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克莱德大学暑期药学研修项目心得汇编 

王樨泓 （15级制药工程专业） 

在英国生活了一个月的时间，算是深度体验了英国的生活环

境，学习环境，从中也颇有感触。 

既然是 Summer School，那么首先从学习方面讲起。在斯大的

课堂上，老师都很幽默，在讲课的过程中时常会讲点笑话，或是有

着丰富的肢体语言。所以斯大的课堂上一定是活泼生动的。当然只

是生动的话并不代表会学到东西，所以课上并不只是老师一味地向

我们讲授知识，突如其来的 quiz和短时间准备的 pre可以让你更深

刻地理解上课所学知识。同时我们会有上机课，通过自己查询整理

信息来了解学习知识点。斯大还有非常有趣的 workshop，比如学会

利用 BNF来为已知病情的患者开药，利用上课老师所讲知识以小组

为单位自主设计实验。当然去 lab做实验肯定必不可少，斯大的

lab第一感觉超大，超整洁（不得不说斯大实验服确实不错）。老师

会很细致认真地讲解实验，而且会有好几位老师在旁边，实验遇到

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提问（老师们都超热心）。斯大的图书馆条件也很

不错，18年新的 gym也会投入使用。 



吃的方面：斯大食堂做的真心不错，主材，配菜，甜点，水

果，水，汤一应俱全，绝对不会出现吃不饱的情况，甜点味道一直

不错，但是汤有的时候的确有点黑暗。晚饭的话是各自寝室自己

做，所以想去的话可以先磨炼一下自己

的厨艺。宿舍的厨房用具非常全，烤

箱，烤面包机，微波炉，各种锅。餐具

也是已经配好的，可以考虑带一双筷

子。方便面，老干妈还是神器，当然斯

大这边也能买到，只是有点小贵。后来几个寝室互相厨艺交流也非

常棒，我们寝也有幸邀请老师一起来吃饭，聊天。可能下一年去的

同学见不到最帅的马哥了。英国在外面吃的话贵是逃不掉的。

 

 

 住宿：斯大给我们提供的住宿环境不能再赞，一人一屋，一个寝

室 4或 6人，独立卫生间和浴室。斯大的宿管大妈超敬业，宿舍清

洁的超干净，每人会提供毛巾和浴巾，免费换洗。宿舍里的床超级

软，非常舒服。而且宿舍会提供 shampoo，soap，body gel。每人

一个斯大的马克杯，可以留作纪念。 

 出行与购物：来到英国还是要体验一下双层巴士和火车，taxi



走表走的很快，有点小贵。Glasgow的地铁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很

有意思。说道购物要先讲讲斯大的地理位置。斯大距离市中心仅有

10-15分钟步行时间，比格拉斯哥大学近多了。正好赶上 sell，很

多东西都超便宜，所以请准备好你们的 money和 visa card就 ok

了。记住 George square，你就不会迷路。 

 当然斯大也为我们安排了很多旅游行程，非常好玩：格拉斯哥教

堂，高地，尼斯湖，斯特林城堡，爱丁堡。空余时间也可以和同学

一起出行，感觉也超棒。



 

 PS：我觉得今年的暑期交流真的丰富了知识，扩展了眼界，也交

到了很多 good friends，运气爆棚的我们最后一晚有幸入住

Hilton，为 Summer school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仇夏秋（13 级药学院药物化学专业学生） 

作为一名药科大学的学生，我想在药学领域肯定是对药学相关知

识了解的越深越广更好。此次去英国为期一个月的短暂学习正好对我

们大二或大三的学生增加了对药学更深的了解，同时也学习到了国外

的药学学科的发展情况和国外的授课模式，这些内容都让我们对国外

的发展情况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我们大二和大三的这些即将面临毕业

就业或者读研深造的学生对未来的道路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在此次暑期课程的学习中，收获了不少新的知识。给我们上课的

