带领（校）院领导和相关专业负责人

前往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参观考察。 

联影公司于 2011 年 3 月正式成立，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产品线覆盖全线高端医疗影像设备

的大型医疗设备公司。在中国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公司的迅速崛起是我国高端医

疗器械产业高速发展的一个例证和缩影。在全面参观企业后，考察人员切身感受到公司惊人的

发展速度，在如何培养适应企业使用标准的人才方面深受启发。 

考察组一行受到公司董事长俞晔珣、总裁张强的热情接待。俞晔珣董事长介绍了企业致力

于民族工业发展，在“十二五”期间发展大型高端医疗器械设备的愿景。江才妹书记盛赞联影

公司的迅猛发展和海纳百川的发展胸怀，并就“产学研”合作中的具体问题，与企业领导深入

交换意见。考察增进了校企间的友谊，为“产学研”的深层次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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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十二五”863 计划主题专家组成员名单计划主题专家组成员名单计划主题专家组成员名单计划主题专家组成员名单 

一一一一、、、、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领域 

1. 网络与通信技术主题 

吴建平（召集人）、余少华、张平、卜智勇、季新生、汪春霆、吴春明 

2. 先进计算技术主题 

梅宏（召集人）、王恩东、谭铁牛、谢向辉、金海、左德承、黄河燕 

3. 信息安全技术主题 

荆继武（召集人）、杨义先、贾焰、胡传平、云晓春 

4. 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技术主题 

王涌天（召集人）、杨红雨、李波、王兆其 

5. 微电子与光电子技术主题 

魏少军（召集人）、徐炜遐、黄如、时龙兴、祝宁华 

二二二二、、、、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 

1. 前沿生物技术主题前沿生物技术主题前沿生物技术主题前沿生物技术主题 

金力金力金力金力（（（（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程京程京程京程京、、、、高福高福高福高福、、、、陈超陈超陈超陈超、、、、陆祖宏陆祖宏陆祖宏陆祖宏 

2. 医药生物技术主题医药生物技术主题医药生物技术主题医药生物技术主题 

詹启敏詹启敏詹启敏詹启敏（（（（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魏于全魏于全魏于全魏于全、、、、夏宁邵夏宁邵夏宁邵夏宁邵、、、、陈志南陈志南陈志南陈志南、、、、王军志王军志王军志王军志 

3. 现代医学技术主题 

曹雪涛（召集人）、王红阳、付小兵、沈中阳、田卫东 

4. 工业生物技术主题 

马延和（召集人）、黄和、元英进、杨立荣、庄英萍 

5. 生物资源与安全技术主题生物资源与安全技术主题生物资源与安全技术主题生物资源与安全技术主题 

陈薇陈薇陈薇陈薇（（（（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张润志张润志张润志张润志、、、、王健伟王健伟王健伟王健伟、、、、钟扬钟扬钟扬钟扬 

三三三三、、、、新材料技术领域新材料技术领域新材料技术领域新材料技术领域 

1. 新型功能与智能材料技术主题 

周少雄（召集人）、张劲松、王军、柳清菊、黄云辉、刘若鹏 

2. 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技术主题 

张国庆（召集人）、周科朝、刘庆、周光远、胡文彬、程新 

3. 纳米材料与器件技术主题纳米材料与器件技术主题纳米材料与器件技术主题纳米材料与器件技术主题 

陈建峰陈建峰陈建峰陈建峰（（（（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李玉宝李玉宝李玉宝李玉宝、、、、暴宁钟暴宁钟暴宁钟暴宁钟、、、、杨辉杨辉杨辉杨辉、、、、徐科徐科徐科徐科 

4. 新型电子材料与器件技术主题 

潘峰（召集人）、陈弘达、林文雄、樊仲维、杨中民 

5. 材料设计制备与安全服役技术主题 

谢建新（召集人）、秦高梧、聂祚仁、黄政仁、王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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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先进制造技术领域先进制造技术领域先进制造技术领域先进制造技术领域 

1. 重大装备与工艺技术主题 

邵新宇（召集人）、刘强、王立平、黄明辉、黄田、邓宗全、王继生 

2. 制造服务技术主题 

杨海成（召集人）、孙林夫、王建民、王时龙、黄涛 

3. 系统控制技术主题 

杨志家（召集人）、梅雪松、阳春华、苏宏业、仲崇权、李迪 

4. 微纳制造技术主题 

黄庆安（召集人）、孙立宁、刘胜、陈大鹏、姜澜 

5. 智能机器人技术主题智能机器人技术主题智能机器人技术主题智能机器人技术主题 

赵杰赵杰赵杰赵杰（（（（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黄强黄强黄强黄强、、、、韩建达韩建达韩建达韩建达、、、、刘成良刘成良刘成良刘成良、、、、王耀南王耀南王耀南王耀南 

