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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
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
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
医以误世！”

正如明朝裴一中在《言医·
序》所言，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决
定了医学人才培养的特殊性，
在加强学生理论水平和临床技
能的同时，须着力培养他们“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尤其
在大健康时代，社会对高层次
应用型医学人才的渴求驱动着
人才培养革新。

肇始于中国第一所国立现
代医学院校的北京大学医学部，
勇担历史使命，扎根中国大地，

领航探索着符合中国国情的高
层次医学人才培养之路。

医者仁心，用医学
人文精神教育浸润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北大医学人不忘初心，勇担
使命，向着疫情逆行冲锋，北京
大学派出总计428人的援鄂医
疗队，团队中包括医生、护士、
公共卫生专家、心理专家等，在
多学科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取
得了高治愈率、低病亡率和医
疗队零感染率的成绩，团队在
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在这些勇士的背后，有一群
无畏坚守、敢于担当、不负韶华

的北大医学研究生群体。
他们将自己的专业所学作

为“武器”，勇敢地参与到这场共
克时艰的战疫中。他们坚守岗
位，为前线逆行者助攻；他们勇担
使命，做疫情数据的“守夜人”；他
们增援家乡，做守卫故土的抗疫
战士。因为他们未曾忘记初为北
大医学人时所宣读的医学生誓
言，他们也牢牢谨记导师在传授
专业知识的同时所不断强调的医
学人文精神与责任使命。

“医学是科学技术、艺术和
善的三合一，是真善美的统
一。”学校时任党委书记彭瑞骢
给1986届毕业生的题词，彰显
着北京大学医学部注重医学人

文建设，重视培养研究生的医
学人文精神的传统。

自 1985 年 3月北医成立
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教学部，
从事医学人文、医学伦理、医学
法律相关的教育与研究工作，
到2018年11月21日，正式更
名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
院”，其一直致力于生物医学与
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与融合，
促进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为
推动我国医学人文学科建设与
发展、培养具有博学与人道的
医学人才作出更大贡献。

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原主
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
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看

来，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的
成立，是让医学回归初心的一
种努力，也是回应社会需求的
一种努力，更是进一步搞好医
学教育、推动教育改革的努力。

2005年9月，学校率先为
在读的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研
究生开设了“生物医学安全与
法规”课程，作为进入科研课
题研究之前的必选课；2007
年8月，北医组织编写的全国
第一部《生物医学安全与法规》
研究生课程教材出版；2009
年，北医“医学研究生综合素质
内涵及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
践”成果经验获得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 （下转第二版）

面向“大健康”，医学人才培养的“北大探索”
本报记者 万玉凤

据新华社海南文昌7
月 23 日 电 （记 者 胡
喆 周旋）“圜则九重，
孰营度之？”2020年 7月
23日12时41分，我国在
海南岛东北海岸中国文昌
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
遥四运载火箭将我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
号”探测器发射升空，飞
行 2000多秒后，成功将
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
启火星探测之旅，迈出了
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
第一步。

探测器将在地火转移
轨道飞行约7个月后，到
达火星附近，通过“刹
车”完成火星捕获，进入

环火轨道，并择机开展着
陆、巡视等任务，进行火
星科学探测。

对宇宙千百年来的探
索与追问，是中华民族矢
志不渝的航天梦想。从古
代诗人屈原发出的 《天
问》，到如今我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被命名为“天
问一号”，太空探索无止
境，伟大梦想不止步。

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新
闻发言人、国家航天局探
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副主任
刘彤杰表示，此次火星探
测任务的工程目标是实现
火星环绕探测和巡视探
测，获取火星探测科学数
据，实现我国在深空探测

领域的技术跨越；同时建
立独立自主的深空探测工
程体系，推动我国深空探
测活动可持续发展。

我国火星探测作为开
放性科学探索平台，包括
港澳地区高校在内的全国
多地研究机构积极参与研
制过程，并与欧空局、法
国、奥地利、阿根廷等组
织和国家开展了多项合
作。

此次火星探测任务于
2016年1月经党中央、国
务院批准立项，由国家航
天局组织实施，具体由工
程总体和探测器、运载火
箭、发射场、测控、地面
应用等五大系统组成。

