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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 7 月 12 日讯（记者 余
闯）“我国有20多万名乡村校长，我们所
有的人都应该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努
力和坚持，才让农村的孩子不一样、中国
的教育不一样。”今天，马云公益基金会
在杭州主办首届新乡村校长论坛，基金
会创始人马云说，“我们没有资格为乡村
校长颁奖，今天是一个感恩仪式，只是对
守住最贫困、最艰难地区的乡村教师和
校长，表达一点点感恩之心。”

首批入选“马云乡村校长计划”校长
名单同时揭晓，20 名入选校长每人将获
得 50 万元发展基金。马云公益基金会
还将为他们组织国际游学、校长课堂，以
及帮助他们结成“乡村教育家”社区，共
同探讨乡村教育发展模式等，使乡村学
校更具活力。

“我国有 9000 多万名乡村儿童，很
多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他们身边，决定

这些孩子的未来的，是 300 多万名乡村
教师。”马云说，一个校长能深度影响一
所学校，校长的教育情怀与教育思想决
定学校的教育文化，校长的管理能力决
定学校的教学成效，校长的领导力决定
学校的氛围和活力。马云公益基金会确
定初期重点关注乡村教育发展领域，目
前推进中的公益项目主要有“马云乡村
教师计划”“马云乡村校长计划”，以及全
新打造的“教育网络平台”。

“教育是实现人类梦想最重要的途
径，也是唯一的途径。我当过 6 年教
师，离开这个工作岗位 20 年，虽然没
有回到学校做全职教师的机会，但是我
决定一辈子做教育的支持者，做教师的
后援团和亲援团。”马云在论坛上说。

马云呼吁并承诺将更多公益资源用
于乡村教育领域。他认为，看一个国家
的教育水平，并不是看它发达地区的教

育水平多高，而是要关注它的落后地区的
教育水平；社会的进步，不能只看精英有
多少，更要关注底层群体的数量有多大。

2015 年 9 月，“马云乡村教师计划”启
动，“乡村教师计划”每年 1000 万元奖励
100 名优秀乡村教师，至今已有 200 名乡
村教师获奖并获得培训提升学习机会；
2016 年 7 月，“马云乡村校长计划”发布，
从全国评选首届 20 名具有教育情怀与教
育思想、教育管理成效显著的优秀乡村校
长，培养新一代具有优秀领导力的“乡村
教育家”，预计 10 年投入两亿元。

为确保“马云乡村校长计划”精准高
效，优秀乡村校长遴选采用邀请推荐制，
从教育情怀与教育思想、领导力与创新、
教学管理与组织管理能力、学生健康和全
面发展、积极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引领等角
度，对被提名者进行专家考核，最后遴选
出入围的乡村校长。

千万元公益基金奖励20名乡村校长

马云：“一辈子做教育的支持者”

近日，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
会议召开，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
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
深化医教协同、加强医学人才培养工作
作出了重要部署。

建设健康中国，基础在教育，关键
在人才。《意见》 明确了医学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点任
务，围绕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全面
优化人才结构、加强医教协同宏观管理
和促进人才培养与使用紧密结合等四个
方面明确了 14 项改革任务，提出了具
体改革举措，重点回应了医学教育发展
面临的重大、深层次问题，具有全局
性、战略性、引领性意义。《意见》 的
发布必将有力推动医学教育改革，为深
化医疗改革和建设健康中国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近年来，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
委、国家中医药局等相关部门，加强医
教协同，推动医学教育综合改革取得了
重大进展。中国特色的医学人才培养体
系基本建立，以“5+3”为主体、“3+

2”为补充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路径基
本形成，建立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
度；适应行业特点的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取得重大突破，人才培养结构优化，与
行业需求有效衔接，人才短缺问题逐步
得到缓解，为卫生与健康事业培养输送
了大批合格医学人才。

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医
学教育还存在一些问题。医学教育人才
培养质量有待提高，医学人才培养的专
业结构、层次结构、区域结构有待进一
步优化，医德素养、临床能力培养并重
不够，存在“重技术培养、轻人文教
育”、培养与使用脱节现象，医学教育
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还有待提升。这些
问题需要医学教育在深化改革中切实加
以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三
十六次会议上指出，改革越深入、越
要注意协同，既要抓改革方案协同，
也要抓改革落实协同，更要抓改革效
果协同。医学教育涉及医疗卫生和教
育两个关键民生问题，改革关联性、
互 动 性 强 ， 推 进 医 学 教 育 改 革 与 发

展，必须强调医教协同。医教协同既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健康中国的必
然要求，也是深化医改、提高医疗卫生
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治本之策。

