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2022 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

营活动公告

为促进全国高校优秀大学生间交流，激发学生科研兴趣和热情，加

强大学生对中医药的了解，吸引和选拔优秀学生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

学院学习深造，根据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2

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招生简章》的要求，我院将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采取线上方式举办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在夏令营中表现优秀（优

秀营员）且符合我校推免要求的学员，待获得所在学校当年度推免资格

后，将优先录取为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研究生。

一、 夏令营活动安排

夏令营活动通过线上形式开展，具体日程安排暂定如下。

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主讲人

7 月 22 日

9：00—9：15 开营仪式 学院领导

9：15—9：30
学院及研究生培养情

况介绍

魏胜利

副院长

9：30—10：10 名师讲座 刘春生 教授

10：10—11：30 学科及导师介绍 各学科带头人

13：30—16：30 线上面试 面试专家

16：30—17：00 结营仪式 学院领导

*如有变更，提前在 QQ 群内通知营员

二、 申请条件

1. 申请人所在高校必须具有教育部当年批准的推荐免试资格，申请

人即将获得该校推免生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

2. 道德品质良好，刻苦学习，勤于思考，有较强的创新意识、独立

调查研究、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具备作为硕士研究生培养

的能力和素质；



3. 学习成绩优秀，专业成绩和综合成绩均名列本专业前茅；

4. 英语达到大学英语四级水平（≥425 分）；

5. 有志于从事中医药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工作，具有较强动手能力和

较好科研潜质，有科研相关经历、发表论文者、申请专利者或在科技

创新研究方面有突出表现者优先；有在全国互联网+、大创、大挑、

全国英语演讲比赛、辩论赛或省级以上数模、生物等重大活动中获奖

者优先。

三、 申请流程

1. 报名：申请人可参见附件查看具体报名操作流程，填写报名信息

时请上传个人照片。各专业是否招收跨门类申请人请参照专业目录的

备注栏。报名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15 日 17:00，请于截止日期前

完成线上报名，逾期未网上报名或未提交材料者视为报名不成功。

2. 资格审核：学院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下午 3 点前完成资料审核并

确定入营名单，并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通知获邀同学本人，请注意查

看并及时加入 QQ群，如有问题，请及时回复（未入营的同学恕不另

行通知）。

3. 如果营员因故不能参加夏令营活动，请于 7 月 19 日上午 10 点前

回复邮件。营员未在规定时间内确认或报到均视为自动放弃入营资格。

报到后要求全程参加夏令营活动，无故缺席者将被取消营员资格。

4. 在夏令营活动中被评为优秀营员的申请人，如下半年获得推荐免

试资格并申请我校推免研究生，预计 9月底（请关注具体通知），登

录“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进行注册，上传照片，网上缴费。按照拟

接收的专业填报相关志愿。届时，我校将在“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

中发放复试通知和拟录取通知，推免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按要求接受

并确认，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5. 夏令营时间具体以学院公告为准。

四、 申请材料



1.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2 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申请表》（研究

