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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召开 2011 年工作研讨会
新学年伊始，为了推进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学科发展及人才队伍建设，2011 年
8 月 23 日上午，
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 2011 年工作研讨会在逸夫楼 716 会议室召开。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科部部长李强、科技
部政策法规司处长王艳、北京大学科研部副部长周程、医学部科研处处长沈如群、医学部国
际合作处处长孙秋丹应邀出席了会议。院/部党政领导、各系正副主任、院职能办公室主任、
学术骨干等 40 余人参加了会议。
首先，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公共教学部主任张大庆简要汇报了院/部 2010 年的重大活
动及在教学科研、学科发展、人才队伍建设、学生培养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了在认真做好教
改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办学路径；通过研究生培养，带动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前瞻性课
题研究，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等发展规划及工作设想。
在认真听取汇报后，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医学部常务副主任柯杨发表了重要讲话。她
充分肯定了公教部不断发展的良好态势以及在教学科研、学生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所取得
的成绩，进一步明确了公教部的定位。柯杨指出，公教部是提供医学人文和医学通识教育的
机构；是通过培养医学相关专业本科生，更好地为医学服务的机构；是发展医学应用学科的
机构。接着，她从进一步加强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扩大办学、促进本科通识教育与医学
教改的融合、发展综合的医学教育、提高医学生的全面素质等方面对院/部的发展提出了希
望。最后，她指出，要坚持国际化道路，有效地加强学科建设，要以学生为本，不断调整本
科教育，要制定规划，稳步发展新学科。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社科部部长李强讲话。首先，他代表北大社会科学部表示，要为医
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的发展提供支持。接着，他从发展交叉学科、强调历史、政治等
学术型科研的作用、发展实用社会科学等方面阐述了院/部与北大合作的可行性。
科技部政策法规司处长王艳强调了医学人文研究的重要性，介绍了科技部与院/部发展
的相关工作，从发展新学科、加强各方面的联系等方面对院/部的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北京大学科研部副部长周程以生动形象的专利发明为例，说明了公共教学对培养医
学生人文思维的重要性，指出，要立足自身优势，搭建交叉学科的平台。医学部科研处处长
1

沈如群简要介绍了 985Ⅲ期经费的情况，指出要重视发展交叉学科，加强合作、共同发展。
医学部国际合作处处长孙秋丹对院/部与国外相关大学合作办学提出了建议。
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就教学改革、建立学术交流的平台、加强对外宣传、加强沟通与合
作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医学人文研究院副院长/公共教学部副主任郭莉萍、丛
亚丽主持了会议。
此次工作研讨会，各级领导亲临会议并发表讲话，使院/部教职员工受到极大鼓舞，进
一步明确了院/部发展方向，更加增强了对院/部未来发展的信心，必将推动院/部学科建设
及人才队伍建设，必将推动院/部各项工作的全面进步。
(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

黎润红 韩巍)