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必须以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为中心，不断深化院校医学教
育改革，坚持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的原
则，把职业素养和临床能力提高作为人
才培养的关键点，培养医德高尚、技术
精湛、德医兼修的医学人才，要从入口
生源质量、过程深化改革、出口质量保
障等环节全方位推进改革，要继续完善
毕业后医学教育制度，落实并加快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要健全终身医学
教育体系，为医务人员终身教育完善平
台和环境。

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必须不断优化人
才培养结构，建立健全医学人才培养供需
平衡机制，加大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力度，
缩小区域间、学校间、基地间人才培养水
平差距。要努力构建符合中医药人才成长
特点的人才培养体系，积极开展突出中医
药特色、传承与创新并举的中医药教育教
学改革。 （下转第三版）

医教协同推动医学教育更好更快发展
本报评论员

建设健康中国，基础在教育，关键
在人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
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意见》。此次改革的重点任
务和主要目标是什么？如何进一步提高
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医学人才使用激励
方面有何新突破？教育部、国家卫生计
生委、国家中医药局负责人就有关问题
回答了记者提问。

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标
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问：此次改革的重点任务有哪些？
答：此次改革以服务需求、提高质

量为核心，确定了“两更加、一基本”
的改革目标，即：到 2030 年，医学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环境更加完善，具
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
培养体系更加健全，医学人才队伍基本
满足健康中国建设需求。

改革围绕提升质量、优化结构等方
面制定了具体举措：

针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问题，提出
逐步实现本科临床医学类专业一本招
生；强化医学生质量短板的医德素养和
临床能力培养，完善并加强对高校附属
医院教学工作的评价要求；加快建立起
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医学教育专
业认证制度；建立对高校专业和培训基
地的预警和退出机制。

针对毕业后教育不完善问题，提出
落实并加快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
度，稳妥推进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试点；积极探索与完善取得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中医硕士和博士专业学位的
办法，逐步建立统一规范的毕业后医学
教育制度。

针对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大和专业结
构不合理问题，提出部委省共建一批医
学院校，加强中西部薄弱院校和基地建

设；实施住院医师规培西部支援行动和专
科医师规培中西部支持计划；制定健康事
业和健康产业引导性人才培养专业目录。

针对全科医生下不去、用不上问题，
完善订单定向培养政策，实行“县管乡
用”；医学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经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
业的，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通过者
直接聘任中级职称。

针对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机制问题，提
出深化综合性大学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
革；分别建立中央、省级多部门医学教育宏
观管理协调机制。

核心：医教协同，全面提高医学
人才培养质量

问：为什么强调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
育改革？

答：医学教育涉及教育、医疗两个最
为关键的民生问题。（下转第四版）

逐步实现本科临床医学类专业一本招生
——教育部、国家卫计委、国家中医药局负责人就《关于深化医教协同

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吉林大学，地质宫。
实验室里，2016 级博士生高秀

鹤不自觉地直起身子，往常，导师黄
大年常常提醒她，要注意坐姿。

黄大年带的第一批博士生、“大
弟子”马国庆比以前更忙了，晚睡早
起，整天泡在实验室里，他要把导师
未完成的工作做下去。

吉林大学人才办副主任徐昊一直
在忙着为新兴交叉学部招贤纳才，这
是黄大年始终的牵挂。

⋯⋯
黄大年走了，又似乎未曾离开大家。
2017年1月8日，海归战略科学

家黄大年猝然离世，终年58岁。
他是给地球做 CT 的人，是享誉

世界的地球物理学家。他的科研可以
上天、入地、潜海。他让中国地球物
理勘探正式进入了“深地时代”。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
来。”黄大年生前最喜欢徐志摩的

《再别康桥》，他挥手作别，留下一襟
晚照，和那短暂又璀璨的一生。

少年天问
“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

东西，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

地下千尺，黑褐色的煤层下埋藏
着什么？这是黄大年少年时代的“天
问”。

带上行囊，随父母钻进卡车，从
一个矿区驶向另外一个矿区，这种情
景在黄大年的童年不断重复着。在地
矿系统长大的黄大年，从小跟着父母
在矿区流动“居无定所”，矿区像他
另一个家。从那时起，“勘探”如同
宿命般，同他，也同他脚下这片土地
纠缠在了一起。

黄大年额头有一条明显的伤疤，
那是物探在他身上留下的第一个痕
迹。高中毕业后，单位子弟大多直接
在系统内参加工作，黄大年也不例外
地被分在广西第六地质队，做了物探
操作员。“那时的工作充满风险，伤
是在采集关键数据时留下的。”黄大
年曾对人说。

山路，对于身为物探队员的他早
已如同平地。1977 年高考前一天，
他整整徒步一天，走向了广西容县杨
梅公社中学，走进改变命运的考场，
也踏上了一段传奇之旅。

放榜时，他以超出录取分80分的
成绩考入长春地质学院（现吉林大学朝
阳校区），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年老师
当年的成绩是可以上清华北大的，但他
依然选择了地球物理。”马国庆说。

