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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又站在了一个特

别的时间点。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峻考验，你们经受了更多的

磨炼，也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但是

你们用事实证明了一点：只要我

们不畏逆境，砥砺前行，就能交出

一份让自己满意的答卷。未来的

人生不会都是顺水行舟，今天的

磨炼，能够让我们在逆境中求生

存、锤意志、创卓越。

逆境中求生存。面对所有挑

战与可能出现的失败，面对所有

的压力与困扰，希望你们始终坚

守医学人对生命的敬畏，珍爱生

命、护佑生命，始终保持积极的心

态，不向逆境低头，不与挫折妥

协，不对挑战退让。希望大家能永

葆一颗宽容之心，永远充满活力，

追寻绚烂如夏花般的人生。

逆境中锤意志。希望你们用

一颗坚韧之心，在不断锤炼意志

的过程中，将自己修炼成材。正视

并适应逆境对于在医学路上的追

梦人来说是必要的，也是远远不

够的。医学的发展本就是在未知

中的求索。医学起源于人类对生

命的认识过程中，发展于人类与

疾病的不懈斗争中。登山耐险路，

踏雪耐危桥。以持久耐力和坚韧

毅力在难行路上摸、爬、撑、持，才

能在行医路上百炼成钢；不惜汗

水、持续发力才能成为真正的良

医、大医，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医学

上的突破。

逆境中创卓越。这是老师们

对自己的勉励，也是对你们寄予

的期许。我们常说“艺高人胆大”，

一定要有“艺高”的前提，有学识

和智慧的沉积。我们的前辈王夔

院士坚守为学初衷，虽几经环境

变迁，三次改变研究方向，都坚持

结合临床实际问题开展生物无机

化学研究。对于色素型胆结石、大

骨节病、龋齿、动脉钙化这些看似

简单的常见疾病，他总能从小处

入手，志在坚守，对其核心无机化

学问题深入探索，使他终成为我

国生物无机化学研究的先行者之

一、细胞无机化学开拓者之一。

大家即将奔赴未来，漫漫征

途，希望你们顺时朝夕求索，困时

勇于直面风浪，于困局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展现北医人的

智慧与豪情，书写北大医学未来

的荣光。

青年的命运从来都同时代紧

密相连，每一代北大医学人都要

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希望你

们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立足新时

代，勇踏新征程，把对祖国血浓于

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

融汇在事业追求中，让青春之花

绽放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在毕业的此时此刻，大家应当

思考协和医学院的医学治学观是什

么。近年来，协和对医学、卫生、健康

三个概念做了比较深的思考。

协和的医学观分为三点。第

一点，医学是多学，是自然科学与

技术、社会科学与方法、人文学科

与文化和医学的融通。第二点，医

学是人学，医学按照人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对个体的精准医学；另一

类则是针对全人类的群医学。第三

点，医学对人实行全面的照护，可分

为“健康促进、预防、诊断、控制、治

疗、康复”六大方面，简称“促防诊控

治康”。

协和的卫生和健康观同样分

为三点。第一点是全面，即依据群

医学的原理，“促防诊控治康”六

位一体展开行动，绝不仅仅是防

控。第二点是全体，即健康不仅是

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还要人

际和谐、环境友好，卫生的视野和

行动须由局部到国家、国际、全球

乃至星球卫生健康。第三点是全

程，不仅包括当下（现时现刻）的

健康，也关注当代（今生今世）和

后代（子孙万代）的健康。在分析

医学问题时，应当关注患者全生

命期的迭代照护。

医学、卫生、健康问题是社会各

界的问题，因此，每位毕业生从协和

毕业后，不能做孤道寡行之人，而要

做真正能够“唤起工农千百万”“枯

木朽株齐努力”的人，与社会各界一

同推动医学卫生健康发展。

其实，医学并没有划分临床

医学和预防医学，医学院里面就是

医学专业。在面对具体病人时，作为

临床医生，你的本色、职责、职守、思

维、思想、整体行为和实践应当符

合医生的原则，既关乎个体，更关

乎众人，乃至众生和生态。因此古

来有训，“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

医医病”，大家要做上医，至少是

中医，不要仅做下医。

此外，不要过度泛化医学。医学

是非常专业的，医学在专业思想上

是最有融通性的，在专业思想上必

须是最牢固的，所以专业精神是我

们必须执守的精神，必须有真正的

“专业之尊”，同时要有“济世之为”。

协和毕业生们，协和的荣耀会伴随

你们一生，希望协和所给予的思想

能够真正影响你们的一生。

健康事业越来越成为社会的

主流事业，所以，各位协和学子将

成为在未来 50 年里承担健康照

护使命和责任者，而这种使命和

责任是如此光荣。因此，必须真正

拿出我们的思想、展现我们勇毅

的作为，真正促进社会的发展，使

人类得其终极福祉。最后，预祝大

家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

谨守医学观、卫生观、健康观，为医学奋斗 50年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乔杰：

不畏逆境 锤炼意志 创造卓越

对于全体 2022届毕业生来

说，这个毕业季显得极为特殊。

临别之际，再给同学们提出三

点希望：首先，希望同学们赓续

医学血脉，有主动担当的作为。

胸怀“国之大者”，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不忘学医的初

心，牢记“扶伤济世、敬德修业”

