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微生物学教材建设亲历记  
                                  

近 70 年来，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的微生物学教材，经过历任

教师们的不懈努力，通过边教、边改和边提高以及持之以恒的建

设，至今已形成了门类较全、数量较多、质量较高、影响较大和

富有特色的系列水准。笔者于 1953 年秋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

随即被分配至微生物学专业(当时称专门化)学习，毕业留校后又

终生坚守于微生物学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岗位以及有关行政

工作，亲身经历了微生物学教学发展和教材建设的几近全过程，

同时还精心收藏了较完整的各时期的讲义和不同的图书版本。近

年来，因经常考虑到自己已届耄耋之年，希望趁尚未出现老年痴

呆和还能动笔之际，整理和记录一些自己亲历的事，以为院系留

下一些参考资料。高兴的是，现任院系的党政领导正十分重视和

关心着此事。在此，笔者先拟以编写《微生物学教程》为重点，

分四部分来介绍我们对微生物学系列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建设

历程，并辅以照片等资料，借此为后贤们更好开展教学工作、进

一步搞好教材建设和了解院、系历史情况提供一份可靠的参考资

料。 

      1952 年，在全国范围內轰轰烈烈地展开学习苏联的热潮中，

我国高等院校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院系大调整。我校生物系在

原有规模的基础上，有幸整合了前浙江大学和沪江大学等校生物

系的一批优秀师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等资源，顿时如虎添翼，



建成了一个当时在专业门类设置等方面都处于全国前列的新型

生物系。 

为紧跟国际相关学科的发展趋势，并参考了当时苏联莫斯科

大学生物系的有关教学计划，我系还于 1952 年秋适时建立了一

个崭新的微生物学专业(一开始曾称“专门化”，1958 年后改称专

业)，并由当时为副教授的盛祖嘉先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理学博

士)担任领导和开展微生物学基础课等教学。从此，我校微生物学

专业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三校(另两校为武汉大学和山东大学)之

一而获得快速的发展。 

    一、代表性教材——《微生物学教程》的过去和现在 

    (一) 自编讲义阶段 

    1. 1954 年版和 1956 年版讲义(图 1、2)  

图 1  1954 年版讲义         图 2  1956 年版讲义和目录     

1954 年秋，我们二年级同学有幸首次聆听盛先生教的微生

物学基础课，并收到他刚编写、刻印完的配套讲义，因此特别高

兴(因当时学生的绝大多数课都靠课堂记笔记和翻阅参考书，讲

义十分稀罕)。该讲义属刻写油印本，正文 131 页，约 11 万字，

后附实验 34 页，约 3 万字。两年后，讲义改为打字油印本，供

后面几届学生阅读。 



 

2 . 1959 年版讲义（图 3） 

                 图 3  1959 年版讲义和前言 

1958 年，全国各地都处在“大跃进”的热潮中。当时编写教

材的要求是突出思想政治，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内容少而精，并

要求组织群众性的编写队伍。由于盛先生和他领导下的一支微生

物学骨干教师刚调至由谈家桢教授新建的遗传学研究室工作，微

生物学专业和教研室主任改由新任生物系主任王鸣岐教授兼任。

在他的组织下，课小组成员每人分工编写一章，在当年年底很快

完成了编写和油印任务。该讲义共 223 页，约 20 万字，为刻写

油印本。因当时纸张等物资供应紧张，所以该讲义不同章次的纸

张质量参差不齐。本讲义仅约用了两届，后因 1961 年秋由武大、

复旦、山大合编的全国统编讲义《微生物学》由北京的人民教育

出版社（现为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于是各校自编讲义就

纷纷终止了。 

 

 

 



 

 

 

       3.1973 年版讲义(图 4、5) 

图 4  1973 年版讲义和实验   图 5 《工业微生物》转载了我校讲义  

    “文革”时期，为了让第二届以后的工、农、兵大学生学好

微生物学基础课，当时的生物系领导——“工宣队”要求推荐一

些有经验的教师，在短时间内赶写一套适合当时政治形势和有较

高质量的微生物学等各课讲义。由于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

加上自毕业后我已独立开设过几届微生物学基础课和多门专业

课，参加过全国通用教材《微生物学》的编写，甚至还刚去国外 

一大学指导过三位青年教师（ 1970～1971），故大家一致                                                                                                                                                                                                                                                        

推我挑此重担，并要求尽快完成任务。 

    经过对以往讲稿的整理、补充、绘制图表和奋笔疾书，我终

于在 1973 年秋完成了《普通微生物学》(上、下册共约 22 万字)

