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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教学部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表彰大会
6 月 20 日下午，公共教学部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表彰大会。医学部党委
副书记李文胜出席了会议，公共教学部 150 多名党员和教职工参加了大会。大会由公共教
学部党委副书记刘大川主持。
表彰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
公共教学部党委副书记王玥代表党委讲话，她简要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及公
教部党委的工作，她表示：公教部党委将以建党九十周年为新起点，努力为党的事业和医
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接着，王玥副书记宣读了《中共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教学部委员会关于表彰优秀共产
党员和优秀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决定》：行政党支部于新亮等 5 位同志被评为“公共
教学部优秀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者”，体育学系党支部王淑新等 12 位同志被评为“公共教
学部优秀共产党员”，原公教部党委委员刘新芝、原应用语言学系党支部书记白家瑶被授
予“公共教学部党务工作奉献奖”。为激励教职工关心公教部的成长和发展，积极参与学
校、公教部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会上，对在纪念建党 90 周年各项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人员进行了表彰，医用理学系王强等 11 位同志被授予“公益活动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
上，各位领导向获奖者颁奖，并号召广大教职工向他们学习。
研究生支部党支部书记韩晓媛代表获奖者发言，她表示，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将再接
再励，在创先争优活动中，争创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在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把党支部
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李文胜书记代表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讲话，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充分肯
定了公教部党委及其基层党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在公教部各项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对
继续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公教部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各项工作科学发展的强大力量，坚持育
人为本，德育为先，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公教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医
学生的思想品质和人文素养，为创建世界一流的医学教育，为北医百年华诞而努力奋斗。
大会在《国际歌》的旋律中闭幕。
(公共教学部党政办公室

韩巍)

公共教学部召开生物医学英语专业培养方案讨论会
6 月 14 日下午，公共教学部在逸夫楼 620 会议室组织召开生物医学英语本科专业培养
方案修订讨论会。参加会议人员有医学部教学副主任王宪、医学部主任助理兼教育处处长
王维民、公共教学部主任张大庆教授、医学英语专业委员会成员、基础医学院及公共教部
教学办主任、学生代表。会议由郭莉萍副主任主持。
会上，王宪主任、王维民处长、郭莉萍副主任就新一轮培养方案修订提出指导意见，
随后各位专家结合指导意见提出了个人看法。大家对生物医学英语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修
订草案就培养方案中专业培养目标、总学分、课程结构比例、课程总体设置、实践教学、
专业发展规划和专业能力拓展如何分配等问题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
公共教学部对此轮培养方案修订工作非常重视，前期开展了调研活动，切实安排和分
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和任务，就本专业培养方案修订多次组织讨论，汇总形成培养方案修
订方案交由本次会议讨论。
（ 公共教学部教学科研办 谢虹）
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举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沙龙
围绕落实“05 方案”，配合医学部的教育教学一体化改革，进一步改进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育教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决定于 2011 年举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沙龙”系列活
动。2011 年 1 月 3 日，哲学与社会科学系召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师生座谈会，是
教学沙龙的第一次活动。这次活动以学生为主体，一是针对实践教学进行问卷调查，了解
学生较喜欢形式及效果，为以后的实践教学提出参考；二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
及存在问题召开学生座谈会。
在本学期课程过半，督导组专家听过大部分教师课程之时，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于
2011 年 5 月 23 日又举办了第二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沙龙，特别邀请医学部督导组专家
成员薛福林教授，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及相关问题作了专题报告。
薛福林教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资深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而且
讲课效果很好。他首先对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包括教师的敬业精神、认真努力的
工作态度予以肯定性评价，同时转达了其他督导组成员的一致看法，即搞好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太难了！其次也提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的问题。最后重点针对如何使思想
政治理论课有趣、有理、有用等方面一一举例说明。他从上课的具体形式，如怎么找切入
点来吸引学生、讲课过程如何做到有激情、有起伏等，到课程内容所涉及的理论、观点、
政策等如何联系社会难点、热点问题进行说明，以及如何联系学生的专业实际进行教学，
都用具体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讲解与指导，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有自己的研
究。
本次活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这次教学活动，全系教师深有启发，备受鼓舞。
(哲学与社会科学系)

