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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医学研究生教育 

改革的思路与实践 
吴凡 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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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阐述了“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医学研究

生教育改革思路，即“科教结合”，健全完善博士研究生

培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机制，围绕国际学术前沿、

国家重大需求和基础研究，着力提高博士研究生的原始创

新能力；“交叉融合”，鼓励跨学科研究生协同培养，紧

密结合国家重大科学工程或研究计划设立联合培养项目，

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医教协

同”，加强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在临床医

学、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建设基

础上，重点介绍了复旦大学“一流医学研究生教育引领计

划”，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高水平拔尖医学人才，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人才和

智力支持。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 

基金项目：2019 年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全国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重点项目 (A1-

YX20190301-01） 

 

 

吴凡，医学博士，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医学教

育和疾病预防控制。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政协委

员，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

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历

任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

院长，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副主

任，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贵州省毕节市副市长（挂

职）等职务。作为第一完成人

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项；作为重要参

与者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2 - 

 

Thinking and practice of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dea of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 that is,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raining mechanism of the combination of doctoral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 national major needs and basic research, and focusing on improving the 

origin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doctoral students; "cross integration", and encouraging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co-training Foster, establish joint training programs in close combination with national major 

scientific projects or research plans, and jointly train graduate students with international high-level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medic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of medic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first-clas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doctor's degree authorization of clinical medicine, public health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first class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leading plan" of Fudan University, which 

aims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pplied and compound high-level top-notch medical talents,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talents and intellectual support for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and realizing the 

"Chinese dream". 

Keywords "Double first class" construction; medical postgraduates; educational reform 

2015年11月5日，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1]
，即“双

一流”建设。方案明确提到，要坚持以一流为目标，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学科建设，深化资源

整合，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具备跨学科知识基础，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创新型、应用型、复

合型优秀人才
[2]
。“双一流”建设是国家战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离不开建设一

流的研究生教育。一流的研究生在一流导师的带领下做一流的科研，才能构成一流的学科进而建

成一流的大学
[3] 

。 

2018年12月21日，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决定共建托管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其直属附属医院，要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服务健康中国为使命，以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医学院为目标，整体水平达到世界一流；始终保持全国医学教育领头羊地

位，发挥上海建设亚洲一流医学中心的主力军作用，彰显医学教育、科研和临床中心的全球影响

力”。目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每年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招生计划分别为750、950和850人，

2019年9月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在校生数分别为4148、2899和2731人。一流本科教育是“双一

流”建设的重要基础，一流研究生教育是“双一流”建设的突出特征，肩负着培育高素质创新人

才、打造一流导师队伍、构建一流学科专业、产出一流研究成果、提供一流社会服务的使命与任

务。本文重点阐述“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思路与实践。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3 - 

 

一、以一流为目标的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思路 

（一）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

规划》精神。《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

的顶端，是培养高层次人才和释放人才红利的主要途径，是国家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柱，

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要素，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

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没有强大的研究生教育，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要发挥研究生

教育的引领支撑作用，立足中国国情，把研究生教育作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推动高水平大学开展各具特色的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建立与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相适应的

研究生教育质量标准，以提升整体质量为中心，加快完善研究生教育制度。表 1 列出了“一流研

究生教育建设计划、未来科学家计划、研究生导师能力提升计划、课程体系及案例库建设、研究生

学术交流平台建设”等重大改革项目。 

（二）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新思路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 8月召开的全国卫

生与健康大会上明确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没有强大的医学研究生教育，就没有

强大的全民健康体系。 

医学研究生教育要坚持立德树人，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分类推进培养模式改革，着力

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一方面要加强学术

学位医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科教结合，健全完善博士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机

制，强化问题导向的学术训练，围绕国际学术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和基础研究，着力提高博士研究

生的原始创新能力；交叉融合，鼓励跨学科、跨机构的研究生协同培养，紧密结合国家重大科学工

程或研究计划设立联合培养项目，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另一方面要医

教协同加强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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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提出，到 2020年，要基本建立以“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

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即“5+3”模式）为主体、“3+2”

（3 年临床医学专科教育+2 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为补充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公共卫生、

药学、护理、康复、医学技术等人才培养协调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要依据医科学科背景和职业领

域的任职资格要求，分类改革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实践教学，强化与医学职业相关的实践能力培

养。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和专业组织的作用，健全分类评价体系，促进医学专业学位与专业技术岗

位任职资格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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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一流研究

生教育建

设计划 

按照《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及其实施办法的要求，

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以支撑国家战略、服务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学科为基

础，以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为重点，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着力提升研

究生培养水平和质量，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打造一流导师队伍，形成一批研究创

新中心，使一批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水平达到或接近国际一流，打造我国高水平研

究生教育基地。 

未来科学

家计划 

培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充实国家未来科学家后备

队伍。国家留学基金委实施未来科学家项目，面向国家急需、薄弱、空白、关键

领域，聚焦现代科技尖端、前沿领域，每年选派一批科研潜质突出的博士研究生

到国外顶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学习、研究，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顶尖创新人

才、领军人才和大师级人才；实施其他公派研究生项目，支持具有科研潜质的研

究生出国留学、访学。鼓励支持部属高校统筹使用基本科研业务费等资金，自主

设立未来科学家计划项目，支持品学兼优且具有较强科研潜质的在校研究生开展

自主选题的创新研究工作，重点资助具有创新潜力的博士生开展基础性、战略性、

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 

研究生导

师能力提

升计划 

国家留学基金委实施博士生导师短期出国交流项目，选派派有学生的博士生导师

赴国外进行一个月的短期交流，加强导师对派出学生在外学习的检查和指导；实

施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每年选派西部 12 个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地方院校的教学科研骨干（包括研究生导师）出国访学，缩小东西部地

区导师水平差距，支持西部急需人才培养需要；实施其他公派教师、学者项目，

大力推进研究生导师出国访学。依托“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国内访问学者”项

目，选派研究生导师到国内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访学。支持高校研究生导师到

企业或相关行业单位交流学习，提高实践教学能力；鼓励企业导师到高校学习培

训、合作开发课程，提高学术指导能力。 

课程体系

及案例库

建设 

将课程体系建设纳入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充分发挥课程体系、案例库在知识传

授、技能训练、品格塑造等方面的作用。鼓励各培养单位整体建设和优化符合教

学规律、突出学习成效的模块化、系统性、多元化课程体系。支持培养单位开展

案例教学，整合案例资源，完善信息化支撑平台，建设专业学位案例库和教学案

例推广中心，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案例教学体系，实现案例

资源共享、师资共享、学术成果共享和国际合作资源共享。 

研究生学

术交流平

台建设 

支持学位授予单位开展研究生学术交流，拓宽学术视野，激发创新思维，提升培

养质量。通过“学校自筹、政府奖补、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方式，建立健全

研究生学术交流机制，鼓励高校与行业、学（协）会、企业合作，通过举办博士

生学术论坛、开设研究生暑期学校、开设短期工作坊、建立博士生国内外访学制

度，搭建多层次、多学科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 

 

二、以一流为目标的医学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建设 

研究生科研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离不开一流的学科环境。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审议批准，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 年）》，适用于硕士、博

士的学位授予、招生和培养，并用于学科建设和教育统计分类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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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流的科研平台建设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现有国家老年医学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57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5 个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医学分子病毒学、代谢分子医学、智能化递药、公共卫生安全、癌变与侵袭原理）；

9个国家卫健委重点实验室（糖复合物、抗生素临床药理、手功能重建、卫生技术评估、医学分子

病毒学、听觉医学、近视眼、病毒性心脏病、新生儿疾病）；8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周围神经显

微外科、医学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辅助技术、器官移植、女性生殖内分泌相关疾病、视觉损害与重

建、乳腺肿瘤、出生缺陷防治、老年医学临床）。目前，在上海市财政大力支撑下，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正在建设 8个与研究生培养相关的科研技术支撑与服务共享平台（表 2）。 

表 2 研究生培养相关科研技术支撑与服务共享平台建设 

建设内容 具体实施内容 

系统生物医学功能性平台 

功能蛋白质组学分析平台 

多维度基因组学和单细胞分析平台 

代谢组学技术分析平台 

分子细胞生物学与神经科

学及病理形态诊断分析研

究平台 

分子细胞生物学平台 

神经科学及病理形态诊断分析研究平台 

结构与功能和影像研究平

台 

结构生物学与功能研究平台 

多功能生物医学影像分析平台 

转化医学研究平台 

器官芯片与微组织工程平台 

生物医药研发平台 

细胞治疗和免疫治疗平台 

生物信息、智能化网络和大

数据平台 

多中心临床数据（“干库”）与样本（“湿库”）资源库

共享协作平台及生物医学大数据及其分析决策平台 

病原体发现、研究与临床转

化研究和生物安全平台 

病原微生物资源样本库平台 

大规模高通量测序平台 

大数据分析平台 

临床决策平台 

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平台 

同位素实验技术、放射诊疗质控与辐射生物安全平台 

药物筛选与工程化、临床

GCP评价平台 

现代药物筛选与工程化平台 

临床 GCP评价平台 

实验动物技术支撑和服务

平台 

实验动物净化、行为分析、影像、生化分析、辐照、代谢

分析、病理、药物代谢和毒性研究平台 

（二）一流的学位授权点建设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临床医学、基础医学、中西医结合和药学 4个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

建设学科；基础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和中西医结合 3 个学科入选上海高峰学科建设计划。

在第四轮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和中西医结合等

5个学科获评 A类；在 ESI学科领域排名中，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药理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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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临床医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 7 个与医学相关的领域进入世界前

1%，其中药理学与毒理学、临床医学进入 ESI前 1‰。 

在上海市财政大力支撑下，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正在建设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表 3）、公共

卫生和预防医学（表 4）、中西医结合和药学等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 

表 3临床医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临床医学交叉特色

人才培养创新计划 

设置若干学科交叉人才培养项目；资助交叉学科博士生开展创新研究；

建设若干门学科交叉课程；完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临床医学创新人才

队伍建设 
研究型医生队伍建设；临床专职科研队伍建设 

临床医学交叉研究

院建设 

①癌症攻关交叉研究院；②重大脑疾病研究与转化医学研究院；③心

脏医学与泛血管交叉研究院；④代谢疾病临床交叉研究院；⑤临床感

染防控与耐药精准诊治研究院；⑥全生命周期健康研究院；⑦老年医

学与健康研究院；⑧健康中国视角下循证护理创新研究院；⑨健康医

疗大数据与智慧医疗研究院；⑩健康医疗装备制造研究院 

临床研究能力提升

计划 
多中心临床研究项目；临床前沿新技术新方法；新药研发项目 

国际化与国际合作

交流 

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参加国际重要学术论坛、资助青年人才国外培训

等多种方式，提高临床医学学科整体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临床医学学

科的国际影响力。 

表 4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人才 

培养 

1、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核心课程建设，与国外高校合作开办暑期学

校，建设思政课程、实训基地和示范化教学基地,建立仿真实验室教学平台等  

2、长学制“4+2 多语优才”公卫人才培养计划：培养具有多外语能力、跨文化

交流、国际视野与合作能力的新时代全球化公共卫生人才，为“一带一路”、

国别区域研究和全球卫生治理和国际卫生政策培养急需的懂外语、懂专业的卫

生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国家和国际组织输送从事公共卫生领域的高素质国

际化复合型人才。 

高水平师资

队伍建设 
加强高端师资引进培养，培育创新团队，建设战略性创新团队。 

高水平研究

平台 

1、生命全程健康管理 

2、重大传染病及慢病防控技术与转化 

3、环境与健康：大气污染与健康，水体污染与健康，职业风险评估与防控预

警，食品安全与营养干预 

4、健康风险预警防范：重大疾病、妇幼人群、老年人群、医疗服务体系等领

域 

5、全球健康支撑：设立复旦与亚非国家合作的全球健康种子基金、设立复旦

与亚非及发达国家合作的全球健康融合发展基金，全球卫生网络论坛。 

高水平研究

院 

1、队列与精准预防研究院：家系队列、跨代队列和双生子队列。 

2、疫苗与疾病预防研究院：覆盖疫苗全生命周期的研究平台，现代交通载具

疾病防控技术研发平台，环境及人群抗生素耐药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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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群暴露组学研究院：空气污染与健康暴露组学研究平台，水与健康暴露

组信息化研究平台，重点化学物暴露组学研究平台，食品安全与营养暴露组研

究平。 

4、健康中国研究院：健康中国资政研究基础数据平台（对接健康生活、健康

服务、健康保障、健康产业等建设版块）；健康中国管理决策精品案例库和健

康中国资政平台（围绕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优化、区域卫生规划、医院管

理、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健康产业、健康保障、卫生监督等领域，形成 20 个

精品案例和 8 本著作）。 

5、全球健康研究院：推进建设全球健康海外教学研究基地；设立全球健康视

野拓展项目与全球健康能力素养培育项目；改进全球健康培训教程，建设针对

国内的全球健康培训体系。 

国际联合科

教中心/实验

室 

1、复旦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联合科教中心：重大疾病防治与国际

卫生政策合作研究 

2、复旦大学-范德堡大学联合实验室：肿瘤与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合作研究 

3、复旦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联合科教中心：艾滋病、恶性肿瘤、

生物反恐合作研究 

4、复旦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联合科教中心：艾滋病与恶性肿瘤

教学培训项目 

三、以一流为目标的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探索 

近年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围绕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战略目标，着眼于提高研究生教育质

量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加强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为重点，完善激励和引导机制，在上海市

财政大力支撑下，启动组织实施“一流医学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表 5）。 

表 5 复旦大学“一流医学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项目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 
复旦“一流医学研究生教育引领计划”项目 

一流研究生教育建设计划 1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建立健全“三全育人”长效机制：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培养具有“国家意识、人文

情怀、科学精神、专业素养、国际视野”为导向。 

2 一流学科“人才培养”个性化建设：创新型基础医学人才培

养体系建设、公共卫生卓越人才培养计划、高水平药学研究创

新型人才培养、卓越护理学研究生培养体系建设。 

未来科学家计划 3 实施“新医科”高水平人才培养创新计划：本硕博一体化贯

通式课程体系建设、医学未来学者培育计划，基础学科未来科

学家培育计划，公共卫生本硕贯通“多语优才”计划，本研一

体化高层次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Med-X”学科交叉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 

研究生导师能力提升计划 4 构建全方位、全进程拔尖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导

师队伍建设和指导能力提升计划、构建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保障和监督体系。 

课程体系及案例库建设 5实施“医教协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计划：“5+3”专业学位

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建设项目、“5+3+X”专业学位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计划、紧缺专业和医学急需人才培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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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建设 6 高水平拔尖医学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提升计划：医学生海外

交流拓展计划、医学生国际化课程体系建设。 

复旦大学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探索获得多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基于健康中国需求的创新

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实践》获 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以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卫生硕士培

养模式的创新探索》获 2018年中国研究生教育成果二等奖，《基于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创新型护理

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获 2017年全国医药学研究生教育成果一等奖。 

复旦大学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也大大促进了“双一流”建设。研究生是科学研究的生力军，

2017-2018年，复旦医科共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项目资助 885项、其他各类国家重大科研攻

关项目 38 项，科研经费到款总数为 13.54 亿元；累计发表 SCI 收录论文 5438 篇，获各类科技奖

项 100 项；新增申请专利 938 项、授权专利 529 项，签订专利成果转让合同 9 个，总合同金额近

亿元。201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61项，其中重点项目 13项。公共卫生学院 2015级直博

生刘聪作为阚海东团队骨干成员，2019年以第 1 作者身份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研究成

果论文；华山医院运动医学专业 2017 级博士生孙亚英获 2019 年第十四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提

名奖、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铜奖。以基础医学一级学科为例，

研究生参与导师课题组，产出一流学术成果，成果转化服务需求。研制出国际上首个治疗性乙肝

疫苗“乙克”；与国家疾控中心联手鉴定全球首例人感染 H7N9毒株；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基于病

毒进入抑制剂的蛋白类病毒灭活剂”的概念，并成功研制出可阻止艾滋病毒、SARS 冠状病毒等病

毒的抗体；在国际上率先发现乙酰化对代谢酶的调控机制及其在肿瘤代谢中的重要作用;在恶性肿

瘤早诊和筛查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使肝癌、肺癌等五种高发恶性肿瘤的诊断准确度超过 86%。获得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称号的病原微生物团队，成功研发出治疗高危 HPV 感染预防宫颈

癌的产品，应用于全国数百家医院，2016年市场终端销售额超过 3亿，2018年发明专利授权转让

到账金额 1345万元，形成了良好的成果转化示范效应。“钟扬式”好党员宋志坚教授领衔的医学

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辅助手术团队，将古老的人体解剖学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成功研制出全国

首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神经手术导航系统，这套具有“中国芯”的神经手术导航系统能使肿瘤

切除率提高 86.7%，术后并发症降低 12.1%，成功打破了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为国家节省了数亿

元的医疗器械购置费。拥有亚洲最大规模病理标本库的病理学系，将数字化病理技术和“互联网

+”结合，搭建了“云病理”诊断平台，为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永平、贵州毕节、新疆喀什等地病

患提供精准的远程病理会诊，降低了患者的医疗成本，免除了患者求医问诊的奔波之苦。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就是要培养出服务国家需要、推动科学进步、适应全球化竞争

的高层次人才，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支撑
[5]
，可

以预见，随着全国研究生教育大会的召开和“双一流”建设计划的深入实施，研究生教育将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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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将以服务国家

卫生事业战略和社会需求为先导，遵循现代医学发展趋势及自身规律，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

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质量医学研究生教育，培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高水平拔尖

医学人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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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流学科内涵建设 

推进薄弱学位点发展的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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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胡蓉，hr7424@126.com 

【摘要】 学位点建设是高质量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根基，导

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深化医教协同背景下，加强薄

弱学位点导师建设对保障研究生均衡培养、提升整体学科水平发

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对薄弱学位点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归

纳，分析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加强学位点导师建设的紧迫性和必

要性，在此基础上深刻阐述我院“分阶段、分步骤”探索薄弱学

位点孵育的系列措施以及实践成果，从多层面提出巩固师资建设

的建议。推动和完善医教协同培养模式改革，提高我校临床医学

硕士研究生整体培养质量。 

【关键词】 薄弱学位点；导师建设；研究生培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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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eak Degree Points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Disciplines 

Abstract: Degree 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high quality postgraduate training.Tutor 

is the first person in charge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rdinated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Strengthen the Tutors’ Construction of Weak degree point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balanced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s and promoting the overall discipline level. The study 

takes the General Hospital of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By summarizing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weak degree points, Analyzes the urgency and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ng tutors 

construction. Discuss the measures and practical of "stage by stage and step by step"exploration in our 

hospital. And supply recommendations to consolid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from many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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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coordinated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Improve the overall training quality 

of clinical medicine postgraduates in our university. 

Keywords: Weak Degree point; Tutors Construction; Postgraduate training; Disciplines 

学位点建设与发展是衡量一所高校办学水平的主要依据，是高质量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的

重要根基
[1]
。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是大学建设的核心任务，也是提高高校教学科研水平、保证

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更是衡量一所大学学术水平和知名度的标志
[2]
。学科的发展要基于学位点的

建设，学位点布局是“双一流”学科建设的“牛鼻子”，先有学位点后有学科建设
[3]
。因此加强学

位点建设，保障和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提升高校内涵建设和办学竞争力的内在需要，也是建设

高水平应用型地方高校的必然要求。 

教育之兴根源于教师之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高等教育的质量最终体现为所

培养研究生的质量和研究成果的质量，研究生培养质量说到底取决于研究生导师的素质、能力和

水平。我校临床医学共有二级学位点 19个，三级学位点 22个,现有硕士生导师 280名，其中直属

教学医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导师 187名。在所有二级、三级学位点中，薄弱学位点有 14个。

那什么是薄弱学位点？根据我校临床医学整体师资水平，本研究里将学位点中导师关系（编制）

隶属于学校和直属附属医院的导师数≤2人的学位点称之为薄弱学位点。 

一、薄弱学位点存在的原因 

（一）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内部高学历人才匮乏，人才引进困难。人力资源是高校的第一

资源，不同高校不同学科综合实力的差距，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人力资源质和量的差别
[4]
。宁夏处

于西北欠发达地区，由于受地域等条件限制，高层次人才引进困难，只能通过内部培养方式发展

人才，但这相对需要一定时间，其速度无法满足学位点发展的需要。 

（二）学科交融性欠缺，科室自身建设发展的速度比较缓慢。我院薄弱学位点其普遍显著特

点是学科的交融度不高，且没有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名师对学科、科

室的发展建设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5]
。纵观我院耳鼻咽喉科学、眼科学、临床病理学、精神卫生学、

临床病理学，都缺乏强劲的学科带头人的引领，并且薄弱学位点所在的科室艾力彼综合排名、学

术科研排名、人才梯队排名都整体偏后，处于医院整体的中下游水平（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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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我院薄弱学位点情况与艾力彼综合排名 

序号 学位点 
总医院

导师数 

院外导师

人数 
硕导总数 

人才梯队

排名 

学术科研

排名 
综合排名 

1 耳鼻咽喉科学 0 3 3 53 13 39 

2 临床病理学 0 2 2    

3 血液内科学 1 3 4 36 44 40 

4 眼科学 1 1 2 32 39 33 

5 
普外科学 /心

脑胃肠外科 
1 4 5 47/50 36/29 30/41 

6 
精神病与精神

卫生学 
1 0 1    

7 老年病学 暂为 1 0 1    

8 内分泌学 2 4 6 52 30 48 

9 结直肠外科学 2 2 4 21 11 20 

10 儿外科学 2 0 2 25 9 18 

11 急诊医学 2 0 2 37 15 17 

12 肿瘤内科学 2 0 2 14 24 8 

13 
康复医学与理

疗学 
2 1 3    

14 核医学 2 1 3    

（三）非研究生导师的科室主任，难以带动整个科室的综合发展。经过调研，在 14个薄弱学

位点中，64.29%的学位点其学位点负责人和科室主任不是同一人，科室主任不能发挥引领作用。

本次调研的 14个学位点中，9个学位点的学位点负责人与科室主任不是同一人，其中有 7个学位

点的科室主任甚至不是研究生导师。科室主任承担着本学科、学位点发展的责任，正确处理好医

疗、教学、科研三者的关系，有利于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如果科室主任不重视教学，不投入

足够精力抓好科室的科研教学管理，那么科室竞争力也比较弱。所以，科室主任的带头表率在学

位点师资队伍的建设上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四）考核激励机制欠缺，临床医生对遴选导师积极性不强。之前医院未能将科室和临床医

师个人年度考核与教学相挂钩，即没有把研究生教学指标能纳入考核指标体系中，因此有些临床

医生，只满足于本职临床医疗工作，对于教学的工作不管不问。另外医院部分副高职称、硕士学位

以上的临床医生缺乏文章和项目等科研成果，欠缺申报导师的积极性，并且安于现状，存在随波

逐流的思想。  

二、加强薄弱学位点建设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薄弱学位点的存在是由多因素的综合问题所致，历史的、当下的，外部和自身的原因，致各学

位点在在师资发展上极度不均衡，师资的不均衡致学位点发展不能同步，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层

次差异比较明显，学科水平的衡量犹如“木桶效应”，“短板”的长度决定其整体发展程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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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加强薄弱学位点和科室的建设迫在眉睫。 

（一）个别学科或培养方向的导师数量偏低，无法满足研究生培养的实际需要。在37个（含

二级和三级）承担研究生培养的学位点中，薄弱学位点占到了总体的37.84%，这个比例非常高。

临床病理学、耳鼻咽喉科学、老年医学、眼科学这些学位点已经面临或即将面临无导师的状态。

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在保障研究生高质量培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没有强大导师何谈研究生培

养。本科室没有研究生导师，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就会大打折扣。目前多数博士、硕士点

暂缺一级学科带头人，多数培养方向上现有学术带头人的国内学术影响力不够大，国家级高层次

人才紧缺，不能满足高层次、高质量人才培养的需求。 

（二）学位点的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关。科研工作是学科建设的先导，同时它也是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的前提，科研过程和科研能力训练是研究生教育的必备环节，培养出高层次的创造性

人才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因此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对科研工作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学位

点力量薄弱也不利于学科的发展，学位点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高起点，是学校包括科研、师资、人

才培养和物质条件建设等所有学科建设工作成果的汇集点，新增学位点被认可为学科建设成功的

标志。所以学位点建设是学科建设的工作的最终体现，也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工作
[6]
。 

（三）加强薄弱学位点师资，对于衡量和提升整体师资水平至关重要。加强薄弱学位点师资

建设对于提升整体学位点、学科发展水平至关重要。它可以促进各学科的均衡发展，有利于研究

生分类指导和培养。而且在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中有着重要意义。 

三、强化薄弱学位点师资建设的系列举措 

薄弱学位点的强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因此我们“分阶段，分步走”，从设立项目，给

予经费支持；到根据国家政策导向，靶向各别新办专业；再到开展广泛而深入调研，从顶层设计

上，针对薄弱学位点制定相适宜的导师遴选办法，并配套考核办法，逐步跟踪监测和分析成效。 

（一）针对薄弱学位点专门设立导师孵育项目。根据前期调研数据显示，到账经费、科研项

目和文章三大因素是导师遴选时的重要且最大阻碍因素。为了加强导师管理和学位点师资建设，

我们针对导师力量相对资薄弱的学位点，要求学位点上报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临床医学院专门设

立“学位点建设导师孵育科研项目”，鼓励学位点规划中的“种子导师”和年轻博士参加孵育项

目评选，学院和学位点共同重点扶持，将其纳入导师遴选备选库。 

孵育项目自 2016年开始，学院连续设立两年，2016年立项 11项，其中重点项目 4项，一般

项目 7项。2017年主要针对年轻博士设立项目，共申报 16项，最终成功立项 9项。项目建设期均

为 1 年，重点项目给予 4 万元经费资助，一般项目 2 万元经费资助。项目要求以发表省级以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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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或成功申报项目等成果作为结题验收标准。从 2018 年的项目验收结果看，两年共立项 20 项，

累计资助经费 50万元，其中 3名孵育项目主持人成功遴选为硕士生导师，其 3名项目主持人在孵

育项目基础上成功申报国基金，2人成功申报区基金，申报卫生厅项目 1项。 

（二）紧随国家政策导向和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需要，加强新办专业和紧缺专业人才发

展。2018年 12月为加强国家特需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和发展，根据学校指导针对儿科学、全科医

学、康复医学与理疗学、老年医学 4 个学位点展开师资摸底工作，采取相对弹性的遴选标准，最

终成功遴选儿科学硕士生导师 4名，全科医学和康复医学与理疗学各 1名。 

随后，学院专门召开新办业学位点建设会。从学位点的建设、导师管理相关规定、研究生培养

流程与制度、导师招生资格管理办法等方面对新办专业学位点负责人和新遴选导师进行专题培训

会，以帮助他们熟悉导师权利与义务，加深研究生培养流程。 

（三）加强顶层设计，宽口径遴选专硕导师，实施“先孵育后考核的两步法”，对薄弱学位

点给予扶持政策。为了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结合日常研究生培养工作和掌

握的情况，我们采取集中座谈、个别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深入广泛开展调查研究。 

在调研基础上，针对 14个薄弱学位点，实施“先孵育后考核的两步法”快速帮扶薄弱学位点

进行导师队伍建设。制定了《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临床医学薄弱学位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

教师遴选办法》，此办法在正常硕士生导师遴选的各项标准上适当“宽标准、低标准”，重点将临

床中有着多年、丰富临床经验的主任、副主任医师（但目前文章和科研项目尚不完全达到导师另

选条件）作为重点孵育对象，先遴选为专硕导师，仅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三年为建设期，三年

内若达到学校硕导遴选标准，将直接聘任为临床医学专业正式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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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硕士生导师”与“专硕导师”遴选标准的区别 

遴选标准 硕士生导师 “专硕导师” 补充条件 

学位 硕士学位 学士学位 且有 10 年及以上工作经验； 

正式聘任的一线在岗人员； 

所在单位限总医院。 
职称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 

课程教学 
讲授 1-2 门硕士研究生

必修课 

优先承担过研究生课程、合作

指导研究生或在实践基地有专

硕带教经历 

 

科研考核

期限 
近三年 近五年  

文章 

以一作/通讯在北核期

刊公开发表专业相关的

论著 3 篇或被 SCI源期

刊收录论文 1篇。 

以一作/通讯公开发表专业学

术论文 3 篇，其中至少 1 篇为

论著并发表在北核/CSCD收录/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宁夏医学

杂志； 

或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获

得一项署名前三的授权专

利；2.获批健康产品；3.制

定行业质量标准；4.申报健

康产品制备工艺等。 

项目 

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科

研项目，遴选当年须有

在研项目 

遴选当年须有在研项目  

遴选时到

账经费 

纵向经费≧5万元 

横向经费≧10万元 
到账经费不低于 3万元。  

备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简称“专硕导师” 

从今年导师遴选结果来看，针对专硕导师的“先孵育后考核的两步法”效果非常好，一方面

充分调动了多数主任医师遴选导师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通过该措施，多数学位点将脱掉“薄弱

学位点帽子”，专硕的培养得到有效保障。 

四、巩固薄弱学位点建设成效的对策建议 

（一）学院负责薄弱学位点专硕导师的强化培训。通过开展教师岗前培训、教学法培训、新

聘导师培训等各种培训活动，使新遴选导师尽快熟悉学校的各项教学管理规定、研究生培养制度。

研管办需要加强各项政策的解读，包括对研究生的招生、培养环节及学位申请条件等方面的要求

进行详细解读和说明，让新遴选导师尽快熟悉研究生培养的整个流程。 

（二）激发临床医生的内动力，建议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人事处需进一步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完善岗位聘任制度，更加科学合理地制定适合学科发展的岗位聘任实施办法。将导师条件作为遴

选科室主任的重要指标，并与专业技术人员聘任相结合。在人员外出学习、奖金分配政策、人员分

配、职称晋升等给予导师大力扶持。 

（三）科室和学位点层面，以科室为依托或平台，以师资队伍的培养为核心，形成激励的氛

围。形成“传、帮、带”的良好科研、教学氛围，促进青年医师尽快完成角色转变。“传”是传

承、传递，青年医师要传承高年资导师、学者身上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的良好作风。“帮”是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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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帮衬。部分青年医师回国不久，虽然科研能力突出，但他们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经

验不足，建议高年资导师主动帮助他们对项目申报书进行润色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带”是

带领、带动。学位点要组织孵育对象参加研究生开题、中期汇报、毕业答辩等活动，使其积极参加

到研究所的培养工作中，逐渐培养孵育对象的研究生教学能力。 

（四）个体化方案，个别学位点可以从交叉学科的学位点兼职导师。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

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加强交叉学科学位点的建设，重视交叉学科研究生教育，不仅是高

校新兴学科生长的需要，而且是科技创新发展的渠道，也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
[7]
。临

床医学院要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提高交叉学科学位点建设，个别学位点可以从交叉学科的学位

点遴选兼职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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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口腔医学学科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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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科建设是医学院校建设和发展中的一项根本

性的战略任务，是提高医学院校医疗、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的重要基础。目前国家积极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是为了提升我国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

力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此背景下，加强口腔医学的学

科建设，通过提高学科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能力，推动口

腔医学院的整体科研实力和办学水平，是新形势下口腔医学

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本文旨在分析医学类院校中口腔医学

学科发展的现状、优势与不足，浅淡学科建设的思路、对策

与措施，以期为促进口腔医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口腔医学；“双一流”建设；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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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stomatology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bstract: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s a fundamental strategic task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It also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improve the medical treatment, 

teaching level and research ability of medical colleges. At present, the country active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first-class disciplines", which is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China's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country.In this context, the core task of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stomatology is to strengthen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stomatology, promote the overall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 and school-running 

level of stomatology college by improving the disciplin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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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omatology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ideas,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of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tomatology. 

Keywords:Stomatology;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医院是临床医学学科发展的载体，口腔医学学科的发展又是高校附属口腔专科医院发展的基

础。然而，在很多医学院校中，口腔医学由于社会环境、历史承传和学科组织等因素的不同影

响，并不属于优势学科。如何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中摆脱劣势、脱颖而出，使得口腔医学学

科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口腔医学学科建设的主要论题。我们知道，学科组织具有强烈的文化情

境，其发展是从内而外的，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从初步建设到发展需要经过漫长道路，例如团

体建设、平台搭建，学科定位与发展目标不断清晰化，只有如此，才能逐渐成为一流学科
[1]
。因

此，学科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在“双一流”的大背景中，口腔

医学作为医学学科中较为单薄的学科，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把握机遇、迎接挑战成为了重要的论

题。本文就口腔医学学科目前发展的不足之处进行讨论，并分析“双一流”背景下面对的机遇和

挑战，浅淡学科建设的思路、对策与措施，以期为促进口腔医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 

一、 口腔医学学科目前发展的不足 

首先，要正视口腔医学学科目前发展的不足，多数医科类院校并没有综合类院校的资源和平

台，尤其是口腔医学学科，在众多医学学科中起步相对较晚，底子弱，发展的平台和资源相对较

弱，其师资力量、仪器设备、科研场所、科技资料等教育资源很难与综合类一流大学相比，发展相

对较慢，目前存在的主要不足有如下几点： 

(一) 教师科研能力不强，学科带头人匮乏 

由于口腔专业的特殊性，很多医院对口腔临床医生的科研能力要求不高，现有教师整体科研

水平较低，个别科研人员难以带动整个学科的科研水平；其次，各省地方医学人才流失非常严重，

且引进困难，其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一是工资待遇低，二是工作环境不够优良。很多二线甚至三

线城市由于地域及待遇的影响，科研人才资源相对不足，人才流失现象相当严重，缺乏学术带头

人，学术后备力量不足，暂时难以形成结构合理、稳定的学术梯队。这是目前影响和制约大部分院

校口腔医学学科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因素。 

(二) 科研课题质量不高，科研经费不足 

各高校在口腔医学学科的科研水平发展上参差不齐，由于口腔医学学科本身的局限性，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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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的课题范围较小，独立承担国家级课题较少，低水平的跟踪性研究还占相当数量，获得科研

经费总量、学术论文数量、学术专著和授权专利数量不多，学术交流的层次不高、频度和广度不

够，也影响了学科的发展建设。虽然近几年在学科建设方面投资力度较大，但短期内还不能充分

发挥效益，科研条件薄弱的状况还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重大课题、前

沿课题研究的进行和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开展，影响学科建设的发展速度。 

(三) 科研平台建设困难 

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相对较少，省级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实验室竞争力相对

较弱，不能为学科建设工作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基地保障，平台的缺乏又进一步减弱了在吸纳人

才中的竞争力，难以形成强大的学术竞争实力。 

二、 “双一流”背景条件下口腔医学学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一) 政策上的机遇与挑战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

（暂行）》中明确指出，将打破身份固化，引入竞争机制、避免重复交叉，实施建设高校及建设学

科有进有出的动态调整机制
[2]
。此方案重新激发了院校的竞争意识和内在动力，为非优势学科的超

越发展提供了选择性和多样性可能。相较于“211 工程”、“985 工程”，“双一流”建设面向所

有学校开放，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彻底打破了身份固化
[3]
，这给口腔医学学

科相对较弱的高校带来了逆袭发展、同台竞技的机会。 

在当前“双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口腔医学学科作为众多医学学科中的非优势学科，应该

抓住机遇，优化和合理配置资源，凝练特色，努力建设一流学科，不被“双一流”建设优势学科甩

开，甚至实现弯道“超车”，必须改变观念，加强人才建设，强化特色，开放自我，牢抓学科建设

的本质，将学科文化建设贯穿于学科建设的始终
[4]
。必须要更新观念，制定科学的学科发展规划，

主动承担起自身的责任，立足校情，突出地域特色，走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树立科学的学科发展

理念，基于“基地意识”、“一流意识”和“特色意识”，制定科学的学科发展战略，将口腔医学

学科的建设向前推进一大步。 

(二) 人才梯队建设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学科建设最关紧要的是人才建设，人才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要素。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实施，

专任教师队伍建设对完善校内师资队伍结构，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和激发高校活力的重要作用

更加凸显。推进“双一流”建设，高校需要引进学术声誉高、在国际和国内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学

科领头人、拔尖的青年学者，以此来优化学术梯队。“双一流”建设会促进高校之间、高校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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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师资流动，因此，“双一流”的实施为高校师资流动提供了新契机
[5]
。 

然而，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无不是竞争的结果。就国内来看，“211”“985”工程和“双

一流”计划都将在生源、师资、资金、声誉等方面的竞争推到“白热化”阶段，特别是如今的“双

一流”建设再次拉开高校“人才大战”的序幕。虽然各地方医学院校都出台了引进人才的优惠政

策，不同程度地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但是，人才严重缺乏仍然是制约地方医学院校长远发展的重

要因素。如何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是口腔医学学科建设要首先考虑的问

题。 

三、 “双一流”背景条件下口腔医学学科建设的思路、对策与措施 

(一) 提升师资队伍质量，夯实学科发展的基础 

提升教师队伍质量，首先要在制度上改革，教师聘任是学科队伍建设的“入口”，学院应该

将改革教师聘任制作为学科建设工作的突破口，制度设计得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科建设水平的

高低：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必须要要扩大学院遴选教师的自主权，扩大院内教师的参与权，这有利

于提高和增强学院进行一流学科建设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有利于选拔出最适合学院自身需求的优

秀教师；其次要严格教师聘任程序，完善教师聘任制度，保证聘任过程的民主性和公正性，保证人

才聘用的高质量，层层筛选，优中选优，通过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实现教师人力资源的保值和增

值
[6]
。 

其次是要提高专任教师队伍的科研能力，包括积极鼓励提升现有教师的科研水平，以及积极

引进学科带头人和优秀硕博毕业生两个方面。首先，很多院校的口腔医学学科由于基础薄弱，学

科建设经验不足等种种原因，缺乏相应的科研氛围，需要创造良好的学科建设的环境和氛围，鼓

励教师积极创新、勇于尝试，潜心科研，引导教师在兼顾临床的同时积极参与科研工作，组织教师

参加科研知识培训，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综合素质。其次，山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提出了“走

出去，引进来”的人才策略。“走出去”是指将本校优秀的本科、硕士研究生积极输送到国内甚

至国际一流大学交流学习，以期带回先进的教育理念、科研思路等；“引进来”是指积极引进国

内外知名的学科带头人，选好、用好学科带头人，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领头羊”作用，增加学

科建设的活力，为院校学科建设提供导向，可以更快找准建设目标和方向。最后，要合理组建学术

梯队，对学术梯队的组成从年龄、职称、学历等方面提出明确规定，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具有强烈

的创新精神，充满活力、团结协作的学术队伍，这就要求学科建设过程中吸纳优秀学科带头人的

同时要不断地扩大范围，由高校教师扩展到各行各业优秀的人才，由具有教授职称的学者扩展到

优秀院校的硕博毕业生，这对组成一个科学的有层次的专任教师梯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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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相关的学科研究地更透彻更深入，促成创新。 

总而言之，就是要用好现有人才、稳住关键人才、吸引急需人才、储备未来人才，这样才能在

新一轮的学科评估中凸显出人才优势。 

(二) 将“学科极”模式应用到口腔医学学科的学科建设工作中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各个高校都对学科结构进行有目的的调整，于是

交叉学科、优势学科群在各国应运而生，“学科极”的概念由此提出，即打破学科界限，将若干具

有相同级次的学科进行有机整合，以形成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多学科综合体。

“学科极”打破传统学科界限，使师资、仪器设备、科研场所、科技资料等教育科研资源实现自由

共享，这样优化配置的结果使学校原有特色学科更加显著，并得到巩固和加强，同时又利用其辐

射带动学科群内一些比较薄弱的学科的发展，使这些学科也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形成新兴的优

势学科。这样的良性循环使学校能拥有众多的前沿技术和一批有活力的优势学科极，从而提升学

校的核心竞争力
[7]
。 

因此，鉴于口腔医学学科发展的局限性，应用“学科极”的模式对口腔医学学科的发展进行

规划，不仅可以实现多学科合作，开展跨学科研究，从而充分发挥各个学科优势，形成交叉融合的

学科极，就能以团队方式来进行联合申报课题，协同开展研究攻关，共享创新知识和成果；其次可

以实现人员交流互补，提高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将口腔的二级学科之间以及口腔学科与其他一

级学科有机整合在一起，使各个学科的人力资源能够产生强大的合力，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最后，

“学科极”模式可以帮助学科构建大平台，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口腔医学学科的建设资源是有限

的，制约了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通过各学科之间重组和整合，使师资、仪器设备、科

研场所、科技资料等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避免了重复建设和闲置浪费，充分实现了学科资源

的优化配置，使各个学科的资源能够产生强大的合力，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提高学科资源配置的

整体效益。 

(三) 积极推动医工结合，医理结合 

口腔医学的学科发展，离不开材料学的发展，以及生物力学的研究，仅靠口腔医学专业背景

的研究人员远远不够，具有一定工程信息学和材料学、力学等理工背景的研究人员也不可缺少，

医工结合、医理结合成为了口腔医学学科开拓研究新领域的必然之路，其次，目前国内高校科研

项目重复申报、科研资源大量闲置、成果转化率普遍较低的现象，因此如何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合理整合是学校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如何为交叉科研的群体组织机构提供组织保

证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口腔医学学科的发展可以将医工、医理结合作为切入点，创建新的交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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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拓宽科研思路。 

积极推动医工结合、医理结合，首先要搭建平台、培养创新型人才，充分发挥医学学科的优

势，加强和突出医工结合，培养具有医学背景的工程技术人员，形成完善合理的知识体系和能力

结构。医工（理）交叉发展要得到质的飞跃归根到底离不开复合型拔尖人才和优秀科研团队的培

养。而复合型人才必须具备多学科知识，且能自由加以整合和运用。为此，高校应结合实际情况开

设跨学科课程的教学，同时遵循科学发展的整体观及其内在的关联性，从学科内部的相关性和科

学的整体性出发，建立新的思维方式，即以综合的或跨学科的方式组织课程教学，使不同的学科

教育从内容上而非形式上、从实质上而非表面上形成有机的融合
[8]
。 

综上，“双一流”建设的提出，对于口腔医学学科的发展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作为一个医学

专业中的非优势学科来说，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积极转换观念，改革制度，以组建创新性科研人

才梯队为工作的核心，建立科研平台，利用好学科交叉、人员交叉带来的科研新思路，为口腔医学

学科的发展谋求新的发展思路，以期在新一轮的学科评估中赢得较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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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家庭医生以诊所经营为主，实行自我管理，

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德国医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强调临床训练，

并通过医疗保险的给付督促医生的继续教育。本文借鉴德国

家庭医生培养模式,对加强全科医生的临床实践环节和全科

医学培训基地建设方面提出建议，以期对我国全科医生培养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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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German General Practice System on the Specialized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in China 

Abstract:German family doctors are mainly clinics, self-management and provide primary care 

health services. German medical education reform emphasizes clinical training and urges doctors to 

continue their medic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payment of medical insurance.Based on the training model 

of family doctors in German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training base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China. 

Keywords: Germany;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self-management; Medical education 

家庭医生的职责，不只包括负责个体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妇女儿童的预防保健，还包括提供

医疗服务的同时，关心关注患者的心身健康、家庭问题及社区环境。德国的家庭医生（Hausarzt, 

Family Physician）也称执业医生，提供基本医疗（primary care）服务，在诊所工作。在德国，

全科医生（Allgemeinarzt, General Physician）是专科医生的一种，全科（Allgemein, General 

Practice）是与内科、外科等并列的医疗专业。获得专科医生资格是对医生的专业的高度认可。家

庭医生可以不是专科医生，只要有行医资格就可以签约成为家庭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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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德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 

德国的老龄化程度严重，使德国未来医护人员面临短缺。因此，高效的卫生服务体系和合理

的医疗资源分配至关重要
[1]
。德国的医院不设普通门诊，基础医疗主要通过诊所完成。诊所以日间

门诊为主，也有少部分诊所承担急救功能，家庭医生在诊所执业。病人寻找家庭医生，由家庭医生

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治疗，如有需要则转诊至专科诊所，专科医生无法在诊所治疗再转诊至医院。

因此，医院基本只负责大病、重病患者的诊疗及住院病人的收治
[2]
。医疗的效率就是病人在医疗系

统里得到最合适的治疗，家庭医生的首诊及转诊直接决定了医院的工作量及整个医疗体系的效率。

近年来，德国医疗系统加强了跨部门的合作网络，健康金齐格塔尔整合医疗（ Healthy 

GesundesKinzigtal Integrated Care，GK项目）是面向人群、以健康促进为核心一系列的整合计

划，医生在系统里决定哪些人进入哪层医疗系统，在改善人群健康状况和健康行为、降低疾病尤

其是慢性病的发病率、控制医疗成本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
。 

(一) 德国医生“自由执业”管理体系 

德国医生在雇佣方面的基础是“自由职业（FreierBeruf)”。自由职业是指那些需要专门职

业训练的，具有较强专业性的，能独立工作的职业类型，如学者、医生、教师、艺术家、设计师、

工程师、会计师、律师、记者、翻译等。自由职业者可以受雇于人或独立开业并在税收及管理上有

有别于一般雇佣关系的办法。 

另一方面，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在工作时只从事其职业素养和培训所允许的事项，有免于行政

和外行干预的自由。也因此，在德国，医疗和教育等知识分子汇集的行业一般都有较强的“自治

特色”，政府及行政不过多介入。所有家庭医生的事务都是由家庭医生协会来规范及管理的，政

府部门除了在制定和颁布法律时参与，并不管理或介入具体事务。 

执业医生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立医保签订合同的合同医生，通过家庭医生协会和医保公司

结算费用，另一类是接诊自费病人的医生。德国医药分离，医生自由执业的特征，是由医生决定疾

病如何治疗，医疗质量的监督由医生协会承担，医生协会通过管理保险公司支付的医疗费用行使

医疗质量监管权利。家庭医生必须与保险公司签订服务合同，且必须是家庭医生协会的成员才能

开业。所以家庭医生有时也称作“合同医生”。同样，医院也必须与保险公司签订服务合同，成为

合同医院。而医院工作的医生与医院签订的是雇佣合同。 

(二) 家庭医生协会 

在家庭医生的管理体系中，家庭医生协会扮演者很重要的管理角色，既代表家庭医生，又管

理家庭医生。政府以法律形式将基本医疗委托给家庭医生协会，委托其承担辖内民众的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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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怎样实施，则由家庭医生协会来执行。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法律框架由政府来制定，但法律

框架内的行为则由家庭医生协会负责实施， 政府不再插手管理具体事务。 

德国的医疗体系有三个重要的角色：政府、保险公司和医生。国家有保障全民健康的职责，并

通过立法将健康照护的权利授权给医生，医生成立医生协会进行自我管理，并代表医生利益与保

险公司谈判
[4]
。联邦政府决定什么病由医保支付，州政府根据各区物价水平略有不同，价目清单全

德有效，医生只需提供医疗服务，具体费用由医生协会和保险公司结算。德国的保险公司多为公

立保险，少部分高收入人群会购买私立保险。家庭医生协会主要代表诊所家庭医生的权利，由家

庭医生代表、法律、财务、公共关系等人员组成，主要职责包括诊所成立的审批、医疗费用的收取

及分拨、医疗质量的监管等。诊所医生不经手费用，诊所将账单发送给家庭医生协会，协会进行医

疗质量监管和费用结算，保险公司将费用支付给协会，协会提取管理费用后支付给诊所
[5]
。 

到目前为止，家庭医生体系在德国运转良好，为德国民众提供了优良的基本医疗服务。虽然

也有各种批评声，比如整个家庭医生体系的成本太高，无法根据医疗质量进行医保结算等，整体

来看，德国的家庭医生体系是一个高质量的医疗保障体系。 

二、 德国全科医生培养体系 

德国医生自由执业的基础是全德的同质化医学教育，教学大纲全德统一，按照德国医师教育

法执行。德国高等教育公立大学的学费是国家付费，医学生的生源较好，医科大学的学生是从最

优秀的高中生中选拔而出，只有成绩名列前茅的高中毕业生，才能获得医学院校的考试资格。如

果高中成绩不理想，医学院校还提供非应届生录取，即通过 TMS（Test for Medical Studies）考

试
[6]
。 

德国全科医生的培养分为医学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两个阶段，在医学院校毕业并取得执业

医师资格后参加 5 年的全科医学专科医生培训，培训合格后成为诊所执业医生。德国医学的同质

化教育，是家庭医生在诊所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重要保障。严苛的全科医生培养体制、严格的卫

生资源配置、全科医生和其他专科医生的有效配合，使得私有化的诊所提供高效的基本医疗服务。 

(一) 医学院校教育（Ausbildung） 

德国的医学院校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学制至少六年，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一般很少有人能

在六年内完成学业，多数需要 7-8 年时间不等。第一阶段为医学基础教育，即医学院校教育，在

进入临床学习前需参加考察基础知识掌握程度的一阶段国家考试（National Board Examination），

通过一阶段考试后才可进入临床学习阶段。第二阶段为临床医学教育，即临床医学院学习阶段，

学习临床医学的各基础学科及亚专科。在本阶段临床学习三年后，为考量临床知识的积累，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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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参加二阶段国家考试。第三阶段为临床实习，在医院进行临床轮转，其中 4 个月为内科必修；4

个月为外科必修；还有 4 个月选修，学生可到感兴趣的二级学科如神经科、骨科等科室轮转。在

最后 12个月的临床实习结束后，参加“执业医师第三阶段资格考试”——口试，考试通过获得医

学院毕业证书和执业医师许可证，取得行医资质
[7]
。虽然通过国家考试以后即有执医资格，但未经

过毕业后教育取得专科医生执照的医生，保险公司是不支付医疗费用的（公立保险公司基本覆盖

90%的病人，只有 10%的病人为私立保险公司和自费病人）。 

为强调临床训练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德国以汉堡大学医学院为例开展了医学教育改革，

旧的医学教育体系属于阶段性学习，有两年的基础课程，四年的临床教学，基础课程结束后参加

第一次全国考试，在临床教育阶段参加第二次、第三次执业医师考试
[8]
。2018 年以后新的教学体

系，属于研究型知识学习体系，分为理论知识和临床学习两部分，两部分内容贯穿医学教育的全

过程，基础知识的教育比重逐年递减，临床知识的教育比重逐年递增，同时开展亚专业方向

（Wahlfächern, Second Tracks, ST）的培养。全科医学的 ST有 2个研究方向：国际文化交流和

家庭医生诊所。虽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非执医的必要条件，但却是多数医学生仍然向往的领域。

通过院校教育的科研训练阶段，完成毕业论文的医学生可以直接申请博士学位。许多大学认识到

必须促进和培养更多有责任心和乐于承担临床工作并热衷于科学实验的年轻医生科学家

（physician scientist），以推动医疗或基础科学的创新
[9]
。 

    

                    原有医学教育体系         医学教育改革模式 

图 1 新旧医学教育体系对照图 

Fig 1 Comparison chart of New and old medical education system 

(二) 毕业后教育（Weiterbildung） 

德国的全科医学专业是临床医学非常重要的一个专科，全科医师主要和医院合作，在识别未

分化疾病起到关键作用。德国虽未实行首诊在基层的医疗政策，充分尊重病人自主选择医生的权

利，但是由于诊所医生的可及性、诊所就医环境的优越性，以及诊所医生的服务水平高，病人往往

倾向于首选诊所就医，由诊所执业的家庭医生决定将病人流转到医疗系统的哪一层级。因此，并

非所有医学生选择全科医学专业，但是医学生在临床实习周有 2 周必须到家庭医生诊所学习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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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家庭医生诊所的运营，学习如何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德国医学院校毕业的医学生经过毕业后教育后才能成为专科医生，类似我国的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阶段。在成为全科医学的专科医生之前，需要经过 60个月历时 5年的培训。各州制定具体

的培训方案，如柏林医师协会的毕业后教育手册中规定，全科医生要经过18个月的全科诊所培训，

其中在内科诊所的时间不超过 6 个月；12 个月的内科培训，其中需要有 6 个月的病房时间；6 个

月儿科培训，6个月外科培训，6个月骨科或创伤科培训，12个月在门诊或病房的培训
[11]

。教学计

划根据手册细化，轮转计划制定得非常详细，以心电图为例，除了在数量上的规定以外，还对医生

的书面诊断做了规定，达到标准并通过考试才认为掌握了这项技术。 

德国汉堡将全科医学规范化培训分为四个阶段，同样符合 60 个月的培训总要求，其中 36 个

月必须在医院进行，24 个月在家庭医师诊所进行。另外，德国全科医学的一个特色是注重心身医

学的教育，毕业后教育阶段需要提供 80个小时的心理安慰和心理治疗的课程学习时长。 

表 1 德国汉堡全科医学毕业后教育 

Table 1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family medicine in German 

步骤 专业范畴 时 长

（月） 

轮转科室 

第一阶段 内科 18 内科：全科、心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肾内科、

肿瘤、风湿、内分泌 

第二阶段 病房（或门

诊） 

18 妇产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儿科、神经科、心理科、

精神科、康复科、骨科、泌尿外科 

第三阶段 外科或家

庭医生诊

所 

6 诊所或外科、急诊 

第四阶段 门诊或家

庭医生诊

所 

18 门诊或家庭医生诊所 

总时长 60 

(三) 继续教育（Fortbildung） 

为了保证医生持续稳定的看病的业务能力，根据不同的专业，每个专业都有一个“最少病例

数”，医生需要向家庭医生协会证明自己在到一定时间段内完成了最少病例数来说明自己的业务

能力维持在一个可信的水平。专业不同，这个时间段也不同，通常是每年。常见病的时间间隔短一

些，不常见病的时间间隔长一些。 

医学是个终身学习的过程，知识积累需要不断更新。德国家庭医师协会规定每五年要修满 250

个学分，1学分相当于 1小时学习时间，如果继续教育时长没有达到，家庭医师协会结算保险费用

的时候可以降低家庭医师的诊金，通过市场经济的杠杆效应督促医生不断学习。继续教育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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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参加学术大会的形式获取教育时长，需要提供参会证明，也可以通过提供其他医院的进修证明

获取。相比较参加会议，家庭医师协会更推荐在医学院校的学术研讨会做交流，或在学术会议上

做报告交流的形式接收继续教育。 

三、 我国全科医学专业教育的启示 

(一) 全科医学实践基地建设 

我国的全科医生主要执业地点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由于基层卫生服务的定位，病人对基层

医生缺乏信任并受到综合性医院的虹吸作用。社区医生很难承担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医疗照护，

而社区缺乏综合培训及职业发展的土壤，不能吸引优秀的全科毕业生留任，从而影响全科医学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社区实践基地的人才储备及师资团队建设。德国的基本医疗服务由全科医生及

其它专科医生共同承担，在诊所执业。全科医学和其它专科同等重要，不会被认为是初级医疗保

健
[12]

或缺乏专业性。随着家庭医生签约制度推广，社区医生逐渐承担起预防、诊疗、健康管理等

医疗服务，对慢性病、多病共存、未分化疾病的诊疗及管理起到关键作用。多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理人员普遍认为社区全科医学学科建设实际投入情况未达到期望，认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

高校或高校医学院的附属单位是显著提高社区医疗水平的新突破点
[13]

。依托医学院校的平台，建

设医学院校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避免临床教学和基层脱节。有助于促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

临床医疗、科学研究、教学师资、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发展，为社区基层医疗机构发展全科医学学科

建设，社区高层次全科医学人才培养提供新思路。 

(二) 社区全科医学临床教学能力提升 

德国所有医学生均需在家庭医生诊所临床实践，熟悉家庭医生的工作模式，了解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模式，保证转诊的效率及医疗效率。家庭医生在医学院校接受同等医学教育，在毕业后教

育阶段，3年在医院各临床科室轮转，另 2年是在家庭医生诊所进行，对未分化疾病的诊断，转诊

指征及流程，综合性疾病的照护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培训，对日后独立行医以及在医疗系统中提

供有效、高效服务提供可能。家庭医生教学诊所经所在地区的家庭医生协会或医学院认证，执业

医生在全科医学临床教学中，注重对话教学方法的使用，传授沟通技巧和良好医患关系的建设。 

1. 社区带教体系建设 

尽管全科医学教育引入我国 20多年，仍停留在基层医疗医务人员培训层面，我国全科医学高

等教育起步较迟，全科医学教育、培训、管理各方面的专家和人才相对匮乏，高学历的全科医师数

量相对专科医师而言非常少，一些社区基地的资深医师虽然全科医疗经验丰富，但缺乏全科医学

带教经验，且限于学历、科研达不到研究生导师资格要求而无法担任全科医学研究生导师，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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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学生进行临床实践过程中效果有限。构建“医学院-附属医院-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

学人才培养模式，医学教育及社区医疗协同发展，切实提高社区师资教学水平和能力。社区师资

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及教学管理，参加集体备课，通过加强社区师资和临床医学院师资的“全”“专”

联动，逐渐加强、加长社区临床实践时间及深度。同时，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岗位胜任力为导向，

明确教学目标，细化培训大纲，加强过程化考核和终结性评价。 

2. 社区带教师资能力提升 

综合医院成立全科医学科，成为现阶段解决全科师资匮乏的一种有效途径。在三级医院开设

全科医学科，吸纳通过转岗培训的全科师资及对热衷于全科教学的专科师资成为专职及兼职带教

师资，并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带教师资进行教学培训及技能考核，将是现阶段全科医生培训过程

中的重要促进因素。建立健全由全科医学科牵头、相关临床科室和基层实践基地协同的全科专业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为持续培养质量合格、数量适宜的全科医生提供有力的医疗、教学、科

研组织体制保障
[14]

。同时，建设医学院校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从师资学历提升、海外培

训、教学能力等方面进行培训和提升。 

(三) 提高全科医学生源质量 

我国从 2012 年起在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点下增列全科医学领域，但获批的 76 所西医院校

仅有 25所招收了全科医学专业硕士，且个别院校没有严格要求前置学历为全日制临床医学专业本

科学历，可能会因学生临床专业知识的缺乏而影响培养质量
[15]

。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将全科

医学概论作为医学本科生阶段的必修课程，在医学生本科生阶段开展全科医学教育，不仅对于医

学生对基层医疗的认识以及择业方向有促进作用，有助于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人才储备，而

且对于医学生对整个医疗体系的认知以及“全”“专”结合思想起到启蒙作用。在校期间的全科

医学教育将促进医学生对全科医学诊疗模式认知的转变，有利于其树立完整的医学观，提高其对

全科医学的学习兴趣，有助于毕业后选择全科医疗服务
[16]

。某医学大学 7 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在参加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病房参加一周实习以后，从事全科医学的意愿明显高于在相同医院其

他内科实习一周的学生
[17]

。 

医学院校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在提升社区综合服务能力建设以及教学能力提升方

面以外，增加了社区医生的职业认同感及荣誉感，以期能吸引更多优秀的全科医生留任。 

推进以基础医疗人才培养输出为评价指标，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医学教育排名体系
[18]

，强调

基础医疗的重要性对全科医学招生宣传有积极影响，建立健全由全科医学科牵头、相关临床科室

和基层实践基地协同的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做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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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教学基地和医学院校的联动，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深化医改、建设健康中国提供可靠的全科

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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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教协同”背景下， 

住院医师获得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质量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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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对住院医师获得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

位的“双轨对接”培养模式及学位质量进行研究，剖析其存

在的问题现状，以某医科大学为例，从国家、社会和高校层

面，从招生准入的把控和培养过程的管理等各个环节不断地

改进、探索和改革，使其得到较高的社会认同，为临床医学

硕士专业学位质量保障构建做有力支撑。 

【关键词】 医教协同；住院医师；硕士专业学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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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ynergy of medicine and education", resident physicians 

obtained master's degree in clinical medicine and quality assurance research 

Abstract：This paper aimed to resident to obtain a master's degree of clinical medicine docking 

"dual-track" training mode,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a med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from the state, society and university level, 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access control and 

management and so on each link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process, exploration and reform, with a higher 

social identity, for the professional master degree of clinical medicine quality assurance to build support. 

Keywords: Medical and Teaching Collaboration; Residents; 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Quality 

assurance 

2014年 6月，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取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并达到学位授予标准的

临床医师，可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并授予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这使得“医教协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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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重新定义医学教育中的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将会产生重大

影响。
[1]
2015年 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临床医学、

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的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主旨是为了完善我国住院医

师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途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临床医学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双轨对接”的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从学位教育制度上对毕业后医学

继续教育的成果得以认可进行规范，更是极大丰富了医学人才继续教育领域的内涵，使得医学院

校教育之后的两种最主要的教育（培训）途径更加有机融合，发挥更大作用。 

一、 “双轨对接”培养模式学位质量现状分析 

（一）政策层面对照：《办法》与《要求》在相互对应中找契合和差别 

《办法》从申请资格、申请程序、课程考核、临床能力考核、学位论文答辩等五方面，对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双轨对接”模式提出明确要求。全国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编订的《专业学位类别（领域）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以下简称

“要求”）中，对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基本要求从基本素质、基本知识、实践训练、基本能力

和学位论文基本要求等五方面作出详细规定。 

1. 对临床实践能力的训练和考核的要求高度统一 

《办法》中“申请资格”与《要求》中“获本专业硕士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高度一致，且

均有明确的时间及资质的要求。体现出住院医师在获得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注重临床实践训练

这一特点。 

2. 对学位论文基本要求趋于一致 

《办法》和《要求》均对其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做了一致的规定：学位论文选题应紧密结合临床

工作实际（实践），且论文答辩重点考核申请人的临床科研能力。 

3. 对基本素质、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要求存在差别 

《要求》中提出：授予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申请人应具备职业精神、专业素养和学术道

德素养三种基本素质，应掌握基础、人文和专业三种基本知识，以及应具备获取知识的能力、临床

实践能力和科学思维及临床研究三种基本能力。《办法》仅指明申请人通过相关课程考核等要求

后可以申请相关学位，相关课程如何实现《要求》中的内容，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二）模式实施困境：“双轨对接”模式推行中的问题和现状 

1. 申请人水平不均衡 

《办法》规定：申请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申请者，须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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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住院医师或已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临床医师。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是通过所属省（市）级的卫生行政部门统一制定的招录考试，考录

到各个规培基地医院，但是全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招录大纲，甚至有些省、市、自治区或直辖市内部

的规培人员招录考试标准存在差异，导致规培人员能力良莠不齐，起点不一，势必影响地区之间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果的相互认可。而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是硕士学位的一种类型，要求具

备一定的资格和能力才能获得。否则放任入门门槛，不对授予对象的水平进行严格审核，无法体

现专业学位的价值和含金量。 

2. 获取学位的过程管理遇到挑战 

（1）规培专业分类与专硕领域设置不同 

对于临床医学，国家卫计委印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与标准（试行）》按 23个专业

开展规培，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编撰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

录》设置了 17 个领域（见表 1）。可以发现两种培养体系的专业和领域划分不统一，不能一一对

应，甚至还有各自单独设置的专业和领域，如果两者要实现完全“反向对接”，学科和领域划分

标准有待于整合和统一。 

表 1：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与临产医学专业学位领域对照表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23个)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领域（17

个） 

临床医学 内科 内科学 

 儿科、儿外科 儿科学 

 —— 老年科学 

 神经内科 神经病学 

 精神科 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皮肤科 皮肤病与性病学 

 放射科、超声医学科、核医学科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检验医学科 临床检验诊断学 

 
普外科、神经外科、胸心外科、泌尿外科、整形外科、

骨科 
外科学 

 妇产科 妇产科学 

 眼科 眼科学 

 耳鼻咽喉科 耳鼻咽喉科学 

 放射肿瘤科 肿瘤学 

 康复医学科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 运行医学 

 麻醉科 麻醉学 

 急诊科 急诊医学 

（2）导师/导师组负责制度面临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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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硕在培养过程中，在规范日常轮转行为、训练临床研究能力和提升临床逻辑思维水平等方

面，导师/导师组负责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规培人员在接受规培过程中或已经获得规培合格

证后，基本上没有严谨的导师/导师组进行系统的思维、实践和研究能力的训练，同一个专业领域

的规培人员可能因为带教教师或者科室主任的个人风格不同，而在各个能力方面表现极大差异。

获得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不仅要求有达标的临床实践技能，除此之外的临床研究能力、医德医

风表现等水平都是考核的重要标准，这与合理科学的导师/导师组负责制的完善有重要关系。 

（3）相关课程考核难以有效实施 

《办法》要求，规培人员若获得临床专硕学位，须首先通过学位授予单位自行组织的学位课

程考核。学位课程是由各个学位授予单位自行设置，可能存在同一个地区两个不同学位授予单位

设置的学位课程差异很大。又由于申请专硕学位的规培人员情况较为复杂，有的正在接受规培，

有的已经结束规培并获得合格证书，其接受学位课程学习的时间难以统一，学习效果难以保证，

如何实施科学有效的学位课程考核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难以合理设置培养年限 

 统招专硕培养时间按照规培时间，从入学开始一共 33 个月，剩下的 3 个月准备临床能力考

核和学位论文答辩，基本三年内可以完成整个培养过程。而规培人员，尤其是已经取得规培合格

证的人员，其课程考核、临床能力考核和学位论文答辩不必花费三年的时间即可完成。若根据每

个人不同情况，独立设置各自培养年限，无疑会给管理带来巨大的现实困境。因此，如何科学设置

合理的培养年限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二、 “双轨对接”培养模式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探索 

（一）积极发挥学位授予单位的主体作用，建立健全质量保障标准 

高校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同时也是质量保障的主渠道。
[2]
在国家标准的框架下，院

校应建立健全适合本校培养目标的住院医师获得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基本

知识和基本能力标准。如某医科大学于 2016年印发《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临床

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工作实施办法（试行）》，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本校申

请学位人员的实际情况，制定上述实施方法，有效的推动该项工作的进展。 

（二）探索全流程渗入式学位质量保障管理 

1. 严格把控生源入口 

《要求》规定，获得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学位须具备一些列基本素养、知识和能力，且研究

生教育并非大众教育，不能因为追求学位授予数量而置质量不顾，当前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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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良莠不齐，又因教育相关资源、学校规模及规培医院规模均有限，须对申报人从入口进行严

格把控，以期通过入口把控后，均是有能力获得有质量保障学位的申报人。如某医科大学研究生

院要求各临床医院按照本单位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导师数量拟定招生计划，而后进行医学英语

考核的筛选，通过医学专业英语考核的一定比例申请人才有资格在“全国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

学位管理工作信息平台”我校名下进行注册，且务必通过国家组织的外语和学科综合考试后，才

能跟导师、院系签“进入研究生培养环节”的申请书，正式进入研究生培养环节。 

2. 整合统一的专业和领域匹配机制 

国家卫生和教育主管部门应尽快整合并统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领

域匹配机制。各级地方卫生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进行磋商，如何应对专业和领域不匹配的问题。各

相关院校也应该制定适合本校规培基地实际的方案，实现“双轨对接”顺利对接。如某医科大学

将“放射肿瘤科”专业与“肿瘤学”领域匹配；将“老年医学”领域与“内科”专业匹配。 

3. 加强导师/导师组队伍建设 

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素质建设一直作为学校提高研究生教育水平与质量的重点，要保证同等

学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必须要重视导师队伍建设。
[3]
首先，改进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导

师遴选条件以及招生，使有资格、有能力的导师能尽快遴选新增为导师，能够在有质量保障的情

况下开展招生；其次，举办导师/导师组培训，将培训成果与其招生资格挂钩，进而规避可能会影

响到学位质量保障的情况发生；第三，改革导师/导师组评价制度，强化导师/导师组是同等学力

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4]
 

4. 开设多种形式的课程教学途径 

根据规培医师的自身情况不同，有些已经获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并开始正常

工作，有些还正在接受规培。为了便于他们既可以选择与统招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一样的在校集

中授课方式，也可以参加专题讲座、研讨会沙龙、病例案例解析以及网络教学等多种形式的课程

教学途径。课程教学途径多样，考核方式多种，一定成都缓解了在职医师申请学位过程中的诸多

矛盾，且课程质量也能得以保障。 

5. 灵活实施弹性学制 

灵活设置弹性学制，如某医科大学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 3 年，最多不能

超过 6 年。以培养过程中的科研工作进展，特指其学位论文的产生过程，作为学习年限参照的标

准。具体如下：第一学期为课程学习和考核，第二学期申请课题开题，第四学期进行论文中期考

核，若已经满足授予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标准，则于第六学期申请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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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环节须逐一完成，不可能漏掉或者跳过，因此就提供了产出学位论文时间上的保障，倘若能

顺利通过各个环节，也就保障了学位论文和学位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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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麻醉护理学科建设现况及未来发展趋势 
赵秀芳 康荣* 

030001，太原，山西医科大学 

通讯作者 康荣，250208018@qq.com 

【摘要】目的：综述我国麻醉护理学科在临床实践、护理

管理、护理科研和护理教育中的建设现况并预测可能的发展

趋势。 方法：对 2000 到 2019年 收录在 pubmed、万方、维

普中的文献进行检索。 结果：随着麻醉医学的进步和国际先

进麻醉护理理念的引进，我国麻醉护理在临床实践、护理管

理、护理科研和护理教育中均取得了重大的进步，麻醉护理

已经日益受到麻醉界和护理界的高度重视成为提高临床麻醉

质量，保障患者生命安全和促进患者术后康复的重要力量。

结论： 我国麻醉护理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阶段，麻醉护士

的角色还需更多的细化研究，紧跟国际麻醉护理的步伐、适

应现代麻醉医学的发展，是我国麻醉护理在今后发展过程中

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麻醉护理；建设现况；未来趋势 

 

赵秀芳，2017 年 8月至今就

读于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

院，硕士研究生在读，麻醉

护理方向 

Pres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Anesthesia Nurs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nesthesia nursing 

discipline in clinical practice, nursing management, nursing research and nursing education in China and 

predict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trend. Methods: The literatures collected in pubmed, Wanfangand VIP 

from 2000 to 2019 were searched. Results: With the progress of anesthesia medicin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advanced anesthesia nursing concepts, China's anesthesia nursing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clinical practice, nursing management, nurs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nursing education. Anesthesia 

nursing has been pai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y the anesthesia and nursing circles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anesthesia, ensure the life safety of patients and promote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Conclusion: Anesthesia nursing in our country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The role of anesthesia nurse needs more detailed research. 

Keeping up with the pace of international anesthesia nursing and adap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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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sthesia medicine is the only way for anesthesia nursing in our country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process. 

key words：Anaesthesia nursing; construction status; future trend 

麻醉护理的发展与麻醉医学的进步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新型麻醉药品的使用和麻醉监测

技术的提升，麻醉医学逐渐走向微创化和智能化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诞生了许多新的医学理

论和管理方式，其中就包括快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ERAS是

指在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的基础上，遵循现有的最佳医学证据，以优化围术期的各个环节，来达

到减少患者并发症，改善手术预后和促进患者早日康复的目的
[1,2,3] 

。在该理论的指导下，2016年

麻醉学年会将“从麻醉学到围术期医学”作为主题，2017 年和 2018 年继续沿用该主题。2019 年

麻醉学年会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会议主题“不忘初心，走中国特色围术期医学之路”。麻醉主题

的确定标志着围术期麻醉管理将成为我国现阶段麻醉医学发展的主要方向
[4,5]

。新方向的提出，必

然要求麻醉护理也做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现代麻醉医学的发展，这既为我国麻醉护理的发展带

来了巨大的机遇也使临床麻醉护理面对巨大的挑战。本文就目前我国麻醉护理在临床、科研、教

学和管理方面的发展现况进行综述，指出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为我国麻醉护理的进

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 发展过程 

（一） 相关概念 

在美国，麻醉护理的发展已经有 160多年的历史
[6]
，属于最古老的高级技术应用性护理专业

[7]
。其在麻醉专科护理人才的培养上更是形成了完整而全面的教育体系，包括专科培养形式、课

程内容设置、资格认证与考核、工作范围与临床权限等
[8]
，完善的教育资源培养体系和责权对等

的法律规范为其麻醉护理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从国际上麻醉护理的整体

发展程度来看，因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护理专业的发展水平和麻醉护士的角色定位等都有很大

的差别。为了协调和促进全球麻醉护理事业的发展，提高全球临床麻醉护理质量，瑞士、丹麦等

11个国家于 1989年成立了代表全球麻醉护士事业的组织——国际麻醉护士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Nurse Anesthetists，IFNA）。
[9]
IFNA将麻醉护士（Nurse specialized in 

Anaesthesia）定义为在完成基础护理教育和基础麻醉教育的前提下，经过国家认证，可从事麻

醉护理工作的护士
[10]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我国麻醉护理工作者在积极参加与麻醉护

理相关的国际性学术组织，学习国外先进麻醉护理理念和管理模式的基础上，也制定了符合我国

国情的麻醉护理发展方针。2017年，卫生部颁发的《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医疗机构麻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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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和护理单元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将麻醉专科护士定义为已注册护士执业资格的

护士，在临床工作满 2年及以上，经麻醉专科培训，通过相关考核，从事麻醉护理工作的高级专

科护士
[11]

。虽然国际、国内对麻醉护士的定义稍有差异，但都包括一些共同要素。首先需要在医

学院校进行系统化的基础护理学和基础医学教育；在此基础上再进行麻醉学、麻醉药理学和麻醉

监测学知识的学习；最后经过一定时间的临床实践，将所学知识融汇贯通，经过考核取得国家认

可后，方可从事与麻醉护理有关的工作。   

（二） 麻醉护理的引入过程 

十九世纪中叶，由于外科手术的发展和麻醉技术的进步，美国开始有了从事麻醉护理护士

[12]
。目前，美国麻醉护理的模式已经相当成熟和完善。对取得麻醉硕士学位，且通过美国麻醉护

士国家委员会（NBCRNA:National Board of Certification Recertification for Nurse 

Anesthetists）认证的注册麻醉护士（Certification Recertification for nurse 

Anesthetists，CRNA）资格考试的学生，即可从事临床麻醉护理工作
[13,14]

。这些高级麻醉护士的

出现，不但缓解了美国麻醉医生长期缺乏的现况，也极大地促进了麻醉学科的经济化和微创化。

在学习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为促进我国麻醉护理的发展，也为促使我国麻醉护理与国外麻醉

护理相接轨，我国护理人员在引进国外先进理论、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制定了符合我

国国情的麻醉专科护理发展规划。该规划将我国麻醉护理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2011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护理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
[15]

；2012年卫生部印发的《医药卫生中长期

人才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强调要大力发展高级专科护士 
[16]

；2016 年 卫生计生委 印

发的《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9]

中强调要不断拓展护理专业的服务领域，加

强麻醉科护理服务质量、为围手术期的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优质护理服务。至此我国麻醉护理

人才的培养模式实现了从从属于临床麻醉医生到能独立从事临床麻醉护理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型

人才的转变。 

二、 发展现况 

（一） 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1. 提高麻醉护理门诊的服务水平 

邓硕曾等
[18]

在解读和思考设置“麻醉科门诊”时强调麻醉门诊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麻醉护士

的助力。麻醉护士可以通过帮助患者完善术前就诊流程，协助麻醉医生为患者做好麻醉前的准备

工作等方式来减轻临床麻醉医生的工作负担，改善患者的术前焦虑程度。马正良、熊利泽等
[19]

在

“麻醉科门诊建设专家指导意见”中提出麻醉护士可通过发放术前评估单，并指导术前患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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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单，从而提高麻醉医生对术前患者病史的了解，提高评估效率。王古岩教授
[20]

在圆桌会议中

探讨麻醉医生如何成为围手术医生中指出，麻醉医生与手术医生，麻醉护士等相关专业人员合作

是优化围术期医疗体系的基础，培训麻醉护士，提倡麻醉门诊护士在术前对患者和家属进行健康

宣教，是融洽医患关系，缓解患者术前焦虑的重要保证。总而言之，麻醉门诊的麻醉护士在术前

应协助麻醉医生完善手术评估、健康教育、麻醉预约等工作；术后因提供麻醉随访、疼痛管理，

麻醉恢复等知识、促进术后患者早日康复。 

2. 提高麻醉科的护理服务质量 

目前，除麻醉科门诊外，大部分麻醉科护士的主要工作场所包括：手术间、麻醉诱导室和恢

复室、麻醉物品管理库等。按工作职责麻醉护士又可分为总务护士、手术间护士、诱导室和恢复

室护士。总务护士负责麻醉药品、麻醉耗材和麻醉仪器设备的管理；手术间护士主要配合麻醉医

生进行术前核对检查、完成相关麻醉操作并提供术中生命体征监测；麻醉诱导室和恢复室护士主

要提供麻醉监测和记录、配合心肺复苏等抢救工作、必要时遵医嘱用药。 孟富饶等
[21]

在研究麻

醉护理是否可提高剖宫产术后镇痛效果中将住院的 80例行择期剖宫产的孕妇分为对照组和试验

组，对照组进行传统的镇痛管理，试验组采用术后麻醉镇痛护理，研究结果表明，与对照组对

比，个体化麻醉护理的产妇在术后疼痛评分、不良反应发生率和对镇痛的满意度上均有统计学意

义。刘君等
[22]

通过回顾性分析 230例心脏外科手术患者的病例，按事先拟定好的纳入、排除标准

将研究对象分为研究者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心脏外科常规的干预方法，研究组在对照组的基础

上加上围术期麻醉管理，比较两组患者：（1）T0、T1、T2时的 HR、MAP和体温；（2）T0、T3时血

清中的 CTnI，CK-MB含量；（3）术后并发症发生率；（4）术后 SERVQUAL评分。结果显示，研

究组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由此可见，麻醉护理的开展可有效改善麻醉患者的术后不适，保

障患者的生命安全。 

3. 提高麻醉护士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外科微创手术的发展、新型麻醉药品的使用和麻醉监护技术的进步，必然要求麻醉护理人员

不断学习新的麻醉知识和监测技术，发展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便更好地配合外科医生和麻醉医

生完成手术，确保手术的顺利开展和麻醉的安全可靠。这既是麻醉护理在向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对

临床护理人员的必然要求，也是护理人员为明确自身职业发展和维持核心竞争力的必然经过。除

此之外，相关文件中也要求麻醉护士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将自身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的现实需

求相结合。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的《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
[29]

中强调护理工

作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密切相关，要加大培养专科护理的力度，提升专科护理人员的自身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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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临床的服务水平
[23]

。临床麻醉护理的深入发展，在提高麻醉护士的临床实践能力，为患者提

供更加优质的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可提升麻醉护士对临床工作的满意度，使麻醉护士在工作过

程中能更好地将自身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结合，提高麻醉护理士的社会责任感。 

（二） 在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我国麻醉专科护士职责与工作细则（草案）》
[24]

中规定麻醉护士应在科主任的带领和护理

部的指导下完成临床麻醉护理工作。以此为依据，王静等
[25]

研究医护协同管理在临床麻醉护理管

理中的应用效果。其中，护理部主要负责对麻醉护士进行传统的临床护理规范化管理和临床安全

质量监督工作进行培训，麻醉科主要负责对麻醉护士进行麻醉专业知识的传授和相关麻醉技能的

培训，之后对接受过此次培训的麻醉护士进行统一考核。结果显示，医护合作共同对麻醉护理单

元实施管理，可有效提高麻醉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改善其工作效率，同时也能提升医生和护

士之间的沟通能力，促使麻醉护士更加充分地了解患者病情，从而更好地胜任手术室、恢复室和

预麻室的麻醉护理工作。沈祎蕾等
[26]

在进行上海市二级及以上医院麻醉科护士的管理情况时指

出，目前上海市二级及以上医院的麻醉科对其麻醉护理人员的管理方式不尽相同，但大部分医院

采取医护一体化管理的方式，这种管理模式不仅可以降低患者手术和麻醉的风险，而且可以有效

缓解医患关系，减少不良医疗事件的发生率。可见，医护合作共同对麻醉护理单元进行管理是目

前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管理方式，也是各大医院对麻醉护理单元的进行管理的主要管理方式。但

是，由于我国麻醉护理存在起步较晚，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各个医院根据其自身的发展现况在

对其麻醉护理单元的管理方式上也稍有差别。但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对麻醉护理单元的管理仍以

医护协同管理为主，随着麻醉医学的发展和麻醉护理的进步，有关麻醉护理单元的管理问题仍需

不断探索。 

（三） 在护理科研中的应用 

麻醉护理学科的进步与麻醉护理科研的发展密切相关，两者相互协同、共同促进。但由于我

国麻醉护理起步较晚，且大部分临床麻醉护理人员工作任务重，科研能力不强。罗小平
[8]
提出应

帮助临床上对科研有浓厚兴趣的麻醉护理工作者学习有关科学研究的理论知识、统计数据处理知

识和文献检索知识，有条件的医院也可以为临床麻醉护理工作人员提供相应的学习平台，包括护

理学年会、麻醉学年会、护理学术交流等等，来提高麻醉护理士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此外，

由于我国麻醉护理的管理方式多采用麻醉科与护理部协同管理的模式，故刘燕等
[28]

在研究医护一

体化模式中强调，医护双方可以结合其各自的专业特点成立科研学习小组，医生负责讲解有关科

研方法和数据处理方面的知识，护士负责发现临床问题，收集资料。医护合作既能提升麻醉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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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研的兴趣、提升其科研能力，也能为临床麻醉医生提供全新的科研视角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两者在结合临床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共同学习，互相进步，是我国麻醉护理科研发展的重要方

式。此外，从历年我国麻醉护理文献的发表数量和质量上也可看出我国麻醉专科护理在科研上取

得的重大进步。王树欣等
[27]

通过检索常用的中文文献数据库中与麻醉护理相关的文献，对检出的

符合标准的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后得出，我国与麻醉护理相关的文献数量逐年增多，文献质量也

在逐步提升。由此可见，我国临床麻醉护理人员不但对科研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其科研能力和

学术水平也在逐步提升。  

（四） 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 

1.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应用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麻醉护理研究生培养的国家，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麻醉护理

人才培养体系
[13,31]

。我国麻醉护理的发展起步较晚，2010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护理硕

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设置方案，2011年我国开始设立麻醉护理硕

士学位，以培养具有坚实理论基础、较强分析能力的高层次、综合型的麻醉护理人才
[30,31]

。但

是，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麻醉护理研究生培养方案。杨巾夏
[34]

等通过深度访谈的方法

对上海市的 10名专业硕士进行访谈，以便了解其对各自工作的职业期望和就业体验，分析其在

工作过程中的正、负性体验，他们表示研究生教育可为其带来较高的成就感和发展机会。但是，

因学校培养与医院应用的脱节，也时常让其感到迷茫，加上目前我国护理研究生的角色定位和岗

位要求不明确，也时常会在医疗护理工作中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故研究者认为应探讨设计更加适

用于临床需求的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张文等
[31]

在立足我国国内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查

阅国内外与麻醉护理研究生培养有关的文献，确立了以专业课程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 MNS培养方

案，强调对于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来说，应重点培养其临床实践能力，以便更好地配合麻醉医生完

成麻醉工作。 

2. 在本科培养过程中的应用 

李蕾等
[32]

在探讨我国本科麻醉护理人才培养方面提出，应在学习护理学专业知识和医学基础

知识的基础上，增加麻醉学知识和技能操作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评判性思维能力，以

满足临床麻醉护理的需要。陈文真
[35]

研究泰山医学院麻醉护理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时分别从培养模

式、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三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在培养模式上应将培养方式与培养目标相结合，

并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在课程设置上应该依据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优化组合并制定相应的教学计

划；在教学实践中应以临床技能培养为导向，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高级麻醉护理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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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继续教育培训中的应用 

因我国大部分麻醉护士都未受过系统的麻醉专业化培训，各省为缓解麻醉护理人才短缺问

题，加强麻醉护理团队建设，纷纷出台了《加强和完善麻醉医疗服务实施方案》。要求加大麻醉

护理人才的培养力度。学者施瑱等
[33]

强调对参加继续医学教育的学员应根据职称和工作资历进行

培训，由麻醉医生担任主要培训任务，培训内容以麻醉基础知识和专业操作技能为主。  

三、麻醉护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麻醉护理作为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高级专科护理，在临床护理领域的开展过程中，仍有很多

不足之处：（1）缺乏系统的指导和规划：由于我国麻醉护理的发展呈地区不平衡性，所以全国

尚未形成统一的培训模式，且麻醉护理的管理是由麻醉科和护理部共同完成，有时也存在院系间

管理理念不一致的问题；（2）课程设置体系不完善：相较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我

国的麻醉护理在课程设置、培养方案、教学计划上均无统一的配套教材和理论体系，在培养方式

上也与临床工作相脱节，不利于麻醉护理学科的长久发展；（3）缺少专业的师资队伍：由于我

国麻醉高级护理人才的缺乏，在医学院校培养或继续教育培养过程中都以麻醉医生为主要师资力

量，因麻醉医生缺乏专业化的护理知识，对临床护理工作存在认识不足，导致在培训的过程中学

生不能将所学的麻醉知识与护理工作相衔接；（4）角色定位和工作范围不明确：导致麻醉护士

的工作内容可能与麻醉医生的工作内容相重叠，长此以往，不利于麻醉护士职业认同感的形成，

也易引起安全隐患和责权纠纷。虽然国内学者也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且其中的很多问题都在不

断的探讨和改进，但对于这些问题解决方案以及在方案推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阻挠均没有系统

的阐述，这不利于麻醉护理的深入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四、小结 

我国麻醉护理自开展以来在临床实践、护理管理、护理科研和护理教育中均取得了重大的进

步，麻醉护士已经成为提高临床麻醉质量，保障患者安全和促进患者术后康复的中坚力量。李洪

教授
[4]
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了外科手术微创化、智能化时代。加速康复外科

（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和围手术期医学理念的提出，为我国麻醉学的发

展提供了重大的发展机遇，我国麻醉护理必然也要跟随麻醉学和国际麻醉护理的大潮流不断发

展。如何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麻醉护理工作方案，培养适合临床需求的麻醉护士必将成为今后麻

醉护理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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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基础与临床学科共建的研究生

教育管理模式的探讨——以广州医科大学为例 
练雯 刘金保* 

511436，广州，广州医科大学 

通讯作者 刘金保，jliu@gzhmu.edu.cn 

【摘要】近年来，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事业取

到了飞速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仍

存在许多不足和弊端。通过调整与优化教育政策、

制度、资源配置和服务等层面开展医学研究生教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为社会培养出更多高层次的

医学人才。本文在改革目标分析的基础上，从医学

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的角度，

以广州医科大学为例，对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实践路径进行阐述。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医学研究生教

育； 学科共建；基础；临床 

 

练雯，广东广州人，广州医科大

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主

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研究

生教育管理。2011 年开始至今负

责研究生的培养教育、思想政治

教育和科研工作。发表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类、心理教育类、就

业规划类等论文 20余篇。同时，

开展了一系列以研究生为实体的

国家级、省市级的课题研究。并

且，取得了一些教学研究成果及

奖项，获得了广东省研究生优秀

工作者的称号。 

Discussion on the management mode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in China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and some research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and drawbacks. 

