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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本报讯 北京时间5月8日上午，全
球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联盟（GACC）“战
疫无国界”首场研讨会举行，中美顶尖医
学专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进行了一场
跨洋交流，围绕“抗击COVID-19一线
经验与战略的多边分享”主题，就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如何适应疫情新常
态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分享和交流，并达
成共识，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人类面临
的共同挑战。研讨会直播吸引了来自全
球8000多名观众的收看。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
别专家组组长、北大校友钟南山，中国工
程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出席了研讨会并作了
分享。

钟南山分享了中国抗疫的战略和经
验，对美国同行为抗疫付出的巨大努力

深表赞赏。他表示，面对疫情，习近平总
书记指示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中国采取了强力抑制
措施，使得中国的患病人数和病毒传播
逐渐得到控制。他指出，政府需要在重启
和封锁之间寻求平衡，这是所有国家都
要面对的挑战。

乔杰动情地分享了亲身参与北京大
学医疗队驰援武汉的经历，并表示控制
传染源、切断传染路径、提供必要的防
护、尽己所能互相帮助都是从中获取的
有益经验。

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
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介绍了上海防治新冠肺炎疫情的
经验。来自美国的 3位专家介绍了所在
地区的抗疫情况，并非常赞同抗疫需要
全球合作。

（教育基金会）

钟南山、乔杰参加“战疫无国界”首场研讨会

本报讯 5 月 8 日晚，
由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联合主办，深圳迈瑞
公司公益支持的北京大学
援鄂抗疫国家医疗队新冠
肺炎防控经验国际研讨会
举行。会议以全球直播的形
式举行，中文直播间在线最
高人数 2.3万人，英文直播
间 2 万人，全球共计 4.3 万
人在线观看，收获了国内外
专家的一致好评。

呼吸病学专家、北大第
一医院院长刘新民作题为
《重型和危重型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诊治的思考和实践》
的交流报告。刘新民从新冠
肺炎的基本临床表现、诊断
讲起，以病例和各项检验检
查、胸部CT等资料为基础
深入剖析了危重型患者的
病情转归，给听者以最直观
和深刻的学习感受。刘新民
结合在武汉一线救治危重
症的临床经验，提出了具有
针对性的机械通气策略和
分级诊治原则，并对细胞因
子风暴、激素使用、顽固性
低氧血症等热点问题发表
了独到的见解。

北大人民医院院长姜
保国介绍了医疗队独立接
管武汉同济医院重症隔离
病房的工作，团队以尽全力
挽救更多生命为核心使命。
根据收治的重症患者特点，
人民医院团队在国际上率
先提出分层治疗的理念。团

队进行了一项针对 278 名
有合并症肺炎患者的回顾
性研究，结果表明应重点关
注COVID-19伴发合并症
的患者，特别是年老、合并
症较重者，从而体现治疗个
体化，突显整合医学在治疗
COVID-19中的优势。

北大医学部常务副主
任、北大援鄂抗疫国家医疗
队领导组组长、第三医院院
长乔杰院士就医疗队在武
汉对危重症救治、病房改造
等方面进行介绍后，着重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母婴的
防护经验进行了介绍，针对
孕期诊疗、分娩及分娩后管
理提出若干建议，基于目前
样本量最大的新冠肺炎孕
产妇调研结果进一步阐释
临床表现、诊疗措施以及预
后情况。

以色列阿苏塔公立医
院院长埃雷兹·巴伦博伊姆
分享了该医院在疫情期间
的管理方式、人文关怀、医
院开展就诊模式的创新与
改变等情况，对我国医院管
理也有许多启发。

主题报告后，北大 3家
附属医院副院长就疫情联
防联控方面进行了专题分
享。

中方和以色列方所有
讲者在线展开了热烈讨论，
就病情发展及预后、医院管
理、未来方向等进行深入沟
通。

（医学部）

北大援鄂医疗队分享抗疫经验

本报讯 5月 12日，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与北京朝阳医
院和印度尼西亚护理同行举
行线上新冠肺炎护理策略分
享交流会。北大第三医院护理
部主任李葆华、危重医学科李
宇轩和心血管内科王雅亭结

