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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我国农村卫生保障制度政策研究”
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我国农村卫生保障制度政策研究”课
题组始终坚持“教学、实践、科研三位一体”的工作思想，在课题组
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为推动科学技术进步、首都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做出了贡献。经过北京市科协历时一年的激烈评选，2008 年 12
月该项成果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经典的魅力——医学人文论坛讲座系列
2008 年春季和秋季学期，全球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在北京大
学医学部逸夫教学楼 620 会议室组织了“医学人文继续教育学分项
目”
，邀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担任主讲。讲座前，王红漫
教授向学生们重点推荐了《医师章》
、
《述医》
、
《大医精诚》
、
《诸医论》
、
《不治已病治未病论》
、
《病家两要说》
、
《不失人情论》
、
《用药如用兵
论》
、
《尽数》
、
《精神训》
、
《养生论》
、
《素问》
、
《灵枢》三则、
《理渝骈
文》等经典古文篇章，希望大家通过阅读能够对我国传统医学思想有
所了解，并重视对我国古代文化资源的利用。
2008 年 6 月 26 日，清华大学谢文光先生就“
《论语》中如何诠释‘礼’和‘仁’的关系”这一主
题进行展开，运用训诂学、考据学、现代文献学等方法，引经据典，分层次系统论述；并对“孔子思
想在政府管理中的应用”作了提炼概括：孔子主张有道德的政治生活。孔子的政府管理思想绝非单纯
意义上的“德治”
、
“礼治”
，而是合“仁”与“仪（制）
”的“礼”治。来自公共卫生学院、公共教学
部、药学院等单位的本科生、研究生及教师百余人参加了此次系列讲座。
该系列讲座与医学人文研究院的“领导学”课程融为一体，对于医学生开阔人文视野、回归古训
思考领导科学与艺术和卫生事业管理是一次有益的实践。

实践丰富人生
——08-09 学年学生寒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系列
全球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在潜心科研的同时，不忘教书育人的职责，不畏寒暑，多次
带领北京大学 8 年制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生、公共卫生学院 7 年制、统招研究生和本科生在寒暑假深
入山西、黑龙江、河北、河南等地基层开展农村卫生保障工作调研。经指导的学生曾参加首都大学生
暑期社会实践、北京大学挑战杯等大赛，并获优异成绩。
通过总结学生社会实践的指导经验，全球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于 2008 年 10 月 23 日、2009
年 3 月 7 日在医学人文研究院的组织安排下，顺利举办了“医学人文之‘田野调查汇报会’
”
，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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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调研场景、生动的学生汇报展示、精辟的教师点评吸引了全校百余名师生的目光。整个报告会长
达五个半小时。

深入浅出 西学为用
——08-09 学年医学社会学专业外语学习交流活动
2008 年 9 月-2009 年 3 月，全球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王红漫教授组织公共卫生核心问题研究
方向的 10 名研究生共同学习了：1995-2008 年 WHO 报告、
《Reaching universal coverage via social
health insurance: key design features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
、
《The performance of New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Scheme in China》通过外文文献学习，学生们不但掌握了专业外语词汇，而且
了解到全球卫生的发展趋势和现状，从而达到开阔视野、学以致用，能够结合我国实际加深对国内现
行医保制度的深刻认识和思考，把中国放在世界的背景中，把卫生改革置于中国发展框架中，深刻体
悟：医学是爱人之学、人道之学，医学临床实践、医学科学研究和其它医事活动都应体现伦理价值和
道德追求。因此，对卫生问题的研究，不能忽略医学伦理的存在，而掉入纯粹的技术“陷阱”中去。
这样的职业特点决定着，作为医疗卫生事业中的一员，无论在工作、还是科研训练中，我们都要时刻
保持对医学伦理的警醒意识——大医精诚。

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绩效评估报告》获北京市卫生局首肯
2009 年 2 月 23-24 日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北京市卫生局召开了“北京市新农合阶段性工作会议”
，
会上全市 13 个区县依次汇报各自工作，并就 2008 年新农合基金筹集、管理、使用及累计结余等情况，
利用累计结余基金开展“二次补偿”工作方案，2009 年参合情况，新农合信息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 2009
年需求等四方面内容总结、研讨。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北京市农村卫生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及专家、
学者共同为新农合“会诊”
、
“开方”
。
从 2004-2008 年情况来看，北京市新农合在管理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农民受益程度上均走在全
国前列，但信息化管理工作亟待加强。全球健康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绩
效评估报告》受到与会者认可（详见《北京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绩效评估报告》
）
。