和《普通微生物学实验》(约 5.5 万字)的编写和出版任务。在当

时条件下，编者署名为“复旦大学生物系，微生物学教研组”。经

过当年三个专业(生化、遗传、昆虫)和以后多届学生的试用，反



映较好。此外，在十年“文革”期间，因普遍发现此前微生物学

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比生物系的其他专业好，故在全国各大学

的生物系同时掀起了一股大办微生物学专业的热潮。据了解，当

时全国一下子増办了许多个新的微生物学专业，因此，促进了他

们来我校“取经”，并要求交流我们编写的这套讲义。由此，笔者

撰写的两套讲义几乎成了当时全国许多高校的通用教材，以致到

1975 年时，上海出版的《工业微生物》专业刊物，索性分 3 期全

文转载和推广笔者的《普通微生物学》(上、下册)和《普通微生

物学实验》两套讲义(见图 5 中该杂志 1975 年的第 5、9、10 期)，

由此，更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二)正式出版阶段 

      1. 1993 年出版的首版《微生物学教程》  (图 6) 

图 6 首版《微生物学教程》及其奖状之一 

自 1978 年我国全面贯彻改革开放方针后，高等教育事业 

如沐春风，一切步入正轨，发展迅猛。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教材建

设组(后改名为“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领导和关心下，在全国同

行们的积极推荐下，高等教育出版社很快把笔者编写的教材列入  

了出版计划，后经笔者进一步改进体系、加强基础、更新内容以



及优化图表和文字表达后，于 1993 年出版了由我个人署名的《微

生物学教程》(全书 65 万字)。在全国一经发行，就受到同行和广

大学生们的欢迎，并于 1995 年底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

等奖”(图 6)；1998 年被国家教委评上“科技进步二等奖”（图 7）；

1996 年也被上海市教委评上“优秀教材二等奖”（图 8)。本版先

后共印了 5 次，总数达４.７万册。 

 

 

 

图 7 奖状之二               图 8 奖状之三 

2. 2002 年版《微生物学教程》(第二版)  (图 9)    

图 9 第二版《微生物学教程》 

本版写作更精练，仅 60 万字，选用的学生却大增，在 9 年

间共印了 19 次，总数竟高达 41.6 万册。 



    3. 2011 年版《微生物学教程》(第三版)  (图 10) 

图 10 第三版《微生物学教程》      图 11 奖状之四 

2006 年，本版有幸被教育部列入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规划教材‖”。笔者在前版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与时俱进，增

补了许多本学科的新进展，全书达到 80 万字。本版问世不久，

即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评为“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图 11)。截

至 2018 年 6 月，就印了 18 次，总数已达到了 41 万册。 

     4. 2019 年版《微生物学教程》(第四版)  (图 12)   

      

 

 

 

 

图 12 第四版《微生物学教程》（出版中） 

随着笔者年龄的攀升和精力的衰减，目前，工作量较大的编

写任务已不敢承担了。但因这本教材仅由我一人编写，全国选用

的学校和学生又特多，所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领导的一再关心下，

我还是投入了较大精力，挑起了第四版的编写任务。第四版新书

预计今年秋季开学前即可面世。想必本版将是我这个耄耋老人辞



别学术生涯前向广大读者提供的一份合适礼物，希望本书在若干

年内还能继续在广大同行和学生的学习中发挥一些积极作用。 

二、 我主编或参编的配套教材和重要参考书 

(一)《微生物学实验教程》 (图 13)    

