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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庆教授领衔《我国个性化健康服务产业化研究》获国家科协立项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教授领衔《我国个性化健康服务产业化研究》，经 4 月 28
日至 30 日起草标书、5 月初审后入围、6 月 1 日答辩、又经后期专家复审于 6 月 6 日获得国家科协
立项。
个性化健康服务在我国仍然是新生事物，该课题成功立项，不仅可以填补以往我国同类研究的
不足，而且可以对今后我国健康服务的发展方向进行探索。

书生意气感乡情，躬身实践历民生
——北大医学人文研究院学生社会实践记行
2009 年 5-7 月，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我院医学英语专业的部分
同学参加了全球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王红漫教授指导并亲自带队的“卫生国情调查实践学习”
社会实践活动。该活动贴近生活，增长才干，一方面在实践中使同学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基层医疗的
现状和改革方向，另一方面也让同学们树立为百姓谋福利，为政府献良策的社会责任感。
2009 年 6 月，前期筹备工作正式启动。王红漫教授对同学们分三个阶段进行培训。第一阶段，
同学们以对 09 年新医改的学习体会为主题搜集资料、做主题报告、老师现场指导点评，帮助同学们
了解我国目前医疗卫生现状，教授同学们问卷数据整理和录入知识并训练动手技能；第二阶段，王
教授主要进行实践过程的安全教育，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行动方针规范队员的作风；
第三阶段，队员们初步了解问卷，结合问卷内容对新农合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王老师的带
领与指导下，本次活动开始有条不紊地付诸实践。
7 月 8 日，王老师带领同学们开始京郊新农村合作医疗调研之旅。实践小队实践学习的第一站
是北京市顺义区。在王老师的安排下，相关工作人员带领队员们深入各级乡镇开展问卷调查，白天
深入乡村，入户调查，晚上复查审核问卷，王老师答疑解惑，总结当日的工作。7 月 10 日，王红漫
教授又带领队员们来到了北京市平谷区。三天的时间里实践小队足至两区县的五乡十村。在问卷调
查的同时，队员们倾听了京郊农民的心声，感受到广大农民朋友们对于新农合政策的拥护和建议。
在王老师悉心指导下，同学们学会乐如何与农民沟通，如何站在农民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如何去检
验一项政策是否真正给人民带来实惠；在实践学习过程中，王老师在学术上鼓励指导大家，生活上
照顾大家，以启发式教学使同学们的自学能力、分析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沟通能力有了极大提高。
书生意气感乡情，躬身实践历民生。7 月 14 日实践小队又在王红漫教授的带领下奔赴京郊实践
学习的最后一站昌平区，在老师的悉心指导和队员们的积极努力下，本次活动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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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 MARY BULLOCK 女士来我院讲座
2009 年 7 月 2 日，中华医学基金会主席 MARY BULLOCK 女士来到北京大学医史研究中心，与
我中心的研究人员和研究生一起座谈。张大庆教授、甄橙教授、陈琦讲师、郭莉萍教授、医史研究
中心的研究生夏媛媛、苏静、黄芳、丁旭虹、唐文娟、黎润红及中科院自然科学史颜宜葳博士等参
加了座谈会，对中国近代医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 MARY BULLOCK 女士和张大庆主
任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医史研究中心师生参加第 11 届北京科普之夏活动
2009 年 7 月 18 日北京大学医史研究中心甄橙教师、柳林老师、研究生胡俊参加了在北京市西
城区人定湖公园举行的第 11 届北京科普之夏活动。中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殷浩、北京市科协副主席
周立军、北京市科委副主任朱世龙、西城区副区长杨培丽等领导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来自北京城
八区科协的主要负责人、德胜街道党政领导以及社区居民 300 余人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此次活动。北
京大学医史研究中心甄橙教授、柳林老师制作的展板“预防流感、积极应对”吸引了很多群众驻足
阅读，获得好评。这是北京大学医史中心为推动科普工作社会化、提高首都市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所
做的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张大庆教授参加第 23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
2009 年 7 月 26 日-8 月 3 日，北京大学医学史中心张大庆教授赴布达佩斯参加第 23 届国际科
学史大会。张大庆教授提交的论文“北满鼠疫防疫处：中国近代第一所医学研究机构”在“国家基
金与医学研究”专题组上报告，并与参会学者进行了深入地探讨。

医史研究中心甄橙教授赴安徽考察
2009 年 8 月 10-13 日，北京大学医史研究中心教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教育工作委员会委
员兼秘书甄橙教授、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北京大学医学图书馆馆长李刚教授、
医学部科研处沈如群处长与其他农工中央教育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赴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学校进
行考察。与会委员就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以及民办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卫生法学教研室教师参加中国卫生法学学科建设会议
我院医学人文学系卫生法学教研室教师参加了中国卫生法学学科建设会议。会议于 2009 年 8 月
19 日至 24 日在浙江杭州召开，全国三十余家医学高等院校的卫生法学授课教师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会者主要讨论了以下议题：（1）中国卫生法学理论体系与框架内容研讨；（2）中国卫生法学学
科建设研讨；（3）《中国卫生法学》再版修订方案研讨；（4）卫生法学专业系列丛书编写研讨（卫
生行政法、卫生民事法、卫生程序法、医疗服务法律实务、药事法律实务、公共卫生法律实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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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生服务法律实务、卫生法律文书、卫生法案例评析等。与会专家围绕卫生法学学科理论与建设
开展了热烈的研讨，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新观点。会议部署了下一阶段卫生法学学科建设重要任务。
与会者还在宁波就宁波市第三方医疗纠纷处理机制进行了现场考察和理论研讨。