By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educational policies, system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ervices,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medical postgraduate education can cultivate more high-level 

medical talents for the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the reform objectives,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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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s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o elaborate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rgent 

requirements of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Key words: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discipline co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clinica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阐述“发展主线”时

指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

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

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
[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其中教

育属于社会领域
[2]
。 

医学研究生教育作为教育的一部分，它为社会培养医学领域未来的领军人才，为实现“健

康中国”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各项改革，优

化医学研究生教育结构，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优秀的医学高端人才，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的需要
[3]
。本文在改革目标分析的基础上，从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

的角度，以广州医科大学为例，对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路径进行阐述。 

一、改革目标 

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通过调整与优化教育政策、制度、资源配置和服务等层

面全面推动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培养出更多高层次医学人才
[4]
。

因此，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强化创新。 

（一） 以优化结构为基础 

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结构的表现。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是对

现有的 “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比如，瞄准医学研究生教育学科发展过程中的短板——

临床研究生研究能力较弱着手，以提升临床科研能力为目标，通过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相结

合，采取基础和临床学科共建的培养模式，一方面为医学研究生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思路和切入点
[5]
。另一方面也优化临床科研能力力量的结构，弥补医学院校发展的短板在

制度层面上。 

（二） 以提高质量为核心 

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标和最终价值取向是提高医学研究生教育的

质量。其质量的提高包括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质量和社会服务质量、教育教学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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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医学研究生教育目标是个多元、立体全方位的系统。其要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

为主线，深化综合改革，形成多元主体（优化学位授权、科学布局学科专业和服务社会等）

参与质量控制管理评价、运行和评估控制体制。 

（三）以强化创新为灵魂 

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以强化创新为灵魂贯穿于整个改

革之中。要强化创新，首先要回归大学本质，扩大办学自主权，调动广大医学教育工作者的

积极性，以对现实社会理想批判，对学术问题刨根问底，对临床难题迎难而上，以发挥人的

创新潜能，推动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建立，最终建立科学合理的医学研究生教育体制。 

二、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 

科学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为一个命题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医学研究生教育供

给侧结构改革是应当年教育弊端而生，其符合现代大学发展的理论逻辑，且建立在我国医学

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上
[5]
。 

（一） 结构性失调要求优化医学研究生教育 

医学研究生教育结构决定着医学研究生教育内部各因素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随着国

家对创新人才的需求和医学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但是仍存在许多不足和弊端。比如，面临着基础与临床严重脱节，传统的单导师制度培养模

式不利于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型、创新型高层次人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源于忽视

了从“供给侧”考虑医学研究生教育的自身归路。因此，推动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是积极引领医学院校适应社会进步转变的必然选择
[5]
。 

（二） 推进内涵式发展亟待提升医学研究生教育质量 

《2010年-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年教育部关于全面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都明确要求，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

质量”以及“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5]

。而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在九

十年代就提出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作为调整和充实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为适应

社会对高端医学人才的需要，我国医学研究生的入学率逐年提升。这导致不同背景、不同学

习能力的生源涌入。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扩大数量供给，又注重内在发

展品质供给，从而能更好地迎接超大规模的、个性化的高等教育受众。 

（三） 创新型国家建设亟需强大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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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力。近年来，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事业取到了飞速发展，各类医

学院校办学规模的持续扩大逐步满足了人们对于医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本需求
[5]
。然而，

就供给侧而言，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选择的空间有限和政策壁垒，既不利于多层次化和多样

化的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医学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1]
。医学研究生教育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以创新为灵魂，给研究生提供足够多样化的教育，以及选择教育的权力和机制。 

三、改革实践路径——以广州医科大学为例 

近年来，广州医科大学（简称“学校”）针对自身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教育中存在的

情况，通过基础与临床学科共建，组建基础与临床相结合的导师团队，建立多样化的政策导

向，完善教育多样化服务体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探索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理

论创新和实践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进一步推动和加强了我校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的交流

和融合，提高了医学研究生的多样性培养质量。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体双方工作开展情况及成效 

学校基础医学院学院、药学院、生命科学院与学附属第二医院、附属肿瘤医院、附属口

腔医院、附属第五医院、附属第六医院按照“优势互补、众创众享、互利共赢”的原则，以

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下，开展了不同层面和领域的深度合作。 

1 建立导师联合指导机制 

学校创新性的提出了共建导师组制，即由基础导师与临床专业导师合作，共同培养一位

研究生的模式：基础导师主要负责临床医学研究生在校期间的课程学习、实验技术的指导工

作，以及基础研究工作。各临床医院导师主要负责基础研究的临床应用。同时，我校利用学

校附属医院的资源组建了临床与基础相结合的师资队伍。根据研究方向，由基础导师和相关

临床导师组建联合导师组。例如，基础学院于 2017年率先与多家附属医院开展了共建工

作，在省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创新团队建设、人才共引共培、学术交流、学术论文产出、研

究生培养、学科资源共享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药学院与附五院深度合作，在该院成立了药

物基因组学教研室，指导医院搭建了“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并助力医院创立市重点实

验室。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排名方面，附属第五医院进步喜人，首次进入全国医院

百强，充分体现了合作共赢的共建成效。 

2 建立科学的人才培养机制 

基于临床实践与基础研究相结合的要求，根据学生入学前的科研、就读专业、性格特点

及兴趣爱好，导师组制定了个性化培养方案。在基础导师和临床导师的共同指导下，目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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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研究生已经完成了学位论文开题工作，并且保证每位研究生可以在与研究方向相关的临

床科室调研、实习，开展了充分依托临床医学专业资源为基础的医学人才培养服务。 

3 建立积极的学术交流机制 

为了让基础研究生深入临床实践一线寻找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也重视临床研究生通过自

己的临床实践经验为基础教学和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为此，就肿瘤、心血管疾病、代谢性

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重大疾病专题，我校导师定期组织基础和临床共建的研究生开展学

术沙龙，展开经验交流并探讨相关关问题，最终实现以发现和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有效沟通和

共同攻关。在这种交流中，基础研究生和临床研究生可以敏锐地从临床中发现自己所要研究

的问题且可以得到临床医务人员的积极反馈，真正做到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协调发展，并

促进医学研究逐渐深入，从而创新了研究生培养模式。 

（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体双方的问题分析 

1 共建研究生的管理协调机制 

随着共建的深入，参与学科共建（以下简称“共建”）的研究生逐渐进入开题阶段或中

期考核阶段。这些阶段涉及到各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多个管理部门进行管理，且系统性和

政策性强，同时，在培养方案和课程学习方面，也要根据学科共建的特色，联合制定学科共

建适用的培养方案。此外，由于研究生是由双方共同培养，则其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籍

注册、奖助学金评定等日常管理工作也应由双方组成的专属部门进行科学管理。 

2 保密原则和知识产权归属 

共建的研究生将有机会参与共建导师（非本导师）的课题研究，其中也可能会了解到一

些未发表的成果。这样，面对未发表的成果，没有明确的规定要求共建的研究生要遵循保密

原则。同时，对于共建成果的署名问题，目前已经制定了相关的协议进行约束和管理，但是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仍会面临许多问题。 

3 参与共建的研究生归属感培养 

共建的研究生将在双导师的指导下分别进入两个课题组参与课题研究，因为课题组的不

固定，有些共建的研究生甚至跨地区、跨学院参与课题研究，学习呈现分散的特点，个体身

份在不同的群体中转换，导致共建的研究生不认可自己作为某个群体的成员感，从而不能明

确自己在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以及所承担和履行的责任、义务和权力，从而不利于研

究生的专业和身心的和谐发展。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体双方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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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适应需求的学科专业群 

结合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政策，根据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对医疗服务产业需求，学

校要动态调整计划，确保研究型学科规模与高技能型学科规模相当，同时通过学科共建建设

一批专业特色明显的学科专业，提升学科专业群满足人们的医疗服务需求的能力，实现无缝

对接。 

2 优化生源渠道和招生方式 

建立“互联网+长效引导、突出优势”的招生宣传机制，通过互联网的平台，坚持长期

宣传引导，突出基础和临床学科联合培养的优势，让本科生树立对学科共建的正确认识和深

入了解，吸引优秀生源报考。同时，为了让具有较强科研逻辑思维、较强创新精神和能力的

研究生提前进入课题组，也可以优化招生方式，实行普通招考与直博、硕博连读、申请-审

核制等招生方式相结合。 

3 完善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 

为了培养“临床视野”和“科研素质”兼具的医学人才，让研究生通过所掌握的基础医

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敏锐发现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共建的研究生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应

该进一步完善。比如，根据共建的要求，增加新的培养目标，同时适时进一步完善新模式下

的培养方案。在课程体系方面，除了公共课程外，其他课程由共建导师组根据学生自身情

况、课题研究方向、培养目标和方案等情况进行个性化培养，适时增加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

整合的课程。 

4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良好、相对稳定的导师队伍是保证学科共建取得良好效果的关

键所在。学科共建的中心就是导师队伍的建设，要在基础和临床中逐渐组建一批分工明确、

联合培养研究生、优势互补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学术水平较高的“双师型”团队[4]。同时，

建立师资培养基地，为学科共建提供必要和重要的科研、教学和培养的人才。 

5 构建协同育人和协同管理的创新人才培养体制 

构建协同育人和协同管理是解决高端医学人才供给不足问题的办法。学校要打破学院或

医院、学科、专业壁垒，加大投入学科共建的资源，建立“双导师制”，依托学科、教学和

科研平台，高起点高标准加强协同育人和协同管理平台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能

力。 

6 引质量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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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机制是对学科共建主要指标完成情况的客观评价，对学科共建

的人才培养质量、学科共建质量具有重要的引导、判断和激励作用。因此，必须将质量评估

机制贯穿于共建的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做到监督进展、发现问题、提供信息、及时反馈。同

时，建立科学的分流机制，使研究生都能以最佳的方式完成学业。 

基础与临床学科共建下的研究生培养是一种创新的模式。我们认为这种创新模式推动了

高素质基础和临床学科研究生的培养发展。同时，也鼓励基础与临床学科共建的广度更广，

深度更深，从而更好的为医学科学的进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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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教育改革 

新时代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改革若干思考 
何珂 汪玲* 

200032，上海，复旦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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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索新时代如何加快发展博士专业学位

教育，提升教育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方法：通过回顾

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发展概况，分析我国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发

展需求，提出相应策略。结果：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速度

和趋势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现实需求紧密相关。发展

我国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新需求，

是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外部新要求，是满足专业自身发展的

内在新诉求。结论：临床医学类博士专业学位要深化医教协

同，主动对接健康中国 2030；其他博士专业学位要主动服务

国家战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对增设博士专业学位而言，要

深化专业学位认识，做好顶层设计；发挥教指委作用，做好需

求调研；加强行业联动，奠定发展基础。 

【关键词】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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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ral Thoughts aboout the Reform of 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how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education to sustain and boos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Methods: By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 education, 

analyzethe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 education in China, and come up 

with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Results: The speed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 educ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and the a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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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s of society. DevelopingChinese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 education is a new strategic need to 

suppor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new external requirement to protect the people's good life, 

and an internal new demand f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nclusion: The 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s 

of clinical medicine should deepen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medicine and education, and actively 

connect to Healthy China 2030. Other 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s should actively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support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 adding the professional doctoral degrees, it is 

necessary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and do a good job of top-level design; 

fully play the role of Education Steering Committee, do a good job of demand research; strengthen 

industry making the joint effort,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ment. 

Keywords: Doctor;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education 

改革开放 40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管理和培养体系不断完善，数量和结构不

断优化，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高[1]。目前，

我国已成为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并在朝着世界研究生教育强国迈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对如何提升教育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既是我国高等

教育服务行业需求、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使命，又是我国从研究生教育大国走向研究

生教育强国的重要特征，更是多部门、央地间协同高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点实践。而实现这一更高要求的关键所在，就是加快发展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应用人才的专业学位

教育，特别是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继续优化研究生培养结构。作为上海市“5+3+X”工作小组牵头

单位，在继续引领我国“5+3”人才培养模式的同时，更需要深化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改革，通过回

顾国内外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发展概况，分析我国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发展需求，并提出改革与发展

我国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策略建议。 

一、国内外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发展概况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是相对于学术型学位而言的学位类型，旨在培养适应特定

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具有创新能力、创业能力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2]。而专业

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是为培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而开展的教育。专业博

士学位实质上是一种高层次的职业性学位，突出实践性，追求社会价值和应用价值，这是区别于

追求学术价值的学术博士学位的本质性差异[3-4]。在社会诸多职业走向专业化的背景下，许多国

家已将获取专业博士学位作为从事某种职业的先决条件。 

（一）国外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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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初期，美国开启了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探索。1920年哈佛大学最早开设教育博士学

位（Ed.D），到 1930年又开设了商业博士学位。随后，其他大学相继在药学、社会科学、公共卫

生学等领域也开始授予博士专业学位，如医学博士、牙科博士、药学博士、法学博士、教育学博士

等[4]。1967 年，美国底特律大学率先设置工程博士学位（Eng.D）。随后，哥伦比亚大学、伯克

利加州大学等高校也纷纷设立工程博士计划。20世纪下半叶，随着工业和科技的飞跃发展，德国、

法国和英国也相继实行了专业博士培养计划。日本专业学位教育主要借鉴美国，虽起步晚，但发

展迅速。国外专业博士学位经历百年的发展历史，已形成了与传统的学术性博士学位（Ph.D）并行

发展、平分秋色的格局，其实践性强、学制灵活等优势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受到了行业的高度

认可[5]。 

（二）国内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上世纪 90年代，我国（注：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中我国主要指大陆地区）分别设置了第一个

硕士专业学位（1990，工商管理硕士）和第一个博士专业学位（1998，临床医学博士），经历了

“稳步发展、积极探索阶段”（1990-2008年）和“快速发展、制度完善阶段”（2009年-至今），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6]。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硕士学位为主，博士、硕士、学士三个学位层

次并存的专业学位教育体系，近 30年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已先后批准设立了工商管理硕士、法

律硕士、教育硕士、工程硕士、临床医学硕士、公共卫生硕士等 40种硕士专业学位，临床医学博

士、口腔医学博士、兽医博士、教育博士、工程博士和中医博士等 6 种博士专业学位，以及建筑

学 1 种学士专业学位。此外，在我国大陆地区的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或中外合作项目中，已开

展的博士层次教育中也会涉及到国（境）外高校的博士专业学位教育。 

目前，临床医学类博士专业学位（即临床医学博士、口腔医学博士、中医博士）已开始在北

京、上海等具备条件的地区或北大、复旦等高校开展“5+3+X”（X 为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或临床

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所需年限）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全国首批开展的工程

博士专业学位主要涉及电子与信息、生物与医药、先进制造和能源与环保四个领域，2018 年工程

博士调整为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资源与环境、能源动力、土木水利、生物与医药、交通

运输等 8个专业学位类别。 

综上，国内外博士专业学位创建和发展的原因主要有劳动力市场的大量需求、能够行之有效

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高校服务社会功能的逐步强化，以及职业专业化运动的蓬勃兴起等[4]。

尽管不同国家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起步不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但均有一个共同特

征，即其发展速度和趋势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现实需求紧密相关，是高等研究生教育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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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革命和新兴产业变革的重大举措[6]。因此，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必须紧跟时代、

与时俱进，加快研究、稳妥推进。 

二、我国博士专业学位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分析 

（一）发展我国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新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经济社会各项

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改善。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部分产业形态和组织方式正在改变，

我们要紧抓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实施制造强国战略。2015 年 5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

2025>的通知》（国发〔2015〕28 号）指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

强国之基，要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制造强国的根本，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

加快培养制造业发展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7]。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

中，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突破

发展（表 1），迫切需要科技创新引领和高层次创新人才支撑，必须通过走人才引领的发展道路，

进而最终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战略任务。2015年 10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国发〔2015〕64 号），将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要着力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8]。因此，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特别是工程

博士，是立足一流建设，加大学科交叉融合和校企合作，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科技和产业革

命带来的博士专业学位发展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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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制造 2025》中需大力推动的十大重点领域 

序号 领域 序号 领域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6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2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7 电力装备 

3 航空航天装备 8 农机装备 

4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9 新材料 

5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10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二）发展我国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是保障人民美好生活的外部新要求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和卫生健康两大民生工程，这一点也可以从我国博士专业学位设

置历程中看出，我国最早设置的博士专业学位就是临床医学博士，现有临床医学类博士专业学位

3个，教育博士 1个，占我国现有博士专业学位设置类别的 2/3，此外，工程博士中还有“生物与

医药”类别。党的十九大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全国教育大会、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以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为我国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也为教育和卫生健康领域博士专业学位发展提供了根本的遵循。特别是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

院先后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将加强医学人才培养、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而从数量上看

（表 2），十年间，包含教育卫生健康领域博士专业学位在内的所有专业学位博士毕业生，仅增加

了 1200人左右，专业学位博士毕业生占博士总量比较低，仅维持在 4%左右。这一培养规模与当前

社会需求之间对接并不理想，且主动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调整力度尚显不足。因此，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特

别是临床医学类博士和教育博士专业学位，是立足保障人民美好生活，贯彻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

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最新要求，更好更紧密地服务于教育强国、健康中国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提

出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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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9-2018年博士毕业生的数量和占比 

年度 
博士毕业生总数

（人） 

学术学位博士毕业生数

（人） 

专业学位博士毕业生数

（人） 

专业学位博士 

毕 业 生 占 比

（%） 

2009 48658 47551 1107 2.28 

2010 48987 47863 1124 2.29 

2011 44464 43320 1144 2.57 

2012 51713 50401 1312 2.54 

2013 53139 51248 1891 3.56 

2014 53653 51675 1978 3.69 

2015 53778 51649 2129 3.96 

2016 55011 52700 2311 4.20 

2017 58032 55823 2209 3.81 

2018 60724 58450 2274 3.75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 

（三）发展我国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是满足专业自身发展的内在新诉求 

根据对我国硕士和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及设置时间的梳理（表 3），在“以硕士学位为主，博士、

硕士、学士三个学位层次并存”的我国专业学位教育体系中，40个硕士专业学位中仅有 6 个设置

了对应的博士专业学位，包括已设置 30 年的工商管理硕士在内的其余 24 个硕士专业学位，至今

其专业学位教育体系仍仅停留在硕士层面，这也对相关学科及专业自身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1 世纪以来，学科及专业的研究成果在起到知识积累与传播的作用之外，更强调其作用于现实社

会，这也是造成博士研究生教育产生分化的重要原因[3]。传统的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培养

目标难以满足这一学科及专业发展要求，但其与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建立在共同的学科基础

上，近 30年，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对学科及专业建设的成果，也同样为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教育提供了坚实而广泛的基础。而国内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案例，则为专业学位博士研

究生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创新理念和经验借鉴。因此，发展博士专业学位，特别是新增设的博士专

业学位，是立足学科及专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健全符合专业特色和发展规律的专业学位教育体系，

更好地满足高校与社会“供需联动、共建共享”、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分类并进，协同创新”

的学科专业新诉求。 

表 3  我国硕士和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及设置时间 

硕士专业学位 

类别 

设置 

时间 

博士专业

学位 

类别 

设置 

时间 

硕士专业学

位 

类别 

设置 

时间 

博士专业

学位 

类别 

设置 

时间 

工商管理硕士 1990年   应用统计硕士 2010年   

建筑学硕士 1992年   税务硕士 2010年   

法律硕士 1995年   国际商务硕士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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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硕士 1996年 教育博士 2008年 保险硕士 2010年   

工程硕士 1997年 工程博士 2011年 资产评估硕士 2010年   

临床医学硕士 1998年 临床医学

博士 

1998年 警务硕士 2010年   

兽医硕士 1999年 兽医博士 1999年 应用心理学硕

士 

2010年   

农业硕士 1999年   新闻与传播硕

士 

2010年   

公共管理硕士 1999年   出版硕士 2010年   

口腔医学硕士 1999年 口腔医学

博士 

1999年 文物与博物馆

硕士 

2010年   

公共卫生硕士 2001年   城市规划硕士 2010年   

军事硕士 2002年   林业硕士 2010年   

会计硕士 2003年   护理硕士 2010年   

体育硕士 2005年   药学硕士 2010年   

艺术硕士 2005年   中药学硕士 2010年   

风景园林硕士 2005年   旅游管理硕士 2010年   

汉语国际教育

硕士 

2007年   图书情报硕士 2010年   

翻译硕士 2007年   工程管理硕士 2010年   

社会工作硕士 2008年   审计硕士 2011年   

金融硕士 2010年   中医硕士 2014年 中医博士 2014年 

三、我国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策略建议 

近年来，教育部等国家有关部委已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改革举措，推进开展博士专业学位

教育改革进行试点探索。在招生规模方面，近五年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15-2018年，专业学位博

士招生数分别为 1925、2509、2700、6784，2019 年更新增了 8000 余个专业学位博士招生名额；

在学位类型方面，《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教研厅

〔2016〕2号）明确指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

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9]，这有利于保障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培养标准的“同质性”和学历学位证书的“同效性”；在配套政策方面，2018 年 2月和 7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

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分类评价，从而发挥人才评价对

人才培养的“指挥棒”作用。此外，开展“大国工匠”等评选，充分发挥应用性高层次人才先进

模范人物的示范引领作用。 

在“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的工作主线指导下，针对现有博士专业学位

教育和增设博士专业学位教育分别提出改革与发展策略建议，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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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现有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策略建议 

1.临床医学类博士专业学位要深化医教协同，主动对接健康中国 2030 

我国自 1987 年即开始试点临床医学应用型博士研究生培养，并于 1998 年正式开始实施临床

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制度，是我国最早设置的博士专业学位[10]。随着我国学科门类的

调整和毕业后教育制度的完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先后设置了口腔医学博士和中医博士。为避

免与学术学位培养模式的趋同，结合临床医学（含口腔医学、中医学，下同）人才培养规律，我国

已逐步建立了“5+3+X”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其核心是“三个结合”，即博士研究生

招生和专科医师招录相结合、博士研究生培养过程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博士专业学位

授予标准与专科医师培训标准相结合[11]，其特点是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与职业资格有机衔

接。我国已建立统一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正探索建立统一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因此，对于临床医学类博士专业学位，要深化医教协同，充分总结试点地区或高校工作经验和存

在问题，在加快推进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与博士专业学位衔接的相关

配套政策设计，特别是在临床研究课题方面要加大与医学相关领域的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对于专

科医师准入与岗位聘任及职称晋升的关联程度的认识，完善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学科专业设置

与专科医师培训专业设置的对接，更好地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当前，我国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健康中国战略也对

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加快医学教育由“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促进健康为

中心”的转变，医学不等同于临床医学，仅仅依靠临床医师队伍，无法完全解决健康领域重大科

学问题和应对重大疾病防控挑战，需要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药学、护理等医学学科协

同发展[12]。2017年 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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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17〕63号），在强调以“5+3”为主体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建立

的同时，也明确将“公共卫生、药学、护理、康复、医学技术等人才培养协调发展”作为医学教育

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13]。2018年 9月，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发布《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的意见》（教高〔2018〕4号），明确指

出“全类型推进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围绕全周期全过程维护群众健康需要，深化临床医学类、

口腔医学类、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中医学类、中西医结合类、医学技术类、护理学类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加快培养不同类型医学人才。”[14]因此，在发展临床医学类博士专业学位的同

时，也应基于健康中国需求和人民群众需要，增设并大力发展公共卫生博士、临床药学博士教育。 

2.其他博士专业学位要主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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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博士：主动对接中国制造 2025，助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28次会议审议通过《工程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首批批准

25 个工程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培养集中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和能源环保四个领域。

2018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34 次会议决定将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调整为电子信息等 8 个专业学

位类别[17]。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对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进行调整的通知》（学位

〔2018〕7号）的要求，决定统筹工程硕士和工程博士专业人才培养，将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调整为

电子信息（代码 0854）、机械（代码 0855）、材料与化工（代码 0856）、资源与环境（代码 0857）、

能源动力（代码 0858）、土木水利（代码 0859）、生物与医药（代码 0860）、交通运输（代码

0861）8个专业学位类别[18]。截止目前，全国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达 40所。工

程博士作为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规划和组织实施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

作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是实施中国制造 2025的重要人才支撑。因此，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的当前

发展重点还应聚焦八大专业领域，在主动对接中国制造 2025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培养方案，以

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工程技术领域复杂问题为切入口，聚焦国家战略，瞄准国际创新前沿，

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同时要加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

化等引领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联动，体现高端性、系统性、实践性、个体性和创新性。同时，工程

博士专业学位涉及领域较多，与相关领域战略的联动，要发挥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以“生

物与医药”领域为例，可面向健康中国 2030相关领域的国家重点单位、地区、创新企业招收攻读

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设立示范型人才培养项目和特区，培养未来健康领域复合型高端工程

人才和产业领军人才，与临床医学类博士专业学位共同服务于健康中国战略。如复旦大学作为长

三角地区首批 6 所试点高校中唯一招收生物与医药领域工程博士的高校和上海市“5+3+X”临床

博士培养改革工作小组组长单位，率先探索和大力支持“大健康”领域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改革，2019年就招收了 81名“生物与医药”领域工程博士和 101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 

（2）教育博士：主动服务教育现代化 2035，加快拓展思政相关领域 

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26次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博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在我

国设置和试办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其目标是造就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领域复合型、职业型的高

级专门人才，这为奋斗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和管理人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专业发展空间，是培

养人民教育家和专家型教育管理干部的重要渠道[15]。教育博士专业学位定位明确，与教育学学

术学位博士在培养目标、培养对象、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论文要求方面均有不同，但是教育博士

专业学位存在招生规模总体偏小，授权点过少，难以形成较合理的布局等问题。因此，建议要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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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 2035》的要求，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强化职前教师培养和职后教师

发展的有机衔接，夯实教师专业发展体系，推动教师终身学习和专业自主发展[16]，建议在统筹

区域布局的基础上，在中西部地区和省属院校中适度扩大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单位，同时，要结

合我国教育工作的新形势，深入研究教育博士专业学位的专业领域设置，如设置思政课程和课程

思政方向，进一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招收大中小学负责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专业课课程思政工作的一线优秀教师攻读教育博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 

（3）兽医博士：主动加强行业对接，维护国家安全战略 

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兽医博士专业学位，其目标是培养执业兽医专家型人才、

高层次管理人才和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强调实践和应用，是具有特定职业背景、与兽医任职资格

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为我国禽畜产品对外贸易、人畜共患病防治、食品安全、农民增收等提供智力

支持。目前，兽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与我国兽医管理体制不明确，与职

业资格认证衔接不完善，与国际化接轨不够等[19]。因此，建议学习借鉴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医教协同”机制，加强教育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

《兽医法》等有关法律出台[20]，进一步理顺我国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执业兽医人才培养

的关系，加强执业资格和学位授予的有效衔接。此外，要深化“同一个地球，同一个健康”理念，

要拓宽国际视野，加强向国外高校学习借鉴兽医博士培养理念和培养方式，并向国外，特别是“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校介绍我国兽医博士培养特色；要加强交叉融合，在兽医服务边界和理念不

断扩大的背景下，加快探索与医学、环境保护、社会安全等相关领域专家协同培养新型高层次复

合型兽医人才。 

（二）对增设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策略建议 

1.深化专业学位认识，为新增博士专业学位做好顶层设计 

当前，我国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如何重新认识和评估专业学位教育在我国

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教育主管部门、高等院校和社会行业面前的重大命题之一。在

博士专业学位招生规模和学位类别的需求日趋扩大的形势下，我国要进一步健全学术学位与专业

学位“双轮驱动”的人才发展制度设计，通过多部门协同，进一步保障在“人才培养”和“人才

使用”两阶段的评价一致性（即分类培养、分类评价）。而以高校为主的培养单位，需要进一步深

化对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认识，充分认清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对服务国家战略和支撑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要明晰专业学位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的辩证关系，摈弃“专业学位博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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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学位博士折扣版、是换个名头增加招生名额的渠道”等错误观念，主动为国家战略服务，主

动与行业对接，将博士专业学位发展中“专业人才培养、应用科学研究、实践社会服务、工匠精神

传承、中国标准输出”更好地融入高校五大基本职能，在正确的理念指导下，切实做好新增博士

专业学位的顶层设计。 

2.发挥教指委作用，为新增博士专业学位做好需求调研 

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简称专业学位教指委）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导下的专家组织，目前我国有 36个全国专业学位教指委（表 4）。要充

分发挥专业学位教指委在新增博士专业学位工作中的作用，要在借鉴国外同类博士专业学位发展

经验和国内相关博士专业学位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向教指委专家、行业主管部门和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点单位领导、管理干部、师生代表就新增博士专业学位的需求、培养体系、培养机制和质量保

障体系广泛征求意见，形成专项调研报告。根据各专业学位教指委调研情况，建议按照“科学、合

理、适时”原则，分类分批推进新增博士专业学位设置工作，优先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国际已

有成熟经验的、国内已有试点成效的博士专业学位开放新增设置，如结合目前我国大力推进“新

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重点推进临床药学博士、公共卫生博士、法律博士、工商

管理博士、金融博士等博士专业学位，可先由“双一流”高校率先试点改革，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同时鼓励更多地方院校、特色高等学校积极开展相关博士专业学位教育。 

表 4  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和专业学位类别设置 

专业学位教指委名称 专业学位类别 

全国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工商管理硕士 

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学位教育评估委员会 建筑学硕士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法律硕士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教育硕士/教育博士 

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工程硕士/工程博士 

全国工程管理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工程管理硕士 

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临床医学硕士/博士；口腔医学硕士/博士 

公共卫生硕士、护理硕士 

全国临床医学（中医学）、中药学 

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中医硕士/中医博士；中药学硕士 

全国药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药学硕士 

全国兽医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兽医硕士/兽医博士 

全国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农业硕士 

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公共管理硕士 

全国军事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军事硕士 

全国会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会计硕士 

全国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体育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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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艺术硕士 

全国风景园林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风景园林硕士 

全国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翻译硕士 

全国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社会工作硕士 

全国金融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金融硕士 

全国应用统计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应用统计硕士 

全国税务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税务硕士 

全国国际商务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国际商务硕士 

全国保险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保险硕士 

全国资产评估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资产评估硕士 

全国警务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警务硕士 

全国应用心理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应用心理学硕士 

全国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新闻与传播硕士 

全国出版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出版硕士 

全国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全国高等学校城市规划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城市规划硕士 

全国林业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林业硕士 

全国旅游管理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旅游管理硕士 

全国图书情报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图书情报硕士 

全国审计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审计硕士 

3.加强行业联动，为新增博士专业学位奠定发展基础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始终要与行业紧密联系，要加强行业部门与高校联合博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联动机制，既能使学生更好地满足行业部门的要求，降低不必要的人力资源成本，又能

实现高校与行业用人单位在师资、基地、资金等方面共建共享，共同推进学位与执业资格的有效

衔接，这既是专业学位有别于学术学位的重要特点，也是新增博士专业学位的主要优势。如增设

中医博士专业学位，就是充分依托行业部门所建立的中医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和已探索形成

的临床医学“5+3+X”人才培养模式。因此，建议与执业资格衔接较为紧密的硕士专业学位可借鉴

此路径，依靠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完善执业资格法律或制度，推动更高层次执业资格与更高

层次学位的有效衔接，这将为博士专业学位新增设置和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发展和改革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立足新时代，建设研究生教育强国的重

要路径之一，无论是对于现有博士专业学位，还是新增博士专业学位，其改革与发展策略均需注

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才能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人才，进而为支撑经

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美好生活和满足专业自身发展提供重要助力，并作出无愧于新时代、无愧

于国家、无愧于人民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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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医教协同政策的不断推进，临床医学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临床博士”）的教育体系改革逐渐进入

试点阶段。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通过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质

性研究方法，对目前临床博士教育体系的主要现状进行汇总整

理，认为推进改革应围绕基地培训制度、院校培养体系、学生现

实感受和相关利益方参与等重点问题展开，提出强化顶层政策设

计、明确人才培养共识、鼓励各方互动参与、贯彻人事配套制度

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扎根理论；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改革 

基金项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面上项目 

（B-2017Y1101-177） 

 

张驰，2012 年毕业于山东大

学，获医学学士/经济学学士

学位，2015 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获医学硕士学位。专业为

卫生事业管理，主要研究方向

为医学教育管理、医学统计。

现就职于北京医院教育处，从

事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以第

一作者身份发表专业论著 6

篇，主持或参与多项学会课

题，参编专著 1部。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professional degree education system of clinical medical doctor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coordinated medical and  education policy,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for postgraduates with clinical medical doctoral degre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linical doctor")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pilot stag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rounded 

theory, this study summarized and sorted out the main status of the current clinical doctoral education 

system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 text analysis and other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key and difficult issues of the clinical doctoral education system. The reform 

should focus on clinical training institution, academic education system, students’ actual feeling 

and participation of stakeholders. Feasible suggestions are raised: strengthen macroscopical design, 

http://dict.youdao.com/w/participation/#keyfrom=E2C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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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e consensus of talent cultivation , encourage inter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implement personnel 

system. 

Key words：grounded theory；clinical medicine；doctoral degree；reform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是由两位美国学者格拉斯(Barney Glaser)和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在 1967年出版的合著《扎根理论的发现》中首次提出的
[1]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理论建构

方法，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能够反映现象的核心概念，通过建立概念之间联系来构建理论，

具体分析步骤主要依赖于开放式、主轴式和核心式三级编码。2014 年，教育部、原卫生部等六部

门在《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探索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在具备条件的地区或高等医学院校组织开展“5+3+X”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试点。自医教协同政策提出以来，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并轨制度

已日臻成熟，为我国合格医学人才的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
[2]
。然而，承担着高端应用型医学人才培

养任务的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体系尚存在诸多待完善之处
[3,4]

。本研究依据扎根理论，在对

既往研究进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结合对关键知情人员的深度访谈，通过文本分析系统审视了临

床博士教育体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以期为推进改革提供一定参考建议。 

一、 对象与方法 

（一）资料来源 

1.文献资料：通过查阅资料获取有关医教协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关的政策指

导性文件；利用“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等关键词，在万方、CNKI、维普数据库中

进行检索文献资料，共获取相关研究论著 22篇。 

2.访谈资料：通过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开展调研项目，在 35所临床博士

授权点（截至 2018年 2月）中目的性抽取部分院校的关键知情人员进行个人深度访谈，共在所抽

取的 17所院校中获得访谈资料 19份。 

（二）研究方法 

1.深度访谈 

通过文献综述，回顾既往相关研究的主要观点进行归纳分析，并据此设计半开放式访谈大

纲，对关键知情人员进行个人深度访谈，归纳整理主要方面。访谈对象选取对研究较为了解的高

校教育管理人员，限定从业时间 10年以上、职称为中级及以上、职务为正科及以上等条件，每次

访谈时间为 20-60分钟。 

自行设计半开放式访谈提纲，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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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贵校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情况如何？ 

2) 您对于医教协同政策的了解和认识如何？ 

3) 您认为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4) 您认为目前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改革中的主要难点有哪些？ 

2.文本分析法 

对访谈资料进行文本分析，借助 MAXQDA 18.2 工具对资料进行三级编码，提取关键信息并进

行词频、覆盖率统计，获取临床博士培养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形成主题框架并探讨内部关联。词

频统计采用重复性计数方式，覆盖率统计采用非重复性计数方式，以词频和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 

二、结果 

（一）文献回顾 

考虑政策的时效性问题，检索了 2012-2018 年有关临床博士教育体系的文献资料，共获取正

式发表的研究论著 22 篇。对其研究类型和主题进行归纳，具体情况详见表 1。 

表 1 2012-2018年关于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文献回顾结果 

研究类型 篇数（N=22） 

议论与评述 12 

典型案例介绍 6 

实证研究（定量） 5 

实证研究（定性） 0 

研究主题 篇数（N=22） 

临床技能培训 15 

人才目标与定位 9 

培养过程与模式 15 

教育质量与考核评估 6 

具体对策建议 7 

相对于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的研究报道整体较少，但近年来也逐

渐成为热点问题。从研究类型上看，现有文献以综述和讨论为主，相关的实证研究偏少且均为定

量研究。从研究内容来看，既往研究在临床博士教育体系中主要针对临床技能训练、目标能力建

设、教育质量评价等方面展开，但是涉及具体改革对策的文献报道相对欠缺且不系统。因此，本研

究重点关注改革举措在落实中的具体问题，总结归纳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文本分析结果 

文本分析之前，对所有访谈资料进行匿名处理并随机编号，去除院校名称、个人称呼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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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盲法降低研究者的主观测量偏倚。在 MAXQDA 18.2 软件中对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通过

词频和覆盖率统计、关联性分析等方法，探索临床博士教育体系的核心问题及对策，明确未来改

革的主要动向。 

1.开放式编码 

首先对所有 19份访谈资料分别进行开放式编码，一级编码时尽可能多地获取有效信息。对同

一份访谈资料中的同类问题进行重复性编码，以通过原始词频反映其重要性强度。每份访谈资料

获得了 6-58 个不等的码号，共获取 384 个码号，其中表象码号 133 个、条件码号 66 个、脉络码

号 78 个、行动码号 107 个；再对所有码号按照内容相关性分类后进行归类，获得 43 类一级开放

式编码。 

2.主轴式编码 

根据一级码号内部之间的关联性进行总结归纳，形成了 17个二级主轴式编码。在既往研究综

述的基础上，将 17个主轴式编码进一步归纳至 4 个三级编码中，最终形成了本研究的 4个核心类

属，详见表 2。在主轴式和核心式编码中采用二进制计数原则，对同一份访谈资料出现的多个开放

式编码只记录 1次，以通过文本覆盖率来反应关联强度。 

表 2 三级编码频次与覆盖率情况汇总 

核心编码 主轴编码 开放编码 
原始频次 

（N=384） 

资料覆盖率 

(N=19) 

基地临床培训制

度问题 

培训标准  34 13 68.4% 

 专业界定 12 9 47.4% 

 轮转时间 9 7 36.8% 

 住院总医师 13 9 47.4% 

基地认证与建设 10 3 15.8% 

 硬件条件 4 2 10.5% 

 协同共建 3 3 15.8% 

 跨地域互认 3 1 5.3% 

临床教育资源 6 4 21.1% 

 病种病例 2 2 10.5% 

 病床 3 3 15.8% 

 操作机会 1 1 5.3% 

评价与考核 26 15 78.9% 

 形成性 8 7 36.8% 

 终结性 18 15 78.9% 

院校培养体系建

设问题 

目标定位 29 16 84.2% 

 培养特色 9 7 36.8% 

 人才定位 20 16 84.2% 

招生入口 48 19 100.0% 

 规模与承载量 22 18 94.7% 

 生源质量 11 11 57.9% 

 报考条件 15 11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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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编码 主轴编码 开放编码 
原始频次 

（N=384） 

资料覆盖率 

(N=19) 

学业时间 19 13 68.4% 

 学制 7 6 31.6% 

 时间分配 12 11 57.9% 

课程设置 41 17 89.5% 

 学时 10 9 47.4% 

 内容 19 17 89.5% 

 授课形式 12 10 52.6% 

导师指导方式 23 12 63.2% 

 招生倾向 11 10 52.6% 

 投入精力 5 5 26.3% 

 联合指导方式 7 4 21.1% 

学位授予条件 38 19 100.0% 

 发表论著 16 14 73.7% 

 课题类型 18 14 73.7% 

 学位论文与答辩 4 4 21.1% 

学生个体现实感

受问题 

学习期间待遇 9 5 26.3% 

 经济支持 6 4 21.1% 

 学习拓展机会 3 2 10.5% 

就业 17 9 47.4% 

 优势和劣势 4 3 15.8% 

 用人单位衔接 8 6 31.6% 

 证书普适性 5 5 26.3% 

职业发展 16 11 57.9% 

 职业导向 12 10 52.6% 

 晋升问题 4 4 21.1% 

个体感受 10 7 36.8% 

 劳动量 6 4 21.1% 

 归属感 2 2 10.5% 

 执业资质 2 2 10.5% 

相关利益方 

参与问题 

宏观—卫生与教育行政部门 26 11 57.9% 

 国家政策指导 18 8 42.1% 

 区域属地化管理 8 8 42.1% 

中观—院校及培训基地 28 13 68.4% 

 培养单位 16 9 47.4% 

 基地主管部门 12 10 52.6% 

微观—导师与学生 4 4 21.1% 

 参与和反馈 2 2 10.5% 

 积极性 2 2 10.5% 

合计 387 19 100.0% 

3.核心式编码 

对 4 个核心编码的基本内涵进行解释，作为研究的构建理论基本框架。本研究中关于临床博

士改革的主要问题归集于以下4个方面：“基地临床培训制度问题”；“院校培养体系建设问题”；

“学生个体现实感受问题”；“相关利益方参与问题”。具体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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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核心式编码基本内涵解释 

核心编码 基本内涵 
开放式编码频次

（N=384） 

（N=387） 

资料覆盖率 

（N=19） 

基地临床培训制度问题 保障均质化的临床实践质量 76 18（94.7%） 

院校培养体系建设问题 反映改革的具体方面 198 19（100.0%） 

学生个体现实感受问题 教育结果的直接反馈 52 15（78.9%） 

相关利益方参与问题 具体举措落实及方案实施 58 15（78.9%） 

核心编码的基本内涵解释：（1）临床技能是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首要核心能力，

基地在临床培训制度方面要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合理衔接，这是临床博士达到均质化临床实践

质量的基础保障。在相应的主轴式编码中体现出培训标准设定、实践资源分配和评价考核方式是

其主要要素。（2）院校的培养体系建设主要涉及学生招录、理论课程与科研训练等环节，最终使

学生达到相应的学位授予条件。贯穿培养始终的问题是临床与科研的有机结合，无论在授课和选

题上，应用型的导向都是根本立足点，同时引导学生建立科研思维。（3）学生在读和未来职业中

所遇的现实问题是最直接的教育结果反馈。经济待遇与工作量的不匹配引发临床博士主观感受差

等问题，这主要归因于临床博士的研究生属性与所承担的岗位职责之间的矛盾。（4）临床博士培

养是政府、行业、高校、医院、导师等多元利益主体共同的职责，明确各自的责任和权力，处理好

个体需求与总体目标之间的矛盾是管理机制运行的核心
[5]
。具体改革举措的落实需要国家/地区、

院校、个体三个层面利益方的广泛参与，并及时反馈意见和改进提升。 

（三）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体系改革架构 

在三级编码的基础上，本研究建立了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体系改革架构，详见图 1。主

要从现状问题与对策举措的角度明确各级编码的内部联系，并列举了各层次的具体建议。根据访

谈内容，现阶段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体系改革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培养单位建设和学生待遇

发展两大方面。从对策举措来看，宏观和中观层面的措施最终都会作用于学生自身，可见个体现

实感受问题是改革中重要方面，任何措施都应以人为本。行政主管部门明确制度标准、统筹招生

规模，促进院校和基地有据可依，更好地拓展硬件条件建设，提高培养质量；同时推进证书普适

性、贯通人事制度可以极大改善学生的现实感受，也促进了个人水平的参与积极性，有效实现良

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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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体系改革架构图 

三、讨论 

（一）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是推进改革的政策保障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临床医师的重要途径，具有明显的实践

取向
[6]
。研究表明临床培训制度问题是目前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词频 76，

覆盖率 94.7%），其中涉及诸多方面，培训标准（词频 34，覆盖率 68.4%）和实践考核（词频 26，

覆盖率 78.9%）的统一尤为重要。国家和地方的教育、卫生主管行政部门应针对目前 5+3+X临床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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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改革需求，从宏观层面出台相应的保障政策。 

首先，为实现临床博士在实践训练上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有效并轨，就必须制定全国普

适性的专科培训细则和基地认证标准，方能保障均质化的临床实践质量。现阶段的管理模式已由

院校各自为政向着属地化统筹管理的方向良性发展，然而专科医师培训相较于住院医师培训对基

地资质、专业水平和临床教育资源的要求更高更细，因此国家和地方层面形成统一规范且兼顾差

异的培训制度显得尤为必要，这是临床博士毕业后个人职业衔接的基础保障。其次，招生规模和

内部结构需要统筹协定。访谈中发现某院校虽有临床博士学位授权资质，但是实际只招收了同等

学力博士（M院校：我们没有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因为从招生计划的角度来说，在职研究生不受

名额限制，所以我们把专业学位博士全部都纳入到在职里面），且部分院校科学学位博士和专业

学位博士的招录比例仍旧失衡。因此，需要国家依据政策导向和市场人才需求重新核定整体规模

与结构，尤其是向整体发展相对滞后的院校和部分紧缺专业（如全科）进行政策倾斜。再次，加强

学制的弹性和灵活性。学制长短受不同专科培训需求差异的影响，采用统一学制显然不能保障所

有专业的学生按时完成相应的专科训练要求，进而会影响报考热情和行业衔接，建议主管部门向

招生单位强调 X 年弹性学制的基本导向，增加操作层面的灵活性，有效规避临床博士在后期就业

与职业发展中面临的轮转经历互认等隐形问题。 

（二）人才培养的全面共识是加快制度落实的前提 

院校培养体系建设问题这一核心编码的总词频最高为 198，在所有访谈资料中均有涉及，具体

在招生规模与承载量（词频 22，覆盖率 94.7%）、课程内容（词频 19，覆盖率 89.5%）、招生倾向

（词频 11，覆盖率 52.6%）和课题类型（词频 18，覆盖率 73.7%）等开放式编码中所体现的突出

共性内容是临床博士的培养目标和定位问题。结合访谈内容来看，现有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

研究生培养体系与科学学位的区分尚不明显，这与胡伟力
[7]
等人的观点一致。因此，加快推进临床

博士教育改革亟需提高各方对人才培养定位的全面共识。 

一方面，院校、行业对学科发展评估体系的共识应该适时转变。长期以来我国重科研、轻实践

的导向思想根深蒂固
[8]
，受访者主要反映了导师招生倾斜（F院校：在我们学校的两个医院里，导

师主要靠博士研究生完成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如果专业学位博士统一严格要求轮转，那么实验室

工作时间就很少了，导师自然不愿意招）以及学员职业导向两方面的问题（O 院校:用人单位招聘

现在不光考虑毕业学校，还要重点看毕业生在校期间发表的文章和影响因子）。目前国家在诸多

专业领域均在大力推行专业学位研究生改革，但是院校和行业转变思想同样需要一定周期。另一

方面，院校在具体培养环节中应进一步落实目标定位：（1）在课程内容上应该对专业前沿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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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方法有所侧重；授课形式考虑到现实需求，在有条件的专科基地内开展自设选修课程的

创新模式。（2）在实践要求上，严格参照专科培训细则执行能力要求，尤其要贯彻落实住院总医

师制度，目前不同院校的执行程度差异很大，个别院校流于形式，无法达到训练目的（G 院校:我

们现在的培养方案规定专业学位博士必须要做半年的住院总，但由于病人规模太大，研究生基本

上难以承担，基本是跟着打下手）。培训基地在安排相关实践时也要在病区管理范围和岗位资质

认证等方面统筹考虑在读博士研究生的实际承受能力与工作强度。（3）在科研训练上，对于科研

投入的精力与文章发表要求逐步提高，多数被调研的院校已将发表 SCI 论著作为临床博士申请学

位的基本条件。然而，部分导师没有及时认识到临床博士在课题类型的实践性取向，仍偏向将实

验室工作作为其科研产出的主要方式。张菲菲
[9]
等人在对上海市某院校附属医院的调查中发现只

有 47.2%临床博士选择临床研究类的毕业课题。 

（三）均质化教育体系的构建仍需多方共同努力 

均质化的教育质量保障体制是医学协同政策所倡导的，访谈中的被调研院校均已解决了报考

临床博士需要完成本专业二级学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基础门槛问题（L 院校:招生的条件我们

也刚刚做过调整,专业学位的硕士和完成了住院医师培训的科学学位硕士，都可以报考同专业的专

业学位博士），然而并轨举措对院校开展临床博士的教育培训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即需要同时

满足医疗和教学两方面的基本条件。本研究中，导师资质和病床病种数量等编码的词频不高，这

可能与访谈对象以管理专家为主有关。但结合培训实践和既往研究来看，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的

现状下如何实现均质化教育质量仍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首先在地域整体情况上，不同地区的医疗科研教育水平和服务导向区别较大，体现在招生吸

引力、财政倾斜和学习交流机会上的差异很大。其次，医学院校和综合三甲医院往往有自己的优

势学科，访谈中发现，不同层次的院校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专科发展不均现象（J 院校:这两年我们

的全日制专业学位博士教育主要是在重点专科上开展，因为学科分布不均，并不是所有的临床专

业都开展了专业学位博士的培养），即便是在同一所院校不同的专科基地内，最终的教育质量也

会因为病种病例和操作机会不对等而有所不同。此外，个别地区仅有一个专科培训基地，往往又

会因为学员流入量大、缺乏同行竞争等原因而疏于监管，最终导致临床博士的培训质量无法保障。

因此，建立均质化和规范化的人才质量保障体制需要通盘考虑到多种现实情况，多方共同参与协

作。个体质量需要通过加强过程考核监督，强化学位授予条件等措施实现；群体质量应该采取协

同共建基地，构建学科发展联盟等方式全面促进，努力避免专科基地发展差距愈发加大的“马太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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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医教协同的制度落实应考虑人事制度的有效衔接 

教育活动的最终节点是回归到结果的反馈中，研究发现临床博士的个人现实问题（词频 52，

覆盖率 78.9%）较多，在就业和职业发展阶段均缺少明确的激励制度。本质上的主要原因是人事制

度并未与培训制度完全匹配，黄卫在其调查研究也发现“晋升和待遇与未参培人员差别不明显”

是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不支持临床实践并轨专培的首要原因
[10]

，可见研究生待遇低、就业优势不

明显将直接影响其参与的积极性。 

首先，临床博士以在读研究生的身份完成本院职工的工作任务，收入主要是由教育部门拨款

实现，无法像专科医师一样享受到卫生系统同工同酬的待遇，因此在归属感和工作强度方面的感

受较差，一定程度上甚至加剧了医患矛盾的发生。其次，毕业后的就业与职业发展优势并不明显

（G院校:相对于专业学位博士，科学学位博士发了高分文章就有更大的机会留校; J院校:单位引

进一个博士，除了需要他作一名好大夫之外，可能还是关注他的科研能力，这方面作为用人单位

还是很看重的）。受医院和科室评估体系导向的影响，已完成住院医师培训的科学学位博士反而

更受青睐；在职业发展中，行业并没有针对入职前已获得专科医师培训合格证书的应届生设立专

门的晋升渠道，总体来看发表文章等科研因素依然是医生晋升的主要约束条件。因此，无论在宏

观层面还是个体层面，人事制度的配套应该贯穿于医教协同政策的始终。对于培训单位来说，可

以通过增加人才吸引力，激励本科室临床博士生留院工作，积极实现教学相长，同时纠正导师的

招生倾向。对于行业来说，提高专科培训合格证书的普适性是首要任务，需要在教育质量均质化

的前提下，努力提高行业共识，未来实现国家证书资质互认的美好愿景。对于个体来说，院校应专

门针对专业学位博士提供对外学习交流等个人发展机会，通过多渠道筹资以保障学员待遇，通过

改善学习生活环境等加强人文关怀。 

四、结语 

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利用访谈资料相对系统全面地分析了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重点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为深化落实医教协同政策，加快推进临床博士教育

体制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扩展导师、学生等访谈对象，并通过广泛调研进一步了解各院

校医教协同政策的落实情况是课题组未来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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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科研能力与综合素养影响因素分

析—基于博士生社会化的研究视角 
施恋 侯长荣* 

430030，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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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侯长荣，1044391150@qq.com 

【摘要】目的 基于研究生教育改革背景，以博士生社

会化的研究视角，探究影响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科研能

力与综合素养的关键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定性与定量结合

的研究模式，对“双一流”建设高校某附属医院 256名学

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展开调查。结果通过回归分析，发现

课程和科研训练, 情感支持, 导师指导、学术生态硬环境

和学术生态软环境对博士生能力与素养产生显著性影响

关系（F=45.83，P=0.000），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的科

研能力与综合素养在年级、性别、年龄、生源、培养类型、

培养环境等不同特征下均呈现显著性差异（P<0.01）。结

论 基于培养过程视角设立的五个影响因素维度是影响学

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科研能力与综合素养的关键因素，有

助于提升临床医学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关键词】博士研究生；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培

养质量 

 

施恋，研究生学历，助理研究员

（中级），现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研究生

科，辅导员以及学生管理各项工

作，主要研究方向：高等医学研究

生教育管理，主要研究成果：立足

于工作岗位，发表多篇核心期刊

文章。 

Research on the Competences of the academic and clinical doctoral candidate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A Research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Socialization Of Doctoral 

candidate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literacy of doctoral candidates in clinical medicine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graduate 

education reform.Method The research object us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selecting 256 academic clinical doctoral students in"Double World-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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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of an Affiliated Hospital.Result The academic research ability and literacy of academic 

clinical medical doctoral student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under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rade, 

gender, age, birthplace, training type, and training environment.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cours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emotional support factors" and "academic ecological soft environment" 

factors have an impact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literacy of academic clinical medical doctoral 

students. The degree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l was 65.2%,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 = 

45.83, P = 0.000).Conclu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there are fiv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ability and literacy of academic clinical doctoral students. Improving the ability and literacy 

of clinical medical doctoral students will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ultivation. 

Keywords: PhD student；Academic clinical medicine doctoral student ；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of education 

一、问题的提出 

博士生培养历来都是研究生教育的关注热点，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对

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战略需求，随着全球知识生产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知识生产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特征，使得我国博士生教育质量观以及培养目标出现了种种争

议，争议主要涵盖三个方面：其一，博士生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与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不

匹配
[1]
；其二，单一学科的培养模式与交叉学科的教育需求之间的冲突；其三，仅注重学术原创性

的教育质量观与基于过程视角培养博士生能力与素养的质量观的评价选择。 

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它从整体出发研究疾病，通过治疗和预防，以最大程度控制、延

缓病因发展，改善人类健康。新的医学模式是从生物、心理、社会的角度理解人的生命、健康和疾

病，这些转变意味着培养的医学生，尤其是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不仅应具备专精的技术和知识，

还要立足临床实际展开医学科学问题的研究，并在整个培养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科研能力与综

合素养以满足今后的职业发展需要。 

本研究以点带面，通过临床医学的学科视角，调查“双一流”建设高校某附属医院学术型临

床医学博士生科研能力与综合素养的现状，进一步探究其影响因素的构成，以博士生社会化研究

为理论基础展开实证分析，为今后临床医学博士生的培养提供一些参考性建议。 

二、理论基础和研究述评 

（一）博士生社会化研究 

谈及博士生社会化，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社会化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默顿
[2]
对其作了很好的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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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他认为社会化就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通过习得各项技能、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知识体

系，从而获得社会认可的一种过程。对于在校学习的博士生，我们可以将博士生社会化简要描述

为学生从学习者向研究者的转变以及社会自然人向职业社会人的过渡。郭月兰
[3]
指出，博士生社会

化包括学术社会化（Academic Socialization）和职业社会化(Professional Socialization)两

个部分，其中学术社会化是博士生为顺利进入学术劳动力市场而习得的学术能力和专业技能，而

职业社会化则是通过院系的专业化培养，让学生获得劳动力市场认可的职业规范、职业道德、专

业知识以及职业技能的过程。这两个部分相互交织与融合，共同促进博士生个体的社会化。美国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围绕博士生社会化展开大量研究
[4]
，通过研究发现产生原因主要集中

在学术共用体缺失
[5]
、师生关系紧张

[6]
、学习与生活的平衡

[7，8]
以及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

社会化因素。在我国，随着博士生教育规模的逐步扩大，博士生的培养模式以及教育质量也引起

了人们的关注，在知识经济转型的背后，学术职业市场对博士人才的旺盛需求，以及博士生所掌

握的技能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等桎梏均对我国博士生的培养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人们开始将关注点

聚焦到研究生教育培养人才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谁去培养，以及培养的人才应该具备哪些

素质和能力等一系列问题。本研究基于博士生社会化相关理论研究，以临床医学这个学科为突破

口，探究影响其培养质量的相关因素。 

（二）博士生能力与素养影响因素相关研究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学者们围绕博士生培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究，分别从课程

学习、科研训练、情感支持、导师指导、学术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1.课程和科研训练方面的研究 

在传统的高等教育中，博士生的教育质量最主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原创性学术贡献，但

是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博士生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学术训练的过程，最终目的是让博士生在培养

过程中获得一些可迁移性技能、素质和方法，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竞争的需要
[9]
。在世界一流大学方

面，专家学者对于课程、科研训练的重要性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哈佛大学的校长博克（Derek.Bock）

在出版的《高等教育》一书强调了广博文理的重要性，他认为研究生通过大量的，不同学科的课程

学习，能掌握到重要的思维方法和厚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最终能在自己未来的生活和职业规划中

做出正确选择
[10]

。在教学实践方面，吉林大学的专家学者提出，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建设，必须

明确培养目标，在丰富课程资源的同时，以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为根本，全面建设“教、考”课程

体系
[11]

。在不同学科和不同专业研究生课程教与学方面，许多学者也给予了充分关注。如第四军

医大以培养医学研究生综合能力为目标，开设了《医学研究生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的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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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本知识、科学精神、科学素养和知识拓展四个方面构建课程体系，为培养卓越医学研究生奠

定基础
[12]

。 

2.情感支持方面的研究 

积极的情感支持对于学生个体在学术发展和科研创新中亦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作为学术

型博士生更多的可能来自工作和学习环境中的老师和同伴的支持与鼓励，积极的情感支持对个体

的的创造性思维能产生显著影响，这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
[13]

。有研究发现积极的情

绪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个体的创造力，环境支持和积极的关系是个体持续保持学术创造力的最为

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14]

。随着临床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对积极情绪以及情感支持的研究

逐渐兴盛。上个世纪末，密歇根大学就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假设，他们认为积极的情绪所

包涵的快乐、兴趣、满足和爱有助于拓宽个体的学术思维，在自我满足感得到认同的前提条件下

激发自身的创造力
[15]

。在中国，也有许多专家学者在情绪以及情感支持上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其主要的关注焦点是探究指导教师、同学的支持对研究生的创新行为的影响。青岛大学的胡保玲

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发现，导师或同学的支持对研究生的创新行为有直接影响，导师或同学的支持

对积极情绪有显著影响，积极情绪扮演中介变量的角色
[16]

。华中师范大学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在师

生关系中师生之间的良好互动、导师善于听取和尊重研究生的建议以及高水平的指导对研究生学

术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
[17]

。但从文献检索上看，情感支持对于学生培养质量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这也为后期，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指引方向。 

3.导师指导方面的研究 

导师指导对博士生的培养至关重要，对其科研能力、学术创新、学术道德和人文素养等方面

均会产生重要影响，为此学者们对“导师指导的重要性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

研究。李.安格芬（Lee-Ann.Feng）通过质性研究，发现以导师指导小组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指导教

学能显著促进研究生的合作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18]

。在导师指导频率和指导效果上，Nancy 等在

《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一书中，对日本一些高等学府进行研究调查，发现导师的高质量指导对

博士生的论文质量有正相关的影响，有效的、高水平的指导不仅能锻炼研究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还

能让学生在科学研究中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
[19]

。另有研究证明，以多学科合作的方式进行导师指

导更有利于博士生的科研产出，导师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对学生的支持与鼓励更有助于提升其

自我效能感
[20]

。在中国，学者们持续探究导师指导效果与学生能力与素养的影响关系。如江西师

范大学池丽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导师的指导风格、方式和频率与学术型研究生的学术能力均呈

正相关影响，并且在性别、学科和年级上均呈现显著性差异
[21]

。有研究通过对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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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名作者及其导师进行深入访谈，发现在治学上严谨求实，在科研上因材施教，师生关系融洽

的导师对于研究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22]

。另有研究表明，有效的导师指导

对于研究生的科研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中国科学院对 23161名博士研究以及 4700多名导师进行实

证研究，发现导师支持的国家级项目课题，科研经费以及近年来的科研成果与博士生的科研成果

显著相关，另外师生的科研互动对于学生学业能力和科研能力也有着重要影响
[23]

。通过文献研究，

我们发现，目前关于导师指导与博士生培养质量的研究，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博士生学术产出方

面的实证性研究，而围绕导师指导对博士生个人成长的影响，未有全面系统的研究。 

4.学术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 

在众多关于博士生能力与素养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优良的学术生态环境对于提升博士生的

培养质量有显著的影响
[24]

,他们认为研究生的能力并不是靠哪个机构或哪位学者去培养的，而是学

术组织在某些方面对学生产生的影响
[25]

。有些学者从培养方式和学术训练的角度对学术生态环境

进行界定
[26]

，但归纳的内容都较为零散，且界定的标准都不太统一。有的则认为学术生态环境包

含研究条件、研究机会、学术氛围以及政策机制等，是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还有

学者认为学术生态环境对于创新学术培养制度、净化和修复研究生的学术生态内涵起到提升协同

的作用
[27]

，并将学术生态环境分为了“硬环境”和“软环境”，但是对“硬环境”和“软环境”

的内容并未作出详细的界定。进一步研究发现，博士生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品格与优越的学术环

境密切相关,将学术生态环境分为了人文环境、师资结构、学术制度以及科研硬件 4个维度，并将

维度细化成 19个二级指标，但维度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并未进一步分析
[28]

。因此通过明确学术生态

环境的构成要素，进一步分析环境因素与导师因素、个人因素、课程训练等之间的关系及相互作

用，有利于为今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指导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和措施。 

三、研究对象与调查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分层典型抽样的方法选定调查对象，对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科研能力与素养现

状进行调查。（1）依据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所在年级进行分层，抽取“双一流”建设高校附属

医院 2014级-2018级 5个年级（含直博生）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作为调查对象。（2）依据临床

医学专业二级学科专业分类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样。（3）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300份，回收 290份

问卷，剔除填答没有区别性或信息缺失较多的无效问卷，有效问卷 256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88.27%。（4）本次调查人数共 256人，占该附属医院在读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总人数的 64.32%，

且该附属医院为“双一流大学”附属医院，其调查样本在医科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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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性 136 人，女性 120 人，调查的群体中有 94 名博士生在培养期间出国留学一年及以上，162

人在国内进行博士生培养。 

（二）调查方法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为《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能力与素养》调查问卷，问卷编制参考相关文

献
[29,30]

，结合专家建议以及预调查进行自编。问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基本情况调查表，包

括专业类别、年级、性别、年龄、培养类型、生源学校、培养环境等，全部为选择题。第二部分为

影响因素调查表，共设五个维度，即课程科研训练、情感支持、导师指导、学术生态硬环境和学术

生态软环境，每个维度又分为若干二级项目，包含定类和定量数据，定类数据通过基本情况调查

表获取，定量数据通过调查问卷获取。问卷采用李科特（R.A.Likert）5分的方式进行评分，按程

度依次列为“1= 很不满意”、“2= 不满意”、“3= 一般满意”、“4= 满意”、“5= 很满意”，

答卷者根据自己感受做出判断。 

本研究采用 SPSS 24.0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检验、方差

分析、回归分析等进行资料分析。 

四、调查结果 

（一）不同特征下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科研能力与综合素养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年级方面：博一、博二、博三的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对其科研能力与素养的满意度分别是

（3.963±0.580）、（4.056±0.500）、（4.050±0.458）；在性别方面：男性的满意度比女性高，

分别是（4.188±0.502）和（4.111±0.517）；在年龄方面：不同年龄层次的学术型医学博士生对

其能力与素养的满意度存在差异；在生源地方面：来自“985、211计划”高校的学生满意度最高，

为（4.278±0.458），而来自“非 985、211计划”高校的学生满意度最低，为（4.048±0.543）；

在培养类型方面：直博生的满意度最高，为（4.397±0.401），而硕博连读的学生满意度最低，为

（4.110±0.489）；培养环境方面：不同培养环境下学术型医学博士生在科研能力与素养上也存

在显著性差异，在读期间到国外进行短期学习的学生满意度明显高于在国内学习的博士生，分别

为（4.394±0.407）和（4.011±0.500），不同特征的满意度调查见表 1。 

表 1 不同特征下学术性临床医学博士生科研能力与综合素养的现状调查 

特  征 人 数 占比（%） 均值（ ± s） t/F 值 P值 

入学年级 

博三 110 42.97 4.050±0.458 

3.452 0.000 博二 97 37.89 4.056±0.500 

博一 19 7.42 3.963±0.580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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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年级* 30 11.72 4.396±0.413 

       

年龄（岁） 

25-30岁 201 78.52 4.107±0.477 

4.601 0.004 31-35岁 21 8.200 4.112±0.798 

≥35 34 13.28 4.362±0.365 

       

性别 
男 136 53.13 4.188±0.502 

1.441 0.231 
女 120 46.88 4.111±0.517 

       

培养类别 

公开招考 70 27.34 4.146±0.567 

4.016 0.004 硕博连读 156 60.94 4.110±0.489 

直接攻读博士生 30 11.72 4.397±0.401 

       

本科学校 

“985 、 211 计

划” 

高校 

114 44.53 4.278±0.458 

6.596 0.002 “211 计划”高

校 
15 5.859 4.070±0.383 

“非 985、211 计

划”高校 
127 49.61 4.048±0.543 

       

培养方式 
国内培养 162 63.28 4.011±0.500 

38.489 0.008 
国外短期学习 94 36.72 4.394±0.407 

（二）不同维度对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科研能力与综合素养产生显著影响 

为探究学术成就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将课程、科研训练、情感支持、导师指导、学术生态硬环

境和学术生态软环境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将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科研能力与综合素养均

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课程和科研训练”, “情感支持”和 “学术生态软环

境”对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科研能力与综合素养有显著性影响，模型的解释度为 65.2%,具有统

计学意义（F=45.83，P=0.000），回归模型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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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科研能力与综合素养回归分析 

 
因变量：能力与素养均值，D-W值：1.962 

五、结论与建议 

（一）完善学术型临床医学博士生能力与素养的医学课程体系建设 

临床医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结合紧密，学科交叉性强的学科，。好的课程体系应结合临床医

学学科特点，突出培养学生科学研究能力、学术创新思维并且提升人文素养。其一，扩大博士生

课程内容的内涵性与外延性。临床医学课程内容的建设应将科学研究能力训练和学术创新能力训

练纳入学术实践活动中，制定博士生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依托国家级科研项目和平台对博士生进

行训练和指导，聚焦前沿科学问题，展开多种形式的科研讲座，鼓励博士生到国内外进行学术交

流，扩大课程训练的延展性。其二，优化博士生课程教学模式。将传统的单一的被动式讲授转化

为主动式的参与讨论学习，将研究探讨和临床病例分析引入教学课堂，鼓励学生通过文献检索、

调查研究训练自身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和质疑能力，更好的帮助学生深

入理解知识生产的过程。其三，优化博士生课程内容结构。现代医学已发展到高度分化又高度综

合的时代，二级学科之间，医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和整合已然成为趋势，建立与博士

生培养目标相匹配的课程内容，注重交叉科学知识的嵌入，基于整个培养环节，合理构建选题与

设计、文献阅读、课程实施、数据采集分析、实验记录、论文写作以及课题申请等培养环节内容成

为课程内容结构重点。其四，将医学人文教育作为医学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研究生关

爱生命、尊重生命，关注健康和疾病本身，了解医生的职业道德精神和价值，为改善人类健康做出

应有贡献。 

（二）构建博士生情绪、心理沟通机制，倡导建立人际健康舒适的社交圈 

2017年，《Nature》对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专业领域近 5700 名博士生的心理建设展开调查，

发现博士生在求学期间普遍具有较大的精神压力，约有近四成的博士生曾经或正在经历精神健康

问题
[31]

。2018年，另一篇更具征对性的文章在《Nature Biotechnology》上发表，这份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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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患抑郁和焦虑的可能性比一般人群高六倍
[32]

，面对博士生培养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关

注博士生群体身体、心理的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球共识，为解决这一困境，我们提出：对于学生而

言，应客观认识到自身感受，勇于与导师、同学交流，行动起来为自己建立起人际关系支持系统。

鼓励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之间建立互动帮扶小组，分享与导师沟通、论文撰写、平衡家庭生活和科

研学习生活和工作经验等，提升同学之间的信任感和幸福感；对导师而言，博士生导师既是学生

学术研究的指导者，也是其职业发展的引路人，不仅应在学术、学业上进行指导和帮助，同时也应

对医学博士生的思想政治、学业压力、情感诉求以及就业等方面重视关心，导师即要提供客观实

质性支持，更重要的是在情感上要理解、包容学生，使学生在科研学习上能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

态度面对科研压力。对于院校而言，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重视心理危机干预，同时应构建社

会实践平台，丰富校园文化
[33]

，鼓励博士生走出实验室的竞争，多参与实验室以外的学术活动，

鼓励科研论文之外的成果，追求学术之外的职业发展方向。 

（三）优化博士生学术生态环境，净化和修复学术生态软环境 

博士生所处的学术生态环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系统，学术系统的状况直接可能影响到博

士生今后的科研学术发展，当前，部分高校出现的学术诚信缺失均与不良的学术生态系统息息相

关。当前，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在对研究生教育资金、资源上的投入以及科研平台

的建设与国际一流大学相比已经相差无几，但在科研学术生态软性环境的建设上还存在较大差距，

研究生教育所有参与者应从本源出发，思考如何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影响、净化和修复现有的学生

生态环境。在教育观念上，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让博士生生拥有学习自主权，科研参与权、学术交

流权，尊重博士生的学术权力，让博士生群体极大限度的参与到博士生教育培养全过程。在制度

建立上，营造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科研文化，确立严谨、规范的科研学术政策和

体制，并严格执行落实，鼓励博士生参与公平、公正的学术竞争，建立良好健康的学术生态制度体

系。建立与外部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机制，重视来自导师、同学和家庭对于博士生情感支持的积

极作用，营造尊重学术、学者、爱护学生的办学氛围
[34]

，重视提升博士生对集体的归属感、认同

感，帮助其实现自我价值。建立教育支撑机制，发挥博士生获取科研指导、奖学金以及生活补贴的

激励机制，为博士生营造一个健康、净化的学术生态环境。 

（四）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提升国际化交流平台 

大学最重要的使命是让全球的年轻人参与到最前沿的科研活动中，鼓励他们讨论、思辨、探

索并发现科学问题
[35]

。因此培养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参与并解决全球国际性健康问

题的人才成为必然要求，提升博士生能力与素养，俨然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作为“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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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大学附属医院，提升研究生教育国际影响力，应通过与世界一流院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广

泛的开展以学科专业或科研项目的合作平台，利用双方优势特色学科领域平台，形成“强校合作”、

“强项合作”，建立“多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优质合作交流平台，使博士生受到高

水平国际化的科研训练，拓宽知识视野，提升博士生综合能力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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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我国医学生毕业后教育的发展历程

与培养现状，以同济大学 “5+3+x”培养模式与实践探索为

例，进行分析总结，进一步探索构建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

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培养模式，为开展临床

“专博与专培”并轨培养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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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5+3+x”培养模式发展历程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医学教育体系，从传统的“医学院校教育—继续医学教育”

两阶段逐渐发展为三阶段，即高等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
[1]
。高等医学院

校教育主要包括本科、硕士及博士，其中包括硕士及博士在内的临床医学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培

养高层次医学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
[2]
，对于医院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我国的毕业后医学教

育主要包括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两个阶段
[3]
，旨在培养能够独立、规范地从

事疾病专科诊疗工作的临床医师，目前毕业后医学教育的培养模式主要是“5+3+X（临床医学博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衔接）”，即在 5 年医学本科教育之后，进行为

期 3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然后再依据各专科培训标准与要求进行为期 2～4年的专科医师规

范化培训
[4]
。 

长期以来，我国在读的临床专业型博士很少涉及到有关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相关制度，根

据我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规定，一个合格的临床医学专业型学位研究生应该具备较

严密的逻辑思维以及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且能够较为熟练地掌握本学科的

临床技能与操作，能够独立处理本学科范围内的一些常见病及某些疑难病种，同时还应具备相应

的科研能力，能够写出有一定水平的临床类学术论文
[5]
。目前我国专业型的学生长期以科学研究为

主，导致他们的临床操作技能训练不足，对自己学科的业务不熟悉，使得他们毕业后难以适应临

床工作，最终使得高层次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有所下降
[6]
。培养质量远远达不到社会各界的期望，

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医学博士不会看病”
[7]
。 

2016年，国家卫健委等 8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

(国卫科教发(2015)97 号)
[8]
，明确提出从 2016年起遴选有条件的专科启动专培试点工作，力争到

2020 年在全国范围初步建立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9]
，政策一经出台，引起了可能会参加专科

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学生的强烈反对。一方面原因是因为这使得学医的成本很高以及成为专科医师

的周期太长，另一方面，现在国家对于参与毕业后教育的人员的待遇和培训质量没有明确的指示

及政策规定。 

2014 年 6 月 30 日，教育部等 6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的意见》，其中指出：“探索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衔接。同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提出上海市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改革的核心是“3 个

结合”，即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与专科医师招录相结合、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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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培养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标准与专科医师考核标准相

结合
[10]

。 

(二) 全国各高校改革现状 

改革实行后，全国各地高校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通过检索相关文件我们可以发现，由于

专博和专培并轨的政策实施不久，除了北京、上海、四川等医学教育改革工作开展相对较超前的

省市，其他省份并没有开展相关改革。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结合各自学校的资源率先开展了相应的探索，但是各校的招

生和培养都有所区别
[11-12]

。其中北京市作为最早开展专培的省市之一，具有得天独厚的基础和优

势，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7年入学的 113名临床专业型博士实现全面接轨，涵盖了临床医学各领域；

北京协和医学院共有 96 名临床专业型博士进行接轨。2011 年上海在全国首先实施“上海市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衔接”政策，建立了本地区统一的专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合格考试认证资质，避免了各个高校各自为政的局面，并逐渐完善专培学员招生目录，在各

个专科都开展了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的培养政策，做

到专培招生目录和专博招生目录的基本对接。 

查阅文献可知，通过对部分已经进行专培招生目录和专博招生目录的基本对接的高校的部分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及访谈，例如在对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和妇产科医院的学生的调查中发现，

目前专博专培医师在课程学习、课题研究及临床轮转之间存在时间上的矛盾和冲突、临床医学博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科研时间存在不足以及课题研究类型较为局限
[13-15]

。另外还有通过

对全国 7个区域 17所医学院校进行抽样调查，每个区域选取 2-3所医学院校，其中包括医科大学

和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最终得出以下结论：医学生对并轨培养模式的认知层次有待提高，但是

大部分的医学生对并轨培养模式是持支持态度的，因为这些医学生从根本上认识到了并轨培养模

式的优势和意义
[16]

。但是目前还存在许多影响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

化培训并轨改革的因素，例如：临床专博招生计划不足，在职招生不规范、专培基地数量较少，专

博和专培招生目录不统一、学员待遇保障力度低，影响参与积极性，这些都成为并轨改革的绊脚

石
[16]

。 

二、 同济大学“5+3+x”培养模式与实践探索 

同济大学作为专培招生目录和专博招生目录对接高校中的第一批试点单位，并于 2015 年起

实行博士专业学位与专科培训对接一体化培养，积极探索从导师资格认定、招生选拔及培养过程

管理三个方面进行全过程管理，以保障“5+3+x”培养模式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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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同济大学开展的培训学科主要包括有内科学、儿科学、神经病学、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 

皮肤病与性病学、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临床检验诊断学、外科学、妇产科学、眼科学、肿瘤学、急

诊医学。本项目培养的学生分为两类，一类为全日制定向培养，生源为已经进入专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培训，并已签约就业的在职医生；另一类为全日制非定向培养，生源为已经取得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的应届或往届硕士生，尚未进入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入学后进入其导

师所在的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培训。这两类学生培养模式基本相同，主要采用理论学习、专

科相关临床实践技能训练与导师指导相结合的培养方式，以临床轮训为主，在专培基地接受专科

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达到各专科培训标准细则的要求。在完成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同时完成研

究生课程学习，进行临床研究能力训练，严格按照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要求进行过程考核和结

业考核。 

对该项目专业学位博士生要求至少应修满 22学分，其中公共学位课 4学分，专业学位课 4学

分，非学位课不少于 2学分（含基于研究方向的跨学院或跨学科选课至少一门，2学分），必修环

节 12学分（论文选题 1学分、研究生学术行为规范 1学分、同济高等讲堂 2学分、阶段成果学术

报告 1 学分、中期综合考核 3 学分、国外学术交流 1 学分、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3 学分）。从课

程设置上可以看出 ，专业学位博士学生在课时要求方面明显少于学术学位型博士，使其有更多的

时间来改善优化提升其临床技能操作水平。 

除此之外，附属医院还会对进入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对象严格按培训细则实施轮转计划，

教学部门定期到各培训基地督查劳动纪律、了解培训情况以及抽查各培训基地教学的实施情况，

最终督查结果与培训基地主任、科室的教学考核相挂钩，以确保培训计划落实到位，使得培训过

程更加规范化。同时，附属医院也为专业学位博士生提供了良好的科研环境，积极鼓励其在临床

能力培训过程中申报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等各类科研项目，开展相关课题研究。 

三、 “5+3+x”培养模式讨论 

通过以上研究及实践我们可以知道，虽然国家已经制定了将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结合的改革政策，但是实行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要想更好的实现

我国临床医生的高学历强技能的专业素养，还应从根本上解决并轨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例

如建议通过调整培养方式，采用混合型教学等方法解决课程学习与临床轮转时间冲突的问题
[13，17]

；

培养基地应制定协议，在薪酬待遇方面，应按照培养基地同类人员的水平发放工资、奖金和福利，

学生依法享受医疗、社保等待遇，同时将专培纳入职称晋升要件，以此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16，18]

。 

总之，这一培养模式改革属于高等医学院校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培养高学历临床医学人才重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97 - 

 

要举措，它使得高等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与职业资格教育有效的形成了对接，在

我国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建设以及高层次医学教育与执业资格认证相衔接方面具有一定意义，

可从根本上提高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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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学制改革的探索 
谢发展 余佳* 

200092，上海，同济大学 

谢发展，同济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办，教务/中级 

余佳，同济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院办公室，主任 

通讯作者 余佳，yu_jia@126.com 

【摘要】全面提升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是“十三五”

时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提升研究生

学位授予质量，特别是博士学位授予质量，是研究生教育

和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同济大学医学院在上海市高校中率先自 2018 年起，招收

的临床医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的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本

文以同济大学临床医学一级博士学位点招生情况分析，发

现：学制改革后报考我院人数大幅降低，录取生源中来自

“985”“211”院校的比例出现较大波动。将通过制定针

对学术型博士学制改革后的配套措施，从根本上打消报考

考生的顾虑，尤其是重点院校考生，找出适合我院博士研

究生教育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临床医学；学术型博士；学制改革 

基金项目：同济大学研究生教改课题（项目编号：

2018GH110） 

 

谢发展，2009年 4月毕业于同济

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专业，

研究生，现工作单位：同济大学医

学院研究生办，职称：中级。主要

从事研究生招生工作。 

 

 

Discussion on the Reform of the Doctoral System of Clinical Medicine 

Abstract:As a goal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degree-granting 

comprehensively has been the most urgent and important task for the Chinese graduate education，

especially the PhD’s degree．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education, Tongji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Shanghai University took the lead in starting from 2018, and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linical 

doctoral doctoral students enrolled was changed from three to four years.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enrollment of the first-level doctoral degree in clinical medicine at Tongji University and finds that the 

number of applicants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roportion of admissions from "985" and "211" 

institutions has fluctuated greatly. By formulating supporting measures for the reform of the academic 

doctoral system, we will fundamentally eliminate the concerns of candidates, especially candidate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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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institutions, and find an effective way suitabl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PhD graduate education 

in our college. 