             图 13 《微生物学实验教程》系列 

为与《微生物学教程》相配套和对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

我们曾于 1986 年出版过一本较系统、全面和实用的《微生物学

实验手册》(周德庆主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50 万字)。

该书总结了我们微生物学专业一批老师多年来的实验工作经验，

也为以后的实验教材的建设打下了较全面和坚实的基础。此后，

随着《微生物学教程》各版的续写，就开始以《微生物学实验教

程》的名称与其同步编写和出版，至今也已出了 4 版。 

    第一版: 祖若夫、胡宝龙、周德庆编著，上海：复旦大学出

版社，1993 年(28.2 万字) 

    第二版: 周德庆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62 万

字) 

    第三版: 周德庆、徐德强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年(56 万字) 

    第四版: 徐德强、王英明、周德庆主编，北京: 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9 年(52 万字) 

    (二)《微生物学: 精要·题解·测试》(图 14)  

                  图 14 一本可供备考用的参考书 

本书由周德庆、徐士菊两人合编，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2007(全书为 40.3 万字)。因当时笔者在微生物学基础课教学第一

线工作已近半个世纪，积累了较丰富的教学和考试经验，故接受

了本书的编写任务。本书可帮助学生更深入地学习微生物学的精

髓，明确基本概念，掌握基本理论，增强解题能力和提高学习成

绩;另外，对报考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微生物学课程入学考试成绩

的提高，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三)《微生物学词典》(图 15)  

             图 15 国人首编的一本大中型《微生物学词典》 

本书为我国微生物学领域首本由国人自编的大中型专业词



典，由周德庆、徐士菊两人合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于 2005 年

出版。全书共有 132 万字，内中收入基础微生物学、应用微生物

学、微生物学实验方法、著名微生物学家和各类重要微生物名称

等近 5000 个条目，内容新颖、翔实、严谨，对生命科学和微生

物学领域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和出版等工作人员都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四)《高等学校生物学试题库——生物化学与微生物学卷(光

盘版)》(图 16)  

                   图 16 通用试题库光盘 

    本光盘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笔者任试题库总卷

的副主编和生化、微生物学卷的分主编。 



(五)《普通微生物学》(图 17)  

图 17 《普通微生物学》英译中版 

本书为德国 H·G·施莱杰所著德文第六版英译本的中译，

由陆卫平、周德庆和郭杰炎等人翻译后，交复旦大学出版社于

1990 年出版。本书对我国广大的微生物学教师了解和学习欧洲

同行的先进教材以及开扩自己的视野大有裨益。 

(六) 《环境微生物学实验教程》: 王英明、徐德强主编。北

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 (图 18)  

                      

  图 18 《环境微生物学实验教程》 

 

三、笔者参编和参译的书籍 



    (一) 教科书类——《微生物学》(第一至第八版)  (图 19)  

                图 19  数校合编的八版《微生物学》 

本书是由武汉大学教师任主编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由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至 2016 年已连续出版了 8 版。1961 年 9

月出了第一版，由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山东大学三校的微生物

学教师共同编写，后于 1965、1979、1987、2000、2006、2009 和

2016 年连续出至第八版。第一版的主编为高尚荫、王鸣岐、王祖

农和周德庆四人，后因年事过高和工作繁忙等原因，前三位前辈

未能继续，仅笔者一人连续参加了以后各版的编写任务。 

    (二) 工具书类(图 20)  

                 图 20  参编的微生物学工具书系列 

1.《辞海》：参编第六、七版中的微生物学条目。上海辞书

出版社，2009，2019 

     2.《大辞海》：参编了生命科学卷中有关微生物学条目。上



海辞书出版社，2012 

    3.《彩图科技百科全书(三)生命》：笔者任分编编委。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 

    4.《中国大百科全书》： 笔者参编了第三版部分微生物学条

目。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中 

    5.《化学化工大辞典》：参编了部分微生物学条目。北京：化

工出版社，2003 

    6.《简明生物学词典》：参编了微生物学条目。上海辞书出版

社，1983 

    7.《少年自然百科辞典》(生物、生理卫生卷): 参编了部分微

生物学条目。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 

    8.《自然科学简明手册》：参编了部分条目。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 

    9.《当代科技新学科》：参编了部分条目。重庆出版社，1994 

    10.《现代微生物培养基和试剂手册》：任分主编。福州：福

建科技出版社，1994 

    11.《科学家大辞典》：参编了各国微生物学家部分。上海辞

书出版社、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12.《微生物学名词(1988)》：北京: 科学出版社，1989 

