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2- 芝加哥大学校友分享医学课题经验 
 
嗨大家好， 
 
我是 Nina，宫乐怡。今年就读美东麻省的住宿学校，Middlesex School。然后秋天准备去芝加哥

大学学习生物。我去年也就是二零二零年的暑假结束到的尤里卡也很碰巧很幸运选择了尤里卡。

它是可以 remotely 网上进行的。我当时其他所有申请的研究项目都是因为新冠而取消了。 
 
我参加的是尤里卡的医药化学课程，而我的研究主题是 a case study on the glaucoma, 也就是对

于一个开角性青光眼病例的完整分析，包括对于病理、病因、药物、药理治疗方案的研究。最后

总结治疗方案对于病例的有效程度以及可能可以改进的地方。整个课程大概是有两个多月的时

间。从六月初大概上到八月底完成也就。 
 
那我们这里的第一个话题是课题和项目选择。嗯，我大概是从中学就开始对生物感兴趣啊，当时

我当时是在上海的一个国际学校上学，然后是 HGCAC 就是三门科学都会同时上。而在当时的比

较之下啊，我只有就只有生物。在我看来可以组成一个连贯完整的故事线， 能让我更好的了解并

探索人和科技啊、历史啊，其他生物、大自然和其他很多因素的关系。就比如说我当时学了关于

人类基因学有关的话题并且涉及到了基因治疗的简单原理和初衷。所以当我后来课外读到这样的

一个修身学和人类滥用基因改造这一技术、这样的话题。我能更好的理解这些课题的背景知识，

再融合自己对伦理道德以及法律的一些常识研究。加强我感觉这个外部世界的一个联系和理解。 
对啊，当时我就有自己做过一点点的 online research，结合上海几个医院的一些数据，总结了一

篇文章，探讨空气质量对于肺癌以及其他癌症的影响。然后大概就是确认了自己的生物这个方面

的爱好。对，然后到了高中 Middlesex 以后呢，我也就是每个暑假都会做一些关于生物的研究。 
 
我在九年级结束后去实习了，在 URAC 实习了一位博士生，初衷是去熟悉一下实验室 Wet Lab 的

环境，并看这样适不适合自己。然后在 Sophmore year summer 我去了 UMass Amherst，一个

六周 research intensive 的实验室里，研究了一种叫细菌素的抗菌物质，希望用它替代抗菌抗生

素，用于一些切除植物。嗯，对，所以在这些经历之后，我对于自己的偏好和兴趣都有更深入的

了解。我就在十一年级的暑假选择尤里卡的这个医学项目来巩固对生物，还有生物以外的这个科

学的这方面的理解和研究。 
 
今年在这个项目一共是加上我有五个同学左右，然后每个人都针对自己的兴趣范围里面选择了一

种病或者症状来进行一个病理研究。啊，就是你们可以 study，可以从身边的朋友或家人身上提

取病历和他们的治疗方案，或者我们都可以直接和我们的教授说我们感兴趣的病，然后他会帮我

们找合适的病例或者塑造一份病例给我们用来做研究啊。教授当时对于我们的 topic choice 啊没

有什么特定的要求，自由度 overall 很高。但是它是建议我们选择一些慢性病。用药稳定长久的病

来做研究，我更能深入了解这些病的话，这些药的化学特性和于人体的反应。而我的主题就是环

绕我身边人的 opening of  glaucoma，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个病例做的，对。 



 
 
然后现在我们 move on to 第二个话题，就是学术课题亮点。这个学术课程的大概它的模式分为四

个部分啊，第一个是 group seminar 或者 classes。第二个部分是 individual meetings 也就是和

教授的一对一的一个课程。第三部分是 paper writing，论文写作。然后第四部分就是, 然后第四

部分就是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然后第一部分就是大课是从六月初开始的。我当时是在啊正好酒店隔离的时候，开始上这个课的