Keywords:clinical medicine; academic doctorate; length of schooling reform 

早在 2000年，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实行弹

性学制”，“博士生学习年限一般为 3-4年，具体由培养单位自行确定。”2002 年，科技部、教

育部印发《关于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作用的若干意见》，要“改革高校研究生培养制度。逐

步推行与国际接轨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取消对研究生培养年限的统一规定，实行弹性学制”。2015

年，教育部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大力推进发展以住院医师培训和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联

合培养为重点的“5+3”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进分类考试，实现临床医学类专业与医学学

术学位分类考试[1]。近几年，同济大学在临床医学上有不少的提升，在最新公布的 2019 年 9 月

的 ESI数据中，同济大学排名 19位。为了响应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号召，同济大学医

学院（以下简称我院）一直在探索和深化医学博士生招生和培养机制的改革，并于 2018年起，我

院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普通招考招生方式中由资格审核制改为“申请-考核”选拔制，招收的

临床医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的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学习年限最长为 7年，择优录取，保证质量。 

我院将医学学科学位的三年学制改为四年。一方面，延长学制是为了提高博士生的培养质量。

增加博士生一年的学习年限，可以让其有更充足的时间做有质量的研究，提高科研水平，杜绝以

往混学位的情况。因为在三年学制下，国内高校博士生真正用于做研究的时间通常只有一年多，

时间实在太短，现实情况也是不少高校能在三年内完成博士学业的学生不到半数；另一方面是现

实需求。《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2-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能在基本培养年限内如期毕

业的博士生只占博士生总体的 40%左右，而高校延期毕业博士生占在校博士生总人数的比例平均

为 23.2%[2]。同济大学在 2018年以前，我院博士研究生 3年授予学位保持在 75%上下，学制延长

后博士生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博士生享受普通奖学金、医疗、住房等有关补贴也相应延长一年，

博士生培养成本将增加 1/3。 

一、 我院学制改革前后招生数据分析 

截止目前，我院的临床医学一级学科，下设包括临床医学、内科学、儿科学、神经病学、外科

学、生物医学工程、基础医学等 16个学术型学科，15个专业型学科，共 31个学科。我院于 2018

年修改博士研究生学制后，计划内国家拨款的临床医学全日制非定向学术型博士学制为 4 年，临

床医学全日制定向专业型博士学制为 3年。在博士招生的三种招生方式——普通招考（“申请-考

核”选拔制）、硕博连读和直接攻博中，考虑到我院优秀硕士研究生、贯通班学生和 5+3 临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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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学生是临床医学硕博连读、直博生的主要生源，所以本文主要分析以普通招考（“申请-考核”

选拔制）方式在 2018 年前后报考我院的招生情况。 

（一）2013-2019 年我院博士研究生报考情况 

从表 1可以看出，2013-2017年，报考我院的博士研究生人数呈较平稳的增长，但从 2018年

开始博士报考人数下降明显，2019年基本回落到 2015年报考人数水平。而与之反差的是 2018年

起录取比例从 2013至 2017年的[6.04%， 9.87%]范围飙升至[13.85%, 14.56%]，P=0.02。 双样

本比例检验证实录取率有统计学差异。 

表 1.2013-2019年我院博士研究生报考人数表 

招生年度 报名人数 较上年人数变化 

2013 557 / 

2014 766 209 

2015 859 93 

2016 960 101 

2017 1147 187 

2018 917 -230 

2019 879 -38 

 

图 1.2013-2019年我院博士研究生报考生源总数及其变化 

从图 1 可以看出，在假定同济大学学校排名（影响学生报考意向）、同济医学院综合实力、

2018年和 2019年整体报考考生数量、同济博士招生政策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报考人数与 4年博士

学制的相关关系还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较上年报考人数变化值从 2018年政策改变起，从持续

5 年的较为稳定的正增长走入持续两年的负增长期，且政策变化的第一年 2018 年的招生减少人数

为 7年人数变化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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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2019 年我院博士研究生录取生源情况 

从表 2和图 2可以看出，在学制改革的第一年 2018年，无论是“985”高校还是“211”高校

其录取人数均达到 2013 年以来最大值，分别为 200 人和 47 人，而普通高校则保持常年水平。但

2019年的数据却又出现了 2013 年来的历史最低值，且“985”高校学生比例及“985”与“211”

学生录取比例总和双双降到 2013年来历史最低点，相反地，普通高校生源比例高于历史峰值。 

表 2. 2013-2019年我院博士研究生录取生源情况表 

招生年度 
录取考生生源情况 

985 高校 211 高校 普通高校 科研院所 境外高校 

2013 84 4 11 0 0 

2014 79 8 17 0 0 

2015 78 11 16 2 2 

2016 116 5 19 1 0 

2017 105 31 15 0 0 

2018 200 47 19 0 0 

2019 177 20 61 0 0 

 

图 2.2013-2019年我院博士研究生录取生源比例 

二、 分析与讨论 

当下，国内高校大部分实施三年为基准的博士生学制，和其他专业相比，培养周期长是医学

类专业的特殊之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六大发展改革任务，其中一项

重要任务就是“稳步发展博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最重要的指标是博士学位申请者在

获得博士学位时的质量[3]。我院临床医学学术型博士研究生的学制改革，初衷是提升博士学位授

予质量，但 2018年学制改革后，报考我院的博士研究生的人数下降明显，并且考生来源发生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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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变化，这样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如何从根本上打消报考考生的顾虑，需要我院在

配合学制改革的基础上，按照研究生教育规律，继续推进我院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配套措施： 

1、继续严把生源质量关。生源质量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前提和基础，兼顾科研的连续性，注

重选拔科研能力强、有培养潜力的研究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院从英语水平，专业课水平和论

文发表情况三个方面对博士研究生的申请严格把关。 

2、构建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互动性培养机制，加强培养过程管理，继续实行严格的博士资格

考核，实施分流与淘汰机制[4]，届时以毕业率的客观数据打消报考考生顾虑。 

3、培养高素质的博导队伍。博士生导师是未来高精尖人才的引领者，通过建立完善的人才评

价制度和淘汰制度，更好地发挥优秀导师的学术潜力。目前，我院采取“一年一评审”的博士导

师资格认定，实施严格淘汰制度。 

4、注重强化过程管理，对相应的博士研究生课程体系进行改革。通过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改

革创新教学方法，对研究生一级学科的培养方案进行全面地修订和完善，实现专业课程与科学研

究互相辅助，进一步增强课程的实用性。目前我院正在进行 SPOC和专创融合课程建设的探索，从

之前的灌输式教学转向探究式教学，激发学生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和创新智慧，培养批判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和自主学习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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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探索 
贾记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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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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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30030，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 832000，石河子，石河子大学 

贾记锋，华中科技大学，医学研究生处，职员 

左后娟，石河子大学，医学院，副院长 

董卫国，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生处，副院

长、处长 

通讯作者 董卫国，wgdong@hust.edu.cn 

【摘要】华中科技大学 2019 年启动了临床医学博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

务，作为改革主要任务之一，学校在博士研究生培养体系

中增设社会实践内容，探索开设乡村医疗实践、精准医疗

扶贫等社会实践课程，并植入研究生爱国主义情怀教育，

促进博士研究生的医德情操与医疗技术的同向提高。 

【关键词】临床医学 专业学位 社会实践 探索 

 

 

贾记锋，华中科技大学医学研究

生处职员，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办

公室主任，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

工作。参与多项研究生教育改革

工作，2018年获得中国学位与研

究生医药科委员会研究课题资

助，2017年、2018 年参加全国医

教协同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改革与发展研讨会青年论坛，撰

写研究生教改论文多篇。 

Exploration of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of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Abstract: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aunched a reform in the training mode 

for doctoral degrees in clinical medicine in 2019.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Lide Shuren” education as 

one of the main tasks of the reform was carried out. The school has added social practice content to the 

doctoral degree training system. Social practice courses such as rural medical practice and precision 

medical poverty alleviation were explored. Patriotism in graduate education was adde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thics and medical technology of doctoral students was promoted. 

Keywords:Clinical Medicine; Professional Degree; Social Practice; Exploration 

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临床医学学历教育最高阶段，必须抓住新时代发

展机遇，进一步明确培养临床医学高层次人才的目标，要坚持服务于国家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求，

主动适应社会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健康生活需求。目前，我国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mailto:wgdong@hust.edu.cn，1360712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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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缺乏统一体系标准，各高校自行制定培养体系并处于探索阶段。从全国各高校、地区改革试

点总体情况来看，改革趋势主要是加强“供给侧改革”，强化临床能力训练能力培养核心要素，

建立起既符合科学规律又适应我国国情的“5+3+X”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培养模式，为卫生事业

的发展提供更多优秀的领军人才。 

2019 年，华中科技大学启动了高层次临床医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探索临床医学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试点改革，建立研究生培养目标与社会

需求相适应、与国际通行惯例相衔接、具有中国特色的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

其中，改革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通过开设乡村医疗实践、精准医疗

扶贫等社会实践课程，植入研究生爱国主义情怀教育。 

一、开展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社会实践活动背景 

1.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全国各高校积极贯彻落实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培养德才

兼备、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2.目前，国内高校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改革核心集中在

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着力提高博士研究生的临床诊疗水平，

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临床医师的需求。 

3.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属于医学院校精英教育，学校统一安排在国家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基地进行培养，接受专科化、规范化的临床能力培训。其中，大部分博士研究生来自应

届毕业生，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一体化的院校教育，没有实际工作经历，缺乏了解基层卫生状

况。 

二、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教育意义 

1．落实立德树人实效途径。高等院校努力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思政教育贯穿育人全过程，深化“思政课程”改革，推动“课程思

政”建设，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充分挖掘各类育人要素功能，建设课外实践环节，构建完成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大思政教育体系。 

2．实现德育教育和临床能力同向提高。医学院校教育作为卓越医生培养主要阵地，在临床实

践中融入医学人文内容，实现人文教育和医学知识、技能的协调互补，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

“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博士研究生医学人文教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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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可充分发挥第二课堂功效，承载医德教育任务。 

3．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须具有宽广的执业视野。博士研究生属精英教育，是卓越医师培养重

要途径之一，他们中大部分将成为医疗行业业务骨干，甚者成为卫生行业管理者或决策者，因而

在院校教育过程中提高博士生行业视野则显得非常必要。通过开展社会实践教育，博士研究生深

入祖国乡村和社区，亲身感受最基层、最真实的医疗状况，了解基层医疗体系的诊疗环境和运营

模式，扩展行业认知视野，不仅能提综合素质，更能引导研究生对职业产生深入的规划和思考。 

4．社会实践活动可作为人才交流平台。通过搭建区域平台，充分为高层次医学人才提供施展

才华的实践平台，成为祖国某些地区招揽高层次医学人才的展示平台，也作为华中科技大学为祖

国医疗行业输送优秀医学人才的服务平台。 

5．社会实践活动能促进“校企”和“校校”之间合作与交流。通过项目的实施，学校与实践

基地共同开展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联合探索，能建立双方之间良好的社会关系

和合作渠道。双方可以进一步加强联系和交流，拓展合作领域，开展学术交流、联合办学、科学研

究、成果转化等，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三、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社会实践机制探索 

（一）建立社会实践制度 

构建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社会实践教育机制，坚持立德树人教育，探索建立医学人

文、临床实习、基层义诊等多位一体的实习机制，形成主题突出、专业型强、运行常态化的社会实

践制度。建立社会实践教育学分制，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建设一批独具特色的社会实践基地，构建

主题鲜明的实践课程体系，形成严谨的活动组织、实施和管理办法。 

（二）建设社会实践基地 

从人才培养需求出发，学校选定石河子大学医学院作为社会实践基地。石河子大学地处祖国

新疆，坚持“以兵团精神育人，为维稳戍边服务”的办学特色，肩负着“维稳戍边、建设边疆”的

历史传统与重要使命。石河子大学医学院承担着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医学人才培

养重要任务，附属医院承担着边疆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医疗服务。因此，石河子大学独特地域优

势、丰富的兵团精神和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可作为承载立德树人教育理想的社会实践基地。 

（三）构建社会实践课题体系 

内容丰富的课程体系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灵魂。在设计课程体系过程中，坚持以立德树人教育

为导向，结合边疆地域特色，组织博士研究生深入新疆建设生产兵团一线阵地，参观屯垦（博物

馆）纪念馆，聆听红色主题报告，近距离接受爱国情怀课程教育；同时，发挥博士学业优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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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当地医院开展临床科室诊疗服务，深入民族乡村或边疆（南疆）基层社区开展医疗义诊等活

动，围绕特定健康问题展开调查研究。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可对社会实践活动教育体系进行调整，

如可开展博士研究生导师交流，博士研究生研究课题合作，以及拓展其他方式的联合办学等。 

（四）加强活动组织管理 

深化学校和实践基地战略合作，双方共同加强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制定年度活动

期数和实载学员数，完善教育课程内容。在学校层面，社会实践活动由研究生管理部门牵头，协同

附属医院共同实施，实践基地具体承担，统筹安排教育课程实施。为加强对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和

管理，每期活动需配备两名指导老师，其中学校附属医院派出 1 名，基地派出 1 名。指导老师主

要负责赴社会实践基地博士生的上岗培训、实践管理、组织保障、信息联络、团队总结等工作。 

1. 严格选派 

学校统一组织遴选工作，要求博士研究生政治立场坚定，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组织纪律性强，服从组织安排，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合作，群众基础好，廉洁自

律；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能独立完

成常见疾病的诊治。同时，各附属医院应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在报名条件基础上制定本单位选派

标准和流程。 

2. 严格班级集体管理 

要求成立社会实践班集体，推荐班长 1 名，负责做好成员的沟通协调工作，每日工作结束后

及时清点人数并确定成员的健康和财务安全，并及时向指导老师汇报。根据班级成员的特点，注

重分工合作，协助班长开展工作，记录和收集社会实践活动图片、文字、录像等材料。 

3. 强化安全教育 

加强社会实践安全稳定工作，要求博士研究生应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服从实践基地安全管理

的相关规定，尊重当地文化习俗，遵守实践项目纪律和要求。安排博士研究生接受社会实践行前

上岗培训、安全教育等活动。入选社会实践的博士研究生应签署《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

安全承诺书》。 

4. 加强后勤保障 

学校和实践基地设立专项经费支持社会实践活动，统一安排交通、食宿，并购买实践期间的

意外保险。活动期间，重要事件和课程临时变动等，由辅导员参与协调解决，保障学习活动的连续

性和学习内容的充实。 

5. 落实活动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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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教育，要增强博士研究生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责任感。活动期间，博士生

要认真记录学习、工作情况，并填写社会实践考核表。实践活动结束时，实践基地要对博士生的学

习、生活及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实践活动结束后，博士生还需撰写个人实践总结材料，并

在学校作实践学习交流报告。学校根据博士生的实践表现、工作态度、社会效益和影响及个人实

践总结等方面进行考核。 

四、首次社会实践活动顺利实施 

2019年 10月底，首届社会实践活动顺利在石河子大学医学院实践基地举行，共有 8名博士生

参与。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并达到了预计成效，切实起到了思想育人和执业锻炼的功效。活动主题

鲜明，课程内容生动诠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涵，激励博士生勇攀科学高峰、担当起民族

振兴的重任。 

1.开设德育实践课程，提高博士研究生爱国情怀。邀请了新疆兵团党委党校专家作兵团精神

系列讲座，多维度诠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为主要内涵的兵团精神。组

织博士研究生实地参观校史馆、军垦博物馆等、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耳濡目染兵团故事和兵团

精神。与市民近距离交流，体会兵团人特有坚韧、乐观的精神风貌。 

2.组织医学教育交流，拓展博士研究生宽广视野。参观校史馆、医学院办学设施，观看文艺晚

会，重温医学教育初心不改、砥砺前行、书写光荣的发展历程。邀请兵团医学科学家教授作精神实

践讲座，诠释坚定扎根边疆、献身医学事业精神。与医学院教职工交流座谈，学习“用胡杨精神育

人、为兴疆固边服务”办学特色。举办两校研究生学术交流，相互切磋和鼓励，建立合作交流纽

带。参与校园实践精神讲座活动，分享学医历程和感触，解答医学新生困惑，鼓励坚持学医初心、

保持求知上进心的勇气和毅力。 

3.开展临床诊疗和义诊，发挥临床医学博士研究生业务强项。要求博士生每天至少半天进入

附属医院临床科室，发挥擅长临床技能优势，融入到科室集体，充分展现自己、展现同济风采，建

立起双方附属医院科室之间友谊。深入兵团社区、少数民族村举办义诊活动，为居民提供诊疗咨

询、健康教育等服务。 

五、小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作为部属高等院校医学院，秉承百年医学教育传承，坚定扎根中国

大地办医学教育，将服务国家健康战略和满足人民幸福生活向往作为医学人才培养宗旨，积极投

入到国家医学教育改革之中，多次承担教育部、国家健康委人才培养教育改革，为引领华中地区

医学教育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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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将继续探索和实践，推进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

本任务，促进博士生培养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有机结合，增强博士生服务国家、服务社会的责任感，

提高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培养满足国家需求的临床医学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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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视阈下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考 
顾洁 许风国* 甘甜 

211198，南京，中国药科大学 

顾洁，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讲师 

许风国，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甘甜，中国药科大学，研究生院，实习研究员 

通讯作者 许风国，634940177@qq.com，025-86185286 

【摘要】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为我国高层次药学

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政策建议。从培养规模、培养模式、培养

成效三个方面对我国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开展调

查分析；结合政策背景，辨析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面

临的新挑战；对美日两国学位体系设置及培养模式中的相关

举措进行借鉴。应开展药学专业学位认证来促进药学专业学

位教育标准化；应坚持职业导向，推动药学专业学位与职业

资格的衔接；为满足社会对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应设置并发展药学博士专业学位。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要走协同性的质量发展道路，实现规模与质量的统一，

通过加强药学专业学位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来培养高端药学人

才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 

【关键词】健康中国；药学研究生教育；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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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管理工作，熟悉药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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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研究生教指委秘书处工

作，曾参与起草我国药学硕士

培养体系系列文件，如《药学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基本要求》、

《我国药学专业学位发展报

告》，《在我国设置药学博士专

业学位的论证报告》等，并曾以

第一作者身份在《学位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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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学杂志》等权威期刊上发

表论文。 

Think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Pharmaceutical Talents with Practical Skills 

and Knowled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 it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pharmaceutical talents with practical skills and knowledge in China .Firstly, the 

paper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pharmaceutical talents 

with practical skills and knowledge in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scale, training mode and training 

effect.Second, combined with the policy background, the paper analyzes the new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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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pharmaceutical talents with practical skills and knowledge.Third, the paper 

makes a referenc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egree system and relevant measures in the cultivation mo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e degree certification of pharmacy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degree education of pharmacy.We should stick to the vocational orient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harmacy degree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for high-level pharmaceutical talents with practical skills and knowledge, the doctor's 

degree of pharmacy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The cultivation of high-level pharmaceutical 

talents with practical skills and knowledge should follow the path of collaborative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unity of scale and quality. It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goal of 

"Healthy China" to cultivate high-end pharmaceutical talents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pharmaceutical degree. 

Keywords: Health China; pharmacy graduate education; talents with practical skills and knowledge 

悠悠民生，健康最大。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

求。“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在 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实

现民族复兴、增进人民福祉的高度，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随后，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共建共享，全民健康”的战略主题和建设健

康中国 “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对医药产业发展提出新要求，推动医药行业进入全面质量时代。

我国药学研究生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端药学人才的重任，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和医药产业健康

发展的坚实基础。 

一、 我国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现状 

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基本上是培养学科型人才, 即它服务于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 所因循

的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 对社会需求方面虽然关注但却是不足的
[1]
。随着各行各业对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需求不断扩大和国家层面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关注与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已经

成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
[2]
。 

2010 年 1 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审议决定设置药学专业学位，并于同年 5 月印

发了专业学位设置方案。药学专业学位是我国目前 47种专业学位类别中的一种。药学专业学位获

得者应较好地掌握药学及与此相关的交叉学科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能够分析本领域内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并利用所学知识解决这些问题；

能够胜任本领域的实际工作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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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 10年的发展，我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已基本完成教育布局规划、培养模式

与教育规律探索、人才培养标准体系构建等高等教育范式总体设计，为医药行业培养了一大批高

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
[4]
。 

（一） 培养规模 

从 2010年到 2018年，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单位由 42所增加至 108所。在这 108

所培养单位中，省属、市属院校占比为 75%，一流大学、一流学科高校占比为 32%，医药类院校占

比近 50%；从培养单位培养依托院部看，所有培养单位中有 83所培养单位设立了药学院，占比 76%；

从地区分布看，华东地区有 39 家培养单位，华北、华中、华南、西南各有 15 家左右；从省分布

看，山东、广东两省各拥有 9 所培养单位，为目前拥有培养单位最多的省份，其次是江苏、浙江

和湖北三省。 

随着培养院校的增加，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的招生规模也不断扩大。2011 年全国药学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为 640 人，到 2018 年全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为 2624 人。

从 2011年到 2018年，全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累计招生人数约 1.15万人，目前在校生的规

模约为 5700人。截止到 2018年 12月，累计近 4800 人获得药学硕士专业学位。 

（二） 培养模式 

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服务我国医药行业，各培养院校从实际出发，在保证药学硕士培

养质量的前提下，锐意改革，探索出灵活多样的培养模式。其中与企事业单位联合建立实践基地

是各培养院校培养药学硕士的主要途径，截止 2018 年 12 月，全国各培养院校与相关单位合作建

立 942 家实践基地，合作单位包含医药企业、医疗机构、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其中医药企业的

占比为 63%，为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了根本保证。在培养过程中实行双导师制，

即在校内和实践基地分别聘任研究生指导教师。据统计，截止 2018年 12月，全国约有 3000名药

学硕士专业学位校内导师和 2000名校外导师，942家实践基地在 2014年-2018 年期间累计接收近

5000 名药学硕士进行专业实践，学生的实践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如中国药科大学，在药学硕士

培养中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基地建设规划和运行机制：即通过“一条主线（建立基地涵盖全部医药

产业链）、二个场所（在国内和国外分别建立基地）、三方责任（落实基地、学校、导师三方责

任）、四级培育（按院级基地、校级示范基地、省级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和省级示范基地、全国培养

示范基地顺序逐级培育）的“四维”定位，规划立体式实践基地群；通过“标准化遴选、多样化建

立、全程化联动、科学化保障”的“四化”模式，保证实践基地运行机制的科学性
[5]
。通过建立海

外基地，增强药学硕士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学习了解相应的国际规则，拓展国际化视野。在此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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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下，药学硕士报考人数逐年增多，生源质量也不断提升。 

（三） 培养成效 

经过近 10年的发展，全国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领域集中在工业药学、临床药学和管理药

学三个领域，就业单位集中在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具有明显的面向行业需求的职业性目标特征。

以 2017年全国药学硕士毕业生为例（图 1），950名毕业生中有 49.3%的毕业生选择在医药企业就

职，有 19%的毕业生选择在医疗机构就职，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占比近 7%。 

 

 

 

 

 

 

 

 

 

 

图 1 全国药学硕士毕业生就业分布图（2017年数据） 

各培养院校在培养过程中充分调动实践基地参与的积极性，切实将企业的现实需求与高校的

培养良性对接。全国药学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0%以上。以 2所药学硕士招生量最多的培

养院校 2018 年毕业生就业率为例，沈阳药科大学 205 名毕业生就业率为 97.56%，中国药科大学

221 名毕业生就业率为 99%。不少用人单位表示，通过企业实践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企业药物研发项目的充分参与并且提前适应企业对员工的具体要求，学生的培养与行业需求契合

度高，学生就业竞争力明显提升。 

二、我国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面临的挑战 

从《中国制造 2025》到《“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家高度重视医药产业发展，着力

加快实现我国药物研究和医药产业由仿制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历史性、战略性转变。为推动我

国逐步从“制药大国”发展成为“制药强国”，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要面对新挑战。 

（一） 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市场对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需求旺盛 

《中国制药行业发展报告（2018）》显示，2017 年制药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98万亿

元，同比增长 12.24%；全国医药工业总产值增幅领先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据预测到 2023年，我

49.3%

19.0%

6.8%

5.4% 8.1%

3.6%

2017年全国药学硕士毕业生就业分布图

医药企业 医疗卫生机构 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高校、科研单位 继续深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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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医药市场规模将超过 4.5 万亿元，市场规模巨大。中国在全世界医药行业的市场份额也逐年稳

步增加，从 2014年 11%增加到 2019年的 14%。医药行业作为与人民健康、生活水平、科技发展密

切相关的行业之一，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2018 年度药品监管统计年报》显示，截止 2018 年 11 月全国共有原料药和制剂生产企业

4441家，《药品经营许可证》持证企业 50.8万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1.7万家，二、三类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 51.1万家；化妆品生产企业 4664家。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查询，截止 2018年全国

拥有医疗机构 99.7万个，蓬勃发展的医药行业对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需求旺盛。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养高层级药学应用型人才任重道远 

药品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质量与健康,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从 2006 年齐二药事件

到 2012年毒胶囊事件再到 2018年长春长生疫苗事件，药害事件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为此“十

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国发〔2016〕43号文）将“药物质量安全”列为未来 5年医药领域重

点扶持方向之一，以期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用药保障水平，提升药品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同时促

进药品监管科学的进步，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019年 4月国家药监局启动“中

国药品监管科学行动计划”，决定开展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监管科学研究，拟依托国内知名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围绕药品全生命周期，开展监管科学重点项目研究，制定一批监管政策、检查

检验评价技术、技术标准等，培养监管科学领军人才
[6]
。 

（三） 缺乏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是制约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创新能力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科学创新能力，即新药的研发、新药的推出能力；二是

技术创新能力，即由研发向工业化生产转化的能力与生产技术革新的能力。科学创新属于基础和

应用基础研究的范畴，这部分人才的培养是我国目前药学学术学位人才培养的重点；技术应用创

新属于应用研究的范畴，主要解决的是科学研究向工业化转化环节的技术问题，包括通过流程简

化、技术革新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

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

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目前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原创性药品和引领性医疗技术缺乏，临床转化与产业化能

力不强。我们在增强药物创新能力的同时还要加强药物技术应用创新能力，就人才培养而言，既

要培养学术型创新人才，又要培养技术应用型创新人才。 

三、美国和日本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可资借鉴的部分 

美国、日本等国家较早开展药学专业学位教育，培养以临床应用为主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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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位体系设置及培养模式中有许多值得我国借鉴的部分。 

美国设有药学博士专业学位以满足社会对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在此类人才培养过

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批评性思维
[7]
，课程设计以逻辑、综合和渐进的方式为学生提供社会、管理

和临床科学的综合基础，从而使毕业生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成为该行业的领导者。以加州大学旧金

山分校（UCSF）的药学博士专业学位项目人才培养为例，UCSF 的药学专业已多年位居全美第 1，

在 2019年 QS世界大学排名中其药学与药理学专业排名第 5位。UCSF的药学博士专业学位项目注

重培养学生可以从各个角度识别、检查和系统的解决复杂的药房问题，熟练运用临床专业知识，

独立有效的承担小型跨专业团队或复杂体系中的工作，具有敏锐的科学思维和强大的专业技能且

关心患者治疗需求。课程围绕基础知识课程、综合主题（患者病历为基础）、探索项目、药学实践

经验、患者照护技能等五个方面设置。项目的各个阶段根据特定的标准对学生进行评估，评估方

法强调药房实践和患者照护过程中所需的关键知识和技能，而不是成绩。 

日本药学教育体系有 2 种并行的学制，即以培养药剂师为主体的 6 年制药学教育和以培养药

学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为主体的 4 年制药学教育，2 种学制的存在为日本提供了充足的药学服务和

药学研究的人才，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以东京大学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项目为例，东京大

学 2018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药学与药理学专业位列第 12 位。项目为 6 年制的本科学习+4 年制的

博士学习，主要培养在医疗药学、卫生药学、生物药学、制药学等领域具有实践研究能力的优秀药

剂师、医疗体系人员和药物开发研究人员。其中在博士教育阶段，通过研究指导旨在培养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优良的领导能力，在国际先进杂志上的信息收集能力、沟通能力、传播成果的

能力和研究指导能力。课程设置除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外，重视实践教学研究，设有医药药学实

践研究、社会药学实践研究和药物创造实践研究。学生的学习成果通过论文检查和答辩进行评估。 

四、加强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 

（一） 建立药学专业学位教育认证的专门机构，制定认证统一标准，促进我国药学专业学位

教育标准化 

《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将教育认证定义为：“由一个合法负责的专门机构对学校、学院、

大学或者专业学习方案（课程）是否达到既定资质和教育标准的公共性认定。认定的宗旨是，提供

一个公认的、对教育机构或者教育方案质量的专业性评估，并促进这些机构和方案不断改进和提

升质量”
[8]
。目前美国设有药学教育鉴定委员会（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Pharmacy 

Education，以下简称 ACPE）认证美国药学职业学位项目和药学继续教育机构，以确保和提升药学

教育的质量
[9]
。 我国目前还未有专门的认证机构负责我国药学专业学位教育的认证设计和整体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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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也没有建立药学专业学位教育认证的统一标准，只有国家层面出台的培养相关的指导性文件

和要求。因此，设立专门机构开展认证工作，并制定符合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药学专业

学位教育认证标准，将有利于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持续提升，也有利于实现我国药

学专业学位同境外学位对等认证。 

（二） 职业导向，推动药学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衔接 

在不少发达国家，专业学位往往是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前提条件，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

匹配被视为专业学位质量保障的体现，也是产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体现。如在美国，只有

获得药学博士专业学位才可以参加相应的职业认证考试，合格后获得药师资格证书，可以在医院

从事临床药师的工作。目前我国药学专业学位主要培养工业药学、临床药学和管理药学三个领域

的应用型人才，相关领域与职业资格证书均未取得较好的衔接，建议可以将药学专业学位作为参

加职业资格考试的必要条件，或是将药学专业学位作为参加职业资格考试的优先条件
[10]

。通过采

取不同的模式对药学专业学位与相应的职业资格考试进行匹配，有利于强化学校与行业用人单位

的结合，推动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更加切实符合社会和医药行业发展的需要。具体操作层

面，建议充分调动药学行业协会的主体能动性，逐步把药学专业学位教育的学习经历作为相应领

域职业资格的基础。 

（三）设置并发展药学博士专业学位，满足社会对高层次药学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学位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丰富和发展，是借鉴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从上述美国、日本等国

的培养经验看，社会经济越发展，学位类型越丰富，而且职业实践型、应用型为导向的研究生教育

均在不断升级和扩大。目前我国药学硕士教育只设有硕士层次，不能满足药学高等教育的现实情

况和医药产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普遍需求，设置药学博士专业学位迫在眉睫。 

建议为实现我国药物智慧创造、智能制造、精准应用和科学监管而设立药学博士专业学位教

育。在培养方式方面，注重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的衔接，实现社会优质资源的最佳配置，采用

“校-企合作培养”“校企双导师制”的培养方式，构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新机制；在知识体

系方面，传授基于大卫生观和大健康观的医学理念下的“新药科”知识体系，注重与工科、医科

知识体系的融合；在能力体系方面，培养博士满足行业多元化需求的创新实践能力，提高他们解

决医药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 

（四） 协同发展，加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服务需求、提高质量、深化改革、内涵发展”是新时代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大局。高

质量的研究生教育要求走协同性的质量发展道路，实现规模与质量的统一，改革与制度、体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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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服务与支持的有机协调
[11]

。具体而言，国家层面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划和质量标准，协调各

方利益关系，服务改革需求；省级层面将药学人才培养目标纳入各区域生物医药发展的战略中，

相互支撑，协同推进；各培养单位积极落实国家相关政策要求，推进药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促进我国药学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完善。截止 2018 年 12 月，我国拥有 108

所药学硕士专业学位培养院校，从专项评估的结果来看各培养院校培养水平参差不齐，通过加强

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高药学人才的整体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各界对药学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需求，实现我国从“制药大国”成为“制药强国”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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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总结 20 余年海外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基

础上，通过海外研究生问卷调查、相关人员访谈等方法，总

结了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教育存

在的以下四大矛盾：(1)生源学业基础薄弱，培养质量要求

却逐步提高；(2)海外研究生不断扩招，导师招收意愿却持

续走低；(3)海外研究生帮扶措施越来越多，海外研究生的

独立科研能力培养却逐渐弱化；(4)国家对海外研究生培养

质量标准要求逐步规范化，海外研究生特色却难以体现。提

出立足精英教育，保障培养质量；配备高水平导师团队，提

高导师培养海外研究生能力；帮扶到位不越位，提高海外研

究生独立科研能力及加强对海外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培养

海外特色中医药研究生的对策。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医药； 海外研究生 

 

陈银秀，2012 年 7 月毕业

于福建农林大学农业经济

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

学位。先后主持多项福建

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

目、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

目等，发表研究生教育管

理类论文 10 余篇，撰写的

文章《我校研究生课程教

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被

评为 2014年全国第十届医

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术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

《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衔接调查研究》被评为

2019 年全国中医药研究生

教育学术年会优秀论文。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verseas Graduate Educ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overseas postgraduate training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following four contradictions in the overseas graduate edu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rough using methods such as overseas 

graduate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Firstly,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udent source is weak, but the 

training quality requirements are gradually improved. Secondly, overseas graduate students contin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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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 enrollment, but tutor recruitment intentions continue to decline. Thirdly,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support measures for overseas graduate students, but the cultivation of independent research ability of 

overseas graduate students is gradually weakened. Fourthly, our country has gradually standardized the 

quality standard of overseas graduate students, but it is difficult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verseas 

graduate students. Therefore, many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solving these problems such as 

basing on elite education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equipping with a high-level tutor team to 

improve the tutor's ability of training overseas postgraduate students, improving the independent research 

ability of overseas graduate students by helping in place not offside, and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overseas graduate degree thesis to train overseas-specific Chinese medicine graduate student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verseas Postgraduate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医药作为“一带一路”战略重要文化载体，为中国文化提供了

新的传播途径，同时也促进了中医药的海外发展。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8》显示，

50%海外受访者认为“中医药”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元素，占比位居第二
[1]
。 

一、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教育现状及特点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家大力支持中医药发展，颁布了《中医药“一带一路”发

展规划（2016-2020年）》，“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给中医药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极大地推动

了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教育。沿线国家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合作越来越多，来华留学研究生人数逐年

增加，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在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研究表明留学生

中研究生的比例还比较低
[2]
,如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9 年 6 月共有来华留学生 477 人，其中研究生

58人，仅占全校留学生的 12.16%。 

2019年 10月份通过问卷网对我校海外研究生开展了问卷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62份。调查

结果表明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有以下几个特点：（1）生源熟悉中国，汉语水平较高。调查中 90.32%

的同学表示对中国比较熟悉，有使用中文的环境，可能是汉语水平较低的外国留学生难以理解中

医的专业术语，连本科都几乎读不来，更无法攻读硕士学位，进行深入的中医药研究。（2）年龄

偏大，以在职人员为主。调查数据显示我校海外研究生中 40 岁以上者占 53.22%，有 82.26%的职

业为医生。（3）求学的目的主要是学临床技能，工学矛盾与基础薄弱是制约他们学业的最重要因

素。调查表明，他们的求学目的呈现多样性，最想学的是临床技能，其次为中医理论相关知识和科

研方法， 相应的 64.52%的同学在选题方面会选择临床研究，而工学矛盾与基础薄弱则成为制约他

们学业的前两大因素。 

二、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教育存在的矛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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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医药海外研究生的不断增长，一些矛盾问题也日益突显出。根据文献梳理
[3-6]

及我校海

外中医药研究生教育的现状，通过问卷调查、访谈与调研，发现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医

药海外研究生教育存在以下日益突显的矛盾。 

（一）生源学业基础薄弱与培养质量要求提高的矛盾 

一方面，目前海外研究生以从事当地中医药工作的在职人员为主，他们大多具有较为丰富的

临床经验。但有部分是因为对中医药有深厚兴趣，并非医学专业毕业而且未从事医学相关工作。

总体来看，海外研究生学业基础参差不齐，中医药理论知识普遍较为薄弱。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

是高层次人才培养，以培养质量而不是数量来衡量成功与否，质量是中医药海外研究生培养的生

命线。2016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

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打造“留学中国”品牌，提高留学生教育质量。2017 年国家教育督导

局已对天津、长春、上海、南京、浙江、山东、湖南等 7所中医药院校的海外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抽

检，而福建省学位办已经对我校 2篇海外硕士学位论文进行抽检；2018年教育部印发了《来华留

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要求高校不断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质量保障，推动教育质量的

持续改进。为了贯彻国家相关精神，不少中医药院校对海外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 

（二）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扩招与导师招收海外研究生意愿不足的矛盾 

一方面，“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教育带来机遇，根据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数

据，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来华留学的研究生人数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如我校无论是

在校还是毕业的海外中医药研究生均逐年增加。另一方面，根据往年招生培养经验，导师们发现

海外研究生的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中医药基础普遍薄弱，同时海外研究生因受教育背景、文化背

景和生活环境与大陆不同，文化差异导致沟通不顺，导师在学业指导上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

力，因此大多数导师招收海外研究生的积极性并不高, 不断出现导师不想或不会指导海外研究生

的现象。如有的导师在与海外研究生见面后，要求海外生先将选题思路等写出来审核通过后方同

意接收。 

（三）为海外研究生导师配备学术助手等帮扶措施与培养学生独立科研能力的矛盾 

一方面，考虑到中医药海外研究生的特殊性，为保证海外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不少院校均采

取了一些帮扶措施，比如为海外研究生导师配备学术助手，协助导师指导海外研究生完成学业：

包括指导海外研究生做好选课、论文选题、开题、预答辩、答辩、论文成稿等工作。另一方面，国

家要求研究生具备独立从事科研工作能力。国务院学位办近年来陆续发布《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

理办法》《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要求各高校落实，严厉查处高等学校学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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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买卖、代写行为，杜绝学位论文买卖、代写等作假行为的发生。如何把握帮扶的度，确保帮扶到

位不越位，避免学术不端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四）研究生培养管理趋同化与海外研究生特色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国家教育部专业学位教指委及学科评议组分别制定了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各专业统

一的基本要求，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要求越来越规范，与内地研究生的管理模式越来越趋同。而

另一方面各中医药院校在培养过程中均考虑到海外研究生的受教育背景、文化背景、求学目标和

生活环境等特色，制定了与同专业大陆生不同的培养方案以体现海外研究生的特色。 

基于以上这些矛盾，加之海外研究生存在较为严重的工学矛盾，不少海外研究生在工作照顾

家庭的同时无法保证研究生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出现无法按时完成学业，甚至半途而废的现象，

如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5-2018 年期间因超过学习年限而退学的海外研究生有 8 人，占目前在校海

外研究生的 10%。 

“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保证海外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关键一环，面对以上的种种矛盾与问题，经过调研和探讨，提出以下对

策以解决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适应“一带一路”的战略需求，同时保证质

量，实现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解决矛盾促进中医药海外研究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立足精英教育，设定入学门槛 

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不同，特别是医学研究生教育，应该遵循精英教育原则。（1）缺乏学

业基础的海外人员，虽已经有非医学的本科学历，但不适合直接攻读医学硕士学位。（2）独立成

班的团队人员可以采取非全日制的学习形式，非独立办班的人员只能选择全日制的学习形式。（3）

对非全日制海外人员，只能攻读学术学位，不允许攻读专业学位。（4）对于港澳台籍人员攻读中

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应与内地研究生一视同仁，即港澳台籍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取得

规培合格证书方能申请学位。 

（二）实行导师团队培养，提高导师培养海外研究生能力 

加强留学研究生导师的素质教育，是提高海外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基础。鼓励导师团队培

养，遴选外语水平较好的年轻老师与有经验的高水平导师组成导师团队，扩大海外研究生选择导

师范围。解决导师不想或不会指导海外研究生的现象，一方面需要不断宣传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在

“一带一路”中的意义，另一方面加强导师培训，学习海外研究生培养的特点和要求，特别是请

优秀海外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传授经验，提高导师培养海外研究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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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帮扶到位不越位，培养海外研究生独立科研能力 

对海外研究生的帮扶既要禁止大包大办，又要避免撒手不管。采取为导师配备学术助手等帮

扶措施时，学术助手应重在协助导师督促海外研究生按时完成各培养环节，重在团队学习，重在

帮助海外研究生完成相关的程序。 

（四）加强对海外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体现海外研究生培养特色 

为了加强海外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我校经过文献梳理、专家咨询，提出以下指导意见：海外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应以文献数据挖掘和（或）基于研究生所在地区临床数据研究分析为主。（1）

文献数据挖掘:应用文献研究的工具、手段、方法对古今中外的文献数据进行整理和挖掘。例：基

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的《伤寒杂病论》中药特殊用法规律及其内涵挖掘研究 。（2）临床研究：基

于研究生收集的临床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也可以对研究生所在地区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临床经

验进行研究和总结。例：悉尼市华人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临床特征调查及“中医综合康复疗法”

疗效观察。海外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一般选择其中一类，博士研究生则可以综合文献数据挖掘

与临床研究。  

质量是海外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为了保证中医药海外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除了以上一些针

对主要矛盾的措施，中医药院校还应细化各个培养环节的考核与检查，强化过程管理，让海外研

究生学好中医药，传承与创新中医药,为“一带一路”国家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促进中医药的

海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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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比较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阶

段在中美国家顶级医院培养基地中的临床培养模式的差

异，探索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与西方医学先进

国家教育中的差距与问题。研究发现在语言能力、临床实

践、科学研究及人文素养方面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其

中具体涉及硬件设施、教学模式、教学理念等多个方面。

希望通过本研究的比较结果，能为更好的实现医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目标，提供教学模式改革等方面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文思政，临床实

践能力，科学研究能力，语言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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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clinical training mode for Medic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bstract:In this study, w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clinical training modes for medical degree 

graduates in the training bases of top hospital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 that we could explore 

the gap and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obvious gaps in ability of foreig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linical practic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umanistic quality. Ant this issue maybe is related to hardware facilities, teaching mode, teaching 

philosophy and other aspects. We hope that this comparativ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better realization of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of medical degree graduates and the refor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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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ode. 

Keywords: Medic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 ；Humanities and Politics ；ability of clinical practise;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foreig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随着改革开放至今三十余年的发展，国家各领域的发展逐渐靠近甚至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而

生物医药领域发展步伐则略有滞后。在其中临床医学方面，新技术及新药的应用已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临床医生的每千人覆盖量也逐年提升，逐渐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全球化与“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之间的矛盾”，新形势下对于现阶段医学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1-3]

。不论作为上海市

“5+3+X”的牵头单位，还是临床教学的一线梯队，我们都有责任和使命去迎接这样的变革，并通

过主动求新求变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4, 5]

。 

作为现代医学发展的最前沿和生物医药转化的中心，美国的临床医学进展一直受到全球的瞩

目和追捧。而临床培养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因其培训水平和同质化程度成

为了全球临床医学生培养的楷模。美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阶段对应的正是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四证合一”）的阶段，相信通过比较，找到问题和差距，结合我国的国情和需求，能

够制定出更好更完善的培养方案。 

笔者于 2019年通过所在院系赴美进行多院校访问，分别走访了克利夫兰医学中心（Clevelan

dClinic）、霍普金斯医院（JohnHopkinsHospital）、马里兰大学附属医院（MarylandUniversit

yHospital）以及耶鲁大学医学院（MedicalCollegeofYaleUniversity），就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阶段的过程与多位院系导师及不同年级的多位医生学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于此谨通过克利

夫兰医学中心泌尿外科的培养模式（该培训基地多年为全美培训排名第一）与国内“5+3+X”的对

应培养阶段做一一比较。 

一、学制规划比较 

笔者选择的国内培训基地为上海市“5+3+X”的牵头单位附属医院的泌尿外科学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基地，培训计划严格参照国家及上海市各培训要求制定。研究生的培训计划主要围绕临床

展开，每年的轮转科室包括普外科（4-5 个月/年）、骨科（1-2 个月/年）、泌尿外科（1 个月/

年）、心胸外科（1 个月/年）以及麻醉科、病理科、影像科、胰腺外科、神经外科、心电图、重

症监护室、手外科等作为选择穿插其间；利用休息时间参加各类课程培训和临床研究课题；在完

成轮转计划同时，必须要通过各类考核以及研究生学位答辩。而其中，每年在轮转科室中的临床

任务为住院医师，手术操作培训要求会随着年限变化而有一定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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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泌尿外科医师的培训时间约为 6 年。第一年与国内相近，在不同临

床科室轮转，学习和熟悉医院的各个系统；第二、三、五年承担住院医师任务；第四年完全脱离临

床一线，进行临床或者基础研究；第六年担任住院总工作，承担带教低年资医生学员及院内会诊

任务。其他临床科室的培训安排各有不同，一般在三年到七年不等。 

二、培养内容比较 

【语言能力】 

作为现代医学最为发达的欧美地区，英语是主要的交流工具。或许有人会说，美国是英语国

家；但是，美国更是一个移民国家。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泌尿外科的住院医师来自全球，包括印度、

黎巴嫩、芬兰、巴西等等多个国家，其中也有国内医科大学毕业的中国医师。而英语则是唯一会在

临床及各类讲座和讨论会上被应用的语言。作为第二语言，英语能够广泛应用于临床沟通、病史

书写、论文撰写和学习讨论中；部分医生，还能掌握法语、西班牙语或者阿拉伯语等第三外语。究

其原因，除了英语作为全球覆盖最多国家的特点以外，现代临床医学的主要医学课本、参考书籍

和期刊多数选用英语作为工具语言（包括我国的港澳台地区）。 

而我国研究生所选用的教材均为中文版本，多数授课和讲座也均使用中文。除了少数的教学

查房、外籍患者沟通、文献阅读以及英语刊物的投稿，英语以及其他外语在临床应用的机会非常

有限。而国际会议参会与交流的机会，也较少会给予仍在专业学位攻读阶段的研究生。 

相较而言，能写不能说的“哑巴英语”仍旧是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需要亟需注重

解决的问题。 

【临床实践】 

克利夫兰医学中心非常注重临床操作能力的培训，并且根据具体不同学员的年资和情况，给

予不同的培训。以缝合训练为例：模拟人体皮肤缝合、深部组织缝合以及特殊脏器或骨骼结构附

近的缝合，由渐入深；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腹腔镜模拟器下的缝合、计算机模拟下的组织脏器缝

合；进一步让有一定经验的学员在捐赠的尸体上进行手术操作和缝合（包括达芬奇机器人操作）；

最后，才是临床上相应手术的缝合操作。培训过程中，除了有第五、第六年的高年学员带教以外，

一般还会有负责教学的主任 Dr. Campbell亲自演示和授课；教授培训为每周一次，其他模拟训练

全年无休，可以通过网上预约安排合适时间进行。 

相对而言，国内培训基地的硬件条件有限。手术操作培训往往与临床工作结合，导尿术和膀

胱穿刺造瘘培训可以在模拟假人上进行；“手把手”在患者身上的“传帮带”应用较为广泛，但也

限制了培训的强度。腹腔镜操作培训一般会集中在每年的固定时间，而机器人手术操作模拟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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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机会。在模拟培训方面，国内的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受到了较多的硬件条件约束。 

【科学研究】 

在“学制规划”中，我们可以发现克利夫兰医学中心为学员在第四年单独安排出科研培训的

时间。学员可以根据前几年的临床经历、文献收获等，选择自身有较大兴趣的研究方向，并在相应

的研究导师指导下完成各类临床研究或者基础研究；即使并无明确的研究方向，分管教学的副主

任也会有临床课题指导开展，确保所有学员都有研究项目同期开展。一般在一年的研究计划完成

时，学员都会有一篇至两篇 SCI 论文发表，但论文发表的篇数和影响因子并不作为必须的考核因

素。 

相较于美国，我国的培训模式则是要求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利用休息时间，在导师指导下完

成一些临床研究项目，一般也能在为期三年的培训时间内发表核心杂志论文或者 SCI 论文。但是

由于休息时间过于碎片化，很难集中时间进行基础科研和实验的开展，研究项目往往以回顾性病

例分析为主，科学性较弱；或者需要通过与医学院的基础实验室进行合作，但研究生在其中的参

与度以及导师在其中发挥的横向作用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人文素养】 

国内的人文思政建设一直在医学教育中处于一个较高的位置，本科教育阶段就反复提出一些

较为具体的“人文关怀”措施，例如进行患者体格检查前务必要保证手温适当，以免引起不适等

等。医学院和医院也会在研究生培训阶段进行“人文思政”的课程和培训，强调“人文关怀”的重

要性。 

而在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并没有专门进行“人文关怀”的课程和培训。但是，“患者的利益优

于一切”这一医院临床宗旨在各个临床科室口耳相传，在各个连接不同部门的回廊上都可以看到

各类油画和照片，营造出一种医院所独有的“关爱患者”的人文环境。而在例行的查房和门诊问诊

过程中，导师们与其说是身体力行，不如说是习以为常，与患者的沟通更多是一些常态化的安抚

与闲谈，从而让患者安心治疗。同时，一些非盈利性社会团体也会不定期在医院开展一些活动和

讲座，欢迎医生、患者和家属的参加。 

两相比较，国内的“人文思政”教育略显教条，有些曲高和寡，而克利夫兰医学中心则是“润

物细无声”的营造全院的人文关怀环境。 

三、总结 

通过以上的比较，中美两国在“规范化培训”即我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培养模式上存

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与两国国情、文化和社会发展都有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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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制上来看，美国医院根据不同学科的临床培养要求，设计了培训时长不同的培养计划，

更加具有针对性，并且为培养临床研究能力特别留出了时间；而在我国，即使是泌尿外科方向的

研究生，临床中仍然需要将大量临床时间放在普外科等其他外科科室工作上。 

从培养模式及内容上看，在硬件和软件上，我国在该培养阶段都有一定的差距。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临床实践模拟培训受限于硬件条件，而受训研究生较多，显现出

总体“僧多粥少”的大环境。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不能像美国那样步步为营逐步应用到临床患者身

上，基本上沿用“师傅带徒弟”、“师兄带师弟”的传统临床带教模式。 

在软件方面，其中差距与问题可能更加需要深入调查和分析。语言能力培养上，“哑巴英语”

问题普遍存在，这或许与导师自身的外语素养也有关联。而在科学研究能力培养方面，则缺少较

为完整的系统性培养时段和计划。“人文思政”理念的培养，更不是说一朝一夕的事情，更需要长

期不懈的将其与临床工作及医院文化整合为一体。 

四、启示与展望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5]9 号文件中即对医学人才的培养制定了系统的培养目标和计划。其

中对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提出的培养目标为：1）培养热爱医疗卫生事业，具有良好职业

道德、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的临床医师；2）掌握坚实的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

备较强临床分析和实践能力，以及良好的表达能力与医患沟通能力。能独立、规范地承担本专业

和相关专业的常见多发病诊治工作；3）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并有一定的临床研究能力

和临床教学能力；4）具有较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能力和较好的外语交流能力
[6-7]

。 

我们可以欣喜的发现，国家对于医学人才的培养是非常重视的，也对现下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过程所出现的问题有一定的预期
[8]
。那么既然通过比较发现了问题与差距，我们又能做

些什么呢？ 

笔者认为，从临床一线教学出发，以教学模式改革为切入点，深入挖掘当下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提出和实践解决方案，才是现下的最佳选择。通过完善课程建设，从而

提升教学质量，最终落实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目标
[9-11]

。 

硬件和投入的受限并不能成为不解决问题、不缩短差距的理由。充分利用现有条件，活化教

学资源应当是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的必由之路：1）是否能通过现行课程设计进行调整，将传统授

课改为慕课、操作演示转为 SPOC或者微课，从而将课堂内的时间更多的应用在实际病例分析和临

床能力实践中呢？利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通讯，将原先固化的课程安排直接放到内部公共网

络上，督促授课老师在课程安排上提升授课内容、应用双语教学模式，又能将授课老师从简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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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劳动中解放出来
[12]

。2）是否能充分利用网络互动，通过院系间、校际间合作，平台资源共享，

让研究生第一时间参加各学科前沿专家和权威的授课或讲座呢
[13]

？3）应用 AR（增强现实技术，A

ugmented Reality）、VR（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已经可以初步应用于临床解剖等

课程中，是否可以通过这些技术平台的开放，将实践能力的模拟培训搭建起来，这样即使在宿舍

里，也能进行相关能力的培养，使得研究生碎片化时间充分利用。4）充分应用智能手机 APP平台，

将培训能力测评以及授课听课评估上线，提升师生的双向互动，让“教”与“学”相向而行，综合

提升授课能力与听课收获。5）将“人文思政”内容融入常态化的临床工作和培训过程中去，乃至

于与医院文化相结合，是否更能事半而功倍？ 

自解放伊始至今数十年来我国临床医学及医学研究生培养大踏步发展的事实是不争的，而利

用远少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资源服务十倍之数量国民的现实也是有目共睹的。本研究着重立

足于寻找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差距，寻找自身的问题，并非否

认我们几代前辈们为国家医疗和教育培养方面做出的贡献。但只有直面现有差距和问题，才能切

实探索可行的方案，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质量，最终提升总体的医疗服务质量，满足社会日

益增长的“健康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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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对粤港澳大湾区 

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 
徐天成

1
* 刘梅

2
 杨若云

1
 

1 210029/210023，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 

2 510275，广州，中山大学 

徐天成，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养生康复学院，博

士研究生在读 

刘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 

杨若云，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院整合医学学院，本科

生在读 

通讯作者 徐天成，xtc24203@163.com 

【摘要】产学研一体化的成熟模式为大湾区中医药人

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基础，笔者结合对香港中文大学书院

模式、广州金华佗中医企业模式的实地考察和分析，及

“九龙总商会新纪元精英培训计划 2019”之见闻，对大湾

区中医药人才培养提出见解。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创新网

络平台的界面标记了世界共享的“界面”范围，从而维系

着世界医药体系与技术社区的软（协议）、硬边界。世界

医药革新与商业贸易互动在粤港澳的行业科技通信中被

编织成了“品牌”、行业准则，在实践进程中被理解、诠

释。理解大湾区中医药建设过程的核心则是“重构和想

象”，这一全球及区域“界面”构成了解释中国现代化语

境的连贯框架。 

【关键词】书院模式；中医药教育；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传播 

 

徐天成，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9级

博士研究生在读，主要方向：针灸

智能化。【科技传承中医】发表核

心期刊论文 38篇、SCI一篇；提

出经络数字化创意并获挑战杯全

国二等奖，研发智能针灸机器人

获世界大学生医疗机器人创意大

赛二等奖，且被列为第九届李光

耀全球创新创业大赛全球 36强。

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项目并顺利结题；【辐射百万读

者】以自由撰稿人身份撰写中医

科普文章，累计阅读量逾 300 万

人次。 

Thinking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TCM talents in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Abstract:Production-teaching-research combination of mature model for large bay area talent 

culti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vides a good foundation, the author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cademy mod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guangzhouJinHuat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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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and "the Kowloon chamber of new era elite training 

programme 2019" experiences, puts forward opinions for large bay area Chinese medicine personnel 

training. The interfa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novation network platform in the guangdong-

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marks the scope of the "interface" Shared by the world, thus maintaining 

the soft (agreement) and hard boundary between the world's medical system and the technology 

commun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orld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and commercial trade has been 

woven into the "brand" and industry standards in the industry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of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has been understood and interpreted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The core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CM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is "reconstruction and imagination". 

This global and regional "interface" constitutes a coherent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words:College model;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Cultural transmission 

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是与美国纽约湾区、

旧金山湾区和日本东京湾区比肩的世界四大湾区之一。目前，中医药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

要支柱之一。2018年，我国医药工业总产值达到 32122亿元，同比增长 5.6%。根据国务院新闻办

发布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至 2020年，我国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将突破 3万亿，年均复合增

长率将保持在 20%
[1]
。而具备优异地理位置和经济文化基础的粤港澳大湾区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积极推动中医药教育事业，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发展高地，走出一条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之路。笔者于 2019年 7月参与“九龙总商会新纪元精英培训计划 2019”，实地走访了香

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并与国内外及港台同步交流了中医药教育的，故撰本文。 

一、一带一路：中医药教育的差异化需求 

目前，大湾区中医药教育的基本形式以大学为主，以广州中医药大学、澳门大学、香港大学、香

港中文大学等为代表。大湾区主要中医药院校（或开设中医药相关专业的综合性大学）分布图如

图 1。具体各所院校都有不同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比如香港中文大学实行的书院制模式，广州

中医药大学实行的通识教育模式，而这对口的实际是“一带一路”差异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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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家与我国在中医药方面的合作日益密切。2013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药

类商品进出口额就达到近 20.8亿美元，占我国中药类商品进出口总额的 50％以上。签署了 86个

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这些协议的签署国（地区）绝大多数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为大湾区

中医药人才的日后发展提供契机
[2]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支持在海外建立了 17个中医药中心。2017

年 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发布《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

其中指出到 2020 年，中医药“一带一路”全方位合作新格局基本形成，将建立 30 个中医药海外

中心，颁布 20 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注册 100 种重要产品，建设 50 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基

地。部分中医药海外中心概况如表 1 所示。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运营属于复合机制：在双边政府

达成共识后，由双方合作机构共同承担建设，由机构吸引一些企业参与。我国的上海、江苏、广

州、湖北、黑龙江等地区的中医药院校和医院已经和国外一些机构合作建设了中医药海外中心，

并且开展了广泛的合作范围内容，旨在与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降低中医药

市场准入，减少贸易壁垒。 

表 1 代表性中医药海外中心概况 

中心名称 
设立时

间 
地点 国内承担单位 国外合作机构 合作范围 

中国-捷克中医

药中心 
2015 

赫拉德茨·克

拉落韦州 

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曙光医

院 

赫拉德茨·克拉落韦

大学 

医疗、科研、

教学 

中国-吉尔吉斯

斯坦中医药中

心 

2015 比什凯克 
甘肃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 
吉尔吉斯斯坦卫生部 医疗、培训 

中国-马拉维青

蒿素抗疟中心 
2015 利隆奎 

广州中医药大

学 

马拉维卫生部和疟疾

中心 
科研、产业 

中国-卢森堡中

医药中心 
2015 卢森堡 

湖南中医药大

学 

卢森堡国家健康研究

院 
科研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133 - 

 

中国-中东欧中

医药中心 
2015 布达佩斯 

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 
塞梅尔维斯大学 医疗、培训 

中国-法国巴黎

中医药中心 
2015 巴黎 江苏省中医院 

皮切·萨尔贝蒂耶-

夏尔富瓦医院集团 
科研 

中国-瑞士中医

药中心 
2016 瑞士 

南京中医药大

学 
瑞士明道中医集团 

教育、培训养

生、医疗 

中国-西班牙中

医药中心 
2017 加泰罗尼亚 

北京市中医管

理局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

治区知识商务部 

医疗、保健教

育 

中国-黑山中医

药中心 
2017 波德戈里察 

成都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 
黑山中国中医院 

医疗、教育科

研 

中国-阿联酋中

医药中心 
2017 迪拜 

上海医药国际

服务贸促中心 
迪拜哈姆丹智慧大学 医疗 

中国-以色列中

医药中心 
2018 特拉维夫 浙江省中医院 

雷德曼学院，麦卡碧

医疗中心 
医疗、教育 

埃塞俄比亚中

国中医中心 
2015 亚的斯亚贝马 

中国援外医疗

项目 
提露内丝北京医院 医疗 

马耳他中医中

心 
2015 马耳他 

上海中医药大

学 
马耳他大学 教育、医疗 

中国-北欧中医

药中心 
2017 斯德哥尔摩 

传统医药国际

交流中心 
瑞典 BIYUN中医大学 教育 

二、多元模式：大湾区中医药教育特点 

可以见到的是，不同地区对中医药人才的需求不同，我国传统的高等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是在

新中国成立后效仿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所建立起来的。而作为现代中医药教育的发祥地，南

京中医药大学在新中国推广了具备现代教育特色的中医药教育体系，也是目前中医药“通识教

育”的最初蓝本。针对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几个地区大学院校的中医药教学模式进行归纳和分

析如表 2。 

表 2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教学特点 

院校 教育模式 具体内容 模式特色 

广州中医药大学 通识教育模式 以综合素养课程、人文

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干，

以专业课程为支撑 

以学生学术论文大赛、

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为载

体，引导学生进行高水

平第二课堂项目修读
[3]
 

内涵：“四位一体”，包含

了价值塑造、思维培养、能

力构建和知识传授； 

重导向，强课程，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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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 书院模式 对所有本科生实施“双

院制”管理，专业教学、

学术研究等归学院管

理，课外活动、德行培

养等归书院管理
[4]
 

融入了导师制和学生自治

的元素，但导师制是核心； 

遵循博雅教育育人理念，

打破学科专业界限
[5]
 

澳门科技大学 多元模式 本科学位教育的课程设

置上：将专业课与通识

教育相结合，中医与西

医课程结合； 

与社会各中医药团体联

合进行在职中医药人员

的素质和临床技能培训 

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

为中心
[6]
 

结合澳门旅游博彩业的发

展，侧重开设有关中医旅

游保健课程； 

深入社区进行中医药知识

的教育普及 

整体来看，大湾区的中医药教学模式虽各有不同，但是都注重除了专业课程能力之外学生综

合能力的提升，对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均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广州中医药大学采用的通识教育模

式注重整体思考，着重于中医药的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强化通识概念；香港中文大学采用的

书院模式秉持博雅教育办学理念，兼采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文理想，“均衡而多方面地向学生传授

知识从而达至全人教育”
[7]
；港中大的师生不区分专业，共同生活，相互学习。书院十分重视学生

的成人教育，重视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均衡发展
[8]
。 

书院模式除了注重学生学习知识，还培养了学生慎思明辨的能力和文化意识，即现代及未来

世界公民的特质。除此以外，增强了学生的凝聚力与归属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良好

的沟通组织意义，为学生提供了独特的大学学习与生活经历。将学生住宿管理与人才培养过程融

合，打破学科专业界限，不同背景和专业的学生共同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基本了解了各个学术领

域。通过师生同住的形式为教师言传身教和因材施教提供条件。学生能够与大师共同生活，面对

面直接交流和学习，更深入地学习知识。 

书院模式的优势在于促进跨学科合作，在“新医科”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而通识教育作

为现代中医药教育的主要模式，也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进行了《中医药走向“一带一

路”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调研》，得到了初步的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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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书院制在跨专业合作方面的优势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值得反思的是，相当一部分受

访者认为，目前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质量有待提高： 

 

同时，虽然书院制种种优势，但鉴于在非综合性大学学科构成单一的特点，单纯依靠中医药

大学难以开展，这也得到了受访者的认可： 

 

中医师承教育的最大特点是以临证为本，以提高中医临床诊疗水平为核心目标，同时合理继

承师傅的临床诊疗经验及学术思想
[9]
。学生可以在临床上不断积累经验，接受老师的口传心授，感

受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魅力，因此可以更好地传承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
[10]

。澳门科技大学采

用的多元化教育模式以设置鲜明的中医药专业课程、整合多元教育理念及提倡持续教育作为整个

教育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创新发展对于作为未来社会中医药事业的推进者和领导者的本科生及

其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大湾区通过创新教育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交流能力，拓宽学

生的知识视野，使其接触更多更新的理念和价值，为他们以后的中医药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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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而在解决方案上，更多受访者倾向于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模式，以促进中医药创新人才的培养。 

 

三、世界医药与工业体系：失义与重构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创新中医药人才培养的全景敞视景观下，全球化流动已经渗透进入日

常生活空间中，扭曲了时间符号的价值。因而，全球化带来的话语体系模糊性和延展性，给中国大

湾区的中医药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与机遇。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打造高水平科

技创新载体和平台，支持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等重大创新载体建设，支持澳门中医药

科技产业发展平台建设。作为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中各要素流动最为活跃的集散地之一，粤港澳大

湾区的创新载体布置与重构也是世界结构的再认识与重塑过程。一方面，现代世界经济中的核心

联系机制被称为跨国分工，一些国家被系统地享有特权，从依赖的外围地区中获取资源。因此粤

港澳大湾区中所涉及中医药建设、空间布局及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互联的重要叙述，逐渐在以西方

工业-医学文明核心地位、与其他发展中的外围区域之间生长起了一个半外围区域，它是一个能够

抵消政治压力的关键点和中间贸易团体
[11]

。《纲要》中提出了“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

基于粤港澳共建中医药海内外公共服务平台，生活圈作为一种灵活和适应性的网络
[12]

，除了能够

提升世界医药网络的互动和互惠支持，还能够促进在调整任务执行中的中国医药创新事业竞争能

力，一方面在不牺牲性能的条件下去除等级中心化；另一方面重新叙写中国为中心的医药创新替

代网络与“话语权”，从而不断定义新的世界规范。 

四、象征性话语构建：“知识-医学权力”的标准化生产 

全球网络的广度、互联强度、流动速度、影响倾向都在拉伸社会关系，使社会活动和政治权力

网络扩大、生活加速
[13]

。一方面，中医药文化承担了本土影响力的运输；另一方面建设大湾区中

医药教育核心，能够在超国家、跨国力量渗透的多面运作上延续了经济合作，从而嵌入进区域和

全球互联网。而中医药教育一方面可能打破“全球主义”名义赋予跨国公司的投机权力，使大湾

区能够在“自由逻辑”中开放流动。在这个自由逻辑中，以传统中医药技术为内核的中华文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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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能够渗透并构成当今国际社会主体的各种权力关系、表征，在社会学的解释体系中，中医药

教育与创新建设不断编辑着世界话语体系和信息谱系。首先，知识一边制定语言层级，一边将话

语的支持规则进行“类别化”（Michel Foucault，2008）
[14]

。其次，知识在“中医药教育”客观

化技术过程中被编辑成了程式，能够发挥澳门、香港中药质量研究实验室伙伴关系及检测中心优

势，同时与内地科研机构共同建立国际认可的中医药产品质量标准，在深化中医药领域合作过程

中形成了一种隐形、单调的“学科力量”，从而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 

五、象征性话语构建：“知识-医学权力”的标准化生产 

全球网络的广度、互联强度、流动速度、影响倾向都在拉伸社会关系，使社会活动和政治权力

网络扩大、生活加速。一方面，中医药文化承担了本土影响力的运输；另一方面建设大湾区中医药

教育核心，能够在超国家、跨国力量渗透的多面运作上延续了经济合作，从而嵌入进区域和全球

互联网。而中医药教育一方面可能打破“全球主义”名义赋予跨国公司的投机权力，使大湾区能

够在“自由逻辑”中开放流动。在这个自由逻辑中，以传统中医药技术为内核的中华文明“知识”

能够渗透并构成当今国际社会主体的各种权力关系、表征，在社会学的解释体系中，中医药教育

与创新建设不断编辑着世界话语体系和信息谱系。首先，知识一边制定语言层级，一边将话语的

支持规则进行“类别化”
[15]

。其次，知识在“中医药教育”客观化技术过程中被编辑成了程式，

能够发挥澳门、香港中药质量研究实验室伙伴关系及检测中心优势，同时与内地科研机构共同建

立国际认可的中医药产品质量标准，在深化中医药领域合作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隐形、单调的“学

科力量”，从而推进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 

 

 

 

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医药建设空间实践与创新人才培养的文化体制结合起来，推进国家现代化

科技产业创新联盟合作，从而为解决跨区、跨境的产业体制困境带来了机遇。而中医药网络结构

“可视性”上，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创新网络平台的界面标记了世界共享的“界面”范围，从而

维系着世界医药体系与技术社区的软（协议）、硬边界。世界医药革新与商业贸易互动在粤港澳的

行业科技通信中被编织成了“品牌”、行业准则，在实践进程中被理解、诠释。理解大湾区中医药

建设过程的核心则是“重构和想象”，这一全球及区域“界面”构成了解释中国现代化语境的连

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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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与质量保障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基础医学学位授权点评估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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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为进一步加强基础医学学位点建设，促进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提高。方法：华中科技大学基础医学学位授权点于

2018年 4月接受了国际评估。本文介绍了基础医学学位点的基本情

况及评估要素中的招生选拔、论文质量、学术交流、分流淘汰、就

业发展 5个要素，找出了存在的问题。结果：结合国际专家的评估

意见，文章分享了加强基础医学学位点建设的措施并提出了建议。

结论：基础医学学位点评估对促进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建立常

态化学位点建设机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基础医学；学位点；评估；“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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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evaluation of degree authorization point of basic medicin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Abstract：Objective: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medicine degree point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Methods:The degree authorization point on basic medicine 

of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as evaluated by international experts in April 2018.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basic medicine degree point and the five elements of the 

evaluation elements, including enrollment selection, quality of graduation thesis, academic exchange, 

separation and elimination, an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The problems were found out. 

Results:Combined with the evaluation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experts, this paper shared the measures to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140 -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medicine degree point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Conclusion:The 

evaluation of basic medicine degree poi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ocess management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daily mechanism of degree point construction. 