五五五五、、、、先进能源技术领域先进能源技术领域先进能源技术领域先进能源技术领域 

1. 可再生能源技术主题 

王志峰（召集人）、王伟胜、雷廷宙、姜培学、夏登文、季杰 

2. 洁净煤技术主题 

任相坤（召集人）、吕清刚、许光文、徐明厚、孙绍增、曲思建、李金来 

3. 先进核能及安全技术主题 

周培德（召集人）、王建龙、张志俭、欧阳晓平、舒睿 

4. 节能与储能技术主题 

马云翔（召集人）、张欣欣、张世超、赵金保、李泓 

5. 新型电力电子关键技术主题 

盛况（召集人）、李崇坚、徐殿国、袁小明、于坤山 

6. 氢能燃料电池与分布式供能技术主题 

马建新（召集人）、丁水汀、郑津洋、杨辉、潘牧 

六六六六、、、、资源环境技术领域资源环境技术领域资源环境技术领域资源环境技术领域 

1. 固体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主题 

刘炯天（召集人）、黄大年、吴爱祥、胡岳华、周爱民 

2. 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技术主题 

庞雄奇（召集人）、李阳、宋岩、方朝亮、于兴河 

3. 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主题 

张一敏（召集人）、柴立元、于建国、彭金辉、冯安生 

4. 污染控制技术主题 

戴晓虎（召集人）、高翔、陈运法、朱永官、俞汉青 

5. 环境监测预警技术主题 

毕军（召集人）、刘建国、邵敏、蒋新、施汉昌 

6. 环境与健康保障技术主题 

郑明辉（召集人）、高志贤、吴永宁、王利兵、陈景文 



七七七七、、、、海洋技术领域海洋技术领域海洋技术领域海洋技术领域 

1. 海洋油气资源开发技术主题 

朱伟林（召集人）、沈琛、李志刚、杨胜雄、孙宝江、王进全 

2. 海洋环境监测技术主题 

徐文（召集人）、潘锋、侯一筠、陈戈、汪东平、张杰 

3. 深海探测与作业技术主题 

任平（召集人）、陶春辉、张艾群、万步炎、韩端锋、周利生 

4. 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技术主题 

焦炳华（召集人）、于广利、朱蓓薇、宋林生、张玉忠、金显仕 

八八八八、、、、现代农业技术领域现代农业技术领域现代农业技术领域现代农业技术领域 

1. 植物分子设计与品种创制技术主题 

朱祯（召集人）、万建民、李付广、张启翔、吴平 

2. 动物分子与细胞工程育种技术主题 

李宁（召集人）、桂建芳、文杰、李光鹏、康相涛 

3. 食品制造与安全技术主题食品制造与安全技术主题食品制造与安全技术主题食品制造与安全技术主题 

孙宝国孙宝国孙宝国孙宝国（（（（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王硕王硕王硕王硕、、、、陈昆松陈昆松陈昆松陈昆松、、、、胡小松胡小松胡小松胡小松、、、、陈卫陈卫陈卫陈卫 

4. 农林生物质高效转化技术主题 

储富祥（召集人）、马隆龙、应汉杰、陈国强、蒋剑春 

5. 数字农业技术与装备技术主题 

罗锡文（召集人）、赵春江、何勇、许世卫、方宪法 

6. 农业生物环境控制与修复技术主题 

吴普特（召集人）、康绍忠、梅旭荣、刘凤权、武志杰 

7. 农业生物制剂创制技术主题 

陈焕春（召集人）、张改平、邓子新、沈其荣、王笑梅 

九九九九、、、、现代交通技术领域现代交通技术领域现代交通技术领域现代交通技术领域 

1. 先进载运技术主题 

吴光辉（召集人）、李开国、方攸同、项昌乐、刘宝波、孙培廷 

2. 高效运输服务技术主题 

张军（召集人）、唐涛、孙立军、李建华、马林、关积珍 

3. 交通安全技术主题 

王勇（召集人）、王长君、田红旗、王云鹏、杨志杰 

4. 交通基础设施技术主题 

李惠（召集人）、刘辉、何川、李术才、王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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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地地地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 

1. 先进遥感技术主题 

李传荣（召集人）、江凯、周国清、江碧涛、卢乃锰、唐新明 

2. 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主题 

周成虎（召集人）、刘耀林、景宁、贺日兴、郭理桥 

3. 导航定位技术主题 

房建成（召集人）、周建华、吴海涛、杨强文、刘建、蔚保国 

4. 空间探测技术主题 

王赤（召集人）、尤政、王劲松、邹永廖、李得天  

 

我国将面向科技重大专项培养工程博士我国将面向科技重大专项培养工程博士我国将面向科技重大专项培养工程博士我国将面向科技重大专项培养工程博士    

3 月 30 日，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公室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在京举行高校—企业对