王玥教授在“2011 年全国医学类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讨会”作演讲
2011 年 4 月 22 日 ~25 日，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主任王玥教授应国家医学教育发展中心
之邀，在深圳举办的“2011 年全国医学类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讨会”上，作了题为
“结合医学生特点，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的辅导报告。国家医学教
育发展中心成立于 1989 年 6 月 19 日，是由卫生部批准成立的国家级医学教育机构，既致
力于医学教育发展方针、政策及医药院校的发展建设的宏观研究，又对医药院校的办学方
针、专业设置、学科建设、教学改革及教学质量评估等进行微观研究，在国内医学教育中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王玥教授从北京大学医学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改的指导思想、教改目标出发，对北
京大学医学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的理念、做法及环节作了具体介绍与讲解，因
其有丰富具体的案例及较强的针对性，引起参会专家与教师的兴趣，并深受好评。
哲学与社会科学系负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改革的部分教师，也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期间与其它各医学类院校的教师就“思想政治教育与医学生思想实际紧密结合、思想
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05 方案’的实施、实践教学”等方面的教学问题进行了交流。
( 哲学与社会科学系)
卫生部立法研究项目《外国医事法研究》正式出版
王岳承担的课题《卫生部立法研究项目：健康中国 2020 战略规划公共政策研究》已经
结题，其科研成果《外国医事法研究》已经正式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本书不仅仅是卫生部课题的成果，而且适合于采取案例教学法的医事法课程教学。
我国传统教学方式是单向的理论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传统教学活动主要围绕着教师讲授某
种专门理论知识而展开。教师对教学进程能给予较好的控制，能有条不紊地组织教学，帮
助学生较好地理解法律概念、原理以及现行的法律条文。但这种教学方法忽视了法律的应
用性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也有其固有的缺陷。尽管教学中也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可
实践中往往偏离这一原则，忽视了知识如何运用环节和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造成理论
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案例教学是我国法学教育的薄弱环节，在传统的“填鸭式”课堂教
学中，教师更倾向于系统完整地讲授法律制度理论知识，学生习惯性地、被动地接受和记
忆这些被视为“圣经”的制度与理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高校各法学院系纷纷学
习国外先进经验，开始注重案例教学，编印案例教材，注意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与批判精
神，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此次尝试案例教学法适用于医事法课程教育，供同道们交流
参考。
(卫生法教研室)
2006 级医学英语及国际英语毕业生论文指导及答辩工作顺利完成

我部应用语言学系分别在 6 月 2 日和 6 月 3 日在逸夫教学楼举行 2006 级国际英语和医
学英语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会。本次答辩会由应用语言学系郭莉萍、魏继红、李菡等老师
主持，共有 21 名英语教师参加。06 级 36 名医英毕业生和 9 名国英毕业生分为 8 个答辩小
组进行了论文答辩，答辩秘书由 08 级医英同学担任。
答辩人先用 10 分钟简要陈述自己的研究问题、研究方法、所得结论等；然后答辩委员
会老师根据学生的陈述及论文提出问题，答辩人当场回答，并虚心听取答辩小组老师的建
议。每个学生的答辩时间约为 20 分钟。参加答辩的老师都非常认真地阅读了每个答辩学生
的论文，之前多次召开答辩小组会，对各自组内学生论文进行逐一评阅，并向学生论文提
出修改意见。
应用语言学系共计 23 名英语教师对 45 名 2006 级毕业生进行了一个多学期的毕业论文
指导。在工作中，老师们从学生选题、文献的查阅、研究方法的选用、问卷的设计和发
放、论文一、二、三稿的写作和修改、以及论文格式的修改方面都付出了辛苦的工作，倾
注了很多的心血，也培养了学生们在今后工作岗位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和在学术生涯中严
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在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下，我部 06 级本科毕业生的论文写作及答辩工作顺利进行并
取得圆满成功。
（应用语言学系）
公共教学部工会举办“党啊，亲爱的妈妈，诗与歌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歌咏比赛”
为隆重纪念党的九十华诞，使广大教职工铭记革命历史，继承光荣传统，弘扬民族精
神，公共教学部工会于 6 月 20 日下午举办了 “党啊，亲爱的妈妈，诗与歌——庆祝中国
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歌咏比赛”。 医学部工会副主席、基础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谷涛老师、
医学部工会副主席刘穗燕老师、医学部团委艺术教研室主任杨晓老师、公共卫生学院工会
常务副主席闫磊老师、药学院工会常务副主席李晓菲老师等应邀担任评委。
公共教学部工会袁小平主席首先讲话，她先对活动的意义和主旨进行了介绍，她说：
正值举国上下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岁生日之际，我们是想用“诗与
歌”这种特殊的形式来回顾我们党九十年的光辉历程，来歌颂我们党的丰功伟绩，一起展
望党领导人民开创的新时代的美好前景。
李晏锋老师、吴朝霞老师两位主持人一登上舞台就用诗一般的语言将现场的选手和观
众带入了诗与歌的世界。作为公共教学部的金牌歌手，吴朝霞老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曲
情真意切的《党啊，亲爱的妈妈》,同时也掀起了本次红歌大赛的第一个小高潮，此后现场
的掌声真是一浪高过一浪。
“有一页历史照亮了黑暗的岁月，有一页历史在我们心中铭刻”，尽管这是一场教工
的红歌大赛，但也赢得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2007 级医学英语的同学们带来了配乐诗朗诵
《党的赞歌》。舞台上，坚定的深情写在稚嫩的脸上，铿锵的语调发自年轻的心房。他们
用深情的朗诵和激情的呐喊赢得了老师们的赞誉和掌声。