第二届中韩医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09 年 2 月 12 日至 13 日，第二届中韩医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国首尔延世大学隆重召开。本
次会议由韩国延世大学医史学研究所主办，
北京大学医史研究中心负责组织中国学者 15 人赴韩参加此
次会议。
参加本届会议的韩国学者分别来自延世大学、庆熙大学、首尔大学、梨花女子大学、东方医学学
会、高等科学技术学院、仁济大学等六所韩国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赴韩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分别来
自北京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天津南开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韩国延世大学医史学研究所所长吕寅硕教授首先致词，对中韩两
国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代表表示欢迎。北京大学医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大庆教授代表中方学者讲话。
本次学术会议研讨范围广泛，共设 9 个研讨专题。与会专家就西方医学的影响和东亚的现代医学、
环境与卫生改革、医学教育、东亚疾病史、传统与现代医学、医学管理制度、身体与生物医学、身体
与医疗空间、医学思想与医学交流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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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医学的影响和东亚的现代医学”的专题讨论中，韩国延世大学吕寅硕教授发表了角度新
颖的演讲：从西方医学的前景看韩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北京大学医史研究中心张大庆教授介绍了他的
最新研究成果：中国现代医学初建时期的布局，论证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的全面考察，认为
其对中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布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环境与健康改革” 的专题讨论中，两国学者非常巧合地选择了相似的研究题目，中国天津南
开大学余新忠教授介绍了“中国近世的粪秽处置及其变动：兼论近代公共卫生观念的形成”
，韩国延世
大学辛圭焕教授的题目是“民国时期北京的卫生改革与环境暴动”
。可见，环境与健康问题成为两国学
者关注的一个热点。
在“医学教育”的专题讨论中，来自中国南京医科大学的夏媛媛博士介绍了“昙花一现的上海哈
佛医学院”
，描述了中国哈佛医学院从创立、发展到停办的过程，展示了其管理模式、办学理念、学生
管理等方面对中国医学教育的借鉴意义，也分析了学院停办的原因。哈尔滨医科大学张艳荣副教授的
论文“文明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现代美中医学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 1910 年美国医学教育和
1911 年后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这一时期同为美中两国医学教育发展的转折点，二
者之后医学教育发展的走势不同主要原因在于文明与科技进步的重要影响。
在“东亚疾病史”的讨论中，韩国梨花女大韩国文化硏究院的李贤淑教授介绍了“韩国古代斑痧
的流行”
，首先回顾了 Samguksagi 地区三代王朝中瘟疫的流行情况，接下来讨论了天花与疾疹的不同。
韩国首尔大学人文学硏究院的金聖洙教授介绍了朝鲜前期痘疮的流行情况和人们对痘疮的认识，以及
医学著作《疮疹集》的特点。中国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副教授基于《中国海关医报》和《中国丛报》
的文献资料，介绍了韩国延世大学的创建者 Allen 博士对朝鲜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的贡献，认为 Allen
的医学报告具有极高的医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当传统医学与现代生物医学相遇时，都会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花。在“传
统与现代医学”的讨论中，韩国仁济大学人文医学硏究所康信益教授认为“身体”的概念在韩国传统
医学与日本和美国的现代生物医学中是不同的，他从身体、社会和道德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四川成都中医药大学和中浚教授报告了
“指南针计划的开展与中国医学史研究的机遇”
，
认为以
“挖
掘和展示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为核心的指南针计划，是未来研究中国医学史的机遇同时也是一
种挑战。
在“医学管理制度”的讨论中，韩国 Tohoku 大学社会阶层与不平等性研究中心张基善博士介绍了
“日本明治时期户籍制度与医生”的情况，认为日本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医生在家庭户籍制度的
变化中渗透了很多社会影响。
来自北京大学医学部的郭丽萍副教授介绍了
“医学生誓言在中国的演变”
。
在“身体与生物医学”的讨论中，韩国 Kaist 大学申东源教授报告了“从韩国的解剖图看东亚医
学传统”
。首先从中国医学古籍中追溯了身体脏腑图的形成，接着叙述了韩国著名医学家许浚在其著作
《东医宝鉴》书中的身体脏腑图，重点阐释了许浚对身体脏腑图的解释说明，最后从身体的形象、身
体的解释、道教对身体观的影响分析了身体脏腑图的多重意义。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金东英老师和李
志平教授共同完成的论文“从引进到创新：中国生物技术的发展”介绍了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生物技
术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在“身体与医疗空间”的讨论中，共有三位学者发言。韩国延世大学朴永载教授在他的论文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病人概念在韩国的变迁：从主体到客体”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传教士医生的进入、社
会的商业化转型和日本的殖民统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广州中医药大学郑洪副教授介绍了中国近
现代中医医院建立和发展的情况，认为民国时期中医进医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慈善医疗，一种是军
队医疗。为了证实中医自身的科学与规范，模仿西医院建立的中医院对中医医疗的发展是不利的，提
出中医专科化和中医诊所的传统形式更适合中医的医疗空间。中国北京大学医学部甄橙教授介绍了通
过 19 世纪中西精神病学治疗方法进行比较研究而得出的研究成果，
显示出在医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方
面和治疗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中医显著优于西医；在情志和心理治疗方面中西医学都比较重视；而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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灸治疗显示了中医治疗精神疾病的特色。
在最后关于“医学思想与医学交流” 的讨论中，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朱建平研究员对
《东医宝鉴》中国引书目录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认为主要有 7 种情况存在：书名不变、书名一种或
多种简称、一书多名、作者代称、书名简称或作者代称、一名两书、指代不明。韩国京仁教育大学校
社会教育科韩国史金澔博士报告了“18 世纪朝鲜与日本的医
学交流—通信使访谈录”
。中国郑州大学王星光、李中琳教授
等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清末医学家王燕昌根据临床经验撰
写的《王氏医存》的医学思想。
总之，继 2008 年在北京首次举行的中韩会议之后，第二
届中韩医学史国际学史研讨会也取得了圆满成功。与会代表
认为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了中韩两国学者的医学史研
究，大家一致表示要将中韩医学史交流持续地开展下去，中
国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史教研室主任李志平教授建议下一届
中韩医学史国际会议在哈尔滨举行。