老师都是资历深厚的教授和博士，专业水准非常高，对待学生特别热

情，人也都很随和。每个老师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还几

乎和他们都合了影。他们还考虑到我们的第一语言并不是英文，所以

可能听英文授课有点费劲，他们每个老师上课都放慢了语速，而且时

不时地会问我们是否听明白，如有不明白的地方会细细重新解释。总



而言之，和他们接触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有些也只有在上课

时接触了一两天，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他们。 

   关于这次的课程安排，个人认为特别好，因为涉及到了与药学相

关的几乎所有的方面。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照理说现阶段我已经基

本学完了所有的专业课，可是在他们涉及的课程中，仍有一部分是我

之前从来没接触过的，这让我很惊讶也很惊喜，所以我特别感谢能有

这次去斯克莱德大学的短暂学习的机会。 

    还有一点让我们十分满意的就是他们给我们安排的娱乐活动，包

括去观看欣赏苏格兰的美景和在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体验她们的苏

格兰舞等，这些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很美好的回忆。 

   最后，十分感谢我们药大能给我们学生提供这个机会，在学校提

供一部分资助的情况下去斯克莱德进行这么丰富多彩的暑期课程，我

相信这一定能促进我们在学科方面有进步。 

 

与 SIPBS院长合影 

 



 

 

邱欣怡（生科院生物制药专业，现就读于 UCL伦敦大学学院） 

最主要的是对于英国教育的体验，我准备研究生去英国读，这

次的经历对我帮助很大，体验了英国的课堂，无论是 lecture, 

workshop, 还是 lab都是与国内有很大区别的，我以最快的速度适

应了这种教学模式，并且享受其中。另外，全英的课堂确实对英语

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关于这一个月在格拉斯哥的生活我感觉很棒，格拉斯哥是个很不

错的城市，生活节奏不快，感觉比较安逸，S 大在市中心，很方便。

学校安排了观光，我自己也在城市各个区都逛了逛，很喜欢这里，以

后来英国上学也会再来苏格兰玩耍，对于计划赴英的学生来说是个很

好的过渡，受益匪浅。 

 



 

美食 

 

 

  高菱暖（14级药学院药物分析专

业） 

这一个月中由不同的老师来给我

们上课，所讲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

生理学，药理学，模拟药房，微生物学，

药物分析等科目。老师们幽默风趣，授

课风格也丰富多样，与国内有很大的不同。期间还有多次的实验，国

外的实验室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有东西的摆放十分整齐有序，



垃圾分类还有实验前后的卫生方面也做得非常好。还有一些实验过程

中的细节问题，都是精益求精，这是国内本科实验室无法与之相比的。 

这一个月中还参观了爱丁堡的城堡，格拉斯哥大教堂，格拉斯

哥博物馆等地方，感受到了异域的风情。 

 

顾玉施（14 级商学院经济学专业） 

在课程方面，学校的安排非常丰富，包括了专业课讲座、实验课、

英语课、参观图书馆等等。专业课虽然对我来说有一定的困难，但是

这让我在药物分析、遗传免疫等方面有了一定的了解，增长了见识。

作为商院的一员，我平时做的实验并不是很多。这个项目给了我更多

接触实验的机会，干净整洁的实验室，精密的实验器材给我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徐立（15级药物化学） 

为期一个月的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药学研修课程结束了，

在这一个月里，我收获了很多，不仅仅局限于学习、生活，还有人文

与文化 

一、生活方面 

七月初离镜，直至八月初回国，避开了国内最炎热的一个月，这

要归功于英国夏季凉爽的气候。由于的纬度的原因，英国的早晨四点

开始，傍晚也会一直持续到九点，给了我们更多的白天时间。 

在课余时间里，我们会自己去超市买菜，自己在厨房做饭；一起

去格拉斯哥繁华的市中心漫步；一起在酒吧学习苏格兰民族舞蹈；坐

车参观苏格兰高地的美妙风光；轮渡尼斯湖揭开其神秘的面纱；一起



组织去苏格兰首府爱丁堡。 

大家四五个人住在一个大的公寓里，每人都有自己的小房间，生

活在一起，相互照顾，就像家人一样。 

二、学习方面 

斯克莱德大学方面十分人性化的在刚刚开始的时候，特意为我们

安排了两天的英语课，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适应在英国的全英文授

课的环境，也让我们更加愿意的用英文去交流。学习上并不是一味的

枯燥而乏味的讲课，基本上是一半讲课一半实验，使我们能够更好的

理解课上的内容，并能够在实验中运用所有，看到理论是实际运用。

给我们上课的也都是专业能力出众的教授与博士生。 

不知是不是因为时间短的原因，我们没有国内的类似的考试，反

倒是做了很多的 presentation。更多的强调的是老师的引领，学生的

自主学习。 

三、人文与文化 

参观了格拉斯哥大教堂，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背景。

都说英国人是绅士风范，不到英国你是真的体会不到，大街上人们都

十分的礼貌，尤其是司机师傅们的素质。英国的人们还十分的乐于助

人，记得我有一次迷路，路人很友善的带我带到了目的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卧室 



 