接会。记者在会上获悉，我国将面向科技重大专项培养工程博士。这是为建设稳定的重大专

项科研攻关队伍作出的前瞻性安排，也是我国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一种新尝试。 

重大专项办公室主任许倞介绍，为进一步构建企业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体系，大力促进

各创新主体的协同创新，重大专项办公室通过与国务院学位办多次磋商，达成了共识。国家

重大专项将把人才培养纳入日常管理中。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孙也刚介绍，过去我国仅在临床医学、口腔和兽医等几

个领域设有工程博士。 

据初步统计，目前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目前有 80 多个专业有诸多需求。140 多家企业表

示，共需要 800 多名工程博士。 

国务院学位办公室今年专业学位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将工程博士专业学位作为一个重要

突破口，推动学位授予单位与行业紧密结合，学位办公室力争通过面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与

企业联合培养工程博士，探索科教结合、校企合作培养工程技术领域领军人才的新模式。 

目前，这一举措得到了财政部和教育部的支持，相关高校和企业将得到增加招收工程博

士的名额和国家财政支持。 

 



截止 2012 年 2月底各学院（部）科研到款与去年同期比较 

部  门 

2011年年年年

纵向到纵向到纵向到纵向到

款款款款（（（（万万万万

元元元元）））） 

2011年年年年

横向到横向到横向到横向到

款款款款（（（（万万万万

元元元元）））） 

2011年合年合年合年合

计到款计到款计到款计到款（（（（万万万万

元元元元）））） 

2012年年年年

纵向到纵向到纵向到纵向到

款款款款（（（（万万万万

元元元元）））） 

2012年年年年  

横向到横向到横向到横向到

款款款款（（（（万万万万

元元元元）））） 

2012年合年合年合年合

计到款计到款计到款计到款（（（（万万万万

元元元元）））） 

环境与建筑 

  
72 90 162 95 126 221 

能动学院 182 101 283 425 231 656 

管理学院 140 90 230 202 106 308 

光电与计算机 326 112 438 989 120 1109 

机械学院 136 127 263 213 102 315 

材料学院 50   50 400 7 407 

理学院 70   70 181 6 187 

医疗与食品 251 100 351 294 35 329 

出版与艺术 11 31 42 30 99 129 

合计 1260 656 1916 2884 845 3729 
 

 

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教授潜心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教授潜心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教授潜心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上海师范大学方广锠教授潜心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共同编纂、列入“十二五”图书出版项目及国家重点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项目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出版，这一成果被称为敦煌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它标志着我国开展海外档案征集以抢救保护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道路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该项目由上海

师大方广锠教授与英国国家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吴芳思共同牵头。 

1900 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列为上

世纪初我国的四大文化发现。但由于历史原因，不少敦煌遗书先后流散到了英、法、俄、日等国，造成我

国学者调查研究难度非常高。另一方面，敦煌遗书数量达到 58000 号，整理编撰任务相当繁重。上海师范

大学方广锠教授从 1984 年起，坚守信念，二十几年如一日潜心研究，掌握敦煌遗书 57000 号，被称为当

今世界上接触敦煌遗书原件最多的人。1985 年曾有一位日本学者来中国讲学，公然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

学在日本”。而今，日本媒体却肯定并赞誉方广锠为“大藏经研究权威”“写经调查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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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潜心研究，献身学术 

在中国佛教研究领域，佛教文献学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学科，研究佛学需要先从文献整理和校勘研究

等基础性工作开始，这个过程十分复杂枯燥。但方广锠教授耐得住寂寞，不讲名、不图利，不求速效、惟

求实际，一步一步地将这项工作推向前进。 

在早期的研究过程中，他深感没有一个完整、详实、编排科学的目录对研究者从事相关课题研究的不

便，于是萌发自己编一个敦煌遗书目录的想法，但敦煌遗书数量巨大，编目工作量非同小可。在季羡林、

任继愈等前辈的支持下，他申请了项目经费，光前期的书籍资料就装满了一辆三轮车，随后他将相关佛教

经录都做成卡片，足足做了五万多张，并请人把《敦煌最新目录》输入计算机，编撰成敦煌学界第一个计

算机版敦煌遗书索引。他对敦煌遗书图录、目录的编纂工作十分细致，资料中哪怕一些很小的残片，乃至

背面揭下的古代裱补纸，只要有文字，一律收入图录；他将敦煌遗书上各种信息，依照文物、文献、文字

三个方面尽量予以著录，尽力对每一行字都有所交待，最大限度地为研究者提供有关信息。 

二、传承文化，矢志不移 

投身敦煌遗书的编纂事业，对方广锠而言，已成为一种自愿担当且无可推卸的责任。在强烈的民族责

任感驱使下，他沉浸在敦煌遗书中整整 27 年，沙里淘金、盘点家底，为了避免一切外部干扰，连手机都

不用。27 年来，只要有信息、有可能，方广锠尽量到各地调查敦煌遗书的收藏情况。他曾在中国社科院、

上海师大等单位的支持下，或只身一人，或组织团队，走遍中、英、法、日、俄、印度等收藏有敦煌遗书

的主要国家与单位进行调查、考察，一片一片地搜集，一号一号地展阅，日复一日地调查、鉴别、考订、

整理、编目、录文、校勘、研究。 

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敦煌遗书 14000 号，是敦煌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方广锠研究的重要对象。