Keywords: basic medicine; degree point; evaluation; "Double First-Class"construction 

华中科技大学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的通知》

（学位〔2014〕16号）和《关于开展 2014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通知》（学位〔2014〕17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自身办学发展目标和实际情况，决定于 2014年～2019 年组织开展学位授

权点合格评估工作
[1]
，具体时间安排为 2015年 3月 15日启动，2016年试点，2017年全面开

展，2018年收尾，2019年为随机抽查阶段。学校成立了学位授权点评估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设在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办公室，分别负责合格评估总体组织协调工作和组织开展国际评

估工作。还成立了评估咨询专家组、院（系）成立评估工作组。在评估工作推进过程中，研究生

院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布置工作任务，下发文件、模板，讲解报告编写要点、分析报告中发现的

问题，多次点对点分析报告中的问题；还对学位点做出动态调整，如 2018年撤销了 4个专业学

位点、5个工程硕士领域，等。基础医学学位点严格按照学校要求，从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自

我评估工作开展情况和持续改进计划三个方面，17个抽评要素
[2]
，准确、真实地反应本学位点近

5年来的发展与建设情况。 

一、基础医学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本学位点发源于 1907 年上海同济德文医学堂的解剖学馆、组织学馆、细菌学馆、生理学馆、

生化学馆、药理学馆、寄生虫学馆、病理学馆。1981 年，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获全国首批博士学

位授权点，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免疫学、病原生物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等获全国首批硕士

学位授权点。1986 年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病原生物学获批博士学位授权点，法医学获硕士学

位授权点。1998年基础医学获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表 1）。2006年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获

批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基础医学为湖北省一级重点学科。 

本学位点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17 年，基础医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本学科涵盖的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免疫学进入世界 ESI学科前 1%。本学位点重视人才培养，坚持

“立德树人”，形成了“学在同济，严在基础”的良好学风，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杰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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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础医学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级学科 二级学科 一级学科建设单位 

基础医学 10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100101 

免疫学 100102 

病原生物学 100103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00104 

法医学 100105 

牵头单位：基础医学院 

共建单位：法医学系、第一临床

学院、第二临床学院 

   

2017年 9月 20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
[3]
，华中科技大学进入首批“双一流”建设高校，基础医

学是我校8个进入“双一流”建设的学科之一。这标志着“双一流”建设吹响了具体实施的号角。  

学校通过多次会议研究确定了“双一流”建设任务，即一流学科建设、一流队伍建设、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科研能力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推进及公共教学科研平台建设，这些任务与研究生

培养紧密相关。研究生培养在这些建设任务的实施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双一流”建设为研

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有力支撑，另一方面，研究生教育为“双一流”建设

提供了着力点和抓手。因此，基础医学一流学科的建设也为基础医学学位点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契

机。 

二、基础医学学位点自我评估总结报告的撰写 

根据教育行政部门评价学位授权点的 17个要素，收集、整理 2013-2017年的相关材料，完成

初稿，经反复修改、提炼，最终形成 8000字左右的评估报告。下面仅谈谈其中的几个要素。 

（一）招生选拔 学位点研究生报考数量较少、生源质量不大理想，尤其是硕士生生源质量急

需提高。2013-2017年招收的硕士生总数为 472人，其中毕业于 985高校共 20人，平均每年 4人；

毕业于 211 高校共 84 人，平均每年约 17 人。博士生的招生由于采取了转博、直博等多种招生形

式，生源质量相对要好。 

（二）学术交流 学位点注重学术交流对研究生培养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每年举办学术讲座

50余场，主办国际学术会议 2-3场。学院每年安排 20-30万元左右的专项交流基金，资助研究生

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2013-2017年，硕士生参加国内学术活动 20-30次/人，博士生参加国内

学术活动 30-50次/人。但硕士生参加境外学术活动一共只有 5人次；博士生参加境外学术活动共

65人次，平均每年 13 人次。 

（三）论文质量 学位点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开题、论文盲审、预答辩和答辩等进行严格

审查把关，论文实行盲审和抽检制度。 

2013-2017年，本学位点学位论文校内“查重”通过率为100%。自2014年起，学位点的博士论

文送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平台盲审，2014-2017年本学位点博士论文盲审一次性通过

率均在92%以上。2013-2017年本学位点硕士学位论文为普通盲审，一次性通过率为100%。本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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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2013年有1篇博士学位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2013-2017年有19篇学位论

文获湖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本学位点共有11篇博士学位论文和4篇硕

士论文参加国务院学位办、湖北省学位办的抽查，全部为合格。 

（四）分流淘汰 根据学校相关规定，本学位点制定了《基础医学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基

础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基础医学院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规定》、《基础医学院硕士

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规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研究生考核与监督体系。对中期考核不合格者，按

文件规定处理。实行分流淘汰机制以来，2013-2017 年共有 26 名同学进行延期毕业、留级学习，

3名博士退学。  

（五）就业发展 2013-2017年本学位点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100%，硕士毕业生就业率为 98%。

毕业生主要就业单位是医疗卫生单位（53.54%）和高校（15.72%），还有一些毕业生选择继续升学

或者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单位就业。59.21%的人选择在湖北省就业，其后依次是东部地区

（19.97%），中部地区（12.75%），西部地区（6.23%），出国继续深造（2.55%）。本学位点于 2017

年对 88 家毕业生就业单位展开了毕业生发展情况调查，其中 37 家博士毕业生就业单位的调查结

果如下：（1）52.94%毕业生已成长为所在单位带头人或业务骨干。（2）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

生认可度较高的依次是：专业知识 82.35%，科研能力 70.59%，团队组织能力 35.29%，学术工作视

野 29.41%，创新意识 23.53%，奉献意识 23.53%。（3）用人单位对本学位点毕业生总体满意度为

100%，非常满意为 54.9%。 

三、国际评估及意见 

为做好学位点评估工作，加快推进 “双一流”建设，学位点于 2018 年 4 月 13 日—14 日接

受了国际评估。本次国际评估邀请了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亚利桑那大学、达特

茅斯医学院、西奈山医学院、加拿大健康科学院、英国伯明翰大学的 7 位国际知名学者担任评估

专家，专家们听取了学位点五年的工作报告，实地考察了科研平台，走进课堂听课、参与基础医学

青年学者联合会学术讲座，与导师代表、研究生代表进行座谈。在此基础上，评估专家认真审阅评

估报告和材料，召开闭门会议，讨论初步反馈意见。一个月后，评估专家给出了最终的评估意见。 

评估专家对学位点建设给出了高度认可和评价。他们认为基础医学学位点拥有非常优秀的师

资团队，近年来在教师招聘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建设了一流科研平台，科学研究成绩显

著，特别是神经科学方向研究处于国际前沿，学科发展潜力巨大；研究生培养目标明确，体系完

备，学生创新意识强。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具体问题和意见：一是博士研究生规模偏小。博士研究

生是科研主要力量，学位点研究生招生规模特别是博士生规模太小，建议扩大招生规模。二是对

研究生培养方案作适当调整。国际上培养医学类博士的周期大多数为 6-7 年，建议基础医学的研

究生培养年限适当延长。三是在评估中发现，基础医学研究生待遇偏低，不利于吸引优质生源，建

议尽快提高研究生待遇。 

四、讨论 

研究生招生选拔是学位点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源质量关系到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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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生源质量，基础医学院加强了对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宣传力度，如近两年多次选派优秀导

师赴全国知名高校和医科院校，开展招生宣讲 10 余场次；举办两次暑期学术夏令营，选拔国内高

校优秀在校大学生参加，扩大对外影响；参加中国教育在线与高校研究生院联合组织的招生咨询

会 6场次等
[4]
，生源质量逐步好转。 

研究生是基础医学科研队伍中的生力军，随着学术交流的常态化，目前，研究生几乎每天都

可以看到院内新张贴的学术交流海报，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专业兴趣和时间选择性参加，如定期

举办的“同济医学论坛”、“同济青年学者论坛”、“免疫学进展”、“法医学讲座”等，不定期

举办的校外学者应邀来访所做的学术交流等，为研究生参与学术交流提供了较多的机会。在国际

交流方面，基础医学院正加大力度开展工作，为促进基础医学院研究生与国（境）外高校、科研机

构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和规范研究生的管理，研究生管理部门多次宣

讲研究生出国交流的项目申请途径、手续办理流程等，鼓励研究生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以 2019年

为例，研究生可以申请的项目包括国家公派出国联合培养研究生、国家公派出国攻读学位研究生、

校际交流出国（境）联合培养研究生、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含攻读博士学位和联

合培养博士两类）、出国（境）开会与短期交流研究生以及基础医学院”双一流”建设中的“一院

一校”项目等，截止 2019年 10月底，2019年度研究生出国（境）交流 21人次，比 2017年及之

前有明显增长。 

建立科学公正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是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措施。为保证研

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论文盲审由研究生院学位办负责组织进行，

盲审时间一般不少于 2 个月；硕士学位论文则有院系负责组织。2017年基础医学入选国家“双一

流”建设学科后，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基础医学学位点的硕士学位论文从 2018年起也

送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平台盲审。截止 2019 年 10 月底，共送审硕士毕业论文 238

篇次，一次性通过率为 99.8%，答辩前通过率为 100%。从 2019年 9月起，学校对博士论文盲审结

果的处理有了更高的要求，如当评审结果有 C 时，申请人应按照评审意见认真修改论文，修改时

间至少为三个月；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学位申请人最多可申请 3 次论文送审。论文初次送审、修

改后再次送审、申诉后再次送审均计入论文送审的总次数。达到论文送审次数上限仍未通过的学

位申请人，学校不受理其学位论文送审及学位申请事宜，等，这些措施将进一步促进学位论文质

量的提升。 

今年新的研究生培养工作规定出台之前，研究生中期考核暂行规定是分流淘汰主要依据。然

而，即使有研究生确实不适合继续学习的，文件也没有明确导师或者院系有权利勒令学生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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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或导师深感无力。而新的规定明确指出：两次中期考核不合格的博士研究生者，不宜继续攻

读博士学位。若为直博生或硕博连读生，符合硕士研究生培养条件者，经学生申请、导师同意、院

系审议通过、研究生院复议通过，可以转为硕士培养；若为普通博士生，如没有修完相应的课程学

分，予以退学；如修完课程学分，经学校审批准予结业，结业后在最长学制年限内仍有一次机会提

交博士学位论文。完成相关流程，达到毕业要求的，报学校审批，准予毕业；达到学位授予要求

的，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通过，授予博士学位。这一规定将有助于对博士生的过程管理，既给

博士生一条退路，也可以部分缓解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无法调和的矛盾。而对于硕士研究生目前仍

没有可操作的退出机制。 

尽管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毕业人数逐年增多，基础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就业存在激烈竞争，但我

院研究生总体就业形势良好，毕业的研究生在用人单位也受到足够重视，并获得了较好的口碑，

这是研究生、导师和学院共同努力的结果。学院为加强对研究生就业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构建了

包括招生、培养、学生工作、就业等部门的常态化联动机制，党委副书记具体抓落实。导师利用

在专业领域内的优势和丰富的人脉资源，可为研究生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研究生树立切合实际

的职业发展目标与规划，摒弃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动适应社会、服务社会。当然，学院应加强关

注毕业研究生在用人单位的持续发展状况，巩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使学院培养的研究生能充分

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实现自身价值、回报社会。 

针对国际评估专家的意见，学院及时反馈给学校有关部门，经过调研及反复论证，学校近期

已出台相关政策，如自 2020级开始，基础医学博士点的普通博士生的基本学习年限由原来的 3年

调整为 4 年；直博生的基本学习年限为 5 年。可申请延迟毕业，但不得超过最长学习年限。普通

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6 年，直博生最长学习年限（含休学）不超过 7 年。对于

专家们建议扩大基础医学专业博士生的招生规模的问题，经过学院的努力争取，有所扩大但不显

著。对于基础医学研究生待遇偏低的问题，学院部分导师已从课题经费预算中适当提高了研究生

的待遇，但普遍提高研究生的待遇还尚待时日。 

需要指出的是，基础医学学位点自我评估是按照学校的要求，为迎接教育部抽评而进行的被

动评估，而不是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而开展主动评估。学校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基本上是依据 

《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而制定的，这样虽然能保证自我评估与教育部的抽评保持一致，却忽视

了学位点的个性化和特色发展，妨碍学院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我院的基础医学为 “双一流”

建设学科，其指标体系应能反应其特色和优势，评估标准应与学校自身地位、办学水平以及学位

点的实力相适应。另外，在撰写自我评估总结报告的过程中，基础医学院作为学位点牵头单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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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集了学位点共建单位法医学系的相关评估资料，而没有收集另两个学位点共建单位（临床

学院）的评估材料。这是由于基础医学院学位委员会含法医学系的教授，而没有临床学院的教授

担任基础医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建议今后补充 2 个临床学院基础医学专业的知名导师担任学位

委员，加强对学位点的统一管理。 

总之，基础医学学位点评估是对学位点人才培养及相关条件实际状况的全面检查和自我诊断，

对促进我院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建立常态化学位点建设机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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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背景下的中医药院校学位点合格评估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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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是高校的必修课。**中

医药大学将学位点合格评估与一流学科建设结合，学科主

导，重心下移，充分调动二级单位和研究生导师积极性，

根据学科实力强弱分三步开展评估，取得了良好效果。但

中医药院校应处理好中医药优势学科与非中医药弱势学

科关系，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加强信息化建

设，建立学科学位点评估的常态化机制，才能不负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中医药学科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双一流；中医药高等院校；合格评估；对

策； 

 

吕东勇，博士，讲师，主要从事研

究生教育管理工作。 

Countermeasure of Qualification Assessment of Academic Degree in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first-class 

Abstract： Qualification assessment of degree authorization points is a compulsory course in 

university. The degree authorization of TCM colleges is single,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is 

unbalanced, and the adjustment space of degree points is small.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grates the qualification assessment of degree points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

class disciplines. Both of them are promoted as a whole, and self-assessment of degree authorization points 

has been completed, which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evaluation. Only by proper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ominant disciplin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disadvantaged disciplines of 

non-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per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academic powe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stablishing a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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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for evaluating academic degrees, and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accomplish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building a world-class 

disciplin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ouble-first-class; Qualification Assessment of Academic Degree; Chinese Medicine 

University; Countermeasure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是我国学位授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

重要手段，是对高校学科学位授权点建设的全面检查。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学位授权点合格评

估办法>的通知》（[2014]4 号）要求，合格评估每 6 年进行一轮，标志着我国建立了对获得授权

学位点的周期性强制性合格评估制度，也成为高校的必修课
[1]
。 

**中医药大学是全国最早成立的 4 所中医药院校之一，是全国首批硕士博士授予权高校。拥

有中医学、中西医结合、中药学 3 个博士一级学科授权，拥有临床医学、药学、护理学 3 个硕士

一级学科授权，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 3 个二级学科授权，形

成了医学学科门类为主较为单一的学位点授权格局，该学科学位点布局在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具

有一定代表性。2015年，我校中医学等 3个博士授权一级学科进入**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学科建设。

2017年 9月，我校中医学入选全国“双一流”学科目录。2018年，**高等教育实施“冲补强”计

划，我校中医药学科再次进入“冲一流”行列，学科建设被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5 年以来，我校将学位点合格评估与一流学科建设结合，两者统筹推进，完成了此一轮学

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成绩与问题并存，介绍相关做法供同行借鉴。 

一、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的主要措施 

（一）学科主导，学科是学位点合格评估领导者 

加强学科建设，巩固和提高学位授权点的水平是合格评估、一流学科与高水平大学建设共同

目标。经过 2015 年教育部学位中心第四轮学科评估，我校学科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组织架构体系，

积累一定的评估工作经验，具备了统领学位点评估的能力。一流学科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如火如荼，

学科绩效考核与评估也成为了工作常态。因此，学科是全面负责我校此轮学位点评估工作，极大

了避免了学校内部的重复劳动，提高了工作效率。 

根据**中医药大学学位点评估方案，各一级学科负责本学科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一级学科

带头人是本学科学位点评估的首要责任人，学科带头人所在二级单位为该学位点评估负责单位。 

（二）重心下移，二级单位和导师是学位点评估基础 

二级单位和研究生导师是学科学位点建设的主力军和实施者，其水平直接决定学科学位点实

力。学位点评估是对二级单位和导师研究生招生、培养、就业、师资队伍等全面检查，根据重心下

移原则，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措施下移二级单位和导师。二级单位和研究生导师是学位点评估的

基础，关系到学位点合格评估成败。 

根据**中医药大学学位点评估方案，依据研究生招生专业，确定研究生导师归属学科，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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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材料。二级单位招生专业学位点全流程参加学位点评估，二级单位分学科整理材料，撰写自

我评估报告，邀请同行专家进行评议。非直属附属医院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补充力量，

也纳入学位点评估工作。 

（三）分“三步走”，推进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 

我校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明显。中医学、中药学等中医药学科是我校建校基础，历史悠久，实

力雄厚，学位授予标准、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等行业领先，而非中医药学科实力较弱。以第四

轮学科评估结果为例，中医学为 B+、中西医结合 A-、中药学 B，药学 C-，临床医学、护理学均未

进入排名。社会医学卫生事业管理、科学技术哲学等非医学学科实力更弱。 

根据学科实力差异，我校确定了“弱势学科先行先试，重在建设；强势学科在后，重在梳理”

的学位点自我评估工作方针，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分三步走：第一步，时间为 2015年，思想政治

教育、社会卫生事业管理、科技哲学 3 个二级学科授权学位点先行先试。通过评估，发现差距，

积累评估经验，调整评估流程。第二步，时间为 2016 年，临床医学、药学、护理学 3个硕士一级

授权学科进行评估。第三步，时间为 2017 年和 2018 年，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 3 个博士

一级授权学科开展评估，中医学、中西医结合在二级学科评估基础上，进行一级学科评估。 

（四）高度重视，学位点合格评估是“一把手”工程 

学位点评估结果是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依据。教育行政部门学位点抽查评估不合格，将被

撤销其学位授权。学位授权评估结果关系到学位授权的保留与否，决定了一所大学人才培养的方

向与高度，关系到学校发展的大局
[2]
。 

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工作是我校“一把手”工程。学校成立了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领导与工

作小组，学校党政一把手担任学位点评估领导小组组长，二级单位行政一把手负责本单位学位点

自我评估工作。学校党政一把手主持召开两次学位授权点工作布置会，明确各单位工作职责与分

工，主持一级学科校外同行专家现场评议会议，认真听取同行专家评议意见，督促学位授权点评

估整改措施落实。 

二、学科是学位点评估的主要受益者 

经过学位点评估，学校优化了学科生态，完善了学科布局。一级学科学位点完成评估的基础

上，40多家研究生培养二级单位和中医学、中西医结合 22个二级学科参与了评估。各学科进一步

明确研究生培养目标定位，修订了 6 个一级学科人才培养方案，强化了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完

善了一批研究生教育制度。撤销了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授权点，新增基础医学一级学科授权。 

社会卫生事业管理、科学技术哲学等弱势学科先行先试评估中发现，学科培养方案陈旧，专

业课设置特色欠缺，与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条件相比，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社

会卫生事业管理等 3个二级学科师资队伍、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差距较大。针对上述问题，

学科更新了研究生培养方案，提高学位授予标准，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组织成立社会科学

处，统筹建设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等非医学学科，先后制定了《**中医药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十三

五”发展规划（2016至 2020年）》《**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创新团队培育计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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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办法(试行)》等文件，进一步提高学校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水平，凝练特色研究方向，打造医

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共同体，服务高水平中医药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为学科发展赢得了时

间，为 2020年新增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申报指明了方向。 

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等强势学科评估中发现，学科方向分散、多重交叉管理等问题突

出。中医学为例，涉及 4个直属临床医院、4个研究所、2个学院，学科之间各自为政，融合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我校新成立发展规划处，配备了专职学科管理队伍，统筹学科建设，制定一流学科

发展规划，着力解决制约学科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激发学科建设活力。 

三、学位点自我评估问题与对策分析 

（一）学科发展不平衡，处理好优势学科与弱势学科之间的关系 

全国中医药院校成立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本世纪初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形成了以中医

药学科为主体，工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发展的局面。与中医药学科相比，临床医学、管理

学、哲学等非中医药学科处于弱势地位，学科起步晚、发展时间短、先天不足，社会大众对其存在

一定的偏见，高层次人才引进受限，科研资金少；研究生招生第一志愿报考率低、招生数量少，以

中医药专业调剂生源为主。弱势学科在夹缝中求生存，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同时，一流学科和

高水平大学建设目标要求，中医学、中药学等优势学科要率先进入世界知名学科范围，要做大做

强。在师资队伍、资金等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处理中医药优势学科与弱势学科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也考验着高校管理者的智慧。 

中医药学科无疑是中医药院校的立校强校之本，中医药学科特色优势要更加突出，占领全球

中医药学科发展制高点是中医药院校首要任务，非中医药学科是学校发展的重要补充，能够促进

中医药学科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推动学科中医药学科进步，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实践表

明，非中医药学科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中医药学科，只有围绕着并服务于中医药学科，才能获得更

大的发展活力。弱势学科在中医药一级学科增设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如中医心理学、中

医信息学、中医翻译学、中医护理学等中医药特色学科，提高自身学科地位，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二）学科空心化明显，处理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 

学科作为学术组织，其代表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明显。中医药学科分布在临床医学院、

二级学院等多个二级单位，形成了天然的行政权力藩篱。学科带头人无法统领学科队伍，学科之

间及学科内部宗派林立、一盘散沙，难以形成合力；学科与研究生管理部门争夺招生指标、导师遴

选等核心资源。学科带头人、学科秘书均为兼职，无办公场所、无绩效激励，空心化明显。 

一流学科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压力下，学科实体化势在必行。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者相

互依存、相互制约，没有行政权力的学术权力，犹如无水之木
[3]
。目前我国高校行政权力处于第一

层的情况下，必须赋予学科带头人必要的行政权力，给予其资金、研究生招生指标核心资源分配

权，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绩效考核机制，使学科带头人有效整合学科、人才、科研等资源，实现行

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统一。学科配备专职秘书和必要的办公场，扩大研究生培养单位与导师的自主

权，调动二级单位和导师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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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学科学位点评估的常态化机制 

面对学科评估、学科年度绩效考核、财政资金中期与年终考核、专业学水平认证等名目繁多

的评估，二级单位和导师对学校重复提交评估资料怨声载道。学校职能部门各自为战，要求二级

单位和导师反复填报业绩资料，浪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职能部门落后的材料收集方式，加大了资

料审核难度，又不能准确反应学科实力。因此，学科学位点评估信息化建设势在必行。 

目前，政府及第三方机构的各类评估考核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评估背景、政策法规、评估方

针、评估内容等方面大致相同
[4]
。高校应建立学科学位点评估工作常态化机制，定期开展评估，搭

建评估信息平台，整合资源、信息共享，实现学科评估考核的信息化，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二级单

位、研究生导师、职能部门通过信息平台提交业绩评估材料，数据准确且易于保存，节约人力、物

力、时间成本。学校可实时动态监测学科发展动态，及时发现学科建设短板。 

以双一流建设为契机，结合自身学科学位点布局特点，中医药院校组织学位点合格评估，积

累了丰富的评估工作经验，为下一轮学位点评估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医药院校应抓住政府改革与

大量资金投入的机遇，理顺学科学位点机制，优化高校内部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

率、更加开放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才能不负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中医药学科的历史使

命，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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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成就动机、学

业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的研究及其教育管理对策 

——以广州医科大学为例 
练雯 

511436，广州，广州医科大学 

通讯作者 练雯，1227985118@qq.com 

【摘要】通过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了解广州医科大学 

“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成就动机、学业自我效

能感和社会支持的现状及其与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

差异，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研究生教育对策和管理建议。 

【关键词】四证合一；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成就

动机；学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 

 

练雯，广州人，广州医科大学

研究生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主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生教育管理。2011年开

始至今负责研究生的培养教

育、思想政治教育和科研工

作。发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类、心理教育类、就业规划

类等论文 20 余篇。同时，开

展一系列以研究生为实体的

国家级、省市级的课题研究，

获得省研究生优秀工作者和

省级辅导员奖的称号。 

A study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with "Four Licenses in One " and its 

education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 Taking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hrough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random interviews, we study on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with 

"Four Licenses in One ", and find theirs differences from postgraduates of medical academic degree. 

Finally, we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of postgraduates. 

Key words: Four Licenses in One; me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academic self-efficacy; social support 

为推动我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2014年 6月,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六部门下发了《关于

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
[1]
,提出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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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培训。自 2015年起，各医学院校对新入学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采用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养，达到毕业条件者，可同时获得《执业

医师资格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以及《硕士学位证》四

证。2017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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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就推动医学教育改革发展作出部署,进一步提出要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加强临床教

学基地建设。 

“四证合一”的培养模式有利于推动我国医学硕士生教育由以培养学术人才为主向培养学术

和应用型人才并重的战略转变。但是由于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学习时间减少，轮转临床培训

过程中人际交往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增加，遇到问题时求助途径少，收入对比冲突明显、考核压力

极大等变化，给“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带来较大的身心挑战。汪旸（2015）
[3]
的

研究表明“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问题和心理不适。因此，

探讨 “四证合一”培养模式下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心理现状和教育管理对策，对于

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具有深刻意义。笔者对广州医科大学的 “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和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成就动机、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现状进行了调查和访

谈，旨在发现医学生存在的学习和心理困惑，提出针对性的教育改进措施，促进医学研究生教育

和管理。 

一、调查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1000 份，回收有效问卷 788份，有效率为 78.8%。，调查对象是实施

“四证合一”教育改革后的广州医科大学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386 人和医学学术学位硕士

研究生 402 人。调查问卷包括成就动机量表、社会支持量表、学习自我效能感，以及自编人口学

问卷（含性别、年龄、专业、年级、生源地、培养类型、是否应届考取研究生、是否独生子女、恋

爱婚姻状况、运动频次、专业满意度）。采用 SPSS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同时对 50 人进行了访谈，其中“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2 人，医学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28 人，访谈问卷为自编问卷，含 18 道问答题。主要包括选读“四证合一”

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和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原因、对“四证合一”政策的了解情况、

目前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压力情况、缓解压力的方法、运动频次、心理健康自评情况等内容。 

二、调查结果 

（一）“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成就动机现状 

成就动机，是驱动一个人在社会活动的特定领域力以求获得成功或取得成就的内部力量，它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11/content_5209661.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11/content_52096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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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个体对自己学业的评价和行为。本次调查使用的量表中成就动机包括 2 个维度，即追求成

功的动机和避免失败的动机。成就动机总分是追求成功的动机得分减去避免失败的动机的得分。

成就动机随着总分的越高而越强。心理学家阿特金森认为，当避免失败的动机超过追求成功的动

机时，便会表现出焦虑退缩，而去选择那些避免失败机会的目标，反之就会表现出奋发向上积极

努力的倾向。 

调查结果显示（见图 1）：“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为“研究生”）

是否为应届生、是否单身、是否经常运动以及年龄和专业满意度的不同，都会造成其成就动机的

差异。 

本次接受调查的 386名“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中，非应届生86人，占22.3%，

应届生 294人，占 76.2%。调查发现，应届研究生的成就动机总分（3.3675±9.699）（p=0.047）

显著高于非应届研究生的成就动机总分（0.1163±8.092）；访谈中也发现非应届研究生其考研的

目标更单一，大多数是为了找到安稳高收入的工作。 

单身研究生（210 人，54.4%）的追求成功动机显著高于非单身（含有伴侣、已婚和已婚已育）

研究生（176 人，45.6%）；其避免失败动机显著低于非单身；因此，单身研究生的成就动机总分

（4.809±9.693）显著高于非单身研究生的成就动机总分（0.341±9.146）（p=0.016）。这可能

是单身者更多注意力放在学业上，其更专注于个人成就。而非单身者注意力会被分散，且由于要

顾忌“另一半”，则会让其更加避免承担失败的后果。 

经常运动研究生（80人，20.7%）的成就动机总分（6.025±11.623）显著高于不经常运动（304

人，79.3%）的研究生的成就动机总分（1.875±8.971）（p=0.016），其避免失败动机的得分也显

著低于不经常运动的研究生；访谈中也发现，经常运动的研究生更敢于挑战自我，更能坦然面对

失败。谭建共等人的研究表明也大学生的运动表现与渴望获得成就的因素有关，如积极面对困难、

解决困难的能力以及渴望成功的满足感。 

本次调查中，60.1%的研究生专业满意度很高或较高（232人），其成就动机总分（4.112±9.839）

和追求成功动机的得分均显著高于专业满意度低的研究生的成就动机总分（0.753±9.141）

（p=0.018）和追求成功动机的得分；访谈中也发现，专业满意度高的研究生更有学习动力，更希

望自己在专业方面有所成就。研究也表明大学生专业认同感与学习满意、成就动机关系密切。  

大于等于 25岁的研究生（218人，56.5%）避免失败动机显著高于小于 25 岁（168人，43.5%）

的研究生；访谈中也发现年龄越大的研究生越担心学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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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证合一”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成就动机总分情况 

（二）“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现状 

学业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成功完成学业所具有能力的判断和自信。学者梁宇颂认为大

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越好，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学业自我效能感包括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

行为自我效能感。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学业，取得良好成绩和避免

学业失败的估计；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是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行为是否能够达到学习目标的估价
[4]
。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1）“四证合一”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为“研究生”）的

学业自我效能感因性别、生源地，是否为独生子女和是否经常运动不同而产生显著差异。 

男生（194人，50.3%）的学习能力效能感（38.979±6.922）和学习行为效能感（35.041±5.662）

均显著高于女生（192 人，49.7%）的学习能力效能感（32.681±6.924）（p=0.007）和学习行为

效能感（32.218±5.187）（p=0.000）； 

来自城市的研究生（178人，46.1%）的学习行为效能感（34.595±5.756）显著高于来自农村

（208 人，53.9%）的研究生（32.817±5.353）（p=0.027）。这可能是因为城市的学生家庭生活

环境相对比较优越，表现出一种对自我的积极评价、自信心更高。相信凭借自身努力,自己有能力

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甚至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也能够一战到底。 

独生子女（84人，21.8%）的研究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74.428±12.148）显著高于非独

生子女（302人，78.2%）的研究生（70.397±11.075）（p=0.042）。这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是家

中的“焦点”，其在很多方面受到的重视程度要高于非独生子女，比如父母的关心、呵护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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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独生子女的学业自我效能感高于非独生子女。 

经常运动的研究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74.525±11.190）和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39.700±6.190）均显著高于不经常运动的研究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总分（70.447±11.380）

（p=0.044）和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37.105±7.185）（p=0.038）。谈对象也认为，经常运动能

提高自信和克服困难的勇气。这给我们的教育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 

表 1 “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状况 

项目 

性别 生源地 是否独生子女 是否经常运动 

男 

（50.3%） 

女 

（49.7%） 

城市 

（46.1%） 

农村 

（53.9%） 

是  

（21.8%） 

否  

（78.2%） 

是   

（20.7%） 

否  

（ 79.3%

） 

学习能

力自我

效能感 

38.98** 32.68** 38.00 37.32 39.45 37.13 39.70* 37.10* 

学习行

为自我

效能感 

35.04*** 32.22*** 34.59* 32.82* 34.97 33.26 34.83 33.34 

学业自

我效能

感总分 

74.02 68.50 72.59 70.14 74.43* 70.39* 74.53* 70.44* 

注：*，p<0.05；**，p<0.01；***，p<0.001（下同） 

（三）“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社会支持现状 

社会支持是个体通过社会联系所获得的能减少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提高社会

适应能力的影响
[5]
。本次调查使用的量表中的社会支持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

3个维度。客观支持是指客观的、可见的或实际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支援，社会网络、团体

关系的存在和参与等；主观支持是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感体验；对社会支

持的利用度是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每个人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存在着差异
 [6]

。 

本调查结果显示（见图 2），“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为“研究

生”）的社会支持在性别、年龄、是否为应届生、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单身几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 

女生的支持利用度（8.489±1.741）显著高于男研究生对支持利用度（7.979±1.534）

（p=0.032）；男性的访谈对象也表示，如果遇到问题或困难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

说明女性更善于利用社会支持，与张海莲（2013）及李雯（2009）对医学研究生的研究结果一致。

这可能是由于传统观念中男性被认为是强有力的，被要求其忍耐和独立，则导致其从小养成独立

处理问题的习惯，遇到困难拒绝别人的帮助。而女性往往被认为比较弱小，需要被保护，则导致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7%BD%91%E7%BB%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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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容易对周围的人有更多的情感表露与互动，遇到困难会主动地寻求亲密感和外界的支持，并且

善于利用社会支持处理问题。 

大于或等于 25岁的研究生的主观支持（21.678±3.582）和社会支持总分（38.339±5.377），

均显著高于小于 25 岁的研究生的主观支持（20.142±3.422）（p=0.003）和社会支持总分

（36.178±5.172）（p=0.005）。非应届生的研究生的客观支持（9.046±2.439）显著高于应届研

究生的客观支持（7.925±2.171）（p=0.004）；非应届的访谈对象多次谈论到遇到问题或困难的

时候，自己的社会支持来源会比较多。这可能是非应届生由于有工作经历和较多的社会经验，其

物质方面的支援较多。同时，其拥有的社会网络和团体关系较多。因此，其客观支持会更高。 

非独生子女的研究生的主观支持（21.377±3.530）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的主观支持

（19.690±3.516）（p=0.007）。这可能是与非独生子女有兄弟姐妹相伴，其情感上较独生子女有

更多的支持。非独生子女的访谈对象也多次谈论到遇到问题或困难的时候，自己经常会向兄弟倾

诉或寻求支持和帮助。 

非单身的研究生，其客观支持（8.881±2.241）、主观支持（22.170±3.448）、社会支持总

分（39.170±5.017），均显著高于单身的客观支持（7.600±2.173）（p=0.000）、主观支持

（20.038±3.422）（p=0.000）、社会支持总分（35.914±5.249）（p=0.000）。表明非单身的群

体所获得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社会支持总分均较多。非单身的访谈对象也多次谈论到伴侣对自

己的支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7%BD%91%E7%BB%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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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社会支持现状 

（四）“四证合一”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和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成就动机、学业

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的比较 

 本调查对 386名“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与 402名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

的成就动机、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的分别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两类培养模式的医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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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在学业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的得分上没有显著差别，但在成就动机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与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相比，“四证合一”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成就动机明显偏

低，而避免失败的动机明显偏高。 “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中，大于等于 25岁

的研究生、城市的和女性研究生以及单身的研究生其避免失败的动机更强，而成就动机更低。 

结合访谈情况，笔者认为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两者的报考投入、培养模式、工作学习生活环

境和追求目标的不同造成的。 

首先，报考投入方面。由于“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拿到四个证（毕

业证、学历证、执业医师证和医师规培证）且能直接进入临床工作。因此，“四证合一”的医学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竞争的激烈，这批能顺利进入“四证合一”培养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这些都让他们更担心付出后没有收获，则越会选择避免失败。“四证

合一”的女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更是由于报考的高投入、临床和科研双重压力，以及临床轮

科的高强度工作，造成其更害怕失败。 

其次，培养模式方面。“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不同于以往有导

师直接指导，而是按照规范化培训要求在基地各临床科室轮转，与自己的导师接触较少，与自己

的师兄师姐也联系较少。并且，在访谈中，不少“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也表示

自己和导师对目前专业学位的培养模式和毕业要求了解不充分，甚至有部分导师还是按照医学学

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行培养。这样导致他们在培养的过程中会有“不踏实”的感觉，

担心自己毕业的时候不能如期拿到“四证”，害怕失败。而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

相对成熟，同时大多有导师及师兄师姐引导的实验室环境，遇到问题能寻求帮助和解决。 

第三，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方面。“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临床轮科的工

作强度大，且部分学生还有科研压力。在访谈中，不少“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表示为了早点出实验结果，他们每天下了临床班都会泡在实验室。周一至周五在临床上班，周六

周日做实验已经是常态。而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工作学习环境较单纯，主要是以实验室为

主。生活环境方面很多农村学生由于家庭经济的困难，将学到一技之长、方便就业、减轻父母负担

作为自己的目标，因而其拥有更强的奋斗精神和坚强信念，在艰难险阻面前不回避、不畏惧，积极

面对现实，向往成功，避免失败动机低，成功动机高。而很多城市学生优越感较强，他们的社会支

持和社会资源更多，有时候比较不愿意付出，害怕失败。 

最后，追求的目标方面。大多数“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追求的目标是短期

的目标，即毕业后能找到一个稳定而收入较高的工作。而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追求的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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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目标，即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同时，医学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一方面了解到自己毕业后

如果要参加工作，还要继续参加医师规范化培训；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科研思维的培养和研究工作

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过程。所以，他们具有长远目标，并孜孜不倦的追求，没有丝毫的放松。 

三、对策和建议 

（一）注重校园文化或医院文化建设，鼓励学生加强锻炼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四证合一”下的医学硕士研究生必须保证完成长达 33 个月的临

床科室轮转。从他们 7月初入学至毕业的 3 年时间内，共有 36 个月的时间，减去医师规培的 

33 个月，他们原来的学习内容必须在 3 个月内完成。因此，由于所学专业的特殊性, “四证合

一”下的医学硕士研究生不仅承受着科研、就业、婚恋等压力,也承担着治病救人的工作。 

本次调查发现，经常运动不仅可以提高医学研究生的成就动机，激发他们奋发向上避免焦虑

退缩，同时对提升他们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有极大帮助。因此，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注重校园文化或

医学文化建设，鼓励学生加强锻炼：（1）结合“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特点，

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文体活动，鼓励学生多参与，促进他们相互的交流和沟通，为他们创造一个

较为宽松的外界环境,使他们的心理紧张得以放松；（2）将医德教育的内容积极融入校园文化或

医院文化建设中，全面发挥校其育人功能。通过校园文化或医院文化的德育功能促进“四证合一”

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医德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医学人才，增强临床工作的实效性；（3）

学校或医院应该加大经费投入，增加文化体育设施，提供良好的平台和硬件设施，比如完善运动

设施建设，给予学生更好的运动场所。 

（二）提高专业满意度 

本调查结果显示，60.1%的研究生对所学专业表示满意，37.3%的研究生的专业满意度一般， 

2.6%的研究生对所学专业不满意。对所学专业满意的“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其成就动机总分均显著高于对所学专业不满意的研究生。作为教育工作者应注重培养研究生的专

业兴趣，提高专业满意度：（1）做好专业的招生宣传。研究生院不仅要及时公布每年的研究生招

生简章，还应该与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联系，做好各专业的招生宣传，让考生在报考前详细而准确

的了解专业前景和目前的情况；（2）做好入学的专业宣传教育。由于“四证合一”的硕士研究生

入学考试竞争激烈，有一部分的研究生报考之前就知道所选专业不理想但为了增大被录取的机会

还是选择了这个专业；或者是第一志愿没被录取而被调剂了其他专业。为了提高这部分研究生的

专业学习兴趣，研究生院、研究生各培养单位以及导师要在入学时就要多做工作，尽量扭转这部

分学生对该专业的看法，提高他们对专业的满意度；（3）对于那些经过长期引导和教育而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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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要尊重他们对专业的兴趣，毕竟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应尽可能的进行专业或相关专业

的调换，最大限度地确保他们的专业思想稳定度，从而提高其学习和生活质量
[7]
。 

（三）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所谓社会支持系统，是指一种特定的人际关系，简单地说，就是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能够从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
[8]
。因此，社会支持作为个体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环境资源，影响

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和行为模式
[9]
。 

作为教育工作者，应重视为“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系

统：（1）社会方面。社会应积极引导，利用大众传媒对孜孜不倦、追求上进的优秀“四证合一”

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代表进行正面宣传和报道，从而辐射到整个“四证合一”下的医学硕

士研究生群体，引导他们乐观向上，提升其心理素质；（2）学校、医院和导师方面。首先，学校

和医院应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导师也要鼓励学生多参加文化活动，从而给他们提供更多与人沟

通、交往和协作的机会，同时也能加深对社会的认识、，逐渐趋向成熟。第二，要大力发挥班级、

社团、学生组织等社会团体的建设性作用，导师也要鼓励学生多参与社团组织，提供隐性的主观

支持，从而使“四证合一”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个体在社会团体中获得满足感和归属感。

第三，结合本文研究结果，学校、医院和导师应对这类学生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男性、年龄小、非

应届、无工作经验、单身、独生子女、农村生源这几类学生群体。（3）个人方面。首先，要重视

家庭生活，重视与亲朋好友之间的交往，努力构建自己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
[8]
。其次，要积极参加

校园或医院的文体活动，加入社团组织，主动与人交流和沟通，创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扩大自身的

社会支持来源。第三，科学合理的确定人生目标和发展规划，在其中不断认识自身，同时了解社

会，从而对自己的发展做出正确科学的规划和预测。在人生的进程中遇到困难时，不要气馁。要学

会从社会支持系统中寻求帮助，及时疏散心中的负能量，妥善解决一些心理问题，这样才能建构

一条坚固的心理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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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子分析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满意度研究——以广西医科大学为例 
李欣* 曾小云 郑媚 李隆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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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影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满意度的因素，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满意度，提升

教育质量提供参考借鉴。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广西

医科大学 1600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

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培养过程满意度综合得分。结果：综

合满意度为 50.4%。经过因子分析，提取 4 个影响满意度

的公因子，按照得分高低依次排序为导师影响、实践过程

培养、课程培养和科研条件。结论：进一步修订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方案，完善课程体系与管理模式，加强科研训

练，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待遇，强化导师指导。 

【关键词】满意度；因子分析；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科研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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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多次获得广

西医科大学先进教育工作者称

号。期间发表相关论文 10余篇，

并主持、参与了多项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研究，主要有：广西研究生

教育创新计划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改革课题：基于 WEB 校外双盲论

文送审平台建设对提升研究生学

位论文质量的探索与实践、医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研

究等，2018年全国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研究课

题；2019年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

计划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专项

课题。 

Study on the Satisfac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Professional Degree Which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Taking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z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ing the satisfac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professional degree which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satisfac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used to conduct 

a survey on 1600 graduate students with professional degree which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in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The factor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mprehensive score 

of satisfaction in the cultivation process.Results: Overall satisfaction was 50.4%. After factor analysis, 

four common factors affecting satisfaction were extracted, which were ranked as instructor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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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process training,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onditions.Conclusion: Further 

revision the training program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professional degree ,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management model, strengthen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improve the treatment , and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tutors. 

Key words: satisfaction; factor analysis; training program; curriculum system; research training 

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医疗卫生领域面临的主要矛

盾，而医学人才队伍建设则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点。2014 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医教协同深化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意见指出要深化院校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临床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有机衔接，为培养高层次临床应用型人才提供了政策

保障
[1]
。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广西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培养过程的综合满意度，并就

各项影响因子满意度进行探讨，为改善管理和提高培养质量提供依据。 

一、对象和方法 

（一）调查对象 

广西医科大学2016、2017、2018级1600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共发放调查问卷1600份，

回收有效问卷1439份，问卷有效率89.9%。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 DREEM 量表为基础，结合文献研究形成适合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的调查

问卷，了解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培养过程的满意度。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和培

养过程满意度两部分。问卷主要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法，最低分为 1 分，最高分为 5 分，评分越

高代表学生认为该题目所表示的程度越高。 

表 1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所培养过程满意度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符号 观测变量 符号 观测变量 

X1 课程安排（时间、种类） X20 实践考核方式 

X2 课程内容（与时俱进） X21 补助津贴 

X3 课程与实践结合度 X22 图书馆及学术资源 

X4 课程与科研结合度 X23 科研经费 

X5 课堂氛围 X24 科研平台 

X6 学术氛围 X25 
科研效率（科研时间被有效利

用） 

X7 授课方法 X26 第一导师指导研究方法 

X8 授课教师 X27 第一导师指导研究内容 

X9 
课程效率（课程时间被有效利

用） 
X28 导师团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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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0 课程考核 X29 科研团队 

X11 人文素养和职业素养课程 X30 导师在本研究领域造诣 

X12 培养学生学术道德 X31 接触学术前沿性 

X13 实习/实践管理服务 X32 导师学术人脉网络 

X14 
实习/实践安排（时间、科室

和岗位等） 
X33 帮助选题与写作 

X15 实习实践内容及要求 X34 了解学生个人诉求 

X16 实习/实践的资源条件 X35 关心学生个人情况 

X17 实习/实践的时间被有效利用 X36 及时反馈学生问题 

X18 第一导师对实习的指导 X37 指导学生未来规划 

X19 实践导师或带教老师指导   

（三）统计学方法 

运用 Epidata3．1 和 SPSS 20．0对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年级、入学方式等基本情况进

行描述性分析，基于因子分析综合评价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培养过程的总体满意度。 

二、结果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对象中 2015 级的学生有 322 人（22.38%），2016 级的学生有 535 人（37.18%），

2017级的学生有 580 人（40.44%）。男性 686人（47.67%），女性 753人（52.33%）。年龄小于

25岁的学生有 613人（42.60%），26-30岁 771人（53.58%），31-35岁 47人（3.27%），大于 36

岁 8人（0.56%）。通过普通招考入学的学生 966人（67.13%），推免入学的学生 82人（5.70%），

长学制学生 391人（27.17%）。 

（二） 培养过程满意度的因子分析 

1.提取公因子 

本文对培养过程满意度的 34 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采用 Bartlett 球形检验和 KMO 检验进行

因子分析可行性检验。结果显示，KMO检验统计量值为 0.973，大于 0.7；Bartlett球形检验的统

计量值为 74818.704，P＜0.000，表示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由此判断原始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提取公因子使用主成分分析，前 4 个因子特征值大于 1，累计贡献率达到 80.15%，能较好的表达

原始变量所涵盖的信息（见表 2），4个公因子反映了课程满意度受不同维度的影响且大小存在一

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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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20.067 54.234 54.234  20.067 54.234 54.234  8.968 24.238 24.238 

2 5.392 14.573 68.807  5.392 14.573 68.807  8.962 24.222 48.459 

3 2.296 6.205 75.012  2.296 6.205 75.012  6.281 16.976 65.435 

4 1.903 5.142 80.154  1.903 5.142 80.154  5.446 14.719 80.154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2.因子的命名和解释 

为使原始变量更具解释性，本研究采取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对原始载荷成分矩阵进行因子旋

转，根据旋转成分矩阵对公因子进行命名。因子 1在变量 X1、X2、X3、X4、X5、X7、X8、X9、X10、X11上

载荷较大，该因子旨在通过课程安排、学习情况衡量学生对培养过程的满意度，可命名为课程培

养（F1）；因子 2在变量 X12、X26、X30、X31、X32、X33、X34、X35、X36、X37上载荷较大，该因子反映了

导师个人学术水平、对学生的指导和关注对学生培养过程满意度的影响，将其命名为导师影响（F2）；

因子 3在变量 X6、X22、X23、X24、X25、X27、X28、X29上载荷较大，从科研平台、资源、氛围等衡量培

养过程满意度，将其命名为科研条件（F3）；因子 4在变量 X13、X14、X15、X16、X17、X18、X19、X20上

载荷较大，该因子旨在通过实践（实习）过程的条件、指导测量培养过程的满意度，命名为实践过

程培养（F4）。 

3.培养过程满意度综合评价 

采用回归方法得出各成分的得分系数矩阵（见表3）。据此得出四个公因子的得分函数为： 

F1=0.146X1+0.154X2+0.156X3+…-0.005X36-0.006X37 

F2=-0.012X1-0.005 X2-0.005X3+…+0.121X36+0.119X37 

F3=-0.037 X1-0.046X2-0.053X3+…-0.021X36-0.024X37 

F4=0.052X1-0.058X2-0.058X3+…-0.032X36-0.023X37 

求得 4 个公因子综合得分（见表 4）。按满意度综合得分高低排序依次为导师影响、实践过

程培养、课程培养、科研条件。据成份得分协方差矩阵图知，不相关因子的协方差为 0.00，故本

文研究的四个公共因子不相关（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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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成份得分系数矩阵 

变量 1 2 3 4   变量 1 2 3 4 

X1 0.146 -0.012 -0.037 -0.052   X20 -0.034 -0.016 0.001 0.157 

X2 0.154 -0.005 -0.046 -0.058   X21 0.021 -0.045 0.064 0.011 

X3 0.156 -0.005 -0.053 -0.053   X22 -0.043 -0.035 0.159 0.001 

X4 0.146 -0.012 -0.03 -0.058   X23 -0.04 -0.047 0.216 -0.045 

X5 0.152 -0.01 -0.035 -0.06   X24 -0.034 -0.049 0.216 -0.048 

X6 -0.044 -0.022 0.203 -0.048   X25 -0.026 -0.046 0.206 -0.049 

X7 0.15 -0.008 -0.04 -0.054   X26 -0.009 0.119 -0.015 -0.029 

X8 0.136 0.006 -0.043 -0.052   X27 -0.049 0.008 0.173 -0.049 

X9 0.147 -0.008 -0.037 -0.054   X28 -0.041 -0.005 0.186 -0.056 

X10 0.142 -0.005 -0.04 -0.047   X29 -0.039 -0.021 0.202 -0.056 

X11 0.133 -0.004 -0.038 -0.038   X30 -0.012 0.126 -0.067 0.01 

X12 -0.008 0.131 -0.056 -0.009   X31 -0.01 0.127 -0.055 -0.002 

X13 -0.046 -0.018 -0.06 0.235   X32 -0.011 0.126 -0.056 0 

X14 -0.062 -0.021 -0.064 0.262   X33 -0.012 0.121 -0.02 -0.023 

X15 -0.057 -0.017 -0.073 0.264   X34 -0.005 0.124 -0.032 -0.024 

X16 -0.06 -0.022 -0.047 0.247   X35 0 0.12 -0.024 -0.036 

X17 -0.053 -0.025 -0.042 0.233   X36 -0.005 0.121 -0.021 -0.032 

X18 -0.043 0.02 0.016 0.1   X37 -0.006 0.119 -0.024 -0.023 

X19 -0.048 -0.007 0.009 0.152             

提取方法 :主成份。 

旋转法 :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表 4 公因子综合得分 

因子 综合得分 排名 

课程培养 1.94 3 

导师影响 3.78 1 

科研条件 1.6 4 

实践过程培养 2.51 2 

注：满分为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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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成份得分协方差矩阵 

成份 1 2 3 4 

1 1.000 .000 .000 .000 

2 .000 1.000 .000 .000 

3 .000 .000 1.000 .000 

4 .000 .000 .000 1.000 

提取方法 :主成份。   

旋转法 :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构成得分。 

为准确反映培养过程综合水平，分别将 4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各公因子权重，得到培

养过程综合得分公式：F=0.24/0.8F1+0.24/0.8F2+0.17/0.8F3+0.15/0.8F4。经计算，得到培养过

程综合满意度的平均得分为 2.516，转换为百分率，则为 50.4%。 

三、讨论与建议 

（一）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修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培养过程的综合满意度较低，仅为 50.4%。我国

2014 年开始推进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相衔接，其临床培养按照统一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进行。与临床医学学术学位研究

生相比，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教育体系、培养目标、培养方式上均有较大的区别。但学校在制定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时往往是在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做调整，认为专业学位研究生

多数时间在临床轮转，因此没有制定出有针对性、系统性的培养方案。而医院研究生管理部门的

管理重点是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轮转的管理与考核，加之导师疏于对学生的指导，三方培养主体

的缺位与错位造成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培养过程的满意度不高
[2]
。在后期管理中，应明确临床医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定位和培养目标，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特点，深化医教协同，制定出与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特点相符的培养方案，既注重技能的培训，也着力提升其理论与科研水

平，为社会输送高质量医学人才。 

（二）优化课程体系，完善教育管理模式 

分析结果显示专业学位研究生对课程培养的满意度仅为 1.94（1.94是百分百还是得分，全文

要保持一折，我看上面就是 50.4%，这里的 1.94 应该是得分吧）。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多数时间

在临床轮转，理论课程的学习时间较少，任务较重，因此对课程的时间安排、学习形式、课程效率

往往要求较高。同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重点是培养临床工作、临床科研能力强的医学人才，

因此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对课程与实践的结合度、课程与科研的结合度要求也较高。但当前

的课程体系中未充分考虑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际需求，对于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两种学位类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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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的培养在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上区分不明显,采取粗放式、“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导致课程

培养满意度不高。要解决此问题，必须要创新教育理念、整合教学资源、完善教育管理模式，提升

课程效率
[3]
。需对课程体系建设进行通盘考虑，统一规划和系统建设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

体系。可结合学校实际合理利用全国医科院校研究生院联盟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课程资源，探索构建新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教学方式，采取

集中面授、线上教学、专题讲座、自主学习等方式相结合，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构建，逐步形成较

为科学合理的、适应各专业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的体系。 

（三）加强科研训练，搭建交流平台 

在科研条件方面，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满意度仅为 1.6，是所有因子中满意度最低的因

素。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临床工作较为繁重、科研经费与课题相对较少等问题导致专业学位研究

生可获得的科研资源有限。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训练与操作多以学长“传、帮、带”的形式开展，

由于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对部分科研能力较弱的学生而言，该种形式不仅在实验操作上存在安全

隐患，在实验数据的处理及论文的撰写与规范上也存在一定的学术风险
[4]
。由此，应加强对临床医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科研训练及考核管理，要求掌握系统规范的实验方法，定期开展小组讨论或

小讲座，交流实验心得，探讨实验中发现的问题。对毕业论文的撰写实行全过程考核，对开题报

告、中期汇报、论文答辩等进行量化评分，引导其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鼓励导师所在科室积极搭

建学习交流平台，弥补本专业学习时间不足的问题，培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的问题意识，提高科

研素养
[5]
。 

（四）突出专业特点，强化导师指导 

导师评价在培养过程中满意度较高，这与该校近年来不断完善导师遴选机制，加强导师考核

管理有关。该校改变了单独评定导师资格的做法，导师资格及招生审核一年一审，形成动态的进

入与退出机制。同时，强调学术学位导师和专业学位导师的分类选聘，专业学位硕士生导师要求

必须具备相应领域的执业资格证书，同时侧重从业年限和临床技能水平的要求，与学术型硕士生

导师相比，弱化了课题及科研经费要求。因此，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导师认可度较高。但由

于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轮转是通科培养的方式，而其导师多为某一专业的专家, 在某一学科工

作, 且工作重心多放在临床工作，易疏于对研究方法的指导，研究生在其他科室轮转时也脱离了

导师的指导和管理。由此，在后续管理中，仍需不断完善导师遴选机制，同时建立相应的配套措

施，依据不同专业的个性分类制定不同长度的轮转时间，突出专业特点，强化导师指导，满足不同

专业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特殊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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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大经费投入，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待遇 

调查结果显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实践（实习）过程条件中的补助津贴这一变量的

满意度极低。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具有双重身份（研究生和住培学员），接受双重管理（教育系

统和卫生系统），由于政策衔接不到位，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待遇方面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住培学

员国家财政每年补助 3 万元，自治区财政每年补助 1 万元，但是研究生未纳入国家住培系统中，

因此无此项补助，仅有学校每月下发给学员的 600 元生活补助，学员经济压力较大。在后期管理

中，应加大经费投入，进一步完善校院两级奖助体系，扩大资助范围，提高资助水平。可设立专项

奖金，对在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中突出成绩的研究生给予奖励，培养基地可根据自身实际制定考

核方案，每月结合考核结果按照不同系数发放一定绩效奖励作为补偿，不仅为学生提供生活保障，

又能提升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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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 

督导组织建构的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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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目的 通过阐述广西医科大学医学研究生教

育教学信息员督导组织建构的进展情况，旨在为完善医学

研究生督导体系建构提供经验参考。方法 采用总结归纳

的方法，从组织建设、制度制定、督导形式、反馈机制、

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对广西医科大学

研究生教育教育信息员督导组织建构进行回顾分析。结果 

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工作组已经基本建

立起有效的督导工作运行模式，并取得了初步的督导效

果，充分发挥了研究生参与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控制和教

育教学管理的积极主动作用。结论 建立以研究生为主体

的教育教学信息员督导组织，是教育教学督导监控体系的

组成部分之一，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 

【关键词】 督导体系；信息员；医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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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report of postgraduate teaching information officer supervised organization in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Objective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enc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upervision 

system for medical postgraduat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development of postgraduate teaching 

information officer supervised organization in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Methods By summarizing 

and summariz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tgraduate teaching information officer supervised 

organization in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five aspects: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system 

establishment, supervision form, feedback mechanism, ex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Results The postgraduate teaching information officer supervised organization in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has basically established an effective supervision mode and achieved a preliminary supervision 

effect,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ctive role of postgraduates in the quality control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nclusion It is one of the components of 

the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syste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to establish a supervision and supervision 

organization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information staff,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gree an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Keywords: Supervisory system; The researcher; Medical postgraduat 

研究生教育是在大学本科教育后进行的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一种学历教育，属高等教育的

最高阶段[1]。201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

建设的意见》[2]要求，“加强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发展中具有重

要作用。面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形势，提高质量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

亟需进一步完善与研究生教育强国建设相适应、符合国情和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的质量保证和监

督体系。”本文以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工作组为例，在组织建立、制度建设、督导

形式、反馈机制、改进措施等方面的内容进行阐述，旨在为完善医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体系建

设提供实际参考依据。 

一、组织建设 

2007 年广西医科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以及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研究型

医科大学[3]。为了更好地立足广西医科大学办学定位，保证和提高医学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2017

年 9 月，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决定成立以研究生为主体的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工作组（以下

简称“工作组”）。工作组挂靠在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由 1 名指导教师、4 名组委、14 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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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员共 19名成员组成。研究生院指派 1名督导经验丰富的教师负责工作组的指导工作。通过 2017

级新入学各研究生班级推选 1 名工作认真负责、有社会责任感的研究生代表为教育教学信息员，

共聘任 18 名成员，聘任期为 2 年。经工作组推选和研究生院审核从聘任的 18 名研究生中选出 1

名组长、2名副组长、1名秘书，负责工作组的工作部署及日常管理。组长要求具有全局思维和统

筹协调能力，主要负责工作组的工作部署；副组长要求学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各 1 名，其中 1 名

为博士研究生，协助组长做好各项工作安排；秘书具有良好的沟通和文件拟写的能力，负责文秘

和财务管理等。工作组督导范围覆盖多学科、多专业，包括对课程教学、科研实践活动、临床轮转

和考核、学位论文答辩等研究生培养环节进行督导，并及时向各二级、研究生院和学校领导反馈

教育教学动态信息，结合实际向相应部门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 

2018年 11月份，为扩大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范围，同时考虑在 2017级研究生信息员解聘后，

工作组仍能保证督导人数的稳定和信息反馈工作的连续性，经2018级新入学各研究生班级的推选，

22 名新成员加入到工作组的队伍中。由于团队的扩增，工作组进行了机构调整。在原来 4 名组委

的基础上，新增 2 名副组长，施行以 3-4 人为小组单位的轮流值班制度，主要负责具体项目的执

行工作，共 11 个小组。其中，组长从高年级研究生信息员中遴选担任；副组长 4 名，2017 级学

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各 1 名（其中 1 名为博士），2018 级学术、专业学位研究生各 1 名（其中 1

名为博士）；秘书不限年级、专业。目前，工作组由 1 名指导教师、6 名组委、34 名信息员，共

41名成员组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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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工作组机构组成 

学年 指导教师  组委  信息员 

 
人 数

（人） 
要求  

人 数

（人） 
要求  

人 数

（人） 
要求 

2017-2018

学年 

1 
有丰富督导经

验的青年教师 

 4 

1名组长；2名副组

长，学术/专业学

位研究生各 1名，

其中 1名为博士研

究生；1 名秘书。

均从 2017 级研究

生各班推选的研

究生代表中竞选

产生。 

 14 

各 新 入 学

2017 级研究

生班级推选 1

名工作认真负

责，有社会责

任感的研究生

代表。 

2018-2019

学年 
 6 

1 名组长，从高年

级信息员中遴选；

副组长 4名，2017

级和 2018 级信息

员各 2名，每个年

级学术/专业学位

研究生各 1名，其

中各年级有 1名博

士；1 名秘书，全

体信息员竞选产

生。 

 34 

2017 级各研

究生班级信息

员+18 级各研

究生班级信息

员。暂行 3-4

人为 1 小组单

位，共 11 小

组。 

二、制度制定 

为明确工作组工作性质，经工作组拟定和研究生院督导部门审核，先后发布了《广西医科大

学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工作职责（试行）》、《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工作方案

（试行）》、《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工作组会议管理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明确

了信息员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方向。经工作组制定和研究生院督导专家审阅，发布并试用了《广西

医科大学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表（教师授课评分表）》、《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

学督导检查表（临床病例讨论评分表）》、《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表（教学查房

评分表）》、《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表（临床手术操作指导评分表）》、《广西

医科大学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表（学术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广西医科大学

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表（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等评分表，信息员根据评分

表结合实际教育教学情况开展各项评教工作。暂行拟定《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工

作组组委遴选方案》、《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工作组信息员遴选方案》、《广西医

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信息员工作组“优秀信息员”评选方案》等。这些文件为工作组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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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科学评教提供政策指导依据。 

三、督导形式 

（一）督导例会 

工作组定期召开督导例会，每次例会时间约 1 小时。包括每个学期均召开工作组开学工作计

划会议、期末工作总结大会，每个月定期进行线上或线下讨论，不定期召开督导工作研讨会，信息

员针对督导过程中的实际问题随时进行线上QQ群提问和讨论。每次督导例会的有关材料做好存档，

包括会议记录、新闻稿件、照片等。2017 年 9 月-2019 年 4 月，工作组共召开 8 次全体信息员工

作部署、总结、相关问题研讨等会议。指导教师每个月定期与组长进行座谈，了解工作组工作安排

及进展。组委根据工作分配等问题不定期进行线上、线下交流。每学期末组委做好工作总结，汇总

信息员意见及建议，形成书面报告反馈给研究生院，并做好下一阶段工作计划。见表 2。 

表 2 工作组督导例会基本情况 

会议召开时间 会议地点 会议内容 
会议总时

间 

参 会

人数 

2017年 9月 27日 
研究生院 4 楼 412 会

议室（研二栋） 

信息员工作启动会/研究生课程建

设调研会 
1.5 小时 21 

2017年 10月 25日 
研究生院 4 楼 412 会

议室（研二栋） 

信息员工作职责/工作方案和细则

等文件确定 
1.0 小时 15 

2017年 11月 29日 
研究生院 4 楼 412 会

议室（研二栋） 

信息反馈/会议制度/各类评分表

确定 
1.0 小时 16 

2017年 12月 27日 
研究生院 4 楼 412 会

议室（研二栋） 
信息反馈/相关工作安排讨论 1.0 小时 14 

2018年 04月 25日 
研究生院 4 楼 412 会

议室（研二栋） 
简报事宜/信息反馈 1.0 小时 12 

2018年 05月-10月 
研究生院 4 楼 412 会

议室（研二栋） 
信息反馈交流 - 

未 记

录 

2018年 11月 12日 
研究生院 5 楼 503 会

议室 
工作计划/总结 1.5 小时 37 

2019年 01月 04日 
研究生院 5 楼 503 会

议室 
工作总结 1.0 小时 33 

2019年 05月 14日 
研究生院 5 楼 503 会

议室 
工作计划 1.0 小时 26 

（二）刊物制作和发放 

以定期制作和发放简报为主、出版内部学习书刊为辅的形式，广泛宣传教学动态信息。通过

制定和发放简报，反馈相关问题，并对表现情况较好的教师或者有关部门进行表扬和激励。2017

年 9月-2019年 4月，工作组制作和完成发放共 5期简报，主要面向二级研究生培养单位/教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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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研究生宿舍，共计约 5000册。第六期简报正在撰写，预计 2018-2019 学年下学期完成印

刷发放工作。为加深信息员在督导工作中的讨论和交流，明确研究生教育教学全程督导的工作意

义，强化理论学习，工作组根据教学督导工作中的工作经验及取得的阶段性成绩，出版一本研究

生教育教学相关领域的书刊，供内部学习。2019年 5月 8日组 

长向工作组全体成员发布征稿通知，征集书刊稿件，2019年 6月 30日截止征稿，计划 

2018-2019学年下学期结束前完成出刊工作。见表 3。 

表 3 2017年 9月-2019年 4 月工作组各期简报领取发放情况 

学年 
简

报 
发放范围 发放数量 

2017-

2018 学年

上学期 

第

一

期 

二级培养单位、行政管理

部门、校外培养单位、各研

究生宿舍 

18个二级培养单位（20-30册/单位），行政管理部门（若

干），14个校外培养单位（15册/单位），各研究生宿舍 1-

2册，共计约 1000册 

第

二

期 

二级培养单位、各研究生

宿舍 

各二级培养单位 20-30 册，各研究生宿舍 1-2 册，共计约

1000册 

2017-

2018 学年

下学期 

第

三

期 

二级培养单位、各研究生

宿舍 

各二级培养单位 20-30 册，各研究生宿舍 1-2 册，共计约

1000册 

第

四

期 

二级培养单位、各研究生

宿舍 

各二级培养单位 20-30 册，各研究生宿舍 1-2 册，共计约

1000册 

2018-

2019 学年

上学期 

第

五

期 

二级培养单位、各研究生

宿舍 

各二级培养单位 20-30 册，各研究生宿舍 1-2 册，共计约

1000册 

2018-

2019 学年

下学期 

第

六

期 

二级培养单位、各研究生

宿舍 

各二级培养单位 20-30 册，各研究生宿舍 1-2 册，预计约

1000册 

（三）评教活动 

工作组采用评分表调查的方式对课程教学、科研实践活动、临床研究生轮转、学位论文答辩

质量等研究生培养环节进行督查。研一学术型研究生信息员随堂评教，每人每周每门课程至少填

写 1 份评分表，组委每人每月每门课程至少填写 1 份评分表。临床轮转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信息

员，每人每月填写至少 5 份临床轮转评分表，其中教学查房、病例讨论、手术操作指导、临床小

讲课评分表每类至少 1 份。研二学术型研究生信息员在参与各种科研实践活动过程时，每人每月

至少填写 5 份《科研实践活动评分表》评分表，组委每人每月至少 3 份。每月填写的评分表于当

月中下旬交给相应负责收表的副组长，副组长收集评分表后整理并填写反馈表，交组长汇总、整

理，呈报给研究生院督导部门。每个学期末组委将本学期收集填写的评分表分类归档，交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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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院督导部门留存备查。2017年 9月-2019年 4月，工作组共收集了 1567份评分表。其中学术型

研究生《教师授课评分表》665份，《科研实践活动评分表》149份；专业型研究生《教师授课评

分表》95份，《教学查房评分表》227份，《临床病例讨论评分表》196份，《临床手术操作指导

评分表》217份；《论文答辩评分表》18份。已经采用 EpiData3.1软件建立数据库，完成评分表

数据录入工作，后期根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撰写总结反馈报告。见表 4。 

表 4 2017年 9月-2019年 4月工作组评分表数量基本统计汇总 

学年 评分表 学位 数量（份） 录入人 

2017-2018学年 

《教师授课评分表》 学术 311 梁凤贤 

《科研实践活动评分表》 学术 7 蔡培安 

《学位论文答辩评分表》 学术 2 暂未录入 

《教师授课评分表》 专业 73 郎延廷 

《临床病例讨论评分表》 专业 70 蒋玲玲 

《教学查房评分表》 专业 108 梁凯 

《临床手术操作指导评分表》 专业 80 曾文 

《学位论文答辩评分表》 专业 16 暂未录入 

2018-2019学年 

《教师授课评分表》 学术 354 覃文涛 

《科研实践活动评分表》 学术 142 蔡培安 

《教师授课评分表》 专业 22 陈子钧 

《临床病例讨论评分表》 专业 126 陈秀娟 

《教学查房评分表》 专业 119 蒋玲玲+曾媛媛 

《临床手术操作指导评分表》 专业 137 李倩 

合计   1567  

（四）新闻发布 

工作组定期撰写新闻稿，通过研究生院官网发布工作组督导相关动态活动。如信息员工作启

动会、研究生课程建设调研会、“优秀信息员表彰大会”等。 

四、反馈机制 

 

信息员每月定期收集研究生教育教学培养过程中的教育教学信息，核实情况后，结合实际提

出可行性改进措施，将同学们的意见和建议直接向相应部门负责人反映。或者根据评分表内容填

 

图 1 工作组督导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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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具体问题，每个月定期上交评分表，副组长根据评分表内容，整理信息并填写每月信息反馈

表后，及时传达给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管理部门，并跟进存在问题的教师或二级学院的改进情况，

同时将改进情况及时反馈给信息员。督导管理部门将信息反馈给对应的部门责任人，并将处理意

见反馈给组长。对存在不足的地方明确指出，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对表现优秀的教师和管理部门，

给予表扬和肯定。 

五、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一）反馈信息应客观真实、及时有效 

督导信息员在督导过程中，部分信息员往往没有考虑导师自身和教学要求的实际需要，仅仅

追求满足研究生自身需求，而做出主观性的判断。在进行评教时，对于自己喜欢的教师或者教学

方式，往往打分较高；对于课程较难，教师态度不够风趣幽默的教师，可能评价较低。因为存在因

打低分而带来“麻烦”的心理负担，信息员评教时往往没有过多暴露督导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不

利于督导效果的提高。因此，应引导信息员客观真实反映督导信息，根据实际核实信息的准确性，

避免个人主观臆断。 

目前，信息员主要对课程、科研实践活动、临床轮转、学位论文答辩等研究生培养过程进行督

查，采用纸质版评分表量化评价，突出问题主要有交表不及时、填表不规范、反馈问题代表性不

强、执行效率低等。组委收集评分表后整理信息填写反馈表上报，到督导管理部门将信息反馈给

培养单位，最后责任部门再做出调整，反馈周期较长，易导致信息滞后和信息失真。督导过程中，

信息员更注重发现问题，而没有有意识地结合经验和实际提出建设性意见，没有充分发挥督导团

队智囊团的作用。 

针信息反馈不及时的问题，今后应构建更加畅通的反馈沟通机制。可利用互联网技术，构建

网络平台，信息员登陆系统填写反馈信息，各培养单位根据系统后台能够查看对本部门的反馈意

见并及时做出调整，填写处理结果。信息员对反馈问题进行追踪，有关部门改善调整后，需审核并

通过调整后反馈的信息。研究生院督导管理部门在后台能查看所有反馈意见及问题追踪记录，并

能将所有数据导出进一步总结分析。 

（二）完善督导制度 

制度是工作顺利开展的基础。拥有科学的督导制度，信息员在开展教育教学督导工作时才能

做到有理可依，有章可循。工作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拟定了符合工作需要的管理制度，并在之后

的工作中不断细化和调整。 

目前工作组已经建立了基本的督导制度，在工作职责方面也做了明确规定。但这些制度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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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仍以大方向为主，具体问题上只能凭经验解决和处理，缺乏可供参考的具体细化措施。而在实

际工作中，由于缺少对信息员自身督导工作的监查管理，导致信息员在督导中缺少约束，部分信

息员工作懈怠，评教时不够严谨等。 

严格的自我督查制度，不仅能引导信息员正确对待督导工作，而且能很好地遏制信息员工作

不作为的苗头，避免工作不积极等消极表现的情况出现。尽管组委做好交表情况、参会签到情况、

简报制作情况、值班情况等工作情况的详细记录，但是仍缺乏明文规定的自我督查制度。“优秀

信息员”评选制度，很大程度上激励了表现突出、成绩显著的信息员，但缺乏惩戒方面的管理规

定以约束思想懈怠的信息员的日常督导行为。外地学习的信息员，对于工作组的日常事务工作，

几乎不管不问，工作组也没有针对异地信息员的管理规定以正确引导外地学习的信息员参与到督

导工作中。对于部分教育教学过程中表现优秀的教师和部门单位，尚没有正式有效的奖赏激励规

定，仅以简报等书面文字的形式对其进行表扬及鼓励。因此，今后应在细化现有制度的基础上，填

补工作组自我督查制度、优秀教师/部门单位激励制度等制度空白。 

（三）增强组织成员的责任感和业务水平 

 工作组主要以研一、研二各研究生班级每名信息员代表构成，无特殊情况每位信息员任期均

为 2 年。研一信息员主要面临经验不足、督导工作认识不够深入的问题，在督导过程中，会出现

反馈教育教学信息针对性不够、问题不突出等现象。研二信息员主要存在应付督导工作的消极心

理，虽在其职，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自身的科研课题研究上。督导信息员本身存在任期时间

短、人员流动大的问题，因此一旦研二信息员马虎卸任，研一信息员仍对督导工作不熟悉，之前的

督导工作和经验总结衔接不到位，将不利于整个工作组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影响督导效果。 

由于信息员来自各医学专业，面临督导经验不足和督导专业知识欠缺的问题，因此督导能力

不强。对新加入工作组的信息员，应考虑进行督导岗前培训，而不只是将督导制度规定下发给信

息员，让信息员按规定执行督导工作。通过开展岗前培训，加深信息员对督导工作的认识和理解，

明确信息员自身责任和义务，避免工作时产生困惑，有助于提升信息员的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整个工作组定期开展培训活动，不仅可以加强信息员督导理论知识，而且能及时端正督导工作态

度，提高督导效果。 

随着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两级管理体制改革工作的开展，研究生院培养管理等部门与学院之

间的信息交换量将越来越大。学院要将研究生院信息及时准确无误地传达到每一位研究生、每一

位导师再将学生和导师反馈的信息汇总上报到研究生院，势必会引起信息沟通效果不良[4]。信息

员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主体对象，能够直接收集和反馈教育教学信息，反映研究生对教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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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培养的直观需求，是研究生院获取和宣传教育教学动态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近两年的督导

工作中，工作组信息员通过对课堂教学、临床轮转、学位论文答辩、科研实践活动等方面进行评价

和监督，并将信息总结反馈给学校领导，不仅与主管部门沟通，而且也要和导师、研究生交流，充

分发挥了研究生监督、沟通、评价等积极主体作用。由于工作组成立时间短，督导工作实践经验较

少，但经过两年的摸索，已经建立起了有效的督导工作运行模式，并取得了初步的督导效果。随着

学校领导对督导工作的重视程度加深，及工作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工作组后期的督导工作将

会更加规范化、全面化，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成效也将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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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温州医科大学为例，探索医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研究，遵循医学教育规律，医教协

同，深化改革，强化标准，构建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与住院医师规培并轨培养的行之有效的质量保障体

系，全面提升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针对目

前的困境，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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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me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Abstract:Taking XX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quality research of medical 

postgraduate training process, follows the rules of med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es with medical education, 

deepens reform, strengthens standards, and builds a valid combination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for medical 

master's degree and resident doctors.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comprehensively enhances the quality 

of graduates in me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s, and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Keywords: Me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Quality 

2014 年教育部等六部委颁布《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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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起，所有新招收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同时也是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

住院医师，其临床培养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求进行”。根据文件精神，全

国 100 多所相关院校于 2015 年全面启动该项目改革。尽管上海市早在 2010 年启动教育部批准实

施的“上海市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改革项目并构建了独具特

色并轨培养的上海模式，但由于上海模式的政府投入力度大等特殊性导致不容易借鉴，故各校仍

需积极面对如何在体制机制、培养过程、质量监控、激励机制、导师队伍、立德树人等方面探索可

行的医教协同途径，确保医学专业学位并轨培养教育质量。温州医科大学作为国家第一批临床医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64 所高校之一，且早于 2012 年率先试点临床医学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工作，主动改革探索，强化医学专业研究生培养

过程质量管理，构建了行之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培养了一批适应社会需求的高质量高水平的临

床专业人才。 

 一、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改革举措 

（一）通过制度创新理顺管理机制 

1、在高校内部横向管理方面，研究生教育和规培二者分属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两个处级

部门管理。为理顺关系，分清职责，经过多次多形式的沟通，制定《温州医科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明确分工，研究生院负责研究生的培养全过程，包括培养计

划制定、开题、中期考核、临床技能毕业考核等环节；继续教育学院负责研究生在住院医师规范培

训中的报名、出科考核、年度考核、合格考核等环节。规培管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培养管理

按照我校研究生教育相关规定进行。 

2、在高校内部纵向管理方面，实行校院二级管理制度，在学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院

的领导下，各直属附属医院分别设立学位与研究生工作办公室（负责招生、培养、学位等研究生教

育管理）和研究生管理科（负责研究生思政工作），协同工作，互相支持。将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

培养的首要任务，严格按照国家规定配备人员（含专职辅导员），支持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畅通

沟通渠道、保障研究生合法权益。 

3、在医院内部管理方面，各附属医院因研究生教育和规培分属研究生处和毕业后教育处管理，

为了配合改革，理顺管理机制，实行将研究生处和毕业后教育处合署办公，合并为一个科室，设一

科长，两个副科长，实现齐心协力和无缝衔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运转效果非常好。 

4、设立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为确保不同附属医院同一专业培养质量均质化，我校从 2008年开始设立温州医科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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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成员从责任心强、学术水平高的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导师中遴

选，按学科设立，每四年换届。2017 年换届产生第三届委员会，其主要职责包括：参与硕士、博

士研究生的招生选拔考核；修订并审核本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按专业方向参与研究生开题并审

核；参与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并审核结果；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技能结业考核；参与本专业

毕业论文评阅和答辩；对本学科有关学位授予的争议提出处理意见，并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反映；

指导本学科学位点授权申报工作和评估工作。 

（二）深化培养机制改革，构建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 

1、推行招生改革提升生源质量 

严格报考资格和强化招生宣传。由于执业医师考试管理日益规范，对考生学历资格日益明确

和严格，为适应这一形势，2012 年起我校严格规定临床医学专业招生的报考资格，限定为全日制

临床医学本科毕业生方能报考。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招生宣传方式“求”好学生，带队到

知名高校进行招生宣传，同时开展全国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加强招生宣传，有效提升生源质

量。 

改革研究生招生选拔机制。实行分类选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更注重临床技能、创新

意识和创新能力考核，确保招生质量。为更顺畅地进行并轨衔接工作，于 2013 年开始，在招生时

与每一位拟录取的医学专业学位的研究生签订参加规培的协议书和录取承诺书，确保研究生入学

后直接进入规培。完善招生监督机制，实现招生方案、招生计划、面试名单、拟录取名单在网站上

公示，确保招生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完善招生计划分配方式。2016 年开始构建和完善以绩效为导向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办法，

实行招生计划与临床科研水平、师资力量、培养质量、生源质量等条件相匹配，优化招生结构，且

逐年扩大绩效分配的比例，实现优化资源配置。 

2、修订培养方案确保培养质量 

推进医学专业学位课程改革，由研究生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牵头结合专业学位特点全面修订

培养方案，突出岗位能力培养，注重职业发展质量。通过课程整合、教学方式转变使研究生掌握基

础理论知识及临床诊断治疗操作技能；国家规培的课程学分全部认定为研究生课程学分；上课时

间改为晚上和周末；开展面向全校公开遴选课程负责人，实现竞争上岗；设立首批研究生课程改

革建设项目，包括全英文课程、网络课程和示范课程等，并给予立项经费资助 63万。建立学校督

导、学院领导和干部、教师、研究生等多方位的常态化课程评价机制，监控课程质量。 

3、严格过程管理实现全程质量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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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过程监控，全面加强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培养全过程管理及监

督。严格研究生公开开题、中期考核、论文评阅和答辩等关键环节。完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指导

委员会在关键环节的质量监控中充分发挥重要作用。 

规范临床技能训练，全面实行国家最新规培方案，规培 33个月，并统一在规培系统进行管理，

包括出科考核、年度考核、合格考核。规范规培管理，实行规培带教导师制和师生互评制度；细化

考核制度，开展实施 miniCEX 临床评估，加强床边考核培训；建立出科考考试系统，实现在线考

试；推行专业学位研究生执业医师注册制度；实施教学绩效改革、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称

评审、评教和激励制度相结合。 

明确学位论文质量标准，制定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及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与特定职业领域特点相适应的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标准。专业学位论文应能反映研究生综合运用知

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可以临床研究报告、病例分析等多种形式，切实转变质量观

念，建立更加注重医疗实践应用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的质量评价标准。 

严格论文评审，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行 100%的“相似度检测”和校内外“双盲评

阅”。委托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进行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2017-2019年，我校共有 2人因

双盲评阅未通过而延期毕业，建立必要的淘汰机制，对研究生起到反向警示作用。 

完善学术道德建设机制，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学术诚信和职业道德教育活动，如科学道德宣

讲教育报告会、座谈会、制作学术诚信橱窗展览和拍摄弘扬学术道德的微电影“蜗牛快跑”、“医

心”等。在研究生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强化对研究生科研原始记录的核查，对研究生学术

道德行为进行全过程管理。完善研究生学术道德管理、监控、处理及申诉途径，营造风清气正的育

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学术氛围。 

4、制定分流机制明确学位授予标准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达到原有毕业和学位授予标准的同时，还需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和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试，方授予其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对第二学年末未获得医生资格证

书者，可根据本人意愿申请转入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渠道，但应完全按照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

要求完成各项培养环节，方可申请学术型学位。对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获得医师资格证书、完成

培养各环节考核，但未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者，可对其进行毕业考核和论文答

辩，准予毕业，待毕业后在规定年限内取得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后，可再申请硕士专业学位。 

（三）优化导师队伍，强化导师职责 

建立健全导师分类评价体系，强化动态的考核评优与淘汰机制，注重导师的职业素养和学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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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不断提高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修订导师遴选与复审规定，实行导师“评聘分离、动态上岗”和“培

训准入”。完善导师系统培训和管理，实行导师培训与招生资格直接挂钩，颁发导师聘书和现场签订导师工

作责任书，明确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表彰优秀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评选研究生心目中的“最美导师”，提升

导师荣誉感。 

（四）完善奖助体系，提升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待遇水平 

学校加大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投入，统筹多种资源，包括政府财政拨款、社会企业捐赠、学校专

项资金、导师配套经费、学生学费等构建研究生奖助体系。形成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优秀奖学金、卓

越奖学金等研究生奖学金体系和国家助学金、研究生“三助”津贴、研究生特殊资助及助学贷款等研究生助

学金体系。分类评价，建立人人受益、奖励优秀、多元奖助的新体系，学业奖学金(基本可抵扣学费）和三助

覆盖率100%，生均不少于1.76万元/生.年。2017年出台《温州医科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规培管理实施细

则》，统一提高规培生最低基本待遇从 1000元/月到 1300元/月；具有执业医师证并注册的再另加 200元/

月；要求设置夜班补贴、加班补贴、节日补贴等各类补贴，并保证合理休息时间，使研究生无后顾之忧，潜

心学习。 

（五）以优势互补为原则，加强联合培养基地建设 

本着“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探索与联合培养基地医学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

制，建立能够满足研究生、高校和联合培养基地三方需求，能够调动各方积极性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遴选一批优质联合培养基地，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等

多元一体、互惠共赢的资源共享机制和充满创新活力的“产学研”合作平台。积极申报省级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我校与台州医院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被认定为首批浙江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以创建示范

基地为驱动，健全基地运行机制，深入推动基地管理新模式改革，明晰各方责任权利，加强考核评价，确保

培养质量。 

（六）以评促建，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多元评价机制 

秉承“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开展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和专

项评估，积极探索学校自我评价的常态化，结合本校实际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价标准并开

展围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师生自我评价。探索与中国医药学研究生教育学会、浙江省教育评估

院等第三方机构积极合作开展毕业生满意度调查。注重评价结果的科学合理运用，实现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评建结合，确保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健康快速发展。 

（七）“依法、高效、智能”为目标，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健全制度建设，坚持依法管理。建立研究生教育制度废改立常态梳理制度，制作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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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大汇编。实现依法依规管理，形成敬法畏纪，为政清廉的工作作风。 

完善研究生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多元立体的研究生职业发展和就业指导促进体系。构建“导

师—学院—学校”三级联动模式，加强与用人单位的联系，拓展招聘单位层次，提升研究生高质

量就业。 

优化研究生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争优创先，开展“最多跑一次工程”。提高责任意识，服

务意识，规范部门工作人员言行，公布办事指南与院长信箱，提升服务态度。建设研究生院文化走

廊，完善部门形象。2018 年第三代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全面上线，进一步提升研究生教育管理信

息化水平，对接智慧校园建设，实现安全、高效、稳定的智能服务和信息资源共享。 

（八）以价值塑造为核心，抓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工作 

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 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结合国家时事热点，大力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提高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想道德素质。 