格拉斯哥大教堂 



 

在酒吧学习苏格兰民族舞蹈 



 

自己下厨做的中国菜 

 



 

侯凯（13级药学院药物制剂专业） 

     Strathclyde University 药学研修项目结束有一段时间了,无

论是在 Institute of Pharmacy& Biomedical sciences 的学习，还

是在格拉斯哥的日常生活，又或者是周末假日游览苏格兰名胜古迹，

这些经历都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宝贵财富。 

Strathclyde University位于苏格兰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格拉斯哥

的市中心，整个大学与城市街道相通，这种没有分界的建筑特色使大

学的学术气息与古老的苏格兰文化相辅相成，几乎每条街道上都有的

苏格兰风笛乐队和成群的鸽子海鸥也使自然美景与人文气息交融达

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上课与实验在药学-生物药学科学院的 Hamnett Wing翼楼内，大

楼设施健全，每层都有阳光充足的休息区域、电子阅览室，二楼有与

实验楼相通的走廊。实验楼内实验室功能划分明确，有供教学用的

teaching lab,用于药师培养的 Pharmacy Practice lab,以及用于不

同科研方向的实验室。查阅书籍文献可以在 Anderson library，斯克

莱德大学图书馆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安德森图书馆，位于安

德森校区，并且拥有三个附属图书馆；另一部分是珠丹希尔图书馆，

位于教育学院校区。各主要学科的图书资料存放于安德森图书馆，其

中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语言文学、商业研究及管理学为主。这

里拥有大量图书以及一些稀有版本珍贵图书、手稿。此外电脑网络图

书资料系统精良完备，并且可以进入因特网查找各种资料。此外还包



括一些各国政府出版物及文件。论文资料库收录了一些大学高级学位

的论文复印件。以上图书资料均可办理短期借阅。图书馆内有单人自

习区域也有小组讨论区域。 

交流研修课程涉及药物分析学、药剂学、药理学、免疫学并配有

实验，Msc研究生特色课程的简介涉及基因治疗、癌症的发生与干预、

寄生虫学等。有 quiz 以及 presentation 用来检测和评价所学的知

识。课堂氛围总体上轻松愉快，老师们人都很好十分耐心，乐意回答

我们的一切问题以及指导实验。 

研修期间的宿舍在 Forbes Hall,是 S大所有类型的学生公寓中较

新的一种。单人独立房间有书桌无线网以及一个 washing basin，四

人共享厨房、公共休息区域、卫生间还有浴室。入住期间的安全有保

障，学生公寓管理人员每周会换洗浴巾床单。 

   校园活动也很丰富，有联谊、舞会等。研修期间的周末以及一些

公休日学校会组织去苏格兰周边地区游览，比如苏格兰高地、尼斯湖、

厄克特城堡、斯特灵城堡等等或者去距离格拉斯哥不到一小时车程的

爱丁堡市。 

 



 

 

与斯克莱德大学毗邻的市中心商业街 Buchanan Street 

 



 

文化考察-爱丁堡街景 

 

 

公用厨房（冰箱、微波炉、烤箱、热水壶、

灶台、菜刀、砧板、各类锅具、平底锅、

餐具一应俱全） 

 

学生宿舍（每人一单间） 

 



 

厨房外的风景 Glasgow Cathedral 和 Necropolis 

 

 

与 Robin教授合影 



 

绿色荧光蛋白实验 

 

 

 

 

格拉斯哥街景 

 

刘胜杰（拔尖计划学生） 



 

说实话，我之前从没想到自己会出国，而且是去英国，去苏格兰

游学。在斯克莱德大学的这四周里，我经历了许多，感受了很多，这

也必将成为我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首先，这里的老师和学生都

非常友善，对人很真诚，老师无论是上课，还是教我们实验、实践，

都很耐心给我们讲解要点，甚至手把手教我们做实验，另外，我们的

外方联系老师 Eddie 人特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上和学习上的问题；

其次，老师的教学方法更贴近实际，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老师们上课

会准备一些道具，实验课老师还教我们做一些手工，这不仅加深了我

们对问题的理解，也增强了我们的动手能力；最后，这里用于教学的

仪器相比我们学校更古老一点，但整体还算准确，与国内实验室部分

不同的是，这里的科研环境特别好，实验室空间很大，卫生条件很棒，

而且具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总之，感谢学校，感谢课题组，给我这次

机会，也感谢斯克莱德大学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次如此棒的交流经

历。 

 