哲学与社会科学系的老师们人数虽然不多，但服装整齐，歌声响亮，他们带来的《我
爱这蓝色的海洋》和《团结就是力量》两首曲目，浸透着哲学社会科学系教师们对党的历
史的深入了解和对党的理论纲领的深刻理解和认同，引来了现场声声喝彩。
“瞧，是江姐！”，行政工会小组的人数虽然少，但是他们凭着对于节目的精心设计
和创新编排，演出同样精彩。当饰演“江姐”的袁小平主席手捧着鲜艳的红旗走向台中央
时，台下的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
喜”，行政工会小组表演的《绣红旗》把对党和祖国的热爱浓缩于一针针、一线线，蕴含
在一声声、一句句的唱词中。第二首曲目《红星闪闪》节奏欢快，配合着老师们整齐的步
伐，变换的队列，点燃了现场的热情。
医学人文学系是我院教学科研的重要力量，医学人文研究院成立后更是在全面促进医
学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融合，促进医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与提升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此次医学人文学系工会小组的老师们带来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和《北医
人永远是年轻》两首曲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大庆教授亲任指挥，他儒雅的风度，优
雅的指挥，传递出厚重的人文气质与积淀，散发着昂扬的激情，人文学系老师们优美的歌
声引发了现场所有观众的共鸣。
尽管医用理学系工会小组的老师们都从事着数学、物理、计算机等理工类学科的教学
科研工作，但是在医学人文研究院这个浸润着浓郁人文气息的大家庭里，他们的演唱同样
充满着激情与活力。《我们走在大路上》、《我和我的祖国》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奉
献的执着，领唱王强老师在前不久结束的医学部红歌会上以其优美的歌喉，精彩的演唱征
服了现场所有的观众和评委，此次又代表医用理学系演出，他嘹亮的嗓音与合唱队齐整的
和声相得益彰，博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着那神鹰披着那霞光”，最夺人眼球的要算体育学系工
会小组的《天路》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周茜老师动人的舞姿、体育老师们
高亢嘹亮的歌喉，此起彼伏的轮唱，为会场带来了天路的神奇，带来了藏家儿女的欢喜，
更带来中国人民对党的热爱与感激。他们的演唱不仅整齐划一，更是展现出体育教师十足
的豪气和四射的激情，赢得了会场上无数的尖叫声和掌声。
清一色的红色 T 恤，一张张自信的笑脸，如同烂漫灼目的映山红，应用语言学系工会
小组的老师们一登台就映红了整个会场，无伴奏演唱的两首歌曲《我的祖国》《红色娘子
军连歌》，令全场观众耳目一新。红色的衣服，红色的娘子军，红色的队伍，高唱红色的
歌曲，他们的歌声时而激昂，时而深情，时而欢快，时而舒缓，优美的歌声和表演相得益
彰，赢得了评委和观众们的好评和欢呼。
在工作人员紧张地统计着各个工会小组的比分和名次的间隙，公教部的研究生常蕾同
学为现场的观众朗诵了毛主席的经典词作《沁园春•雪》。杨晓老师代表评委为比赛做了精
彩的点评，在评点中，他高度赞扬了公教部近几年在医学部合唱比赛中的优异成绩，并鼓
舞公教部的老师继续在院部党委、工会的领导和组织下，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经过激烈而愉快的角逐，体育学系工会小组凭借精彩的演出勇夺一等奖，应用语言学
系工会小组和医用理学系工会小组荣获二等奖，行政工会小组、医学人文学系工会小组和
哲学与社会科学系工会小组获得三等奖。