啊，这个部分的话，教授和我们五个同学上大班课。主要会布置啊 reading 和一些作业来温习一

下很多重要的化学和生物知识。啊，因为这节课有对于 science 的 pre-requisite 一定是要上过，

至少是 honor biology 和 chemistry 的经历。然后我当时是 honor bio，honor chem by AP bio 都
上过的嗯。他这段时间教我们研究话题的基本知识很多，然后涉及到很多比较 broad 的一些话

题，例如一些常见的药物，很多 chemical groups on certain type of medication，然后很多人比

较常见的反应等等等等啊，对。然后这部分是大概半个多月的一些时间结束，在六月二十号多结

束的。 
 
嗯，然后进入第二个部分，就是个人的一对一 meeting, with your professor 啊。这个是最短的一

个 period，但是它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大概和教授有两到三个一个小时的一对一会议。 
主要目标就是定下研究课题啊。在这个阶段里面，教授也给了我一些对于课题背景的知识以及

guidance。其例如啊哪些 article 可能会帮忙，要在 JSTOR 里面搜索使用哪些关键词，还有对于

论文结构设计的一些帮助以及传授啊这方面的经验，对。 
 
嗯，第三部分就是论文写作啊，论文写作也就是最长的一部分时间。从七月中旬到八月底左右。 
嗯，在这个过程中是和教授一直有很稳定的联系的，然后也会和教授的 TA 一直联系，一边写一

边修改论文，在这个环节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阅读 involve。因为这篇论文当时我是涉及到了对于药

理学的一些话题。哪一类针对于青光眼的药物，然后每种病例里面涉及到的治疗方式和药物的

overall 的理解。然后其实在论文里，就是需要把这些 information 归纳总结人融合病例的情况和

了解去写这个论文，写最后的判断性的一个 conclusion 和 suggestion for 它的治疗啊治疗方式。 
 
然后整个课程的最后一部分就是 class presentation 是最后一部分。在八月底的我们，本来原定

的是整个 class 聚起来，然后和 professor 和 TA 一个一个人做这个 presentation 和大家分享自己

的 research。但是我当时有特殊情况，没有能和 q 其他人一起 present。但是我后来就单独搞了

时间和 professor 和她的博士生 TA present 了我的研究。我的 presentation 模式是一个 PPT，然

后总结了我的 paper 的重点加上结论·。 
 
我 overall 其实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这个环节。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嗯标准，一个 expectation 要求

啊，我真正就是要求我一定要特别深入的真正的去理解 research, 并且很细心的去完全 
understand every part of my research, fact，or 我自己的 suggestion。啊，也是在这一部分能感

觉到成就感的啊，因为也有和教授和 TA 的 Q&A section。就是能回答教授和 TA 所有的问题的时

候啊，就感觉 this is the part where I feel like 之前一个半月的 struggles are worth it。对，然后

overall 整体的印象的话，这个课程的设计对于 online 的 research 很友好，因为科学研究特别是



 
生物研究嘛，呃一般印象都是在实验室 wet lab 里进行的。而这个经验很特别经历很特别，然后

也很 rewarding。也就是感觉是，不是特别常见的 fact based 和 theoretical 的生物科学 
research。 
 
然后我们进入第三个模板，也就是导师互动。我的导师是芝加哥大学的荣誉教授 Laurie Butler，
然后他是非常熟悉 BioChem，生化和物理一位教授。她很亲切，很 helpful，然后他也一直会跟

我们在上大课的时候 check-in 问我们听不听得明白，讲的够不够仔细。然后也会跟我们解释说一

下，很久没有教过本科生课了，一直在带着她的研究生博士生做研究。所以很 encourage。我们

有什么问题就问，论文有事情就 email 她。然后到后来啊，我们都开始直接短信她了，因为她觉

得 email 太慢了然后可能太 formal 了，会让我们 hesitate reaching out her 。 
 
在这个项目的快三个月里，她的导师形象也不只限于在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如果有就是上大课