小组讨论学习 

 

合影 

 



 

 

裴馨语（12 级临床药学专业学生） 

这些课程中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们教学方式的不同。在这里，课

堂不是老师的天下，而是老师与学生共同交流学习的平台。平时在学

校，我们已经习惯了老师讲授知识，我们在下面记笔记。这里，则是

通过让我们参与其中，亲自体会，从而掌握知识。比如在院长 Robin

为我们讲解细胞信号通路的传导时，他将所要参与到其中的化学信号

制作成卡片，让我们角色扮演。我们扮演成 ras、RAF、MEK、PDGFR，

模拟一个细胞信号发生的始末。书本上看似枯燥的过程瞬间变得十分

生动，让我们清晰而直观的了解到这微观世界发生的有趣故事，同时

激发了我们浓厚的学习兴趣。也许，在我自学某些难以理解的内容时，

我也可以寻找类似的方法使内容变得形象，帮助我理解学习。 

其次，在讲课内容上也稍有不同，这里的老师们十分重视知识的

实际应用。他们讲课会从最基础的知识点慢慢引申到实际生活中的应



用，由浅入深；有些还会与时俱进，联系前沿。比如，在讲解治疗哮

喘疾病的用药时，老师还特意让同学扮演成病人，让其他同学结合他

的具体情况说明该如何用药。并教我们如何运用 BNF为病人找到适合

的药物及其剂量。老师在课堂上所提到的这些内容是我在平时学习中

所未予重视的部分，这提醒了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需要着重于药物

的实际应用方面，做到学以致用。 

另外，这期间的所有课程都是全英语教授，我开始还是有些不习

惯的，很多专业名词不能与中文对应上，造成很多内容理解上的吃力，

这让我深刻意识到需要加强英语的学习。 

在斯克莱德大学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我在此期间却收

获颇丰：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受到了启发，结交了良友，同

时我也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回忆，为我长远的人生路上画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进入图书馆的卡 

 



 

上药学实践课，自己打印的药物标签，上面有剂量，用法和提醒等内

容 

 

食堂自助餐排队等工作人员给盛饭 

 



 

 

图书馆 

 

午饭 



 

学校附近的 George Square 

 

 

用 A4纸剪辑基因，制作出一个蛋白质 

 

 



齐文竹（13 级拔尖计划） 

在暑期活动期间，我们每天的上课形式是上午讲座，下午实验室，

而每天安排的老师、课程内容和实验室操作内容都是相对应的，也就

是说，每天来上课的老师都不同，但是老师的专业性非常强，不仅可

以将该课程已有的知识讲解明白，而且会以多变的形式，如 Bingo游

戏、扮演游戏等让我们更形象化地理解知识。下午的实验内容恰好是

对上午的讲座内容进行实验，这样我们就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总之，

在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学习的经历让我体会到学习的乐趣，感受了不

一样的学习氛围和学习方式。                                                 

 

公共休息空间 



 

实验室 

 

 

刘浩然（拔尖计划学生） 

国外的课堂氛围都很好，可能和他们学生数量比较少有关，在国

内的话一个班最少 60多人，多的

可能有上百人，老师教学任务

重，所以互动就会很少。但是在

这里我们却可以接受到老师们

独特的教学方式，还有各种各样

的互动教学等等。比如 Robin教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讲到信号通路，

他会制作不同的小卡片，让我们角色扮演，所以我们有更加深刻的理

解。 

实验课上，教学的规模也很小，所以教学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来投



入，比如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大概 8个人的小组就会有一个指导老师，

所以我们可以受到很多的指导，也可以更快的掌握实验技能。而且国

外的实验室管理都很规范，不像国内那么随意，这样是有利于试验进

度和实验教学的。 

 

 

 

徐研（14级中外合作办学班） 

去 strathclyde大学一行受益良多。作为一名合作办学班的学生，

这个项目让我提早体验并适应了在 glasgow 当地的学习生活。 

 

 

徐亦韬（14 级中外合作办学班） 

在斯克莱德学习一月有余，令人眼前一亮的不是其校舍，也不是

实验仪器，当然，更不会是食物。相反，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其严格

的规章制度以及热情友好的教授。 

   进入教学实验室必须戴好护目镜和手套，穿好实验服，实验中严

禁使用手机，离开时务必仔细洗手…这些规章制度看似繁琐而又没

有必要，但却时时刻刻提醒着实验员注意自身安全，并能最大程度

保证实验员处于头脑清醒状态而不被无关事项干扰。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能否获得良好的实验结果并不仅仅依赖先进的实验仪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验人员是否遵照实验规章制度。 