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顺利通过
“北京大学模范职工之家”验收

2011 年 10 月 27 日，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迎来了“北京大学模范职工之家”验
收。验收组成员有医学部党委副书记顾芸、北京大学教育工会副主席刘杉杉、医学部教育工
会主席王春虎以及医学部教育工会相关负责人、本部和附属医院各二级单位的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等 12 人。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院长/主任张大庆、副院长/副主任兼工会主
席袁小平、副院长/副主任郭莉萍、党委副书记刘大川、副书记王玥以及各系主任、党支部
书记、教代会常设主席团成员、教代会代表、工会委员、工会小组长、教职工代表、各职能
办公室人员共 50 多人参加了验收汇报会。会议由医学部工会副主席刘穗燕主持。
张大庆院长首先代表我院/部党委和行政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工会及各兄弟单位的
领导和专家莅临我院/部检查指导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并借此机会，向长期关心和支持我院/
部工会工作的各位领导、专家表示衷心地感谢。张大庆主任向来宾们介绍了院/部发展的历
史沿革、近年来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科专业建设、教师梯队建设、服务社会等方面取
得的成就以及未来院/部的发展战略。他指出，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正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处于深化医学生人文教育的机遇期、发展方式的转变期、院/部建设的高潮期。坚
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氛围是院/部发展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院/部科学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他强调建家就是建单位，建院部。本着党政工共建一个家的原则，不断完善建家措施，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党政高度重视和支持工会工作；第二，充分发挥工会、教代
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畅通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主渠道；第三，把为教职工办好
事、办实事，诚心诚意为教职工服务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院/部工会将维护教职工
利益与维护院/部的整体利益有机结合起来，为教职工参与院/部改革和管理“铺路搭桥”，
在推动中心工作和促进发展中很好地履行了“维护”职能，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随后，袁小平副院长作了题为“全面履行工会工作职能努力创建模范职工之家”的建
家报告。她首先谈了对建家工作的认识和理解。接着，她从“党政高度重视，共建和谐之家”、
“认真履行职责，促进民主建设”
、
“加强组织建设，坚持重心下移”、
“围绕中心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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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助手”
、
“突出文化特色，打造精品活动”、
“履行服务职能，营造和谐氛围”、
“配合上级
工会，圆满完成任务”
、
“奋斗演绎经典，团结铸就辉煌”等八个方面汇报了近几年工会开展
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并提出了工会未来工作的目标，即将以“党政所需、职工所急、工会
所能”为原则，继续开展党政工共建一个家活动，不断丰富和拓展建家活动的内涵，坚持常
建常新，使建家活动更加充满时代气息和活力，并在构建和谐院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各
项事业中发挥工会应有的作用。
汇报会后，验收组召开了与我院/部教职工代表的谈会，分别听取了教职工对建家成果
的感受和我单位工会工作的意见、建议。同时，验收组专家查阅了近几年院/部工会建家的
存档材料。
最后，召开验收反馈意见会。王春虎主席代表验收组从四个方面对我院/部建家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第一，党政领导非常重视和支持工会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了
工会作用，调动了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第二，民主政治建设到位，工会组织建家工作深入
基层，充分反映教职工意愿，且提案工作深入落实，部务公开工作实施到位；第三，工会、
教代会工作制度健全，落实到位，工作档案材料有序、规范、有效，并且感受到工会有一支
有热心，能力突出，积极性高的工会干部队伍；第四，公共教学部是一个温暖、温馨的家，
虽然年轻，但非常有活力。同时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之后，王春虎主席宣读授予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北京大学模范职工之家”称
号的决定。并由医学部党委副书记顾芸、工会主席王春虎共同为我院/部颁发“北京大学模
范职工之家”的牌匾。我院张大庆院长，袁小平副院长，刘大川副书记代表院/部接牌。
随后，医学部党委副书记顾芸发表讲话。她首先代表医学部党委向我院/部高分通过此
次建家验收表示祝贺。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党政领导在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重视
工会工作，形成党政工共建教工之家格局，建家工作深入，尽管家小，但建在了教职工的心
坎上；公教部工会工作具有深厚的人文基础。院部的中心工作就是建家的基础；院部工会工
作的全面覆盖是建家的关键。建家就是建学校，建学院，通过建家工作提升院部的感召力和
凝聚力。同时，顾芸副书记对我院的整体工作提出了希望。她希望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
学部结合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我党提出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新形势下，突出院部在医
学人文方面的学科优势，坚持推进文化传承为己任，在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进程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张大庆院长代表院部党政领导和全体教职工对验收组专家的辛勤工作、悉心指导以及对
我院/部建家工作的充分肯定表示感谢。他表示，北京大学模范职工之家称号的取得是我院
进一步做好工会工作的新起点，此次验收工作是我们今后工作的动力，我们要继续加强自身
建设，激发教职工工作热情，凝聚人心，积聚力量，努力成为更高级别的模范职工之家，成
为教职工满意的、真正的模范之家、和谐之家。
(医学人文研究院/公共教学部)
北京大学医史研究中心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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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范教授 90 华诞暨医史学科成立 65 周年”庆祝大会