的时候，有剩下的时间，她都会问我们有没有关于这个领域的问题，比如说以后的研究方向、工

作机会、实习机会都会有哪些？啊，毕竟因为她也有很多学生嘛，她也教过很多学生从高中毕业

进入大学啊，在科学领域的话，对于以后的工作机会方向都很只有很模糊或者局限的认识。比如

说去做科研，或者就是去医学院不了解以后，大学 internship 的一些机会所在，或者在哪一些领

域啊。她都会和我们说这些事情，然后传授一些经验，跟我们讲一些她曾教过学生的案例。根据

我们的一些兴趣给我们的 guidance，她是一位非常好，非常细心的教授。 
 
嗯，啊然后我的科研过程也就是发了我刚才所说到的四个大阶段大课，一对一 meeting，paper 
reading, 然后最后是 presentation。嗯，大课呢就像刚才讲的很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温习以前的

化学物理知识。Professor 会布置作业，然后 TA 进行批改，给我们 feedback on 我们欠缺的知识

面。大概的感觉就像是大学 lecture 的感觉吧。这个阶段因为大家都是一起上的，所以就不是和

我们的 individual topics 特别搭边。但是教授就会还有这些慢性常见慢性病药物的名字。他们的

化学性质或者 chemical groups，他们的 compound arc groups 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啊视力啊药

物怎么去跟人体系统 interact，从而缓解病情啊，给我们一个 idea 啊怎么去啊，在我们自己的论

文里面 incorporate 这样子的一个 description or analysis。 
 
对，然后从这里开始就是大概 move on 一对一的 meeting 了。这个时候的主要名叫是电影研究课

题。我大概是用了三节课的时间，在这个阶段啊。第一个 meeting 是当时就主要是我 pitch 给老

师我的 ideas。然后我们两个 brainstorm 这些 research idea 分别会怎么去做研究，哪个病例会

带来最合适合我大概定下这个研究课题。我当时是在糖尿病和青光眼之间做的选择，因为身边就

有很 easily access 的病例，最后选择了青光眼，是因为它的研究过程中会更涉及到一些生物和解

剖学的知识特别是在眼部的构造和结构上。所以我最后就更偏向了我身边这个开角型青光眼的病

例。 
 
然后是定了研究课题以后，教授给了我很多的 guidance 和 instructions on how to approach my 
topic。比如说帮我 layout 我的 paper 的 structure 怎么去合理规划我的 research 思路，以及如何

balanced paper 里面的 fact section 和我的 analysis 判断的这个 section 啊，怎么去找这个



 
balance 啊。然后最后她也自己找了一些，她觉得会对我有用的 research paper。大多数是关于

我这个病例里面药物的实验研究和报告，医院里的一些 past report on 不同病患对于药物的反

应，不同病患根据年龄啊种族健康情况是否有家族遗传可能，其他用药等等等等因素做的一个区

分。都是对于我最后的研究和最后的总结有很大帮助的。 
 
那从这里开始，我就是开始写 paper 了。嗯，这是我第一次写更偏专业性的科学研究报告。因为

我就是 Sophmore year 暑假六周做的那个 wet lab，实验室的细菌素 research 的最后成果是一个 
research poster，就是一个很大的科学海报。那个时候是当场面对面跟人家做 presentation 和
gallery walk。所以我对于这种 paper 的写作是有一些陌生的啊，特别是因为他们的这种写作方式

啊，然后我们一般自己读的这些文学作品 non-fiction 的书啊、课本啊或者 overall 读的那种人文

research paper 都不是很一样。但是写作过程中, TA 一直会 check in，问我写的怎么样啊，要不

要帮忙 read over，有没有哪些知识盲区或者找不到的 information 或者 research paper，他会用

他作为研究生学生更多的 research database 去帮我找。然后 Professor Butler，也会 check in，
问我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她帮我 proofread 啊，所以 overall 过程有一些些困难当时，但是老师

给的 support 是非常多的，最后也就撑过来了。对，嗯。 
 
最后的 presentation 部分，这个过程我是比较有经验的了。因为我当时是在之前的 research 做过

final presentation for the poster 也有 galary walk 也在我的高中 Middlesex School, STEM 
Symposium 就是我们的一个科学讲坛，做过一个关于我的实验报告和同学分享过我的这个经历大