    13. 《微生物学名词(2012)》(第二版)：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14.《英汉生物学词汇(第二版)》：参编了微生物学分科词汇。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7 

    15.《英汉生物学词汇(第三版)》：参编了微生物学分科词汇。

北京: 科学出版社，2005 

(三) 教学参考书(图 21)  

                     图 21 教学参考书系列 

 

    1.《微生物学》(自然科学发展战略调研报告)：北京: 科学出

版社，1996 

    2.《微生物生理代谢实验技术》：由焦瑞身和周德庆主编。北

京: 科学出版社，1990 

    3.《基础微生物学专题选》：由我校 5 位教师(王鸣岐、周德

庆等)对加拿大华裔教授仇大健 1980年在我校暑期讲习班上的讲

稿整理而成。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 

    4.《微生物生物学》：本书为美国学者 T.D.布洛克于 1974 年

编写的第二版(英文版)的中译本，由六校教师共同译出(笔者译了

其中的第 5 章)。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5.《普通病毒学》：本书根据四位美国学者编写的英文版第三

版(1998)译出，笔者译了其中的 5 章(6～10)。上海科学技术出版

社，1987 

    6.《微生物工程》：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 

    7.《乳酸细菌——基础、技术和应用》：笔者任副主编。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8.《生物合成药物学》：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0 

    9.《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笔者编写了第 5 章。济南：山东

教育出版社，2000 

    10.《普通生物学专题汇编(上册)》：笔者编写了第三讲——微

生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1.《微生物学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05 

    12.《微生物学学习指导与习题解析》(第二版)：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1 

    

 (四) 科普图书(图 22)  

                    图 22 科普图书系列 



1.《今日的微生物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2.《今日的微生物学》(第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3.《酵母菌生物学》(英译本)：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4.《大千奇观——生命科学撷趣》：刘文龙、周德庆主编。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5.《走进微生态世界——微生态知识百问》：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2002 

    6.《小生物，大贡献》：笔者编写了第二章。济南：山东教育

出版社，2001 

    7.《生命科学新章》：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8.《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生命)》：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 

                                                                             

四、其他老师撰写的微生物学著译(图 23、24、25) 

 

 

         

 

 

 

 

图 23 盛祖嘉教授的主要著译 



 

 

 

 

 

图 24 王鸣岐教授的主要著译 

 

 

 

 

 

 

 

图 25 其他教师的主要著译 

在我院近 70 年来的教材建设中，除以上列举的约

60 种有笔者参与的著译外，另有 40 种以上由其他教

师撰写的著译，特别是微生物学专业奠基人盛祖嘉教

授在国内的几本经典名著。现尽笔者之所能，搜集了

以下代表作供参考(另可参考笔者撰写的《复旦大学微

生物学系教材建设的回顾和若干体会》一文，原载杨

谦等主编，《微生物教学与科研新进展》，哈尔滨:黑龙

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第 1～3 页，见图 26)。 



 

 

 

     

 

 

 

图 26  一篇参考文献 

(一)盛祖嘉教授的主要著译 

    1.盛祖嘉译:《微生物遗传学》(英译本)北京:科学

出版社，1958 

    2.盛祖嘉、刘祖洞、沈仁权译:《遗传与代谢》(英

译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3.盛祖嘉:《微生物遗传学基础》，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1962 

    4.上海市应用微生物展览会:《微生物的选种和育

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5.《微生物诱变育种》，北京:科学出版社，1973 

    6.盛祖嘉:《分子遗传学浅释》，北京:科学出版社，

1976 

    7.盛祖嘉主编:《遗传学词典》，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0 



    8.盛祖嘉:《微生物遗传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1 

    9.盛祖嘉:《微生物遗传学》(第二版)，北京:科学

出版社，1987 

    10.盛祖嘉:《微生物遗传学》(第三版)，北京:科学

出版社 2007 

     11.盛祖嘉任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遗传学）》，

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12.盛祖嘉、沈仁权:《分子遗传学》，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1988 