生院官网下载）；

2. 本科阶段截止到目前的学习成绩单 1 份，要求加盖所在学校教务

处公章（红章原件）；

3. 体现自身英语水平的证明扫描件 1份（如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

TOEFL、 IELTS、 GRE 成绩等）；

4. 获奖证书（包括本科期间能突出自己特长、社会贡献、综合素质

能力等各类证书）；

5. 可以体现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潜力的学术科研成果等材料（如发

表论文、专利等）；

6. 个人简历（含本人联系方式、微信号等）；

7. 个人自我介绍 PPT（每人不超过 3 分钟）。

申请人应保证全部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一经发现申请人提

交的材料内容不真实或不准确，将取消申请人入学资格。全部申请材料

一经收到，恕不退还。

五、 招生专业

序

号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学习方式 学位类型 入营名额

优 秀 营

员

1 药学 100700 全日制 学术型 ≤6 ≤3

2 中药学 100800 全日制 学术型 ≤74 ≤37

入营名额：不超过 80人，优秀营员：不超过 40人

六、 营员须知

1、入选营员请加入 QQ群，便于接收相关通知。QQ 群将作为后期通知的

唯一发布渠道。同时，请自行准备电脑、摄像头、耳机话筒等设备，提

前做好设备调试（7 月 20 日进行一对一测试）。



2、夏令营全程采取远程线上的方式进行，营员应提前按照要求准备好电

脑、手机、摄像头、音响等硬件设施，保证网络流畅、稳定，线上面试

环节中应确保独立面试环境，周围无杂音，无关人员不得打扰，并根据

学院要求提前测试软硬件，熟悉掌握腾讯会议等软件使用及相关流程。

3、如入选营员因故不能参加夏令营活动，请于 7月 19 日上午 10 点前告

知。

4、所有营员需签署《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络

远程复试考生诚信承诺书》，全程禁止录音录像。

5、最终解释权归北中医中药学院所有。

七、 各环节人员及流程

1、开营仪式

（1）主持人：魏胜利 副院长

（2）参与领导：雷海民、王停、李军、吴清、任智宇、各学科带头人

2、名师讲座

（1）讲座专家：刘春生 教授

3、学科介绍

内容：各学科带头人对本学科情况及导师情况做具体介绍

4、线上面试

（1）面试流程：

①面试按照分组进行，一机位为腾讯会议，二机位为 QQ软件。

面试秘书老师邀请进入一机位腾讯会议室，二机位 QQ软件进行全程监考。

②面试时间：每组 4 个人共计 35-45 分钟

③进入会议室后首先进行抽题，针对一道开放性试题进行回答。每位同

学均必须进行抽题和回答。

④逐一开始 ppt 自我介绍，包括：本科学习情况、班级排名、专业兴趣、

获奖情况、参加科研及实践情况等，每人不超过 5 分钟。

⑤专家提问，进行综合能力考核，包括：英语能力、专业知识、综合素



质、科研潜力等相关内容测评

（2）考核形式

优秀营员远程线上面试，形式包括材料评价、专业面试、综合素质

考核等。具体包括：

①材料评价（20分）：主要根据营员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评估，包括营

员的学习经历、学习成绩、科研能力、外语水平等；

②专业线上面试（分以下两项，共计 80 分）：

（1）专业知识考核：对考生进行专业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能力、外

语听说能力的考核（60分）；

（2）综合素质考核：对考生进行表达能力、研究分析能力等综合素

质的考核（20分）。

③成绩排名方法：总成绩＝材料评价+专业线上面试。

（3）软硬件准备工作

夏令营全程采取远程线上的方式进行，营员应提前按照要求准备好

电脑、手机、摄像头、音响等硬件设施，保证网络流畅、稳定，线上面

试环节中应确保独立面试环境，周围无杂音，无关人员不得打扰，并根

据学院要求提前测试软硬件，熟悉掌握腾讯会议等软件使用及相关流程。

5、结营仪式

（1）内容：魏胜利 副院长致辞

八、 录取

取得所在学校“推免资格”的优秀营员，将优先录取为我院 2022

级硕士研究生推免生。

九、 其他未尽事宜参见学校通知。

如教育部 2022 年招收推免生的办法有所调整，以教育部政策为准。

敬请关注，我校研究生院网站公布的《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2 年接收推荐

免试攻读硕士学位及本科直博生工作办法》。

十、 监督及复议办法

http://yanjiusheng.bucm.edu.cn/zsjy/sszs/64506.htm
http://yanjiusheng.bucm.edu.cn/zsjy/sszs/64506.htm


考生对考核及录取结果有异议，由学院考核小组裁决和给予说明，

考生可向中药学院领导小组申诉，以实名的书面复议申请形式。若咨

询或有异议可发邮件，邮箱：zyxyyjs@bucm.edu.cn。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2 年接收推免生具体办法将在教育部 2022

年相关文件下达后公布。2022 年推免生接收办法以我校研究生院网

站相关通知为准，敬请关注。若与上级文件、规定冲突，以上级的文

件、规定为准。本方案由中药学院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经研究生院审核批准后，复试工作部分在研究生院官网公布。

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咨询电话： 010-64287519，传真：

010-64286502。此外，我校纪检监察部门研究生招生专用监督电话：

010-64287504，举报邮箱：bucmyzbjd@163.com，通讯地址：北京市

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北京教育考试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研究生