   斯克莱德的教授热情友好，讲课生动幽默，常常能用有趣的形式

将原本枯燥无味的知识讲解地调理清晰而又通俗易懂。罗宾教授

（Professor Robin）在讲解 MAP信号通路时，寓教于乐，让学生分

别扮演信号通路中的不同分子。通过模拟信号传输（ Signal 

transduction）以便更加生动而又直观地展示了此信号通路的作用机

制，避免了原本教师讲解的单调和冗长乏味，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

性。 

   正如斯克莱德宣传语“A Place For Useful Learning”所描绘的

那样，斯克莱德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学习场所，能够使所有学生都投身

于此，并能取得巨大收获。 

娱乐方面则更不用担心，学校基本在每个周末都安排了去不同地

方的小旅行，所以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苏格兰文化。而学校处于市

中心，购物娱乐只要你想就不愁没地方逛。 

最后，这个项目给了我认识来自拔尖、英专、理基等不同学生的

机会，在旅行过程中相互学习，建立友谊。在此过程中，我也了解到

了其他专业都在学些什么，擅长什么。这次出行不仅给了我中外交流

的机会，也给了我校内专业间互相交流的机会，是个非常好的活动。 

 

胡婧雨（15 级生基班，拔尖计划学生） 

                                                     



参加这个项目并不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但是却是我第一次走出

亚洲，也是我第一次能够在国外停留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个月

里，我不仅参加了英国的大学课堂，而且领略了当地的风土人情。  

对于一个踏上异国他乡的人来说，语言障碍是一个很难跨过的槛。

我在去之前还对自己的英语相当有信心，但是到了当地才发现，自己

的英语无论是听力还是口语都不过关，在交流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障碍。

尤其是我们所去的斯特莱德大学位于英国的苏格兰地区格拉斯哥市，

那里的英语并不是纯正的伦敦腔，这更为我们的交流增加了难度。但

是好在大学中的老师们都是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发音都比较标准，能

够完成比较简单的交流。 

由于我们是参加交流项目，这一个月的重心基本是放在学习上。

但是由于当地的文化，所以在课程安排上相较于国内还是比较轻松的，

每天的课程基本是上午 9 点或 10 点开始，中午有两个小时的午休，

下午 4点或 5点下课。再加上每周的周末和当地的假期，我们这一个

月的学习和娱乐还是安排得比较合理的。  

在学习上，我们感受到了许多与国内不尽相同的地方。首先，在

授课方式上，国外的课堂氛围还是相当轻松的。例如在阐述一个信号

通路的时候，老师可能会找几名同学来扮演通路中各种蛋白受体的角

色，然后像表演一样将这个过程演示出来。这整个过程不仅十分有趣，

还能让学生记忆深刻，可谓是实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其次，在教学

设施上，我们参观了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以及动物房。相

比国内的教学设施，他们的室内设计合理，面积较大，而且井井有条。



例如我们在实验室上课时，发现实验不仅面积十分宽阔，而且各种仪

器试剂分门别类摆放整齐。而且他们十分注重安全，进实验室必穿实

验服，而且分发护目镜和手套，禁止手机带入实验室等等。 

在生活上，我们也独立了许多。学校的住宿条件十分优越，每人

独立卧室，四人共用浴室、厨房和休息厅。学校这一个月只提供午饭，

所以其他的都需要自己动手。这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件坏事，自己动手

不仅能够提高生活的能力，而且大家聚在一起做饭也能增厚友谊。在

这一个月里，我的厨艺突飞猛进，而且还结交了许多一起“搭伙”的

朋友。 

在文化上，我们领略许多了当地风土人情。我们此行去的是苏格

兰地区，必不可少的就要去苏格兰高地、格拉斯哥大教堂和当地的古

堡参观。不得不承认，相比于国内，苏格兰的空气的确十分清新，而

且温度适宜，我们也见识到许多美丽的景色。当地的居民也十分热情

好客，不会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而排斥我们，反而十分热情，会在我们

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伸出援手。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次格拉斯哥之行很有意义。尽管我在去之前

还在犹豫是否应该去更加著名的城市或者大学参加交流项目，但是在

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这次的选择十分明智。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我这次能够通过这一个月，增长见识，学以致用，也算不