出发出发，，去火星去火星！！

新华社北京7月 23日
电 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23日上午在
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
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的祝贺，向广大少先队员、
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
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少先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的预备队。广大少先
队员在少先队这所大学校里
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
从小培养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的情怀，展现
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
少先队要高举队旗跟党走，
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
人，团结、教育、引领广大
少先队员做共产主义事业接
班人，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领
导，各级政府及全社会要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支持，为新时代少年儿
童茁壮成长提供有利条件。共青团要带领少先队履职尽责、奋发有
为，为红领巾增添新时代的光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会上宣读习近平的

贺信并代表党中央致词。她说，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落实到促进少年儿童
健康成长的实际工作中。希望少先队员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坚
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了实现梦想时刻准备着，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向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奋勇前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堂出席会
议。

大会开幕会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分别代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致词。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少工委主任吴刚代表第七届全国少工委作工作报告。会议以电视
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分会场。各省区市党委
负责同志和共青团、教育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第八次全国少代会代表
和各地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代表约2000人参加
开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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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程郭程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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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春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在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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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可持续发展教育：从理念到行动

新华社长春 7 月 23 日电
（记者 李宣良 张玉清）八一
建军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23日到空军航空大学
视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
委，向学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
问候，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
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
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他强
调，要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
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
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
针，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高
办学育人水平，努力开创学校
建设发展新局面。

七月的东北大地满目葱
翠，生机盎然。上午10时许，
习近平来到空军航空大学。在
学校航空馆，习近平察看了东
北老航校精神展陈和学校建设
情况展陈。东北老航校是中国
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
校，大家团结奋斗、艰苦创
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孕
育形成了东北老航校精神。习
近平叮嘱大家铭记光荣历史，
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

训练场上，飞行学员正在
进行专项体能和抗眩晕训练。
现代空战对飞行人员身心素质

要求高，学校设置了平衡操、
滚轮、旋梯等训练内容。习近
平来到训练场，看到飞行学员

正在进行旋梯训练，他亲切地
同大家交流。不远处，功能性
训练热火朝天、各具特色，习

近平边走边看。抗载荷能力训
考一体机是学校自主研发的训
练器械，学员们练得很投入，

习近平看得很仔细。习近平勉
励飞行学员好好学习，刻苦训
练，科学训练，早日成为蓝天
雄鹰，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随后，习近平来到无人机
实验室，察看无人机操控教学
设施，了解无人机操控员培养
情况。习近平说，现在各类无
人机系统大量出现，无人作战
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要加
强无人作战研究，加强无人机
专业建设，加强实战化教育训
练，加快培养无人机运用和指
挥人才。

习近平听取了学校工作汇
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
调，要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要
求，紧扣办学定位，加强顶层
设计和长远谋划，把人才强军
战略转化为发展规划和务实举
措，落实到办学治校各领域和
全过程。要把握飞行人才成长
特点规律，优化发展路径，完
善培训体系，提高培养质量和
效益。

习近平指出，院校同部队
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
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
子。要围绕实战、着眼打赢搞
教学、育人才，做到教为战、
练为战。（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八一前夕视察空军航空大学时强调

深化改革创新 不断提高办学育人水平
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23日到空军航空大
学视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学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问候，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
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这是习近平察看无人机操控教学设施，了解无人机操控员培
养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值此中国少年先锋
队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之际，我代表党中
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
热烈的祝贺！向广大少
先队员、少先队辅导
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
诚挚的问候！

少先队是建设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
队。广大少先队员在少
先队这所大学校里立志
向、修品行、练本领，
从小培养热爱党、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的情
怀，展现出朝气蓬勃的
精神风貌。新时代，少
先队要高举队旗跟党
走，传承红色基因，培
育时代新人，团结、教
育、引领广大少先队员
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
人，为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时刻准备着。各级党
委要加强对少先队工作
的领导，各级政府及全
社会要加强对少先队工
作的支持，为新时代少
年儿童茁壮成长提供有
利条件。共青团要带领
少先队履职尽责、奋发
有为，为红领巾增添新
时代的光荣。

习近平
2020年7月23日

贺信

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

我国在海南岛东北海岸中国文
昌航天发射场，

用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我
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
探测器发射升空

飞行2000多秒后

成功将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
开启火星探测之旅火星探测之旅，迈出了我

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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