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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 集中的课程思政

• 分散的实验思政

• 实验中的爱国与荣校



课程思政
• 通过经典实验，加强学生对科学思想、方法论的理解和掌握，努力

钻研、刻苦学习，努力成才。

• 研究性实验中引入时代背景的相关课题，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通过引入校友的科研成果，增强学生的荣誉感，提升学习动力。

• 研究性实验成果，转化为科普作品，面向社会开放，回馈社会，增

加学生的社会参与感。

• 疫情中的物理实验（紧扣时代事件）



集中的实验思政课程

• 疫情中的科学英雄
• 疫情中的国情
• 疫情中的物理实验

– 研究
– 诊断
– 治疗
– 预防
– 预测



钟南山院士-抗疫科学家的典型代表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
病学专家，长期从事呼吸内科的医疗、
教学、科研工作。现任国家呼吸系统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
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

“肯定的，有人传人现象。”
1.20，作为卫健委高级别专
家组组长，钟南山在关键时
刻发出的“预警”，为控制
疫情在全国蔓延赢得先机。

2.钟南山院士临床救治团队逆行而上，
在广州、武汉等地的武汉汉口医院、
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汉协和西院、广
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发挥积极的作用。

3.领导临床科研团队先后从临床样本、
粪便及尿液中分离出活毒株。开展首
个全国范围的新冠临床特征研究，联
合多个团队开展诊断用抗体研究、中
医药研究、干细胞治疗新冠肺炎临床
研究

 4.领导科研团队在人工智能应用于预
测模型构建方面，联合研发咽拭子采
样机器人、新冠肺炎危重症AI预测模
型等，开展新冠病毒疫苗相关研究，
成功建立国际首个非转基因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小鼠动物模型。

1.领导卫健委专家组充分研究分析疫情传染链条，得出重要
人传人结论。



李兰娟院士-抗疫科学家的典型代表
感染病（传染病）学家、中国人工肝开拓者、国家传染
病重点学科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部
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
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
家组成员。

发现19个致病性的新突变

前线医院里作每日疫情分析

对多种抗病毒药物筛选之后，发
现阿比朵尔和达芦那韦两种药物，
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



陈薇院士-抗疫科学家的典型代表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曾说过，“穿
上这身军装就意味着这一切都是你该做的，我愿这一生都能和致命病毒
短兵相接，为受困疫区的生命打开希望之门。”

　　陈薇领衔的科研团队“闻令即动、争分夺秒，集中力量展开应急科
研攻关，在新冠肺炎疫苗研制方面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



王辰院士-抗疫科学家的典型代表

中国呼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2月6日在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
时表示，方舱医院重点收治确诊的新
冠肺炎轻症患者，能解决目前定点医
院收治容量有限的问题，同时能使确
诊轻症病人得到医疗照顾、与社会隔
离，能减少大量轻症患者在家庭、社
会中的传染。

4月3日，“中国医学科学院武汉
感染性疾病及肿瘤研究中心”落
户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
辰接受采访，谈当前的疫情发展
态势和疫情带来的思考：

我们应该少一点说漂亮话
的科学家，多一点真正的，
更多地看到问题的科学家，
应当多一点目光冷静、头
脑清醒、行动稳健迅捷的
科学家，这是我们要做的
事情。



抗疫阶段性胜利体现国家制度优势
1.组织领导，第一时间果断封城。八方支援，物资人力。

虽然前期有些波折，但自党中央重视以来，从中央到地方，迅速行动起来，形成了强大合力，迅速统一思
想，形成举国抗击疫情的局面，主要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和我们制度优势。



2.执行力：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
中央成立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对疫情防控做出部署后，各地也迅速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中华大地很快形
成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全国一盘棋联防联控抗击疫情的格局。



3.全民意识

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总是会空前的团结，这次与新冠病毒的斗争中，再次体现中国
制度的优越性，极其高效的调动起每个中华儿女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全民参与、全
民配合，很多人不计危险，主动志愿奔赴抗击疫情一线，展现出的是一场人民战争。



“现在不但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要
打造，在新冠病毒的科技研究上我们
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也必须头
脑清楚，眼光不能偏狭，要认清楚自
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当我们还
为这些假阳性、假阴性，尤其假阴性
所困惑的时候，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有的国家已经是一滴指血十分钟，就
能准确率很高的测出来了，已经可以
分发到家庭里边儿，像糖尿病一样的
自己测一下填报了。我们知道在检测
上做到充分、准确和动态，对防控有
多大的意义。这就是科技的力量。”

ECMO系统我国还无法制造，只
有美国美敦力、德国索林和德国
迈维柯

王辰院士： Covid-19 Home Testing Kit



直径100nm量级
传统光学显微镜

                  生物应用中的光学超分辨：
                  STED（Stimulated Emission Depletion）
                  STORM
                （stochastic optical reconstruction microscopy）
                 分辨率可达10nm受荧光分子限制，结构信息有限。
                 近场显微镜：NSOM

TEM+低温
=冷冻电镜

 cryo-electron micros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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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毒研究 新冠疫情中的物理实验



听诊器

2、诊断

荧光PCR检测技术



3、治疗

呼吸机 心电图

居家实验



4、预防-测温

智能红外体温筛查
报警系统

正人体体温在36～
37℃时放射的红外线
波长为9～13μm

等离子体杀毒



N95口罩

300nm直径颗粒过滤

聚丙烯熔喷无纺布：超细纤维
的随机分布提供了纤维间更大
的表面积，使产品过滤效率高。

4、预防-口罩

静电熔喷过程



疫情预防-口罩



（喷壶中为酒精）

4、预防-口罩疏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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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测

来源：凤凰网商业4.8
预测：4月15日:200万确诊
WHO北京17日8时：2034802



5、预测





分散的实验思政课程

• 科学思想

– 潜移默化、过程育人

• 数据记录

– 严谨、科学、诚实

• 科学方法

– 观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新问题



科学素养

3

实验目的 1

2

实验原理4

待研究问题

实验仪器

内容大纲

5

6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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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光计



实验课程中的爱国与荣校

• 实验中的国家贡献

• 实验中的校友贡献



光学扳手—光的轨道角动量探秘
虚拟仿真实验介绍

张   沛
大学物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光的轨道角动量是近20年来光学领域的前沿方向



Photon. Res. / Vol. 4, No. 5 / 
October 2016 

Light matter interaction: degrees of freedom of light

Spin angular momentum （SAM）          

Circular photogalvanic effect (CPGE)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OAM) of light
Applications Nature Photonics

 5, 343–348 (2011) Science, 353, 464-467, 2016

wireless transmission, NTT corporation

Nature,412, pages313–316 (2001) 



Revisit the expression of a general second order response 

Z. Ji et al., 
Photocurrent 
detection of the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of 
light, Science, in 
press



Experimental result 

‘U’ shaped electrodes

Photocurrent from light’s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Orbital photogalvanic effect’ (OPGE) 



季珠润（PB11000801）



季珠润（PB11000801） Nature Materials ，2019，18 , 95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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