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州医科大学优秀研究团队博士招聘公告 

为积极推进我校高水平医科大学建设，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

大力培育优秀科研团队，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竞争力，根据《省

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高等学校公开招聘工作的意见》（苏教规〔2012〕

8 号）文件精神，结合《徐州医科大学优秀研究人才支持计划（试行）》

（徐医大字〔2019〕11 号）和《关于公布 2019 年度徐州医科大学优

秀研究人才支持计划遴选结果的通知》（徐医大科字〔2019〕7 号）

文件精神，制定本招聘计划。 

一、招聘信息 

团队负责人

（按姓氏笔

画排序） 

对接单位 招聘专业名称 岗位主要任务 学历 人数 岗位类型 招聘联系人、电话、邮箱 

于如同 

教授 

第一临床医学院

神经外科实验室 

神经生物学、细胞生物学、

分子生物学、生物统计学、

病理学、医学免疫学、材料

生物学、生物信息学、药物

临床试验学 

1.脑胶质瘤临床应用基础研究；2.

脑胶质瘤发生的分子机制及免疫治

疗研究；3.神经外科疾病临床和基

础研究。 

 

博士 

研究生 
2 

教师（科

研为主） 

联 系 人：于如同/陈海涛  

联系电话：13182310079 

/13813476520 

招聘邮箱:yu.rutong@163.com 

xyfyn35@163.com 

白津 

教授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肿瘤防治研究所 

1.基础/临床医学；2.分子生

物学；3.其他生物学或医学

等相关背景。 

1.可以独立进行课题研究，能把控

课题进展，指导研究生完成相关实

验；2.整理及分析数据并完成论文

初稿的撰写。 

 

博士 

研究生 
2 

教师（科

研为主） 

联 系 人： 白津 

联系电话： 13512566207 

招聘邮箱:bj@xzhmu.edu.cn 

李安安 

教授 

基础医学院省脑

病生物信息重点

实验室 

神经生物学 

1.具有独立的研究课题，能把控课

题进展，指导研究生完成相关实验； 

2.整理及分析数据并完成论文初稿

的撰写。 

 

 

博士 

研究生 
2 

教师（科

研为主） 

联 系 人：李安安  

联系电话：18952263122  

招聘邮箱:anan.li@xzhmu.edu.cn 

周秀萍 

教授 

第一临床医学院

神经外科实验室 

基础/临床医学、生物学、病

理学、免疫学等相关背景 

1.进行课题组脑胶质瘤相关科学研

究；2.协助教授指导研究生和技术

人员实验；3.管理实验室和建设研

究平台。 

博士 

研究生 
2 

教师（科

研为主） 

联 系 人：周秀萍  

联系电话：15105205078  

招聘邮箱:xpzhou@xzhmu.edu.cn 

施明 

教授 

第一临床医学院

肿瘤防治研究所 
肿瘤免疫学 肿瘤免疫治疗的应用基础研究 

博士 

研究生 
2 

教师（科

研为主） 

联 系 人： 施明 

联系电话： 15895211276 

招聘邮箱: shiming_amms@sina.cn 

曾令宇 

教授 

第一临床医学院

血液病研究所 

1.基础/临床医学；2.分子生

物学；3.其他生物学或医学

等相关背景。 

1.参与课题组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微

环境调控相关科学研究；2.积极申

报课题，承担相应的科研任务； 

3.积极协助教授指导学生和技术人

员实验，管理实验室和建设研究平

台。 

博士 

研究生 
2 

教师（科

研为主） 

联 系 人：曾令宇 

联系电话：13685182368 

招聘邮箱:zengly2000@163.com 



二、引进条件 

1.优秀博士：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近三年在本学科权威刊

物上以第一作者（不包括非第一排名的共同作者）发表多篇 SCI、EI

收录研究性论文，累计影响因子 5.0 以上或单篇影响因子 3.0 以上。 

2.紧缺博士：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近三年在本学科权威性

刊物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1篇以上，参与过省部级以上科研项

目。  

三、引进待遇 

1. 事业单位正式编制。 

2.优秀博士：购房补贴（含安家费）30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 30

万元，享受三年副教授待遇，《泰晤士高等教育》、QS、《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 200 名高校毕业生可另

申报 30 万科研经费。 

3.紧缺博士：购房补贴（含安家费）17 万元，科研启动经费 10

万元，享受三年副教授待遇，《泰晤士高等教育》、QS、《美国新闻

与世界报道》、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 200 名高校毕业生可另

申报 30 万科研经费。 

四、校人事处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人：丁琦  联系电话：0516-83262043 

 

附：团队负责人简介（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如同教授简介 

于如同，男,博士、主任医师、二级教授、博

士生导师。徐州医科大学神经系统疾病研究所所

长、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脑科医院院长、神经

外科主任、脑胶质瘤治疗中心主任。江苏省有突

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医学领军人才、江

苏省“十一五”期间“科教兴卫工程”优秀重点

人才、首届江苏省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333”

工程第二层次）、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人才、江苏省劳动模范、

江苏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 4项（No：81072072；81272777；

81472345；81772665），省部级课题 20 余项。2011年以来以通讯作

者发表 SCI 收录论文 73 篇，累计影响因子 232.4，出版专著 13 部，

指导博士生及硕士生 170 余名，指导博士后 7名。           

担任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创伤培训委员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脑胶

