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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二

齐忠权教授：

齐忠权，广西大学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主任医师。原

厦门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课题负责人,厦门大学器官移

植研究所创始人,福建省器官与组织再生重点实验室主任。从事器官移植

和腹部外科工作三十五年。

主要研究领域：器官移植术后抗排斥治疗，免疫耐受诱导，免疫抑制

剂的研发等；近年来运用干细胞、组织工程和动物克隆技术对异种移植

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2012 和 2018 年先后两次获得国家科技部重大项目

资助；培养了 100多位研究生，已经发表超过 100 篇 SCI 文章。

齐忠权的少年时期与求学生涯是艰苦奋

斗、自强不息的。在 1979 年，刚恢复高考以后

的第 2年，他就考上了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

后分配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他

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工作上非常努力。

成为医生第 9 个年头的时候，齐忠权经

国家教委公派，到瑞典留学，从隆德大学外科

学博士毕业。他在瑞典待了 13 年，当地政府

和医院对他很友好，认为这个人很实在，工作

也很努力。齐忠权成为了瑞典马尔默医院高

级研究员及器官移植专家，在瑞典医学界的

影响很大，他在瑞典所培养的学生，现在也都

成为专家、骨干。

为发扬、传承中国传统文化，1999 年，齐

忠权在马尔默市创办了“瑞典马尔默中瑞友

好文化中心中文学校”，并为之付出了大量辛

勤的劳动。目前，该校已经发展为北欧最大

的中文学校，成为中瑞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

带。当时由国务院侨办提名及中国驻瑞典使

领馆推荐，齐忠权还担任第二、三届国务院侨

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齐忠权创办的华文学校发展得非常健

康，也非常快。马尔默当地的劳动教育联盟

提供办学场所，在经费上，当地政府还资助华

文学校的老师。齐忠权把当地华人华侨的孩

子，包括来自东南亚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孩子

招入学校学习中文。中国政府这边给予教材

的支持。因为考虑到有来自港澳台的学生，

所以还找到了繁体字的课本。

当时那个中文学校，是整个瑞典办得最

好的。每年到期末的时候，中国大使馆或者

领事馆的人都会来学校考察，齐忠权的中文

学校，就成为一个华人聚会的地方。

齐忠权的太太作为副校长，被评为国务

院的优秀华文教师、海外优秀教师，获得了很

高的荣誉。齐忠权夫妇一边上班，一边充分

利用周末的时间再加上平日业余时间，将学

校办成了北欧最大的中文学校，最多的时候

有三四百名学生，20 多个班。

齐忠权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传播中国文化

的桥梁。“来自中国的侨团、考察团经常到我

们学校去参观，各种文化代表团、文艺表演

团，我都接待过很多。另外，在海外的这些年，

有几个重大的活动，像香港回归、澳门回归，

我都组织当地华侨华人开展活动。因为我们

那个城市离最近的领馆还有 200 多公里，所

以我和我太太就帮着做了很多领馆的工作，

包括各种财产公证、婚姻证明、生存证明等

等。无论是当地政府还是中国使领馆，对我都

非常友好，对我们非常信任。在瑞典的 13 年

的时间，我们是没有一天休息。”

周一到周五，齐忠权在医院工作，业余时

间全部奉献给了中文学校。“虽然非常忙，非

常辛苦，但我觉得当时的生活还是很充实的。

当我们离开瑞典的时候，当地的华侨华人都

非常留恋我们。因为这个学校，解决了不少

问题，对传播中华文化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更自豪的是，我们没花国家一分钱，都是我们

自己运营。我回中国以后，中文学校我就交

给了我的学生继续运营。”

在瑞典工作、生活期间，齐忠权心系祖

国，利用各种机会把欧洲先进的医疗技术和

科研成果带回国内。他多次回国讲学及参加

学术交流活动。在母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广

州第一军医大学、贵阳医学院、广西医科大

“无论何时何地，海外华侨的心都是向往

祖国的，而且回国以后，归侨、侨眷对国家的

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很大。中国政府把海外几

千万华侨当作为自己人，到最关键的时候，比

如疫情，这些华侨们也都出钱出力。中国改革

开放 40 年伟大成就，有一大部分是华侨华人

所做的贡献。厦门是侨乡，和香港、台湾、澳

门，以及海外关系都很密切。厦门市的侨务工

作，福建省的侨务工作相当重要。侨心侨力助

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说，已经进入了

程序化的过程，前景远大。”齐忠权说。

在厦门大学这十来年时间，齐忠权担任

医学院副院长。2017 年，齐忠权被调任广西

大学医学院院长。

厦门大学医学院的学科建设质量很高，

齐忠权带领的团队于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

获批福建省和厦门市的“器官与组织再生重

点实验室”建设。在器官移植术后抗排斥治

疗，免疫耐受诱导，免疫抑制剂的研发等领域

做了积极探索；近年来还运用干细胞、组织工

程、动物克隆等先进技术对以异种移植主要

代表的器官和组织再生问题，进行了深入细

致的研究。在推动中国器官捐献和临床器官

移植的规范化和国际化方面，齐忠权团队做

出了积极的努力。

科研方面，齐忠权圆满地完成了聘期内的

科学研究工作，做出了原创成果，顺利地完成

了国家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超级973《异

种异源细胞和器官的灵长类动物移植探索及

其免疫学基础》课题；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基于灵长类动物的“异种AVM-自体MSC”

