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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7 日，北京大学发布
2020年“强基计划”招生简章，旨在“为国
选才育才”，选拔一批有志向、有兴趣、有
天赋的青年学生进行专门培养，为国家重
大战略领域输送后备人才。

实力雄厚的“强基计划”招生专业

2020年 1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部
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
的意见》。北京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以教育部文件精神为指引，探索基础
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出“强基
计划”。随着“强基计划”的推出，执行多年
的自主招生政策将随之做出改变。据悉，
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36所高校成为“强基
计划”的首批试点单位。

根据北京大学 2020年“强基计划”招
生简章显示，北京大学将理工科类的数
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力学，文科类的
历史学、考古、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和医学
类的基础医学等优势基础学科纳入“强基
计划”。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北京大学
共有 21个一级学科获评“A+”，居全国高
校之首。2020年北京大学“强基计划”招生

专业均为评估为“A+”的学科。在过去十
年的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试验计划中，
北京大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也为“强
基计划”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灵活个性的“强基计划”培养方案

在培养方案上，北京大学“强基计划”
将实施灵活、个性的培养方案，一方面加
强专业基础的培养理念，另一方面也给予
学生更大的自主选课空间和发展支持。北
大将搭建与其他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度合
作的战略平台，制订特殊政策鼓励学生跨
学科、跨专业、跨阶段选修和跨学校选修，
提高学生的学科交融能力。

在教学形式上，“强基计划”采取多元
化授课方式，打造多层次授课平台。通过
大班授课、小班研讨的教学方式，促进教
学方式的转变。充分运用翻转课堂、自主
研讨课、小班课、研究性教学、实践教学等
新的教学形式和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终身学习的能力。

根据北京大学“强基计划”招生简章
介绍，北大“强基计划”将全面落实导师
制，安排院士、讲席教授、杰青等顶尖学者
担任导师、班主任，为学生授课，实施“1+

X”导师制，为每名学生配备一名专业导师
和多名跨学科导师。鼓励学生参与科研，
加强创新和实践能力培养，为有志于投身
科研的优秀学生提供高水平的科研平台
和多渠道的国际交流机会，让学生接触世
界科学文化研究最前沿，融入国际一流的
学术群体，拓展国际视野，推动学生知识
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融合。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启敏院士在
接受采访时认为，北京大学基础医学专业
入选首批“强基计划”试点专业，这必将对
我国基础医学专业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起
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2020年北大“强基计划”的招录条件

5月 10日至 5月 31日，考生可登录北
大“强基计划”报名平台进行报名。报考北
京大学“强基计划”的考生必须符合以下
条件之一：考生高考成绩达到所在省份本
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合并录取批
次省份以各省份划定分数线为准），且高
考成绩达到北大在该省份“强基计划”招
生入围标准；获得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信息学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全
国决赛二等奖（含）以上成绩的考生，高考

成绩达到所在省份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合并录取批次省份以各省划定
分数线为准）。

北大“强基计划”招生分为“理工科类
（Ⅰ组）”“基础文科类（Ⅱ组）”和“医学组”
三大类，考生仅可选择一个专业组进行报
考。各专业组单列计划，单独排队入围及
录取。医学组在北大医学部招生代码下录
取。

7月 28日至 8月 4日北大将对入围考
生进行考核测试（校考）。此外，北大还将
组织综合素质考核和体育测试。体育测试
项目包括：身高体重指数、肺活量、坐位体
前屈、立定跳远、仰卧起坐。体育测试优秀
者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强基计划”综合成绩满分 100分。其
中，高考成绩（折算成百分制）占综合成绩
的 85%；北大“校考”成绩（即学科基础素
质测试+综合素质考核）占综合成绩的
15%。对于破格入围考生，北大将根据其学
科特长单独进行考核。

据悉，北京大学将于 8月 5日前公布
“强基计划”录取结果并公示录取标准。

（招生办公室）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探索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北京大学推出“强基计划”

本报讯 5月 20日下午，北
京大学召开学生返校工作部署
会。校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郝平
等校领导班子成员在主会场燕园
大厦 1211会议室出席，学校各单
位相关负责人以及相关人员在分
会场通过视频连线参会。