     13.盛祖嘉、陈永青主编:《微生物遗传学综述论

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14.盛祖嘉:《晚霞随笔》(自编印)，2004 

     (二)王鸣岐教授的主要编译 

     1.王鸣岐等译:《贮粮微生物》(英译本)，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1962 

     2.王鸣岐、文永昌:《粮食微生物手册》，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1965 

     3.王顺德译，王鸣岐校:《病毒的结构》(英译本)，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4.王鸣岐等译:《植物病毒志》（第一集，英译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5.王鸣岐等译:《植物病毒志》（第二集，英译本)，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6.王鸣岐:《病毒科研教学三十年纪念集(1960～

1990)》(自编印) ，1990 

     7.王守正：《王鸣岐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6 

(三)其他教师的主要编译 

1.苏德明译:《昆虫病理学原理》(俄译本)，北京:

科学出版社，1965 

2.李君璎参编:《普通微生物学简明教程》，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1966 

3.上海市轻工业局，复旦大学:《工业微生物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1 

4.《微生物工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5.郭杰炎、汪训明等译:《细菌的新陈代谢》(英译

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6.陈中孚、潘星时译:《好热性细菌》(日译本)，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 

7.郭杰炎、蔡武城:《微生物酶》，北京:科学出版

社，1986 

8.程皆能主编:《微生物生理学》，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1987 



9.《病毒与农业》，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 

10.《真菌病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9 

11.陈中孚:《漫谈微生物遗传学》，北京:科学出版

社，1989 

12.张纪忠主编:《微生物分类学》，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社，1990 

13.陈永青、王文华:《微生物遗传学导论》，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14.《发酵工业全书》，北京:中国医学科技出版社，

1992 

15.宋大新、范长胜、徐德强、陆妙康主编:《微

生物学实验技术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16.李君璎、黄惟让:《免疫生物学概论》，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1992 

17.郑善良等:《微生物学基础》，北京:化学工业出

版社，1992 

18.牛宏舜、于善谦、乐云仙等:《病毒手册》，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19.于善谦等:《免疫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1999 

20.于善谦等:《免疫学导论》(第二版)，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2008 



21.于善谦等:《免疫学导论》(第三版)，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9 

22.《发酵有机酸与应用手册》，北京:中国轻工业

出版社，2002 

23.范长胜(参编):《现代英汉生物工程词典》，北

京:科学出版社，2003 

 

综上所列，可以看出，在笔者进校后的 66 年时

间里，有幸见证和亲历了微生物学教材以及有关参考

书建设的几近全过程。通过引证的超百册书目，不但

展示了这一集体的优秀业绩，也说明了我们在全国同

行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们始终坚持饱满的敬业

精神，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具有较宽的学术视野，

较严格和精湛的教学质量，长期坚守教学岗位，努力

培养一代代复旦学子所取得的可喜成果之一。 

    笔者坚信，我院年轻一代的教师，将会赓续这种

敬业、求精、执着、坚守的学者精神，青出于蓝而胜

于蓝，使之代代相传，共同为发展我校和我国的微生

物学教学事业，作出一份有价值的奉献！ 

生命科学学院微生物学系退休教授      

周德庆 2019.8.25 

 



 
 

 

附言: 

对退休教工党支部和有关 

院系领导的一个建议 

笔者在退休教职工党支部领导袁汉英老师等的建

议下，在暑假期间对微生物学专业教师们在半个多世

纪中的教材建设成果进行了一次调查、整理和总结。

通过写作，越发感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它

能让积几代教师心血建立起来的教材建设成果得到更

好的了解、肯定、保存和利用，也感到成绩之不易、

数量之有据、实物之珍贵以及遗忘之可惜！ 

     为此，建议在党支部领导下，进一步把这一任务

扩大到全院各系，希望能组织一些熟悉各自专业的老

教师，对自己专业和学科在半世纪中的教材和教学参

考书的建设，作一次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和总结，

并能留下文字、图片和实物，以便为后贤们提供一套

较全面可靠的历史档案资料。 

    希望在你们强有力的领导下，大家抓住这一良机，



尽快投入到抢救史料的队伍中去，努力发掘各专业的

教材和其他历史宝藏！ 

   当否？请酌！             

周德庆   2019.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