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学术 文化

星期一

编辑/傅 萱

2020.12.21

课程思政是什么？怎么做？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课程思政专题培训班为教师赋能
举办课程思政专题培训班，
是上海医学院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和市委、
市政府
和学校关于全面深入推进
“三全育人”
改革和课程思政建设、
加快本科生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和医
学教育创新发展等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各项要求，
走好综合性大学办医学院新路的重要举措。
为切实加强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教师的育人意识和能力，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课程思政
专题培训班 12 月 10 日-12 日举
行。此次培训班由医学教工部、
医学教务处联合主办，委托市委
党校具体组织。来自 7 家院所平
台和 8 家附属医院的近 80 位教师
全程参与了培训。
前辈言传身教
分享课程思政理念
培训首日，闻玉梅院士作了
主题报告《学术与教育的有机结
合》。86 岁的闻院士提前半小时
到场，全程站立演讲，身体力行
地展现了大师风范。她用颜福
庆、徐丰彦、戴自英等前辈的故
事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对科学家
（医 学 家）与 教 育 家 关 系 的 理
解。
“ 我们进行课程思政，不仅仅
是在上课，我们需要用自己的行
动来实践，做好自己的事情，真
正地产生一定的效果，让学生感
受到心灵的触动。”最后，她与在
座所有教师共勉：
“ 学习和实践
永远在路上。”
上海大学原副校长叶志明
教授的报告同样启迪人心。他
以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钱伟长在
上世纪 50 年代的一篇关于物理
课程与爱国主义的文章入手，告
诉大家课程思政是我国教育教

学的优秀传统。他从大量案例
和亲身经历，分享了对课程思政
内涵的思考，交流了课程思政的
实践方法，解答了大家在实践过
程中可能产生的疑惑。
“ 真的是
及 时 雨 ，厘 清 了 课 程 思 政 的 概
念；也是强心剂，鼓励了课程思
政的士气；更是定心丸，坚定了
课程思政的信心。”基础医学院
的马淑兰老师表示。

党委谆谆重托
明确目标方向

校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
党委书记袁正宏作开班动员报
告，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着重与大
老师们变身“学生”，
专心记笔记
家交流了三点：学习贯彻五中全
会精神，应对变局，胸怀全局，把
握新局，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
结业仪式上，复旦大学上海
宇副主任医师交流了自己开展
增强“四个自信”
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和国家
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张艳萍深入分
课程思政的做法和经验。
育人者先育己
关于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
析了《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近 80 位学员分为五个小组，
育人者先育己。要落实立
决策部署，走好上海医学院的改
导纲要》，指出立德树人的主渠
在 11 日晚就“如何开展医学课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 ，教 师 要 识 大
革创新之路；围绕系统推进医教
道、主力军在课程，
在老师。要把
思政建设”进行了热烈的小组讨
局 、明 大 势 ，切 实 增 强“ 四 个 自
协 同 改 革 创 新 发 展 ，全 面 深 化
课程思政放在医学教育改革的大
论，并在结业式上汇报了讨论结
信”，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因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以人文医
背景下进行理解。她尤其提出
果。
此，此次培训精心安排了《十九
学为抓手推动课程思政建设，提 “学习是每个学生的责任，
学习也
“三天的封闭式培训结束
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
《深入学
升医学创新人才培养能力。
是每个教师的责任，学习更是每
了，受益良多。明晰课程思政意
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如何有效地开展医学人文
个教学管理人员的责任。
”
义，要放在时代大局中看，放在
讲话精神》
《浦东改革开放的历
教育，避免思政元素与专业理论
医教改革中看，放在师生成长中
交流分享碰撞
程与启示》
《学习党的历史 提升
知识‘两张皮’？我认为要从‘收
看，放在教学过程中看，而做好
三天收获满满
综合素养》等内容。一场场深入
集’
‘ 提炼’
‘ 实践’三个步骤来下
课程思政工作，春风化雨，润物
浅出的精彩报告，使老师们对我
功夫。”袁正宏尤其分享了他对
三天来，平时在讲台上的老
无声，关键在教师，效果在学生，
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
做好医学人文教育的理解，认为
师们变身课堂里的“学生”，认真
重点在融入，要在教书育人中言
化、对党中央作出的战略部署和
做好这三个步骤，关键在教师。 上课，踊跃提问，记下厚厚的笔
传 身 教 ，知 行 合 一 。”培 训 结 束
规划的实践路径、对上海城市发
他希望广大上医教师传承弘扬
记，充分展现了复旦上医教师热
后，肿瘤医院的何珂老师在朋友
展的历史和未来使命等有了更 “正谊明道”的上医院训和“为人
爱学习、虚怀若谷、严谨踏实的
圈发布了自己的学习收获。
深的理解，提升了道路自信、理
群服务，为强国奋斗”的上医精
精神风貌。
“老师们课讲得真好，受到
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神，为服务健康上海、健康中国
培训班还安排了课程思政
了很好的教育！期待以后组织
更明确了大家作为一流医学院
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输
示范课经验交流会。基础医学
更多这样的活动！”法医学系的
校教师所担负的育人责任与使
送更多党和人民满意放心的合
院的周国民教授、公共卫生学院
饶渝兰老师有了新的期待。
命。
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郑频频教授、中山医院的叶尘
来源/医学宣传部