比赛最后，现场所有的老师又一同登上了舞台，来重温那曲凝聚了公教部全体教职工
几个月心血，并在医学部红歌大赛上取得了优异成绩的《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歌声依然
那么激昂嘹亮，公教部人的风采还是那样的抖擞昂扬。
此次活动，公教部工会高度重视，广泛发动工会干部，工会会员集思广益，在活动启
动初期就制定了详细的比赛实施方案，明确了活动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机构，确定了奖
项设置、评选方式等内容。与医学部的红歌赛仅仅相隔三天，实际的工作日只有一天，公
教部工会的老师们可谓连续作战，医学部的红歌会还余音未消，又马上投入到了公教部红
歌比赛的筹备当中。虽然时间紧张，但是在每个细节上，依然精益求精，袁小平主席还到
每一个工会小组做节目的预审，并针对不同的节目风格提出了相应的修改建议，这些都为
“党啊，亲爱的妈妈，诗与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歌咏比赛”的成功举办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共教学部工会 吴迪 孙小菲）
我院与河北永清县商谈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事宜
6 月 23 日上午，我院与来访的河北省永清县副县长张淼、贾川，县教育局局长王海良
等在逸夫楼 716 会议室举行座谈会，商讨学生赴永清县开展支教社会实践，建立社会实践
基地等工作事宜。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副院长郭莉萍、副书记王玥、医学部教育
处副处长李红，以及我院学生社会实践指导教师李菡、王红漫，学办主任于新亮等参加了
座谈会。
座谈会上，张大庆院长首先对张淼副县长等一行来我院来访表示欢迎，感谢永清县为
我院学生走出校园，了解国情，了解基层提供了社会实践平台和条件。同时，张院长介绍
了医学人文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和学科优势，希望今后在更多领域与永清县扩大合作。之
后，郭莉萍副院长简要介绍了参加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支教学生的基本情况。张淼副县长、
王海良局长也分别介绍了永清县经济、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状况。随后，双方围绕今
年暑期学生赴永清县开展支教社会实践具体安排、建立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社会实践
基地和北京大学医学部基层卫生实践基地的具体细节与工作安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广
泛的讨论交流，并达成了共识。
（公共教学部学办）
公教部医学英语专业刘洋同学荣获“打造新生代 CEO”全国总决赛冠军
2011 年 5 月初，由共青团全国大学生创业实践行动指导办公室和财富国际传媒集团联
合发起的“打造新生代 CEO: 十万元大学生创业梦想扶植计划”全国总决赛如期在上海举
行。最终，经过三天的积分赛的激烈争夺，来自北京大学的医学英语专业 07 级本科生刘洋
同学荣获本次大赛的冠军，并获得十万元创业扶植基金。
从 3 月开始，“打造新生代 CEO” 创业梦想奖励计划，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全国多家高校展开初赛。本项赛事由全国大学生创业实践行动指导
办公室全程指导，多家实力机构、媒体和企业共同支持，旨在为优秀青年学子提供了一个
施展自己抱负的舞台，帮助大学生克服创业瓶颈、实现创业梦想。

经过全国初选，最终来自全国知名高校的 20 名选手进入总决赛阶段，总决赛赛程包括
素质拓展比赛、分组竞赛和创业项目展示等三部分。刘洋同学参赛的创业项目为“生理健
康 3D 模拟实验室”，该创业项目成型于 2010 年秋季学期北大创新研究院院长蔡剑教授所
开设的“创新与创业”课程，并曾在课程项目展示比赛中获得过第一名的好成绩，而后在
蔡剑老师的细心指导下，该项目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逐步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创业项目。
刘洋同学在前两项比赛中分数居于前列，并在最后的创业项目展示阶段发挥出色，赢得在
场评委的一致好评，并最终荣获比赛冠军。
创新是北大的一贯精神所在，而创业又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院医学英语专业是复
合型应用人才培养项目，自 2002 年首次招生以来，已经向社会输送了上百位优秀的人才，
他们或工作于政府部门、国际组织，或就职于国际顶尖跨国企业，或在欧美顶级学府继续
深造，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我院也一直致力于培养创新性、复合型人才，为各
类人才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机遇和平台，并寻求建立跨院系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发扬
北京大学的创新实践精神。
（公共教学部）

综合信息
★5 月 8 日，我部学办、团委开展以“重温复兴之路艰辛历程，牢记青年学子责任使
命”为主题的学生联合党团日活动，组织学生党员、团员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复兴之
路”主题展览。

★5 月 29 日，应用语言学系党支部组织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一行来到革命圣地河北省平
山县西柏坡，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5 月 19-27 日，我部团委学生会举办了“英语文化周”活动，英语配乐诗歌朗比赛、
英文故事续写比赛、医学与美学讲座、心理与人生讲座等系列活动吸引了医学部各专业学
生的积极参加。
★6 月 3 日我部研究生班、研究生会、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同学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大
型展览《复兴之路》
★6 月 17 日，我部团委学生会举办医英毕业生经验交流会暨迎新茶话会。2006 级医学英
语专业戴晓晨等 12 位应届毕业生与低年级学弟学妹们交流、分享了他们求职、保研、考
研、申请出国等就业过程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遇到的困难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