韩国的医学博物馆
2009 年 2 月，出席第二届中韩医学史学术会议期间，我们中国学者专程前往 “许浚博物馆”参
观。许浚是韩国著名的韩医学家，其在韩国人心中的位置如同张仲景在中国医学界的地位一样。许浚
编写的《东医宝鉴》成为韩医学的经典著作，是学医的必读书籍。许浚博物馆位于首尔的江西区，这
里是许浚出生的地方。除了许浚博物馆以外，以许浚名字命名的还有许浚公园、许浚小学、许浚车站、
许浚图书馆，足见许浚在韩国的知名度。许浚博物馆面积不大，紧邻韩国韩医师协会和韩国韩医学研
究所，是一座独立的 2 层小楼结构。在许浚博物馆内，展现了许浚的学医经历、医学著作，更重要的
是突出了韩医学和药学的伟大成就。
此次中韩医学史学术会议由韩国延世大学主办。延世大学是韩国最负盛名的私立大学，延世大学
的世富兰斯医学院是韩国最早的西医院校。 延世大学共有 4 个博物馆：延世大学博物馆、口腔博物馆、
考古博物馆和护理博物馆。大学中的博物馆在建筑规模、收藏文物、对外服务方面虽然比不上专业的
博物馆，但是 4 座博物馆的存在，足见博物馆文化在延世大学中的重要性。参观这些博物馆，延世大
学、医学院和医院的历史，其建立、发展和成就已经深深地印在每一位参观者的脑海中，不必通过言
语的叙述，一张张图表、一件件精心收藏的文物，都将历史展现于眼前。此外，延世大学的医史学研
究所也拥有一个独立的展览室，主要以图片的形式介绍了延世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由来。
博物馆是文化的载体，是客观的文化传承者和无言的文化传播者。前几年，去欧洲国家学习，深
深感触到欧洲人对博物馆文化的重视和热爱。这次到韩国，无疑也被这个亚洲国家的博物馆文化感动
了。中国拥有悠久的文明历史，虽然中国已有一些博物馆将古老的文明记录下来，但是对博物馆文化
的重视和普及程度还远远不够。例如在中国虽有几所中医博物馆但至今还没有一座现代医学博物馆，
这不得不说是一大憾事。任何一处古迹、任何一件文物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价值和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
若从牛痘接种法的传入算起，中国现代医学的发展已有 200 年的历史，现代医学的传入与发展已成为
维护我们健康的基本保证。现代医学文化的传播和医学知识的普及理应得到充分的重视。真诚地希望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能够肩负起这份责任和义务，完成历史留给我们的重任。
（医学史中心 甄橙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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