合医院护理管理及援鄂抗疫
经验，在线分享了新冠肺炎护
理经验，印尼驻华大使周浩黎
及印尼 170 余名同行参加线
上分享交流会。

李葆华向印尼同行介绍
了北大第三医院援鄂医疗队

的基本情况，分享了构建百人
护理团队的标准、要求以及护
理团队在抗疫一线取得的成
效。

王雅亭从隔离病房建立、
护理人力资源管理和护理质
量控制 3 个方面介绍了新冠
肺炎病房的护理管理经验。

（第三医院 王雅亭）

北医三院与印尼同行分享护理策略

孟加拉籍本科生阳光连线孟加拉孟加拉籍本科生阳光连线孟加拉
媒体讲述中国抗疫的情况媒体讲述中国抗疫的情况

中国篮协及大、中体协代表一行访问北大
本报讯 5月 19日上午，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

明、副主席兼秘书长白喜林，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副
主席、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主席薛彦青，中国大学生
体育协会副主席申震等访问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
邱水平、校长郝平分别会见来宾一行，商讨北京大学
与体育协会间深入开展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党委副
书记兼秘书长安钰峰、副校长王博等陪同会见。

邱水平对姚明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他指出，北
大一直重视加强学校体育工作，蔡元培校长曾经提
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的教育理念。多年来，北大
不断加强和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的合作，在多个运
动领域取得了优秀成绩。特别在篮球项目中，北大男

篮近年来取得了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CUBA）三连
冠的佳绩，并为中国篮球职业联赛输送了多名优秀
的大学生运动员。今后，学校将继续与中国篮球协
会、CUBA深度合作，为中国篮球夯实更加牢固的青
训基础，以及开展短期培训，提升篮球管理人员、教
练员的综合素质。

郝平表示，自己作为中国大学生体协主席，希望
大、中体协继续加深与中国篮协的交流与合作，进一
步完善青少年赛事体系，使“小篮球”、初高中篮球联
赛、大学篮球联赛、职业篮球联赛等有效衔接，兼顾
推广、普及和提高，从而推动校园篮球文化和中国篮
球运动的发展；通过深化体教融合，实现促进青少年

健康发展的目标，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切
实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

姚明表示，中国篮协和校园体育的合作已经有
了充分的共识和扎实的基础。他希望篮协充分发挥
自己的专业资源优势，与北京大学及大体协、中体协
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相信可以走出一条适合中国
国情的体教融合之路，推动中国篮球事业更快更好
地发展。

会见后，薛彦青与白喜林共同签署《促进体教融
合发展谅解备忘录》，郝平、姚明等共同见证签约。

（国际合作部）

抗疫资料汇编（阿文版）发布

本报讯 5月6日下午，北京大学在
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连线阿拉伯国家
驻华使领馆，举办《抗击新冠疫情资料
汇编（阿拉伯文版）》视频发布会。汇编
资料包括中国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一至六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七
版）等重要防控和治疗专业指导性文
献。

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团团长、沙特
阿拉伯王国驻华大使图尔基·艾勒马迪
阁下等11国驻华大使，阿拉伯联盟驻华
代表处主任马哈穆德·艾勒艾敏和其他
8个阿拉伯国家驻华使馆外交官共20位
嘉宾通过视频连线参会。

发布会首先播放了一段由北大学
生用阿拉伯语录制的祝福视频。这段视
频由正身处世界各地的北大外院阿拉
伯语系学生远程协作录制剪辑完成，表
达了北大青年学子支持阿拉伯国家抗
击疫情的真挚感情。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
德院士指出，在共同抗疫的进程中，越
来越多人清楚地认识到“病毒无国界、
全球共命运”，这有利于进一步塑造适
应人类发展进步的新价值观，为完善全
球治理体系赢得契机。此次阿拉伯文版
资料的发布，将有助于阿拉伯国家的医
疗卫生管理部门、医学专家、医护人员
以及广大民众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
借鉴和利用中国的防疫经验，架起中阿
深化友谊的一座新桥梁。

图尔基·艾勒马迪表示，疫情发生
之初，所有阿拉伯国家，无论官方还是
民间纷纷向中国表达支持和声援，他们
同样也感受到来自中国的支持。他代表
所有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欢迎双方有
关机构，特别是大学和医学研究所开展
密切合作，交流抗疫信息和经验，以寻
求有效治疗方法，维护人民的身体健康
和社会安定。

北大校长郝平指出，在这次疫情
中，北大充分发挥综合性大学的优势，
附属各医院医护人员组成国家医疗队
驰援武汉，医学部专家在病毒学、公共
卫生学、药学等领域开展研究，并与全
球众多知名大学和机构共同构建了“全
球顶级专家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联盟”，
积极推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合作。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港
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刘锦指出，团结合
作是应对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的有力武器。此次北京大学将抗击新冠
疫情相关文献资料翻译成阿拉伯语，以
便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了解、
借鉴，为抗击疫情作出了特殊贡献，彰
显了国际担当。