按照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
结合学校疫情防控和工作实际，
经研究，北大定于 2020 年 6 月 6
日起，安排符合条件的毕业年级
学生分期分批有序自愿返校。

邱水平指出，学校党委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
话精神，扎实推动复工复学工作
有序开展。他就疫情防控和学生
返校重点工作作出部署：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毕业生返校工作的重
要性、紧迫性；要突出工作重点，
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和返校复
学复研的关键环节；要做好教学
的协调工作，把全力保障毕业生
充分就业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
要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维
护学生思想稳定有机结合，用心
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引导和心理
疏导工作；要强化组织领导，压紧
压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

实到位。
郝平指出，在疫情挑战面前，

学校师生员工坚守家国情怀、育
人使命、科学精神和开放包容的
态度，确保了校园安全稳定和教
学科研等各项事业有序推进。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和学校改革发
展，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工
作主线，全校教师员工要以学生
成长为中心，加强对学生的关心
关爱，创新教学教育模式，进一步
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主
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开展重大
科研攻关，加快推进“双一流”建
设；要总结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
和疫情防控期间的有效举措，推
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要进一步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
献。

常务副校长龚旗煌介绍了本
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管理、招生
工作，并通报了中小学和幼儿园
的返校复课安排。校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陈宝剑传达了近期上级部
门关于高校返校复学工作的视频
会议精神，并具体介绍了学校毕
业年级学生返校工作方案，对各
项工作提出要求。

（新闻网记者 宁韶华）

2020年初，抗击新冠疫情的集结号吹响，空
空荡荡的京城送走了北医三院137位白衣战士。
他们中有辛苦一年、刚刚回家与亲人团聚的骨
干，有爱人刚做完手术的患者家属，有打算春节
期间结婚的美丽新娘。前途未卜，白衣战士们义
无反顾地奔向武汉。

这137位援鄂将士中有100位是来自三院各
科室优秀的护理人员，他们在疾驰武汉的同时也
将“三米阳光”的护理理念带到了那里。白衣战士
们的专业护理和温暖微笑让沉闷的重症病房逐
渐焕发活力。

一人一策，建立三级护理体系

“我们每天乘坐大巴到医院，在清洁区进行
交班，了解每个病人情况，然后进行近半小时的
防护服的穿戴，互相检查后我们就进入隔离区开
始一天工作了。”北医三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护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梁超向记者介绍道。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和第一医院、人民医院所组成的
国家援鄂医疗队进驻的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
院区主要接收来自武汉各地的重症患者。从2月
8日整建制接管病房以来，北医三院援鄂医疗队
共收治了 102位患者，其中危重症病人 21名，重
症79名。

由于疫情来势汹汹，不同类型的患者和完全
陌生的工作环境给护理团队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保障护理质量，护理团队建
立了由总护士长、护士长和组长的三级管理体
系，组建了 7个临床护理小组，将具有前期工作
经验的第一批进驻队员、危重症、呼吸科和急诊
科专业护士及具有危重症规培轮转经验的护士
平均分到各个小组，梁超先后担任了临时组长和
护士长。

梁超告诉记者，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常常合
并多种并发症，“一人一策”是护理的关键。北医
三院为重点患者建立了护理管理“一对一”工作
群，针对危重患者随时进行病情沟通，及时针对
病情变化调整护理计划，当班护士需要每天与医
生一起查房，充分掌握医生的诊疗思路，更加有
效地推动治疗的进程。

奋不顾身，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
病情反复，起病危急。北医三院援鄂医疗队队员、
肿瘤放疗科主管护师马骏主要负责插管上机病

人的护理，她讲述了一次深夜值班中，医护团队
将重症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案例。

“凌晨2点半，一位新入院的患者突然吐了，
我在清理呕吐物的时候，发现心电监护仪上，他
的心率从110下降到70多，病情相当危急。”马骏
赶紧叫来了值班医生，在备抢救车的时候，病人
心率已经下降到 30多，呼吸血压都已经测不到
了。“肾上腺素 1毫克静推！”马骏在值班医生的