的校训，把个人理想追求和奋

斗目标主动融入国家医药卫生

健康事业中，转化为今后守护人

民健康的实际行动。

其次，希望同学们探究医

学问题，有不断创新的勇气。

医学博大精深，探索永无止

境。同学们要主动应变、科学

求变，紧跟时代步伐，努力学

习、终身学习，不断提高自身

业务知识与能力；要勇于开拓

创新，面向国际医学前沿，努

力攻克困扰人类健康的医学

难题，为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

民健康、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作出贡献。

再次，希望同学们不畏逆

境困难，有坚韧不拔的品质。两

年多来，肆虐的疫情给世界造

成了全方位冲击，打破了我们

原有的生活轨迹，同学们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求学历程和心路

历程。在未来发展道路上，同学

们也将面临来自社会、单位、家

庭等方面的问题。

希望大家努力保持乐观积

极、健康向上的心态，在面对困

难和逆境时，不妥协、不气馁、

不屈服、不放弃，在挑重担、打

硬仗、攻难关中，保持定力、磨

炼毅力、增强耐力，不懈进取，

脚踏实地，行稳致远。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

胸怀白衣梦想 赓续医学血脉

今天各位就要离开校园，

每一位 2022届毕业生在拼搏中

都有逐梦前行的高光时刻，感谢

同学们与学校并肩战疫，同学们

交出的优异答卷正是“红医”精

神的完美诠释。我有以下几点美

好祝愿，送给今年的毕业生们。

一是希望同学们坚守底色，

把民族复兴的使命铭记于心。每

一位毕业生都要保持“红医”底

色，心怀“国之大者”，把理想追

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成为

卫生健康事业的中流砥柱。

二是希望同学们树德明智，

把仁心医者的责任溶化在血液

中。同学们所拥有的不仅仅是一

身值得托付的精湛技术，更应有

一颗饱含温度的“医者仁心”。希

望同学们关爱病人、敬畏生命，

把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永远把

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心中最重

要的位置。

三是希望同学们矢志奋斗，

永葆开拓创新的精神追求。同学

们要始终保持开拓创新的精神，

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用专业所学

回馈社会。

中国医科大学校长王振宁：

坚守底色 树德明智 勇于创新

又值一年毕业季，希望同学

们始终坚守广医人敢于担当的底

色，做最有担当的自己。面对肆虐

全球的新冠疫情，以钟南山院士

为代表的广医人无私无畏，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家国情怀和使命担

当。同学们要树立远大理想，坚持

与祖国同向、与时代同行，将个人

奋斗目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

希望同学们始终坚守广医

人实事求是的底色，做最真实的

自己。钟南山院士说：“科学只能

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无论

今后身在何处，从事何种工作，在

大是大非、人命关天面前，你们要

坚守科学家的良知和医务工作者

的初心，坚持真理、矢志不渝。

希望同学们始终坚守广医

人追求卓越的底色，做最优秀

的自己。广医拥有追求卓越的

基因，老校长钟南山院士带领

一支成立时仅有 3人的“慢支

炎防治小组”，将其发展壮大为

国内首屈一指的呼吸学科，建

成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一系列国

家级平台，为维护国家公共卫

生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广

医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同学们要向钟南山院士

等前辈学习，保持开拓创新的

锐气、敢为人先的勇气、蓬勃向

上的朝气，在挑战自我、追求卓

越中探索成就更好的自己，助

力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进步。

广州医科大学校长冉丕鑫：

坚守广医底色 矢志一流成绩

毕业之际，作为校长和师

长，我希望你们在今后的工作

生活中，始终守信养德，这是

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工作

生活中，能够牢记“医理博精、

德能高邃”的校训，传承“求实

精进、坚韧弘毅”的山医精神，

明确目标，坚定信心，不好高骛

远，把每一件事都做好。只有踏

实做事，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