医学人文研究院暑期卫生国情教育圆满结束
——教学、科研、服务社会 亲历、责任、感悟民生
在北京大学支持下，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红漫教授继续主持并指导本年度的公共卫生学
院、临床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及医学人文研究院近百名本科生、研究生的卫生国情教育。在“教学、
科研、服务社会”三维一体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在两个多月的学习与实践活动中，同学们不仅亲身
参加、体验了科研全过程，全面提高了自身素质，而且通过社会实践感受到一些地区农民的生活与
卫生状况，进一步加强了社会责任感。卫生国情教育让同学们走出课堂了解社会，从前期准备到现
场调查，从问卷录入到数据分析，亲身体现了科研全过程。同时，同学们既亲眼看到了农村生活状
况与卫生条件，又作为政策宣讲者将国家政策带到农民身边，真正将知识带出了象牙塔，体现了北
大人的精神风貌与社会使命感。通过此次卫生国情教育，同学们将树立远大的理想，倍加珍惜今天
的幸福生活。

全球健康与社会发展中心王红漫教授获“首都教育先锋”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首都教育先锋”创建活动是通过评选和表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方面教育创新工作中
涌现的优秀教师、科研工作者和管理者，以促进高校教职工队伍建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创新人
才培养水平的提高。在 2009 年 9 月揭晓的“首都教育先锋”评选结果中，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
全球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王红漫教授获得“首都教育先锋”教学创新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01 年起，王红漫教授提出“‘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对医学
教育进行创新改革，带领学生走出传统的教学课堂，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科研思想和方法，在学习
知识的同时服务社会，极大调动了学生的求知欲和积极性，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断提高学
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近五年来，王老师所指导的本科生、研究生先后获得北
京市大学生社会实践最高奖、北京大学“挑战杯”一等奖的优异成绩，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医学心理教研室尝试以视频联网互动方式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在医学心理教研室胡佩诚教授的倡导和组织下，2009 年 9 月 14 日我院医学心理教研室首次尝
试以视频联网互动的方式进行了学术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得到我校网络教育学院的大力支持。齐齐
哈尔医学院、西安咸阳医学院、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等三所高校参加了本次活动。我院此次活动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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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人员以医学心理教研室师生为主，硕士生陈涛做了读书报告，博士生甄宏丽做了案例报告。两个
报告均引起了各地师生们的强烈兴趣。

读书·行路·感悟
——医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杨海燕剑桥访学归来（一）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估计每位学人在作别剑桥时都会默念这句诗。虽说“挥一
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但是盘点一下，我在剑桥为期一学年的学术访问与合作研究，还是带回
不少收获和感悟。

HPS——温暖的客舍
我在剑桥的具体访学单位是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简称 HPS）
，在针对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史学、
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和教学方面，她都具有国际声望。HPS 还拥有自己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惠普尔博
物馆收集有大量珍贵的科学仪器和模型，并经常举办科学史专题展览；惠普尔图书馆在科学史与科
学哲学领域的藏书数量和品质位列全英首位，为师生提供了优良的研究条件。不能不提的是，在医
学史、医学与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方面，HPS 也在全英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Nick Hopwood 博士所领
导的科研小组今年刚从 Wellcome Trust 获批了一项 5 年研究计划，题目为“从生成到繁殖”
（Generation to Reproduction）
，资助额度为£785,000。项目的研究范围从古代丰产仪式一直到现
代 IVF 科技，集中考察“generation”和“reproduction”两个概念的变迁及其产生的实践影响，
为政策和公众讨论提供新的依据。分为四个子项目：
“患者与业者”；
“再造世代：受孕与生存”；
“表
达与沟通”
；
“二十世纪的转变：技术、体验与管理”
。
在 2008-09 学年的三个学期中，我在 HPS 共参加了八门课程（如“近代医学史”、
“生物学哲学”
、
“生殖技术与文化”
、“科学、工业和帝国”、“科学传播”）以及四个研讨班：“HPS 系研讨班”、“从
生成到繁殖”
、“博物学与文化”
、“跨文化反思”。而且，我还参与组织“进化论阅读小组”（每两周
一次）
、
“达尔文学人聚会”
（每月一次）
，从自己的独特视角参加讨论、贡献主张。以 HPS 一隅观之，
感觉剑桥的精英教育传统还在延续：师生比例高，一对一的导师面谈指导连本科生都能享受得到。
另外，由于专业领域的关系，系里各色奇才俱备、各种文化活动丰富多彩。比如，
“科学与音乐”研
究小组的成员之一是一位爵士乐手，一年当中在惠普尔博物馆组织了四场与科学史相关的音乐演出。
HPS 具有整体凝聚力，为访问学者分配有办公室和必要设施，系邮件组使得各类信息的获取渠道都
很畅通。她还提供一种非常舒适的社交氛围：每学期始末的聚会、每天休息室的下午茶、每周四系
研讨班结束后的酒吧聚会足以平衡英国人特有的矜持、谨慎特质。
（医学哲学教研室 杨海燕 撰稿）
地址：北京大学医学部逸夫教学楼 715 室
邮编：100191
电话：010-82802512（传真）
电子邮箱：medhum@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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