“农林水地矿油，当时是最艰苦的
专业。”吉林大学副校长韩晓峰回忆说。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地质
勘探吗？”开学时，老师问台下学
生，学生们都摇头。

老师教他们唱了一首歌：“是那
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红旗。是那狂
暴的雨，洗刷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
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
冷。背起我们的行装，攀上层层的山
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
找出丰富的矿藏。”

“唱起这首歌，便知是地质人。”
这首“勘探队员之歌”如同暗号，串
联起那个时代地质人的共同梦想。

野外，尖利如刀的疾风，挟着沙
石，磨糙皮肤，那是个苦差事。以铁轨
声、驼铃声为伴奏，青年黄大年唱起这
首歌时，浑厚歌声从胸腔发出，响彻荒
原，一股力量在心中升腾，驱散疲劳。

“为国家找矿”，于黄大年是一种
使命。他总是比其他人更刻苦、更努
力，无形的鞭子在鞭策他。

黄大年的焦虑感并非无来由，他太

知道地质勘探对于一个国家有多重要。
回国后，有一次记者问黄大年，中

国的深地探测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多大的
差距。

“我们是‘小米加步枪’，人家是
‘导弹部队’。”黄大年语气中带着忧
虑，就这些“步枪”，还是进口来的。

“老同学，再会，我一定把国外先
进的技术带回来！”1992年，他获得留
学基金资助，赴英国利兹大学地球科学
系攻读博士学位，临别前夕，黄大年重
重地拍着同窗好友林君的肩膀说。

博 士 毕 业 后 ，他 来 到 英 国 剑 桥
ARKeX地球物理公司领衔的海洋和航空
快速移动平台高精度地球重力和磁力场探
测技术团队，这是一支囊括外国院士等人
才的高配团队。这项高效探测技术可以应
用于海陆大面积油气和矿产资源勘探民用
领域，多数产品已应用于中西方多家石油
公司。他被誉为世界航空地球物理顶级科
学家，成为这个领域的探路者和引领者。

科学家深奥繁复的工作和民众之间
天然矗着一堵墙，只有一些简化的比喻
才能代为转译。

“黄大年的工作就是给地球做 CT，
透视地球，军用、民用都有大用场。”
黄大年的助手、吉林大学移动平台探测
技术研发中心教授于平说，比如地震、
海啸等地质灾害的发生，都有深层次机
理，必须向地球深部进军，了解地球深
部地质构造。

实际上，这种技术在军事领域的意义
更加重大。正因如此，这项技术涉及的重
要装备在国际贸易中被列为“非卖品”。
而彼时航空地球物理科学研究在中国还
几乎是一张白纸，直到黄大年归来。

和钱学森回国时“惊心动魄”的围
追堵截相比，黄大年的归国也充满了传
奇，国外媒体写道——“他的回国，让
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 100
海里”。

“娃出去见了世面，吃了好东西，
总惦记着给母亲捎回来。”在如今已是
吉林大学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
的林君看来，黄大年的回国只是一次朴
素又久违的回家。

很多初闻黄大年事迹的人很难理解
他的选择。彼时，他在英国住着花园别
墅，待遇优渥，事业有成，一家人的生
活舒适安逸。隔着关山万千重，他却坚
持要“回家”。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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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博智

星斗其人，赤子其心，黄大年秉
持科技报国理想，在科技创新上只争
朝夕，在人才培养上兢兢业业，以敢
为人先的敬业精神、甘于奉献的高尚
情操，铸就了一座震撼人心的精神丰
碑，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为国人
点亮了一盏心灯。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
离不开知识分子的贡献，时代发展
也 呼 唤 人 才 担 当 。 黄 大 年 心 有 大
我、至诚报国、忘我工作、无私奉
献，始终把敬业拼搏作为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用卓越成就诠释了当

代科学家精神，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知识分子形象，用深沉大爱诠释了
教师本色，是当代海归赤子科技报
国的楷模，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追梦者和筑梦者。

强烈的爱国情怀是知识分子以
身报国的动力之源，无论是家国危亡
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现代化建设的新
时期，知识分子都是国家的宝贵财
富。“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
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千千万万个像黄
大年一样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在经济

发展的主战场、科技创新的第一线、服
务群众的最前沿奋力拼搏。他们有思
想、有能力、敢担当、善作为，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以实干撑起了科技强国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黄大年诠释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散发着
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是最好的说服，
更是最好的引导。生逢这个伟大的时
代，昂首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历史征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树立
信心，向榜样对标看齐，创造无愧于时
代的业绩。

国之栋梁 学之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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