创新研究生思政教育的形式，加强“两微一端”（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的建设。以学生

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教育的有效性。利用“温医大研究生教育”、“温医大

研究生会”等自媒体，建好研究生智慧课堂，采用慕课、直播等方式，做好互联网+思政课堂的建

设，发挥舆论宣传对研究生思想的积极引导。 

坚持全程育人、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制定《温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

细则》，明确导师负责制，明确导师是研究生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在思想引领、言传身教、管理监

督、关心帮助等方面起作用。结合迎新、毕业、始业教育等关键事件和关键节点，组织和带动研究

生党员深入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最美医大人”、“最美导师”等主题活动，

树立研究生、研究生导师优秀典型，用榜样的力量传递正能量。 

二、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改革成效 

（一）医教协同并轨培养成效显著。积极探索并轨培养体制和机制，严格全日制临床医学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培养全过程管理及监督，2015-2019 五届获四证并

轨毕业生达 1366人，“四证”（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执业医师证、规培结业证）获得率高达 99%，

处在全国领先水平，为社会成功输送一批高层次的卫生医疗人才，满足人民的需求。 

（二）医学专业研究生就业质量高。就业率每年均高于 99%，未就业的研究生也是由于等待出

国、考博、怀孕生子等个人原因自愿放弃就业。专业对口率高达 99%以上。毕业生就业地区及就业

单位均维持在较高层次，就业地点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省份，学校就业质量各项核心指标均位居

https://www.baidu.com/link?url=mSpPk9YpV5LKemTqbrqtUfNEHA0MihErH7mIRT-q14df7-hkoQvzSMtj6I-mHt1rpDhuOSSwju5vqjBdZbhstt6YxwrIIXuz32wJJZfTdua&wd=&eqid=d30fd0b00004140f000000065bbaa9a6
https://www.baidu.com/link?url=mSpPk9YpV5LKemTqbrqtUfNEHA0MihErH7mIRT-q14df7-hkoQvzSMtj6I-mHt1rpDhuOSSwju5vqjBdZbhstt6YxwrIIXuz32wJJZfTdua&wd=&eqid=d30fd0b00004140f000000065bbaa9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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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高校前茅。根据浙江省教育评估院的近三年调查，毕业生满意度调查达到 96%以上，实践教学

效果、课堂教学效果、就业求职服务等高于全省平均约 2个百分点。 

（三）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技能和论文质量过硬。我校 2017年参加全国医科院校联盟首

届研究生临床能力竞赛凭借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临床技能进入全国八强并荣获三等奖。2019 年参加

全国影像医学专业研究生临床技能大赛获得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在浙江省首次医学专业学位论

文抽检中我校抽检成绩平均值 82.23分和优秀率达 30%均位居全省第一。 

（四）临床医学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升。2018 年新增为临床医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临床

医学在教育部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为 B,排名列全国前 17-22之间。临床医学在浙江省 A类一流

学科中期评估中成绩为优秀。截止 19年 11月，我校 ESI综合排名升至国内高校第 74名，位列浙

江省属高校第一，其中临床医学进入 ESI全球排名前 1.99‰，连年持续进步。 

（五）导师队伍不断优化。基本建成了一支教学水平高、研究活力高的“双高”导师队伍。近三年新

增导师 299人，复审导师 672人，严格按遴选标准进行复审，对复审不合格者给予限招或停招处理,现有导

师1334人，含博导169人。明确导师聘期，给新增导师和通过复审的导师颁发聘书和签订导师工作责任书，

强化导师作为研究生教育第一责任人的使命感，评选两届研究生心目中的“最美导师”30人，增强导师的荣

誉感和成就感，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六）课程建设初见成效。首批进入研究生课程改革建设项目 17门，给予立项经费资助共 60

余万，组织外校专家评审，确定 16门通过结题验收要求，其中“分子生物学（博士）”等 8门课

程改革建设项目总评为优秀。我校负责全国医科院校研究生院联盟为专业学位并轨培养研究生推出第一

期十六门联盟共建 SPOC 网络课程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目前已有天津医科大

学，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南京医科大学等 11所医科院校的 1万余名研究生通过该平

台进行教学，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 

（七）党建和弘扬学术道德成效取得突破。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思想引领

和支部建设，筑牢“两个坚决维护”的政治忠诚，提升研究生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着力建设一支

“信念坚定、素质优良、作用突出”的研究生党员队伍，2018年第一临床医学院、信息与工程学

院硕博党支部被评为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拍摄弘扬学术道德与职业

道德微电影“医心”获得 2017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二等奖。 

（八）注重对外交流，贡献温医智慧。研究生教育改革成果实现历史性突破。2017年荣获浙

江省研究生教育学会教育成果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荣获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

工作委员会医药学研究生教育成果三等奖 1项。据统计 2011-2015年间，以我校为第一单位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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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共发表论文 4 篇，篇均被引 24.5 次，发表论文最高被引次数 46 次，篇均

和最高被引次数均位列全国第 9 名，位列国内独立设置医学院校第 2 名。近年来还受邀在首届浙

江省研究生教育论坛、在全国医教协同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研讨会首次设立的青

年论坛等省级和全国平台做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相关内容专题报告，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关注

和好评。 

三、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政策建议 

（一）建议规培结业考试成绩公布时间与研究生毕业时间更好地衔接 

近几年全国规培结业理论考试时间为 5月份，技能考试为 6月中旬，最终成绩结果于 6月底

和 7月初左右公布，而研究生正常毕业离校时间一般为 6月底，各高校在学生离校前一般要组织

研究生参加学位授予，师生等待规培结业成绩均特别焦虑，建议规培合格考试成绩于 6月中旬公

布，确保并轨研究生正常毕业和高校顺利安排学位授予和离校事宜，使更多的考生坚定攻读临床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最终促进专业学位教育的发展。 

（二）建议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招录与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进行必要的协调和匹配 

目前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在每年 4 月完成，住培招录在 8 月进行，存在时间差，年年出现名

额不匹配需要与省卫生主管部门进行非常艰难的协调工作。建议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卫生主管部

门，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数与规培招录数要在招生前进行协同和匹配，对研究生进行

必要的倾斜，杜绝后续争议。 

（三）建议优化进入规培的研究生和带教医师的待遇 

由于国家财政和省财政未对进入规培的研究生提供相对应的住培经费保障。我校并轨的研究

生只享受研究生相关补助，与其他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生存在待遇差异。为了提高带教老师积极

性和减少研究生同工不同酬感，建议卫生管理等相关部门能增加经费支持和投入，改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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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研究生质量跟踪反馈与服务机制构建 
林伊利 

310053，杭州，浙江中医药大学 

通讯作者 林伊利，linyili1117@163.com 

【摘要】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和社

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分析了目前毕业研究生质

量跟踪反馈与服务现状及构建意义,提出通过用人单位、

高校、毕业研究生三级协同联动构建毕业研究生质量跟

踪反馈与服务机制，以期全程跟踪毕业生的动态，实现高

校毕业研究生质量跟踪反馈与服务机制的规范化和常态

化，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而提高研究生教

育质量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研究生；质量跟踪与服务；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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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论文 5篇。 

Postgraduate Quality Tracking Feedback and Service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s a hot issue that has been widely 

follow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graduates' 

quality tracking feedback, service status and construction significanc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quality 

feedback tracking and service mechanism for graduate students should be built through collaboration 

among employers, universities, and graduates, in order to keep track of the dynamics of graduates.It 

realize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of the quality tracking feedback and service mechanism for 

postgraduate graduates and improv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personnel training, which will 

improv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quality and strength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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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是培养高层次人才和释放人才红利的主要途径。近年

来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成为研究生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将“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1]
”纳入其中,可见国家对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关

注度之高。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拓展和深入，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一直备受关注。高校扩

招虽然带来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高等教育事业已从精英化逐渐走向大众化，但这并不意

味着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数量不等于质量，规模不等于水平。面对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日益

扩大，研究生培养类型的日益丰富，巩固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我国高教改革进程中不可忽

视的问题
［2-3］

。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规模的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高校原有的教育培

养模式逐渐难以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优秀人才的需求条件，毕业研究生就业压力逐渐上升。在

此情形下，高校要持续发展，就必须重视社会用人单位和毕业研究生对高校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评

价反馈
［4］

。特别是毕业生离校后在工作岗位上所体现出来的知识、技能、思想品质、综合素质等

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佐证学校的教育水平，因此教育评价的过程应该贯穿于学生在校学习和离开

学校社会实践的过程
［5］

。以毕业生跟踪服务为核心内容的教育跟踪是终身教育理念下的一种学校

教育质量管理方法，是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途径，是对学校质量监控体系的完善与补充，是对国

家教育政策科学、有效的全面评价，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途径
［6］

。笔者从我校毕业研究生

质量跟踪反馈与服务实际出发，探讨分析如何合理构建毕业研究生质量跟踪反馈与服务机制,实现

人才培养目标要求,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一些建议与思考。 

一、毕业研究生质量跟踪反馈与服务现状及构建意义 

目前许多高校进行了毕业生的跟踪调查，跟踪调查侧重对学生就业工作的评价以及对毕业生

质量的评价，而对教学质量和效果的评价较少，且存在内容不够深入、调查结果未能反馈到教育

教学质量方面，没有形成制度化等弊端
［7］

。且很多高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只注重学校内部的质量

保障体系，开放度不够，与社会联系不紧密，忽略了外部社会用人单位和毕业研究生的信息反馈

对提升高校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作用
［4］

。同时许多高校开展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时流于形

式，跟踪调查结果回来后没有进行有效的分析和反馈，很多高校将调查表发给毕业生后，没有很

好的跟进，调查表回收率低，毕业生思想上不重视，随便应付作答，没有将自己真实的情况和意愿

表达出来。在此情形下，高校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大与用人单位和毕业研究生的联系，通过构

建全程跟踪的毕业研究生质量跟踪反馈与服务机制，了解和掌握用人单位对高校培育出的毕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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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质量的检验和评价。通过跟踪服务为研究生成长成才、职业发展、后续教育提供后续服务和

咨询，通过与企业的跟踪联系可以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共建，提高企业对学校的认同度。因此，高校

应重视毕业研究生离校后，用人单位和毕业研究生对高校的信息反馈，建立合理有效的反馈机制，

并根据反馈信息不断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高校研究生培养可持续发展
［4］

。 

二、毕业研究生质量跟踪反馈与服务机制构建的思考与实践 

（一）通过毕业研究生联系制度，构建和维护基于数据库平台的毕业研究生跟踪服务系统 

为了加大与毕业生的联系，学院通过利用新媒体的便利，可以成立校友 QQ群、微信群等。群

主由辅导员兼任，成员中应包含导师，每个年级班级设立一名联络员，学校学院有重大事项及时

在群里发布公告。通过构建基于联络员——辅导员——导师的毕业研究生三级联系制度，可以及

时掌握毕业研究生的信息情况，先由联络员第一时间更新毕业研究生联系信息含职级、职务、工

作单位调整、岗位调整、继续深造等。导师从职业道德、基础知识、专业素质、情感、个人能力几

个方面对毕业研究生在市场环境下的适应能力进行跟踪辅导。并将结果反馈给辅导员。最后由辅

导员予以整合，构建和维护毕业生跟踪信息数据库。为毕业研究生创造便利，在终身学习教育理

念下，高校为毕业研究生提供继续深造帮扶。通过全程跟踪的数据库平台，为毕业研究生的成长

成才提供助力，也为修正人才培养方案、改善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提供支撑。 

（二）合理设置毕业研究生质量跟踪调查表，深入了解毕业研究生的真实需求 

在设计毕业研究生质量跟踪调查表时要结合学科、专业实际，安排专人负责,最好由学位点负

责人统筹。同时要在研三毕业生中由研究生熟悉的辅导员或导师将跟踪与服务的目的和意义与研

究生说明。通过跟踪调查在对信息的反馈和教学评价的同时强调和重视对毕业生的后续服务和帮

助。让毕业研究生将自己最真实情况反馈给学院，毕业研究生质量跟踪调查表收回后要认真对待，

毕业研究生提交上来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并且要第一时间给予反馈，这样才可以建立长效的毕业

研究生质量跟踪调查与服务机制。 

（三）导师对毕业研究生后续帮扶指导机制构建 

倡导由导师对毕业研究生开展后续跟踪指导服务，导师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第一责任人，在研

究生培养中发挥首要责任人作用，不是仅局限在在校期间对研究生思想品德、科学伦理、学术研

究的示范和教育开展指导帮扶工作，也应涵盖延伸到研究生毕业后，使之形成全程化跟踪和服务，

进而构建一种长效机制。学校层面可以改革导师评聘评价机制，改变单一科研导向，将研究生成

长成才作为导师考核要素，将导师对毕业研究生的后续帮扶纳入导师考核和奖励范畴，同时将毕

业研究生对导师的评价也纳入到导师考核中。使高校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贯穿到人才培养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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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导师对毕业研究生后续帮扶指导，毕业研究生会感恩导师、感恩母校，会更好的回馈母校，共

谋发展，实现双赢。 

（四）教育跟踪下多元化的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束后，根据研究生对本专业课程设置意见、本专业培养目标意见的反馈

等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学校层面在构建教育教学评价体系时，除了校内开展的学评教、专家

评教、教学督导评价外，还应包含步入社会的毕业研究生对课堂教学效果的评价反馈。教学质量

监控应贯穿教学全过程，含教学实际效果与长远影响，包括在校期间各种知识的学习积累对职业

生涯发展的帮助及在校期间能力的培养对步入社会后产生的深远影响。为此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应

涵盖毕业生质量跟踪反馈结果。 

（五）学院层面成立校友办公室，扎实开展校友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校友工作，充分发挥校友在学校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学校层面有校友总

工会，学院层面兼有校友工作小组。学校校友总工会面向太广，不利于各专业校友工作和校友活

动的开展，为保持毕业生与学校的畅通联系，及时掌握校友信息，发挥广大校友在学校建设发展

中的积极作用，促进母校和校友事业的不断发展，学院层面可以专门成立校友工作办公室，由专

人分管。根据学校校友工作总体思想，学院校友工作办公室每年要制定学院年度校友工作计划，

明确年度校友工作重点，制定校友工作联系人，具体负责学院校友工作的日常协调，备案校友活

动信息，总结学院校友工作成果等事务。在校友毕业一周年、五周年或十周年之际主动为毕业研

究生提供周年聚会的学校后勤保障工作，主动邀约毕业研究生回母校开展周年聚会活动，如遇十

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等大型的纪念周年活动，学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党政领导都应出席参

加。在交流环节可以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增强毕业研究生对母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母校可以

为校友们在继续教育方面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在科研项目的合作方面提供更多的平台。 

（六）成立校企联盟，合作共建协同联动 

以项目平台为抓手，通过毕业研究生资源，加大与企业的合作共建。重视建立与外部沟通交

流制度，通过毕业研究生积极开拓与外部的合作机会，通过学科交叉、知识碰撞开拓新的领域，利

用毕业研究生人才智慧优势，组建研究起点高的科研合作团队，着力增加应用型项目研究，不断

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校企科研双赢。通过校企联盟，进一步加大产学研深

度融合，实现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 

（七）定期赴各地开展学校发展情况通报会和校友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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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通报会和校友座谈会形式向校友介绍目前学校基本情况、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师资队

伍建设、社会服务、对外交流与合作、发展成就、校友工作以及近年来学校与各地市级开展的校地

产学研合作成效；学校通过校友可以和地方政府部门、用人单位等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不断

开创共谋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局面，加强校友联系，盘活校友资源，助力校友成长，服务学校发

展。强化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为用人单位输送更多高质量的毕业生。 

三、小结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是国家人才竞争和科技竞争的重要支柱。没有强大的

研究生教育，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创新体系。为此我们要继续坚持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优

化结构布局，改进培养模式，健全质量监督，扩大国际合作，推动培养单位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提

升研究生教育水平和学位授予质量。毕业研究生质量跟踪反馈与服务机制的构建使人才质量评价

体系更加科学、完善。通过全程跟踪与服务，研究生创新和实践能力不断增强，用人单位的满意度

持续提高，研究生对高水平科研成果、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稳步提升。从而促进培养质量整体提

高。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2]王超，甘佳．对提高我国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些思考[J]．中国电力教育，2011，(1):39-

40． 

[3]邹杰梅．我国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调查与分析[J]．科学咨询(科技·管理)，2011，(28): 7 

-8． 

[4]裴光术,刘清才,许红浪,等． 构建高校毕业研究生质量跟踪反馈机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

量的思考[J]．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德育委员会第九届学术年会论文集，2014:1-9． 

[5]胡粥成,周兰芳．论教育跟踪[J]．当代教育论坛，2012(2): 4-9． 

[6]李斌,胡粥成．教育跟踪的运用-对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

31(1):24-27． 

[7]左晶,代爱萍,周安宁,等． 基于毕业生跟踪调查与服务的教育教学评价机制的构建[J]．当

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6(10):94-97．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PFD&BaseID=XWDY201410001&UnitCode=&NaviLink=%e4%b8%ad%e5%9b%bd%e5%ad%a6%e4%bd%8d%e4%b8%8e%e7%a0%94%e7%a9%b6%e7%94%9f%e6%95%99%e8%82%b2%e5%ad%a6%e4%bc%9a%e5%be%b7%e8%82%b2%e5%a7%94%e5%91%98%e4%bc%9a%e7%ac%ac%e4%b9%9d%e5%b1%8a%e5%ad%a6%e6%9c%af%e5%b9%b4%e4%bc%9a%e8%ae%ba%e6%96%87%e9%9b%86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194 - 

 

招生 

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质量的提升策略 
张丁莹 

510006，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 

通讯作者 张丁莹，zhangdingying@gzucm.edu.cn  

【摘要】做好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是做

好研究生培养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研究生教育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入口和突破口。我们应牢牢把握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针对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培养的特殊性，

校院协同、分场次、分阶段统筹安排新生入学教育工作，

为研究生全面成长成才奠定良好基础。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 

 

张丁莹，硕士，广州中医药大学研

究生院，辅导员，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Strategies o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he Entrance Education of Postgradutates in 

Colle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The entrance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es in colle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the 

entrance to the training and management,and the breakthrough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imed at the all-round growth of postgraduates,we should firmly grasp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values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and make overall arrangements of the entrance 

education by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school and faculties stage by stage on the basis of the distinctiveness 

of the academic degree and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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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高层次中医药人才是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培养

的根本目标。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加快

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笔者以为应紧抓新生入学这一有利契机，以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工作为

突破口，为广大研究生全面成长成才奠定良好基础。  

一、做好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抓好新生入学教育关键期是做好研究生培养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实研究生教育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入口和突破口。 

首先，从研究生群体的普遍特点来看，紧抓研究生新生入学这一有利契机，可以从源头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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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研究生培养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凝聚、教育和引导作用。
[1]
与大学本科生相比，研究生思

想上更加独立多样，对群体的依赖性较低，研究生入学后易出现脱离组织、生活涣散的状态，造成

了研究生对学校院系归属感不足、成长目标不明确、心理问题频发等一系列问题，大大增加了研

究生教育管理的难度。面对以上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到，研究生新生作为新生群体的一部分，其中

的大部分都是从校园走向校园，但面临着显著不同于本科生的学习科研要求和就业工作预期；非

本校生源的研究生还面临着要尽快适应陌生学习生活环境的问题，这使得新生相较于高年级研究

生更易于接受教育引导。因此，从“源头”抓起，从新生入学教育抓起，可以有效减少后续教育管

理工作的阻力。 

中医药专业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特殊性，使得做好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工作尤为

重要。近年来，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

培养改革的意见》（教研〔2014〕2 号）的贯彻落实，给中医药院校研究生的成长成才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与此同时也为研究生的培养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在实际工作

中，我们发现，目前在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中遇到的很多困难和阻力，都可以尝试通

过“加强新生入学教育”来实现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大方面： 

（一）有利于帮助研究生尽快了解并熟悉培养目标及培养流程，做好学业生涯规划 

了解并熟悉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流程，是新生尽快适应新的学习工作环境，做好学

业生涯规划的前提。 

入学教育的不到位甚至缺位，则会造成研究生对未来三年的培养目标、培养流程懵懵懂懂、

一知半解，无法形成较为清晰的学业生涯规划，这使得许多研究生长期处于被动学习、盲目学习

的状态，造成在后续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和管理工作过程中的诸多隐患。在中医药专业研究生教育

培养过程中，集中表现在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研究生对培养目标定位不清的问题：一是专业学位

研究生没有认识到“研究生”和“社会规培生”的本质区别。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医教协同

的“统一体”，除了按要求完成 33个月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外，还应具备基本的科研工作能力

和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其目标是“培养能够独立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有部分研究生把自己与单纯的“规培生”相等同、相比较，长期处于

科研问题意识不足、盲目完成轮科任务的状态，甚至计较薪酬差距，未能专心于临床实践能力和

科学研究素养的提高，严重影响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二是学术学位研究生对培养目标认识模糊，

专业认可度有待加强。“双轨制”的推进以及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出台，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直接就

业于医疗单位提供了更多机遇，就业或读博的选择余地较大；而学术学位研究生若欲从事临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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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则需在毕业后再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读博信念不坚定以及从事临床工作的时间成本，造

成了许多学术学位研究生从入学到毕业期间的诸多迷茫与困惑。“方向决定道路”，对培养目标

定位不清晰，使得部分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忽略了对中医经典的深入学习与运用；而对培养流程

的不熟悉，不仅使后续的培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事倍功半，还使得研究生的学业紧迫感进

一步放大、自我效能感大大降低，这亦已成为当前研究生心理问题频发的重要诱因。 

因此，做好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工作，有利于帮助新生在入学关键期了解并熟悉

培养目标和培养流程，引导专业学位研究生尽快适应“研究生”“规培生”的双重身份，激发临

床实践与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术学位研究生正确认知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在培养

目标上的本质差异，帮助他们树立长远发展观念，增强他们对学术学位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二）有利于引导研究生尽快适应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生活管理模式 

无论是本校生源还是非本校生源，进入新的学习阶段都存在一个调试和适应过程。由于“导

师”角色的加入及其作用的发挥，使得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管理模式与本科阶段的集中式教育大有

不同。研究生新生能否尽快适应新阶段新模式，入学教育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 

一是有助于引导研究生深入认识研究生导师“首要责任人“职责，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教

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导师是研究

生培养第一责任人”。《意见》的出台为研究生导师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指明了方向，但与

此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研究生的成长成才不是仅靠导师单方面的努力，更需要研究生的积极配

合与主动沟通。特别是在“双轨合一”的培养模式下，专业学位研究生面对专科轮转时间少、跟

师时间少的现实困境，如果缺乏主动与导师沟通交流的意识，缺乏与导师有效沟通的方法，就很

容易陷入研究生盲目临床轮训、导师难以跟踪的“怪圈”，这给导师落实立德树人职责增加不少

阻力。因此，在研究生新生入学之初帮助研究生树立起“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意识，

是全面贯彻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要求，更是中医药传承发展的需要。 

二是有助于引导研究生尽快适应“学校—学院—导师”三级管理模式，发挥协同育人效应。

随着近年来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推行“学校—学院—导师”三级管理模式是在研究生教育综

合改革进程中进一步实现研究生教育管理服务精细化的有效途径。中医药院校研究生人才培养体

制的特殊性，使得入学教育阶段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专业学位硕士和学术学位硕士、博士分别在

结束一个月或一个学期的课程学习后，将到各二级学院做实验或参加临床轮训，而单一的实验室

环境、分散的轮转安排、繁重的科研临床任务，使得研究生交际范围受限、参加集体活动的机会减

少、人际交往愿望进一步降低。因此，如果错过了新生入学教育这一关键期，研究生就更难形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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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学院的归属感，而“学校—学院—导师”三级管理模式运行不畅，不仅徒增了学校和学院研

究生教育管理的难度和成本，也进一步降低研究生对学校、学院的归属感。 

二、完善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体系 

做好中医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应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针对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培

养的特殊性，校院协同、分场次、分阶段统筹安排新生入学教育工作。 

（一）学校统筹掌大局 

从学校层面，应由研究生院统筹安排研究生新生迎新、开学典礼、新生心理问题筛查反馈、心

理健康教育、整理发放《研究生手册》等全局性工作。 

开学典礼为新生扣好研究生阶段的第一颗扣子。在开学典礼上，邀请党委书记为研究生上入

学教育第一课，结合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增强中医

研究生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邀请优秀研究生导师围绕“如何做一名合格的研

究生”进行专题讲座，帮助新生对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生活形成整体认知，提高新生的自学意识和

问题意识，与此同时加强医德医风和学术道德教育，提升研究生对职业的敬畏感。开展“听国医

大师讲故事”活动，引导研究生感悟校史底蕴、培养爱校情怀，而国医大师的成长经历和奉献精

神也更有利于激励研究生成长成才。 

做好新生心理问题筛查反馈以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近年来，医学生心理问题高发的事实不

得不引起研究生教育工作者的重视。研究生院应统筹安排新生心理健康筛查工作，将筛查结果及

时反馈给各院所新生辅导员及研究生工作秘书，从源头上遏制心理问题的发生率。编制《研究生

心理健康自助手册》，特别是针对研究生与导师的交流沟通问题，研究生院可组织开展专题辅导

讲座，帮助研究生尽快适应导师负责制的学习模式，提高与导师交流实效，助力导师立德树人职

责的全面落实。 

（二）学院协同显特色 

由于招生体量远低于本科生，以往许多中医药院校的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选择采用“由研究

生院统一开展入学教育”的形式，含括开学典礼、培养学位及奖助贷政策宣讲等。时间短、信息量

大，使得这种“满堂灌”式入学教育并未取得较好效果。由学院协同开展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工

作，有助于提升研究生对学院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打好“学校—学院—导师”三级管理模式的思

想基础，提升研究生培养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有所提升： 

    1.分场次开展研究生培养流程的专场培训 

在“双轨合一”背景下，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流程存在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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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针对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研究生，应分别组织开展专场培训，介绍研究生阶段的培养目标、

培养流程，并着重介绍对课程、学分、论文发表、学位申请以及临床技能考核的要求。 

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除了介绍规范化培训考核评价要求外，还应加强对《关于医教协同深

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教研〔2014〕2 号）、《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

方案》( 学位〔2015〕9 号)等文件的解读，引导新生充分认识到“研究生”与“社会规培生”的

本质区别，以实现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医师资格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四证合一”的

目标倒推，帮助新生理清每个时间节点须完成的学习科研临床任务
[2]
，充分激发专业学位研究生学

习积极性、主动性。与此同时，应让新生提前认识到“专科轮转时间少”“跟师学习时间不足”

以及“5加 2”“白加黑”的学习工作状况，引导研究生提高自学意识和问题意识，通过互联网打

破与导师交流沟通的时空局限，提高跟师学习实效。 

针对学术学位研究生，则应着重引导新生正确认知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在培养目标上的本质

差异，引导他们树立长远发展观念，增强他们对学术学位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帮助新生尽快步入

科研正规。 

2.分阶段开展新生入学教育 

新生入学教育“起点”提前。以往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都是开学报到后进行， 新生在参加为

期一天的入学培训后，就匆忙开始专业课程学习，时间紧任务重使得入学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各院所可在招生录取工作结束后，提前建立新生交流 QQ或微信群，并将学校、学院的相关

工作安排、学生活动情况、奖助贷政策指引等信息同步推送到新生群，与新生提前交流互动。与此

同时，可让新生利用暑假期间提前熟悉《研究生手册》，“带着问题”参加新生入学培训，可大大

缩短新生对新学习阶段的适应期。 

创建学院育人品牌，帮助新生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管理模式。除了学校统一安排的入学教

育的“必选”内容外，各学院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结合本院实际，可探索开展“自选”活动，

创建育人品牌。可以党团组织为依托，组织开展新生团队建设活动，通过游戏交流以及思想教育，

提升归属感，为后续培养工作和学生活动的开展奠定基础
[3]
；组织辅导员、研究生工作秘书、研究

生导师见面会以及朋辈交流会，通过交流沟通，相互作用，探索自我，帮助新生尽快适应导师负责

制的新学习模式。 

探索建立入学教育成效反馈机制。为了有效避免集中培训“耳旁风、听了忘”，建立成效反

馈机制是使培训内容入脑入心，提升新生入学教育质量的重要手段。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

进行反馈：一是推行培训效果测试反馈制度。即选取《研究生手册》以及培训中提及的关键内容，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199 - 

 

以问卷星的形式发送给研究生作答，确保新生对研究生培养要求入脑入心。二是将职业生涯规划

作为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成效反馈的重要环节。新生在导师、辅导员、生涯规划师的引导下，结合

自身个性和特质，做好生涯规划，包括临床学习目标、科研学习目标以及就业深造目标等，并在此

基础上开展“致三年后的自己”的书信活动，信件密封后由辅导员保管并在毕业时返还，由仪式

感提升研究生的归属感。值得注意的是，应提醒新生“职业生涯规划具有复杂性、长期性、连续性

的特点，因此职业生涯规划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
[4]
，应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工作中，

不断对自身与外部环境进行评估权衡，及时调整，及时修正。 

要之，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做好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是加快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

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培养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的入口和突破口。随着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双轨制”的落实，做好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应牢牢把

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针对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培养的特殊性，校院协同、分场次、分阶段统筹安

排新生入学教育工作，为研究生全面成长成才奠定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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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医科大学“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的 

研究和思考 
张楚晓 朱小东* 

530000，南宁，广西医科大学肿瘤医学院 

通讯作者 朱小东，zhuxiaodong83@163.com 

【摘要】为了实现“选拔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

教育部高度重视博士招生制度改革，自 2013年起开始在

全国高等院校逐步推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广西

医科大学作为广西省属高等医科大学，经过充分的调研

准备工作，并结合国内其他院校的经验，从 2017年开始

在部分博士生导师招生中推行“申请-审核”制。本文采

取调查法、典型案例法、文献综述法，对于该校博士“申

请-审核”制招生改革进行了研究和思考，旨在以后的招

生工作过中不断完善相关制度，使其更具严谨和执行性。 

【关键词】博士招生；改革；“申请-审核”制 

 

张楚晓，2009.09-2014.07 山西医

科大学  临床医学， 2016.09-

2019.07 广西医科大学 肿瘤学，

2019.09至今 广西医科大学 肿瘤

学，广西医科大学肿瘤医学院博士

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鼻咽癌和肝

癌候选易感基因的功能和机制研

究。  

Analysis of doctoral application review system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In order to achieve the training goal of “Select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form of the doctoral admission system and 

gradually implement doctoral application review system.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after 

thorough survey, started this reform in 2017 among a part of tutors and and explored the doctoral 

application review system. Survey taken in this article, a typical case of this problem,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discussion.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how to perfect this system and make it precise and executable. 

【Key words】 doctoral candidates recruitment; reform; doctoral application review system 

一、我国推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的背景 

“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是指拟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按照相关院校要求提交申请

材料，院校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筛选，合格者接受学院组织的面试和综合测验，通过者获得

攻读博士学位资格。与全国统一招考博士不同，通过申请资料审核、面试和综合测验，“申

请-审核”制招生考察的申请人的科研能力、思维模式、文化素养和性格等非智力因素，更有

利于选拔出科研型创新人才，而不再以招生考试的应试能力作为博士招生的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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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与导师要在未来 3-4年的时间里，相互配合、齐心合力才能完成博士期间的

学术科研工作。师生两人是否“志同道合”，对学术科研任务的顺利完成至关重要，而师生

是否“合得来”，往往需要一定的沟通方可得知，也就是说需要在建立博士师生关系之前就

进行一定的接触和双向评估，但全国统考博士生，往往缺乏提前的沟通和了解，更像是“盲

婚哑嫁”。 

按照国际通行的博士招生做法，博士研究生的选拔大都实行“申请-审核”制。2013年，

教育部联合多部委下发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其中指出博士研究生招生要

逐步推行“申请-审核”制。迄今为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

学、云南大学、山东大学等 70 余所院校都试行了这一制度。更有部分“双一流”高校已经

把博士统一招考全部改为“申请-审核”制招生。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医科类院校也开

始实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 

二、广西医科大学实施“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的基本情况 

广西医科大学坐落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省会南宁市，入选国家“111 计划”、“中西部高

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为全国建校较早的 22 所医学院校之一；是以医学为特色优势，医

学相关的理、工、文、管、法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广西省属重点大学。在全国高校陆续开展

博士招生改革探索的背景下，广西医科大学也开始逐步推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 

从 2017年开始，广西医科大学采取“申请-审核”制、公开招考、硕博连读 3种方式招

收博士研究生。学校规定部分导师可以选择招收“申请-审核”制博士研究生，但需满足经

费、人才称号（如两院院士、“千人计划”、长江学者、杰青等）、学术成果（学术论著、

科研成果、科研项目等达标）、完整培养过 1届博士研究生等条件。申请学生必须满足以下

要求：①硕士培养类型为全日制学术型；②六级成绩合格或相当于六级水平的英语资格认证；

③发表的论文专著、科研课题、科技成果奖励等反应学生科研能力和水平的指标达标；④申

请学科专业为学士或硕士的相关专业。满足条件者可在网上报名并提交材料。广西医科大学

研究生院负责对申请人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将符合条件的申请材料提交各二级学院，

并通知申请人参加复试考核。 

复试考核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笔试由公共外语考试和专业外语考试组成，专业外语

考试根据本学科的特点，重点考核申请人本学科外语阅读能力或写作能力（英文摘要）。面

试部分由汇报环节和提问答辩两部分组成，申请人须准备 10 分钟多媒体课件向审核面试专

家小组作报告，汇报内容包括个人学习和工作经历（英语表述）；科研或临床实践心得；攻

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的研究计划等。提问答辩主要考察外语听说能力（运用外语进行口语表达

https://baike.baidu.com/item/111%E8%AE%A1%E5%88%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8%A5%BF%E9%83%A8%E9%AB%98%E6%A0%A1%E5%9F%BA%E7%A1%80%E8%83%BD%E5%8A%9B%E5%BB%BA%E8%AE%BE%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8%A5%BF%E9%83%A8%E9%AB%98%E6%A0%A1%E5%9F%BA%E7%A1%80%E8%83%BD%E5%8A%9B%E5%BB%BA%E8%AE%BE%E5%B7%A5%E7%A8%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BB%E5%AD%A6/8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81%E5%B1%9E%E9%87%8D%E7%82%B9%E5%A4%A7%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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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流的能力）；专业知识和技能（基本知识与技能、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创新思维

与能力等）；综合素质（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职业与人文素养、心理素质、表达沟通

能力等）。面试要求全程记录，保证全程可追溯。最终成绩由如下项目组成：申请人的申请

材料评分成绩（占 10%）+笔试成绩（占 40%，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各占一半）+面试成绩（占

50%）；满分为 100分，60分及以上为合格。 

三、对广西医科大学实施“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的研究与思考 

（一）广西医科大学与“双一流”高校招生设计的“同”与“异” 

自 2017年开始，广西医科大学紧跟全国高校的脚步，开始推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

生。招生环节设置与大多数学校相似，均是网上发布信息，研究生系统报名并提交申请材料，

研究生院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遴选，通过遴选者参加二级学院组织面试和综合测评，最后公

示录取名单。 

但与部分“双一流”高校（此处以清华大学为例）相比，其招生条件有所不同。清华大

学医学院“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对申请者学术成果并没有严格的硬性指标要求，只要求

提交以往的学术成果，包括尚未发表的文章。材料初审环节由医学院招生办负责，然后由实

行“集体负责制”专家组对申请资料进行复审打分，通过材料复审的学生进入复试名单。而

广西医科大学对申请人学术成果明确了硬性指标，要求专业论著影响因子在 3.0 以上、发表

的专业论著总影响因子达 5.0以上、获得省级以上科研课题或省级科技成果奖励等。广西医

科大学申请材料由研究生院负责筛选，并且不设材料复审环节。广西医科大学对申请者提出

论文的硬性指标，一个理由是可以“保障”招生质量；而另一个原因是全程评定有规可循，

一目了然，无暗箱操作空间，打消考生对公平性的疑虑。而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部分“双一

流”高校不以学术论文作为唯一依据，尊重学科特点和差异，赋予学科专业团队专业自主权，

但这对选拔过程的公平公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的两种招生条

件各有利弊，须结和各个院校的实际情况取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合本校招生的政策。 

（二）实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对广西医科大学的有利影响 

广西医科大学作为中西部省属高校，因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待遇偏低，始终面临留不

住人才的问题，在以往的博士统一招考中，广西医科大学的优秀硕士生更倾向于“孔雀东南

飞”即向广州或上海等大城市发展。众所周知，科研平台和课题项目是科研创新包括成果文

章发表的重要依托因素，总体而言，一线城市“双一流”高校在实验室的规模层次和项目资

金支持上均领先于广西医科大学，因此大部分广西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与一线城市“双一

流”高校学生在科研成果尤其是文章发表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在全国各大“双一流“院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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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开展“申请-审核”制的背景下，广西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被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双一流

院校录取的难度增加，兼有熟悉的实验环境以及老师同学，且可在日常学术交流中提前了解

导师科研方向与能力水平，所以广西医科大学选择继续在本校申请攻读博士的硕士研究生数

量逐年增加，客观来说，“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有助于广西医科大学留住本校优秀硕士

研究生。 

（三）实行“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对广西医科大学导师的有利影响 

在以往的全国统一公开招考博士模式中，大多数导师与学生处于一个“素不相识”的状

态。大部分导师对于即将报考学生的情况一无所知，或是只收到部分考生的电子邮件，简短

介绍个人的基本情况，只有在学生通过初试考试，进入面试的情况下，导师才开始与其面对

面的交流。在“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与全国统一公开招考博士模式的对照分析中，“申

请-审核”制更有利于导师对于考生创新思维能力和科研基本能力的了解。 

“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扩大了导师的招生自主权。在对于博士生导师对“申请-审核”

制博士招生改革的态度与意见调查中，一位清华大学的导师指出，在“申请-审核”制招生

过程中，导师可以根据本学科的特点设置面试环节及问题要点，比如模拟项目申报、实验设

计以及有效文献检索等，使导师更全面地考察学生的能力。 

（四）“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对申请学生的有利影响 

在以往的全国统一公开招考博士模式中，主要依据就是考生的卷面成绩。考生往往需要

提前半年的时间用于准备笔试。但由于专业跨度大，各学校各专业命题的难易尺度较难统一，

所以最终各高校录取分数线实际变成了英语分数线。此外，硕士阶段的学习时间十分短暂，

大多数的高校从九月份入学，前半年均在校本部上课，随后才会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技能的

学习以及课题的完成。如果再用半年的时间备考，那么用于完成课题的时间就过于的短暂了，

不利于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也很难做出优秀的实验成果。由此看来，“申请-审核”制博士

招生减轻了应届考生英语的复习压力，更加有利于在硕士阶段集中精力在科研基本能力的学

习上。 

“申请-审核”制博士招生还避免了某些优秀的学生因为临场发挥不佳而失去复试资格，

造成优秀人才的浪费，有利于学生的积极性。 

（五）广西医科大学实行“申请-审核”制的不足之处及思考 

1.招生宣传的不到位，导致有些外校的学生不了解该校已开展“申请-审核”制 

由于是开展不到三年的部分导师的“申请-审核”制招生，对于政策的宣传显得尤为重

要。该校的做法只是在广西医科大学的研究生院的官网上公布了招收“申请-审核”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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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工作方案。但是，由于外校广大考生不会定期关注研究生院的官网，且报名系统只开

放半月左右，致使一部分考生漏看相关信息错过报名。 

2.“申请-审核”与公开招考并存的关系问题 

目前“申请-审核”制招生只针对部分导师开放，2019 年广西医科大学招生主体仍为公

开招考的方式。具有“申请-审核”制招生资格的导师也存在疑问，到底选择“申请-审核”

制的学生，还是招收全国统考的学生。由于学校确定每位博士生导师原则上每年只能招收一

位学术型博士研究生，部分导师如果本课题组有较为优秀的研二学生大多会考虑硕博连读的

学生，一部分导师会选择“申请-审核”制招生，也有导师会把名额留给统考的学生期待更

优秀的学生，这也是过渡时期会出现的问题。 

3.“申请-审核”制加大了考博的难度 

在对于医学硕士研究生对博士采取“申请-审核”制改革的意见调查中，有学生指出

“申请-审核”制加大了考博的难度。部分学生在硕士阶段并没有发表 SCI 的文章或 SCI 的

文章分数较低，极大的限制了他们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的道路。客观来说，这些问题确实存

在。但这正是逐步推进改革的原因，这部分考生可以继续采取全国统一公开招考博士模式，

也是在无形中激励正在攻读硕士学位的考生们要更加重视自身能力的提高，争取在研究生阶

段发表高质量的科研论文。 

4.“申请-审核”制加大了在职医生考博的难度 

由于医科院校的特殊性，博士学位已经成为进入三甲医院的“敲门砖”或晋升职称的

“堵门石”。在一份对于在职医生对博士采取“申请-审核”制改革的意见调查中，有考生

提出“申请-审核”制加大了在职医生考博的难度。这部分的考生大多现为各大医院的住院

医师、主治医师甚至是副主任医师。这部分临床医生由于业务繁忙，对学科学术前沿缺乏了

解，导致其知识老化、知识结构不合理、科研综合素质不高，确实在“申请-审核”制申请中

处于劣势。我院去年复试的过程中就有一名普外科医生，该医生也在临床工作中申请了地方

性课题，但是在复试环节中专家组考虑其欠缺科研基础能力和科研综合思维能力，最终该名

医生未被录取。针对优秀的在职医生，学校可以考虑增加专博的“申请-审核”制招生，侧重

考察是否参加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操作技能和临床思维、人文关怀等
[2]
。 

5.“申请-审核”制加大了学生选择报考导师的难度 

还有一部分外校的学生提出，很难接触到广西医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通过电子邮件的

形式联系导师，导师的回复不外乎以下几类：“排队的人数较多”、“欢迎报考”或无回复。

这无疑的增加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壁垒、跨校考博的难度。建议有跨校考博意愿的同学，积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205 - 

极参加学术会议、壁报比赛等学术活动，争取给未来的博士生导师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讨论 

2013年由教育部联合各部委下发的《关于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指出研究生教育是

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中指出改革招生选拔制度，

建立博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机制，发挥专家组集体审核作用，加强对科研创新能力

和专业能力潜质的考察。这也预示着改革的总体趋势是从全国统考到专业面试的一个转变。

广西医科大学博士招生“申请-审核”制起步较晚。实施导师比例较低，且处于初步摸索阶

段。通过广西医科大学的个案分析，归纳其中的优势与思考，希望为进一步深化我国博士研

究生“申请-审核”制招生改革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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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余佳 谢发展 陈琳* 

200092，上海，同济大学 

余佳，同济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办公室，主任 

谢发展，同济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教务员 

通讯作者 陈琳，08165@tongji.edu.cn 

【摘要】研究生招生工作是研究生教育的首要关口，

招生质量在整个研究生培养质量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

博士招生选拔方式主要分三类：1.面向社会招生的“申请

-考核”制；2.面向应届本科推荐免试生招生的直接攻博；

3.面向本校在读硕士生招生的硕博连读。本文以同济大学

医学院博士生招生为例，重点介绍“申请-考核”的选拔

方案，以期为有关高校提供经验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 医学博士；招生质量；申请-考核 

 

余佳，女，同济大学医学院研

究生办公室主任，从事研究生招

生工作近 10年。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Medical Doctoral Student Enrollment Reform 

Abstract:Graduate admissionis essential of graduate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quality of the 

recruited graduates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graduate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doctoral students’ enrollment: 1. "Application-Evaluation " for social students’ enrollment; 2. 

Doctoral enrollment without requiring entrance examinations from undergraduate candidates; 3. 

Doctoral enrollment from postgraduate who are now studying in current university. “Application-

Evaluation " is mainly introduced in this essay, which is used in the enrollment for doctoral 

candidates in Medical College of Tongji University to provide som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relevant universities. 

Keywords: medical PhD; enrollment quality; application-evaluation 

研究生教育站在高等教育的最高端，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培养拔尖创

新人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优质的研究生生源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基本保障。 “双

一流”建设不仅要有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师资，还要有一流的生源。2010年，《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深入推进研究生入学考试制度改革，加

强创新能力考查，发挥和规范导师在选拔录取中的作用”
[1]
。2013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的文件，提出要“建立博士研究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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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申请一审核”机制，发挥专家组审核作用，强化对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学术潜质的考

察”
[2]
。医学博士生教育作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最高层次，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医学专门人

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主要途径。招生工作是整个医学博士生培养过程的首要环节，而能

否录取到优质的博士生源就需要科学合理的招生选拔机制。因此，提高招生选拔水平，积极

推进招生制度改革显得尤为重要。下面以同济大学为例，谈谈医学博士选拔的具体方案，以

期为有关高校的招生工作提供参考。 

一、 招生选拔措施 

目前，我校医学博士研究生招生选拔的方式有三种：1.面向社会招生的“申请-考核”

制；2.面向应届本科推荐免试生招生的直接攻博生；3.面向本校在读硕士生招生的硕博连读

生。直接攻博生因受名额限制，大部分以我校本博连读的临床医学贯通培养的本科生为主，

另有部分名额面向校内外推免生招生。硕博连读生面向本校在读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招生，

因上海市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住院医师）目前还属于定向培养范畴，暂未开通硕博连读

途径。统考生招生以”申请-考核”制为主，下面将主要介绍我校医学博士”申请-考核”制

的招生选拔方式。 

我校自 2011 年开始，部分医学博士招生试行“资格—审核”制，资格审核招生与学校

统考招生并行。试行工作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 2018年开始的博士招生全部实施“申

请-考核”制打下了基础。 

我校医学博士生“申请-考核”制与其它院校最大的区别是重点审核考生的硕士学位论

文，这一方案，无论对于报考学术型博士的考生还是报考专业型博士的考生均适用。以盲审

的形式审核考生的硕士学位论文，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评价：1. 学位论文的严谨性及

书写的规范性；2. 论文拟回答的科学问题和研究的创新性；3. 研究方法的先进性；4. 研

究成果的可靠性或成果的量与质；5. 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试行 2 年，感觉效果良好，拟

继续推行下去。材料审核成绩满分 100 分，其中本科和硕士学习背景成绩占比 20%，硕士学

位论文评价成绩占比 50%，科研成果评价成绩占比 30%。 

所有考生均参加英语初试，然后按“英语初试成绩*10%+材料评价成绩*90%”的总成绩

进行排序，按可录取统考生名额 120%左右的比例进入复试，最后再按“专业课笔试+导师组

面试”的总成绩进行排序，择优拟录取。 

二、增加考生、导师及导师组的自主选择权 

医学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选拔办法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不断积累经验改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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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生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增加考生和导师的自主选择权。全部考生首先全部参加英语

笔试，按招生名额 1：4左右的比例划定材料审核线，线上考生可以重新选择拟报考的导师，

科研成果特别突出的考生可降低英语笔试成绩的要求，同时导师也可根据本人可招生名额按

1:1.5-1:2 的比例推荐上线考生提交申请材料。材料审核通过的考生按 1:1.2 左右的比例进

入复试，复试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笔试题目都是一样的，即根据给定

的若干材料现场写一份科研计划书，这样既能考查考生的真实水平，又能避免不同学科方向

题目难易程度的差异。面试按同学科方向分组，参与面试的导师组评委专家不少于 7人，导

师组面试成绩占复试总成绩的三分之二比例。 

另外，我校始终保持医学院研究生统一招生的原则，这样可以保证参加复试的考生可以

在医学院范围内统一拟录取统一调剂，避免了以医院为单位复试录取以至于不同医院间的考

生调剂困难的壁垒，增加复试录取的公平性，给予考生和导师充分的自主选择权。 

三、问题与思考 

1.医学学术型博士招生的困惑与思考 

为了提高培养质量，我校学术型医学博士自 2018 年开始学制由 3 年改为 4 年，自改学

制以来，生源情况有明显减少的趋势，详见表 1和图 1。 

可能的解决办法：学术型博士学制由 3年改为 4年，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学生

应届毕业通过率而调整的，学生在 3 年时间内，在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理论学分的基础上，

要完成科研要求的同时又要保证临床工作的时间，还要有国际交流的时间，大部分学术型博

士生是很难保质保量地完成学习和科研任务的。延长学制是从学生利益出发，保证学生在第

4 学年内继续享有宿舍和助学金，可以从容地完成科研和临床任务，同时学有余力的学生是

可以申请提前毕业的。这种情况是需要向考生解释清楚，给予考生充分了解的渠道。 

2.医学专业型博士招生的困惑与思考 

我院临床专业学位博士要求必须有规培证或专业学位硕士毕业，上海市临床专硕为定向

培养，存在着就业与升学的矛盾。虽然我校临床专业学位考生的数量在增长中，但生源质量

并不理想。 

可能的解决办法：给予校内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的学生开通硕博连读的通道，这样即

可以提高专业学位博士生的生源质量，同时又可以提高校内在读专业学位硕士生学习的积极

性。上海市自 2011年开始试行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项目以来，

该类学生为全日制定向培养，按有关规定，硕博连读学生只接受全日制非定向在读硕士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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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现在临床医专业学位硕士生要求硕博连读的呼声很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相关

管理部门的支持。 

表 1.2013-2019年我院博士研究生报考人数及其变化 

 

 

图 1. 2013-2019年我院博士研究生报考生源总数及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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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与培养模式 

医药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进展 
景珊 商临萍* 

030001，太原，山西医科大学 

景珊，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学生 

商临萍，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院感染管理，主任护师 

通讯作者 商临萍，741951663@qq.com 

【摘要】随着我国医药行业的迅猛发展，对医药研究生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目前我国对医药研究生教育培养模

式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还在探索阶段，本文主要对我国医药

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促进我国

医药研究生的培养。 

【关键词】医药学；研究生；培养模式 

 

景珊，1994.4 出生，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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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本

科），2017.9-2020.7 就读于山

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研究生） 

Research progress on training mode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medicine and 

pharmacy 

A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more and more 

is also high to the requirement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but at present our country 

education training mode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there are still some shortage,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cultivation mode of our country medicine 

graduate studen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our 

country medicine graduate students. 

Keywords:medicine;graduatestudents;training mode 

人才培养是高校的责任之一，21世纪初，《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报告》相关

内容指出，要不断探索和发现新形式下适合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规律和特点，进而对研究生全

面素质的培养提出新要求
[1]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大力促进医药产业

发展，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相关文献指出，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和1981年实施学

位制度以来 , 我国的医学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 初步形成了以师资设备较强、 科研

水平较高的重点医药院校为主和普通高等医药院校为辅的培养基地
[2]
。虽然目前我国医药行

mailto:741951663@qq.co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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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迅猛发展，但是我国对医药学研究生培养模式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教育模式单一、培养目

标单一、就业方向单一等
[1]
。因此本文对我国目前医药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探讨。 

一、 目前我国医药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目前，有较多关于转变教学模式的研究，批判医药高等院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固步自

封、闭门造车等严重脱离实际的现状，并分析了造成这些弊端的原因，按文献中问题出现

的频率，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其一，由于逐年扩大招生规模，降低招生的标准，加剧了

医药高等院校的资源匮乏；其二，医药高等院校教师的晋升职称的评价指标体系有些不合

理，很少涉及研究生培养教育成果的评价，从而降低了教师在研究生培养教育方面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其三，现在医药高等院校教师和学生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学风问题，降低了

扎实的学风，从而忽略了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和研究。 

二、 目前医药学研究生培养模式 

1.“实践发展型”医药管理类研究生培养模式 

由于受当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禁锢，研究生教育质量严重滑坡，研究生实际工作能力 

低下，严重违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3]
。因此迫切需要我们提出“实践发展型”培训模

式。制定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医药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张玲
[4]
等研

究指出，要有鲜明的人才培养目标。以“懂医精医，能力为先”为目标，培养“具有较扎

实的药学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临床医学基本理论及实践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较

强的人际交流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能够从事临床合理用药、治疗药物检测、新药临床

评价及临床药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药学服务人才”。 

2.药企联合的培养模式 

“合用性”是指产品的使用价值满足用户需要
[5]
。同样，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医药

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应该和药企相结合，满足药企对人才的需求，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高

校与企业合作，让医药企业也参与到研究生的培养教学中，充分发挥医药企业在实践教学

中的优势，这样医药学研究生可以深入医药企业中去，了解企业运行机制，在学习过程

中，医药研究生不仅学习到理论知识，还学到实践知识。理论和实践详解，更有利于提高

医药研究生的研究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做到知行合一，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那么如何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有研究指出
[1]
：通过达到共赢的方式提高企业的积极性。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并不是慈善机构，因此要找到企业的需求和利益所在。企业可以

通过与高校合作，获得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资源，还可以获得高校专业培训的机会，同时

企业通过举办讲座等可以夸大企业的影响力，还可以招纳到优秀的医药学研究生。在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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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养模式下，不仅可以提高教师理论教学的有效性，还可以增强学生的积极性，提高

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也可以提高企业自身影响力。是对学

校、教师、学生、企业均有益的模式，可以达到多赢局面。 

那么如何实现药企联合的培养模式呢？实施“药企一体化，三阶段递进式”的药学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
[4]
。以“集中实践与分阶段实践”相结合。基础实践阶段，该阶段主要在校

内的实训中心进行实践，为期为1个月，主要为了做好学校和企业的良好衔接。职业技能实

践阶段，该阶段是6-12月不等，主要在临床上或者企业进行实践。第三阶段是专题化实践

阶段，在一个固定科室的药学研究上的实践并完成毕业论文。 

中国药科大学
[6]
开展以行业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研究生实践教育和实践基

地建设，并取得了效果。该校校通过与政府机关、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建立政、产、

学、研联合培养创新实践基地，共同开发面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实践课程，有效推进研

究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发展。建立“高校理论教学+行业实践教学+企业项目培养”模式。采

用双课堂教学形式，邀请企业的专业人员进行实践课程讲授，如邀请企业专家来校为研究

生开展行业急需而学校又暂未开设的课程如 GCP、CRA、CRO等实践性特别强的课程，课程

结束后部分学生赴相关企业进行项目化的实践，很快就可以在实际工作中独当一面。因此

该校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就业率稳居全国前列。吸引众多媒体竞相报道,充分

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3.与区域医药经济发展相结合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固定的某一医药研究生培养模式并不会适

合所有的地方，医药研究生培养模式要和区域医药经济发展相结合，才能具有强大的动力

和活力
[7]
 。因此我们要更新教育理念，明确研究生培养目标与定位，加强学科交叉。 

结合当地情况明确医药学研究生办学思路。各地要根据当地医药资源、制药产业、医

药企业发展情况，明确自己的办学思路，创立有影响力的特色品牌专业和高层次人才培养

基地，提升医药学研究生的人员素质。 

同时要增加符合当地特色的课程。以现有的人才培养方案为基础，学科方向特色为指

导，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在巩固和发展药学专业的基础上，增加当地特色，加强特色

课程和特色专业方向的建设。根据专业学位人才培养需求，开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知

识拓展讲座：一方面邀请行业内的专家、学者、技术骨干开展与药学相关的研发、生产、

药学服务技术前沿讲座；另一方面邀请国内学者、企业人力资源部等授课专家开展企业内

部管理制度、企业文化、职业生涯设计及生产安全的讲座。构建符合当地的研究生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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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课程体系，进一步细化研究方向
[8]
。 

贵州医科大学药学院结合贵州省省情明确了药学研究生的办学思路，根据贵州省是我

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同时根据贵州独特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可以生产出丰富的药物资

源，贵州医科大学药学院确立了“立足贵州，面向全国，服务社会，坚持以社会经济发展

相结合的办学方向，开拓适应贵州省区域特色经济发展需要”的办学思路。同时在现有的

培养模式基础上，增加了符合当地特色的研究生课程，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除了研究

生基本课程外，还学习贵州省省情相关的社会科学类学科。除此之外，还建立了符合贵州

民族医药发展的学科和研究平台，建立产学研教学科研合作基地，与当地的企业进行合

作，开展国内国际交流合作等，创办了与当地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培养模式，形成了符合贵

州省经济发展需求的医药学研究生培养模式，微贵州省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高水平

创新型人才
[7]
。 

4.双导理念与“1+2”模式 

双导师是指在研究生培养教育中， 有负责临床指导的医院导师，也有负责科学研究的

校内导师。“1+2”模式，即第 1 年在学校学习科研技能，其余 2 年在临床学习专业技

能，着手毕业论文。双导师制有其天然优势, 无论研究生在临床工作或者学术创作,都有相

应带教老师进行专业指导。临床导师临床实践能力强，但是缺乏相应的科研能力，对研究

生科研能力培养缺乏重视，研究生本身也没有科研意识。校内导师虽然不涉足临床，但是

又丰富的科研知识，科研思维活跃，学术能力强。两者结合，不仅可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

能力，同时可以结合临床，从临床上基本的问题出发，理论结合实践，更有利于解决临床

上的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1+2”模式是医学院校培养专业型研究生的主要途径。

接收培训研究生的医院能够利 用自身优势留住高学历人才, 研究生也能够选择高质量医

院,获得双赢.。 

浙江中医药大学采用该模式
[9]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导师在研究生培养教育中起到了无

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优秀的导师团队不仅能够使学生完成本专业的知识积累，更加能够促

进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医院导师临床经验丰富，具有多年的从业经验，能够在研

究生的职业道路上提供更多帮助。 科研导师具有完善的科研思路，科研知识，能够在科学

研究过程中能够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思维，提供思路，对于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不可或

缺。两者相结合，对于培养一个全方位的有科研水平、临床技能过硬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促进作用是极大的。 “1+2”模式结合双导师制度双管齐下， 在培养研究生教育阶段有一

定成效， 而目前部分院校为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临床技能上的时间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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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同步，精简了部分科研课程， 压缩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学习科研理论知识的时间。因

此对于医药研究生，不仅要注重临床知识经验的学习，同时要扎实理论知识，培养研究生

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因此浙江中医药大学提出的双导理念与“1+2”模式是值得

借鉴的。 

三、医药研究生培养进一步发展的建议与意见 

在培养医药学专业研究生过程中，应该进一步细化研究方向。目前医药研究生研究方

向范围较广，虽有利于研究生综合知识的提升，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方向模

糊、特长不鲜明等，因此在今后的培养过程应该进一步明确研究方向，显示特色，形成适

合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适合当地省情的培养模式。 

提高医药研究生导师队伍。将具备现代医药知识，而且科研能力、临床能力较强的教

师及时纳入导师队伍，加强导师队伍的培训和考核，实施导师招收研究生申请制。实行双

导师制，在学校有导师，在临床上有实践导师，使研究生更好、更快地掌握现代科研方法

与思路，加强学校导师与临床导师之间的联系，更有利学生的发展。聘请高校优秀导师。 

注重研究生的培养过程。除开设计算机技术、统计学、循证医学、科研方法等前沿课

程，扩大研究生视野外。还要注重研究生实践能力的训练，临床专业要早临床、多临床、

反复临床，基础专业要尽早加入导师科研课题，在具体的科研实践中增长才干。不仅关注

医药研究生最后毕业，加强开题和毕业论文答辩环节的管理，同时要注重医药研究生培养

过程，扎实理论基础，提高理论知识的认知，严格培养过程把关，为医药企业、临床等输

注高效、有科研思维的高素质人才做出努力
[10, 11]

。 

注重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注重培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切实加强实验实

训教学，增加实习、实训在教学过程中的比重，努力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同时将研究生

课外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纳入教学计划，培养研究生广泛的兴趣，开阔其视野。 

完善管理制度，强化教学管理，认真落实教学评估、教学督导、导师评估等工作，特

别要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加强培养过程的监督，积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工作，力争

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多出成果，推进研究生教

育教学工作管理质量的提高。 

虽然目前医药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多种多样，但是医药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仍在不断探

索与发展过程，各省市各院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己情况的模式，适合自己的

模式才是最好的模式，以促进医药研究生的发展，为培养高素质、具有科研精神的医药研

究生而努力，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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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模式较为依

赖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形式，难以突出其以职业导向和实

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非全日制教育特点。本文以产学研联

合培养模式为基础，探讨在建立联合培养基地、科研项目

合作、双导师制三种模式下，从完善管理制度、优化培养

方案、创新课程体系、增强导师团队建设、严把论文质量

等环节保障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并通过制定产学

研联合培养模式下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培养综合质量评价

体系来思考和探索适合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模式。 

【关键词】非全日制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教育

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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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thinking in the area of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co-cultivation 

for part-time postgraduate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training mode of Part-time postgraduate in China is relatively 

dependent on the training form of Full-time postgraduat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highlight the key 

points of Part-time postgraduate like vocational orient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will discuss three basic modes including setting up the training bas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cooperation and double tutor system on the basis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co-cultivation. Through the perfect management system, optimizing 

training scheme, innovating curriculum system,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utor team and 

exercising strict requirements on papers, it effectively guarantees the quality of Par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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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aduate.  

At the same time , it aims to explore a suitable training mode for Part-time postgraduate by 

setting up a comprehensive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under the mode of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co-cultivation。 

Keywords: Part-time postgraduate student；Production-study-research co-cultivation;Quality 

of education  

十九大报告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持续加强建设教育强国，逐步实现高等

教育内涵式发展。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中的一种形式，在建设学习型社会和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上发挥着重要作用。2016年教育部出台《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

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从当年 12 月 1 日后录取的研究生从培养方式上按全日制和非全

日制形式区分，并要求对两种形式的研究生培养要坚持同一标准，保证同等质量
[1]
。作为非

全日制学习形式的研究生不仅需要在学校学习，同时还从事着其他生产实践工作，他们更容

易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是理论知识与实践成果相互转化的实践者，有效地促进了高校与用

人单位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联系。因此，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在丰富我国教育模式的基础上，

更有利于教学相长、产教融合。但是纵观现有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形式，从授课方式、培养

过程管理、学位授予等环节几乎全部照搬全日制培养模式、生源质量较差、社会认可度偏低、

培养质量不高等问题也一直制约着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培养与发展
[2]
。因此，在国家大力

发展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前提下，高校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创新培养模式、强化培养过程管

理及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值得探索与思考。 

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是在依托基地建设，旨在促进高校与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之间的

有效合作，以培养符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创新型、应用型高层次人才，是新形势下研

究生培养的一种全新教育模式
[3-4]

。此模式让研究生切实参与到企事业单位的项目开发、生产、

管理、应用等环节中，注重研究生的创新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正好与高校的以培养研究生科

研能力为主导教育的形式形成互补，同时满足非全日制研究生对学历教育和职业发展的双重

需求
[5]
。2016年推进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以来，非全日制研究生以在职人

员居多且目前整体的教育培养管理模式沿袭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培养管理体制，故笔者认为改

革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迫在眉睫，基于我校多年开展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现就探

讨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下如何改革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与培养，提出以下想法与建议。 

一、积极构建适合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 

产学研协同育人模式以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为契机，对培养技术性人才、科研成果转化、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218 - 

提升高校办学水平和企业生产力有一定的作用
[6]
。对从事其他职业或社会实践的非全日制研

究生来说，相比较全日制研究生基本围绕在导师身边学习的状况而言，积极探索适合非全日

制研究生教育的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更符合国家要求的多形式和灵活时间来安排非脱产学

习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我校借鉴工科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经验与模式，通过与企事业和

其他科研院所的合作，形成具有医学特色的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同时积极响应省教育厅、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创新办与教育厅联合实施的研究生“千人培养计划”和积极建设

“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政策。从 2009 年开始正式启动产学研联合培养

项目，选拔了一批具有较高科研条件、学术基础、管理制度完善、经营水平较高、导师队伍

稳定、环境和氛围有利于研究生创新创业的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以“校内导师”和“企

业导师”双导师制的形式，给与资金支持，注重发挥企业、研究机构科技人员在开发研制和

先进技术方面的能力，与高校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双赢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开展

联合培养工作。从现有联合培养的企事业单位和学科来看，主要集中在非临床医学类的专业

学位研究生中，分别是公共卫生硕士、药学硕士、中药学硕士、生物医学工程硕士、护理硕

士和公共管理学硕士，在这一类别的研究生正好契合目前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招生日渐增多的

现实。基于以上各专业的培养要求，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构建适合非全日制研究生

教育的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 

一是以校企基地建设为基础的培养模式。此模式以高校为主，联合企业的优势项目，以

建设符合高校和企业长远发展的科研基地为主体，基地作为联合培养的平台，招收和吸纳在

读研究生，主要是培养其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研究生未来职业导向和发展起

到一定的作用。我校此类共建基地主要是用做非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训练，培

养时间多是在三个月左右。从已有的实践来看，在遴选适合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培养的产学

研共建基地时，在符合选拔条件的情况下，可优先考虑非全日制研究生所在的工作单位，这

样非全日制研究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亦能够以基地为平台，兼顾到作为学生的校内工

作，从本源上解决无法同时兼顾工作和学业的问题。 

二是以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合作为基础的培养模式。此模式以高校与企事业单位或科研

院所的具体科研项目为主体，对于有较为丰富实践经验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来说，更容易找到

与自身优势相联系的研究生课题，对于科研能力的训练和科研成果的产出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我校目前以科研项目合作为基础的联合培养模式，较少通过学校层面来统一管理，主要是通

过导师层面的合作关系安排研究生前往其他科研单位或研究所学习和联合培养。作为非全日

制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而言，学校、学院和学科层面可主动与其他企事业单位的优势项目开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219 - 

展合作，并对合作项目给予一定的硬件和软件支持，从而达到促成长远合作项目开展的目的。 

三是以实施双导师制为基础的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高校导师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科研

能力，企业导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技能水平，双方导师形成优势互补。考虑非全日制研究

生的学习特点、职业积累和实践经验，采用“双导师制”易于激发其自我发展的主动性
[7]
。

对于结对导师的选择，不能以遴选导师的标准来要求，要重点选择那些具有高尚职业道德和

丰富行业经验的从业人员参与研究生培养。我校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相关专业导师

组对，构建了一套以双导师指导的联合培养模式，在课题选择、培养管理、导师责任等方面

做了详细的规定。此经验对于推广到其他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对于用

来培养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导师对要建立健全双方导师的评价机制，激发双导师在研究生指导

全过程中的积极性和责任感，进而促进导师队伍建设
[8]
。 

二、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下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 

我校非全日制研究生生源主要来自其他在职人员，工作的繁忙冲淡了学习的热情，难以

全身心的投入到研究生学业中。如何将其碎片状的时间连同培养计划最大程度的融合，充分

发挥其实践经验的优势，促进其经验和技术向科研成果的转化，产学研联合培养作为国家大

力推行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形式之一，可以作为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改革的试

点方向。 

（一）完善非全日制研究生产学研联合培养管理制度。在明确产学研联合培养非全日制

研究生教育中的意义和作用后，从学校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针对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计划

个性化设置、课程教学及考核、培养过程管理、联合培养单位及导师职责等各环节制定完善

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在教学和培养过程管理上，以职业需求为导向，形式以高校、联培

单位、双方导师共同管理的管理体制，坚决杜绝“放养式”和“无人管”现象，共同保障非

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二）优化现有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方案。引进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项目合作、

双导师制度的培养模式，借助联合培养项目的优势，明确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引导

高校与企事业单位建设一批示范基地和长远合作项目。强调以平台建设为抓手，阐明在整个

培养过程中，产学研联合培养单位和高校具体的责任和义务。双方导师地位同样重要，对研

究生的日常教学管理、课题选择、专业实践、科研训练和学位论文负有同样责任。整个培养

方案要能够体现出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职业发展需求和培养质量要求，达到非全日制研究生培

养目标与企业人才需求相统一的标准。 

（三）构建适合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发展特点的课程体系。在制定培养方案之初，要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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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考虑到非全日制研究生的生源特点，针对不同的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专业，注重课程设置

的基础性、实践性、先进性和前沿性，基础性课程要体现最新研究进展和发展方向，实践性

课程要体现学科专业的实用性和专业化发展需要。开展以产学研联合培养单位与高校共同授

课为主要形式的授课方式，大力支持与制作网络共享课程，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实现师生互动，

最大限度的减少非全日制研究生在校的课堂课程学习时间。采用弹性学习年限为主体的学习

制度，以适应非全日制研究生无法连续和集中学习的特点
[9]
。 

（四）促进产学研联合培养单位与高校导师团队的建设。高校积极开展校外合作导师的

选聘工作，对于那些具有丰富行业经验、有在研科研项目、具备较强指导能力和教学情怀的

“企业人”优先合作
[10]

。联培单位的优秀人才要主动与高校相关学科对接，将现代社会的行

业需求带入到高校的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高校导师也要主动到联培单位实地学习、参与实践，

提高职业熟悉度，深入了解非全日制研究生的职业要求特点，个性化开展科研指导工作。定

期对校内和校外导师进行培训，给双方导师提供相互研讨和学习的机会，在培养非全日制研

究生教育过程中始终保持联系，时刻动态掌握研究生的职业状况和科研情况。 

（五）严格把关非全日制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考虑到研究生论文选题、中期考核、论

文答辩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依序完成的系统工作，故而对学位论文质量的把关，要从源头

开始做起。针对非全日制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多数从事着其他职业的特点，可结合其职业背

景、行业热点问题、实际工作经验开展课题工作，这样既能满足日常工作需求，也能相对较

高质量的完成学位论文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产学研联合培养单位和高校定期检查研究生课题

研究情况，具体的检查要求还需按照不同的合作方式进一步细化，例如每周或每两周由研究

生分别给双方导师汇报课题进展情况，再由导师联合或分别选择时间对课题进行指导和论证。

始终强调科研诚信的重要性，对任何抄袭、剽窃、侵占他人研究成果、随意篡改数据、弄虚

作假等行为严肃处理。 

三、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下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建设 

（一）改进教学质量评价方法，优化完善师生互评机制。目前我校的教学评价主要是让

学生从教学态度、内容、方法和效果四个方面来评教教师教学质量，相关评教细则更适合全

理论教学的课程。随着国家推进分类培养研究生，不同类别的研究生对课程教学的需求也不

同，这也说明分类评价课程教学也是未来的发展趋势，非全日制研究生的教学评价可将教学

内容是否涉及行业前沿发展、理论知识与职业需求的衔接性、网络教学平台建设等纳入评价

体系。反过来，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也至关重要，学生的出勤率、提问和发言的次数、针对教

学内容的思考等来反映非全日制研究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效果。双方互评的形式才能更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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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反应教学质量。 

（二）加强产学研联合培养单位对非全日制研究生培养过程的评价。联培单位应设立专

职人员对研究生进行统一管理，其职责和义务等同于校内各直属或非直属培养单位管理人员，

全面跟踪和监管研究生的整个培养过程。可以以研究生培养计划为时间轴，将计划内各项内

容的完成度和完成质量作为评价指标，以此来达到联培单位对研究生培养过程起到监管的目

的。与此同时，考虑到非全日制研究生多是在职在岗人员，联培单位也应关注其在读期间职

业规划的需求，正确帮助学生处理工作与学习之间的矛盾。 

（三）对产学研联合培养单位实行年度研究生教育培养综合评价与考核。根据联合培养

模式，高校应建立科学的评价联培基地的建设、科研项目的合作与开展以及双导师制的机制。

对不同模式采取不同的评价方式，例如培养单位的硬件和软件条件是否达到联合培养基地的

标准，是否切实执行联培计划，其实践考核水平能力，能否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

联培导师的管理职责是否履行，能否发挥立德树人的职责；共同合作的科研项目是否能为非

全日制研究生的职业发展提供帮助等。因此，制定科学详细的评价指标，有利于产学研培养

基地和高校的共同发展和共同成长。我校针对非直属培养单位每年开展研究生教育培养综合

考核，主要包括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发展两大块内容，分别从研究生党

建、师德师风、科研成果、国家级项目等来加强对非直属研究生培养单位管理。后续可考虑

将产学研联合培养单位也纳入年度考核当中，以期提升联培单位培养研究生的水平，加快研

究生教育培养工作的发展。 

（四）注重高校与联合培养单位的双向督导与反馈。成立督导组，相互监管产学研联合

培养单位和高校的基地建设、合作项目开展、导师职责履行、研究生培养过程等；建立反馈

机制，高校要掌握产学研联培单位的培养运行体系，联培单位也要掌握高校非全日制研究生

的培养方案，共同了解学生在对方单位的培养状况，并及时互相反馈问题，商讨具体改进措

施和建议，为未来开展联合培养持续改进创造条件。 

四、结束语 

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顺应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也为我国建设教育

强国提供了更多地复合型高层次人才。我们要切实保障这些研究生在“进校不离岗”的状态

下进行正规而系统的学习，同时保证培养质量，从优化研究生培养管理制度、培养方案，加

强导师团队建设、制定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等方面着手，从联培基地、项

目合作、导师合作等层面来构建适应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的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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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国内外研究生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创新实

践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

成长模式下，成为相应领域具有较强胜任能力的创新性人

才，因此本研究以临床-教学-科研一体化研究生培养模式为

主要研究目标，力图通过多维度、多层次培养方法，为研究

生提供更有利于能力提升的培养环境，从而提高研究生整体

素质。 

【关键词】研究生培养；一体化；中医经典；素质教育 

项目来源：长春中医药大学 2019年研究生培养创新示

范项目 

 

巴立明，2018 年 6 月毕业于长

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现

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学

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

医内科心病方向的研究。 

Exploration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clinical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bstract: At present, Graduate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pay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innovative practice ability, so that students can become innovative 

talents with strong competence in the corresponding fields under the growth mode of self-learning, 

self-management and selfsupervis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takes the clinical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ation graduate training mode as the main research goal, trying to achieve multi-

dimensional and multi-level training The cultivation method can provide a more favorable training 

environment for postgraduates to improve their overall quality. 