新形势·新思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宣告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
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
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开启。面对新的发展
阶段，我们要有新的发展理念，
并且用新的理念来指导新的课
程思政。
我想分享三点体会：
第一，
第一
，科学家
科学家、
、医学家和教
育家的关系。
育家的关系
。 一个科学家假如
不重视教育，
就不是一个完整的
科学家；
而教育家如果缺失了科
学的理念、科学的思维，同样不
是一个好的教育家。上医的传
统就是前辈们既是科学家又是
教育家，或者说，既是医学家又
是教育家。
比如，
上医的创始人颜福庆
先生不只做医生，
还从事公共卫
生。有人说，
不是临床医学家就
不能当医学院院长，
这个说法是
不正确的。作为公共卫生学家
的颜福庆先生就是一位很好的
医学院院长，
他有宏观的考虑和
爱国的情怀。

学术与教育的有机结合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资深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闻玉梅
再如，我念书时，当时朝鲜
方面提出通过针灸研究出凤汉
小体。著名生理学专家徐丰彦
教授受国家委派去调研，
发现是
虚假的。这个结论需要胆量才
能得出。而且必须要有很深厚
的生理学基础，
以科学的评价说
明它是假的。这个例子说明了
真正的科学家、真正的教育家，
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影响，
只为
事实说话。
我在华山医院传染病科做
实习医生时，戴自英教授是主
任。他查房时看到的一个病人
患了炭疽，
要做涂片。戴自英教
授对我说，
“你是实习生你去做，
给大家报告。”我当时做完革兰
染色后，一看是革兰阳性菌，回
来就向大家汇报了，
病人感染了
革兰阳性杆菌。戴教授就问，
这
个病菌有没有芽孢？我说没有
的，书上说是有的。教授又问，

为什么你没看见芽孢？我答不
出来。他告诉我，
因为芽孢是离
开了人体以后形成的一种保护
状态，
从人体内马上拿出来做涂
片的是没有芽孢的。
这样一位大教授能把病人
的情况弄得那么清楚，
而且注意
教育实习医生，
可见他是用心在
培养学生。我认为，
要想做医学
家、科学家的人，必须同时是一
个教育家，
重要的是心里要有培
养下一代的理念。
第二，
第二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
，榜样的力
量是无穷的。
量是无穷的
。 做课程思政必须
要有实践。课程思政很重要的
一点是，
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党和
国家的号召。
我们做人文医学课程的时
候是 2013 年，当时医患矛盾非
常严重，
我们意识到必须要加强
医学人文的教育。人文医学课
程是集体的成果，当时，我请了

彭裕文教授、
俞吾金教授共同参
与到课程教学中，
创新点就在于
将医学、哲学和教学结合起来。
当时我们达成共识，
我们三个人
是融合的，
人文医学必须是融合
的，
所以这个课程不可以分三个
阶段由三个人讲，
而是要交叉进
行。我们还规定，一个人讲课
时，
另外两个人只要没事必须到
场。这门课程还请了很多本校
和外校的专家教授和临床医生
来讲。
学习了人文医学课程后，
有
三十几个学生写了感受。
“ 收获
很大。首先学习到了医学的基
础知识，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有了
更深入的认识。除此之外，
还学
习到了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
学科的内在关系，
深刻认识到医
生的伟大与人文医学对整个医
学的重要性。
“
”对自己未来的道
路更明确了，尽管还未接触医

学，但已生出了对医学的热爱，
对生命的理解更深刻了。”看到
这些话，
我非常感动。课程思政
不仅仅是在上课，
教师更需要用
自己的行动来实践，
做好自己的
事情，
真正让学生感受到心灵的
触动。
第三，
第三
，
学习和实践永远在路
上。我总是鞭策自己，
盖棺才能
定论，
没有盖棺之前不能自以为
是，
不能认为自己做得很好。活
到老学到老，党龄不是资本，而
是鞭策。
医学教育必须改革，
因为在
新的形势下，
如今的医学生除了
掌握传统的医学技术，
还要学习
很多新技术，
以及跨学科领域的
知识。所以，我认为，医学教育
要有更大的创新和改革，
要加强
社会主义的元素，
要从健康中国
出发，
要有高度也要有温度。我
们应该根据复杂形势的要求，
不
断学习与实践。
（本文为作者在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课程思政专题培训班
上的讲话摘要）
上的讲话摘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