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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美主要卫生问题跨文化比较”暑期班开幕
2012 年 6 月 4 日上午，第三届北京大学医
学人文研究院与印第安那大学社会工作学院联
合举办的“中美主要卫生保健问题跨文化比较”
暑期课程班拉开了帷幕。开幕式由我院副院长
郭莉萍主持。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院培养办
主任崔爽、我院院长张大庆以及美国印第安那
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 Robert Vernon、Carol
Massat，护理学院教授 Connie Rowles 出席了
开幕式。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 14
名学生、北大本部和医学部的 16 名中国学生将参加本期暑期班的学习与交流。
暑期班的学习课程安排除了课堂教学，也将安排大量的外出参观交流活动以使学员们对卫生保
健问题有更深刻地了解与思考，如北大肿瘤医院、北医抗癌协会、人民医院社工部等；中美师生还
将对心理健康以及精神疾病等方面的卫生保健问题进行探讨，为此，主办方特地组织了相关的讲座
并将安排学员们访问北大第六医院以及朝阳区精神卫生中心、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等机构；另外，
农村的卫生保健也将是本期暑期班的一个重点交流项目，届时将安排师生们赴打工子弟学校以及考
察中国的新农合等活动。
此次中美暑期班的交流活动将会在前两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开拓学员们的视野，更好地促进中
美医学生在肿瘤治疗、心理健康问题以及农村卫生保健等方面的经验交流，同时也将为双方今后更
好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党政办公室 黎润红）

人道主义的未来：跨国工作坊
2012 年 5 月 25 日，我院主办了“人道主义的未来：跨国工作坊（Humanitarian Futures: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香港大学人文与医学中心、人
文学院以及香港智行基金会、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和公共卫生学院的中外学者、专业人士、研
究生等二十余人参加了此次工作坊研讨。
近年来，人道主义的道德基础受到多方诘难，在当代人道主义救援干预活动中也存在许多概念
混淆与思想矛盾。此次跨国工作坊，旨在共同研讨人道主义实践的新模型，以及国际援助的新模式。
工作坊参与者重点讨论了西方人道主义模型如何从亚洲获取智识经验，以及亚洲如何在构建国际人
道主义发展图景中发挥积极作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 Didier Fassin 教授，带来了主题为“人
道主义：我们时代的政治学”的讲演。Fassin 教授曾是一名医生，参与过很多全球健康促进项目，
他同时也是一名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演讲中，他以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视角，论证了在全球视
野下建立人道主义政府的历史与内涵，指出人道主义作为救援（As Aiding）与见证（As Witn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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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重维度，并强调人道主义对实现全球宽容的价值，建立灾难补偿机制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世界
的批判与反省意义。接着，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胡林英教授做了主题为“医学人道主义在中国
大陆：基于一项全国调查的发现”的演讲。她回顾了医学人道主义概念在我国的发展，指出了其与
医学职业精神的紧密关联，并通过分析一项在 2010-2011 年开展的面向医师对医学人道主义认知与
态度方面的调查结果，论证了医学人道主义所包含的三个维度，即病人利益优先，提高医疗业务水
平，促进社会公正。香港大学人文与医学研究中心的 Robert Peckham 博士，带来了主题为“人道主
义的新模式？历史与未来”的演讲。他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人道主义在全球化背
景下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挑战，西方的人道主义救援模型需要进行调整。他以汶川地震救援、
小悦悦事件等案例进行剖析，反思了人道主义的内涵与维度，并呼吁人道主义的未来走向应更多关
注非西方世界的道德资源。
下午的工作坊由 Peckham 博士主持。来自香港大学人文学院的 Kaniel Chua 教授做了“人文学
科与人道主义”的演讲。他通过对 Humanities，Humanitarianism，Human 和 Humane 等核心概念进
行界定，论辩了人文学科与人道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他认为，人文学科可以唤起作为实践的人道
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同时人道主义也可以促使人文学科应对其自身非承诺性冷淡（non-committal
coldness）。接着，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先生，做了“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演讲，生动详细地
描述了智行基金会近年来所开展的一系列人道主义实践，并检讨总结了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开展实践
的有效参与模式。刘继同教授做了主题为“中
国医改的结构性困境，建构一个积极的医学
人文体系”的演讲，深入分析了我国目前医
疗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强调其结构性症
结所在，并倡导一个积极的医学人文系统能
在其中发挥重要的功能。
工作坊最后以圆桌会议的形式进行了开
放式交流，大家进行了充分地理论探讨，问
题澄清与观点碰撞，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交流
效果。