概。所以这次我就是以 PPT 的形式概括了的整个 research 过程结果，以及我最后对于现在治疗

方案的利弊分析及建议，回答了老师的 Q&A。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总结整个 research process 的
一个环节了。 
 
嗯，这个整个 research 过程走下来，我个人对于这个经历的这个心得体会，其实我感觉比我想象

中的要多很多啊，特别是和我以前 research 有很大的差别。Online research 实在是很陌生嘛，

特别是 Biology 这块儿。我当时刚开始这个 research process 的时候是有些彷徨的，因为完全不

知道怎么去开展我的研究啊。以前在 lab 里面的话都会有实验室的 PI 来指导我。根据我的 idea 
来做实验啊。在 hand-on 的环境里面，我能更好的理解很多实验理论和背景。然后面对面的情况

下，如果有很多听不懂的事情，我还可以直接去 PI 的办公室或者找实验室里面的其他的研究生问

题。而在这次 research，我 predominantly 依赖的就是其他 的 research paper 来帮助我理解我

的研究题目啊。但是在读 research paper 很容易头大，因为每一篇里面的专业词语都特别特别的

多。所以从这次经历里面，我在 research 方面变得独立了很多，要自己去整理。 
并探索不熟悉的这些领域，而不是嗯可以更加直接问着我的上级 for directing some more simpler 
answers uh。 
 
然后我在 research paper 这方面的知识堆积以及阅读经历，加上我写作 paper 的这个经历，在我

senior year 的今年的一门课上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的课是叫 bimedical ethics 医学道德的一

门课。嗯，对，然后这门课是没有考试的，每周一篇论文最少七页纸。然后 Final 是一篇大的

paper，是十五页纸 minimum。然后我在 Eureka 的这个 research process 锻炼到的论文写作能



 
力、research 能力，以及我最后做病例总结的对于治疗方案利弊的判断能力。都在我的这门课上

起到很大作用。特别是我的判断能力这方面，因为我的 bimedical ethics paper 一直是在根据病情

和病患的情况下进行评估，认为某种治疗或者科技或者政策是否应该在这个情况下啊被执行。我

的 paper 也就是今年在我们班里就是最长的比较完整的。我的 feedback 也是老师给过很非常好

的，所以感觉收获匪浅。在这一次的 research process 里面。 
 
嗯，这个 research 我感觉在申请申请中的作用是比较大的啊。先是在我，它是先可以充实

common app 的 activities section，然后在论文里啊什么可以提到这个 research experience。在 
why school，你的 why major, for me, was why biology 来显示我对于这个课题的喜爱和 
dedication outside of classes。然后在面试的时候我也可以聊到这个经历。和很多面试官的话，

就是我比如说聊到我当时那种啊 wet lab research。我介绍了这个细菌素的东西 which is 
something 啊这些就算可能在这个领域的没有听说过的东西，就会感觉很有趣。然后也会跟他

说，哦，我在新冠的这个时候，我做了网上这个 research，我也是自用我身边朋友的案例或者家

人的案例感觉 also foster a deeper connection。所以 overall 就是不仅是啊体现了 dedication to 
the subject under very challenging times，然后也就会体现一个很有趣和充实的一个形象吧。然

后都是这些 conversation all ended really well. um, yes. 
 
然后在我的课程结束时候，我是读了老师教授给我的一个 evaluation 的。然后老师评价很高。说

到了 how she considers me and my research on part with many of her own students, 就是和她

教过的一些学生的感觉，研究成果是同一个 level 的。所以我当时是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嘛，所

以我当时是向她要了推荐信。这封推荐信我觉得是在我的芝加哥 application 里面有比较重要的一

个决定因素的。因为我当时芝加哥我是临时十月底十一月初才决定要 EA 的。嗯，当时也只有时

间写了 essay 没有做当时 highly recommended the video profile interview。最后最后 EA 录了芝

加哥的时候，我觉得她推荐信作用是蛮大的。特别是因为她是芝加哥自己的荣誉教授嘛，学校比

较信任她的判断。 
 
啊，对我的经历到这里大概分享完了啊，特别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的这个 presentation。如果有