医嘱下迅速而冷静地进行着操作，在连续三次间
断肾上腺素静推后，病人的心率、血压和呼吸慢
慢恢复。“有时候抢救时机就是这么几分钟，错过
了就很难救过来了！”回忆起那天夜里与死神的

“搏斗”，马骏依然感慨万千。
重症护理工作需要环环相扣，从最普通的抽

血化验到鼻导管吸氧、有创无创呼吸机的使用、
血气分析、密闭式吸痰等重症监护手段，护理人
员每天都要重复很多次。在采访中，很多援鄂队
员告诉记者，有创机械通气患者护理最重要的就
是气道护理，密闭式吸痰装置可以将飞沫传播的
风险降到最小，但是危险性也很大，暴露风险很
高，医护团队没有人犹豫，都是奋不顾身地为患
者吸痰。“有知而无畏”——北医三院援鄂医疗队
员、危重医学科护师程新鸽这样形容。

三米阳光，温暖重症患者的心房

“三米阳光”是北医三院从 2017年开始在全
院倡导的护理文化，提倡在护理工作中关注、关
心、关爱出现在三米内的所有人，用三院护理人
的实际行动为患者、家属和同事营造温馨的氛
围，促进疾病治疗的正向发展。此次援鄂，北医三
院护理团队的“三米阳光”从北京照到了武汉。

梁超告诉记者，他们整日面对的是饱受身体
折磨的重症患者，由于新冠肺炎经常是家庭内部
的聚集式爆发，这些患者的亲人也往往患病，身
心的煎熬让重症患者的心理防线很容易崩溃。

“我们平时除了身体上的护理外，也非常重视患
者的心理健康，尽量分散患者的精力不要让他们
钻‘牛角尖’。”护理团队在工作之余都愿意抽空
跟患者们拉家常。“有的患者想念孩子，我们很多

护士也都是有孩子的人，就会和她们多聊聊孩
子，患者信任你了，也会更愿意配合治疗。”梁超
说。

北医三院援鄂医疗队员、急诊科护士长崔曼
回忆道，有一天，一位病人私下里抱怨生病以来
一直都没吃上热干面了。这句话被有心的护士记
住，在一次上班时，她特意带一份煮好的热干面
给患者，还手写了一张卡片：“北京炸酱面希望武
汉热干面早日康复”。之后，护理团队的队员们纷
纷效仿，用自制的彩纸制作了大量的鼓励卡片，
这些打气加油的话语增强了患者战胜疾病的信
心，原本气氛焦虑的重症病房因为满载着医护人
员的爱而变得温暖。

“49床和50床的大爷大妈是一对老夫妻，因
为刚入院时没有在一个病室而闷闷不乐，了解到
情况后，我们第一时间让老两口团聚，现在每天
查房看到老两口互相监督吃药测体温，感觉很温
馨。”“下班后又遇到下组上班的同事拿着几个橙
子，只为满足病人的小小心愿；工作中发现床头
桌有心灵手巧的同事为入院患者绘制的温馨提
示卡……”北医三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危重医学
科护师朱正财将重症病房里的缕缕阳光记录到
了“援鄂日记”中。

类似这样的感动在病房里每天都存在着，医
患间的融洽关系使得彼此的信任逐渐加深，在国
家援鄂医疗队员的精心救治和护理下，武汉同济
医院中法院区的很多重症患者转危为安。

锐意进取，不断打磨专业素养

在新冠肺炎的救治中，北医三院的护理团队
事无巨细地承担起方方面面的工作，从为患者发

放药物交待使用方法，到日常测量体温、输液、抽
血化验、测量体征，再到照顾生活起居，为患者发
饭、打水、清理大小便、帮助生活无法自理的患者
喂饭，指导患者洗手、戴口罩、盖马桶盖，为患者
进行新冠肺炎知识科普……这些繁琐的细节构
成了护理团队每一天的工作，尽管一天下来经常
会累得“直不起腰”，但护理团队还是抓紧一切机
会学习，不断提升临床技术水平，以专业的精神
提供优质的护理服务。