2011 年 10 月 20 日，北京大学医史研究中心在逸夫教学楼 209 报告厅召开“程之范教
授 90 华诞暨医史学科成立 65 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为庆祝会题词。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常务
副主任柯杨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
程之范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医史学家。自 1950 年大学毕业留校至 2002 年退休，除文革
期间在北大医院中医科工作外，一直工作在医学史教学的第一线。程之范教授致力于探索医
学史教学的方法和理论，将医学史作为一门必修课程在北医讲授，使医学史课程在学生心目
中都留下深刻的印象。20 世纪 80 年代，在程之范教授的努力推动下，北医医史教研室成为
医学史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90 年代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当时全国西医高等
院校中唯一的医学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单位。1992 年程之范教授获得“北京医科大学桃李
奖”，这是我校为表彰优秀教师设立的最高成就奖。程之范教授毕生致力于医学史人才培养，
为我国医学史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医医史教研室成立于 1946 年底，时称“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史学科”，是中国最早的
医学史专门教学和研究机构。李涛教授是北医医史学科的创建者，也是北医医史学科首任主
任。自 1957 年至 2002 年，程之范教授负责医学史教研室工作。1989 年，在医学史教研室
的基础上成立医学史研究中心，2000 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医学史教研室教
师编写了多本教材和工具书，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和译著，并培养了数十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完成了多项医学史科研工作，并与国外著名医学史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为我国医学
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2007 年，《医学史》课程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
庆祝会议由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医学史中心主任张大庆教授主持。北京大
学科研部周程副部长、北京大学医学部科研处沈如群处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廖育群研
究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副院
长任定成教授、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吴彤所长、刘兵教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程伟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朱建平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
史研究所副所长李秀辉教授、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史学李志平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副
馆长梁永宣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学陈丽云教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张前进主任、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社科部王勇副教授、《中华医史杂志》编辑部朱丹、毕业学生代表武海波
先生以及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党委书记吴玉杰、副书记王玥、副院长袁小平、郭莉萍，
以及医学人文研究院各系的领导、老师，北京大学医史学科师生、北京大学医学人文骨干培
训班第四期的学员出席庆祝会。
医史教研室甄橙教授宣读韩启德副委员长的题词和赠送花篮单位的名单。中国中医科学
院医史文献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李经纬、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学教授傅维康、南京医科大学医
史学教授张慰丰、《中华医史杂志》前任编辑部主任陆肇基、现任编辑部主任王振瑞、中华
医学会医史学分会主任委员张志斌、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秘书长梁峻都为庆祝会写来贺信和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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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
材料史研究所、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华医史杂志》编辑部、中华医学会
医史学分会、韩国延世大学医学史研究所为庆祝会赠送花篮。
庆祝会上程之范教授做了精彩的发言，他回顾了李涛先生创建北医医史学科的经过，
介绍了自己的养生经验，并结合切身体验谈及人类对疾病的认识，由此延伸到中西医学的比
较以及医学与哲学的问题，给与会者很大启发。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研
究员做了题为“我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机遇与转变”的专题报告，与会专家进行了热烈的讨
论。
(医学史中心)

郭莉萍教授在第二届繁荣发展医药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作主旨报告

2011 年 9 月 23 日至 25 日，第二届繁荣发展医药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塈医药院
校社科研究协作会（简称全国医药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在广西南宁召开。此次会议
旨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深入推
进新时期医药院校哲学与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第二届全国医药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由广西医科大学承办，共有 62 所医药院校
170 多人参加。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医学人文 特色文科 发展创新”，这是首届“医学与人
文”的主题的深化，主要探讨新时期高校特别是医学药院校医学人文教育模式，共谋“十二
五”期间医药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公共教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主管教学副主任郭莉萍教授参加第二届繁荣发展医药院校
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塈医药院校社科研究协作会，并应邀在大会上做了题为“北京大学的
医学人文教育：历史、创新与挑战”的主旨报告。郭莉萍教授主要从中国医学教育面临的高
技术医疗引发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中国医疗体制的弊端，原有的医学课程越来越不能
让人满意等挑战出发，强调医学人文在应对这些挑战及化解现存问题的重要作用，通过回顾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教育的历史，重点介绍了现阶段北京大学医学人文教育的四个方面创新。
她通过四个关键词，即三个阶段、整合、深度、浸入式学习，对北京大学医学人文教育所包
含的通识教育、医学人文课程学习、临床医学人文教育三个阶段进行了详细介绍与说明。北
京大学医学人文教育平台搭建的相对完备化、国际化视野，令入会专家学者振奋，也使我们
深感北京大学在引领医学人文教育方面责任重大。郭莉萍教授对北京大学在临床教学中整合
人文教育，让医学人文步入临床生活，达致水乳交融；通过医学人文周，让医学人文教育浸
入医学生的整体素质等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的讲解，都引起入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与热烈
讨论。
王红漫教授、韩英红副教授作为首届繁荣发展医药院校哲学社会科学高层论坛塈医药院
校社科研究协作会理事也参加了会议，并在分论坛做了发言。
(哲学与社会科学系 韩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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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语言学系教师参加全国首届医药院校医学英语专业教育研讨会