什么问题的话，feel free to 直接问我啊，谢谢。 
 
啊，然后有一位家长是问了啊，您的孩子如果在这个课程方面没有经验怎么办？ 
嗯，这样您看我当时上的医药化学是有必备条件 pre-requisite 的，就是当时要上，当时参加的人

都是要上过高级化学生物或者 AP 化学和生物的。嗯，我知道我们班上的人当时是都上过，然后

以我们研究的这个程度，深度和难度的话，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会很挑战并且很累。嗯，课上也会

比较难听懂，因为大多数都是温习嘛，不是学习新的知识。然后用已经了解的知识去 connect 
病，理解新的知识点，所以是非常强烈建议要有这方面课程的经验的。 
 
嗯，您好，我看到这个有问题是问你觉得我的尤里卡和之前的 wetlab 那个对我更有帮助，或者

哪个更好啊。 



 
我觉得尤里卡和 wetlab 是各有所长的。嗯，因为 wetlab 很大的一点就是一个 hands on 
experiences 以及一个仿以后大学实验室的环境，也就是一个更 common 的环境，可以让人更加

沉浸于生物实验的过程。然后实验室的话也能够 participate and 创新的实验，就是别人从来没有

做过的研究和实验。所以这点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然后啊很好玩的，它是比较能帮助人确认自己

对这个方向有没有兴趣的。因为它实际上是有人觉得很枯燥，有人觉得这个很好玩。对这样。 
我觉得这个是 wetlab 的啊一个优势。 
 
然后现在是说尤里卡的一个优势啊，我觉得尤里卡主要锻炼的是一个自主力，逻辑能力，并且考

验一个学生对于学科知识的深入理解和能够把这些理解转化到新的知识上的这样一个能力。嗯，

因为 wetlab 的话对于知识点要求没有那么高。只是需要自己对于做的这个实验的这个领域稍作了

解就可以。而尤里卡这个项目的话啊，你看我已经把那个化学生物这两个，就是我以前上的课都

去温习了一遍，然后才做的这个研究。这个是我在 wetlab 里面没有需要去做的。嗯，对于学生，

对于学科的理解要求更高，就是尤里卡这样的项目。嗯，其实而且是如果写的好，然后 present 
好的话，我觉得这样子的项目能更能体现体现学生的一个 academy competency。特别是因为在

lab 里面的话呢啊 PI 经常会指导实验，所以就算做出了一个实验的话，也不是学生自己的实验。

而实验室的，所以也写不出来特别多的就是 there isn't that much complexity in 这个学生的 
writing as it would and in 就是一个尤里卡的这样子一个完全是自己选择 everything，自己设计整

个实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嗯，这里有问到是说嗯感觉国内的啊教材啊教材会不会可能 cover all the materials in 这个

research。 
我对于国内高中的生物化学，因为没有特别了解过，所以我其实不能特别好的回答你们的这个问

题。嗯，但是以我们这个课程的 pre-requisite 需要学生上过 basically 就是加强版的生物化学课的 
AP，就是大学 level 的生物化学都可以参加。所以就啊所以有一些 leniency 是在这个要求里面。

我觉得话啊国内高中最大的挑战会是主要在于专业竖起的半衣这里吧。如果知识点都是考虑到的

话，因为我其实对于这一个方面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不能特别好的回答您这个问题。 
 
嗯，还有这边看有家长对于我们整个班的同学一个啊化学程度有问题啊。 
我的化学其实当时是蛮生疏了，因为我是在十年级，啊，上了化学。然后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是