护理团队抵达武汉后的第一时间进行了小
范围、分批次的基础知识和规范操作培训，培训
内容涉及新冠肺炎院感防控要点、新冠肺炎重症
护理技术、突发应急处理、相关流程制度等。援鄂
期间，每天晚上7点护理团队都会与医疗队的医
生碰头，进行文献学习和病例讨论，这一习惯一
直持续到医疗队回到北京隔离期满的最后一天。

在日常护理的过程中，护理团队也一直在
“琢磨”着创新。由于佩戴护目镜容易造成部分视
线受限，读取患者吸氧情况参数时非常费劲，有
的护士就设计出了“氧气流量提示牌”；没有正规
的翻身垫，护士们便用折叠长条软枕改良成翻身
垫；没有可延长的多功能治疗床，护士们自制了
移动脚垫，防止卧床患者足下垂与足底压力性损
伤的产生；为了让患者更容易理解和操作俯卧位
通气，护士们编制了朗朗上口的歌谣并绘制图文
并茂的宣传海报，深入床旁进行指导训练。

针对重症患者血糖紊乱的情况，护理团队与
医疗团队一起成立了血糖管理小组，对患者血糖
进行连续、专业的护理；团队特别重视患者营养
健康，发现患者食欲不振、不能自主饮食的，与医
生配合使用肠外和肠内营养支持治疗；成立康复
指导小组，对患者进行分类康复指导。援鄂期间，
三院的护理团队还参与了《新冠肺炎防控期间综
合医院的护理管理》和《新冠肺炎常用护理技术
手册》两本护理专著的编写工作，这两本书在 3
月 19日已经“云上线”，将援鄂护理人的宝贵经
验传遍了大江南北。

“我为三院拥有这样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
得赢的护理团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院长乔杰
在北医三院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上动情地说。这
个团队用“三米阳光”温暖了武汉的寒冬，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南丁格尔精神，在挽救宝贵生命的同
时也将大爱留在了长江之滨的英雄城市。

心中有爱，眼里有光，让我们向用生命守护
人民健康的护理卫士们致敬！

（校报记者 韩芳）

本报讯 近日，《细胞》杂志在线发表
了北京大学北京未来基因诊断高精尖创
新中心（ICG）谢晓亮课题组与合作团队
的文章。文章公布了新型冠状病毒强效药

研究的最新重要进展。
谢晓亮团队与北京佑安医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军事医学
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北京义翘神

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药明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北京丹序药业有限公司等单位
联合攻关，利用高通量单细胞测序技术，
从新冠肺炎康复期患者血浆中成功筛选

出多个高活性中和抗体，在已完成的小鼠
实验中证实了该中和抗体的治疗和预防
功效。目前，临床实验正在积极推进中。

中和抗体由人体免疫系统产生，可以
有效阻止病毒感染细胞。动物实验证明该
中和抗体有望成为治疗新冠肺炎强效药，
不仅能够缩短新冠病毒患者的康复时间，
甚至可以提供短期的病毒免疫。这是科学
抗疫的一个重要阶段性成果。

（肖凯）

北大携手多家单位研制新冠肺炎强效药
新冠病毒中和抗体成药有望

三米阳光，温暖了武汉的重症病房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护理团队援鄂工作纪实

编者按 5月 12日是第 109个“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致敬护士队伍，携手战胜疫情”。在抗击
新冠肺炎的援鄂战场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共派出了137位精兵强将奔赴前线，这其中就有来自 ICU、急
诊和内外科、妇儿科等多学科的 100位护士。他们以专业的护理温暖了武汉同济医院中法院区的隔离病
房，被称为武汉的“三米阳光”。本期校报采访到了多位援鄂一线的北医三院护理人员，听他们讲述那些惊
心动魄和感人至深的故事。

北医三院梁超护士长在为病人输液中北医三院梁超护士长在为病人输液中

学生返校工作部署会召开

邱水平在学生返校工作部署会上讲话邱水平在学生返校工作部署会上讲话 王天天王天天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