北大常务副校长詹启敏从一线抗
疫、科研攻关、公共卫生管理、校园防
控、智库工作等方面介绍了北大医学部
在中国抗击疫情中所做的工作，并表
示，未来北大医学愿与阿拉伯国家继续
守望相助、携手应对、合作抗疫、成果共
享。 （外国语学院）

墨西哥籍留学生安君傲协助老师墨西哥籍留学生安君傲协助老师
派送防疫物品派送防疫物品

本报讯 5月 19日下午，
由中国-东盟中心、北京大学
和泰国玛希隆大学共同主办
的中国-东盟高校医学联盟抗
疫经验分享视频交流会在北
大举行。此次交流会的主题为

“新冠肺炎的诊疗、救治和预
防控制”。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
司副司长方军，中国-东盟中
心秘书长陈德海，北京大学常
务副校长、医学部主任、联盟
中方主席詹启敏，泰国玛希隆
大学诗里拉医院/医学院院
长、联盟东盟方主席巴实·瓦
塔纳帕通过视频连线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来自联盟中方18
所院校、东盟方 22 所院校参
加了此次交流会。

方军表示，中国-东盟高
校医学联盟于去年 10 月成

立，顺应了时代要求。他希望
各方专家能够利用平台分享
抗疫经验，并进一步推进中国
和东盟地区防控机制化，以开
放合作的实际行动抵御疫情
冲击，共同维护区域乃至国际
卫生安全。

陈德海希望双方发挥联
盟优势，形成合力，在疫情防
控、临床诊疗、药物疫苗研发、
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开展合
作，将联盟打造成交流互鉴和
务实合作的有力平台。

詹启敏表示，在 4个月的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中国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联盟中方
所有院校都积极投入抗击疫
情中，并对疫情的控制作出了
巨大贡献。詹启敏重申了联盟
成立的初衷，希望联盟发挥平
台作用，促进疫情防控相关的

科研和技术交流，通过加强学
术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区域
乃至全球挑战。

巴实·瓦塔纳帕表示，此
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印证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疾
病无国界”这一事实。他指出，
联盟应该共享疫情信息、相关
诊疗经验、药物和疫苗研发成
果，共同应对疫情。

在专家分享环节，与会各
院校专家分别从高校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中发挥的作用、
新冠肺炎流行的预防和控制、
重症病例的诊疗、临床常见问
题的处理、医院感染预防与控
制等方面分享了各自领域的
抗疫经验。各国医学专家结合
抗疫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
流。

（新闻网记者 陈思伽）

北大举行中国-东盟高校医学联盟
抗疫经验分享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回信

北大留学生热议回信
本报讯 5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
学生回信，对各国优秀青年来华学习
深造表示欢迎，鼓励他们多同中国青
年交流，同世界各国青年一道，携手为
促进民心相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贡献力量。习近平主席的回信在
北大留学生中引发强烈反响。

来自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新加
坡籍留学生李淳恩说：“习近平主席的
回信，既饱含深情，又催人奋进，让我
深切感受到身处中国的万分幸运与幸
福。”

目前，北大有 44名来自巴基斯坦
的留学生，多数为理工科院系的博士
生，他们学习刻苦，不少同学在科研、
学业上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来自数
学科学学院的巴基斯坦博士生哈米
德·穆罕默德今年将要按期毕业，疫情
期间他留在学校完成论文的最后部
分。习主席的回信让他非常感动，他说
道：“一直以来，我将中国作为我的第
二故乡，并为有这样的故乡而深感自
豪。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友好的邻邦，两
国之间的友谊如同钢铁般坚不可摧。
我是习主席的铁杆粉丝，他对本国人
民和在中国的外国人一视同仁，他的
关切之情令我倍感振奋。在此祝习主
席身体健康、生活美满，感谢习主席给
予我们的善意。”

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大学对在华
留学生积极提供各种帮助，保障他们
在特殊时期能够安全、高效地完成学
业和科研任务；对于不在华的留学生，
学校努力通过一对一联络的方式全面
了解他们在海外的学习生活情况，及
时分享防疫信息，提供心理疏导及物
资帮扶，确保所有北大留学生都与学

校保持密切联系，在全球各地保持身
心健康。

来自光华管理学院的俄罗斯籍本
科生沙晓星表示：“从习近平主席的回
信中又一次看到了中国政府对在华留
学生的照顾和关爱。从北大做出的一
系列行动中，我亲身体会到了北大以
及中国对我们身体健康和学习生活的
重视。”来自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巴

基斯坦籍博士生亚辛说道：“可以负责
任地说，我们作出了正确的选择（留在
中国）。中国政府和北京大学给予了我
们最好的照料。”