创造不平凡的人生。

同学们，医学天生就是与人

打交道的科学，是“健康所系，性

命相托”的事业。希望你们牢记誓

言，信守承诺，尊重、爱护你的病

人，不要敷衍，不要因为他贫穷有

病、身体残疾而歧视他。只有尊重

他人，待人以诚，才能成为一个受

人尊敬、值得信赖的好医生。

同学们，你们即将走出校门，

我最期待的并不是你们做出一番

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是希望你们

始终保持完整的人格、独立的精

神，始终坚守医者的仁心与职业

的底线，不要让过分的现实代替

自己的理想，也不要让过度的欲

望动摇内心的信念，更不要让眼

前的诱惑迷失前进的方向。

同学们，仁义礼智信，又以

“信”为体，“仁义礼智”为用。也

就是说，如果没有“信”，“仁义

礼智”就不成立。

“信”是一种个人品格，一言

既出，驷马难追；“信”是一种国家

责任，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信”

更是一种价值理念，人无信不可，

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

信，也可以理解为信仰。希

望你们永远心有信仰，胸怀梦

想，让自己的青春和国家的发

展同频共振、交相辉映，守信养

德，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丁思月整理）

山西医科大学校长李思进：

守信养德 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毕业季
医学院校长寄语

同学们，大学经历的变化和挑

战只是冰山一角，你们面前的世

界，知识不断更新、社会快速发展、

科技高速进步，“变”将是主流和趋

势。面对人生的“随机事件”，你们

别急、别慌，一定要先站稳第一脚，

再迈出第二步，沉着冷静、循序渐

进、逐步加速，在青春赛道上奋力

奔跑，在惊涛骇浪中披荆斩棘，在

风云变幻中开辟自己的广阔天地！

走好红色青春之路，要用远大

理想固定变量。志存高远方能登高

望远，胸怀天下才可大展宏图。抗

日时期的革命校友、长征途中的卫

校学员、抗疫前线的白衣天使……

你们的师长用实践证明，只有当青

春同党和人民事业高度契合时，青

春能量才能尽情迸发，红色基因才

能充分表达。希望你们对“国之大

者”心中有数，对“红色基因”传承

有方，坚定扛起“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历史重任，做到经得起风雨、

受得住磨砺、扛得住摔打，争做时

代前列的奋进者、健康中国的开拓

者、救死扶伤的奉献者，用拼搏和

汗水创造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

有品味的无悔青春！

走好红色青春之路，要用锐意

进取适应变局。医者生涯永无止

境，做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必须付

出终生的努力。戴口罩、建方舱、溯

病源……百年前我们创校校长伍

连德博士的防疫经验，在今天抗击

新冠的战场上依旧闪耀智慧的光

芒！你们要使自己的思维视野、思

想观念、认识水平跟上越来越快的

现代医学发展，把任何一次挫折都

当成前行的机遇，在新医科建设的

汹涌浪潮中闯出名堂、拼出气势，

走出一条创新创造的医道学途，成

就一段回味无穷的医者人生！

走好红色青春之路，要用专注

定力对待变数。时间不负坚定者，

要以不变应万变！伍连德、于维汉

等哈医大家的事迹告诉我们，一辈

子专注干好一件事，你们的人生就

了不起！同学们一定要对未来有信

心，坚信“只要有志向就会有事业，

只要有本事就会有舞台”。要在个

人志向上保持专注，奠定成功的基

础；在学术研究中保持专注，发现研

究的乐趣；在世间喧嚣中保持专注，

坚守内心的平静。做任何事情都不对

付、不将就、不躺平、不佛系，在做好

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

每一项职责中练本领、动真格、出实

效、见真章。要以专注成就作为、用实

干彰显担当、用奉献观照奋斗，在祖

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每个角落彰显哈

医学子的新气象、好成绩！

最后，祝全体毕业生永葆红色青

春远大理想，用激情和热情去拥抱未

知世界，逐梦新时代，开创新未来！

毕业季如期而至。毕业季是一个浓缩了春夏秋冬的季

节，它比四季更美好、比四季更短暂，因此也更令人怀念，

2022届医学院毕业生即将背起行囊再次启程。近日，各医学

院校长对即将踏上新征程的毕业生给予美好的祝愿，激励和

鼓舞在校生珍惜韶华、潜心学习、激扬青春、砥砺前行。

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张学：

走好红色青春路 逐梦时代应变局

王 辰 乔 杰 张 学

李思进冉丕鑫王振宁饶 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