招生专用监督电话为：010-82837219。

十一、 学院介绍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具有深厚的学术传承，其前身是北京中

医学院中药学系，成立于 1958 年，是国家最早创办的高等中药学教

育院系之一，1995 年更名为中药学院。建院之初颜正华、谢海洲、

金恩波、李家实、巩国本、毛震东、曹春林、姜铭锳等老一辈杰出的

教师先后在中药学院任教，自始树立“继承传统中药、研究现代中药、

融合中西药学、创造健康中药”的学术宗旨，经过一代接一代薪火传

承，积累了深厚的学术积淀，为中药学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专门人才和

许多领军人物。最近十几年里，中药学院秉承“人心向学，传承创新”

理念，以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为目标，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汇聚人才，更

新办学理念，整合资源，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跻身中国高校最优

秀的中药学院行列。

中药学院 1985 年成立中药研究所，最早实行院所合一的管理体

制，目前设有 12个学系（部）、13 个研究室（中心）、2个教育部

mailto:zyxyyjs@bucm.edu.cn


工程研究中心、4 个北京市级重点实验室（中心）、2 个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重点研究室、4个学术机构，以及综合办公室。

中药学院拥有中药学一级学科硕博学位授权点（包含中药资源学、

中药炮制学、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中药分析学、中药药理学、中

药药剂学、临床中药学、民族药学 9 个二级硕博学位授权点），药学

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中药学是首批一级学科国家级重点学科，

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与国家“985”优势学科平台建设项目，

2017 年进入首批国家“双一流”一流学科建设名单，截止 2017 年 9

月，药理学与毒理学学科进入 ESI 前 1%。

中药学院现有教职工 185 人，其中专任教师 141 人，实验技术人

26人，管理人员 18人。专任教师中，正高职称 61人，副高职称 45

人，中级及以下职称 21人，其中博士学位占 82%，博士生导师 24名。

拥有国医大师 1 名、首都国药大师 1 名、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 2

名、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岐黄学者”2人、全国模范

教师 1 名、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1名、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1

名、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1 名、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 1名、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8 名、北京市科技新星 8 人。

学院坚持卓越人才培养，教育教学成果突出。培养了龙致贤、张

世臣、李云谷、高云艳、王国强、陈啸宏、李勇枝、赵中振、顾海鸥、

叶敏、孙文基、杨世林、曾立品、吴玢、孙裕、陈永红等一批教学、

科研、生产和管理的领军人物，并有多人在 WHO、FDA 等机构中任职。

开启长学制人才培养体系和专业硕士学位培养新模式，突出中医药思

维，构建新型中药人才教育生态环境，适应行业需求倡导“药教协

同”，打造“卓越的中药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厚基础、重实践、

求创新”的育人特色。致力于打造一条适合国情与校情，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高素质卓越创新人才培养之路，为国家培养

了大量中药学高端人才，始终引领着中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方向。学



院拥有国家级特色专业、教学团队和人才培养基地 3个；北京市级优

秀教学团队、名老中医工作室、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7个；国家

及北京市精品课程 7 门；“中药学卓越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面向医改需求的临床中药学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等教学成

果分别获得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一等奖。

学院坚持中药原创性研究，科研成果丰硕。近五年间，承担国家

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课题 281 项，科研到位经费达 1.9 亿，其中重

大新药创制专项、国家行业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 134

项。发表 SCI 论文 1125 篇，出版论著 62部，授权国家、国际发明专

利共 49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 项、“北京市科技进步一

等奖”等省部级科技奖 31项，专利技术成果转让 11件，自行投资实

施转化 20件，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过亿元。

60 年春华秋实、厚德载药，即使在 1966-1976 年最困难的时期，依

然建设起药厂并开启“清开灵”新药研发，为国家卫生事业做出巨大

贡献。中药学院将继续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努力传承、精研学术、

开拓创新，力争成为世界中医药科技的领跑者，成为世界一流中药学

家、中药学大家的摇篮，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和北京中医药大学中

药学的荣誉而不懈奋斗！

十二、 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人：韩老师

联系电话：53912101

邮箱：zyxyyjs@bucm.edu.cn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2022 年 6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