全国首届医药院校医学英语专业教育研讨会于 2011 年 9 月 10 日至 11 日在陕西西安召
开。本次会议由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全国医学外语学组主办，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承办，全国 35 所开办医学英语专业的医学院校中有 15 所参加会议，还有未开设医学英语专
业的复旦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和其他一些地方院校参会。我部应用语言学系派 4
名教师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期间，郭莉萍副主任对北京大学生物医学英语专业的特色、课程设置、就业情况等
作了大会报告。郭老师的发言引发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纷纷肯定并赞赏了我部医学英语
专业的医学人文特色、
“厚基础、宽口径”的教育理念、高质量的毕业生等。此后，各兄弟
院校分别介绍了各自医学英语专业的办学经验、课程设置、学生就业、发展方向和面临问题
等。大会报告后，与会教师又展开了热烈讨论，就各院校办学中普遍存在的困惑、专业发展
方向和各院校间的信息共享方面做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将在全国医学外语学组下成立一个全国医学英语专业教育的专门机
构，定期举行教育研讨会，建立一个各院校间互享资源、交流信息的平台，促进全国医学英
语专业的发展。
(应用语言学系）
第四届医学人文周：
★10 月 19 日，来自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edical Branch 的 Kirk Smith 教授为医学部
师生作了题为 The Profession of Medicine: craft, art or science?的人文讲座，阐释了自己的对于
医学的理解和认识。郭丽萍副院长主持了讲座。
★10 月 21 日，医学人文电影《Wit》赏析在逸夫楼 308 举行，尹秀云副教授担任评论
人。观看影片后，尹老师与现场师生就影片突显的临床治疗过程中的去人性化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讨论与交流，引发了大家对于医疗活动中诸多问题的反思，以及如何对待死亡的思考。
★10 月 26 日，知名学者纪连海老师应邀来到我院，为医学部师生作了一场题为“秦汉
兴衰启示录”的精彩演讲。演讲现场气氛热烈火爆，能够容纳 180 人的 702 教室座无虚席，
教室过道、门口也挤满了学生。纪老师演讲语言生动幽默，观点精辟新颖，不时博得现场师
生的阵阵掌声和欢笑声。会后，张大庆院长向纪连海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并感谢其精彩的
演讲。袁小平副院长主持了此次演讲会。

综合信息:
★8 月 28 日，我部召开了 2011 级研究生迎新会暨导师见面会，张大庆主任、丛亚丽副
主任和王玥副书记分别致辞，欢迎新同学，同时对新生同学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9 月 1 日，我部本科生迎新暨专业介绍会在逸夫楼 716 室召开。丛亚丽副主任、王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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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书记分别致辞，欢迎新同学的到来。郭丽萍副主任则对生物医学英语专业作了具体的介绍，
使新生对所学专业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认识。
★9 月 7 日，公共教学部工会委员会扩大会议在逸夫学楼 716 会议室召开，我部工会主
席袁小平向参会人员认真传达了新学期医学部工会委员会议精神，对我部工会 2011 年上半
年工作进行了总结，同时部署了工会 2011 年下半年的工作。
★9 月 9 日，我部本科生暑期社会实践展示交流会在逸夫楼 716 举行。赴辽宁、河北、
山西等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的团队分别作了精彩的汇报展示。通过调研、支教等形式多样的社
会实践，同学们学以致用，认识社会，了解国情，锻炼了能力，开阔了视野，增强了社会责
任感。
★9 月 9 日，为庆祝第二十七个教师节，我部工会组织教职工代表二十余人来到焦庄户
地道战遗址，开展了“缅怀革命先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主题参观学习活动。通过此次活
动，全体教师代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9 月 23 日至 25 日，我部党委副书记王玥、教学科研办公室孙小菲参加了“中国卫生
思想工作促进会医学教育分会 2011 年年会”。
★9 月 23 日、28 日由外研社主办、公教部学生会承办的外研社杯”演讲比赛北医赛区
选拔赛初赛及复赛成功举办。此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学校各个院系的近 50 名学生选手，创历
届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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