组织工程血管构建及 BMP2 促血管生成机制

研究》；2018 年获得国家科技部基础研究项目

子课题《干细胞外泌体》；2019年获得国家自然

基金项目《板蓝根单体衍生物DIM2抑制器官

移植免疫排斥反应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教书育人方面，齐忠权尽心尽力，始终保

持高度的责任感和旺盛的热情。毫无保留地

培养学生，关爱学生。五年来，他把国际先进

的教学方法融入到医学院本科教学中，担任

本科生主讲课程有：《显微外科》《器官移植》

《急性肾脏功能衰竭》《小肠疾病》等，讲课效

果深受同学欢迎。2019 年又给广西大学药学

本科生担任《系统解剖学》主讲。

行政上他负责医学院的研究生教学管

理工作，引入欧洲先进教学理念，亲手制定了

详尽的研究生培养计划和大纲，率先推行

PBL 教学法，并邀请国际名师授课讲解，在硕

士生和博士生的教学管理上理念先进，办法

得当，成绩喜人。

同时对医学院医学英语学位班（MBBS）的

教学管理工作认真负责，广受师生好评，被选

为教育部国际司对外教育协会常务理事。目前

厦门大学医学院的外国留学生医学英语学位

课程生的总数占整个大学的 50%以上，学生回

国后一次性通过本国的医师资格率非常高。

齐忠权积极负责医学院的国际交流工

作，搭建厦门医学界与国际交流的桥梁，与欧

美和澳洲等多所著名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国际

交流合作关系。2017 年调入广西大学医学院

担任首任医学院院长后，他正在做“兴建医

科”这个系统工程，目前广西大学医学院本科

生有 500 余名，研究生 100 余名。

回国后，齐忠权就把厦门当成家了，他积

极支持基层侨联和街道社区的工作，乐于用

专业知识为市民服务。在滨海街道这个社区，

齐忠权经常义务为老年人看病，好多老人的

身体健康情况他都了解。此次疫情期间，他从

中东购入 8000 多个医用外科口罩，捐赠给了

福建省卫健委。

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厦门大学医

学院，先后做了多次学术报告，获得

一致的好评。

2000 年，他兼任了哈尔滨医科

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通外科行政副

主任，并与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合

作，共同带 3 名外科博士研究生。

2001 年被聘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外

科教授。2003 年被聘为哈尔滨医科

大学博士生导师。2005 年被授予广

西医科大学名誉教授。

在瑞典期间，齐忠权还积极参

与中国侨务活动，为维护祖国的利

益和尊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

瑞典侨领之一，他积极团结当地华

侨华人和台湾同胞，为祖国的和平

统一事业做贡献，为当地华侨华人

及留学生成功举办了多次大型公益

活动，得到了国务院侨办、中国驻瑞

典大使馆和瑞典政府的多次表彰。

1996 年起，他受中国驻瑞典使

馆的指定，担任了“瑞典马尔默市中

国留学生及学者联谊会”主席。

2002 年，他被选为海外 30 名优

秀的留学团体负责人代表，应中共

中央统战部和欧美同学会的邀请，

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宴

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2005 年，他应国务院侨办的邀

请，代表北欧参加了海外华侨华人

专业协会会长联席会，在人民大会

堂再次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2005 年，他被光荣选为“瑞典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南方区负责人。

鉴于他在器官移植临床和科研

取得的另人瞩目的成就，2006 年，

他光荣入典美国医学卫生保健世界

名人传记《Who’s Who In Medicine

And Healthcare》第 7版年鉴。

2006 年，中国教育部把器官移

植专家齐忠权引进回国。开始是准

备到上海，由于厦门大学医学院院

长是齐忠权母校的老校长，所以齐

忠权就来到了厦门。“厦门是一片热

土，2006 年我们一家来了以后，就

爱上了这个地方。我对厦门的器官

移植事业也做出了很大的推动。”

在厦期间，齐忠权成立了厦门

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培养了 80 多

名研究生，目前调任广西大学医学

院后，也培养了 20 多名，加起来

100 多位研究生。厦门大学器官移

植研究所成为了福建省的重点实验

室。现在的福建省器官与组织再生

重点实验室，齐忠权也是创始人，所

有的材料都是用他的工作申请的。

整个厦门市、乃至福建省的器官移

植，从研究到临床，齐忠权都是奠基

人。

2008 年汶川地震，齐忠权是厦

门医疗队的支部书记，他带着 14 人

和福建省医疗队一起赶赴汶川。厦

门医疗队在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救

治了 700 多人。厦门医疗队荣获“先

进集体”称号，同时齐忠权获得了厦

门市五一劳动奖章，以及福建省优

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咱们厦门电视台当时有一个

节目叫《沟通》，曾多次采访过我，所

以厦门市老百姓很多人都知道我在

特大地震时所做的贡献。”齐忠权笑

着说。

□本报记者 林硕

留学瑞典

热心海外华文教育

开展医学交流

传播中华文化

回国安居厦门

支持社区侨务工作

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