虚此行了。 

最后感谢本科生国际交流基金和导师组对我的支持，感谢中国药

科大学能够举办这次国际交流项目，感谢一直照顾我的带队花老师和



同学们。同时我也推荐各位学弟学妹参加斯克莱德大学暑期交流项目，

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在一个月后认识不同的自己。 

 

 

 

董心月 13级拔尖计划 

大学是开放式的，不起眼的大门横在人行道附近，大学校园掩映

在居民楼、马路和树木当中，分不清哪里是校园内哪里是街道。课是

开放式的，几张桌子几把椅子随意躺在那儿，门大敞着，但是老师是

激情澎湃的，慷慨激昂，风趣幽默。实验室是开放式的，自由的空间、

恣意的交流和井然有序的仪器设备。文化是开放式的，街道上看见穿

绿色球衣的小伙子，就上前拥抱大喊 Celtic！之后就是一阵寒暄和亲

热。人更是开放式的，随处可见大街上弹琴卖艺的“自由工作者”，

不论是售货员还是路人都会主动上前询问有什么困难。 

总之，开阔的美景养育着开放的文化和人民，令人歆羡。 

Stirling 城堡 



洛蒙德湖 

爱丁堡 

  

Calton Hill鸟瞰爱丁堡全景 



 

爱丁堡街景 

 

斯克莱德大学校园一景 



 

张子琪（14 级英语） 

在斯克莱德的一个月很快就结束了，但在这一个月里，我收获了除学

习以外的更多东西。因为只有短暂的一个月的课堂学习，并且没有严

峻的考试任务，因此学习方面相对比较轻松，内容也以基础知识的了

解和介绍为主，同时参与一些简单的实验以及上机操作，从各方面让

我们充分感受国外学习的风格特点以及设施配备。虽然大部分的基础

课程内容以及相关仪器介绍，但是想要完全理解也是不容易的，在这

一个月的英语授课期间，我掌握了大量的药学相关词汇，对自己的口

语表达、听力、实践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 

 

当然，学习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在充裕的课余时间里，我们自己买菜

做饭，订票看球赛，欣赏表演，坐火车游玩其他的城市，跟着大巴领

略苏格兰高地的风光…没有比在一个城市生活更能体验这座城市了，

人们的作息时间，生活节奏，饮食习惯，甚至连天气和昼夜的变化都



让人印象深刻并且习以为常。虽然只有短暂的一个月时间，但是对每

个人无论以后向往出国与否都会是个重要的体验，也是我们是否选择

国外学习的一个有力借鉴。 

 

 

周越（13级理科基地班，现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6年的暑假有幸参加了赴英国斯克莱德大学的交流学习。斯克莱

德大学在国内不是一所为人所熟知的学校，但是在英国，特别是苏格

兰地区，还是非常知名的。斯克莱德的药学暑期课程算是为 CPU学生

量身定制的。短短一个月的学习课程涉及面非

常广，从免疫学到细胞生物，从药物分析到药

理，从目前先进的仪器到西方医疗体制中的药

剂师课程，这里所列举的仅仅是其中的一部

分。无论是给我们授课的讲师，还是辅助我们

实验的老师，都是尽心尽力的。特别是老师们

的微笑，很温暖，很贴心。课程对于准大二和准大三的同学来说，有

些部分还是很超前的，直接接受英文的授课有一定难度；对于准大四

同学来说，大部分内容都是复习，不过，以全英文的方式去理解已经

学习的知识是可以发现很多新内容的。 

除了精心设计的课程外，英方学校还为我们安排了很多 tours，

Highland：Ness Loch, Stirling Castle, Lowland：George Square, 

Riverside Museum, Burrell Collection Museum, Glasgow 



Cathedral, Necropolis....... 爱丁堡距格拉斯哥大概 1小时的火

车程，来回很方便。著名的爱丁堡音乐节，千万别错过。 

在英的 1 个月里，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学到很多，体验了很

多。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未知，然而，不出来看看，你永远不会知道，

也许，你还可以这样生活！ 

 

 

 

 

 

 

在斯克莱德大学 SIPBS合影 



 

实验课合影 

 

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后合影 

 

SIPBS大楼一角 

 

与斯克莱德大学一街之隔的 Glasgow Cathedral 

（公元 1136年为了奉献给格拉斯哥的守护神 St.Mungo而建，历经三

百年完工） 

 

 



 

市中心 Buchanan Street毗邻斯克莱德大学校园，步行 10分钟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