在抗疫初期，北京大学收到了来
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及留学生校友的
鼓励与支持。他们通过筹措物资、募集
捐款、澄清舆论、发慰问信等方式，千
方百计地尽自己所能助力中国战

“疫”，先后有来自以色列、泰国、日本、
蒙古、约旦、韩国等国家的近百位留学
生及留学生校友参与到这场战“疫”
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北大力量承载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汇聚到了
中国大地。

来自元培学院的孟加拉籍本科生
阳光，在疫情之初看到孟加拉国国内
出现了一些关于中国疫情不实的报
道，主动接受孟加拉国国内媒体的连
线采访，及时向孟加拉国民众讲述中
国疫情的真实数据和概况，澄清不实
传闻，他还联络同胞及校友，自制视频
为中国加油打气。在学习了习主席的
回信后，他说道：“疫情发生以来，中国
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已经取得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外国朋友的赞成和敬佩。
在此期间，北大对留学生提供的各种
关心和贴心的指导服务，让我们感觉
到故乡的温馨。”

来自预科项目的挪威籍留学生顾
思达把自己疫情期间所见所闻通过文
章和Vlog的方式分享到网上，让更多
的挪威人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来自
燕京学堂的日本籍硕士生宫崎一骑自
制视频《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并上传
到中外社交媒体，得到非常积极的反
馈，有日本观众表示“刷新了对武汉的
印象”，还有观众希望“疫情结束后能

到武汉旅游”。来自南南合作与发展学
院的利比里亚籍博士生伊曼纽尔·穆
耶尼和赞比亚籍博士生基鲁·斯库格
威分别撰文介绍中国抗疫情况，讲述
他们眼中的中国抗疫故事。

来自燕京学堂的墨西哥籍硕士生
安君傲，在疫情期间，积极协助老师服
务北大在校同学，她说道：“读了习主
席给北科大的留学生同伴们的回信，
感到非常荣幸和激动。在中国学习期
间，我与中国以及来自世界其他国家
的朋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我坚信这
份情谊将与我们日后的生活和事业道
路一直相伴。中国待我视如己出，我对
此深怀感激。与此同时，能为增进中国
与世界的沟通和理解贡献力量，我倍
感自豪。今日的同学，将成为明日连接
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友好纽带。”

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阿富汗籍博
士生罗明感谢习主席对留学生的关
爱，他相信中国必将在习主席的领导
下战胜疫情，他说道：“在习主席领导
下的中国政府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将会为阿富汗的和平稳定
和国家发展提供良好机遇。愿阿中两
国人民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

国际学生的多元化一直是北京大
学校园国际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根据
2019年秋季统计数字，有来自 6大洲
138个国家的 3771名长期外国留学生
在北京大学学习，其中学位生2781人。

近些年来，燕京学堂、南南合作与
发展学院、光华“一带一路”书院等项
目陆续点亮北大国际化舞台，来自不
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优秀青
年通过来华留学项目相聚燕园，在相
识相知、交流交融中共同谱写着人文
交流的生动篇章。 （国际合作部）

本报讯 5月 11日下午，山东省委
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一行访问北
京大学。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邱水平、校长
郝平等校领导会见王清宪一行。双方在
临湖轩座谈并签署合作协议。

邱水平指出，青岛市工业基础雄厚，
产业门类齐全，是我国北方沿海重要中
心城市，也是山东向世界开放发展的桥
头堡，发展潜力巨大。北京大学与青岛市
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希望以此次签约
为契机，继续深化双方在信息科学、工
学、数学等领域的合作，共同推进科研成
果转化，提升国际化水平。

郝平表示，青岛市发展思路清晰，北
大学科优势明显，双方在医学、能源、城
市治理等领域展开合作，必将推进北大
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推动青岛市的

改革发展，在全国树立校地合作的典范。
王清宪感谢北京大学长期以来对青

岛的支持，并表示青岛市高度重视与北
大的合作交流。他介绍说，目前，青岛市
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打造“世界工业
互联网之都”，希望通过此次访问，推进
双方在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深入合作，为
青岛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助力。

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国，北京
大学副校长张平文，青岛市西海岸新区
副区长王志俊共同签署《北京大学青岛
市人民政府青岛西海岸新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建设北京大学（青岛）计算社会科学
研究院战略合作协议》。青岛市委常委、
西海岸新区工委书记、黄岛区委书记孙
永红，北京大学副校长黄如等参加座谈
和协议签署仪式。 （欣闻）

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来访

北大与青岛市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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