在学 AP 生物，对生物的理解很深，然后并且什么都记得，然后化学倒是没有。我当时是把十年

级的笔记和考试都看了一遍，温习的。嗯，然后对于其他的同学的话，每个人都是有差不多的基

础吧，就都是有 AP 啊或者是这样的 advance level in school，accelerated level in school。 这样

子的区别啊，然后每个人就是根据其实自己对于化学的舒适程度去最后选择自己的课题。所以大

家在知识层层面的这个了解是差不多，就是看多熟悉啊这个化学的。就是看多熟悉化学的这个课

题和对于知识运用的舒适度吧。啊，每个人就是对就是知识层面上大家都是差不多。但是。 
就是自己的这个对于知识的运用程度啊是有区别的。 
 
嗯，然后对于小孩子如果没有接触过医学，可以上的这个问题的话 



 
嗯，我的回答就是没有参加过或者接触过医学是完全可以上的啊。大部分人都是没有参加过医学

之类的项目吧。嗯就只要是对于生物化学有这样一定的理解和经历对这方面有兴趣，然后 is 
prepared for 这样的一个研究过程就可以嘛。毕竟是有教授导师一直给你 guidance and check 
in，帮你去选课题，帮你去 explore 啊你的兴趣，你的这个你喜欢的这些范围，整个过程的

support 和 encouragement 都是很多很 constant 的，所以是我是非常推荐的。 
 
嗯，关于教授和学生基础这个关系的话 
教授人是非常非常好，然后非常 helpful。然后她的 TA 也是我们需要帮助的话，都是非常乐于和

我们在大班课外民情，然后给我们发一些额外的 reading 或者 resources，去增强我们对于课题

呀或者课程 topic 的一个了解的。学生基础比较差的话，上课可能会累一些，就上大班课时候可

能会累一些。 然后做这些作业的时候会累一些，但是嗯就是不要怕 reach out 去啊和老师问问

题，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啊。如果一直和老师有良好的交流的话，不管怎么样，老师对你的印象

都是不会是差的嘛，对吧？老师不会因为你之前一个学术成绩就不喜欢你，她会因为你很努力而

dedicate 很有自主性。对你好的一个印象。但是她是不会是因为您的生物生物化学知识点和其他

学生比可能低了一些，而就是对你有不同的印象。老师知道大家从不同的嗯学校体系课程出来，

肯定是会有不同的这个知识点的，就稍微有一点偏差。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只要学生有自主

性的愿意去学习和交流啊，都会没问题的。 
 
嗯，我结束之后是和有和教授有联系的 
嗯，大概是会 update 她，我在学校的情况，在嗯 science 的 pursue，我会告诉她我最近医药道

德写了哪篇 paper，感觉特别有意思。然后也会 update 我的 college process，对哪些学校感兴

趣啊，见过哪些学校的 representatives，这样。就是比较 stable 的一个 communication 吧。

对，老师很关心我们后来做了什么嘛，所以都是很乐意和我们保持联系的。然后给我们 constant 
encourage 和鼓，对。 
 
嗯，啊就是有家长问我，在这个课题做完项目后，我有继续做研究吗？ 
啊，我没有做这个课题的后续研究。因为这个课题的特殊性质吧。因为我这个是病例病理分析以

及啊推荐我把总结做完以后，大概这个病例就没有我在深入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了。因为，我对

于里面的一些药物也没有特别大的兴趣。然后去想做 extended research 的。所以我在这个课题

里面，我是八月帝到九月初就做了 wrap-up 的。那如果有同学是做了，比如说更加新颖一点的

research 啊，那个就在 lab 里面的话，那经常就是会有人去做 extended research beyond 他们的

这个研究。或者是有同学是做了自己很感兴趣的话题，想继续去看，可能说研究这个药物。就比

如说也有人是像我这样做这个病例的这样子的一个分析。但是就很喜欢你们这个药物，或者说很

感兴趣这个药物和人体的一个这个反应和 interaction 的话，那是可以去做这个 further 的 
research。但是因为我就是没有这个兴趣，因为研究还是需要很多时间嘛。然后我当时也开学

了，是 senior year。正好 senior year 的秋天很忙，所以当时就是没有继续做这个，把这个项目

继续研究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