（医学伦理学研究生 唐健）

医学人文论坛：寻找人文主义的理据
2012 年 5 月 28 日下午，
“医学人文论坛”开启了对新人文主义的研讨，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甘绍平研究员做了题为“新人文主义及其启示”的报告。
甘绍平研究员于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伦理研究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人权伦理学、应用伦理学、西方伦理学、德国哲学，是应用伦理学“程序共识论”
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甘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背景以及为何对“新人文主义”研究产生兴趣，
而后重点探讨了新人文主义与自然科学（尤其是进化生物学）的整合，揭示出新人文主义与传统人
文主义的三大区别，最后总结了新人文主义带给我们的启示及其缺陷。报告之后，甘绍平研究员与
到会师生进行了深入对话，讨论内容涉及对“尊严”和“人权”的理解，医患关系中的人文向度，
公民社会的建立，新人文主义的宗教观可能带来的问题，新人文主义是否会助长科学主义等。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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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活动，使大家对传统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为寻找人文主义的理据提供
了一个新的视角，拓展了思考空间。

（医学人文学系）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Daniel Wikler 教授来我院进行讲座
2012 年 6 月 4 日，医学伦理与卫生法中心邀请到哈佛大学公卫学院 Daniel Wikler 教授参加医
学人文系学术沙龙，作了题为“ Population-level Bioethics”的报告。
自上个世纪中期，现代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开始迅速发展，该学科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医生
和患者的关系方面，探讨什么是好的医生，以及作为一个个体，医生应该如何对待个体患者的问题。
但是，Wikler 教授指出，如果将视角从个体医患转向更宏观的人群的时候，会发现完全不同的生命
伦理学问题。
在报告中，他总结了人群层面的生命伦理学的 9 个基本问题，并做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思考和回
答。这些问题包括：健康不平等、优先权设置、健康责任、低危人群和公共健康、医学危机中的道
德困境、环境平等、基因和人口健康、全球健康不平等，以及人体试验中的伦理问题等。Wikler 教
授用生动的案例讲解了对有限医疗资源进行分配时，如何设置优先权的问题，以及其中可能遇到的
伦理困境。此外，他还通过对 G. Rose 理论的讲解，一反公共卫生过于关注高危人群的传统，强调
对低危甚至健康人群进行公共卫生干预对人口健康的重要作用。

（医学人文学系 胡林英）

以色列海法大学 Gross 教授来我院进行讲座
2012 年 5 月 15 日，以色列海法大学国际关系部主任 Michael L.Gross 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军
事医学伦理学：21 世纪挑战”的讲座。Michael 是海法大学政治学教授，主要从事政治伦理学的研
究，著有《生命伦理学与武装冲突》
、
《现代战争中的道德困境：不对称冲突中的拷打、暗杀和勒索》
等书。
讲座由我院副院长丛亚丽教授主持。Michael 教授介绍了武装冲突时期病人权利和医学实验、
战地生命伦理学、战争中的医学、医学人道主义以及严刑拷问五个方面的内容，并着重强调了战争
期间医生的角色以及医学技术在武器发展中所起的作用。Michael 教授通过对多个案例（包括美制
新式武器——主动拒止系统、经颅磁刺激技术以及俄军在反恐作战中运用毒气等行为）的深入剖析，
阐发了自己的基本观点。Michael 教授认为，在武装冲突时期，尽管军医扮演多种角色，也因此担
负起多重使命，但是当这些角色发生冲突时，如其军人身份与医生身份发生冲突时，应该首先履行
一名医生的职责，及时有效地对病人或者伤员实施救助，这些伤员可能是战友、平民，也可能是敌
方士兵。Michael 教授还指出，尽管战争十分残酷，参战各方均竭尽所能以求胜利，但是，在战争
中，对于参战人员和医生来说，还是有道德底线要坚守的，还是要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Michael
教授反对采取极端手段对付战俘，认为性羞辱、电击、水刑等审讯方式违背伦理精神，应该受到谴
责。