质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神经外科

分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神经创伤专业委员会（学组）常委、

江苏省脑胶质瘤协作组组长，江苏省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创伤学组组长、

江苏省神经科学学会神经肿瘤与神经损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

州市医学会神经外科学会主任委员、徐州市抗癌协会神经系统肿瘤专

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担任《Journal of Neurotrauma》编委、

《Neurocritical Care Chinese Version》编委、是《Neuroscience》

等 SCI 杂志的审稿人。 

 

 

 

 

 



白津教授简介 

白津，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江

苏省肿瘤生物治疗重点实验室主任。2010 年博士

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系。2009

年至2010年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1年，

2012 年至 2014 年在美国西奈山医学院进修 2 年。 

主要从事肿瘤转移复发的分子机制研究，为肿

瘤的基因治疗和分子诊断提供新的靶点。近年以第

一或通讯作者在 Annals of Oncology（IF 14.196）、PNAS（IF 9.58）、

Cancer Research（IF 9.13）等杂志发表 SCI 论文 52 篇，其中 IF> 5

分 18篇，总 IF>200，累计被引 600 余次。担任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标

志物委员会委员，Cancer Research、Oncogene、Molecular Cancer

等杂志审稿人。于 2012、2014、2016、2018 年连续获得 4 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共获得 14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20

项省部级项目，累计经费 600 余万。 

 

 

 

 

 

 

 

 

 

 

 

 



李安安教授简介 

李安安，博士，教授，江苏省特聘教授，博

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感觉神经生物学尤其是嗅觉

方向的研究，在细胞外电生理记录、动物嗅觉行

为学以及光遗传技术方面积累有丰富的理论和

实践经验；同时对神经影像学有一定的基础，从

事过内源性光学成像和 fMRI 对嗅球功能活动的

研究。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科研论文 20 余

篇，其中多篇文章发表在 PNAS（2011），J Neurosci（2014,2015,2017），

Acta Physiologica（2019a，2019b）以及 Neuroimage（2014）等神

经生物学和生理学领域权威杂志。 

本研究团队使用啮齿类动物的嗅觉系统研究大脑如何表征以及

最终感知外界的气味信息。我们通过各种前沿技术包括清醒行为动物

的多通道单细胞记录、光/化学遗传、光纤钙记录、在体钙成像、离

体脑片记录以及嗅觉行为评估等研究嗅球和梨状皮层的功能环路。同

时我们也研究嗅觉相关脑疾病如帕金森症和自闭症的发病机理。我们

的研究团队目前承担有 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571082, 

31872771, 31700895, 31700896)和 3 项省级科研项目。我们欢迎勤

奋上进的年轻博士加入我们的研究团队，尤其是在电生理记录、光学

成像、动物行为学或者神经计算方面有经验的博士。 

 

 

 

 

 

 

 

 



周秀萍教授简介 

周秀萍，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徐州

医科大学神经系统疾病研究所副所长。先后被遴选

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省“ 333 工

程”第四期、第五期高层次人才、江苏省 “六大

人才高峰”人才。担任中国医师协会脑胶质瘤专业

委员会基础与转化学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脑胶质

瘤专业委员会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学组委员。 

目前主要从事脑胶质瘤的分子病理机制与靶向治疗的研究，以人

脑胶质瘤标本，培养的原代和永生化的脑胶质瘤细胞，裸鼠颅内原位

移植瘤为模型，研究脑胶质瘤进展的分子机制，以期发现潜在的分子

治疗靶点，并筛选小分子化合物进行临床前研究。近年来先后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4 项、省部级课题 7 项。以第一或通讯作

者在国际著名期刊 Proc. Natl. Acad. Sci. USA（IF: 9.432）、

Neuro-Oncol (IF: 9.384)等发表 SCI 收录科技论文 30 余篇，累

计 IF>120，JCR一区 11篇。 

 

 

 

 

 

 

 



施明教授简介 

施明，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肿瘤

生物治疗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副主任、江苏

省肿瘤生物治疗研究所副所长、江苏省肿瘤生物

治疗工程实验室主任。获江苏省双创人才、江苏

省特聘医学专家、江苏省六大高峰人才等人才称

号。担任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临床应用专业委

员会委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免疫学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生理学会应用生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医学细

胞生物学分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研究型医院学会 CAR-T 细胞与

免疫治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肿瘤免疫治疗研究，先后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 4

项、国家 863 项目子课题 1 项、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项目子课题 1 项、

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课题。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3 篇，累计 IF 128分，被引用 760次。其中 IF 大于 5 分 14 篇，最

高 IF 11.685 分。参编国外学术专著两部、译著两部。申报国家发明

专利 4 项，已授权 2 项。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2014 年，排名第

二）、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2006 年，排名第一）、中国抗癌协会

科技奖三等奖（2014 年，排名第二）。 

 

 

 

 

 

 

 



曾令宇教授简介 

曾令宇，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先

后被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江苏

省医学重点人才、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

年学术带头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及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人才。现任江苏省

免疫学会委员、江苏省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委

员、江苏省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实验诊断学组

委员。 

2005年以来，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科研课题 10 余项，其中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5 项，省部级课题 4项，市厅级课题 3项，累计科

研经费 467 万元。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50 余篇，SCI 收

录 30 余篇。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2 项，

省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二等奖 1 项。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造血微环境和造血调控。主要是基于小鼠造

血干细胞移植模型和 GVHD 模型，研究促进造血干细胞植入和造血功

能重建，降低移植并发症发生的微环境因素及可能的分子机制，以期

发现潜在的治疗靶点，减少植入功能不良及移植并发症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