从 1991 年到 2009 年间，他曾 7 次赴大英图书馆做学术搜集工作。但在工作中，大英图书馆的“国际敦煌

项目（IDP）”人员却设置种种困难，并无礼地要求方广锠签下“授权书”，同意将他花了近 20 年心血的编目

成果电子文本交给英方。对此，方广锠曾致抗议信给大英图书馆馆长，义正辞严地说：“馆长阁下，你想必

清楚，贵馆所藏敦煌遗书是当年斯坦因在中国积贫积弱、有关人员愚昧无知的情况下，用极其不光彩的欺

骗手段搞到的。此事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权益。作为一个敦煌研究者，我主张在历史问题尚未

解决之前，开放所有的敦煌遗书，采取合作的态度，供给全世界的研究人员使用。作为中国学者，我可以

与世界任何一个平等待我的国家、单位、个人合作，但绝对不会答应企图强加给我的蛮横霸道的所谓‘授

权书’。” 

三、沉潜笃实，终结硕果 

在长达 30 余年的研究道路上，方广锠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为推动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发展注入了强

劲动力。 
 



 

他共有著作 20 余本，参与编著 12 部，参与词条撰写的辞典 8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由他

任常务副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于 2005 年出版，从文物价值、文献价值、文字价值

三个方面全面著录敦煌遗书，向学者提供全面、科学、完整的信息；另一部由方广锠及英国图书馆中文部

主任吴芳思（Frances Wood）共同主编的大型图录《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于 2011 年 9 月由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前 10 册，全书约 100 至 120 册，该书全部出版后，世界四大藏家所藏敦煌遗书将

为中国中古史诸多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历史、宗教、政治、经济、文学、语言、文字、社会、法律、音韵、

医药、音乐、美术、舞蹈、以及民族史、边疆史、中外关系乃至书法、绘画等提供大量的最新资料，将推

动这些领域研究的迅猛发展。 

尽管方广锠在佛教文献学领域成就斐然，但面对同行和媒体的赞扬时，他却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

度，并一再声明：“我们当前的工作只是中华民族文献整理史长链上的一环，是中华新文化建设的一个组成部

分。敦煌在中国，中国学者有责任做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好一些，我们要与世界各国学者一起，共同推进

敦煌学的发展。” 

四、教书育人，彰显师道 

除了科研任务外，方广锠主要承担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任务。他以其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虚心谦

和的为人之道和爱生敬业的师者风范，诠释着一位学者和教师的信念。他的学生们把他的教学风格概括为 6

个字——认真、负责、细致。 

认真——在敦煌本佛经的校对中，他不但要求每一个字的准确性，连对字号、段落对齐等都有严格要

求。每拿到一卷敦煌遗书的原件，摸一摸纸张，看一看字体，便可准确说出该遗书的年代。某著名拍卖公

司曾把方教授鉴定过的敦煌遗书送到美国，用现代化技术测试，结果和方教授说出的答案完全一致，这让

学生敬佩不已。 

负责——因为研究设施和资料主要在北京，为了保证对教学的指导，方广锠不得不在北京、上海来回

赶，并将学校一个月的课程集中在 10 天内上完。但并不因为这种特殊的上课方式而对学生放松要求，他通

过各种途径，要求学生每月 1 日和 15 日报告学习情况，看了哪些书，写了哪些文章，需要解答哪些问题等。

他平时指定书籍，让学生自己阅读。他的学生们认为，方教授讲的是方法，是前沿，是规范，教给学生的

是治学的态度。他以这种方式不断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训练学生以规范的学术标准去从事学术研究。 

细致——每逢新生入学，他便让学生提前思考毕业论文，并要求学生根据兴趣和爱好来选择学习研究

重点，“爱上它，才不会放弃它”。关于论文写作，方广锠一直有很严格的要求。据学生回忆，在某学期的第一

堂课上，他就如何写论文整整讲了 3 个小时。他对论文参考的学术资料，包括原始资料与研究资料的收集

要求很高，因此他在布置论文任务时向学生开出的参考书目，即使自己有也不借给学生，一定要让学生自

己搜集，以培养学生对信息的筛选和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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