（医学伦理学研究生 徐汉辉）

医学部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十年成绩骄人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与计算机应用竞赛”创办于 1992 年，每年 9 月份举行，历时 3 天，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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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基础性学科竞赛，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学建模竞赛。竞赛由全国大
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组织委员会主办。
由美国数学与应用联合会组织，美国国家安全局、运筹学和管理科学学会、工业与应用数学学
会以及美国数学协会资助的“跨学科建模竞赛”，创办于 1999 年，每年二月份举行，历时 4 天。题
目来自非数学学科的研究领域，研究任务较多，需要阅读的文献较多，需收集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
要运用为人熟知的数学（尤其是统计学和运筹学）模型和方法解决比较复杂的实际问题。现已发展
成为世界上影响范围最大的大学生学术竞赛，是评价大学本科教育水平的重要参照。
医学部学生自 2002 年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与计算机应用竞赛”，至 2011 年，已有十年，
共有 34 只参赛队成功参加了 9 届（04 年未参赛）竞赛，其中 13 只参赛队获奖。医学部学生自 2004
年参加美国“跨学科建模竞赛（Interdisciplinary Contest in Modeling，简称 ICM），至 2012 年，
共有 31 只参赛队成功参加了 9 届竞赛，其中 26 只参赛队获奖。十年来，医学部学生参加的上述两
项数学建模竞赛的获奖比例均高于其平均获奖比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医学部获奖学生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整体综合能力。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即将
迎来百年华诞之时，我们记录下这些获奖同学的姓名，感谢他们为医学部赢得了荣誉，我们为他们
感到骄傲！
随着医学部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推进，生物数学教研室开设的数学、统计类课程教学质量的不
断提高，医学部同学的继续努力，医学部学生在今后的数学建模竞赛中必将取得更优异的成绩。
（生物数学教研室）

郭莉萍副院长应邀参加第八届全国外国语学院院长论坛
2012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第八届全国外国语学院院长论坛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一百多
位高校外国语学院院长、外语学科的专家学者，以“中国外语教育的道与器”为题，围绕全球化背
景下中国外语学科的定位、外语教育的战略选择与实践、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人才的培养，哲学社会
科学新繁荣计划与外语学科内涵的拓展、拔尖创新型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和公共外语教育等问题展开
研讨和交流。
我院副院长郭莉萍教授受邀代表北京大学医学部率队参加了本次论坛，并作了题为“从通识到
博雅，从多元到全人-----北京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英语专业的建设”的大会发言，全面阐述了我校
生物医学英语专业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成果，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和极大好评。（应用语言学系 马旭）

王岳副教授赴芬兰参加芬中学术交流活动
2012 年 5 月 4 日-13 日卫生法学教研室的王岳副教授赴芬兰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
进行“芬中食品与卫生教育交流项目”
（Finnish-Chinese Food and Health Education Exchange
Program）的学术交流活动。王岳副教授做了主题为“食品安全与立法”
（Food Safety and
Legislation）及“中国保健品立法概述”
（Functional foods legislation in Chinese）的报告。
出国期间，王岳副教授还有幸参观了赫尔辛基大学（University of Helsinki）医学博物馆以及瑞
典卡罗林斯卡大学（KarolinskaUniversity）附属医院，颇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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