Keywords: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tegr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lassics; quality 

education 

临床型研究生教学过程中，往往更注重临床思维和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而学术能力

mailto:gjj-2005@163.co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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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文素养的训练明显不足。且研究生的临床专业素养和临床技能很难完全胜任临床岗位

的实际需求。本研究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力求为解决这些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

行探索。结合本人在临床带教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尝试运用临床-教学-科研一体化研究生

培养模式。 

一、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 

（一）专业基础知识学习 

医学研究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社会大众所急需的高级专门医学人才。医学教育承载着

民众健康的需求和全民族身体素质的保障
[1]
。医学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服务性及社会性

极强的科学，医学研究生需要具备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娴熟的临床操作技能
[2]
。因此在临

床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扎实的专业基础知

识，只有这样才能将所学的专业知识用来正确的指导实践。在学生的成长成才及临床疗效

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效，同时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要

认识到学生是发展中的人，学生的身上是充满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重视学生的差异性，

做到因材施教。 

（二）医患沟通知识学习 

我国医患关系相对复杂，医患双方的各种因素导致医患纠纷频发，其中医患沟通不到

位是主要原因之一。医学专业型研究生是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有机结

合，但通过在近几年的教学培养中发现，学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仍存在欠缺，良好的医

患沟通技巧和方法在疾病诊疗过程中至关重要，因此医学研究生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技

能，取得患者及其家属的信任，使其充分配合医疗行为，避免或减少医疗过程中各种不必

要的纠纷。因此作为临床带教老师应加强对研究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同时我们在临床

工作应注意言传身教，在工作中应鼓励学生与患者进行沟通，同时从旁指导，做好榜样示

范作用。 

二、研究生教学思路新探索 

（一）中医经典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西医学科的冲

击，许多中医类的临床研究生没有建立较为完善的中医思维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经

典是中医理论的源头活水，对于即将面临就业的中医临床研究生来说，学习经典是成长为

一名优秀中医的基石
[3]
。中医学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吸收百家之长，将阴阳

五行、天文历法、音律星象、地理物候、 人文情理等巧妙地融会贯通，运用于对生命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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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认知与调控之中，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体系和独特的医学表现形式
[4]
。 

掌握中医的思维是学习中医的关键，而掌握传统文化是理解中医思维的基础。中国传

统文化和中医经典是中医学继承和发展的源泉，也是培养新时代高素质、高水平的中医临

床专业研究生必不可少的部分。在中医临床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中，以中国传统文化思维为

先驱，立足中医经典，摸索中医独特的规律和内涵，培养中医思维，建立正确的中医思维

模式，再应用于实践。不能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便无法透彻理解中医。所以对于作为

中医高层次人才的研究生，必须更加注重传统文化素质培养，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医，发扬

中医
[5]
。 

（二）“导师引领”在中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关键，是研

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当前新形势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引下，针对高等教育的研究生导

师，打造一支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仁爱之心的高素质导师队伍，对于实现

“立德树人”目标即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6]
。 

发挥研究生导师潜移默化的人格感召力，于润物无声中彰显道德教育的本质，研究生

导师对研究生的成长成才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7]
。作为研究生专业学习及科研学习的领路

人，导师与研究生相处的时间较多。因此，要充分发挥导师在教学及科研中的示范作用，

彰显道德教育的本质。在临床教学中不畏艰难、刻苦拼搏，成为其工作学习的榜样。我们

不仅要科研教学能力精湛，更要道德品质过硬。真正的做到“德高为师、身正为范”做学

生学习的促进者，同时不断地加强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做终身学习的践行者。 

三、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 

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核心指标是学术成果质量。因此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高校

导师对研究生科研潜力的发现、引导、开发、训练的一项长期系统工程
[8]
。在教学和科研活

动中，导师要制定完整的培养计划，对研究生学习各阶段给予明确具体的指导；过程中要

重视指导研究生的自主学习、注重实践训练，实施合理有效的方法来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能

力。 

“翻转课堂”模式具有混合式学习和探究性学习的特点，是为了让研究生的学习更加

灵活、主动，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个性化的主体性理念、开放和创造性理念等多种

教育理念
[8]
。“翻转课堂”的实践使我们的角色转变为教育教学的研究者，首先让研究生进

行独立的学习和研究，将学习和研究的决定权从导师转移给研究生。实施过程中，导师给

定学生一个研究方向，研究生通过查阅大量文献，了解发现国内外研究最新进展。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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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清楚自己研究内容、研究目标，实现目标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解决科学问题的意义

何在，创新点在哪里。在此基础上，研究生有一定知识储备，然后开展研究生与导师之间

互动交流、讨论，建立导师与研究生的互动联系。不断完善研究生预想的科研活动。然后

制定合适的技术路线，进行可行性分析，做好实验研究的规划。这一套完整研究性思维的

训练过程中，最终使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得到提升。 

四、临床-教学-科研一体化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实施与成果 

临床教学是医学基础理论与临床实际联系的重要环节，是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体现。

科研成果需要教学的传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介绍学科前沿动态，教学也需要科研的支

撑，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9]
。只有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才会去思考问题，继而通过科研去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通过教学，将解决问题的方法付诸于临床，最终达到临床-教学

-科研一体化。综上所述，三者是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运用中医药相关理论和技

术分析，解决临床和科研实际问题的能力将是中医研究生教育培养中医人才力量的根本要

求
[10]

。结合本人在临床、教学、科研等研究生培养方面的思考，所采取的措施如下； 

在研究生的临床能力培养方面：指导研究生规范化培训实习，将理论学习应用于临床

实践。使研究生积极参与科室临床病例讨论，并针对病例的发病特点、临床体征等,发表自

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临床治疗方案供与会人员参考；让研究生在疗区独立接诊患者，培

养其临床思维能力。加强学生与患者的沟通，增强其语言表达能力，提升学生职业道德水

平和临床实践能力，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强化

临床技能的培训，所培养的研究生均顺利通过执业医师考试，完成在临床中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的任务，掌握了临床实践技能的操作，及临床常见疾病的诊疗规范，培养了与患者

之间沟通交流的能力。 

在研究生的教学能力培养方面：加强研究生中医经典知识的学习，掌握专业领域坚实

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中医学的研究生要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所创新，在做到

专业领域知识“深”的同时，必须做到综合素质的“博”。就是要围绕研究的方向培养知

识广博，视野开阔，基础扎实，专业精深的优秀研究生。组织学生进行方歌、经典背诵等

比赛，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不断开阔视野。定期举办学术讨论，研究和比较

不同学派或学术观点。研究生围绕自己的研究领域，对本专业内的热点和前沿问题、疑难

病例、各自的课题研究情况等进行汇报，本人与其他研究生发表意见、建议，进行讨论，

调动研究生学习能动性，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成为全方位、高层次应用型、实践

型中医人才。所培养的研究生在校内创先争优、授课技能大赛等各项评比，各种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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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突出，在全国中医经典知识大赛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真

正实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体现了素质教育的内涵。 

在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上: 把学习与研究的主动权交给学生，把研究贯穿到研究生

培养的全过程。通过研究生的自主学习提高其研究和把握新信息、新技术和新理论的能力

及文献使用能力。督促学生每天读一篇论文，指导研究生开题及论文写作。鼓励研究生之

间互帮互助，团结协作，共同开展课题研究工作，同时重视研究生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联

系，积极参与科研方法培训，让学生参与到重点研发等科研项目的申报中来。所培养的研

究生均顺利完成研究生开题及中期考核任务，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五、总结 

要提高中医药院校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必须正确理解对其综合素质的内

涵要求，借鉴交叉学科进展；必须加强临床医学理论知识的培养，加强临床轮转培训、严

格考核制度；必须加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加强中医经典的学习，导师应从自身做起，

发挥导师引领作用；必须重视研究课题要以临床实践为基础，培养临床课题的研究能力。

临床-教学-科研一体化研究生培养模式是促进研究生综合能力的一种探索，未来还需我们

去继续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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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管理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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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王素华，bt_wangsuhua@163.com 

【摘要】2015年“医教协同”培养模式在全国范围内

实行。研究生不得少于 33 个月临床轮训的规定，使研究

生课程教学时间得不到有效保障，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遇

到了挑战。如何更好地协调“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与

研究生课程教学之间的衔接，探索有效可行的教学培养模

式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医学院 2016~2018级

硕士研究生满意度调查为切入点，结合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特性，

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进行了改革,并提出

了优化其教学管理的相关对策建议，旨在为临床医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提供经验与借鉴。 

【关键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

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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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mode for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Abstract: In2015, the training mode of "medic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was implemented 

nationwide in China.The postgraduate shall not be less than 33 months of clinical rotation training, 

so that the teaching time of postgraduate courses can not be effectively guaranteed，and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has encountered challenges. How to better coordin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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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between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s" and the teaching of postgraduate 

courses,It is an urgent problem to explore an effective and feasible teaching and training mode. This 

project starts from the satisfaction survey of 2016-2018 graduate students of * Medical College, 

combined with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process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an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clinical medicine, and put forward th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its teaching manag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ide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Keywords: Postgraduate of clinical medicine ； Curriculum teaching reform;Teaching 

management 

2015 年*省各医学院校根据教育部等六部委发布《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

改革的意见》（教研[2014]2 号）文件,全面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并将临床医学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断完善医学人才培养体

系建设，标志着临床医学教育发展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医学院 1958年成立，地处中国西

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高等医学本科院校，2010年开始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工作，2015年 9月将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开启了学校教育

和行业培训“双轨合一”的新的培养模式。经过四年多的实践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本文就我校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规培

接轨工作中针对课程教学管理模式所进行的改革与实践，与大家进行交流与分享。 

一、我校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与定位 

近年来我校将“扎根*市，立足*省，面向全国，服务基层”作为发展定位，逐步形成了

以培养“基础扎实、社会责任感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

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兼顾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确定了培养具有良

好学术素养和专业素质的高层次专门人才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如何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培养水平，强化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摆在学校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通过改革招

生制度、调整课程体系、修订培养方案、改革导师聘任制度、强化培养过程的质量管理、加

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完善奖助体系等措施，全面提高学校研究生教育质量，以更好地满足

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为了不断完善我校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建立适应临床医学人才培养制度，促进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有机衔接，更好地服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事业

发展，我校根据 2015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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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
[1]
，制定了《*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方案》。研究生培养方案中明确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培养原

则、课程设置、临床能力训练、科研与教学培训、学位论文、学位申请与授予、分流淘汰等

要求。 

二、构建符合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要的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是我国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是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必备环节，

在研究生成长成才中具有全面、综合和基础性作用。重视课程学习，加强课程建设，提高课

程质量，是当前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和急迫任务
[2]
。为了做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与规培制度有机衔接，研究生培养重视临床能力培养的同时不要忽略研究生课程教学，

优化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 

课程体系设计中以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和学位要求作为根本依据。我校为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量身定做”了包括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四大模块的“模块化”

的研究生课程体系
[3]
。其中，公共课程包括研究生英语、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专业基础课为临床医学基础综合与方法类课程，它涵盖了医学统

计学、临床流行病学、询证医学、现代公共卫生学、临床通用技能训练等 5个知识群的内容；

专业课以二级学科方向专业课、各学科专业新进展、新知识为学习内容，开展集中授课学习、

临床病例讨论、教学研讨会、讲座的形式学习；专业课的设置体现学科前沿与高、精、深人

才培养的特征，培养分析解决本专业范围内实际问题的能力的课程，专业课由各相应规培基

地相应科室开设。选修课设有临床传染病新进展、医学文献检索、科研学术道德教育专题、

医学心理学讲座等课程。选修课设置注重研究生临床分析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及良好的表

达能力与医患沟通能力的学习。四大模块课程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互相联系、相互促进，

对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统筹安排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任务 

根据教育部等六部委发布《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教研

[2014]2号）文件精神，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要在完成不少于 33个月的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后才可能申请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9 月份入学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学习的时

间只有 34个月，研究生课程学习与规培时间冲突，1个月时间内既要完成研究生课程学习又

要完成学位论文答辩，时间非常紧迫。然而课程教学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是研

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掌握基础理论、专业知识、科研技能和方法的主要途径，

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是开源科学研究的基础，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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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课程学习与规培时间衔接不畅，甚至出现冲突的困难，我校进行了教学管理模式摸

索，为保证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训练的时间，并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借鉴上海

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的经验
[5]
，针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与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接轨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安排，灵活调整了课程学习时间。2015年，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课程学习均安排在第一学年的周六、周日进行。但是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大多

都是住院医师，临床轮转工作和规培任务非常繁重，往往没有太多时间学习课程，因为精力

不足或者值夜班，研究生对课程学习重视度不够，导致临床专业学位学生课堂出勤率低，教

学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6]
。 

2016年，我校 8 家国家规培基地不仅局限在*市，增加到*市、*市、*市、*市。*省地域

辽阔，城市间距离较远，其他城市的规培的研究生无法周末返校集中授课，研究生课程学习

无法得到保障。为此，2016年我校又摸索改革调整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入学报到时间，

开学时间调整到 7月中旬，课程学习提前了 1个半月，研究生入校后集中两周学习医学统计

学、统计分析与 SPSS的应用、医学文献检索，在学校内集中授课完成上机课程的学习。研究

生深刻体会各种统计分析方法、文献检索方法的基本思想，并以统计软件 SPSS、各种检索工

具作为一种实现手段，建立一个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着重培养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为主的实验

教学课程体系。同时，2016年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展集中授课与网络教学相结合

的教学模式，部分研究生课程开展网络教学，研究生利用时间碎片随时随地进行网络课程学

习。 

四、积极推进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构建研究生网络课程 

当今高等教育领域，以 MOOC(慕课) 为代表的网络课程正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潮流，其

为我校的规培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7]
。网络课程具有交互性、共享性、开放性、

协作性和自主性等基本特征
[8]
。2016年，我校研究生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模式，我校招标采

购某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研发的研究生在线培训平台，利用该培训平台研究生进行网络课

程学习。 

研究生在线培训平台开发网络环境：采用基于 B/S的 WEB开发模式，集成开发工具和技

术的选择 Visual Studio2008、ADO.NET、Ajax、CSS和.net FrameWork4.0 框架，数据库采

用 Oracle10g。其他相关工具包括 Dreamweaver 、Microsoft Visio、Rational Rose、ERWIN。

并根据我校实际工作的需要，采用 ASP.NET先进的系统开发技术和软件工程的开发方法，来

开发研究生在线培训统软件。系统是基于 WEB技术，运行在基于校园网的 B／S结构平台上，

采用基于 B／S三层架构的 ASP.NET技术，使各层实现“高内聚，低耦合"，各层之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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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低到最少，以更好地进行分布式开发和维护。 

我校自主创建的研究生网络课程有：研究生英语、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询证医学、临床流行病学、现代公共卫生学总计 6 门课程，194 学时。上述网络课

程均由我校教师独立完成课程视频录制工作，并撰写教学大纲、完成网络课程学习的答疑，

网络课程的辅导工作。并由研究生学统一组织期末考试。网络课程学习不受时间地点限制，

在规培基地研究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满足了学生随时随地学习的需要，有助于提高学

习者注意力并取得较高的学习效率。我校 2016级、2017级、2018级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

生利用该平台已经完成了网络课程的学习，较好地协调“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与研究生

课程教学之间的衔接。 

五、加强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 

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建立和维护良好的课程教学秩序，是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重要保证。为了保证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明确教学环节的要求，

确保教学规范化，2018 年我校特制定《*医学院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办法》，对任课教

师条件与职责、课程管理教学评估与监督、课程设置、课程安排、网上选（退）课、重修、

缓考、旷考、课程考核、成绩管理等有明确的规定，我校研究生教学工作严格按照相关文件

执行。  

我校研究生教学工作实行校、院两级管理，研究生学院作为全校研究生课程教学的管理

机构，负责全校研究生课程教学的宏观指导和公共课程教学的协调和管理，并组织研究生课

程建设和公共课程教学的评估、检查工作。各学院（系）和研究生培养单位为研究生课程教

学的具体实施单位，负责本单位的研究生课程教学管理及评估、检查工作。 

研究生学院制定了供教学督导团及院系领导人、教学管理人员、同行专家、研究生使用

的评价标准，从授课计划的执行、教学内容的前沿性、讲解思路的清晰性、课堂纪律的管理

等方面对课程进行综合评价，对存在的问题和亟待改进的方面进行书面总结并反馈。紧紧抓

住教师教学、教学管理、学生学习三个决定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 

研究生课程教学的日常评估和检查由各培养单位组织实施。各培养单位应组建由党政领

导班子成员、学科负责人、教师及研究生组成的教学评估与监督委员会，建立听课、评课制

度，对培养单位的课程教学进行考核与评估、督察与指导；不定期组织相关人员检查课程考

勤、上课纪律；不定期组织研究生课程教学经验交流；掌握本学院（系）研究生课程教学情

况，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 

六、研究生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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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校由研究生学院教学管理人员对 2016、2017、2018级研究生开展研究生评教，

使用微信联合问卷星
[7]
发放电子版满意度调查问卷，从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度、研究生课

程设置、授课教师的教学态度、授课教师的教学态度、所受课程内容充实、新颖度、对自己

专业制定的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本专业课程考核方式等 16个方面进行满意度调查。2016、

2017、2018级研究生在校生 538人，截至结束时共收到有效问卷 531份，回收率 100％，有

效回收率 98.69％，其中满意度＝（满意人数）／总人数。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详情见下表。 

在校研究生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内容 满意（n） 不满意(n) 满意度（%） 

研究生教育的总体满意度 524 7 98.6 

您对自己的学习生活的评价 492 39 92.6 

研究生课程设置 509 22 95.8 

授课教师的教学态度 522 9 98.3 

所受课程内容充实、新颖度 507 24 95.4 

对自己专业制定的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 508 23 95.6 

本专业课程考核方式 526 5 99.0 

培养单位的科研条件 500 31 94.1 

导师的培养管理方式 525 6 98.8 

导师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 526 5 99.0 

导师的思想道德和品行 527 4 99.2 

您对学校组织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报告 505 26 95.1 

奖学金评定制度 508 23 95.6 

研究生干部的管理服务工作 525 6 98.8 

您对辅导员的学生管理工作 518 13 97.5 

愿意推荐他人来母校 498 33 93.7 

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生对本专业制定的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授课教师的教

学方法、本专业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充实新颖度、授课教师的教学态度等 16 个方面满意

度均较高。这表明我校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培养工作得到了大部分学生的认

可，我校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是较为成功的。 

七、 结论  

我校始终以扎根*市，立足*省，面向全国，服务基层，以培养能够“基础扎实、社会责

任感强、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临床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直接关系*省乃至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事关社

会的和谐与安定。经过四年多的实践和探索，我校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

行了改革创新，构建了符合我校实际情况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特点的课程体系，严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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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究生课程教学各环节，完善课程教学评价机制，大力开展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网络课程学习。在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顺利地将“住院医

师的规范化培训”与研究生课程教学之间进行了衔接。这些一系列的改革，得到了我校研究

生的高度认可，同时也全面提高了学校研究生教育质量，更好地满足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

求，正是我校培养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基本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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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教协同视域下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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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业型硕士培养并轨

的过程中,我院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构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策

略来解决并轨培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专业基地的培养

来保证专业型研究生的临床及科研能力 ,培养合格的四证合

一的专业型硕士,为其他专业基地提供培养的思路。 

【关键词】 医教协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困境； 对

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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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十余篇，曾获南京医科大

学、江苏大学、南通大学、徐

州医科大学等高校教改课题

立项。曾获江苏省教育厅教学

成果二等奖、南京医科大学、

徐州医科大学校级教学成果

三等奖等荣誉。 

Research on the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of 

medical degr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c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mbined cultivation of mei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and residency program, our hospital actively carried out teaching reforms and constructed a set of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training. Through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bases to ensure the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pabilities of mei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 training qualified four-certificate combination 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for other professional bases to provide training ideas.  

key words：Medical and educational coordination；mei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Cultivating dilemma；Research on Countermeasures 

2014年 11月 27 日，教育部、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等 6部委联合颁发《关于医教

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中提出要加快构建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

体系。文件指出自 2015年起，所有新招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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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必须同时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称“住培”），初步构建了“5+3”（5年

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 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临床医学的全新人才培养体

系。此教学模式的改革旨在培养基础宽临床综合能力强的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
[1]
。但专硕

培养总体上属于教育系统管理，而住培属于卫生系统管理，这种“双轨制”的模式在教育

目标、培养模式、带教方法及人才产出结果上均存在差异，导致衔接期间存在一些不协调

之处。我院作为第二批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从 2015年实施“双轨制”培养后，

发现以上问题并积极寻找应对策略，研究一套在住培基地符合实际情况的专硕培养模式，

来保证专硕的培养质量，同时为其它的住培基地的管理提供思路。 

1  医教协同背景下“住培”与“专硕”培养并轨的背景 

1.1节省培训时间 

医教协同下的“双轨合一”人才培养模式是指“住培”和“专硕”并轨培养的人才创

新模式。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了《关于调整医学学位分为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几点

意见》中将医学学位分为专业学位和科学学位。培训过程以科研能力为主，临床技能为辅。

并轨前，“专硕”的培养时间为 3年，在临床轮转 25个月，其中包括 10个月的专业所在科

室轮转和 15个月的其他二级学科的轮转。在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医院的临床岗位，再根据“查

漏补缺”的原则，轮转 1-2年，之后经考核取得“住培”合格证书。并轨后“住培”和“专

硕”统一起来，毕业时可拿四证即硕士毕业证、硕士学位证、“住培”合格证和执业医师资

格证，研究生毕业后就可以直接执业，比并轨前节约了 1-2年时间。 

1.2增加了“专硕”的临床能力 

  并轨后的培养优势是明显增加了临床轮转的时间，学生有较多的时间参与科室教学查房、

病例讨论、专题讲座、小讲座等，会学习到较多的各专科知识，并且有机会参与见习生和实

习生的带教，极大地提高了临床能力。因政策允许，研究生在入学的第二年就可以参加执业

医师考试，注册后就可以独立值班，增强了临床的锻炼机会和岗位胜任力。研究生在毕业后

不需要再进行培训，容易就业，得到了用人单位的普遍好评. 

2 “住培”与“专硕”培养衔接的现状和困境 

2.1 并轨后“专硕”科研训练时间明显减少 

完整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包含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三个阶段。目前的

“双轨制”的专业硕士的培养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将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进行了融

合，在实施并轨培养过程中存在衔接不协调的情况：如专硕的研究生培养点远多于住培专业。

专硕的专业设置细化到三级学科，如“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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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培的培训科目是二级分科，如“内科”是一个统一的专业培训方向。按照住培大纲要求：

“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等的专硕研究生均需按照“内科”的住培标

准进行临床 33 个月的轮转，要轮转十几个专科，而在自己导师所在的科室轮转时间为 2-3

个月。专硕在培训期间除了完成住培各项考核以外，还要完成学位授予的相关要求，如查阅

文献、完成开题、临床试验、收集资料、数据的处理分析、发表论文、中期考核、毕业论文

及答辩等，而临床的轮转大大压缩了科研训练的时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曾对

在培的专硕进行调研：发现 31.4%的研究生认为并轨后自己的科研能力得不到足够的训练，

在工作中尽管用人单位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有所要求，但是研究生阶段所学的东西明显不足，

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学习；11.4%的研究生认为并轨后自己的科研能力得不到有效的

训练，但是毕业后由于临床工作忙，用人单位并未对自己的科研能力提出较高要求。
[2]
。 

临床医学“专硕”旨在培养具备一定科研思维和科研能力、具有一定创新意识的临床医

学家和学科带头人。目前，国家日益重视各学校的学位授予质量，在强调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科研能力的培养
[3]
。故自 2015 年“专硕”实

施“双轨制”培养以来，目前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临床轮转时间和科研训练之间的平衡

问题，这是管理者所面临的困境之一，其次还有学生心理、待遇等问题。 

2.2 并轨后“专硕”心理负担加重 

在并轨前，研究生有较多的时间做课题，学习压力相对较小。并轨后，因为有 33个月的

硬性的临床轮转时间，所以只能利用零散的时间用于查阅文献、收集整理资料、完成开题、

中期考核以及答辩，要想顺利毕业，必须通过“住培”的国家统一结业考试一级学位授予所

要求的各种考核，学习压力增大，学生的心理负担加重，要警惕个别心理素质较差的学生发

生心理问题。 

2.3 并轨后“专硕”待遇相对较低 

在培养过程中的待遇方面也遇到困境，因为“专硕”属于高校教育系统管理，未纳入到

国家住培的补贴中去，所以生活补助标准与住培学员不同，低于同级别的“住培”学员。相

对来讲，专硕的待遇较低。 

培训对象的双重身份（研究生和住培学员）、双重管理（教育系统和卫生系统）、双重

考核（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给受训者带来极大的挑战。目前国内已经有专家和学者对现

行的“双轨制”的专硕培养模式进行了思考，如解放军总医院的李小鹰教授甚至提出要在

2020年取消专硕招生，实行住培单轨制的建议
[4]
。 

3“住培”与“专硕”并轨培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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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实施的“专硕”和“住培”“双轨制”培养模式是为了与前期的培训模式衔

接，作为一种过渡的办法将需要一定的时间，也许是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形成较为完整

的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尤其是毕业后医学教育可能会由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和专科医生规化培训构成。在过度期间逐步理顺“专硕”和“住培”的关系成为现

在高等院校及住培基地探讨的热点问题。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切实保障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才能

真正培养出适合我国卫生发展需要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5]
。各高校和“住培”基地为了保证

“专硕”的培养质量，在目前的过渡阶段均在培养模式方面狠下功夫。所以在并轨模式中

研究一套标准化、规范化的应对策略是大势所趋。 

4 针对目前“住培”和“专硕”并轨后的培养模式我院构建出一套应对策略 

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管理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起到枢纽作用，一套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

管理机构可以有力地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6]
。所以我院构建出一下几个方面来保证培训质量： 

4.1构建“专硕”的带教管理小组 

组建的带教管理小组包括科教管理人员、导师以及轮转科室遴选的副导师等人员。通过

医院发文的形式，固定相关的带教团队。每两个月开一次例会，及时了解专硕的临床轮转和

科研的情况，亦要关注在非导师临床科室的轮转情况。 

4.2组建由管理人员、带教老师和研究生组成的专硕沙龙  

我院于 2016 年开始接收“专硕”，目前已经有三批的学生在进行“专硕”培养。之前

有不定期的沙龙，目的是加强高年级和低年级“专硕”的交流和沟通，让高年级指导低年级。

正式组建后可以形成相对固定每月一次的沙龙，让他们在研究生开题、中期考核、毕业答辩

准备及临床轮转过程中相互沟通心得，让低年级的“专硕”提前做好准备，统筹安排好时间

和精力。因为“专硕”需要完成住培和研究生的双重考核，承担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我们还

将医院的心理咨询师团队纳入其中，定期参加专硕沙龙，以调查问卷、个人访谈等形式了解

专硕的心理情况，必要时对重点人群给予干预，防患于未然。 

4.3鼓励专硕导师带教科室积极搭建学习交流平台 

专硕在自己导师科室轮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鼓励导师所在专科将业务学习、疑难病例

和死亡病例讨论以及小讲座、继续教育项目等尽量安排在下班后、周末等业余时间，这样在

外轮转的专硕尽可能有机会参加导师科室的学习，从而弥补本专业学习时间的不足，提高亚

专科的临床诊疗能力，在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设计合理的研究方案，提高科研素养。 

4.4注重过程管理，加强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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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根据国家“住培”大纲要求，已于 2017年购买相关出科理论考核题库，学生在手

机 App上就可答题，要求学生出科前反复做题目到 80分过关。技能考试由科室内考核小组

（3名高年资带教老师组成）对其进行临床诊疗思维的评价，利用 Mini-cex表格进行评

分。年度考试由科教科统一组织，利用在线考试系统进行考核。并建立考核分数预警机

制，在参加结业考试前进行多次的模拟考试，若分数不达标，由管理人员告知导师和学

员，提高双方的重视程度，这对于提高考试通过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4.5提高专硕的待遇，减轻后顾之忧 

因为“专硕”在培期间，不享受国家补助，所以我院于 2018 年 9 月起对专硕研究生的

待遇从每月 1000元提高为每月的生活补贴 2000元，再加上值夜班费补贴，以及学校每年的

奖学金等费用，争取做到和同级住培学员的待遇持平，能使“专硕”专心学习，减轻其后顾

之忧。 

总之,“住培” 和“专硕”的 并轨培养是为了适应目前我国对培养高层次医疗人才的

需求，而新的培养方案必然会有优势和不足。面对困境，如何构建出一套应对策略是目前我

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我院在近几年的专硕培养中构建出的这套策略，解决了部分的问题，也

希望能给其他基地提供思路，培养出更多满足用人单位需要、更具有岗位胜任力的优秀医疗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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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是我国

培养合格医生的基本国策和必由之路。住培体系的构建与改

革探索，是当前医学教育研究和改革的热点，具有耗散结构

特征。本文以耗散结构理论为指导，以培养高素质高质量的

医学人才为目标，揭示卓越人才培养体系耗散结构形成过程

及规律，从新的视角探寻住培体系改革与创新的路径。  

【关键词】耗散结构理论；熵；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培训体系改革；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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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residential training 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 

Abstract：Standardized resident training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resident training) is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only way to train qualified doctors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of residential training system is a hot spot in the research and reform of medical education,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 

and aiming at cultivating high quality medical talent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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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of dissipative structure of excellent talents training system,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residence training system from a new perspective. 

Keywords： 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 entropy; resident standardized training; training 

system reform; medical education;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管理及培训体系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决定专

业研究生和住培学员培养质量，成为我国当前医学教育研究和改革的热点。该系统不仅涉及

理念、目标、课程、模式及制度机制等要素的内部相互作用和与社会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

的交换问题，也涉及系统结构的多层级、内外部环境复杂性、教师学员的原有知识、能力与

素质的差异性和耗散问题，使得以往基于线性的因果分析的管理研究与设计越来越脱离管理

实践，而系统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管理的新思路。作为系统论的重要理论，耗散结构理论为

住培管理和培训体系改革创新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作为国家级住培训

基地，一直致力于应用耗散结构理论指导住培体系构建与创新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改革成效

和成果。 

一、耗散结构理论与熵的内涵及其本质 

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是由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比利时的伊·普里高津

(I.Prigogine)教授创立，与协同论、突变论并称系统科学的“新三论”。其基本内涵：是指

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在耗散过程中引入

负熵流，使系统从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这种新的有序结构就是耗散结构。耗散结构理论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等特征，它

深刻揭示系统演化的机制和规律。近年来，对耗散结构的研究从自然科学研究逐渐逐渐扩展

到了社会科学领域，成为改变人们观察和研究复杂系统和复杂现象的一种新的思维方法。 

耗散结构和熵的本质是揭示系统增加负熵、管理耗散结构的过程。“熵”本是一个热力

学概念，是系统的状态函数，其大小是系统混乱程度的度量，如今将其作为评定任何系统有

序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熵值越大，系统无序程度越大。熵增和熵减原理表明，一个封闭的

系统只会沿着熵增的方向发展，越来越混乱和无序，最终达到终极平衡态 （熵死）；而一个

具有耗散结构特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交换增加负熵流，抵消系统内部的熵增，才能维

持系统的有序与发展。 

二、系统开放是住培培训体系改革的前提 

耗散结构理论指出：开放是有序的前提，是耗散结构得以形成和发展。一个复杂系统要

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进化和演进，就必须具有开放性，系统只有通过与外界进行交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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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生和维持有序结构的可能。换言之，“如果任何系统的有序度要增加，它就必须从外部

得到能量和秩序（负熵）”而自组织的“熵将减少”
[1]
。整个住培管理体系内部的理念、体

制、制度及模式等在运行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伴随有效能量的逐步减少、无效能

量逐渐增加，从而使系统逐渐向无效、无序和混乱的方向运行，之由于外界环境的物质、能

量、信息不断地进行交换，才能抵消系统产生的熵而获得发展。  

构建开放式教育模式已成为学院管理的首要的理念和追求。一是建立开放的管理体制，

学院成立一体化统筹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毕业后教育，统一调动学院资源，有效提升管

理水平和管理效率；科室主任下设置教学“总秘书”强化科室、住培基地教学管理的一体化。

二是是在国内率先提出七个“一体化”改革方案，贯通整个住培培训体系，打破要素之间的

封闭性，强化其关联性和开放性。三是是学院成立多个教师、学生学习共同体，加强师师、

师生、生生之间以及与外界的交流；四是是打破封闭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积极推进教学查

房、手术室教学、多学科参与的病例讨论，初步建立了理论实践相结合的多元化、情境化、

立体化和开放式的教学结构。 

三、远离平衡态是住培培训体系改革与发展之源 

一个开放的系统与外界交换有三种状态，即平衡态、近平衡态、非平衡态。熵增原理表

明，当系统处于平衡态时，系统内部产生正熵，系统必然无序；当系统处于近平衡时，熵增

得不到抵消，系统趋于无序；当系统远离平衡态时，系统不断地从外界环境获取物质和能量，

产生负熵流，系统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因此，只有系统远离平衡态的条件下，才可能促进系

统交换和耗散能量，才能使其生机勃勃地向高级有序发展，“非平衡是有序之源”
[2]
。 

（一）坚持差异性的理念，促进系统的非平衡态形成。 

每年组织管理人员、住培骨干教师和住培学员赴境内外医学院校考察调研，开展学术交

流；大量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举办住培教育高峰论坛和临床工作坊，使教师了解医学教育发

展最新趋势，及时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培训骨干教师的带教基本功。这些措施旨在借鉴、融

合先进院校的教育思想理念、管理方法和系列模式和改革经验，通过同化和顺应和创新，不

断建构和完善形成新的耗散结构与功能。 

（二）推行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制度。 

学院拟在 2020 年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全面推进目标管理制度。为打破平衡态，

引进竞争机制，要求各基地对目标管理指标层层分解，任务落实到人，按目标完成质量进行

绩效管理，提高管理效率。 

（三）通过制度和机制营造非平衡态，激励住培教师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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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培管理中，一是实施了“四种机制”即：遴选、培养，激励、退出机制，努力打造

一支卓越的带教教师团队；二是强化优质师资公开竞争课程等教学资源的机制，也坚持多年

开展技能竞赛、教学查房比赛、教案比赛等活动，力求体现教学质量和贡献在教师专业技术

职务评聘中的硬性规定和评价。 

（四）强化住培学员的日常考核、出科考核、年度考核、结业考核的四项考核，依据四

项考核结果和执业医师通过率结果，与学员的工资待遇挂钩，以调动学员学习积极性。 

四、非线性作用和涨落诱导是住培体系改革的内在动力和触发器 

作为自组织内部诸要素间存在两种相互作用，即线性作用和非线性作用非线性作用。线

性作用具有均匀性和对称性，表现为数量的叠加增长而不可能有质的变化，也不能形成耗散

结构。质变就是过程中涨落引起的“跃迁”现象，即“涨落导致有序”
[3]
；而非线性作用促

使系统各要素间产生复杂的相干效应和协同动作，进而形成区别于原有系统结构的新的有序

结构。传统意义上的改革，多呈散在性、局部性和个体性以及单向的离散的线性关系。而非

线性作用要求改革的关键是要促进要素之间非线性的多边多向作用和互动，顶层设计体系内

部各要素协同的改革方案。 

（一）坚持耗散结构核心的以学员为中心理念，引领协同创新。 

一是把白求恩式的合格优秀医师作为学院共同追求的目标；二是“以学员为中心”作为

核心价值观，把学员的学业发展和学生的获得感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重要标准；三是坚持协

同创新，在共同的目标引领下重新优化系统各要素的组合配置，以平台、制度和优质资源作

为保障，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协作的有序组织结构，最终产生目标共同性、系统开放性、机

制协调性、效用非线性的协同效应和整体效应。三是始终坚持精致管理、追求卓越的管理理

念，通过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产生质的飞跃。 

（二）建立教学改革试点，发挥示范和引领效应，形成改革涨落。 

承接白求恩医学部重大教改项目，已开办五届教改试点班。在教学模式上，突出“三个

协同”（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协同、与模拟虚拟仿真相协同、与职业素养和人文教育相协同）； 

在改革措施上，坚持“三个强化”（强化顶层设计、强化团队建设、强化师生互动）；在支

撑体系上，承诺“三个保证”（保证正高教师担任主讲、保证部分教师脱产教学、保证教学

质量有较大提升）。经过五年实践探索，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床旁教学、多学科参与下

的复杂病例讨论、临床技能强化等方面实现了教学模式的重要突破，取得了多项教学改革成

果。 

（三）创建形成全员协同推进教学质量集体效应和质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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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借鉴全面质量思想，强调教学监控的约束与激励、规范与特色、系统性与时效性结

合的内涵建设，营造教学质量监控与教学建设同步、专业教育与职业素养教育并重、教学与

科研协同发展的质量文化氛围。十年来，初步构建了由质量设计、过程监控、组织保证、信

息收集、质量评估与反馈改进等 5个子系统组成的全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的闭环住培质量

管理体系，有力促进了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四）以教改项目立项为引领，激发教学改革涨落，形成全体教师、学生广泛参与、主

动探索教学改革的良好局面。学院把握涨落的时机，促进适时涨落和有效适度涨落。 

经过深入研究与探索，学院率先在国内提出在培训模式、培训内容、组织管理、团队建

设、制度机制、管理研究、质量管理等七个方面的“一体化”方案框架，得到国内同行专家

的认同。对于教改过程中已经出现的涨落变量、偏离行为，及时抓住并给予足够的保护、支

持和引导，促进变革，加强对已有涨落的正反馈作用。 

五、结论 

耗散结构理论与熵为住培管理和体系构建及改革提供了系统化的视角，熵增定律揭示了

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交换的演化机制；系统开放、引入负熵、远离平衡态、非线性作用及涨

落诱导等，已成为一种复杂性科学，其理论核心与方法原理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1］

，不仅对我

院教学改革供了理论依据和启示，对于指导医院住培体系构建与改革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院始终契合着耗散结构的特征，提倡与外界积极开展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开放办学精

神，不断通过协同创新、要素重组、过程再造、体系重建，取得了一些标志性成果，对吉林

大学住培教育和医学教育改革起到了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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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教协同背景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 

系统与研究生管理平台信息化融合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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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提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系统与

研究生管理平台信息化融合的规划，以解决两个系统互相

孤立、数据无法互访造成的各种问题。方法 通过对国家住

培管理系统和福建医科大学研究生管理平台的实证分析

和比较研究，同时从教育管理与软件技术的角度，对现有

两个系统的融合和数据共享进行全面分析与评估。结果 

提出了一套包含数据共享设计、数据挖掘规划及技术实现

的综合性系统融合方案。 

【关键词】 系统融合；医教协同；管理信息系统；研

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曾文玄，2007年毕业于中原工学

院网络工程本科，福州大学软件

技术工程硕士在读，福建医科大

学信息中心工程师，在高校从事

高等教育信息化十余年，参与本

校研究生管理系统的需求调研、

平台设计与开发；临床医学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网络课程平台搭

建；移动校园项目设计与开发等，

对高校信息化、数字化校园、医学

研究生信息网络管理等具有丰富

的相关经验。承担全国医学教指

委课题和校级研究生教改课题，

参与多项高校教育信息化专项研

究，近年来在各级期刊发表论文

多篇，曾在中华医学会教育技术

分会教育信息化研讨会上获一等

奖。 

The idea of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of standardized training management system 

for resident physicians and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graduat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cal_Education collaboration 

Abstract： Objective To put forward the plan of informationization integration of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management system for resident physicians and the management platform for 

graduate students, so as to solve various problems caused by the isolation of the two systems and 

the inability to exchange visiting of data.Methods 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mailto:17864867@qq.com，13905015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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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national residential train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management platform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the integration and data sharing of the two 

existing systems we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and evalu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management and software technology.Results A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scheme on system 

including the design of data sharing, the plan of data mining and technology implementation was 

proposed. 

key words： system fusion; Medical_Education collabora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Postgraduate education; Standardized training for resident physicians 

2014年11月，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等六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

才培养改革的意见》，要求从201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

下简称“临床专硕”）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紧密衔接培养，临床专硕同

时也是住培学员，具备双重身份。同年，由中国医师协会开发的“中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管理系统”上线运行，包括基地管理、学员招录、轮转登记、培训学习等模块；而研究生教

育开展三十余年来，尤其是信息化浪潮开始后的21世纪以来，各研究生培养单位都开发了相

应的研究生管理平台，包括招生、学籍、学位、导师管理等功能。这两套管理系统间有大量

的信息可以进行共享，目前由于临床专硕与住培并轨工作开展时间较短，二者的融合对接研

究尚未有人触及。 

一、住培与研究生管理系统相互孤立的现状 

住培和研究生管理两个业务系统基本没有互访，各自为阵、共享缺失的现状造成数据的

交换方式只能通过准确性较差的人工方式。两个系统都侧重于数据的录入、存储、修改和查

询功能等一般事务处理，系统的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较弱,对决策的支持能力无法满足需求

[1]
。目前两个信息孤岛无法连通造成如下问题：一是学校研究生管理层面对临床专硕的培养

过程无法完全及时了解，造成管理盲区，不能实时了解学生临床轮转的计划和进度，更勿论

其临床轮转的效果；二是考勤、学术讲座统计、中期考核、评优评奖所需的基础数据必须由

学生填报、医院审核，存在手续繁琐、徒增工作量的问题，甚至还有虚报瞒报审核不严等风

险无法把控；三是临床教师带教的工作量无法准确客观计算，造成研究生院在导师遴选、导

师工作量计算、学生评教等教学考核时，这一部分工作量的统计只能通过人工方式交换，准

确性差。 

二、大力推进住培和研究生管理系统数据共享意义重大 

研究生教育评价与决策已进入大数据时代，住培过程蕴含着巨大的数据量，积累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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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真实地记录了住培基地学生培训情况的准确信息。打通住培系统和研究生管理系统业务

数据壁垒，实现系统数据高度融合，海量数据就能物尽其用,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二者的数据

共享和信息化融合不但满足学校对临床专硕进行培养过程实时把控，对考勤、考核和评优评

奖等所需数据进行即时信息化管理的需求，也可将导师遴选与考核时工作量计算及学生评教

信息等进行准确提取，一切数据可自动生成统计报表，规避人工失误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工

作效率，除此以外还可以实现海量大数据的分析，为学生预警预测及管理部门的决策等提供

支持。 

三、住培与研究生管理系统信息化融合构想 

全国有25个省/直辖市建立了省级住培信息系统（截至2016年1月）
[2]
，北京协和医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天津市人民医院等还开发了院级住培管理系统，但他们的功能

模块都与国家住培管理系统大同小异。本文以国家住培管理系统为例（轮转模块部分辅以福

建省卫健委住培管理系统），其包括基地管理及信息年报、基地评估、月度监测、招录信息

管理、学员管理、360度评估、结业管理、师资管理、专项调查和系统管理等模块，还有单独

的轮转登记模块和培训学习模块。而国内常用的研究生管理系统（以福建医科大学为例）包

括招生管理、学籍管理、培养管理、学位管理、其它系统模块及单独的线上课程中心、导师

管理、学生管理（评优评奖）模块，以及拟开发的培养单位和学科管理模块。 

两个系统的信息化融合方案可以从下几个角度切入：一是分析选定已有数据和字段中可

以进行共享的部分，同时对现有住培管理系统中尚未纳入，但对研究生管理确有重大意义的

数据和字段提出补充方案；二是以科学、准确、及时为原则，基于住培系统内临床专硕的大

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其使用场景和作用；三是在确保数据安全、投入小、开发时间短的

前提下，提出以统一的安全机制、标准规范、数据平台为支撑的技术实现方案。综合以上内

容，提出相应管理学和技术实现建议的综合方案,以解决现有住培管理系统与研究生管理系

统互相孤立、数据无法互访造成的各种问题，实现学校对临床专硕进行培养过程实时把控，

对考勤、考核和评优评奖等所需数据进行即时信息化管理的需求，也可将导师遴选与考核时

工作量计算及学生评教信息等进行准确提取，还可以实现海量大数据的分析，为学生预警预

测及政策分析等提供依据。 

（一）住培与研究生管理系统信息共享的管理学探讨 

1.学生个人相关信息共享，相关字段由研究生系统“招生管理”模块数据共享给住培系

统“招录信息管理”模块。目前流程是高校录取临床专硕后，将名单提交卫健委，卫健委开

放住培系统让临床专硕填报个人信息和参加住培信息。如两个系统数据共享，可实现临床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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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招生基本信息直接导入住培管理系统，按规则匹配和检查研究生专业和规培专业，省却重

复填报和人工审核，并且可将信息在住培系统的“学员管理”、“基地信息年报”与研究生

系统的“学籍管理”模块中共享。 

2.基地相关信息共享，相关字段由住培系统“基地管理”模块数据共享给研究生系统的

“培养单位/学科管理”模块。住培系统中有非常详尽的基地相关信息，如医院基本条件、培

训设施数量、培训机构和制度、各基地的具体情况（含培训容量、查房与病例讨论等教学活

动、科研活动及成果等）及对应基层实践基地基本情况，可将这些信息共享到研究生系统“培

养单位/学科管理”模块，作为学校对培养单位的考核采集的重要数据，医院和基地基本情

况结合培训容量等可作为临床专硕招生指标分配的重要依据，而各医院/基地的信息共享到

研究生系统也可使学校方便快捷地汇总全校培养单位/学科的数据，迅速了解全校整体情况。 

3.临床轮转方案信息共享，相关字段由住培系统的“基地管理”模块共享到研究生系统

的“学籍管理”模块中的培养方案/培养计划。并轨制施行后，临床专硕的临床培养和轮转

完全参照住培方案，该信息共享可使临床专硕的培养方案/培养计划的临床轮转部分与住培

方案实时保持一致。 

4.评估的相关信息共享，相关字段由住培系统的“360度评估”模块共享到研究生系统

的“培养管理（教学评估）”、“导师管理（导师评价考核）”、“学生管理（评优评奖）”

等模块。住培系统中的评估每月进行1次，不但有指导教师评学生，也有学生评指导教师和基

地，且有系统自动汇总的综合得分、平均分、中位数、标准差等详尽的统计学数据，学校的

管理部门可以直接提取这些评估结果用于对基地、导师和研究生的评价考核、评优评奖等。 

5.规培结业信息共享，相关字段由住培系统的“结业管理系统”模块共享到研究生系统

的“学籍管理”和“学位管理”模块中关于毕业与学位申请条件等部分，作为毕业和学位审

核的必备条件。 

6.指导医师信息共享，相关字段可以在两个系统间互通，具体对接设计时以其中一个系

统为准，另一个系统自动匹配。除了个人信息和学生评价信息，指导医师带教的数据也可进

行工作量准确客观计算，用于导师遴选、导师工作量统计和量化。 

7.临床轮转登记信息，相关字段由住培系统共享到研究生系统的电子化培养手册。学生

的临床轮转科室安排、实际轮转过程考勤、门诊、查房和手术等工作量完成情况和考核情况

等数据实时抓取到研究生管理系统，实现学校、导师对学生临床轮转计划和进度、工作量和

考核效果等培养过程的实时掌控，避免学生填报、医院审核等繁琐手续和虚报瞒报审核不严

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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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线上培训学习信息，两个系统可以实现信息融合，在线理论课程、讲座和培训等学习 

表 1 系统共享的数据及内容 

序

号 

共 享 数

据名称 
共享数据具体内容 

对应住培管

理系统所属

模块 

对应研究生管理

系统所属模块 

1 

学 生 个

人 相 关

信息 

每个临床专硕的个人基本信息/学习经历（前置

学历学位及在读学历）/证书信息（医师资格证

/英语等级）/招收信息（基地名称和住培专业

等） 

招录信息管

理、学员管

理、基地信

息年报 

招生管理、学籍

管理 

2 
基 地 相

关信息 

1.医院基本条件（床位数、住院病人数和门诊

量、现有专业基地数和培训容量总和；2.培训

设施数量（教室情况、电化教学设备、临床技能

模拟训练中心面积及模拟设备种类/型号/数

量、计算机数量及信息系统、图书馆藏书）；3.

培训机构和培训制度（组织结构、培训/考核/

奖惩/人事/经费管理制度；4.各基地的具体情

况（床位数、3年培训总容量、年门诊量和急诊

量、手术量、出院患者数）、按规培方案要求的

轮转科室/相关必备科室或诊断实验室；5.各基

地年度住培工作管理与研究情况（发表国内外

论文数量/教学研讨会/学员沟通会/教学查房/

小讲课/疑难问题讨论/医学通识培训/医学人

文培训/其它教学活动；6.对应基层实践基地基

本情况 

基地管理 

培养单位和开展

研究生培养的学

科（科室）管理* 

3 
临 床 轮

转方案 

规培方案要求的轮转科室/相关必备科室或诊

断实验室、诊疗疾病范围/临床技能操作、医疗

仪器设备、培训情况（轮转管床数/日门诊量/

日急诊量/手写系统病历数/培训活动记录如入

科教育/轮转计划表/教学查房/疑难死亡病例

讨论/小讲课/出科考核）、 

基地管理 
学籍管理（培养

方案/培养计划） 

4 评估 

评估期数（每月 1 次）与时间、评估报告（住

院医师评估带教老师/带教老师评估住院医师/

护理人员评估住院医师）已完成和未完成人数、

具体评估情况（Q1-11 或 16/综合得分/平均分

/中位数/标准差、住院医师评估专业基地、不

合格指标统计（含具体评估人和被评人不合格

名单及得分） 

360度评估 

培养管理（教学

评估）、导师管理

（ 导 师 评 价 考

核）、学生管理

（评优评奖） 

5 
规 培 结

业信息 

住培开始和结束时间/结业理论考核和技能考

核时间/结业证书编号/就业去向 

结业管理系

统 

学籍管理（毕业

信息管理）、学位

管理（学位申请

资格审查/学位

信息维护中） 

6 指 导 医 基地负责人及所有指导医师的个人情况 基地管理、 学科管理（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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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信息 师资管理 组专家信息）*、

导师管理（个人

信息） 

7 
临 床 轮

转登记 

智能排班、轮转登记（在线填写轮转手册）、轮

转管理（制定轮转计划/轮转计划按科室查看/

轮转计划按人员查看/轮转计划按日期查看/轮

转专业规范浏览/病种技能手术标准要求/分配

带教老师/科主任带教信息查看）、轮转审核（轮

转信息审核/审核不通过原因维护）、轮转考核

（出科考核）、病种技能手术综合完成率统计

查询 

轮转登记 
培养管理（电子

化培养手册）* 

8 
线 上 培

训学习 
线上学习资源、线上交流平台 培训学习 线上课程中心 

* 拟建设模块 

资源以及成绩实时共享。 

具体内容参见表1。 

（二）住培和研究生管理系统信息融合的技术实现设想 

对于住培和研究生管理系统的信息融合，除了从高等教育管理学角度分析选定需要进行

共享的数据和字段以及对这些大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和分析的方案外，同时还应提出以统一的

安全机制、标准规范、数据平台为支撑的技术实现方案。 

现有的住培管理系统基本基于.net或者 Java+B/S三层体系结构或者 C/S+SQL Sever或

者 Oracle 数据库的架构，如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平台采用了以 Microsoft.NET 

Framework 3.5为基础的基于 C# 的 asp.net技术，为今后的平台扩展做了充分的考虑。数

据存储方面，采用了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 版本，平台基于 B/S结构，安全性也

能够得到最大限度保障
[3]
。又如天津市人民医院住培信息化平台通过 B /S 体系结构，采用

SSH 框架技术设计实现，釆用 SQL 2005 作为数据库服务器
[4]
。而现有研究生管理系统大部

分架构和住培系统类似，基本基于.net或者 Java+B/S 三层体系结构或者 C/S+SQL Sever 或

者 Oracle 数据库的架构。如福建医科大学的研究生管理系统采用基于.NET 标准的多层 Web

应用架构开发平台，也具有较好扩展性和可维护性。通过接口模块 IDAL 实现对数据访问业

务的调用。采用 SQL Server 2005作为数据库平台，使用集成的商业智能 (BI)工具提供数

据管理
[5]
。 

对于二者实现数据共享、交换和集成技术，目前业界已有多种可采用技术，主要是：Web 

Service （XML+ SOAP+ WSDL）、中间数据库、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技术、API接口技术、WCF技

术、基于HTTP POST请求+Json数据格式接口请求等数据交换共享技术、LDAP认证、CASE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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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代理接口认证等认证方式。大部分系统底层开发时会预留充分的空间和接口，在设计编

码时采用弹性分类。这给两种系统间的数据共享、交换和集成提供了便利。在数据共享交换

过程中，安全问题也不可忽视，主要考虑数据在广域网上传输和交换共享过程中的安全性和

完整性。对此可在传输交互过程中对数据进行加密，统一接口、压缩、加密规范，采用身份

认证、用户请求校验、交互数据量校验等措施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结语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部门间数据

共享”
[6]
，对于住培和研究生管理系统的数据共享与信息融合研究可以让研究生教育工作和

高校信息化工作者在相关工作中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两个系统对接后的大数据挖掘，不但

可以促进研究生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还将从管理层面推动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医教

协同培养模式改革的持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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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中医类研究生培养现状，探索其培养模式的

改革。“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医类研究生培养的新挑战体

现在各高校之间硕士招生竞争，研究生培养模式陈旧。新背景

下苏州市中医医院因时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特色采用“规

培”基地科教整合协同培养模式，积极探索中医类研究生院

校与流派相结合的培养新模式，全面提高综合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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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training Mechanism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raduate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Abstract: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train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raduate stud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form of its training mo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first-class" construction, the new challenge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reflected in the competition of master enrollment among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 is outdated.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Suzhou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adopts the "regular training" base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training 

mode according to the time and local conditions, and actively explores the new training mod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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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raduate colleges and schools, so as to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an all-round way. 

Keywords: Double first-class;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medical school 

“双一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与“世界一流学科”的简称，自 2015 年国务院印发

草案以来，“双一流”战略就逐渐推进。2017年 9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三

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共有

6 所中医药院校入选
[1]
。中医类研究生的培养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工作，更是为中

医临床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近年来，中医类研究生招生规模与其培养质量的矛盾，中医类研

究生的临床业务能力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是当下中医类研究生临床教学与管理工作亟需解决

的难题。基于上述情形，中医类研究生的培养和管理需要顺应新时代的发展，完善研究生培

养模式，优化研究生成长途径，促进创新复合研究生的全面发展。 

一、 目前中医类研究生培养现状 

(一) 中医临床实践严重不足 

中医类研究生的中医临床实践与普遍缺少。多数中医类研究尚未获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

证书，无独立处方权，不能单独值班，导致中医类研究生阶段和本科实习生相似。中医操作

中，望闻问切四诊水平，脉诊能力弱，加上仅一周 1-2次的跟师门诊，难以加深印象；甚至

因中医院校研究生的扩招，使得热门专业人数急剧增多，各医院科室临床和科研水平参差不

齐，导致中医类研究生临床实践普遍匮乏。 

(二) 研究生管理责任混乱 

目前研究生管理主要是由研究生院、二级学院、导师共同管理，大部分院校的研究生院

会将学生集中安排在一个学期或学年，统一接受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学习。其余的大部分

时间就归为二级学院和导师进行监督管理，但是由于二级学院负责的学生除了研究生外，还

需要承担本专业本科生的管理等工作，学生多，工作量大，易出现管理不到位的情况；并且

由于近年来研究生招生人数的增加，一位导师门下可能有多位硕博在内的研究生，以及大部

分导师还需要承担教学或行政工作，以至于无法实现导师对每位研究生生活学习都面面俱到

关注。 

(三) 医学人文教育缺失 

当下中医类研究生教育仍侧重专业课，以本院研究生为例，必修课程开设英语和自然辩

证法等人文课，除了英语，自然辩证法结业考核简单；除此之外，诸如中国医学史、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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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哲学等选修课或因选课人数少，或因中医类研究生因专业课业务繁重缺少机会选修，

造成专业课和人文课比例严重失调局面；第三，人文课堂讲授依旧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无法

调动学生积极能动性，难以获得足够有用信息；最后，课余学生自身极难主动涉猎医学以外

的人文书籍，无形中导致广大中医研究生人文素养的缺失，与树立人文情怀渐行渐远，在临

床医患沟通中表现尤其明显，甚至部分研究生误认为只须学好本专业知识定能成为名合格的

医师
[2]
。 

二、 “双一流”背景下中医类研究生培养的新挑战 

(一) 各高校之间硕士招生竞争日益白热化 

在中医院校“双一流”建设中，以本院附属大学为例，加强顶层设计、科技引领，找准

短板，补齐优势，注重推动学校学术优势特色与脑科学、合成生物学、量子科学等前沿学科

领域的融合发展，以学校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推动学校在新一轮的同行搏击中勇立潮头。

院校以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突破点，提高办学质量及学术影响力，除去引进不同层次的高级人

才，硕博士招生遴选也收到影响。综合能力强、专业能力突出、科研嗅觉灵敏的应届生无疑

会备受青睐。在建的“双一流”中医院校中，东部相对于西部有诸多丰富办学资源，吸引优

秀应届生报考，加剧东西部高效本土人才的资源比例失调；以本院为例，苏南地区的医院研

究生导师和研究生普遍要优于苏北地区。 

(二) 研究生培养模式陈旧 

中医类研究生培养模式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从最初培养目标和方法毫无头绪，科研

环境简陋，实验设备短缺，研究经费不足到目前学科完备，急需提升培养质量。不同条件下

同一的培养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对中医类人才的需求这一矛盾，不同类型研究生教育的方案和

质量缺少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标准，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低，缺少社会责任感
[3]
。当前中医

药事业振兴发展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在“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时期，深入

贯彻落实党十八大大会精神和《意见》要求，在“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上下功夫，乘东风、

得红利，切实将大好发展机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三、 苏州市中医医院研究生培养新举措 

研究生培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既包括生源的招录、培育和管理等多个环节，又与学科

发展方向、学科专业布局、招生规模等紧密相关
[4]
。传承数千年的“岐黄之术”，是祖先留

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让这笔财富在新时代“增值”，人才是关键。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已培

养出近 200 万中医药专门人才，但专家认为，院校教育存在中医教育西化、中医思维薄弱、

中医技能缺失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医的传承困境。苏州市中医医院转变观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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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途径：按照“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思路，以本院中青年博士和名老中医团队

为核心，以培养优秀中医类研究生为重点，加大对中医类研究生的培养和培训力度，创新中

医类研究生培养机制，努力建设符合新时代中医药事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 培养中医专才提高人文素质 

师承是中医临床人才培养的重要渠道，作为大学的附属医院发挥好中医药人才培养主阵

地的功能，彰显医院教育和师承相结合的优势，探索中医专才培养模式
[5]
。依托江苏省中医

药管理局开设“青苗人才”方案结合吴门医派地区特色，为对中医有兴趣的优秀学员配备优

秀吴门医派名老中医，强化中医思维培养，提高中医类专业经典课程比重；吴地药材辨识、

参观苏州市中医药博物馆，传承吴医流派特色；床边教学班和《中医临床与科研能力提升项

目》系列讲座中涵盖流派特色内容，耳濡目染感受吴门中医医德医风；通过行政查房系统了

解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处理策略，教学查房中体现本院吴门名医选方用药特色经验，彰显中西

医并重的优势；参加社区医疗服务、开展免费义诊锻炼接诊基本技巧、如何与患者沟通并与

患者建立良好关系；争当医务志愿者等实践活动培养临床意识；……培养出一批中医理论功

底扎实、临床能力较强的中医类研究生。 

(二) 探索吴门中医师资在线培训课程 

基于住培时间紧张，医院联合本院吴门医派研究院合作开发在线师资培训项目，通过录

制视频进行网络教育，课程覆盖中医学诊疗思路及常见案例分析。同时通过在线 OA 论坛互

动、答疑，增强培训效果及学员互动。除此之外，苏州市中医医院公众号推出每周一穴（动

画形式寻找常用穴位的位置、主治及如何进行穴位操作等）、每周一药（药性、主要活性成

分、主治范围等）、每周一方（经典方剂的来源、功效、主治范围、临床加减等），帮助住

培的中医研究生巩固、深化记忆，并拓展学习深度。 

(三) “三考核制”加强研究生管理 

医院为提高中医类研究生的质量，采用“三考核制”进行管理。即月度考核：月度技能

培训，以赛促学。每月对轮转期的研究生进行出科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年度考核和发放研究

生津贴的主要依据；季度考核：每季度对轮训期的研究生进行理论和技能考核，考核结果作

为年度考核是否合格的主要依据；学分考核：中医类研究生每学年须获得相关专业一类、二

类学分共 25 分。每部分考核作为评定学业奖学金和国家奖学金的依据，达到以考核促质量

的目的。 

(四) 加强科研创新突破 

屠呦呦受中医典籍启发提取出青蒿素，充分彰显了中医药的科学价值，也给中医药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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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启示：古老的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结合，就能产出更多原创成果。当前，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先进技术为中医药研究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多学科、跨行业、海内外合作为加快中医

药现代化发展带来广阔空间
[6]
。为提升我院培养研究生的综合质量，以专业能力实践作为根

本、以工作能力实践作为基本的同时，提倡科研能力实践作为长远，不断完善教学组织架构，

增设了大内科、大外科、妇科、骨伤科和临床药学的科教主任，管理相应片区的科研教学工

作；倡导研究生规培医师参与带教医师的科学研究工作，参与论文数据统计分析、论文作图

等实际操作，参与科研课题的立项申报撰写，逐步培养我院在陪研究生的科研实践能力，为

其长远发展创造条件。我院应加大中医科研投入，专门设立研究生科研启动基金（苏中院

[2018]14号）用于日常开展相关科研工作开销。定期由本院博士团队或外请教授进行系列科

研讲座（文献检索、中医药科研数据库应用、一些科研软件的使用技巧、论文撰写及科研统

计中常见错误和解决方案、如何写好 cover letter、如何优雅地回复审稿人提出的问题等干

货），锻炼科研思维，提升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 结语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发

展成就卓著，但也面临基础薄弱、传承不足等问题。2019年 10月 2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为中医药发展“把脉”“开方”，更为新时代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指明方向。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围绕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

方面“卡脖子”问题
[6]
，中医类研究生应当始终保持“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

机感和“坐不住”的责任感，担当起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重任。在认真学习好中医药经典

理论知识精髓的同时，还要勤思考、多交流、拓眼界，积极跟师汲取临床经验知识，不断培

养和磨炼创新研究的意识与技能，掌握现代科学的实验手段和研究方法，努力实现中医药与

现代科学融汇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走好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创新

道路，为中医药现代化发展贡献力量，在传承和创新中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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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家大力推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背景

下，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学生并轨培养新模式是培

养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通过分析中

医学专业“5+3”一体化学生培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结合国内高校研究生教育和自身教学管理经验，提出了完

善管理考核制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重视临床科研训练、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等建议，保证中医学专业“5+3”一体

化学生并轨后的的培养质量，并就如何提高临床医学人才

培养质量提出了对策。 

【关键词】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学生；并轨培

养现状；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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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5+3" integrated 

training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esident standardization training which vigorously 

promoted in China. The "5 + 3" integrated training pattern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cultivate me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Combined the personal managerial experiences with the domest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raduate education situ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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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the "5 + 3" integrated training pattern, and put forward several suggestions on perfect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concentrating the clin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enhancing the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so on, which can 

ensure the good quality of "5 + 3" integrated training pattern. And in this text, it also proposes the 

countermeasures on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medical personnel training. 

Keywords: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5 + 3" integrated training pattern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grated training;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200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
[1]
；2012 年,国家教育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决定共同组织

实施“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试点
[2]
。2014 年初,国务院七部委联合

公布《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
[3]
并要求到 2015 年各省(区、市)须

全面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到 2020 年基本建立全国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实现所有

新进医疗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临床医师均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医学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刚接触临床的医学生存在临床能力差，医学人文素养不足等

问题，国家层面并轨培养制度可以加强医学生规培阶段的能力。规培制度能够提高住院医师

尤其是并轨研究生的整体水平，保证其医疗水平的同质化，是现阶段国家培养高素质医学人

才的坚实保障。而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学生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的过程正是

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4]。但目前并轨培养模式还处于初生阶段,存在不少问题，

国家的规培制度仍需不断完善，规培基地的条件保障、带教师资的水平能力还需进一步加强，

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肯定会碰到各种阻力各种困难。本文以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学生为

研究对象，结合国内高校研究生教育和自身的教学管理经验，探讨该一体化学生并轨培养现

状及对策分析。 

一、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学生并轨培养现状和存在问题 

（一）基地对教学重视不够，教学条件水平不均衡 

基地对临床教学重视不够，有些基地并不重视规培教育工作，存在着管理制度不健全、

培训内容不完善、规培生监管不当等问题，造成并轨研究生在临床轮转过程中缺乏掌握相应

的临床技能水平。基地对投入教学的意识存在不足，往往觉得“医疗是产出、教学是付出”，

间接影响了并轨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尤其是临床能力的培养。同时，由于地域差异及地区整

体经济实力不同，各基地的教学管理体制、教学条件保障、临床师资水平等存在着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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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异，影响了并轨研究生的整体培养质量。部分基地缺乏承担并轨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能

力，如研究生基地的课程、临床技能中心系统培训、科研思维的系统培养、实验技术培养等，

特别是缺少专门的符合标准的临床技能中心，研究生缺乏临床技能的系统性训练，加之目前

医疗环境下医患矛盾日益加剧，患者或者家属对医学生检查缺少一定的信任心理，从而导致

医学生的实践动手机会严重不够。 

（二）基地师资带教水平薄弱，考核评价制度不健全 

由于存在地域差异，各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也不尽相同，部分基地师资力量的带教水平

薄弱，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均不合理，临床带教水平有高有低，且没有进行正规

系统化的教学培训，教学技巧相对缺乏，教学理念与教学意识尚未巩固，带教老师缺乏对并

轨研究生规培制度的具体了解，仍将并轨研究生作为本科实习生去培养，让其承担基础性的

临床工作，导致并轨研究生不能全面、系统的认识疾病并充分掌握诊疗流程，不利于并轨研

究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发展。并轨研究生的考核一般包括过程考核（包括出科考核和阶

段考核）、年度考核和结业考核三个大的方面[5]。过程考核在考试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是往往临床带教老师对过程考核的重视不够，从而难以客观、全面的评价并轨研究生的实

际培训效果，也不能及时发现培训过程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与不足。再加之大部分带教老师在

临床上异常忙碌，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提前备课，致使授课的内容差强人意，无法对并轨研

究生的作业进行及时修改，也导致了并轨研究生的规培质量差强人意。 

（三）并轨研究生自身重视不足、临床操作技能水平欠缺 

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学生对临床轮转尤其是本科实习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他们

不需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准备全国统一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在本科绩点达标的前提下可以直接

转段进入研究生阶段，缺乏一定的忧患意识，不能够真正地认识到临床轮转在整个医学教育

过程中的重要性，自身的临床能力培养更是得不到提高。临床基本技能是医学生必须掌握的

最基本能力。有研究表明，并轨研究生在临床轮转过程中对入院病人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

等能力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询问病史时主次不分，思路混乱；诊断、鉴别诊断区分

度不高；缺乏对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认识，不能很好的运用临床思维能力。在医疗环

境、医患关系日益矛盾的今天，医患沟通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一个合格医生必须具备

的基本能力。然后，部分并轨研究生的基本技能操作不熟练，动作不柔和较为粗重，缺少言

语上人文关怀的体现。 

（四）忽视并轨研究生医学人文教育的培养 

目前的医疗大环境下医务人员临床工作较为繁重，患者本身存在紧张的心理因素，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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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与患者之间沟通会有一定的理念差异，往往容易引起医患矛盾。中医学专业“5+3”一

体化学生临床上与患者沟通交流能力不足，医学人文意识欠缺，往往容易产生医患冲突。规

培基地和临床师资由于临床任务繁多，一般偏向于临床技能、科研水平等能力的培养，往往

会忽略并轨研究生的医学人文教育,缺乏规范化、系统化的医学人文教育培训。但是，现在的

医疗环境下提高医学人文素养是一个医务人员急需掌握的技能，拥有高质量人文素养的医生

可以间接提高临床疗效，减少患者对病情的恐惧，舒缓患者的不良情绪。对于中医学专业

“5+3”一体化学生来说，他们往往不能很好的掌握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将医学人文知识

运用于临床工作中，造成医患关系日益矛盾。因此，医疗活动中医患关系尤为重要，医生肩

负着对患者的心理疏导、稳定情绪、传授医学知识及维护良好医患关系的责任[6]。 

（五）并轨研究生科研能力薄弱 

随着医学教育不断的发展创新，评判一个好的医生，其临床技能已经不是唯一的衡量标

准了，科研能力已逐渐成为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学生必备的素质之一。医学教育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除了学习医疗知识外，还应培养临床医生成为“学术型的临床医生”。目前，

规培基地还是重点培养并轨研究生的临床能力，对于科研能力的培养还不是十分地重视，况

且规培基地临床师资自身的科研水平跟大学本部还有一定的差距，往往导致现在的并轨研究

生只能应付于临床工作中，而对于论文撰写体例、课题选题、课题涉及等科研思路、科研能

力依然十分陌生。新的并轨培养模式下,并轨研究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临床科室轮转,然后忽视

了其科研能力的培养,并轨研究生的科研水平得不到系统的提升，但是为了完成学位论文的

撰写，只能利用自己临床轮转以外的时间进行简单的科研实践,。因此，如果我们在并轨培养

阶段对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仅仅培养他们的临床能力，

将严重制约他们今后在科研文章、课题申报等职称晋升等方向的发展。  

二、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学生并轨培养问题探讨和对策分析 

（一）完善基地制度建设，引进新的技能考核模式 

首先，住培基地一定要重视规培研究生的培养，投入充足的经费用于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部门领导要出台相关文件要求将它纳入医院的考核方案中，保持医教研的协同发展，同时基

地要制定符合实际的相关制度,如制定《基地并轨研究生培养管理办法》,理顺并轨研究生在

新培养模式下的管理体制。医学院校要定期召开住培基地工作会议，开展工作总结、经验交

流，做到“一个方案、一个标准、一个要求”，确保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同质化。同时，

规培基地可以邀请各轮训科室中从事临床教学一线的带教师资，在管理体制、过程培养、考

核评价等方面,对并轨研究生培养过程进行全面的检查,,在根源上解决并轨研究生培养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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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引进新的临床医学培训和技能考核模式，成立 OSCE 教学及考试研究小组，构建考核

模式，培养标准化病人，采用改良的客观结构化考试，保证医学生规范化培训的质量与水平，

组织并实施专科 OSCE 考试。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强化临床技能规范化培训，保证并轨研

究生的临床实践动手机会。同时，更新教学活动的理念，在传统查房的基础上开展 PBL、CBL

等新的教学手段，将学生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注重培养学生在实际临床

诊疗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规范临床教学管理 

推进基地的“医教一体化”建设，从师资选拔、师资培训、师资考核等环节把控师资队

伍的整体素质，还可以将临床师资的教学工作与年终奖金分配以及先进评选等事宜关联起来，

吸收热衷于临床教学的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双师型”教师队伍中。建立一支以临床科室主任

作为带头人，高年资临床医生作为中坚力量，一线青年临床医生作为科室先锋的“双师型”

教师队伍。同时，每年定期开展临床教师培训班，邀请大学教授指导临床教师理论授课规范

与技巧，并安排讲课，讲解课件制作等现场演示。进一步完善临床教学管理制度，比方临床

师资制度、聘任兼职导师制度、并轨研究生制度等，还可以通过加大各类奖励措施提高临床

带教师资的积极性，从而提高临床带教整体水平，保证并轨研究生的切身利益。严格各类考

核制度，在并轨研究生正式入院前的岗前培训环节，各科室出科环节，以及其年度考核、阶

段考核等环节要严格按照要求执行与考核。只有在统一的临床能力考核体系下,既能解决考

核体系复杂多样的问题,也可有效保障中医学专业“5+3”一体化学生并轨模式下培养质量。 

（三）加大新型教学模式的宣传力度，注重学生的参与性 

提高并轨研究生对自身现状认识可以从教师与学生两个方面来进行阐述。在教师层面，

可以通过派遣热衷于临床教学的优势师资进行短期或者中长期的进修学习，学习新的教学模

式、新的教学理念与思路，提高自身的临床带教水平，因为教师在临床带教中言行直接影响

着学生的思维与态度。在优势师资完成交流项目回归后，在全院范围内各重点科室进行宣讲、

分享进修经验、灌输新的教学概念与教学手段。在学生层面，在未正式进入临床轮转的时机，

强化并轨研究生对新型教学模式、考核评价标准等的宣教，强行灌输并轨研究生临床技能的

方法实际上难以让学生真正理解掌握临床的思路、临床的思维。要让学生明白培养自主学习、

主动学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鼓励学生尽可能多参与病历书写、病例分析等临床实践，增强

其专业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倡导“自主学习”的理念必然是所有学科的趋势，

进而适应并掌握这类临床教学的新模式。 

（四）重视培养并轨研究生的医学人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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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医疗大环境下医务人员越来越重视患者心理因素的调整，医生对患者除了要有疾

病的关心，还要对患者有心理上的整体关怀。因此，住培基地要充分利用周末时间，选派

临床经验丰富、沟通能力强、医疗事故少、病人认可度高的师资为并轨研究生开展医学人

文教育的培训，增强并轨研究生的医学人文知识，培养其处理医患沟通的能力，为其创造

良好的医学人文素养氛围。具体临床带教过程中，临床师资要明白提高并轨研究生医患沟

通能力的重要性，可以将医患沟通技能考核作为并轨研究生培养期间的重要考核标，指引

所带的学生去积极思考，让学生努力通过实践医学人文的内涵，帮助学生掌握医患沟通技

巧来应对现阶段复杂医疗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全面提升并轨研究生素质。此外，规培基地

可以考虑安排并轨研究生利用空余时间去基地的医务部门专门学习，具体了解医务部门如

何去处理医患纠纷，强化他们医患沟通的意识，加强他们对医患沟通的内涵认识[7]。 

（五）加强并轨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中医学“5+3”一体化学生在并轨培养模式下,规培基地需要保证他们科研能力训练的

时间，增加科研相关的训练,充分利用周末时间开展相关科研培训交流讲座，培养并轨研究

生的科研思维，增加其科研的基础知识，为并轨研究生营造良好的科研学习氛围，有条件

的情况下建议增设实验类课程,不仅可以训练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还可以提高学生的科研

论文撰写的水平。同时，导师组可以定期开展科研讨论会，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指导学

生将科研成果与临床实践相结合[8]。此外，规培基地可以考虑设立相关的激励机制，加大

对并轨研究生获得课题立项或发表文章的奖励，提高他们对基础研究方面的积极性。临床

带教老师在强化并轨研究生临床技能训练的同时，要想学生灌输科研最新理念与方法，教

会学生勤思考，增加中英文文献的阅读量、指导学生科研课题撰写申请、具体实验实施方

案、科研文章修改及发表等方面，让并轨研究生逐渐形成良好的科研意识，不断提高他们

的科研能力水平。 

三、小结 

综上所述，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并轨,是我国医

学教育综合改革提出的新任务,是一种新的培养模式，是高等医学人才培养跨时代的改革举

措，意义深远、责任重大[9]。长学制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一直都是各大高校比较重视的

内容，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实效性与创新性有待提高。中医学专业“5+3 一

体化”学生并轨培养的目的就是培养出一批无论是在临床工作还是科研工作中均能独挡一

面的综合型医学人才，其发展道路注定是长久而艰难的，在我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具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但由于现阶段国家整体的规培管理体系仍需要不断的完善，部分政策和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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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尚需要修改，我们只能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根据国情摸索出一条有利于医学并轨

研究生培养制度健全发展的道路，从而不断提高我国住院医师队伍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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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提升临床实践能力的中西医结合专业 

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 
黎明全 

130117，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 

通讯作者 黎明全，limingquan0001@126.com  

【摘要】 目的 建立适合我校培养目标的中西医结合

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以提高其临床实践能力，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方法 通过文献检索及是专家问卷调查等

方法，梳理并总结出目前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

存在的缺陷，并提出改革措施，建立我校中西医结合专业

研究生培养体系。结果 目前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的培养模

式的缺陷主要存在于教学和规培环节，改革措施可从课程

设置、教学模式、教材编写、优化考核、导师培养、强化

规培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改革，注重临床，以培养实践能力

为目标。结论：以培养具备中西医临床思维的“长白山流

派传人”为目标，坚持“双基础、重创新、强临床、突特

色”的培养理念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能够提升研究生临床

实践能力。 

【关键词】培养模式；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临

床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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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training model of the postgraduate  majoring in 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Methods  To search the papers related to the training model of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summarize the 

shortcomings and reform measures of the training model, and establish the training syst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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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our university. 

Result  It is found that the defects of the training model mainly exist in the teaching and regulation 

training links. The reform measures mainly start from the curriculum setting, teaching model, 

textbook compilation, optimization assessment, tutor training, strengthening regulation training and 

so on.Conclusion  The overall optimization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of postgraduate. 

Keywords：training mode;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postgraduate;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一、国内中西医结合专业历史沿革与时代背景 

作为我国特有的医学体系，中西医结合从思想的萌发到如今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16世纪，西方医学随一些传教士传入中国，因其全然不同的理论

结构引起以方以智、王肯堂为首的一些开明中医的注意，这些中医自主学习西医，根据西

医解剖知识创造性地对中医理论进行了发挥与改造，这属于中西医结合的自我萌发时期
[1]
。

19世纪中叶，迫于当时的社会形势，一些先进的中医人士开始被动的学习西医，涌现出一

批理论与临床都非常优秀的中西医结合人士如张锡纯、唐容川、恽铁樵、陆渊雷等，这些

中西医汇通派的出现代表着中西医结合已出现萌芽，中西医结合的教育也初具其形
[2]
。新中

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西学中的重要指示
[3]
，主张中西医

结合，因此中西医结合成为卫生工作的长期方针，这为中西医结合医学专业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使中西医结合的事业得以推广。1978年，中西医结合学科具有了开展硕士、博士学

位教育的资格，使中西医结合这一门独立学科在医学的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如

何真正做到中西医结合尚未定论。 

随着疾病谱及发病模式的变化，现代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环

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医学模式”，在这种医学模式下，中西医学需要相互取长补

短，共同为人类所追求的大健康贡献力量，而这促使着中西医学之间的渗透日益加深，中

西医学虽未从理论上解决如何做到真正的结合，但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已是大势所趋。与

此相呼应，世界卫生组织于上世纪末对医生角色与定位提出了新的标准，在新的医学模式

下，医生应该努力成为医疗保健提供者、保健方案决策者、健康知识传播者、社区健康倡

导者和健康资源管理者
[4]
，而要达到此标准，单纯的中医或西医都力有不逮，必须中西医相

结合，协调宏观大局，着眼微观改变，才能在新时代所号召的五星级医生的旗帜下，为人

类的健康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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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人们面临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多，

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发表讲话时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

小康”的重要论断，提出必须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要树立“大健康”理

念，这就要求充分调动国内的医疗资源为建设健康中国而奋斗，在此过程中，中西医结合

作为汇通中西医学知识的临床医疗体系，势必将承担严峻的任务。在这种国内外形势下，

高层次复合型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是社会急需的。因此，高等中西医结合临床教育工作必须

加快改革步伐，尤其应该重视高层次复合型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力求培养出

临床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中西医结合人才，以适应国内医疗卫生行业的需求，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早在 2016年 2月，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年）》，就制定了“加强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

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目标，以期培养出高标准的中西医结合人才，但是目前国内医学高等

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培养的研究生能力尚不能完全满足医疗行业和人民群众对于高质量医

疗的需求，故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相关文献总结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中的不足和

改革措施，结合本校实际情况，优化培养措施，推动我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教学水平

的总体提升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 

二、研究方法 

通过检索近 5年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相关论文，总结其中培养模式存在的

缺陷和其他院校对教学与临床实践能力培养方式改革的措施，建立本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研

究生培养模式，提升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 

三、研究结果 

检索了 5年来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相关论文 48篇，总结其中培养模式缺陷

和相关改革措施，得出以下研究结果。 

（一）培养模式不完善 

1培养目标不一 

不同的中医院校对于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中西医偏向不同，例如广东中医药

大学重视提升学生的中医水平，在学习西医理论的同时，注重坚持中医特色，天津中医药

大学则强调中西医结合研究生应该具备中西医学基础理论、中西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专业

实践技能，注重中西医并重，临床与科研能力的同步发展，另外有中医院校立足于现今紧

张的医患关系，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不同的培养目标造成各中医院校培养手段的分

化，无法在国内形成统一的培养标准，不利于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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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欠合理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普遍存在不合理的情况，西医院

校依托其坚实的西医教学基础，开展的课程主要以西医学为主，在讲解的深度上也以西医

学课程为深，中医院校则反之。课程选择也没有进过精心设计，单纯地分为中医类课程和

西医类课程，缺乏桥梁课程进行知识的相互印证。另外，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本科教育，在

课程学时变小，接触临床渐多的基础上，临床实践课程的缺乏，造成研究生的动手能力较

弱。在教学模式上，研究生教育仍表现为“一对多”、“填鸭式”的模式，这种模式扼杀

了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失去了培养临床思维和锻炼创新能力的机会。 

3缺少统一的中西医结合专业专用教材 

目前各高等医学院校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不一，培养方式各异，所以各

高校使用的教材多为自己学校所编著，版本多样，水平不一，导致各校学生的知识储备差

异较大。在内容上大多以西医知识为主，中医学的理论知识为辅，这不能在学生学习最基

本的环节引导学生产生中西医结合的思维，另外，大部分院校的教材更新换代非常缓慢，

许多新生的理论与治疗手段没能在教材上得以及时的体现，学生学习到的知识已经不太实

用。 

4缺乏专业化的师资团队 

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的课程可分为中医类和西医类、基础类与临床类，分别由中医

类老师和西医类老师、基础知识教师和临床医师授课，中西医结合专业缺乏理解中西医结

合内在含义、沟通基础与临床的专业老师，这不利于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理论水平和思

想深度的提高。 

5考核标准欠合理 

有一部分学校中西医结合专业根据《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制定了理论与临床

实践能力考评办法，但是指标过于宽泛，缺乏量化细化方案，理论与实践考核的占比缺乏

合理性，实践考核中基本能力的考核与专业技术的考核占比也不合理，对临床实践能力的

考核标准缺乏规范统一，考核过程过于松懈，不能达到客观、有效的考核目的。考核方法

过于单一，多以卷面考试为主，不能全面了解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与之相应则缺

乏对课程、教学、考核方式改革的数据基础。 

6导师对专业缺乏热情和培养经验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存在争议的学科，中西医结合专业一直存在一个基本的争议，中

西医怎么做到真正的结合，结合的含义不明确，无法切入一个共通的结合点，所以部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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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学科的发展前景感到迷茫，学生不能专注于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习，偏向于中医或西

医单方面的学习，这与中西医结合专业培养人才的初衷相违背。另一方面，相对于科学学

位来说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培养相对较晚，导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经验较欠缺，从而

导致对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相对薄弱。 

7规培基地建设与培养方式不完善 

2013年，国家出台《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全国各省

市要在 2015年全面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以规范和提高临床医务人员的临床诊疗

能力，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作为重要参培人员，对其规范化培训尚有不足之处，严重影

响着其临床实践能力的提高。 

（1）规培基地自身局限 

除了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以外，其他省市中医院校住培基地因为

地理位置、经济条件等原因导致其自身综合能力相对欠缺，这些住培基地的自身局限制约

了住培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的提升。 

（2）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规培机制不健全 

相对于中医和临床医学专业的规培，中西医结合专业规培机制尚不健全，大多数中医

院校将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的规培简单化，直接并于中医专业规培，没有对中西医结合

专业研究生的规培进行专门的设计，造成学生临床医学方面实践能力的培养相对缺失，而

且在规培医院的选择上大都以本校附属中医院为主，规培学员难以接触到西医医院的临床

实际情况，这种规培方向的偏移不利于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另外，在

规培考核方面，中西医结合规培考核方式没有被明确化详细化，考核形式与中医专业类

似，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的规培意义不同程度的缺失。 

（3）缺乏足够的专业规培时间 

规培研究生要在在读期间完成所有科室的轮转学习，平均每个科室的规培时间为 1-2

个月，导致其对自身研究方向的理论知识和临床操作的学习时间欠缺，不能独立完成研究

方向相关疾病的诊疗，对提升其临床实践能力的作用相对有限。 

（4）临床带教老师时间不足 

临床带教老师除了要完成门诊及疗区的基本工作以外，还要完成相应地教学任务、教

育和卫生部门的科研工作、参加学术会议等多项事务，对规培研究生的指导时间有限，从

而导致规培学员临床实践能力欠缺。 

（5）规培方式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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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规培期间，规培医院和带教老师大多以病历书写、理论知识再学习、临床操作

对学员进行培训，培养方式过于单一，导致学员缺乏新鲜感，临床学习的效率变低，收获

变小。 

（二）培养模式改革的相关措施 

1明确培养目标，坚持培养路线 

明确的培养目标是开展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前提和后续工作需要遵守的

原则，中医院校的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应该坚持中西医并重，发扬中医特色，

临床、科研、人文素质共同发展，培养精临床、懂科研、会沟通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明

确培养目标，建立国内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一体化培养原则，提升培养标准，优化培养

模式，坚持培养路线，才能在健康需求日益增长的大健康时代，培养出符合人民需求的中

西医结合人才。 

2优化课程设置，改良教学模式 

中西医结合专业的课程以“两基础、两临床、一结合、一桥梁”为基本构建，研究生

教育阶段应该减少两基础、两临床相关课程，在结合、桥梁课程的基础上开展拔高课程，

开展《中西方文化》、《实验中医学》、《医学信息学》等课程，打破因中西文化差异造

成的中西医学之间的壁垒，比较思维差别，分析思维长短，兼收并蓄，最后达到思维融

通，提升中西医结合思维的高度，以更好的指导临床。另外要合理分配理论学习与实践学

习的时间，延长临床实践课程课时，加强临床实践课程质量，对专业相关的临床技能进行

专门培训，加强研究生与临床的联系，提高动手能力，在带教老师的监督下，进行临床实

操，确保熟练掌握专业相关技能。在教学模式的改革上，要尽量减少“一对多”，“填鸭

式”教学方法，针对不同生源，进行查缺补漏，针对不同个性，进行优势拔高，在教学中

灵活运用讨论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CBL）、闯关式教学法、以问题为中心教学法

（PBL）、多轨式教学法、指导性自学、专题讲座、网络教学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  

3编写统一的权威教材 

集中国内中西医结合专业领头人物，在确立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基础

上，编写中西医内容合理分配、充分体现中西医结合思想、符合最新研究水平、统一的权

威教材，以提升国内中西医结合专业教材编写水平，统一人才培养基础，为整合和选拔国

内优秀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提升行业水平建立公平稳定的基础。 

4培养“一体化、双师型”师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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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进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和专业技术骨干，举办中西医结合师资培训班，加强

教研室沟通学习等活动，培养一个懂中医、会西医、懂理论、会临床、既是教师又是医师

的“一体化、双师型”师资团队，以保障和提高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提升

理论水平，增强临床实践能力。 

5重构考评体系 

制定统一的考核体系，对考核内容进行量化细化，突出理论和临床技能学习中要点知

识的考核，优化理论与临床实践能力考核的比例，提升临床实践能力考核的重要性，使其

与理论考核各占一半，其中理论考核包括平时作业完成情况、提问与回答情况、随堂考试

（10%）、出勤率（5%）、期末考试（35%），临床实践考核包括基本技能考核（20%）、专

业技能考核（30%）。加强临床技能考核的严格性，确保考核公平有效。另外，丰富考核形

式，对部分要点内容进行小综述、论文考核，促进要点知识的再学习，督促学生主动查阅

领域内最新研究方向与成果，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使考核成为继续学习的鞭策者，而

不仅仅是考验学习成绩的手段。 

6导师端再培养 

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导师作为学术能力的教授者、思想的引领者，对研究生培养

的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加强导师端再培养，通过最新的研究成果学习，优化其中西

医结合思维，提高学术水平，增加研究生培养经验，树立学科责任感和信心，从而反哺学

生，使导师和学生共同进步。另外，可设置副导师，对研究生的实践能力进行专门指导。 

7完善规培基地建设，优化培养方式 

完善规培基地的硬件设施，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规培医院的条件差距，为规培学员营

造一个良好的实践环境。将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研究生规培从中医学专业的规培中分离出

来，在科室轮转时，规培学员除了在中医科室学习以外，应该与西医医院相应科室增进交

流，甚至可到西医院科室进行轮转，使学员学到的中西医知识得以在临床应用，相互印

证，继而相互融合，相互提高。另外，在科室轮转的时候，要制定适用于中西医结合专业

规培研究生的考核方案，做到中西医并重、理论与临床实践操作并重，规培学员在出科

前，要对其负责的每个患者进行病历记录，详述诊治过程、技能操作，结果登记在《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手册》上，由带教老师负责审阅。另外，建立带教老师责任制，对出科考

核成绩不理想的人员，追究带教老师责任，由带教老师负责重新培养，以确保规培落到实

处。在完成全部科室的轮转规培后，适当延长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研究方向相关科室的规培

时间，或可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进行本科室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技能的学习，由本科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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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定期考核，以保证研究生对本科室常见疾病具有诊治能力。规培基地也应多开展普及型

学术讲座、亚专业学术沙龙和学术论坛等学术活动，以丰富规培方式，并要求规培学员在

活动后撰写心得体会，参照学术活动模式自主完成一次与专业相关的主题报告，以交流学

科前沿思想与疗法，提高研究生学术水平和临床实践能力。 

四、结论 

中西医结合从思想萌芽到如今发展成为一门重要学科，已经有 400多年的历史，从中

西医学相触伊始，到后来的中西汇通、西学中、中西并重都存在不足，如何真正做到中西

医结合
[5]
，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未被解决。从认识论角度去看,中西医研究客体都是人类健康

与疾病现象和规律，虽然对于同一客体的认识表现出层次和角度的不同，但只要研究的是

同一客体，就能得出一元化的统一认识
[6]
。从现实世界健康需求的发展来看，中西医结合治

疗疾病是必然的，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是医疗发展的客观趋向
[7]
。大力培养高素质中西医结

合人才是应对时代发展需求所做出的的必然选择。 

目前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中存在很多缺陷，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因

为培养学校对中西医结合的角度认识不同和不清楚所造成的的，针对这些问题，其他院校

做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我校应该在吸收这些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优化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

生培养模式。以培养具备中西医临床思维的“长白山流派传人”为目标，坚持“双基础、

重创新、强临床、突特色”的培养理念，以中西医结合防治骨病、脑病、心病、肾病等重

大疑难疾病为教学重点，构建具有鲜明专业特色的中西医结合教学体系、多学科交叉协同

诊疗体系、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体系。 

首先，要同国内兄弟院校一起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中医特色，中西并重，临床、科研、综合素质皆高的复合型人才；在课程设置

上，中西医课程应均衡分布，巧妙设计“桥梁”课程，使中西并重，中西结合的观念在学

生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及学习方法上扎根
[9]
；在教学模式上，根据实际情况应用多种教学方

法，提倡 PBL教学法，推动学生查阅、归纳、整理资料，提高其自主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

[10]
；引进 CBL教学法，建立中西医结合病案数据库，运用典型的病案进行教学，提升学生

对知识的应用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
[11]

；拔高性的使用多轨式教学法，在教学中凸显学生个

性，挖掘学生潜力
[12]

，同时应该依托网络教学平台实现学生网络自学，开展专题讲座扩展

学生视野；在教材编写上，要积极组织国内权威人士进行编写方案讨论，编写能体现中西

医结合思想及最新研究成果的统一教材；在师资方面，做到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组建“双

医双师”队伍，把中医、西医、教师、临床医师的身份统一在一个人身上，促进保障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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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结合专业研究生教学质量
[13]

；在考核体系上，对考评体系进行重构，突出临床实践能力

的考核，使考核形式多样化，以考促学；在导师队伍建设上，完善选聘和考核制度，对导

师质量进行筛选，对导师进行再教育，增强其专业信心，提高其学术水平，以导师带动学

生，两者共同进步；在规培基地建设与培养模式方面，完善规培医院教培设备，对中西医

结合专业研究生的规培进行单独设计，联系本地具有规培资格的西医院，进行两院联培，

相互印证，使学员中西医水平全面进步，另外，基地开展多样化的培养方式，对出科考核

和结培考核进行严格化，共同促进规培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的提高。 

这些措施使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实现了培养方向的明确，教学水平的提

高，规培活动的落实，确保了教学为临床，教培相长的培养环节的对接，学生在校在院，

都有对其进行培养的负责人，导师、教师、带教医师，三师联合，中西医院两院共培，教

学考核、规培考核、理论考核、实践考核，四考督促，这种基于提升临床实践能力的中西

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有进行实验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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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综合能力为导向的口腔医学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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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

有较强临床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理论水平的高素

质高层次医学人才,对口腔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能力培养

的相关体系进行构建，是当前口腔医学教学研究的迫切问

题。本文根据口腔医学的专业性要求高、实践性及操作性

要求强的特点为导向，遵循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成长规

律，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综合能力的培养

进行分析和总结，从临床胜任力、科学研究素养及科研能

力、双导师制、双创能力、就业能力、人文健康理念等方

面加以阐述。 

【关键词】口腔医学；综合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

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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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oriented training mode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of stomatology medical 

Abstract:The training target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of stomatology 

medical specialty is high quality medical talents with strong clinical ability,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innovation ability and theoretical level. It is an urgent problem for current oral medicine 

teaching and research to construct the relevant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ability training for graduate 

students of stomatology medical specialty.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ional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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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tomatology medical, high practicality and maneuverability of the strong demand as the guidance, 

follow the rules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medical talents,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in 

clinical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the cultivation of comprehensive ability wer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from clinical competence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qua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double-tracksystem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mployment ability, human health 

concept. 

Keywords:Stomatology; Comprehensive abilities;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Postgraduate education;Trainingmode 

口腔医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强临床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理论水平的

高素质高层次医学人才
[1]
。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56号)及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医教协同

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教研〔2014〕2 号)都认为医教协同模式是培养临床医

学人才的有效途径
[2]
。在新的培养模式下，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需要掌握扎实的基

本理论知识、临床技能、人文健康理念、双创能力、就业能力、科学研究素养及科研能力等

多个方面。我们根据根据口腔医学的专业性要求高、实践性及操作性要求强的特点为导向，

遵循医学教育和医学人才成长规律，对口腔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能力培养的相关体系进行构

建，是当前口腔医学教育教学研究中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实际培养过程中，往往达不到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研究生的科研能

力与临床实践能力存在着一定矛盾。①医教协同的“双轨合一”培养模式更加注重临床思维、

临床实践、临床技能以及专业理论知识的加强，使临床医疗队伍的整体素质和临床医疗技术

水平得到了提高。然而，研究生的临床科研能力的训练时间则大大减少，科学知识、科学思

维、科学实验、科研方法、科研设计等科研素质培养内容大幅度压缩甚至删减，导致研究生

科学研究能力相对减弱，论文质量下降，难以达到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的目标和要求
[3]
。②

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胜任力考核的内容缺乏“标准化”和“关键评价指标”, 对学生的操

作能力缺乏科学的量化考核，不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学生的实际能力,评价的公平性、合理

性与效度受到影响
[4]
。同时注对人文健康素质的考核缺乏相应的指标。 

③口腔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意识淡薄,校内外相关实训基地的基础设施不够

完善,研究生的创业、就业、执业能力明显不足。 

2.提高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能力的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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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加大了口腔临床实践教学比重，丰富实践教学内容，改进实践教学方法，提高科研

能力，增强创业教育教学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实效性建立健全创业教育、口腔专业教育与规

培教育紧密结合的多样化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临床胜任力、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创业

能力。 

2.1临床规范化培养体系建立 

在研究生的教学中，要紧紧围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去进行，将口腔各个专业的

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标准及操作规范充分利用虚拟仿真教学来实现，将口腔专业理论教学、

实验室教学与临床教学有效结合，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理论课内容

枯燥的不足，同时强化对操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理解和认识，提高学生口腔执业医师资格

考试的通过率。同时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病例，让研究生通过“PBL”“CBL”等形式，对

相关知识进行检索、讨伦、归纳、总结、理解，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及科研分析能力。 

2.2“双导师”负责制培养体系建立 

导师的思想品德、职业素养、临床技术、教学经验、科研的创新水平及科研能力在研究

生培养过程中对学生的成长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我们建立了有负责口腔临床专业知识理论

培养和临床操作实践技能力指导的临床型导师，也有负责科学研究的校内基础医学、材料学

的研究型导师和校外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或者负责研究生双创教育的口腔医学行业实践领

域的带头人及企事业具有丰富经验的的中高层领导，有助于学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6]
。

“双导师”负责制制培养模式，让口腔专硕生在初始的研究生教育阶段，从课程设置的选择、

课题的制定、实验室运作、研究生开题、预答辩、答辩等研究生教育的全程，都至少有负责

不同方面的两位导师同时指导。通过双导师制联合培养这一模式，加强学校和企业的双方合

作，对学生整体综合素质的提高有重大意义。 

2.3“就业+创业”培养体系建立 

《教育部关于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一步提高培养质

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7]
。利用社会优势资源，聘请相关专家及业内人士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具

有重要的作用。根据口腔专业特点及社会需要并结合学生自身特点，对不同年级的研究生开

展阶段式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从培育目标、培育方式、培养计划、创业意识加强、素质提

高、能力拓展等方面，对研究生进行个性化发展的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目标及正确的

择业观，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激励毕业生进行自主创业，选择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

值最优的职业道路
[8]
。增加《口腔医疗机构管理培训课程》及《口腔就业与创业》课程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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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提高口腔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执业能力、就业能力、创新创业能力以及职业发展能力，更

好地适应迅猛发展并竞争激烈的口腔医疗行业，并为人们提供更为优良的服务
[9]
。课程内容

包括：口腔诊所形象设计、口腔诊所功能设计、口腔医疗市场拓展、口腔医疗市场调查、口

腔诊所医患关系、口腔医疗议价技巧、有效管理病人时间、口腔医疗单元设计、医护人员薪

酬福利、口腔医疗广告设计、口腔医疗会员服务、、口腔诊所空间设计、医护人员绩效考评、

口腔诊所团队建设、口腔诊所发展历史、口腔医疗机构创业案例等方面。 

2.4学术交流平台的建立 

利用现有的口腔专科区域信息卫生系统平台及口腔医学网络平台，比如丁香园、科学网、

生物谷、知名高校的慕课、知名专家的公开课等指导研究生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样能够开阔

学生的研究视野，提高科研兴趣和创新意识，而且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领域的前沿和

最新进展。同时，鼓励学生建立国际新文献阅读报告会、研究生论坛、青年医师沙龙学术例

会、科研论坛等，促进研究生的理论水平的提高以及研究思维的培养。积极鼓励研究生积极

参加相关多元化的学术交流会议及跨学科学习，这样能够开阔研究视野，激发科研兴趣，定

位自己的科研思路，有助于形成从多学科领域发现、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以及综合解决问

题能力。 

2.5健康人文教育培养体系建立 

我院针对性健康人文教育的职业性、广泛性、多样性的特点，积极对口腔医学专业开展

人文素质和人文技能的教育，充分利用学校及附属医院的优势资源，邀请基层医院的杰出校

友进行专业思想教育、职业前景教育、诚信教育及感恩教育等人文教育，在课程设置中将医

德医风、医患沟通能力、医疗工作适应能力、医疗团队合作精神等穿插其中，将口腔医学人

文课程的教学目标落到实处。同时我们和学生开展口腔卫生指导、口腔科普讲座等各种形式

的口腔健康的宣传教育活动，学院利用节假日、“爱牙日”、“三下乡”等活动或节日深入

社区、学校、机关等结合口腔健康促进行动举办不同人群的口腔疾病健康讲座。营造全社会

关注口腔健康的良好氛围，提高广大公众口腔健康保健意识和素养水平，引导形成自主自律

的口腔健康行为，为改善全民口腔健康状况都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3.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要具有公平性、科学性、全面性、公正性。在构建口腔专硕生培

养质量标准的基础上，完善多元化的评价考核体系是规范化培养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保证

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手段
[10]

。初步拟定了由导师及管理人员评价、学生自评、不同阶段出科

考核、执业医师考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养考试、毕业考试等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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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评价体系。 

该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学生基本素质”“健康人文素养”“临床操作能力”“科研能

力”、“创业及就业能力”“社会评价”六个一级指标、十六个二级指标及细分的若干三级

指标。一级指标包括：基本素质评价；健康人文素养；临床操作能力；科研能力；创业及就

业能力；社会评价。二级指标包括：思想素质、专业能力；人文素养、大健康理念；病历规

范书写、医患沟通、临床工作量、临床分析能力、临床技能、临床思维能力；临床科研方法、

科研成果；创业思维、就业情况；用人单位评价、社会评价
[11]

。 

综合能力的培养是医教协同模式下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工作特点的人才培养

制度，加大口腔临床实践教学比重，丰富实践教学内容，改进实践教学方法，提高科研能力，

增强创业教育教学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实效性建立健全创业教育、口腔专业教育与规培教育

紧密结合的多样化教学体系，提高学生的临床胜任力、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

不断采取措施切实保障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水平，为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

地服务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卫生计生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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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王春燕，pingxing18@163.com 

【摘要】目的探讨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及影

响因素。方法对山东省 5所医学院附属医院护理部主任、

副主任护师和护士长 58 人进行访谈，用问卷法对 478 名

本科实习护生进行调查。结果通过分析得出教师人格魅力

特征各条目均值及条目间关系，按照其重要程度及相关系

数构建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体系，包括育人敬

业、教学认知、师生交往、自我概念等四个特征群。结论

建立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体系，为提高护理学专

业教师自身素质和教学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教师人格魅力；护理学专业；现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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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and personality charisma of nursing profession 

teachers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ceningfactor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personality charisma. Methods: using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ing 58 director and depute director 

nurses of 5 teaching hospitals in Shandong province. Results: according to item of teacher’s 

personality charisma divide into 4 characteristic systems that is education and dedication, teaching 

cognition, teachen-student communication and self –conceptand so on. Conclution:provide 

reference basis of establish the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personality charisma and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self-quality of teachers. 

Keywords: teacher’s personality charisma; nursing profession; characteristic analysis; strategy 

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是指教师在护理专业教学活动中表现出来、内在的、持久的、

强大的对学生的吸引力
[1]
。护理学专业教师不仅向学生传授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也要教会

学生具有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具有爱国情怀，富有爱心、耐心、同情心的职业素质，博学

业精的知识素养，团队合作以及创新品质和健全人格。护理学教师的人格魅力比言语教育具

有更强的心灵渗透力和持久的影响力。本课题旨在探讨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现况和影响

因素分析。现报道如下。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283 -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19年 1～7月分 2轮对山东省 5所三级甲等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

护师和护士长进行访谈。①访谈护理专家，参加访谈护理部主任 18名，均为女性、本科以上

学历、副主任护师以上职称；年龄 38～55 岁，平均年龄 42.5±8.5 岁；②访谈副主任护师

25名，均在临床护理一线工作，其中女性 17名，男性 8名，本科以上学历，年龄 36～54岁，

平均年龄 44.5±9.5 岁；③护士长 15名，其中女性 10名，男性 5名，本科以上学历、主管

护师以上职称，从事护理管理工作 3年以上，平均年龄 31.5±6.5 岁；共计 58 人参加访谈，

访谈对象知情同意并且自愿参加本研究。选取山东省 5所医学院附属医院护理学专业本科实

习生 478名,其中男生 121名、女生 357名,年龄 19～24岁,平均年龄 22.5±4.5 岁，在三级

医院实习三个月以上，调查对象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 

1.2研究方法 

1.2.1教师魅力访谈法  访谈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护士长对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

魅力的概念界定和特征要求。预试验选取专家与访谈专家相同，主要任务是对教师人格魅力

特征用词描述的规范性、准确性进行调试，访谈咨询表的设计是否符合统计要求。采用德尔

菲法对 58名专家进行 2 轮咨询，2 轮咨询表均有效收回。课题组对专家意见进行整理和统

计分析，专家认为不妥当、不符合实际的项目删除，有建议恰当的条目加入访谈咨询表。 

1.2.2 专家咨询过程 第一轮专家咨询采用 E-mail送至专家邮箱或微信等方式发放，要

求专家在 2周内完成并回收。由课题组对咨询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制成第二轮咨询问卷发

放给专家，综合分析专家意见，以重要性赋值均数>3.50，变异系数<0.25 为标准筛选指标，

意见基本趋于一致时调查结束。专家咨询分为 2轮，第一轮是对拟定的各指标的一、二、三

级指标进行筛选和修改，对各指标权重进行修改和各指标内涵进行界定，在第一轮专家咨询

后，形成一级指标 4个，二级指标 16个，三级指标 24个。第二轮是对一、二、三级指标及

指标的内涵进行论证、修改；确立各指标权重，一级指标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二、三级

指标的权重采用专家咨询法，其权重的变异系数要求在 1 0％以下。咨询表主要内容包括：

①课题说明及指导语； ②课题核心概念和各指标内涵的界定；③专家评价部分；④专家对本

研究总体评价；⑤专家基本情况采集、自我评价等。 

1.2.3问卷调查 在文献分析、专家访谈基础上，自编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问卷，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年级、实习医院等，第二部分是护

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部分，包括一级指标育人敬业、教学认知、师生交往和自我概念

特征 4 个，二级指标 16 个，三级指标 24 个，采用是和否的问答方式，最后是开放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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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资料收集  由研究者使用统一的解释性指导语，向实习护生说明问卷调查目的，在

自愿基础上请其当场独立匿名填写，完成后当场收回，共发放问卷 500份,回收有效问卷 478

份,有效回收率为 95.6 %。 

1.4 统计学方法  运用 Excel2016录入数据，建立数据库，采用 SPSS21.0软件包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数进行描述，计量资料采用 ±s进行描述，单因素运用

t检验、方差分析，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评分 见表 1。 

                表 1 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评分( x ±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 x ±s)       权重 

育人敬业特征（A）       立德树人育人为本     4.66±0.45      0.27 

                         站在学生角度思考    4.45±0.83       0.23 

                         尊重保护学生利益    4.59±0.71       0.18 

                         启发学生思考能力    4.17±0.68       0.32 

教学认知特征（B）        职业发展规划策略    4.49±0.57       0.28 

教育机智教学改革    4.35±0.49       0.29 

                         情绪管理大局意识    4.61±0.51       0.21 

                         自身学习促进教学     4.14±0.87      0.22 

师生交往特征（C）        融洽平等师生关系     4.85±0.64      0.28 

                         团队合作赏识教育     4.89±0.39      0.31 

尊重多元化价值观     4.17±0.86      0.20 

平易近人关爱照护     4.17±0.36      0.21 

自我概念特征（D）        自信乐观阳光心态     4.75±0.59     0.13 

                         语言幽默信息敏感      4.74±0.46     0.47 

                         专业特长创新思维      4.85±0.78     0.21 

                         逻辑思维谋划全局      4.65±0.47     0.19 

2.2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三级指标排序 见表 2。 

表 2 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三级指标排序前 12位  ( x ±s)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 x ±s)          权重 

A        政治素质职业规范      4.86±0.57           0.06 

C        关爱照护换位思考      4.57±0.36           0.07 

B        情绪管理教学能力      4.72±0.51           0.05 

C        期望教育移情能力      4.41±0.76           0.09 

C        教学艺术赏识教育      4.54±0.63           0.03 

B        教育理念教学改革      4.87±0.34           0.04 

A        启发兴趣启迪智慧      4.62±0.29           0.05 

D        责任心和慎独品质      4.67±0.58           0.04 

C        合作学习共赢意识      4.51±0.67           0.02 

D        逻辑思维推理能力      4.37±0.28           0.02 

C        师生沟通合作能力      4.48±0.65           0.02 

D        解决复杂疑难问题      4.35±0.4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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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表现形式多样，是教师从事护理教学工作多年形成的独特

品质，将教育教学当作一门艺术，全身心投入护理教学体现。教师人格魅力是一种隐性教学，

诲人而不知，育人而不觉，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教而教的境界。教育本质是

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人的生命价值。护理学专业教师要有放眼世界的眼光，以开放、理解、

包容和尊重的心态参与国际护理交流，积极参与时代变革和推动护理事业发展。 

3. 1 构建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育人敬业特征 

在本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为医院护理部主任、副主任护师、主管护师以上的护士长，

这部分护士已具有临床丰富工作经验，接受过良好的护理教育和专业培训，经专家论证后，

最终确立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的育人敬业、教学认知、师生交往、自我概念 4个一

级指标和二级指标 16 个和三级指标 24个。以育人为本，以敬业为中心，敬业爱岗，热爱护

理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学生，时时处处关心、爱护和尊重学生，实施

个性化教育和启发式教学，相信每一位学生都有发展潜能，充分保护学生利益，站在学生立

场分析处理问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护理学专业教师的职业劳动是一种“以人格培育人格，

以灵魂塑造灵魂”的劳动。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所产生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是深远的，甚至会影响学生的一生，教师的一句话，一个举动会唤醒学生的兴趣和潜

能
[2]
。 

3.2构建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教学认知特征 

在教学认知维度 4个二级指标中，职业发展规划策略、教育机智教学改革、情绪管理大

局意识和自身学习促进教学权重分值高，护理学专业发展靠发展规划和专业人才培养，护理

教育发展关键靠教师，教师的人格魅力特征中教学认知是关键，认知水平提高了，教学行动

力会相应提高。具备良好的教育机智、应急处理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及时、

准确、迅速的处理教学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件，尽量避免潜在危险
[3]
。面对当今社会诸多因

素的诱惑和多元价值观的影响，教师要学会情绪管理和具有大局意识，转变教学观念，利用

互联网+，线上线下相结合，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责任意识，注重

自身学习促进教学改革。一日为师，终生备课。同时，呼吁社会理解和关心教师，提高教师

社会地位。正如印度诗人泰戈尔说过:“花的事业是甜蜜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让我干叶的

事业吧，因为叶总是谦逊地垂着她的绿阴的。”正是这种伟大的绿叶精神，使护理学专业教

师在教育教学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护理学专业人才，为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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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社会的赞誉和认可。 

3.3构建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师生交往特征 

师生交往特征 4个二级指标是融洽平等师生关系、团队合作赏识教育、尊重多元化价值

观和平易近人关爱照护，在护理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建立民主、融洽、信任的师生关系

是主要的，亲其师，信其道，教学工作中加强沟通交流，充分体现人性化照护氛围。妥善处

理各种问题，鼓励学生合作学习，进行赏识教育和期望教育，相信每一名学生都能成材，成

为未来的专业技术人才。教师要有一颗宽容之心，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名学生，相信他们

都有闪光的一面，会成为社会有用之才。教师人格魅力在师生交往特征中具有“潜在的心理

示范”、“崇高的美学感召”、“特殊的社会塑造”和“无形的柔性管理”等方面的潜在

“话语”力量
[4]
。 

3.4构建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特征---自我概念特征 

在自我概念维度 4个二级指标从自信乐观阳光心态、语言幽默信息敏感、专业特长创新

思维、逻辑思维谋划全局等方面进行特征分析，了解护理学专业教师人格魅力深层次个性特

征。护理学专业教师具有良好自我概念，形成积极的信念，语言幽默信息敏感，在课堂教学

中发挥导学者的作用，启发和引导学生学会学习，使学生做学习共同体的受益者。同时，培

养护理学专业教师的专业特长创新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至关重要
[5]
。   

总之，护理学专业教师需要具有先进教育信念和创新精神，融入互联网新时代，培养自

我的人格魅力
[6]
。护理学专业教师的人格魅力特征体系通过教师的为人处世、言谈举止、授

课方式和与学生交往等形式展现出来，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

是护理教育教学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在护理教学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护理学专业

教师人格魅力领域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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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向设置分析 
崔晓红 赵爱玲 陈文丽 孙慧群 姚莉珮 李军莉 张培莉* 

030001，太原，山西医科大学 

崔晓红，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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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莉珮，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士 

李军莉，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护士 

通讯作者 张培莉，sxfhcm9919@163.com 

【摘要】目的：整理分析我国 2019 年护理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方向设置情况，为优化我国护理专硕培养方向

设置及护理二级学科建设提供依据。方法：借助研招网、学

校官网等收集 2019 年护理专硕培养方向设置情况并分析。

结果：2019年招收护理专硕的院校中有 85所院校设置了具

体培养方向，主要为专科护理、临床护理、社区护理。与 2018

年相比，新增培养方向为延续护理、脑卒中护理、移动医疗

护理、护理伦理等。结论：我国护理专硕培养方向的设置有

待进一步规范与统一；相关部门应尽快落实护理学科的目录

编制，为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的设置提供参

考；建议大力发展延续护理，持续推进信息护理与人文护理

的发展。 

【关键词】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向；人文护

理；信息护理 

 

崔晓红， 2017 年本科毕业于

长治医学院护理学专业，现为

在读护理硕士研究生，将于

2020 年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

护理学专业，研究方向为护理

教育。参与了课题组省级课题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过

程性考核评价工具的研究以

及国家级课题护理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 

Current situation and analysis of training orientation of nursing master degree 

postgraduates in China 

Abstract：Objective:In order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ptimizing the training orientation of 

nursing master degre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ursing secondary disciplines in China, the training 

orientation of nursing master degree in 2019 was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Methods:With the help 

of China Postgraduate Enrollment Information Network and School Official Network, w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orientation of nursing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2019. Results: In 2019, 108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nrolled nursing postgraduates, 85 of which set specific training orient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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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were specialized nursing, clinical nursing and community nursing. Compared with 2018, the 

direction of continuing nursing care for stroke, mobile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ethics was added. 

Conclusion:In order to standardize the training orientation of nursing master's degree postgraduates, 

relevant education departments should implement the compilation of nursing subject catalogue as 

soon as possible.Continuous nursing, information nursing and humanistic nursing should be 

vigorously developed. 

Keywords： masterof nursing;professional degree;direction of cultivation; humanistic nursing; 

information nursing  

为适应我国医学事业发展，创新护理人才培养模式，2010年 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

准设立护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MNS)[1]。2011年我国开始进行

MNS 研究生全国统一招生。此后，MNS 研究生的培养逐渐成为护理学界的研究热点。2011 年

2月，护理学由临床医学下属二级学科变为一级学科[2]，这对护理学的发展既是机遇，也是

挑战。如何合理设置 MNS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培养出符合国家需求的高层次护理人才，对于

我国护理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对我国 2019 年 MNS 研究生的培养方向进行整理分

析，以期为我国 MNS教育及护理二级学科建设提供一定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通过研招网
[3]
查找 2019 年招收 MNS 研究生的院校。对研招网所提供的各院校 MNS 研究

生培养方向设置情况进行统计，并借助各院校官网或联系院校相关负责人收集其招生目录及

导师研究方向，对 MNS 研究生培养方向设置情况进行补充。 

（二）方法 

以院校作为计数单位，统计专业方向设置院校数目，如 XX院校设有 XX方向则计数为 1，

采用 SPSS 20.0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二、结果 

（一）招生院校数目 我国自 2011年开始招收 MNS研究生以来，招生院校数目逐年增加，

具体变化趋势见图 1
[4-6]

。截止 2019 年共有 108 所院校招收护理专硕，108 所院校分布在 29

个不同省级行政区，具体情况见表 1。 

 

图 1  2010年-2019年护理专硕招生院校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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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9 国内不同省级行政区 MNS 研究生招生院校数量分布表 

地区 院校数（所） 地区 院校数（所） 地区 院校数（所） 

北京 5 江苏 10 广东 7 

天津 2 浙江 4 广西 3 

河北 3 安徽 4 海南 1 

内蒙古 1 福建 2 重庆 2 

辽宁        4 江西 2 四川 6 

吉林 4 山东 5 贵州 3 

黑龙江 4 河南 5 云南 3 

山西 2 湖北 7 陕西 4 

上海 5 湖南 5 甘肃 2 

宁夏 1 新疆 2   

（二）专业培养方向设置 

2019年招收 MNS 研究生的院校中，85所院校列出了具体的 MNS研究生培养方向，与 2018

年相比增加了 21所，增加的专业培养方向包括长期护理/延续护理/家庭护理、脑卒中护理、

乳腺护理、生殖护理、移动医疗护理、护理伦理、医疗器械开发与运用
[7]
。85 所院校具体的

护理专业方向设置情况、不同层次及不同类型院校护理专业方向设置情况、专科护理方向设

置情况见表 2-表 5。 

表 2  MNS研究生专业方向设置情况（n=85） 

备注：其他包括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研究、护理信息学、循证护理、医患关系与患者安

全、健康信息、护理教研室、多元文化护理、健康素养、人文护理、健康促进、认知障碍与

健康行为研究、公共卫生、卫生政策、移动医疗护理、高级护理实践、影像与介入、护理伦

理、医疗器械研发与应用。 

专业 

方向 

专 科

护理 

临 床

护理 

社 区

护理 

护 理

心理 

中 医

护理 

内 科

护理 

外 科

护理 

护 理

管理 

护 理

教育 
其他 

院 校 数

（所） 
64 45 33 16 16 23 25 30 17 17 

百 分 比

（%） 
75.3 52.9 38.8 18.8 18.8 27.1 29.4 35.3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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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层次护理院校 MNS 培养方向设置情况（n=85） 

表 4  不同类型护理院校 MNS培养方向设置情况（n=85） 

表 5  MNS研究生专科护理方向设置情况(n=85) 

三、讨论 

（一）招生院校数目 

院 校

层次 

护 理

教育 

护 理

管理 

临 床

护理 

心 理

护理 

社 区

护理 

内 科

护理 

外 科

护理 

中 西 医 结

合护理 

专科护

理 

其

他 

普 通

院校 
13 21 32 12 26 19 19 16 48 10 

重 点

院校 
4 9 13 4 7 4 6 0 16 7 

合计 17 30 45 16 33 23 25 16 64 17 

院校 

类型 

护 理

教育 

护 理

管理 

临 床

护理 

心 理

护理 

社 区

护理 

内 科

护理 

外 科

护理 

中 医

护理 

专 科

护理 
其他 

综合院校 7 11 19 5 14 6 7 2 27 6 

医学院校 7 15 24 9 16 14 15 14 30 7 

师范院校 1 0 2 0 2 1 1 0 3 0 

军事院校 2 4 0 2 1 2 2 0 4 4 

合计 17 30 45 16 33 23 25 16 64 17 

专科护理方向 院校数（所） 

老年护理 38 

急危重症护理 20 

慢病管理 16 

危重症护理 15 

肿瘤护理、儿科护理 11 

重症护理、妇产科护理 8 

心血管护理 7 

骨科护理、妇幼保健 6 

精神卫生、伤口造口 5 

临终关怀/安宁疗护/善终护理、围手术期护理、疼痛护理、麻醉护理、康

复护理、脑卒中护理 
4 

急诊急救、创伤救护、延续护理、助产、神经护理、静脉治疗、手术室护

理 
3 

压疮管理、家庭护理、血液净化、口腔护理、传染病护理、胸外科护理 2 

老年神经护理、胸外科围手术期护理、五官科护理、中医康复、老年康复、

养生康复、乳腺护理、成人护理、泌尿外科护理、关节病中西医结合护理、

中医妇科疾病护理、中医脑病、中西医结合骨病、症状管理、灾害救护、

糖尿病护理、肾病护理、口腔颌面外科护理、营养支持、长期护理、眼科

护理、运动护理、新生儿护理、生殖护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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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结果发现，我国招收护理专硕的院校不断增加，这可能与国家对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的重视有关。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曾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这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研究生教育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8]
。我

国自 2011 年开始招收 MNS 研究生以来，护理专业学位授权点不断增多，评估不断完善，对

MNS 研究生培养给予高度重视
[9]
。但调查结果表明护理专硕招生院校地区分布不均衡，可能

与地区经济、政策相关，也可能与院校护理发展水平以及生源有关，国家教育机构需积极采

取措施，鼓励院校分布较少的地区发展护理硕士教育，促进各地区间对护理硕士的教育进行

交流协作，以保持我国护理硕士教育的均衡性，推动我国护理学科平衡发展。 

（二）专业培养方向设置 

1. 培养方向设置多样化且更为细化  

各护理院校专业培养方向设置与以往相比更为广泛，新增延续护理、脑卒中护理、护理

伦理、移动医疗护理等。有研究
[10]

表明，专业培养方向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本专业当

前研究热点。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患者生存质量逐渐受到重视，这使得慢性病的护理、延

续护理成为护理研究的热点之一
[11]

。而移动互联数据的发展，也促进了移动医疗与护理的发

展
[12]

。培养方向设置逐渐细化，如中医护理细化为中医脑病、中医骨病、中医妇科疾病护理

等，康复护理细化为中医康复、老年康复、养生康复等方向，这符合国务院设置 MNS的初衷，

即培养一批高层次、应用型、专科型的临床护理人才。 

2. 培养方向设置符合国家政策导向，顺应学科发展趋势 

2019 年 MNS 培养方向设置数目居前五位的是老年、急危重症、慢病管理、肿瘤、儿科，

部分院校开始设置延续护理、长期护理以及症状管理等专科方向，这可能与当前护理研究热

点有关
[10]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老年护理、

慢病管理、康复促进、安宁疗护等服务，此外，要选择部分临床急需、相对成熟的专科护理

领域，逐步发展专科护士队伍，培养专科护理人才
[13]

。而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按照“三阶

梯培养模式”，将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相互衔接进行人才培养是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的有效途径
[14]

。此外，MNS 研究生与专科护士同为高层次护理人才，二者在培养目标、

培养内容等方面存在共同性，我国学者们也在对护理专硕与专科护士的并轨培养进行不断探

索，马梦柯
[15]

的研究对护理专硕与专科护士并轨培养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并制定出具体培

养方案。各院校设置 MNS研究生培养方向时可借鉴专科护士培训领域的设置，将 MNS研究生

的培养与专科护士进行衔接，加快我国专科护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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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信息护理、人文护理、延续护理方向的设置需进一步加强 

中医护理、社区护理等方向的院校设置数目逐年增多，这可能与《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

划（2016-2020）》中指出要推进老年护理与中医护理发展有关。有研究
[16]

表明护理专业培养

方向的设置一定程度可促进护理事业的发展。《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还提

出要加快护理信息建设与社区护理的发展，积极开展延续护理。建议 MNS研究生培养方向的

设置中可加强信息化护理、延续护理以及人文护理的设置，以加快实现“十三五”护理事业

发展规划，促进我国护理学科的发展。 

4.专科培养方向的设置需进一步规范与统一 

我国各院校专科护理方向设置虽覆盖多个领域，但专科方向命名笼统，如临床护理技能

训练、内科护理、外科护理等，使得护理专硕培养目标不够明确。此外，同一研究领域有着

多个不同的命名，如临终关怀、安宁疗护、善终护理等，有待进一步规范与统一。美国的培

养方向设置则比较规范，主要针对不同的人群或不同的临床工作环境
[17]

，这与我国学者对于

护理二级学科建设划分依据的建议是一致的
[18-19]

。我国 MNS研究生培养方向的设置更贴近以

临床工作环境为依据，这种方式也被大多数护理专家所接受，且更适合于护理硕士教育
[20]

。

建议在借鉴美国培养方向设置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规范护理 MNS研究生培养方向的设

置，加快护理二级学科建设。 

四、小结 

自 2011 年国务院批准设立 MNS 以来，我国 MNS 研究生教育不断发展，其培养方向的设

置也逐步多样化及细化，与国际护理教育的差距逐渐缩短，但仍存在培养方向命名不规范等

问题。护理学作为一级学科，其 MNS研究生培养方向的命名与设置可借鉴临床医学，即参照

二级学科目录进行命名与设置。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护理二级学科建设，规范 MNS研

究生培养方向的设置，加快我国护理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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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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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目前国内外关于护理学研究生培养模式

的相关内容，对入学条件及学术类型、培养目标、理论课

程设置、实践能力培养、科研能力培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

综述，旨在为护理学研究生培养提供理论性参考依据，以

不断对培养模式进行改善。 

【关键字】护理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文献综述 

 

牛雅斌，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硕

士研究生在读，方向护理管理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nursing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urren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levant contents about 

nursing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 the entrance requirements, train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theory, practical ability train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training, summarized the content of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basis for nursing graduate education, to constantly improve 

the training mode. 

Key words：nursing; Graduate students; Training mode; Literature review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及护理领域的不断扩大，对于护理人员的要求不断提高，需要承担

的更多、更复杂的角色。我国护理学教育起步晚，基础薄弱。护理研究生教育自 1992 年开

始，但直到 2011年，护理学才正式成为医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护理研究生教育，做为护理

学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促进护理学各学科的发展、培养高层次护理人员等具有重要意义

[1]。但是，相比较医学其他学科及国外护理研究生教育的现状，我国护理学研究生的教育在

各方面依旧需要进一步规范与完善。作为应用性较强的学科，护理研究生不仅需要在学术方

面有进一步提升，临床实践能力与科研能力等也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适应医学

快速发展的需求[2]。本文就护理研究生教育的相关内容进行综述，重点在于总结国内外相

关研究现状，为改善护理研究生教育模式提供可靠依据，以不断提升护理研究生水平，适应

社会需求。 

一、入学条件及学术类型 

（一）国外护理学研究生入学条件及学术类型 

美国要求硕士研究生不低于一年的临床实践时间，培养方式以专业型为主，一些学校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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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既往社区、志愿者服务等方面作出评价。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等过研究生教育可分为

研究型和课程型。英国要求 2-3年工作经历。澳大利亚要求至少 5年注册护士全日制工作经

验，其中至少三年是所申请专科实践领域，一年在相关领域的高级实践水平。爱尔兰研究型

研究生教育申报前必须完成详尽的科研计划，具有一定的科研基础，参加学校多轮笔试；课

程型则要求践为主可细分为 3种不同阶段的学位：文凭教育、护理学硕士教育、临床护理专

家硕士教育[3]，前两者要求本科学位或同等学力和职业资格，后者同时要求 1 年以上工作

经验，全日制学生及在职人员均可根据自身情况报名任意课程，顺利毕业后，仅颁发学位证

书而无学历证明。泰国为自主招生，无全国统一考试，对国外学生要求雅思 5.5 分、托福 500

分以上[4]。可见，不同国家对于护理研究生入学具有不同的入学条件。 

（二）国内护理学研究生入学条件及学术类型 

目前，我国护理研究生报考人数及招生人数逐年增加，但对于临床经验尚未提出相关要

求。除推免生外，研究生入学为全国统一考试，条件为本科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考试科目为

英语、政治、护理综合 3门；护理综合由各院校根据考试大纲自主命题，主要包含护理学基

础、内科护理、外科护理等。笔试通过后再参加各校自己组织的面试，一般还需要进行护理

研究、护理管理、健康评估等课程的笔试，部分院校还进行护理操作技能考核[5]。护理研究

生分为学术型与专业型，一般学制为 3 年，其中对于临床实践的时间专业型要求不少于 18

个月。 

而对于推免生，教育部规定其不得超过本单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 50%，但研究发现，

一些院校招收比例已远远超过标准，甚至有学校只招收推免生[6]。原因可能为，推免生是经

过高校严格选拔的，综合素质相对较高。由于学术型硕士仍为研究生报考首选，所以推免生

在名额上多为学术型硕士，但其公平性受到考生质疑。 

二、培养目标 

国外对于护理研究生的培养注重于临床需求的一致性，与他人良好合作，发挥强大领导

力。目标为实现科研、领导、创新能力的全面提高[7]，旨在培养具有各专科临床护理实践专

长的高级实践护士及护士指导者，成为护理专家、担任临床护理指导、保证和监督临床护理

质量、评价护理措施、担任护理学教师等[8]。 

而我国对于护理研究生只规定了培养目标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各院校对于具体的培养目

标并未统一。但多数学者认为要学习先进国家的目标和理念，凸显护理特色[9]。对于研究生

的培养目标要清晰，学术型研究生对于科研能力与领导能力有较高要求；专业型研究生注重

与高级实践护士培养相结合，真正做到以需求为导向。强调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道德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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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培养，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护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10]。然而，目前的教育中，课程的实用性不突出，对于能力提升的评

价效果不明确，目标仍有待具体细化，加强可操作性。 

三、理论课程设置 

美国将课程分为 3 个板块，研究生核心课程：护理和卫生保健战略、护理实践研究等；

高级实践护理核心课程：生理学、健康评估等；专科课程：药理学、成人急症护理等[8]。与

学生学业紧密结合，充分考虑临床需求及就业能力的提升。爱尔兰课程设有 2 大类: 护理

理学学士课程、临床护理专家硕士课程，包含数十种 2 级学科，特色鲜明，层次明确。英国

的课程框架为核心课程、 选修课程和论文。澳大利亚分为核心课程 选修课程和顶峰体验，

特色鲜明的顶峰体验包含 2 个各 150h 的临床实践，使学生可以将学习的收获与实践体验结

合起来，形成未来探索和职业发展的基础。由此看出，国外课程安排，充分考虑专业能力与

临床实践的结合，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我国对于护理研究生培养大多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及选修课，不同专业方向并

未体现出差异性。公共必修课包括对于思想品德、英语的提升，专业课在于护理专业理论知

识的学习，选修课包含护理心理、社区护理等内容[11]。但是，课程缺乏统一标准，不同学

校、不同类型研究生的评价体系未统一，就要求各院校明确不同方向研究生培养目标以及体

现出教育方式的差异性，以符合临床特色。 

四、科研能力培养 

不同于国外侧重于临床技能的培养，目前对于科研能力的培养、管理能力的培养是国内

研究生教育更注重的一方面[12]。科研培训是提高科研能力的基础教育，有利于提升研究生

对于科研的认识及实践能力，对素质的提升有重要作用[13]。在研究生培养中，应对科研课

程有详细的规划，将其贯穿于研究生学习的整个过程中，并对其科学性有一个较高的把握，

引导研究生尽早对科研有正确的理解，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对于人才的培养、学科的发展

起到促进作用。 

五、实践能力培养 

国外对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极为重视，美国在护理教育初期便成立专门的评估机构对硕士

研究生教育进行评估，提出实践能力是必备的核心能力之一。学生在实践课程中需安排不少

于 500 h 的临床实习，集中于医疗救援训练情境对话训练，以尽可能地应用临床数据来创建

模拟的临床情境，强调与临床情境直接联系[14]。爱尔兰对于护理研究生研究方向细化为 20

余种，除少数课程外，充分体现专科特性，在研究生第二年仅参加专科临床实践，但其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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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大学进行结盟，保障地域内学科的多样性。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将临床护理实践能力

考核规范化体系化，采用国际公认的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考察内容包括学生的归纳

总结能力、清晰阐述能力、创新思维及逻辑思维能力、书写实习报告能力和多维度评价能力

[15]。可见，国外极注重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理论与实践时间近乎 1:1。 

而我国重视科研、教学方面研究生的培养，护理硕士研究生多为应届本科生且缺乏临床

经验，护理教育者要加大对其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力度，增强临床实习阶段的设计与组织

[16]。可将临床实习内容设置为系列课程内容，层次逐步深入，要明确临床带教老师的资格，

充分发挥研究生导师、临床专科护士及护理教师的作用，实现实践思维与能力从模仿到内化

的过程，提高护理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临床决策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护理评估等能力，

使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参与专科护理实践，具备专科护士的资格。 

六、考核评价体系 

国内外考核评价存在相似之处。日本实行 2年制研究生教育，每学期取得相应学分，最

终通过课题情况、论文撰写、出勤率的综合进行评价，决定是否具备毕业资格。美国大学以

口试或笔试进行考核，在研究生最后一个学期进行。考查学生是否将已学习的知识运用到护

理临床实践解决护理问题，综合能力是否达到标准，是否适应所选专业领域的角色，如果没

能通过综合考试，则需申请下一次补考。美国护理学硕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 3 种方式:选择

综合考试替代硕士论文；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综合考试+学位论文[17]，学生可以根据学校的

不同要求和各学科自身的特点来选择。论文必须得到研究生院和论文指导委员会的认可，不

需正式答辩。 英国通过综合评定每个科目的小论文、演讲和研究报告进行考核，最后举行毕

业答辩。 

国内尚未形成专门的护理硕士专业学位评价质量标准，对于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评价

标准尚未分开细化，各高校基本采用学分制，加上学位论文、毕业答辩通过方可毕业，未通

过则延期毕业或终止。目前以学术学位考核标准对专业学位进行考核，这样不利于专业学位

人才培养的质量保证，还会使其对于学位的理解产生误区[18]。应将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的

考核评价区分开来，构建适应专业型学位人才培养的课程及论文考核标准，注重实践能力的

考核，采取多样性的考核方式，如情景模拟、案例报告、临床护理体验等，突出临床实践的

应用性与重要性，而不是一概而论，泛泛的对于两种类型研究生进行考核。 

七、 教师队伍要求 

导师是培养体系的核心因素及根本保证[19]。国外研究生导师多实行集体负责制，开始

的一年或半年不指定导师及研究方向，只上基础课，1 名教授担任“研究生顾问”，对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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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导师选择提供建议，之后 1年通过双向选择，研究生可以确定导师顾问和其他 3-4名教师

组成硕士学位指导委员会，负责对研究生指导，直到研究生顺利毕业[20]。所有导师要求具

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历，临床导师必须是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人员。英国的师资构成与美国

相似，韩国的导师要求不仅需要博士学位，还需要具备临床护理专家资格。 

国外研究生导师多采用团队制，这样有利于促进研究生科研理论水平与临床实践能力全

面发展。当前国内研究生教育普遍实行单一导师负责制，一名导师指导一名或多名研究生。

但是对于导师的临床经验、学历、考核标准等并未进行统一要求，某些老师长期脱离临床，

教学缺乏实际应用性。因此，可以采取联合的方式对研究生进行培养，聘请有经验的专家和

护理教师共同培养，指导研究生同时从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双向提升，吸纳专科护士加入导

师组，发挥专科护士的临床引领示范作用。护理研究生培养模式可与专科护士培养并轨发展，

并针对研究生薄弱环节重点突破，实现应用型人才的输出[21]。同时加强国内外交流，聘请

国外知名专家传授新理念、方法、技术等，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国内外发展现状。并在国内

逐步建立护理学研究生导师遴选模式，对其进行规范化、科学化，逐步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发

展。 

八、小结 

近年来，护理学研究生的教育发展迅速，培养出一大批社会及学科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人才要求的不断提高，如何规范化培养、保证人才质量成为重

中之重。结合国内外文献不难看出，我国护理学研究生教育依旧处于亟待发展的阶段，从科

学分配招生名额、研究方向的细化、课程设置的标准化、体现实践能力提升的重要性、评价

体系的构建等，都是需要进一步发展的方面。需要不断对护理研究生教育各方面进行细化，

培养符合社会及临床需求的高素质护理人才，促进护理学得到全方位的发展、护理教育更加

体现专业特色。可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科学的教育经验，逐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护理学研

究生培养模式，为推动学科发展做出贡献，为社会培养符合需求的高水平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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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回顾我国公共卫生学位制度的发展情

况，聚焦培养目标、指导方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学

位论文及质量评价等六个方面对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

业学位的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比较。作为全国医学专业学

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公共卫生专业召集人单位，牵头制订不

同时期公共卫生专业学位培养指导性方案，形成了公共卫

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分类培养方案，并基于就业情况的

差异分析，提出大健康背景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发展战

略。 

【关键词】公共卫生；科学学位；专业学位；比较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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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academically-focused and professionally-oriented training 

in public health  

Abstract：With a review of their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compares 

academically-focused and professionally-oriented graduate programs of public health in China in 

six aspects: education goals, forms of instruction, course learning, practical teaching, degree 

dissertations and quality assessment. As the convener of the public health profession of the National 

Medical Degree Education Steering Committee, it took the lead in formulating guiding plan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ublic health degrees in different period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different training plan was formed for academically-focused and professionally-oriented 



2019 年全国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304 - 

training in public health and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health was proposed.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academic degree; professional degree; comparative study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随着疾病谱、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医学

模式已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环境-社会-心理-工程-生物模式，我国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

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应对复杂健康问题，需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

卫生人才的培养要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详细列举了公共卫生的重要任务，健康中国建设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水平、能力、质量及其承

载的服务模式和期盼与日俱增，对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1]。 

面向健康中国战略对公共卫生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应差异

化定位、分类培养，不仅培养能够围绕国家重大需求，针对健康的多维影响因素，开展研究

的科研型人才，也要培养能够胜任疾病预防控制、健康促进等公共卫生常规工作和突发事件

处理的应用型人才[2]。本文在回顾我国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的

基础上，以研究生培养模式为切入点，聚焦培养目标、指导方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学

位论文及质量评价等六个方面对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的差异进行了深入的比较。作

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公共卫生专业召集人单位，牵头制订不同时期公共卫生

专业学位培养指导性方案，形成了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分类培养方案，并基于就业

情况的差异分析，提出大健康背景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发展战略，为做好公共卫生科学学

位和专业学位的差异化培养满足健康中国建设的新要求提供参考。 

一、 我国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公共卫生教育启蒙于 20 世纪初。1950年，我国提出“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

卫生部在部分高等医学院校设置了公共卫生专业，1954 年卫生部召开全国高等医学教育会

议，确定公共卫生专业学制为 5 年，从 1955年起执行。1977 年后多所医学院校增设本科卫

生专业，培养公共卫生高级专门人才，1988年全国将本科“卫生专业”改称“预防医学”专

业[3]。1998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仍在医学门类下设置预防医学本科专业。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实施，按医学门类授予学位，分设学士、硕士、

博士三级学位。同年，公共卫生教育开始培养医学或理学科学学位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

生，以培养公共卫生学家为目标，重在科学研究能力，学术研究水平。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发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医学门类下设置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一级学科下设置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卫生毒理学和军事预防学 6个二级学科。2001

年，北京大学开始招收 7年制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毕业授予医学硕士科学学位。2011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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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发布《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仍在医学门类下设置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一级学科[3]。  

为不断完善和改进我国医学学位制度，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需要的高素质、高层次公共卫生应用型专门人才。200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

《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试行办法》，设置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Public 

Health，MPH），招收公共卫生及相关工作的在职人员攻读学位。2002年，教育部批准北京

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旦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四

川大学等 22所院校开展 MPH研究生教育试点工作，在职修读，单独组织统一入学考试，单

独划线录取。2003年，获批准的培养单位开始招收 MPH。2010年，教育部启动 MPH专业学

位教育改革，由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在全国率先招收全日制 MPH，但仍然

保留原招生形式的非全日制 MPH的招录与培养模式。2017年起，研究生招生将原招生形式

的非全日制 MPH的招录全部纳入与全日制 MPH全国招生同步进行，统一划定录取分数线
[4]
。 

二、 我国公共卫生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分析 

聚焦培养目标、指导方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学位论文及质量评价[5]等六个方面对

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行了深入比较分析（表 1）。 

由表 1可知，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上各有侧重，科学学位

研究生以培养具有较高科学研究能力的研究人员为目标，指导方式多采用“学徒式”，课程

设置上注重前沿理论和交叉学科知识，质量评价多关注学术能力，学位论文也突出学术性和

创新性。专业学位研究生则以培养具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指导方式多

采用“学徒式”，课程设置上注重应用知识和应用技能，突出实践环节，质量评价以实践能

力和学术能力并重，但学术能力要求较科学学位低。 

表 1我国公共卫生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 

基本内容 科学学位 专业学位 

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基础理论或应用基础理论

研究人员为目标，重在科学研究能

力，学术研究水平。 

以培养专业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重在知

识技术应用能力，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

实际问题水平 

指导方式 “学徒式”指导方式，注重导师与

学生在科研实践中的互动，强调在

科研过程中实现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与造就，保证研究生教育的高质量

与高学术水准。 

“协作式”指导方式，有利于提高学生

的实践技能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能

更充分地发挥高校和其他机构（企业、

医院等）协同育人作用 

课程设置 偏重于对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

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相

关交叉学科知识的熟悉和前沿理论

知识的了解。在课程理念上，基于国

内需要、国际认同和学科前沿的原

偏重于掌握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应

用方面的基础和专业知识，熟悉评估健

康危害风险、分析健康影响因素和研制

健康干预方案的基本知识和应用技能。

在课程理念上，注重拓宽理论；课程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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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充分吸收与健康相关的最新理

论、方法和理念；在课程设置上，包

括学位基础课、学位专业课、专业选

修课和跨一级学科；在课程特色上，

主要体现多学科合作教学、全英语

授课和全球化教学。 

置上，注重区别科学学位的应用型学位

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的设计；在授课形

式上，强化服务实践，注重建设和使用

网络资源以服务在分布广泛的实践基地

实习同学的学习需求。 

实践教学 培养方案中对实践环节没有具体的

要求，但在培养过程中通过鼓励研

究生参与科研项目、暑期学校、学术

会议等实践环节拓展研究生的视

野，锻炼学术表达能力，提升学术研

究能力。 

 

培养方案中对实践环节的基地、时间、

内容和导师均有明确的要求。通过在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医疗机构及其他健康

机构等多元实践基地从事现场调查、慢

病监测、健康教育等以锻炼实践能力，

提升解决公共卫生实际问题的胜任力。 

学位论文 选题一般是导师科研基金项目的子

课题，是对本学科领域新知识、新理

论或新技术的实验研究，要求做出

具有理论学术价值的创新性成果。

论文质量标准体现为学术性和创新

性。 

选题突出应用性，没有应用性，只是理

论探讨或机理研究就不能称其为专业学

位论文。因此论文可以是专题研究论文、

或是质量较高的公共卫生现场调查报

告，也可以是科学合理的卫生政策分析

报告或典型案例分析。 

质量评价 考核内容聚焦学术能力。考核方式

一般采用中期考核、答辩等方式。要

求论文所解决的学术问题具有一定

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创新性。 

考核内容包括实践能力和学术能力。考

核方式一般包括报告和答辩等。实践能

力的考核主要通过报告的形式，考核研

究生是否具有较强的现场调查、慢性病

监测和健康教育等分析和处理公共卫生

实际问题的能力。学术能力的要求则较

科学学位低。 

三、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就业情况的比较分析 

作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公共卫生专业召集人单位，复旦大学牵头完成了

不同时期我国“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指导性培养方案”，且均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单位。

2010年，教育部启动 MPH专业学位教育改革，由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全国率先招收全日制

MPH，牵头完成全日制 MPH指导性培养方案的制订，并应用于全日制 MPH的人才培养。 

复旦大学在全日制 MPH 的培养上通过系列举措注重区别科学学位的培养方案：修订 MPH

培养方案适应国情变化，聚焦岗位胜任力建设系列课程，打造多元实践基地注重实践环节锻

炼和服务健康实际需求保障论文应用导向[6]。 

2010年以来，复旦大学已连续招收了 9届全日制 MPH，并有 6届完成了研究生阶段的学

习。将全日制 MPH与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情况进行比较，以了解不同培养模式的育人

成效。以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3届~2018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共有 251位

全日制科学学位硕士和 166 位全日制 MPH，且全日制 MPH 的招生在公共卫生硕士研究生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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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呈现出上升趋势。 

表 2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3届~2018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分布情况（n，%） 

届别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科学学位 45（64.29） 51（68.92） 43（65.15） 39（55.71） 44（57.14） 29（48.33） 

专业学位 25（35.71） 23（31.08） 23（34.85） 31（44.29） 33（42.86） 31（51.67） 

根据就业单位的所属性质，将就业方向分为公务员、企业、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深造和

其他，2013届~2018 届全日制研究生的就业情况如表 3。由表 3 可知，公共卫生全日制科学

学位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就业的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现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更倾向选择去医疗卫生类事业单位就业，而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更倾向去企业和进一步求学

深造，且深造的比例整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进一步分析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就业选择上的差异性，这与二者的人才培养模

式存在紧密关联。科学学位硕士选择就业于研发和咨询等企业，这些单位需要均有一定的科

研能力，这与科学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定位高度一致。此外，科研能力的提升需要较长时

间的积累，因此越来越多的硕士研究生也倾向选择继续深造，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

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注重实践环节和应用能力的提升，通过半年以上在各类

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研究所、卫生监督局）的实习，通过听

取介绍、实地见习、与从业人员的深度交流沟通，加深了对公共卫生相关医疗卫生事业单位

的基本情况、工作内容、运行机制等了解，加之工作单位的专业匹配性和岗位胜任力，促使

他们在择业时的选择倾向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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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3届~2018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就业情况（n，%） 

年份 
公务员 企业 医疗卫生类事业单位 深造 其他 

科硕 专硕 科硕 专硕 科硕 专硕 科硕 专硕 科硕 专硕 

2013 2（4.44） 3（12.00） 7（15.56） 1（4.00） 33（73.33） 19（76.00） 2（4.44） 2（8.00） 1（2.22） 0（0.00） 

2014 5（9.80） 0（0.00） 13（25.49） 3（13.04） 32（64.71） 19（82.61） 1（1.96） 1（4.35） 0（0.00） 0（0.00） 

2015 1（2.33） 2（8.70） 13（30.23） 6（26.09） 26（60.47） 14（60.87） 2（4.65） 1（4.35） 1（2.33） 0（0.00） 

2016 3（7.69） 0（0.00） 10（25.64） 5（16.13） 21（53.85） 24（77.42） 3（7.69） 2（6.45） 2（5.41） 0（0.00） 

2017 2（4.55） 4（12.12） 7（15.91） 5（15.15） 28（63.64） 23（69.70） 5（11.36） 1（3.03） 2（4.55） 0（0.00） 

2018 2（6.90） 2（6.45） 8（27.59） 4（12.90） 14（48.28） 24（77.42） 5（17.24） 1（3.23） 0（0.00） 0（0.00） 

合计 15（5.98） 11（6.63） 58（23.11） 24（14.46） 154（61.35） 123（74.10） 18（7.17） 8（4.82） 6（1.5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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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的若干思考 

当前，健康中国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中国建设对公共卫生服务的水平、能力、

质量及其承载的服务模式和期盼与日剧增，对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

要求。根据健康中国建设对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应当以

健康为中心，既需要具有多学科知识、国际化视野的高水平研究人员，也需要实践技能过硬，

能够解决公共卫生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然而，现阶段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上存在着“趋同”的现象，

培养方案同质化的情况，因此公共卫生的研究生教育应当进一步优化，实现分类培养：科学

学位以培养科研型人才为目标，以博士研究生为主，硕士研究生为辅，并逐渐长学制转变（即

直博生或硕博连读研究生）；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 MPH 为主，辅以

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DrPH）[8]。 

科学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注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设计、跨学科导师团队的协同指导、

国际化视野的拓展等方面以培养研究生具有多学科知识和掌握学科前沿动态，富有创新意识

和解决复杂健康问题的科研能力。科学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需要一流的学科平台、一流的多学

科导师队伍并依托多学科的学位课程和解决前沿问题的国际化项目。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注重校内外导师的双重配置，公卫相关单位的实践锻炼，以解

决公卫实际问题导向的学位论文研究等以培养具有较强实践技能，能够处理公共卫生常见问

题和突发事件的应用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需要一流的实践平台、一流的校内外导师

队伍并依托聚焦岗位胜任力的系列课程和解决重大任务的学位论文课题。 

综上，本文在回顾我国公共卫生学位制度的发展情况的基础上，聚焦培养目标、指导方

式、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学位论文及质量评价等六个方面进行了培养模式的比较分析。作

为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公共卫生专业召集人单位，牵头制订不同时期公共卫生

专业学位培养指导性方案，形成了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分类培养方案，并基于就业

情况的差异分析，提出了公共卫生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研究生要差异化培养。科学学位研究

生要借助一流的学科平台、一流的多学科导师队伍并依托多学科的学位课程和解决前沿问题

的国际化项目提升科研创新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依托一流的实践平台、一流的校内外导师

队伍、聚焦岗位胜任力的系列课程和解决重大任务的学位论文课题提升实践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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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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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儿童口腔的

健康受到越来越多家长的重视，人们对儿童口腔专科医生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围绕如何培养出合格的儿童口腔医学

专业硕士研究生这一问题，本文分析和总结以往对儿童口

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不足，通过建立入科教

育和入科前考核制度、系统理论知识的培训、制定阶段性

临床培养方案、完善出科考核制度、建立全面评价体系等

方面进行探索。为全社会培养更多合格的儿童口腔科医师

起到参考作用。 

【关键词】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戴丽娜，2011年 7月毕业于四川

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硕士学历，

2011.7-至今重庆医科大学口腔

医学院教务部工作，职称：讲师；

从事与儿童口腔医学相关的临

床、教学、科研工作。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Clinical Cultivation Model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with Master Degree in Stomatology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more and more 

parents pay attention to children's oral medicine, hence ,more and more children's oral medicine 

doctors are in need. This article is around how to cultivate qualified  graduate student of Pediatric 

Dentistry ,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vision before the examin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developing regular training programs, improving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raining, perfecting the given 

appraisal system and evaluation system, etc. We will strive to train more qualified pediatric dentists 

for primary and local hospitals to promote the oral health management of children in China. 

Keywords: Pediatric dentistry;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cultivation 

儿童口腔医学虽然在我国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但以往一直被看作口腔内科的一个

分支，因此在众多的口腔医学分支学科中，儿童口腔医学仍然是一门“年轻”学科。这直接

导致该门学科在全国各地院校中发展水平受限制，并且很不均衡：一方面，儿童口腔专科医

生只集中在各大院校，基层医院和相对偏远的地区普遍缺乏儿童口腔专科医生[1]；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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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据第四次全国流行病调查结果显示：3 岁、4 岁、5 岁年龄组的乳牙患龋率分别为 50.8%、

63.6%、71.9%，乳牙龋均（dmft 均数）分别为 2.28、3.40、4.24，但我国儿童口腔科专科

医生不足 5000人[2]。近年来，随着“二胎”时代的到来，年轻的父母对儿童健康和疾病的

防治的认识也逐渐提高，同时也需要更多合格的儿童口腔科专科医生，这些是我国儿童口腔

医学面临的重要挑战。 

口腔医学生在本科阶段的虽然也在儿童口腔科实习，但由于受到轮转时间较短和不能对

知识系统化理解等方面的限制，毕业后很难独立从事儿童口腔临床工作，因此为满足全社会

对儿童口腔医学专科医生的要求，就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对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培养模式。随着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学组（1988 年）及儿童口腔专业委员会（1997 年）的成

立,标志着儿童口腔医学作为口腔医学领域内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得到认可，这是推动我国

儿童口腔医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3]。2012 年教育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决定实行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项目，这标志着儿童口腔

医学的硕士研究生也正式纳入的“并轨”专硕的行列[4]。如何在 9 个月左右的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共 33个月）的时间内，培养专硕熟练应用临床操作技能的同时，还能掌握青少年

口腔颌面部生长发育及疾病的早期防治，掌握儿童口腔科特有的医患沟通技巧和儿童口腔健

康管理，是各大院校专硕培养需要积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笔者对 2014-2019 年于重庆医科

大学口腔医学院儿童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专硕”）的培养实践加以思

考和总结，以期进一步探索儿童口腔医学专硕培养模式。 

一、入科培训及入科考核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学研究生招生规模整体扩大，儿童口腔医学硕士研究生数量也不断

增加，但是扩招的背后存在一些隐性的问题：硕士招生是面向全国的，受生活环境不同、教

育条件不同、学生自身素质不同所限，儿童口腔科硕士研究生的入学水平也参差不齐，因此

正式进入培养计划之前，应该对每一位同学的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进行摸底，以

便在以后的培养阶段给予因材施教的针对性培养。 

（一）入科培训 

儿童口腔科的独特性是其诊疗并非仅限于医患之间，而是建立医护人员-监护人-患儿三

者稳定而相互信任的三角关系基础上的[5]，因此在强调临床技能和治疗原则的同时，更要

重视沟通的重要性。在儿童口腔科的轮转期间需要掌握的技能包括：乳牙和年轻恒牙的龋病、

牙髓病、根尖周病的诊疗和规范；龋的风险评估；金属预成冠及前牙透明冠的适应证、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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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及操作规范；儿童各型牙外伤的诊断和临床处置原则；多生牙拔除的适应证；儿童牙周、

粘膜疾病的诊疗原则；儿童咬合诱导理念及方法；早期矫治的应用范围及方法；适当了解儿

童无痛麻醉治疗技术的应用。为更正专硕们在以往的实习中可能养成的不良习惯及加强医生

的职业素质的培养，我们在了解研究生同学个性和能力的前提下，入科时由科主任和经验丰

富的带教老师进行思政教育，要求在科室轮转期间要端正行医态度、树立服务意识、培养医

德医风。 

（二）入科理论考试 

根据口腔医学本科期间理论课程的难度进行，主要测试专硕对本专业的理论知识的掌握

试卷由 80%的低难度知识和 20%的中难度题组成。 

（三）入科临床技能考核 

由病历书写和操作考核（见附表 1、2）组成，其中病历书写占 20分，操作考核占 80分， 

两项均由科室高年资带教老师或老专家打分完成，根据考试的操作水平进行今后操作能

力合理分配，何时进入何种操作能力培训应该做到心中有数，统筹安排。 

 
表 1                            表 2 

二、理论知识学习 

由于儿童口腔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口腔医学的各学科均有交叉，尤其是口腔正

畸学。利用我院资源为研究生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培养优秀的儿童口腔专科医师是我们

的努力目标。首先我院安排骨干教师以大课的形式，在研一下半学期开设口腔医学专业核心

课《口腔医学的研究及进展》，同时开设专业基础课《牙合学》，专业选修课《儿童口腔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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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口腔正畸学》。通过这些课程进行系统的儿童口腔医学及口腔正畸学理论培训，纠

正过往学习中错误的认识、扩大知识面，掌握前沿新理论。而后通过在我院口腔医学实验教

学中心开设《口腔医学临床技能》课程，通过观摩、人头模型示教、虚拟仿真操作培训研究

生正规操作规范及临床技能。此外，鼓励并组织研究生参加由本院或外院各领域专家就儿童

口腔医学的新技术、新理念方面的讲座，提高研究生对专业领域的认识。 

三、临床培养方案 

（一）教学内容 

门诊病历书写；儿童口腔科各项临床技能培训；四手操作；无菌观念，儿童口腔健康管理。 

（二）螺旋式上升的教学目标 

一级教学目标：掌握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行为、心理特点；病史采集、口腔检查、病历书

写；掌握乳牙和年轻恒牙的龋病、牙髓病、根尖周病的治疗方法；乳牙拔除术的适应症和操

作；熟悉各类间隙维持器的适应症；了解龋风险评估的概念及意义。 

二级教学目标：掌握儿童行为管理、儿童牙齿异常发育的治疗原则、儿童各型牙外伤的

诊断和临床处置原则；熟练乳牙金属预成冠及前牙透明冠的操作；了解儿童牙科无痛麻醉治

疗技术。 

三级教学目标：掌握各阶段儿童生长发育特点、咬合诱导和早期矫治的临床意义和基本

方法；儿童牙周、粘膜疾病的诊治；熟悉特殊儿童的口腔护理。 

（三）个性化的培养计划 

根据入科考核的成绩，因人施教，由带教老师和研究生讨论，针对其薄弱环节开展每月两

次的小讲座及每月一次的疑难病例讨论，在以后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时间上中有所侧重。带教

老师应多采用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的教学方法，在重视病例分析的同时，对每一位研究

生完成的病例进行点评，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四、出科考核制度 

专硕实习结束，进行出科考核，应有科室的教学督导小组进行考核，制定以综合素质为基

础，专业技术为中心，理论考试和操作考试相结合的形成性评价（表 3、4）。并请研究生选

择以轮转期间最具代表性的病例做成 PPT在科室汇报，培养研究生的独立思考和语言表达能

力，鼓励研究生相互之间及与老师之间的沟通，由科室全体教师点评，采取启发式、讨论式

的方法，帮助同学树立自信心，以期取得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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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表 4 

五、评价考核体系 

在完成轮转培训计划后，出科专硕需匿名对所轮转的科室（表 5）及带教老师进行评分

（表 6），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加强研究生同学互动参与意识的同时，儿童口腔医学专业

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仍是需要不断改进和创新的，我们的工作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 

 
表 5                              表 6 

六、总结 

以往,由于儿童口腔科专科医生数量不足，基层医院和地方医院的儿童口腔科医生多由

口腔内科或口腔全科医生转变而来，缺乏儿童口腔医学的专业知识，导致非专业医生在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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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口腔疾病时存在一定的弊端[6]。但我国儿童口腔医学面对的现状是随着学科的发展及

各大院校的扩招，儿童口腔医学专业硕士的培养水平参差不齐[7]，如何通过制定严谨的个

性化教学方案、设置合理的教学内容、规范化临床诊治和操作技术培训，优化儿童口腔医学

专硕的培养模式是目前儿童口腔医学面临的重要问题。虽然我院对专硕的培养模式有助于儿

童口腔科医生全面成长，但仍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比如：信息化管理系统的不足影响了

带教工作效率，直接导致病例统计延迟，也无法将学生的意见快速的反馈到学院的管理部门；

另外，我院已经开始实行医生实名制挂号一年余，由于儿童口腔科的特殊性，家长不放心将

孩子交给年轻的研究生处理，因此减少了研究生的临床动手操作机会。以后的工作中，我院

会采用客观、科学、多样化的考核体系，加强学员的主动性、探索性、形成预防大于治疗的

理念，加强信息化进程，克服工作中的难题，以求培养更多合格的儿童口腔科专科医生，更

好的推动儿童口腔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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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改革 

临床医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三三制” 

课程体系培养模式研究 

曹利美 张培莉* 

030001，太原，山西医科大学 

通讯作者 张培莉，sxfhcm9919@163.com，0351-4135201 

【摘要】目的：本研究旨在按照“三三制”原则，结

合临床医学学科特点和学校具体实际，构建出适用于我校

临床医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学位课程体系。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以我校在读的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为访谈对象，收集课程设置方面的意见，应用文献分

析法分析各高校课程设置情况，结合我校现状，按照“三

三制”原则进行了课程归类、更新和碎片化。结果：按照

“三三制”原则，构建出了临床医学学术型“三三制”课

程体系，并将新的课程运用于我校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培

养，授课效果良好。结论：本研究采用“三三制”原则构

建“平台+阶梯+模块”的临床医学硕士生的学位课程体

系，使硕士研究生课程的设置更加规范化、国际化。 

【关键词】临床医学；学术型；课程设置；培养模式 

 

 

 

曹利美，2018年 7月毕业于山西

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最高学历

为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护理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培养模

式的研究。现就业于山西医科大

学第一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处，主

要承担临床医学招生工作及研究

生处办公室主要工作。硕士研究

生期间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学术

论文 6 篇，其他作者身份数篇，

主要领域涉及护理教育、个案护

理及临床医学论文格式研究等；

参与科研项目 3 项，在读期间成

绩优异，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2017年 9月获得硕士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多次获得校级一等

奖学金，获得了研究生导师的认

可和肯定。 

"Three-three system" curriculum system foracademic postgraduates in clinical 

medicine Research on Training Mode 

Abstract：Purpose: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truct a degree course system that is 

suitabl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academic 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medicine in our univers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ree, three systems" principle,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medicine disciplines and specific school practices. Method: This study adopts a semi-structured 

mailto:sxfhcm9919@163.com，0351-413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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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method, taking academic 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in our school as interview subjects, 

collecting opinions on curriculum setting, applying literatur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urriculum 

setting of various universities, combining with the current status of our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three-three systems" Principles were categorized, updated, and fragmented.Resul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ree, three systems" principle, our university has established an academic "three, three 

systems" curriculum system for clinical medicine, and applied the new courses to the training of 

academic master graduates in our university, with good teaching results. Conclusion: This study 

uses the "three, three systems" principle to build a "platform + ladder + module" degree program 

for clinical medical masters, which makes the setting of graduate courses more standardized and 

international. 

Keywords:Clinical medicine;Academic style;Curriculum；Training mode 

自 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开始颁布实施，按医学门类授予学位，分设学

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1997年 4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1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医学学位类型和设置医学专业学位的几点意见》，将医学硕士、博士学位分为科学

学位和专业学位，简称“学术型”和“专业型”。
[1] 

《意见》中提出临床医学科学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主要是面向高等医学院校和医疗

科研机构培养医学师资和从事基础或临床基础研究的研究人员，要求掌握本学科系统的医学

理论知识，具有进行创造性学术活动和较高水平的科研工作能力，侧重于培养其学术理论、

实验研究和进行科研能力训练。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

中提出的基本学位要求，除医学基础知识以外，临床医学硕士生还应掌握所在学科方向的专

业基础知识及科研方向、发展趋势、研究前沿、临床热点；应具备包括获取知识能力、科学

研究能力、学术交流能力、实践能力、团队协作及医患沟通等多种基本能力。 

本研究旨在按照“三三制”原则，结合临床医学学科特点和学校具体实际，构建出适用

于我校临床医学学术型研究生培养过程的学位课程体系，培养出具有坚实的基础知识、一定

的创新能力、开拓的国际视野的现代高等医学专门人才，并为其他专业或高校的课程建设提

供参考。 

一、临床医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 

（一）生源质量低于专业学位 

自 2015年国家开始大范围实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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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并轨，相比于科学学位较薄弱的毕业后就业竞争力，“四证合一”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及毕业后良好的就业形势和前景吸引了大批优秀本科生报考，学术型研究

生多为调剂生，生源质量通常低于专业型研究生；加上本科阶段很少或几乎没有机会参与

科学研究，大多学生无论文发表经验，研究生初阶段科学研究基础为零
[2]
。 

（二）学位课程体系设置存在问题 

我校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实行学分制，基础理论学习时长 6个月，总学分共计 30

学分，包含课程学分、必修环节学分等。其中学位课程学分不低于 21学分，由公共必修课

（英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辩证法概论等，共 8学分）、专业必修

课（负责任的科研行为、专业课及专业外语，共 10学分）和选修课，选修课由导师根据研

究方向和专业培养要求以及研究生具体情况完成不少于三门选修课程，需修满不低于 3学

分。 

我们以我校在读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为调查对象，就科硕现有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半结

构式访谈，对科硕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如下汇总：①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如临床

应用型人才和医学研究型人才学位课程目标区分不明确、反映医学前沿知识的课程内容更

新滞后、医学人文知识知识交叉不足、以服务临床问题为导向的转化医学能力培养重视不

够等；②课程过程管理不规范，如存在因人设课开课现象、对学生依据考试难易和学分多

少缺乏有效管理、医学实践类课程“走马观花”缺乏过程监督等；③教学方法手段相对落

后，如单一规划教材与前沿理论思想讲述脱节、理论教学与医学实践脱节、科研学术交流

与研究生学术培养脱节等
[3]
。 

（三）科研能力培养现状不容乐观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后，大多数时间均跟随导师待在实验室，培养

实验技能、科研思维和医学论文写作能力，但由于实验室条件限制，少数学生选择到合作

的外校实验室进行学习，实验平台供给不足；加上部分导师临床工作繁忙，对学生疏于管

理、指导和监督；学生本人对自己研究生三年的规划不足，考虑以后狭窄的就业形势，部

分学生选择考博作为出路，研究生期间科研热情不高，主观能动性差，导致学术型硕士研

究生在毕业时并未形成系统的学术创新科研思维，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转化医学思维不

足，解决人类社会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储备不足等
[4]
。 

二、临床医学学术型“三三制”课程体系建设改革 

（一）“三三制”课程体系建设改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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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是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是研究生培养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的重

要举措。我们以临床医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科研型人才培养目标为宗旨，以加强学术型研

究生基础知识、创新性思维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切入点，重点围绕研究生课程体系建

设，对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课程内容、教学方式等进行改革。通过优化课程内容，

创新教学模式，进一步提高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从而实现以研究生成长成才为中心，以

“宽基础、重序列、国际化”为基础，全面加强课程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培养能够自

主发现问题、独立分析解决问题，能够敏锐预见、准备把握未来国际学术发展趋向的复合

型高素质人才。 

（二）“三三制”课程体系建设改革的主要内容 

1.根据临床医学学术学位培养目标，基于三个平台，搭建了一级阶梯 

根据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我们成立了项目组，首先按照学术理论、创新能力

和学术发展三个方向将原有课程重新分类，分别创建基础理论课程平台、国际化视野下创

新能力培养课程平台和学术发展课程平台三个平台，其中理论课程是指本学科的系统理论

课程与本学科联系紧密的基础理论课程，国际化视野下创新能力培养课程是指能够激发探

索欲望、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新思维及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课程，学术发展

课程是指能够激发学生创造潜能，拓展科研思维，开创研究新领域，延续科研创造力，增

强科研持久力，并有利于个性化发展的课程。 

2.根据我校实际，总结国内外高校课程设置，初步形成了二三级阶梯侯选库 

根据我校教学实际搭建三级课程阶梯，即第一级类别课程阶梯，第二级科目课程阶梯和

第三级碎片化模块课程阶梯。，在构建三大课程平台的基础上，其分别对应于“三三制”课

程体系的基础理论课程平台、国际化视野下创新能力培养课程平台及学术发展课程平台，搭

建了学术理论、实验研究和科研能力训练课程群三个一级阶梯。第一级类别阶梯目的在于帮

助研究生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理论思维架构，第二级科目阶梯是以一级阶梯课程群为基础，

重新架构课程内容，设置若干新的课程，形成课程科目侯选库；第三级碎片化阶梯是将二级

阶梯的具体课程，按照“短而精”的原则进行碎片化课程分解，形成一个个既具备内容独立

性，又能保证知识系统性的模块课程专题，从而体现实际需求特征和国际前沿特征，新的课

程设置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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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三三制”课程体系改革 

三大平台 
基础理论课程平

台 

国际化视野下创新能力培

养课程平台 
学术发展课程平台 

一级阶梯 

（课程群） 
学术理论课程群 实验研究课程群 科研能力训练课程群 

二级阶梯 

（科目侯选库） 
英语 人文 

分 子

生 物

学 

实 验 设

计 与 数

据处理 

医学实

验方法

学 

科研设

计 

科 研

论 文

写作 

医学研究

论文剖析 

三级阶梯 

（碎片化模块） 

①②③ 

英医学 

语学术 

科英交 

研语流 

论  英 

文  语 

写 

作； 

①② 

研医 

究患 

生沟 

人通 

文学 

学 

术 

讲 

座 

及 

论 

坛 

①② 

分流 

子式 

生细 

物胞 

学仪 

实技 

验术 

①② 

医研 

学究 

科结 

研果 

实的 

验多 

的元 

逻成 

辑果 

性转 

流化 

程 

①② 

生 D 

物 N 

样 A 

本的 

前提 

处取 

理与 

及保 

引存 

物 

设 

计 

①②③ 

医医数 

学学理 

科科统 

研研计 

设设方 

计计法 

的的 

内方 

容案 

与 

原 

则 

①② 

论如 

文何 

的撰 

选写 

题科 

  研 

  项 

  目 

  标 

  书 

①② 

设数 

计据 

方处 

案理 

剖剖 

析析 

（三）研究成果应用 

1.我校学术型“三三制”课程开设情况 

学术理论课程开设情况：我校学术理论课程群包括英语和人文两门科目，英语课程碎

片化以公共必修课形式进行，辅以工作日晨全英文交班、教学查房、病历书写、SCI文章写

作训练等，在学期末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进行考核，考核通过给予 2学分；人文课程碎片

化我们采取院系组织开设医患沟通学课程学习，此外还开设研究生人文·学术讲座及论

坛，并设置 4学分，使学生得到更多人文与学术氛围的熏陶，提升人文素养。 

实验研究碎片化课程开设情况如下： 

科目 碎片化模块 科目 碎片化模块 

分子生

物学 

（1）DNA 的提取与保存及甲基化的检

测 

（2）DNA 与蛋白质的相互作用—Chip

和 EMSA 

（3）蛋白质水平研究领域的生物信息

学概论 

（4）RNA 提取及双荧光素酶报告分析 

（5）细胞克隆，迁移，侵袭及黏附 

医学实

验方法

学 

（1）医学科研实验的逻辑性流程 

（2）生物样本前处理及引物设计 

（3）实时荧光定量分析技术与应用 

（4）蛋白质水平研究方法及互作关

系研究 

（5）Western Blot 技术与应用 

（6）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 

（7）免疫共沉淀和酶联免疫吸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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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病理切片的制作及特殊染色 

（7）细胞的转染及增殖与活力检测 

（8）慢病毒包装及稳转株的筛选方法 

（9）慢病毒包装及稳转株的筛选方法 

（10）非编码 RNA GUARDINg 的基因组

作用 

（11）癌基因数据库及生物信息学的

应用与建设 

验 

（8）细胞周期实验和细胞凋亡实验

技术 

（9）细胞免疫荧光实验技术和细胞

自噬实验技术 

（10）免疫组化和原位杂交技术 

（11）小动物平台使用及肿瘤模型

构建 

（12）实验动物的选择与饲养 

（13）高内涵筛选技术与应用 

（14）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与应

用 

（15）常用动物实验技术 

（16）实验动物的标记与分组，抓取

与固定 

（17）实验室非分子筛蛋白质纯化

的一般方法 

（18）流式细胞仪分析技术 

（19）基于 X 射线衍射方法进行蛋

白质结构解析的一般方法和流程 

（20）多功能酶标技术与应用 

学术发展碎片化课程开设情况如下： 

科目 碎片化模块 科目 碎片化模块 

科研论

文写作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经验交

流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伦理审查的

现状、问题与解析 

（3）国基金申请中的课题设计与常

见问题及常用生物信息学方法 

（4）国家级大项目申请经验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标书撰写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 

科 研 设

计 

（1）科研思维建立与项目申报 

（2）科研选题的重要性和临床研究

论文的写作要点 

 

2.“三三制”课程体系特点及应用范围 

本课题形成的学术型课程体系有如下特点：①已形成完整的课程教学方案：从教学目标

设置、学分设置到制定教学内容，采取集中授课形式，最终考核、给予学分，是一套完整的

教学方案；②该课程体系是与我校教学医院耳鼻喉重点实验室、科技处共同构建完成，具有

可行性；③研究成果已用于我校教学医院 2016级、2017级及 2018级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授

课效果良好，将继续用于学术型研究生学术理论、实验能力及科研思维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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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讨论 

目前，我校临床医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三三制”课程体系正逐步应用、更新和完

善，边应用、边更新、边完善。但在课程推进过程中，尚有一些问题未解决。 

（一）师资队伍力量薄弱 

师资问题是课程教学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的教师有丰厚的临床经验，但

缺乏教学技能，无法将其自身的知识很好的传授给学生。因此目前需同时拥有临床专业知

识与教学经验的“双师型”教师。高校对专业教师的再培养工作尤其是新课程教师的培训

力度不够，教师跨学科研究能力较低，在课堂上所讲授的知识点或案例无法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 

建议：①.通过课程教学竞赛等活动，评选出具有突出教学能力的教师，授予荣誉称

号,激发起教师的教学热情 ,也有利于课程组教师“传帮带”,促成青年教师在教学业务上

的进步。同时，充分利用学校的精品课程资源，教师们借鉴网上精品课程资源 ,取长补

短 ,促进教学内容 、方法 、手段的改革和学术水平，以提高教学质量。 

②.培训教师 学校应为教师提供更多外出学习机会，提升教师的知识结构水平，使原

本从事临床工作的教师也适当从事医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教师也应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水

平，具备课程教学能力，包括出色的表达能力和精确的语言组织技巧。 

③.引进人才 还可以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校兼职或讲座。这些专家和实际工作人员

可为课堂教学提供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教学更加生动和具有实践性。 

（二）质量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在推进临床医学学术学位研究生课程体系改革的同时，需加强质量考核监控。课程考

核是检验课程体系是否有效实施的重要手段。如何科学地评价新模式下临床医学学术学位

研究生培养质量，总结经验并促进课程设置的不断完善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建议：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客观性、反馈性等基本原则，针对不同课

程的特点，合理选择课程内容、教学态度、教学方法、教学资料、教学效果等指标作为评

价内容，从教师、学生、教学督导人员、同行专家、用人单位、社会评价等多个角度收集

评价信息，并进行权重分配，建立客观、公正、有效可行的课程体系质量评价标准及教学

反馈系统。 

（三）尚未建立共享课程 

教育资源开放共享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增长的国际现象，也是高等教育机构推动教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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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深入发展、实现教育革新的战略选择。现阶段我系尚未建立共享课程，局限于传统教学

模式，未发挥基于网络的教学优势。 

建议：①.在校园教育共享课程方面：设计共享课程目标与内容同时加强相关教师团队

建设；搭建强有力的技术平台，保证教师能在线提供教程设计、学生网上学习畅通，能充

分促进教学互动并能及时记录和掌握学生学习动态。 

②.在网络远程教育共享课程方面：积极与国内各大高校建立课程共享联盟，探讨核心

课程及设置标准，特别是在专业群核心课程资源共享课建设方面，使特色优势专业得到进

一步提升，并促进新建专业和基础薄弱专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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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包头医学院为例，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

医学类本科院校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存在观念陈旧，培养机

构及机制不健全，课程体系建设不完整，研究生创新创业意

识淡薄，缺乏专业化的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等诸多问题。

通过对该群体从鼓励创新、创造创新、建立和优化创新创业

教育机制三个方面的创新创业教育方式的分析，阐释出医学

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通过“三位一

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医学类本科院校研究生创新创业教

育的提升。 

【关键词】创新创业教育；医学研究生；少数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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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medical 

postgraduate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bstract: Take xxxxx for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d existing problems on post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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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s of ethnicminority areas, which 

inluded the outdated concept, imperfect training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incomplete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weak awarenes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deficient 

professional teacher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tc. This paper illustrated the 

urgent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mode in this 

group from the three aspects: encouraging innovation, creating innovation, establishing and 

optimizing mechanism. It is proposed to promote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medical postgraduate in medical colleges in ethnicminority areas through "the trinity mode". 

Keyword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Medical postgraduate; Ethnic 

minority areas 

自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思路，就不难看出，创新创业已成为我国

政府工作和国家战略的一个关键点。《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是

国务院办公厅针对这一战略观点推进颁布的重要文件，其中明确提出，要修订实施博士、硕

士学位基本要求，明确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目标要求，使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

力，成为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且不同层次、类型、区域的高校要结合办学定位、

服务面向和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要求，制订专业教学质量标准，修订人才培养方案[1]。遗憾

的是，在首批教育部评选的全国高校创新创业 50 强中没有一家医学类院校，这在一定程度

让人们看清医学类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滞后的问题[2]。包头医学院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地

方医学类院校的缩影，在面向内蒙古少数民族区域经济，以培养适应本地区社会需求，具备

创新创业精神的高素质医务人员为目标的高校，开展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势在必行。 

本文以包头医学院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为例，在总结近五年开展校级、省级及国家“挑

战杯”、“创青春”、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名人名家进 XXXX、研究生论坛等的实施经

验，结合本校自身特色，客观分析本地区医科院校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存在问题，探索适合

少数民族地区医科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思路，并将其融入研究生人才培养全过程，努力营造

创新创业环境氛围，力求推动本地区医学行业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一、医学类院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从 2016 年开始，教育部办公厅每年公布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50 强，直至 2019

年已有 200个院校入选，见表 1。然而仅有 4所医学类本科院校入围，包括 2017 年入围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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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科大学和 2019年入围的 3所中医药大学（长春中医药、江西中医药、山东中医药）[2-

5]。虽然不乏蓬勃发展的创新创业典范院校，但是繁荣之下并不能遮盖住创新创业教育在整

个医学院校范围发展落后的局面。由于在理念、意识、形态、体制、实践等方面存在的诸多

障碍，导致少数民族地区医学类本科院校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开展更是困难重重、问题

多多。 

表 1  教育部 2016-2019年各年度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50强 

获批年份 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所） 省属本科高等学校（所） 高职高专院校（所） 

2016年 19 25 6 

2017年 13 30 7 

2018年 9 33 8 

2019年 8 31 11 

合  计 49 119 32 

（一）创新创业氛围缺失，导致创新创业意识淡薄 

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是一项涉及学校、政府、社会和家庭等多方面的系统的庞

大工程，不能单单看作是一个高校教育的事。若外部环境的创新创业氛围缺失，必然会影

响该群体创新创业的热情。目前，我国医学类研究生教育重点关注专业课程的学习和业务

能力的提升，对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整体意识淡薄[6]。虽然各级政府已出台很多优惠政策

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但实际落到实处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而医学类高校人才培养过程

中，在创新创业方面的教育力度及重视程度都不足，对研究生的毕业要求多以其学习成绩

和科研水平挂钩，对其创新创业能力不做要求，以致该群体创新创业意识薄弱，创业能力

不足。作为医学专业的研究生，因其专业的特殊性，学业与科研任务繁重已成常态，故研

究生花在创新创业活动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大多数学生在校时普遍希望以继续深造为目

的，很少有人去重视创新创业的项目研究，即使有些同学对于科研创新有研究热情，大多

抱着以参评奖学金或为今后找工作锦上添花为目标，真正对于科研创新本身的重视度以及

参与热情并不高[7]。另外，就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家庭而言，家长们思想依然保守，大多

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到工作稳定、社会地位及经济收入相对高的医疗机构中工作，很少有

家庭会让他们冒着风险去自己创业。 

（二）机构及机制不健全，“双创”课程体系待完善 

很多医学类院校没有设立创新创业教育管理机构，多是挂靠在学生处、团委或教务处

等；也没有独立的机构和人员设置，均是由以上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兼职，因此机构权责

不清，很难系统地开展创新创业工作。此外，目前医学类高校对研究生的考核及评价集中

在学业成绩和学术能力，未把创新能力考核加入到研究生教育考评中。一些医学院校虽然

开展了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但多是照搬典范院校的创新创业模式，多流于形式，仅是利

用如创新创业讲座、创业论坛等对研究生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工作，且课程体系对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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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全，学生缺少实践操作过程，未形成完善的课程体系，多为学校自拟，缺乏统一的规

范标准和实施模板，在其他医学本科院校中可复制性较差，导致创业创新教育对学生的影

响力不足[8]。因此，创新创业培养机构及体制的不健全，限制了医学类高校研究生创新创

业教育工作的开展，也使其陷入困境。 

（三）缺乏专业化的“双创”师资队伍和优良的平台 

现今，缺乏创新创业教育的专业师资队伍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医学类本科院校来说是制

约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高效开展的一个焦点。“三专”（专业、专职、专注）教师的严重

缺乏，使得创新创业教育没能和医学专业教育有效地结合[6]。目前，医学类高校从事研究

生创新创业教育的老师与本科生的不同。以包头医学院为例，本科生创新创业课程主要由

就业指导的老师、团委的老师、班主任及辅导员来承担；而在研究生群体里的这项工作，

多是以硕士生导师为核心，依托他们承担的科学研究项目开展创新活动，在成果的转化上

并没有相关的实践经历，且在指导研究生的创业放慢更是经验匮乏。然而创业指导教师个

人业务水平的高低，关系着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质量高低，甚至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此

外，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还需要一个优良的实践平台。然而，这方面目前在各个医

学类本科院校的状况却层次不齐。很多院校仅仅将现有的本科实验室/中心或实习/实训中

心当成创新创业平台，这就不难想象，实验条件和资金的限制，势必阻碍研究生创新创业

教育的开展。同时，研究生仅能依托导师的科研项目去开展相关的科学研究，并不能真正

意义的将自己的创新思维激发出来，仅是完成导师给予的科研工作，也不能在知识的转化

上有所发挥。创新平台尚且如此，而鉴于医学的特殊性，大多数高校与企业（包括制药企

业、私立医院、生物技术公司、医疗器械公司等提供创业成果转化技术平台）或外界联系

的非常少，创业就更无从谈起。 

二、“三位一体”创新创业教育方式探析 

培养高层次科学研究型与应用型人才是大多数医学类研究生教育培养目的。而创新精

神、创业能力、创业意识、创业知识等方面有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的目标和内容体现

[9]。基于少数民族地区医学类本科院校在研究生“双创”教育过程里存在的问题，可以尝

试借助鼓励创新、创造创新、建立和优化创新创业教育机制三个方面促进该地区、该人群

“双创”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形成“三位一体”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方式。 

（一）鼓励创新 

利用校园文化建设“增强版”，不断提升校园创新创业氛围，培养该群体的“双创”

兴趣，激发该群体的创业激情。高校自身要积极响应上级管理部门对高校开展创新创业的

号召，特别是在高校管理层面，要全面提升自身的创新创业教育意识，清晰明了地认识创

新创业教育的推进不仅是解决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措施，更是为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应尽

的一份责任和担当。我校努力推动科技创新，提升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从 2015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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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启动“硕士研究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每年设立 14个校级创新创业项目，6-8项入

选内蒙古自治区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同时，我校自 2016年起先后邀请了中国工程院、中

科院樊代明、高长青、沈岩、刘昌孝、廖万清、林东昕院士，李立明、邬唐春、凌文华教

授等高层次名人名家进包医，开讲堂。共开展各类讲座百余场，受众学生累计万余人次，

并且该系列活动——“名人名家进包头医学院”项目获准 2018年度“自治区高校校园文化

精品项目”。此外，学校还尊重在校研究生的选择，以赛促建，不断提升研究生创业创新

实践能力。至 2019年，已成功举办七届“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和七届大学生课外

科技作品竞赛（每年两项赛事交替举行），并选送选手申报更高等级的竞赛，获得喜人战

绩。通过让在校研究生与本科生共同组队参与实践，让他们亲身接触整个流程，将所学的

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解决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高研究生组织领导能力、解决问题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提高其的“双创”意识和能力[10,11]。同时，也帮助他们端正创

新创业观，使他们知道创业并不是单纯指开药店、开私人诊所，而是让他们学习创新创业

中解决问题的思路，提升把握机会的能力，学会资源整合、提高其创新能力与职业能力

等。 

（二）创造创新 

由于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医学类研究生的创造创新，应与其专业紧密联系。凭借扎实

的专业知识，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科优势，将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创业技能结合，做到“第一

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机结合，从而培养自身的创造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增强创造

能力[12]。尤其在研究生培养阶段，应从学校层面积极倡导师生将医学专业的创造创新和

其他学科的创新相结合，并从学校层面努力推进和帮助完成科研创新成果转化，将知识转

化为生产力，使得高校研究生培养不仅做到重学术，同时还提高了学校整体科研成果转化

能力，进而推进医学类研究生对创新理念的新认识及创新能力的稳提升。 

（三）建立和优化创新创业教育机制 

研究生培养过程不仅需要建立和健全“双创”教育机制和体系，更需要拥有一支精明

强干的“双创”教育导师团，这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医学类本科院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更

是意义非凡。通过不断优化“双创”教育机制，稳步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对

于少数民族地区医学类本科院校研究生“双创”教育的开展及人才培养尤为关键。医学类

本科院校应将研究生职业规划和发展、创新创业教育、就业指导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结

合本行业动态和人才需求，建立以课堂教学为主体，大讲堂、典范人物事迹和经验交流、

论坛、培训等为补充，以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等实践活

动为载体的多样化的就业创业指导课程体系。我校每年以研究生院牵头，二级学院承办每

年举行多场研究生论坛，如公共卫生学院每年邀请 2-3家国内知名院校博、硕士参加论坛

交流，并在论坛结束后举行小型座谈会，交流新的科研动态、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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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同时，还邀请该校的知名导师为我院教职工和研究生讲科学研究、讲学科建设、讲

创新性思维、讲就业前景。在建立健全高校医学研究生创新创业机制方面，应积极将理论

和实践相结合，研究生培养方向和目标也应紧扣时代脉搏，稳步前行，不断深化医学研究

生教育体制改革，将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纳入医学研究生培养目标体系。与此同时，这些目

标的实现也向高校研究生培养过程提出挑战。要求高校在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平台建设

和科学研究中体现创业教育的内涵[7]。不但需要高校在研究生教育中完善创业理论教育师

资力量的提升和完备课程体系设置，还需要通过聘请一些具有成功创业经验的校友或社会

人士为本校客座教授，设置创业指导精品课程，使更多的研究生受益，为他们今后的创业

提供知识储备，最终使人才培养作到内外兼修、优势互补，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合力，弥补

高校“理论派”师资知识结构上的局限性，最大程度的优化创新创业教育机制[13]。另

外，医学类研究生“双创”实践环节的强化，校内外创新实验室、工作室平台的建立，也

是高校在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本校，除与内蒙古自治区内

的多家医院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外，还与区外多家单位共建联合

培养基地和共享创新创业平台，如北京朝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南京医科大学、首都医科

大学等。此外，高校应对教育体制持续开展深入改革，注重创新型人才培养，把研究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评价划入评优考核标准中，通过奖惩机制的设定，建设具有实践能力的研究

生导师队伍，建立专门的创新创业帮扶平台，并资助一定数目的研究生“双创”项目开

展。 

三、结束语 

现今，我国高校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地处少数民族地区医学类本科

院校需要继续探索属于自己的教育体系，需要落实更多举措发展“双创教育”新模式，构

建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机制和课程体系，提升师资力量，培养新时代“双创”教育背景下

医学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促使医学教育与时俱进，为

打造创新创业的复合型医学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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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教育云+双轨”的教学模式在胸外科

研究生教学中的效果。方法选取我校胸外科研究生 100人，随

机分为 A、B两组，每组 50人。A组采取“教育云+双轨”教学

模式，B 组采用双轨教学法。学习结束时，进行理论知识和实

践操作考试，采用不记名问卷调查，评价两种教学模式满意度。

结果基础理论成绩 A 组与 B组统计差异无(P＞0.05)；A组的专

业理论、操作理论、实践操作成绩均优于 B组，两组比较，均

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A组的教学模式满意度高于 B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教育云+双轨”的教学

模式可以有效保证 PBL 和 TBL的教学进度，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果，具有很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双轨教学法；教育云平台；胸腔外科；研究生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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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of "Education Cloud Dual Track" Teaching Method in 

Graduate Education of Thoracic Surgery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combining 

the two-track (PBL+TBL) teaching method with the educational cloud platform in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thoracic surgery. Methods: 100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thoracic surgery in our schoo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group A (experimental 

group) and group B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had 50 students. Group A adopted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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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of combining the two-track teaching method with the educational cloud platform, and Group 

B adopted the two-track teaching method. At the end of the study,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tests were conducted, and anonymous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teaching modes. Resul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basic 

theory scores between group A(26.1±2.1) and group B (25.3±2.2), (P > 0.05); the professional 

theory scores of group A (28.6±3.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 (26.7±2.9), (P < 

0.05); the operation theory scores of group A (34.9±4.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group 

B (32.8±3.9), (P < 0.05). The practical operational scores of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group B, (P < 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ing mode in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B, (P < 0.05). Conclusion: The two-track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educational cloud platform can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teaching progress of PBL and TBL,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of students, and has high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Keywords: Dual-track teaching method; Educational cloud platform; Thoracic surgery; 

Continuing Education 

一、 研究背景 

胸腔外科在临床医学领域属于较难掌握的专业，无论是临床操作还是基础理论都很复杂，

学习难度较大。 由于胸外科教学在本科教学中所占比例低，导致学生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基

础理论掌握不扎实、临床操作技能生疏，随之而来的是诸如诊断和治疗混乱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在教学模式方面的研究层出不穷，例如 PBL 教学法、TBL 教学法、教育云平台等，均在

不同的教学研究领域应用，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中 PBL教学法、TBL教学法的研究较多，

教育云平台研究相对较少
[1-9]

。但是在胸外科研究生教育领域的综合研究尚有欠缺，为了更高

效地培养胸外科高级医学人才，改革胸外科研究生教育模式势在必行。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教学法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国内外教育

领域开展的越来越多，已经成为众多专家公认的能够提高学习效果的教学方法
[1-9]

。TBL(Team-

based Learning) 教学法是“以团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通过团队合作解决问题，

可以培养学生的交流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该方法已经在多种教学领域得到有效验证[10-

14]。这两种教学方法各有所长，所以国内外许多教学科研团队将二者整合运用，形成了 PBL

联合 TBL的双轨教学法，进一步优化了教学方法。该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观念、综合素

质、团队合作和沟通技巧，显著提高了教学效率，在建立学生系统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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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有利于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
[15-18]

。  

教育云的概念来自云计算，是云计算在教育领域的迁移， 它是一种计算模型，可以通过 

Internet在服务中提供动态、可扩展的虚拟化资源
[19]

。近几年，国内关于教育云的研究越来

越多，但大多数还停留在理念阶段，缺乏实际应用的研究支撑
[20-23]

。国外教育云的应用研究

在临床训练和护理教学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研究数量仍然有限，需要更多研究数据支持。

教育云是未来教育信息化的基本框架，包括教育信息化所需的所有硬件计算资源，以及虚拟

化这些资源之后形成的网络平台。 使用教育云平台进行教学的优势：1、利用强大的网络资

源提供最新信息，实现教学资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实时补充； 2、实现教师与学生之间的

实时交流，这一特点解决了师生之间时间分配不统一的问题，最大化地利用课堂及课余时间，

有效提高学习效率。 

本项目拟将双轨教学法与教育云平台联合运用到胸外科研究生教育中，能够更好地利用

教育云平台早期进行临床操作技能的模拟训练；同时通过教育云平台达到专业基础知识的反

复学习，利用网络资源带来的便利，进一步加强师生之间的即时交流，帮助教师随时完善教

学内容。双轨教学法与教育云结合的教学模式在教育改革中从未尝试过，为了证实该模式是

否能够提高胸外科研究生教育教学效果，本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现总结报告如下： 

二、 资料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及分组 

选取于 2015 年 9 月至 2018 年 8 月在我校参加胸外科研究生教育的学员 100 人。 将所

有学生随机分为 A、B 两组，每组 50人，A组为实验组（双轨教学+教育云组），采取双轨教

学法与教育云平台相结合的培养方式；B 组为对照组（双轨教学组），采用双轨教学法。参

与教学的教师均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具有丰富的临床教学经验及熟练的临床实践水平。两

组学员的年龄、性别、学位、工作时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学员基本信息的比较 

(二)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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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实验组（双轨教学+教育云组），通过教育云平台与教师进行即时在线沟通， 教师

通过教育云平台布置任务并解答相关问题，在教育云平台的基础上结合双轨教学法完成基础

理论学习、实践操作训练和科研训练等工作；B 组对照组（双轨教学组），通过面对面交流

的方式与教师沟通，并完成基础理论学习和实践操作训练工作。对照组除了不使用教育云平

台外，其他教学方式及教学内容均与实验组相同。 

1.分组（以实验组为例）随机将学生分成 10个小组，每组 5人。 

2.带领学生诊察患者 选择相关疾病的患者，带领学生分组检查患者，每组检查一名患

者。在指导员的指导下，进行特定的临床工作检查和临床操作。 

3.PBL 模式引导学生设定问题 在对患者进行检查后，学生将被引导列举受案例启发的

短语。 并根据病史和体检的收集-辅助检查/检查-诊断和鉴别诊断-治疗等临床思路，把词

组变成围绕该患者临床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并通过教育云平台与学生共享，让学生在平台

上自主学习，并结合理论练习实践操作。 

4.布置学生使用图书馆和网络进行自学和演讲 PPT 安排学生使用图书馆和网络进行自

学，并使用网络搜索引擎和图书馆文献数据库根据设定的问题找到问题的答案和可能的解决

方案。 各小组经过充分准备、讨论后整理成 PPT， 并将结果放在教育云平台上，供教师和

其他同学进行交流和评价。 

5.TBL模式课堂教学（一周后进行） 

①个人自学效果测试： 教师把题目公布在教育云平台上，学生需用自己的学号登录自

主做题，题目内容涵盖相关疾病的主要知识点，以检查学生课前的自学效果。 

②小组测试： 主题设计侧重于知识点的应用，难度大于个体自学效果测试题，允许讨

论。 题目仍公布在教育云平台上，小组成员共同完成，根据小组内的一致意见进行解答。 

③小组成果展示： 团队在教育云平台上发布答案。 

④教师即时反馈： 教师及时评估个人自学效果考试和小组考试答题卡，并对错误率高

的问题和选项以及小组的考试成绩进行统计， 并将题目答案和解析公布于教育云平台，学

生可以自主查看成绩及互相交流。 

(三) 教学效果评价 

1.理论考试 采取闭卷考试的方式，使用百分制，主要考核基础理论、胸外科专业理论和

实践操作理论，分别占分为 30分、30分、40分，总分 100分。 

2.实践操作考试 实践操作主要以胸外科常见手术操作为主，考核胸腔镜基本操作，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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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关胸基本操作，血管离断缝合操作，食管离断吻合操作，气管离断吻合操作等。考试仍采

取百分制，每个操作项目为 20分，以口头叙述+手动操作的方式进行，由监考教师对操作过

程进行公正打分。 

3.满意度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学生对学习方式的满意程度，同时测评学生

对个人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的提高程度是否满意。问卷采取匿名的方式进行，在

学生理论和操作考试结束后进行，两组问卷回收率均为 100%。 

4.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0.0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

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 结果 

（一）理论考试成绩 

实验组（A组）的基础理论成绩(26.1±2.1 分)与对照组（B组）(25.3±2.2 分)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A组）的专业理论成绩(28.6±3.7 分)高于对照组（B

组）(26.7±2.9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A组）的操作理论成绩

(34.9±4.7 分)高于对照组（B组）(32.8±3.9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类别 A 组 (n=50) B 组 (n=50) t P 值 

基础理论 (分) 26.1±2.1 25.3±2.2 1.860 0.066 

专业理论 (分) 28.6±3.7 26.7±2.6 2.971 0.004 

操作理论 (分) 34.9±4.7 32.8±3.9 2.431 0.017 

表 2 两组学员理论考试成绩的比较 

（二）操作考试成绩 

实验组（A 组）在胸腔镜基本操作，开胸关胸基本操作，血管离断缝合操作，食管离断

吻合操作，气管离断吻合操作等五项实践操作考核中成绩均优于对照组（B 组），二者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3所示。 

表 3 两组学员操作考试成绩的比较 

类别 A 组 (n=50) B 组 (n=50) t P 值 

胸腔镜基本操作 (分) 17.3±1.5 16.2±1.7 3.431 0.001 

开胸关胸基本操作 (分) 18.2±2.4 16.6±2.1 3.548 0.001 

血管离断缝合操作 (分) 16.3±2.1 15.4±1.8 2.301 0.024 

食管离断吻合操作 (分) 17.2±2.0 15.9±1.9 3.332 0.001 

气管离断吻合操作 (分) 15.8±1.9 14.5±2.1 3.250 0.002 

（三）满意度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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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学员各分发 50份调查问卷，均回收 50份，回收率均为 100%。实验组对本小组教

学模式满意的有 38人，一般的有 10人，不满意的有 2人，对照组对本小组教学模式满意

的有 23人，一般的有 18人，不满意的有 9人，实验组比对照组的满意度更高，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如表 4所示。 

表 4 两组学员满意度调查结果的比较 

类别 A 组 (n=50) B 组 (n=50) χ2 P 值 

满意 38（76%） 22（44%） 

11.514 0.003 一般 10（20%） 19（38%） 

不满意 2（4%） 9（18%） 

四、讨论 

医学高等研究生教育不同于普通的高等院校的教育方式，其特点在于：①学习时间更自

由，学习内容更专一，需要对专科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人体解剖知识综合掌握；②学习目标更

向实践操作靠拢。由于外科专业的临床技能特征，要求学生能够高效掌握临床实践技术。 且

外科专科教学体系涉及人体健康的关键脏器，学生的培养过程必须以安全、高效、减少患者

痛苦为主要目标。 因此，如果能够将教育云平台与双轨教学法联合运用到外科高等研究生

教育教学中，便能够更好地利用教育云平台进行临床操作技能的模拟训练， 减少患者痛苦；

同时通过教育云平台达到专业基础知识的反复学习，利用网络资源带来的便利，进一步增强

师生之间的即时沟通，实现同步互动，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帮助教师随时改进教学内

容，并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国外关于 PBL和 TBL 联合应用的教学模式有大量的研究，Abdelkhalek团队和 Okubo团

队均研究表明：PBL 和 TBL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可以发挥两种模式的优势，进行优势互补，在

教学应用中可以显著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效果
[24,25]

。近几年，国内也开展了大量相

关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绩，陈召团队和邹鑫团队均发现 PBL联合 TBL的双轨教学法优于单

纯的 PBL教学法，研究结果与国外研究团队基本一致，更有力地证实了该模式的有效性。教

育云平台作为新兴的教学手段，在临床教学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证明了该方法的有效

性
[17]

。但是由于教育云平台应用于临床教学的时间较短，国内缺乏在该领域的深入研究，还

需要进一步探索
[16]

。 

本课题突破传统教学方法的时间及空间限制，利用现代教育云网络技术，有效保障了 PBL

与 TBL的教学进度，克服 PBL与 TBL双轨教学模式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问题无法及时解

决的缺点，研究结果显示：在理论考核部分，实验组除基础理论成绩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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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理论成绩和操作理论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在操作考核部分，实验组在胸腔镜基本操

作，开胸关胸基本操作，血管离断缝合操作，食管离断吻合操作，气管离断吻合操作等五项

实践操作考核中成绩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学员对实验组教学模式的满意度也显著优于对照组。

由此可见，双轨教学法联合教育云平台的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实现对基

础知识以及临床实践能力的快速提高。该模式可以有效保证 PBL和 TBL的教学进度，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果，具有较好的推广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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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学习法在小儿外科临床见习中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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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 PBL ( Problem-based Learning)

学习法在小儿外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方法：我校临床

医学本科生共 40 人，分成 5 个学习小组，采用 PBL 学习法

对小儿外科基本知识进行学习。结果:大多数学生对于 PBL

学习法效果整体评价较好。结论：PBL学习法对于小儿外科

临床见习有着较大的帮助作用，值得推广，但是在教学方式

和案例编写等方面目前仍有一些误区需要引起注意。 

【关键词】PBL；小儿外科学；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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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学系，讲师，主要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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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research of PBL in the teaching of Pediatric surgery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in 

Pediatric Surgery clinical teaching. Methods: 40 students a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5 groups and 

learning pediatric surgery basics by PBL. Results: Most of the students gave a high evaluation for 

PBL. Conclusion: PBL learning method has a great help for clinical practice of pediatric surgery, 

and worth to populariz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improve in teaching 

methods and case preparation. 

Keywords: Problem-based learning; Pediatric surgery; Clinical teaching 

PBL ( Problem-based Learning)学习法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方式，强调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引导，通过分析和解决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典型案例，让学生自主查阅资

料并通过团队进行知识分享，从而掌握相关知识的教学目标
[1]
。PBL 学习法目前已经在我国

逐渐成为了教学改革的一种趋势，很多院校都已在开始大力推行 PBL 学习法
[2]
。我系素来重

视医学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和创新，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专业化技能的培养，在充分的

师资培训基础上对五年制临床医学本科生参与小儿外科临床见习阶段尝试采用了 PBL 学习

法，并取得满意成效，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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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BL学习方案 

（一）学生分组 

选择在我校附属医院参加小儿外科见习的临床医学本科生共 40 人，以学校临床见习轮

转分组计划为基础选取 8人一组组成 5个学习小组，并由经过 PBL课程培训的教师作为 Tutor

加入学习小组，选择典型案例采用 PBL学习法，对于在小儿外科轮转时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

进行学习。 

（二）学习步骤 

学习一般分为 2次完成，第一次学习根据已有的典型案例进行材料分析，由组员进行讨

论提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在此过程中 Tutor不直接参与讨论过程，仅在讨论过程中对讨论

方向进行适当的引导和纠正，以及组织课后的点评和总结。经过 1-2个小时讨论，总结出几

个学生最关心同时也包含了案例预期要求掌握的问题作为学习目标。在得出学习目标之后安

排学生用 1-2 天时间对相关问题进行检索查询，查询方式不仅仅局限于教科书和专业文献，

还可以包含网络知识，相关新闻案例和临床经验等。 

第二次学习时组员对前一次学习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分享，依次解决各个问题，在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鼓励组员进行互相补充和理性探讨，经过 2-3小时的讨论及分享将学习目

标全部完成，并作出课程总结，在讨论中新发现的问题鼓励学生课后继续查询相关资料进行

解决。 

以案例《小儿急症》为例，案例选用了一例 2岁儿童突发哭闹，家属安抚无效后急诊送

医的典型事例。此案例预期的学习目标为：1.小儿外科常见的急诊类型；2.儿科的病史采集

技巧；3.小儿急腹症的鉴别诊断；4.儿科急诊医患沟通技巧。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均

能在讨论时主动提出案例预期的问题，并有所延伸，例如大部分学生还会提出：腹股沟斜疝

嵌顿在成人与小儿有何不同？在无法取得患儿主诉的情况下家属的叙述是否完全可信？如

果家属因为工作等原因不愿意配合医生建议住院治疗该如何进行医患沟通？等问题。并且在

随后的资料查询中学生也能有效利用学校资源及网络信息资源，并能在讨论时提出自己的观

点，积极与组内同学分享。 

（二）教学效果评估 

学习结束后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评估，内容主要为学生对 PBL学习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

效果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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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果 

本次发放调查问卷 40 份，全部收回。如表 1 所示，大多数学生对于 PBL 学习法效果整

体评价较好。学生认为比起传统教学模式，PBL 学习模式有更高的吸引力，能够督促学生加

强自学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通过自己动手查阅文献解决问题，对于知识的理解和临床

思维有了更深的印象，在团队讨论过程中也有效的锻炼到了沟通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表 1 学生对 PBL学习法的评价（人数/百分比） 

评价项目 很好 好 一般 差 很差 

整体评价 30（75%） 8（20%） 2（5%） 0（0%） 0（0%） 

教学吸引力 28（70%） 8（20%） 3（7.5%） 1（2.5%） 0（0%） 

提高自学能力 32（80%） 6（15%） 2（5%） 0（0%） 0（0%） 

提高分析能力 30（75%） 8（20%） 0（0%） 2（5%） 0（0%） 

对知识的理解 30（75%） 7（17.5%） 3（7.5%） 0（0%） 0（0%）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29（72.5%） 9（22.5%） 1（2.5%） 1（2.5%） 0（0%） 

提高沟通能力 27（67.5%） 11（27.5%） 2（5%） 0（0%） 0（0%） 

提高团队合作能力 28（70%） 10（25%） 2（5%） 0（0%） 0（0%） 

三、讨论 

小儿外科学是一门集合了多个科室特点的专业性和实践性很强的临床学科，教学内容多

而杂乱，特别容易与成人外科的相关知识发生混淆，对于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有较高的要求。

在传统的课堂讲授式学习中，教师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详细阐述本学科的专业问题，反而会

因为片面的知识灌输导致学生较难理解小儿外科诊疗特点。特别是一些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

程中儿童与成人有着显著的区别，这就需要学生能对此类疾病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系统地掌

握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异同点。在常规的课堂教学中此类内容往往作为学生自习内容，但由于

学生自主性和能力的限制往往得不到较满意结果。 

基于以上现状，PBL 学习法在小儿外科教学中的优势就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对于临床

医学本科生，需要短时间内了解小儿外科诊疗特点，以便于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更有效地对

小儿外科的临床知识进行实践。PBL 学习的过程强调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学生可以从各个渠

道广泛收集相关的资料，对相关临床知识的理解也会更加全面，特别是儿科疾病与成人的区

别往往都是 PBL学习中讨论的热点，学生通过自助查询和团队合作可以较为系统的认识到成

人和儿童之间的区别，较之传统的教学模式而言学生理解的更为清晰，能够使学生真正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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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儿童不是缩小的成人这一概念。 

另外对于刚刚进入小儿外科临床见习的医学生而言，大多数学生没有抚养小孩的经历，

小儿外科特有的患者家属关系往往会使其感到无所适从。特别是在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

下，目前绝大多数患儿是独生子女，一旦生病对其整个家庭影响较大，这就不仅仅要求学生

掌握学科专业知识，更需要学生在临床中能够做到以人为本，从社会家庭的角度全面看待患

者的状况，充分理解家属。而 PBL学习材料均取材于和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职业情景，而不

是刻板的教材或临床病历，学生们可以在临床实践中切身感受到与案例材料的关联。特别是

在 PBL学习的过程中强调了医学人文知识和基础医学知识与临床知识的有机结合，从社会人

群及行为的角度深入探讨临床现象的由来和疾病本身所造成的社会群体效应，使得学生可以

在实际遇到医患冲突之前就能体验并了解到患者和家属的心情，为临床医患沟通打好基础。 

虽然很多学校已经开展了 PBL学习法，但是现阶段的 PBL学习法还存在一些认识和操作

上的误区。部分教师没有理解 PBL学习法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教师主导教学的崭新概念与态

度，而不是延伸教学的一种形式和方法，将 PBL学习法操作成了小班授课或者读书报告的形

式，教师或小组发言人依旧作为讲述者或者问题回答者的角色进行知识传授
[3]
。这与传统教

学模式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反而造成了大量在课堂讲授的内容转移到了小班讲授，形成了师

资力量和教学资源的浪费，对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并没有实质性改善，学生依然被动接受

知识。在 PBL的教案纂写方面，部分教师直接使用病历作为 PBL学习的案例
[4,5]

，学生直接从

临床病历中提出问题展开讨论。但是病历本身只是疾病信息的片段整理，更注重于基本本身

的发生发展和诊断治疗，对于患者本身及家属之间的社会心理行为角度并无太多描述，对于

学生来说无法从病历中了解到患者及家属之间联系，使得学生眼中只有疾病而无患者，导致

在实际的临床工作中容易忽略家属的因素，造成不必要的医患冲突。因此 PBL 学习法使用的

案例应是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的情景，而不是生硬的临床病历，要更多的包含患者与家属之

间的行为和联系，在案例中不仅仅要传达医学的知识，更应从中分析到与患者交流和相处的

宝贵经验。 

目前推广 PBL 学习法的主要困难在于缺乏成熟有效的成效评价手段，PBL 学习法强调的

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其成效很难通过几次教学就可以在

测验成绩中客观反映出来
[6,7]

。有研究指出，如果采用传统的教育评估方式，PBL学习法与传

统教学法在结果上并无明显差异
[8]
。PBL 的评估不仅仅需要最终的考核结果，更重要的是在

学习过程中对于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的改善，在缺乏完善的成效评估手段下 PBL 教学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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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施还需要较长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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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精准医学在临床的推广，分子生物学理

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对医学类研究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

飞速发展的分子生物学学科使该门课程信息爆炸式积累，

使本来分子生物学基础就偏弱的普通医学院校医学类研

究生无所适从。本研究通过抓住分子生物学学科基本原

理，结合新近研究成果，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结合

形成性评价，培养医学类研究生获得抓住本质，用科学思

维去解决分子生物学课程学习和未来科学研究中遇到的

问题的能力，提升其科研素养。 

【关键词】 分子生物学技术；翻转课堂；形成性评价；

课程设计；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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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iculum Design of Molecular Technologies for Postgraduates at General 

med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With the promotion of precision medicine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experimental skills of molecular biology ar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medical postgraduat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lecular biology makes the information of this course explosive, which 

makes the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in general medical universities who have weak mol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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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y foundation not know what to do. In this program, we us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molecular 

biology discipline, combined with recent research results, with the model of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the formative evaluation to redesign the course of molecular technologies for 

postgraduates. Through this course, students would get abilities to seize the essence of problems 

and use scientific thinking to solve them in course and their futur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mprove 

their scientific literacy. 

Keywords: Molecular technologies; Flipped classroom; Formative evaluation; Curriculum 

design; Reform in education 

2015年 1月 30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推出“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计

划，美国正式启动基于个体化基因组学研究，通过利用个人基因信息为癌症及其它疾病患者

制定个性化医疗方案的全新治疗模式[1]。随后各国纷纷效仿，投入动辄数亿的资金，开展进

准医学研究。目前国内三甲医院基本上都建立了精准医学诊疗中心，精准医疗已然成为当前

医疗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精准医疗的快速推进得益于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分子生物学作为一门研究核酸等生

物大分子的功能、形态结构特征及其重要性和规律性的学科，随着 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

出，开启了全新的篇章[2]。而以 CRISPR/Cas9 技术为代表的精准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则使基因治疗的临床应用变得触手可及[3]。技术的发展倒逼临床医生和医学生及时更

新知识，提升技能。同时也要求医学院校《分子生物学技术》等相关课程适时改革，适当引

入翻转课堂[4]，合理运用学习通等 APP，促使线上线下有效补充[5]。通过深度融合理论与

实验教学[6]，促进理论知识与科研能力相结合[7]，引导学生主动拥抱变化，适应未来。 

一、研究生《分子生物学技术》教学面临的困境 

目前，《分子生物学》课程在普通医学院校的医学类专业本科阶段的独立开课率并不是很

高，大部分医学院校都合并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课程中开展教学。在《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课程中，生物化学部分作为传统的经典内容，常常会格外受宠，而分子生物学

部分可能会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更遗憾的是，在应教学改革要求压缩课时大背景下，分子

生物学部分往往首当其冲。在这种培养模式下，普通医学院校医学类本科生的分子生物学知

识通常不够系统，理论基础不够扎实，操作技能更是普遍欠缺。这导致了他们进入研究阶段

学习时，面对海量更新的分子生物学知识时如临大敌，无从学起。再加上研究生课程学时偏

少，这对他们而言，无疑雪上加霜。笔者从事研究生《分子生物学技术》课程教学五年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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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普通医学院校医学类研究生分子生物学基础薄弱，《分子生物学技术》课程学时少的

教学困境深有感触。经过深入思考，我们制定了 36 学时的《分子生物学技术》课程改革方

案，将理论与实验充分整合优化，具体情况见表 1。 

表 1 《分子生物学技术》课程设计 

类型 内容 学时数 授课方式 

理论课 
中心法则，遗传信息传递研究进展 2 

理论教学 
实验设计思维培训 2 

理论课 

基因克隆：PCR、酶切连接，无限制克隆等新技术 2 

翻转课堂 
质粒提取，感受态细胞制备方法比较，菌种保存和复苏 2 

蛋白重组表达、分离纯化，目标蛋白检测：SDS-PAGE，Western 

blotting（WB） 
2 

实验课 

PCR扩增目标基因，酶切连接、电泳鉴定，菌种复苏 8 

实验操作 感受态细胞制备、质粒提取、酶切鉴定，保菌 8 

蛋白重组表达、分离纯化、SDS-PAGE和 WB鉴定 10 

合计  36 

二、《分子生物学技术》课程设计思路和实施方案 

《分子生物学技术》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提纲挈领，掌握分子生学核心理论，理清分子

生物学基本脉络，深度结合具体实验操作，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普通医学院校研究

理清思路、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 

基于以上指导思想，《分子生物学技术》课程设计了三个部分的教学内容，第一部分包

括 4学时的核心理论课，以理论讲授为主，对分子生物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中心法则进行充分

的讲解，理清 DNA、RNA 和蛋白质三者之间的关系和遗传信息流动的方向。讲授过程中注意

多采用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思考遗传信息传递方向是否可逆，中心法则是否完美，有没有

诸如蛋白质能否进行自我复制（朊病毒）和遗传信息能否从蛋白质向 RNA流动等问题，锻炼

学生打开思路，感受到达学科边界的感觉。在启发科学思维的基础上，获得一定量的有用蛋

白为问题，引导学生根据刚刚掌握的遗传信息传递理论进行思考，获得获取目的基因，构建

重组表达载体，蛋白质的重组表达和分离纯化，以及表达产物的分析鉴定等系列内容。根据

思考内容进行将学生分成 3个组，分别负责相关内容，分工合作，查阅相应的实验技术方法

并比较，了解其原理及应用范围，为翻转课题做好准备。 

第二部分包括 6学时的翻转课堂，每次课 2学时，分别由各个小组对各自负责的内容进

行汇报，之后开展讨论，在充分了解和比较各种实验方法原理和优缺点以及应用范围的基础

上确定后续实验开展采用的具体方法。每次课结束前任课老师对每个小组的 PPT 汇报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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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情况进行点评，必要时做适当的补充。经过该部分翻转课堂的学习，同学们都清楚接下

来的实验课的全部内容，这对第三部分课程的开展非常有利。 

第三部分包括 26 学时的综合实验，需要在三到五天内相对连续地开展完成。根据不同

学校的条件，可以 2~3人组成一个小组开展实验，但要求每个小组成员都进行所有操作，全

程参与菌种复苏、保菌、感受态细胞制备、质粒提取、重组质粒构建、酶切鉴定、转化、阳

性克隆子筛选、蛋白表达、分离纯化、SDS-PAGE和 Western blotting 检测等过程，过程中

组内成员如果某些步骤出现问题可以借用其他成员地实验材料继续开展实验。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小组间可采用不同地基因序列，使整体实验内容进一步丰富。 

三、课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一）翻转课堂准备不充分 

由于普通医学院校临床类研究生分子生物学理论基础往往偏差，加上资料查找、PPT 制

作和和语言组织表达能力等原因，翻转课堂的效果往往不会太好，讨论常常很难做到气氛热

烈且全面透彻。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首先任课教师在第一部分的理论课里要充分了解学

生的基本情况，适当补充相关知识，包括文献查阅知识等。其次是为翻转课堂留足准备时间，

让各组成员做好充分准备。再者是采取积极的鼓励措施，给予积极参与课程讲解和讨论的同

学相应的加分激励。最后是任课教师要充分备课，适当引导学生开展讨论，确保核心的问题

和内容被充分剖析。 

（二）实验部分课程偏紧，难度较大 

由于第三部分的实验内容远远超出本科普通教学实验的工作量，为了确保实验能够顺利

开展，在第二部分通过翻转课堂充分了解各个小实验的原理、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的基础上，

还需要根据实验的内容合理安排时间，尽量安排在比较连续的时间里。另外，邀请高年级研

究生为助教，在理论知识、操作技能和经验等方面为课程学习的学生开展全方位的服务。同

时引入助教打分机制，凸显助教的地位，促使研究生重视实验操作过程。最后是慎重选择表

达的目的蛋白，最好选择比较容易表达，有明显特征现象或容易检测活性的蛋白，如绿色荧

光蛋白等，以降低实验难度，提高实验的可观测性，同时也有助于学生探索激情的维持。 

（三）课程总结撰写效果较差 

课程总结作为该门课程的最后一个部分，其重要性和难度却丝毫亚于实验操作部分。由

于大部分研究生尚未经过科技论文撰写的培训，总结报告往往思路不清晰、内容结构不完整、

分析讨论不全面。针对这种情况，学生需要相应的基础文献撰写等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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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通过学习通等 APP 在线课堂等形式完成。另外，通过助教指导和保证充分的报告撰写时

间也是提高课程总结报告撰写效果的有效方法。 

四、课程考核办法 

本课程强调理论于实践的结合，注重过程的考核。整体考核分成三个部分：分别为理论

部分（翻转课堂）30%、实验部分（实验操作）40%和课程总结（实验报告）30%。翻转课堂部

分重点考察各组的资料收集能力、PPT 制作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和讨论的情况，有其他小组

打分之后求平均值，任课教师可根据每个人具体表现适当加分或减分，幅度控制在改组平均

成绩的 10%以内，且加分上限为该部分满分。实验操作部分重点考核操作过程的规范性和积

极性，采取扣分制，如有明显操作失误、没有遵守实验室管理规程或无故缺课未开展实验者

按照次数扣分，该部分考核由经过培训的高年级助教和任课教师共同完成。最后一个部分是

课程总结，要求每一位学生按照特定科技论文的格式，将课程实验内容写成一篇科技论文提

交。该部分主要考察学生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考核学生对文档处理等细节的

态度和能力。该部分考核由任课教师完成。 

五、课程改革实施效果 

2015~2019年的 5 年间，《分子生物学技术》课程改革已实施完成 5届，每届学生在 20~30

人左右，总计已超过 100人完成该课程的学习。从课程结束后的满意度调查，课程成绩和导

师反馈等方面看，大家课程教学效果满意度逐年提高，效果良好。即便一开始认为课程安排

过于紧凑效果一般的同学，进入课题研究阶段乃至毕业后，对课程的评价满意度然在继续提

高。整体而言，课程有继续开展的必要性和意义。 

六、结论 

分子生物学领域的飞速发展对科研人员而言都感到应接不暇，对刚刚进入研究领域的研

究生来说更是眼花缭乱。但分子生物学的基本理论并没有革命性的变化或重大变化。因此，

通过掌握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了解遗传信息的基本转递规律，用于解释和认识快速发展

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和研究成果的教学思路是可行的。在长期的教学实践探索中，我们明确把

握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并把该目标深度融入《分子生物学技术》课程之中，重点强调培养科

学思维，启迪学习和科研方法，提升科学素养，让研究生在掌握分子生物学核心理论的基础

上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其它的分子生物学理论和技术知识则可在此基础上通过学生的自主学

习和交流讨论中个性化的完成，不必强求同时同步。 

《分子生物学技术》课程改革设计经过 5年的调整完善，尽管已经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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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代在发展，学生在不断变化，课程的改革提升将一直在路上。开课形式的多样化，翻转

课堂设计精细化，如学习通或学习强国等 APP的引入和利用，将可能在基础知识储备，学习

和考核形式多样化方面为教学改革带来更多的可能，是未来本课程探索的新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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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背景下的口腔颌面外科学虚拟仿真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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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科交叉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将

医学教育融入学科交叉的背景之中。作为一个典型的交叉

学科，口腔颌面外科学具有口腔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双重特

点,既沿袭了口腔医学的知识脉络，又具有外科学特有的

实践特征。现有的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重点训练了学生科

学缜密的临床思维，进入临床前的操作训练课程相对不

足，导致了大量高学历的口腔毕业生，缺乏外科医生的基

本素质，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学生成长远远落后于其他口腔

专业毕业生。将医学和信息学技术交叉融合，开设口腔颌

面外科学虚拟仿真课程，有助于学生获得更丰富的操作经

验，形成“肌肉记忆”，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更

加速了口腔医学课程与临床实习的实践结合。 

【关键词】 口腔颌面外科学；学科交叉；课程建设；

虚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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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至今。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Course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under the Interdisciplinary Background 

Abstract:Inter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ine, 

and medical education has also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background of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As a typical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has the dual characteristics of 

stomatology and clinical medicine. It not only inherits the knowledge context of stomatology, but 

also has the unique practice characteristics of surgery. Existing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courses focus on training students' scientifically rigorous clinical thinking. The pre-clinical 

operation training courses are relatively inadequate,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highly educated 

oral graduates, lacking the basic qualities of surgeons, and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The 

growth of professional students lags far behind that of other dental professionals. Cross-fusion of 

medical and informatics technolog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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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tual simulation courses will help students gain richer operating experience, form "muscle 

memory", improv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accelerate the oral medicine course 

Combined with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interdisciplinary;curriculum construction；virtual 

reality 

一、学科交叉对医学课程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进入 21 世纪，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促使信息、电子、生物学与医学的结合日渐紧密[1]，

医学的深度、广度、交叉度、转化度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2]。单一医学知识体系已不

能充分解释疾病的发生、诊断和治疗问题，常常依赖化学、物理、生物等多学科的共同攻关，

需要多个领域的知识技能的交叉和协作[3]。学科交叉促使了现代医学的发展，同时也将医

学教育融入学科交叉的背景之中[4]。 

上世纪 70 年代，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意识到学科交叉对于医学教育的重要性，并将其作

为医学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纷纷制订学科交叉课程、设立学科交叉机构促进医学与

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例如，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医学信息学，是生物医学和信息学的交叉学

科；耶鲁医学院与文理研究生院合作，创建了耶鲁的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为了培养复合型

医学人才，哈佛-麻省理工的卫生科学与工程技术项目深度合作，成为目前美国历时最久也

是规模最大的生物医学工程和医学科学家培训计划[1]。 

我国医学和工学领域的学科交叉发展于上世纪 80年代末期，从 1992年国务院启动高校

合并工作起，我国共有 39 所不同层次的医学院校合并入综合性大学，为医学院校迎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借助综合性大学的大学科优势，医学学科得以与其它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医学学科建设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人才[5]。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国内高校已经围绕学科

交叉开展了探索与实践，推进医学教育的快速发展[6]。 

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建设是我国医学教育制度的重要特征，也是保障学

生培养质量的必要环节，在医学教育中具有基础性、综合、全面的作用。在学科交叉的背景

下，加强课程建设，优化课程体系，提高课程质量，是当前深化医学教育改革最紧迫的任务。

近年来，医学教育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特别是利用虚拟仿真技术构建信息化的医学实验教

学课程，成为了医学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该类课程通过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数

据库和网络通讯等技术，可以构建高度仿真的医学环境。在医学教育领域，特别是在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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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介入治疗等操作技能依赖性专业，可在教学中实现真实实验不具备或难以完成的教学

功能，促使学生达到医学知识掌握与医学实践教学效果。 

二、学科交叉下的口腔颌面外科 

（一）口腔颌面外科学 

口腔颌面外科学是口腔医学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其发展过程经历了数次的学科交叉。从

历史上来看，颌面外科的外科属性本身与骨科学、心胸外科学类似，是临床医学中外科学的

一个分支。牙医学是从大外科学中分离出来的，口腔外科学则是牙医学的一个下属分科。于

上世纪 20世纪-40年代，临床医学中的颌面外科学与牙医学中的口腔外科学交叉融合，创建

了口腔颌面外科学；也正是由于口腔颌面外科学的诞生，才使牙医学成为真正的口腔医学。 

作为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7]，口腔颌面外科学具有口腔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双重特点。

口腔颌面外科学的知识体系沿袭了口腔医学的框架和脉络，以研究口腔器官、面部软组织、

颌面部骨、颞下颌关节、唾液腺以及颈部疾病的病因、病理、诊断、治疗、预防为主要内容。 

同时，口腔颌面外科学具有外科学中特有的实践特征，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出高素质的合

格手术医生，对于学生的专业解剖知识、临床操作实践技能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口腔颌面

外科学的课程建设不仅要重视口腔知识脉络的搭建，更要注重学生的手术实践操作能力，口

腔颌面外科学需要丰富的交叉内容课程作为支撑[8]。 

（二）现有口腔颌面外科学的课程安排 

口腔颌面外科学是口腔医学的主干课程，现有课程的框架以器官为模块，疾病为章节进

行分类，内容上强调对常见病的病因、症状、诊断及治疗原则的掌握。多数学校安排 150-180

个学时进行理论学习，另设置 20-40个学时的实验课程。重点训练了学生科学缜密的临床思

维方法，而对于口腔颌面外科学的外科属性，其临床训练多依赖学生四年级的临床实践，研

究生阶段的实习实践，部分操作技能甚至是在工作中才初步掌握。这些弊病导致了大量高学

历的口腔毕业生缺乏外科医生的基本素质，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学生成长远远落后于其他口腔

专业毕业生。 

作为一门手术学科，许多院校已经在口腔颌面外科教学中，利用一切条件和方法尽可能

多为学生创造动手操作的机会[9]。例如，在唇裂修复教学实验中，利用唇裂定点软件进行唇

裂定点训练，进行海绵模型唇裂修复术，观看手术录像，手术室观摩等，使学生了解经典的

上三角瓣和下三角瓣两种术式。又如，学习下牙槽神经麻醉时，让学生间进行配对训练，进

行相互麻醉注射，让学生掌握麻醉的具体操作和体验麻醉的全过程，从而提高对麻醉和麻醉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355 - 

 

风险的理解[8]。 

然而，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口腔颌面外科学学生在进入临床前动手机会相对不足，仍

存在以下问题：离体标本供不应求；标本替代品的应用局限性；训练模式与临床操作差距较

大；实践操作训练不足；危险度较高；操作过程及结果评判中的问题[10]；大量的操作技能

训练仍需要在患者身上练习，造成了一系列的医疗纠纷和事故。 

三、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和口腔医学课程 

（一）口腔虚拟仿真教学系统 

口腔虚拟仿真教学系统，是用一个虚拟的系统模仿另一个真实口腔颌面部治疗环境的教

学系统。此虚拟环境由计算机生成，学生可借助视觉、听觉及触觉等多种传感通道与虚拟的

治疗环境进行自然的交互。利用口腔虚拟仿真教学系统，使得实验教学与临床实际的环境更

为接近，学生不仅能够按照课程进度循序渐进、重复的进行临床操作练习，并且有助于学生

发现问题并及时修正错误。其在口腔医学教学中的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营造逼真的临床模拟环境。口腔仿真模拟系统仿照真实的患者口腔软硬组织解剖、

牙齿排列、咬合关系等情况，拥有最高的仿真性。该类系统的动力系统、快慢手机、喷水冷

却、椅位调节、光源等也可完全模拟临床。 

（2）提供多样化且有真实感的实习操作模型。口腔仿真模拟系统提供了多种不同结构、

不同材料的实习模型，帮助学生进行牙体牙髓、牙周、口腔颌面外科、口腔修复、口腔正畸

等一系列口腔临床医学技能训练。在口腔虚拟仿真教学系统的辅助下，同一副模型牙齿中既

可以进行牙体洞型制备，又可以进行根管治疗，还可以进行桩冠的基牙制备、固定桥的制作、

可摘活动义齿修复等等，不仅避免了教学资源的浪费，而且提高了教学效果。 

（3）建立客观且有效的操作评估体系。口腔仿真模拟系统中的实习操作评价部分能够

从临床操作的姿势、手法、操作的质量等多方面分析学生对基本临床操作的熟悉掌握程度，

使教师的主观评估成为过去，代之以科学、系统的计算机考核[10]。 

（二）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对口腔医学教学课程的影响 

口腔学科的学生在向职业口腔医生转化的过程中，临床前期的教学课程和实践操作训练

显得尤为重要。将虚拟仿真教学系统应用于口腔医学课程体系既有效锻炼和提高学生的诊断

和操作技能，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学习能力，还加速了口腔医学课程与临

床实践结合[9]。虚拟仿真系统的力反馈触觉感知体系，能更加真实地模拟了临床的操作环

境，有助于学生获得更丰富的操作经验，形成“肌肉记忆”；突破了时间的限制，为实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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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实验室，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其定量的结果评价和反馈系统，能有效地帮助学生进行有针

对性的训练，保证操作技能的持续提高[11-16]。 

目前，口腔虚拟仿真系统有 ACTA和 Moog公司联合研发的 Simodont教学系统、DentSim

系统和国产的迪凯尔系统等。利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逼真的力反馈手感、即时人机交互、

标准规范流程、无耗材反复练习系统、自我评价系统和教师监控系统的优势，在口腔根管治

疗技术和牙体修复学习中取得了极佳的效果[17]。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于 2012 年引进

了 Simodont系统，并于 2013年起用于口腔临床前技能训练的相关课程中，积极探索医学模

拟教育理念与口腔实验教学结合的可能性。经过 6年的实践，制定并完善了口腔临床前技能

训练计划，形成了分阶段、模块化、渐进式的模拟训练模式，并采用了主客观相结合、形成

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教学效果综合评价方式。调查问卷的结果提示，学生感受到了

虚拟仿真培训系统的优势，对其有较高的认同，并且能适应该系统提供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模

式，并认为其有助于自身技能的提升，“类似一种真正的临床前体验”，充分说明了该类教

学课程的有效性[18]。 

四、口腔颌面外科学虚拟课程建设 

口腔颌面外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从口腔颌面部局部麻醉、牙齿拔除、牙槽外

科手术到损伤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的处理等，都需要熟练的临床操作技能[19]。口腔颅颌面

区域解剖结构复杂，手术操作要求精准、微创，需要进行大量的术前学习及操作训练[20]。

传统的手术教学多通过书本或多媒体的文字讲解、CT/MRI 等影像数据及手术录像的展示，

配合尸体头颅的解剖训练，但这种方式不够直观，缺乏沉浸感，手术操作无法重复，且尸头

解剖成本较高[21]，无法多次进行手术模拟及规划。同时，口腔颅颌面手术多在口腔内进行，

多采用局部的微小切口，视野狭窄，手术教学难度较高。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基于虚拟

现实的手术平台可反复进行多次虚拟解剖，且视野清晰，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教学方式[22-23]。 

在口腔外科学教学课程中，牙拔除术是要求学生掌握的重点内容，其中埋伏牙及阻生牙

的拔除较为复杂[24]，手术操作复杂，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多，术者需要有较为娴熟的技能

和临床前期大量的练习[25]。仅仅通过单纯的理论学习和头模实习，不能让学生有充分的信

心和能力进行真实的拔牙治疗。现今的教学课程存在以下问题： 

（1）传统的教学课程是采用课堂讲授后学生跟随老师出门诊，通过现场观摩及实践操

作，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训练操作技能。然而，由于口腔颌面部空间和视野的限制，老

师进行手术的过程难以在大量学生面前呈现，学生常无法清晰认识阻生牙位置并理解牙拔除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357 - 

 

的方法，也难以通过观摩手术系统地消化牙拔除术的相关理论与方法[24]。 

（2）部分学校购置了仿头模或仅仅局限于石膏模型和离体牙进行口腔颌面外科的操作

练习，很多内容无法用理论知识指导实践进行操作，学生技能操作动手机会少，严重影响了

教学效果。 

采用拔牙数字化虚拟仿真培训系统，可以满足口腔复杂牙拔除术的课程教学要求，并能

够实现以下目标： 

（1）示教与培训作用。改变了原有的教学模式，降低知识获取的成本[26]。有仿头模的

学校，在模型操作练习后，联合虚拟仿真系统，在视-听触等多维的真实感知患者及拔牙时的

具体操作感受，多反馈的进行身临其境的操作训练。且虚拟仿真系统可反复多次进行操练，

并对学生的操作情况进行反馈，使学生可以有更多的操作技能的机会。 

（2）即使在没有仿头模而无法进行模型操作练习的学校，也可以借助虚拟仿真系统，让

学生了解牙拔除的各个步骤及知识要点，完成牙拔除术的操作培训，以帮助学生更有效地进

行阻生及埋伏牙的阻力分析和手术方案设计，提高教学效果[24]，从而达到操作实习课程教

学的基本要求。 

（3）将计算机辅助技术引入阻生及埋伏牙拔除术的实习操作课程中，通过牙拔除虚拟

仿真系统，模拟全新真实的牙拔除术技能操作环境，进行诊疗全程关键操作步骤的实感操作。

进行身临其境的牙拔除术操作练习，使学生能够更加贴近真实的操作训练。 

在口腔颌面外科课程建设中，虚拟手术教学及模拟训练方面有效的推动了口腔颌面外科

的课程教学和临床前训练。Sohmura 等[27]运用虚拟手术设备模拟了正颌外科的骨切割，学

习该课程在手术前进行训练并提升正颌手术的熟练度；Pohlenz 等[28]设计了一种适用于牙

科手术的模拟器 Voxel-Man，并让 53 名学生学习了根尖切除手术模拟课程，有效提高了牙

科手术的学习效率；Pulijala等[29]开发了一种沉浸式虚拟现实 Le FortⅠ截骨术训练课程，

证实该系统可以较好地满足临床医生的手术教学需要，使学习者快速、直观地学习解剖结构

从而提高临床截骨术操作能力。 

五、现阶段口腔颌面外科学虚拟课程建设的不足 

口腔颌面外科学虚拟仿真课程建设，在口腔医学专业教育领域中具有很大发展空间与前

景，其趣味性、安全性、逼真度、低消耗、进程可逆性等特点是该课程的优势，是传统口腔

实验教学的有益补充。但目前口腔虚拟仿真课程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例如，虚拟仿真

手术区域的层次精确性不足，缺乏变异性，影响学生对该手术相关区域解剖结构的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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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模型材料并不能完全模拟手术区域的物理机械指标。目前的几种口腔仿真模拟系统均由

国外设计制造，价格昂贵，且其配套的实习模型、耗材等也均依赖进口。这些均阻碍了口腔

虚拟仿真教学课程在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中的推广[10]。 

在现阶段，口腔颌面外科学虚拟仿真课程还不能也不应全面取代传统的教学课程，在实

验设计的精细度和科学性还需要大量专业人才的投入和推动[30]。口腔颌面外科学课程建设

科采取“虚实结合”的方式，构建“虚拟-仿真-临床操作”的模式，指导学生迅速适应临床

实习期，系统、有效、安全、规范地训练学生的临床技能操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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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类硕士研究生科研方法课程建设与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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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设医药类硕士研究生科研方法课程，

在教学实践中培养研究生的科学精神与实践能力。方法：

通过学情分析，明确课程定位，确定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

坚持问题导向，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

进行改革与实践。结果：建立了适合医药类硕士研究生培

养的医学科研方法课程体系，提高了课程教学对学生的指

导与引导作用。结论：通过医学科学方法课程建设，培养

了医药类硕士研究生的实践能力与科研思维，提高了医学

人才培养质量。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医学科研方法；课程建设；

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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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奖。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for 

medic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curriculu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for medical 

postgraduates, and to cultivate the scientific spirit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in teaching 

practice. Method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learning situation, we clarified the curriculum 

orientation, and confirmed the teaching goals and contents. Through problem-based orientation, 

reforms and practices were carried out in terms of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Results: We established a curriculum system of medical research methods suitabl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with improved instruction and guidanc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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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The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research curriculum has cultivated the practical ability, 

traine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and improved the quality medical postgraduates. 

Keywords: Postgraduate students; Med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eaching practice 

医药类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一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熟悉医学历史和

现状，了解并掌握本学科的最新进展，在某一领域或者方向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具有从事相

关领域科学研究、教学和医疗工作较强能力的高层次人才。尽管专业学位研究生与学术学位

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和详细目标有所不同
[1]
，但科学研究训练是不同类型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

要环节。因此，对硕士研究生进行科研方法教育、指导他们的科研活动，对于达到硕士研究

生的培养目标非常重要
[2]
。我校在 2007年开始招收医药类硕士研究生的同时，就确立了科研

方法课程体系，包括“医学科研方法”、“卫生统计学”、“医学文献检索”、“循证医学”

以及“SPSS”等多门课程。这些课程的教学内容涵盖了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所涉及的科研选

题、文献检索、实验设计、实验实施、统计学处理与分析等各环节。自 2012年起，我室开始

承担我校医药类硕士研究生（包括学术型与专业型）《医学科研方法》的教学工作。在教学

实践中，我室以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统一为引领，坚持问题导向，从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不断地改革，不断推动课程建设，学生的素质不断提高，实现了《医

学科研方法》的教学目标。 

一、明确课程定位，确定教学内容 

我校独立进行研究生教育相对较晚，生源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本科医药院校以及省属

重点大学的独立学院。尽管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委员会在《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

学专业（试行）》中，明确指出要在本科生学习期间对他们进行科研方法与科研精神的教育，

各普通高等医药高校也建立了相应的医学本科生科研方法教育课程体系，但从研究生入学复

试以及入学后问卷调查来看，我们的研究生在本科教育阶段接受科研方法教育的情况并不乐

观，这可能与学生、教师或课程、管理等多个层面的多种因素有关。因此，加强地方院校医

药类硕士研究生的科研方法教育对于培养符合国家需要的高素质医学专门人才具有积极的

意义。 

在上述学情分析基础上，结合我校科研方法课程体系中不同课程的教学目标，明确了医

学科研方法的课程定位，即以课程教学推进学生科学研究基础知识、基本能力、良好素质的

协调发展。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医学科研方法课程的教学目标，即：掌握必要的科研方法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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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知识目标），具备正确将科研方法知识应用于科学研究过程的能力、具备独立进行科学

研究的能力并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能力目标），具有良好的科研思维与初步的创新能力、逐

步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并养成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正确的科研实践观和科研业绩观（素质

目标）。 

根据医学科研方法的课程定位与教学目标，我们确定了若干教学单元以及每个单元的教

学内容（见表 1）。需要指出的是，在教学实践中，我们结合研究生不同专业或专业类别，

在教学内容上有所侧重。如，对临床医学类专业硕士研究生重点介绍“临床医学试验研究与

设计”，对中医类专业硕士研究生重点介绍与中医中药相关的科研选题以及临床医学试验研

究与设计，对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有侧重地介绍动物实验研究以及转化医学、精准医学的理念。 

表 1  医药类硕士研究生科研方法教学单元的分布 

序号 教学单元 教学内容 学时 

1 医 学 科 研

方 法 学 概

述 

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学习医学科研方法的意义；医学科研方法发展

简史与进展前沿；医学科学研究的类型及其特点；医学科学研究的过

程与方法；医学科研道德与伦理；硕士研究生与科学研究 

4 

2 医 学 科 研

选 题 与 设

计 

了解医学科研课题；医学科研选题的基本原则（科学性、创新性、需

要性、可行性、专一性、效益性）；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重复、对

照、随机、盲法、均衡）；学科交叉意识与通识教育 

4 

3 医 学 科 研

思 维 以 及

创 造 性 思

维的培养 

思维概述；思维的基本方法论（唯物辩证法、逻辑方法、系统方法）；

思维的基本形式（分析与综合、比较、抽象和概括、具体化）；创造

性思维的形式（直觉-毛估-模型、想象-验证、归纳-演绎、联想思维、

逆向思维）；创造性思维的过程（准备、酝酿、启发、验证阶段）；

创造性思维的条件（积累掌握丰富的知识、强烈的问题意识、原型启

发、社会实践）；创造性思维的培养途径（树立创新意识、激发创新

情感、锻炼创新意志、确立创新动机、打破思维枷锁、培养创新素质） 

2 

4 实 验 与 观

察 

实验与观察的基本概念；实验的类型（预备实验、决定性实验、正式

实验）；实验研究的基本要素（实验对象、处理因素、效应指标）；

实验误差与控制（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实验和观察中的机遇 

1 

5 动 物 实 验

研究 

动物实验研究的发展简史；医学科研要求动物级别；选择实验动物的

基本原则（相似性、特殊性、可靠性、经济性原则）；人类疾病动物

模型 

1 

6 临 床 试 验

研究 

临床试验研究概述（特点与方法）；临床试验设计的基本方法（随机

同期对照试验，非随机同期对照试验，前-后对照试验，交叉试验）；

常见的临床研究类型（临床疗效研究、诊断试验研究、疾病预后研究、

临床观察性研究）；临床科研中的偏倚与控制（选择偏倚、信息偏倚、

混杂偏倚） 

4 

7 医 学 科 研

论文写作 

医学科研论文概述（基本原则与要求）；写作步骤和方法（获取写作

素材、写作前准备、撰写初稿、修改）；基本格式（前置部分、主体

部分、附属部分）与写作过程（结果、材料与方法、前言、讨论、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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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摘要、关键词、署名与单位、致谢、参考文献）；各类医学论文

的写作特点（重点介绍硕士学位论文与文献综述）；常见错误；论文

质量与水平评价 

二、结合发展趋势，拓展教学内容 

面对信息化技术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文献管理工具已完全融入到科研人员的科研实

践全过程，但我校科研方法课程体系中所有课程的教学大纲中均没有安排文献管理工具的学

习，国内许多院校也未在研究生的科研方法教育课程体系中安排相关教学内容。尽管有一些

研究生通过自学掌握了文献管理工具的使用，但大多数同学对之知晓甚少，以至于研究生学

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内容出现了极不一致、甚至大量错误的现象
[3]
。为此，我们对 2018

级临床医学、中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扩展了“EndNote 文献管理工具与应用”的教学。

在此基础上，为 2018、2019 级医药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开展了相关扩展性教学，均收到良

好的教学效果。问卷调查显示，这一扩展教学，提高了学生们的科研兴趣，提高了他们的文

献管理能力，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待 2018 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们将对他们学位论文

中参考文献格式的规范性与前期毕业的研究生进行对比分析，用详细的数字明确教学效果。 

三、结合教学内容，变革教学方法 

传统的医学科研方法课堂教学，同其它许多课程的课堂教学一样，都是“教师讲、学生

听”的课堂教学模式。尽管学生知道学好医学科研方法对他们今后的科学研究很重要，但学

生面对枯燥且抽象的知识，且由于学生在本科教育阶段很少接触科学研究，对科学研究知之

甚少，因此课堂教学根本无法激发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兴奋点，课堂气氛沉闷。这表明了传统

的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间的不适应性，也要求我们必须进行教学方法的变革。 

首先，我们引入大量实例充实到课堂教学。以诺贝尔奖的获奖人物和事例与相关科研事

件结合起来，从而使科研思维教学中的基本表现形式等抽象的概念变得生动起来。以临床试

验论文实例，一一对应，介绍临床试验设计的基本方法，加深了学生对抽象的设计方案的理

解。其次，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加强师生互动。由学生介绍他们对不同临床研究的认识，在此

基础上互动学习临床医学常见的研究类型。在“EndNote 文献管理工具与应用”教学中，实

施教师介绍理论知识与学生现场操作相结合的方式。第三，我们引用信息化教学手段于课堂

教学。应用问卷星、学习通等手段，加强学生对某些科研活动的认知调查，并以此为基础，

融入课堂教学。通过这些课堂教学方法的变革，不断增加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较好地实现了教学目标。 

四、结合教学目标，完善评价体系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365 - 

 

作为一门研究生的选修课程，学生普遍存在重视程度不高的现象，大多同学认为通过课

堂学一些知识不如科研实践重要。为了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学习

兴趣，我们对以往的教学评价体系不断完善。首先，在课堂教学中，加强形成性评价。在课

堂教学结束前，以问卷星等工具对本次课的重点难点教学内容以及学生不容易理解的知识点

进行回顾，随后对同学们的答案进行现场反馈，对错误率较高一些知识点重新进行讲解，以

保证学生真正学懂弄通。其次，在课程考核中，实现考察重点的转移。压缩试卷中知识类题

目的比例，增加以实验设计、临床医学研究、论文写作技巧等考察能力为主的题目，由以前

的重知识考核转移到重能力考核。通过这些举措，增加了评价体系中的形成性评价元素，实

现了能力考核为重的评价方式，对于实现课程教学目标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上述教学实践，建立了适合我校医药类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医学科研方法》课程体

系，现已列入了河北省研究生示范课程。问卷调查显示，通过医学科学方法课程的学习，硕

士研究生对医学科研有了较深刻的理解，引导他们树立了正确的科研实践观、科研业绩观，

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与科研思维，提高了他们的科研道德修养，为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提供

了参考，也为在将来的工作中，顺利进行科学研究打下初步基础。可见，《医学科研方法》

的教学实践，充分发挥了对学生的指导与引导作用，提高了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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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契机加强 

医学研究生的生命伦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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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公

布后，引发了全球空前激烈的伦理论争，这一巨大而

深刻的伦理悖论既给医学研究生上了一堂生动的医

学伦理课，又正好说明了我国科研工作者的医学伦理

教育亟待加强。笔者现就该事件涉及的可能带来的后

果进行分析，并提出该事件后医学研究生生命伦理教

育重塑的探讨。 

【关键词】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基因编辑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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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bioethics education for Medical Postgraduates by taking the 

"gene editing baby" incident as an opportunity 

Abstract: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world's first infant gene editor immunized 

against AIDS has triggered an unprecedented fierce ethical debate in the world. This huge 

and profound ethical paradox not only gives medical postgraduates a vivid course of 

medical ethics, but also illustrates the urgent need to strengthen the medical 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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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ethics education for medical postgraduates after the incident. 

Keywords: Human embryo gene editing technology; Gene editing infant;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Bioethics education remodeling 

一、“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冲击波 

2018 年 11 月 26 日，中国深圳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副教授研究团队向外界公

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首例免疫艾滋病基因编辑女婴于 11 月在中国

健康诞生。两天后，贺建奎团队在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人类基因编辑国际峰会上，披

露了具体研究过程及实验数据。据介绍，这次基因手术使用“CRISPR/Cas9”基因

编辑技术，对 HIV病毒入侵机体细胞的主要辅助受体之一的 CCR5基因进行了修改，

检测结果证明基因手术成功，并未发现脱靶现象。 

但贺建奎团队貌似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并未获得他们期待的荣誉与掌声。相反，

由于该项研究突破了目前人类基因编辑研究的伦理底线，被视为研究程序非法，从

而遭到了国内外科学共同体的的普遍置疑与谴责。最终，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南方

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自筹资金，蓄意逃避监管，私自组织有关

人员，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
[1]
。”以中国科

学家为主体的 122 位国内外科学家发表的联合声明，特别强调了这一事件的消极

影响：“这次事件引发的程序不正义和将来继续执行带来的对人类群体的潜在风险

和危害以及其长远而深刻的社会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与此同时这对中国生物医学

研究领域在全球的声誉与发展都是巨大的打击，对中国绝大多数人勤勤恳恳科研创

新以坚守科学家道德底线的学者们是极其不公平的。” 

但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本身同样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比如，这一事件不仅暴

露了目前我国科研项目伦理审查方面的种种弊端，也充分说明部分科研人员的科学

伦理意识淡漠。其根本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科研人员的培养过程中严重忽

视了生命伦理教育这一环。因此，作为医学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工作者，这一事件理

应成为我们加强医学研究生生命伦理学教育的重要契机。笔者现就该事件涉及的可

能带来的后果进行分析，并提出该事件后医学研究生生命伦理教育重塑的探讨。 

二、人类基因编辑技术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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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是具特定生物学功能的 DNA片段，对生物体的正常发育、疾病等各种生命

过程有决定性的作用。所谓基因编辑指根据科研或临床实际需要对目的基因（亦称

靶 DNA）进行插入、剔除或替换等精确遗传操作，从而达到既定目的之过程。 

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多种核酸内切酶的发现及应用为基因编辑提供的了重要

工具，基因编辑技术也相继经历了基因打靶、嵌合核酸酶技术和以 RNA或 DNA为介

导的核酸酶技术（也称 CRISPR/Cas9 技术和 SSDNA/Ago 技术）三大阶段。尤其是

2010年后廉价、高效的 CRISPR/Cas9 技术的出现，使得对人类胚胎活体细胞中基

因组的特定位点进行靶向编辑（包括插入、修复、剔除等）成为可能。如果这一技

术运用得当，就可以修正或改变原有的遗传特性，让胎儿不再携带致病基因或遗传

缺陷
[2]
。 

目前基因编辑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层面，也即体外实验、细胞水平、动物水平

和临床应用，并已在前三个层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它不仅在干细胞、免疫细胞、基

因筛查等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领域已成为一项重要基础性工具，而且已成功应用于模

式生物制备与物种改良。虽然现阶段基因编辑技术，尤其是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

在遗传病、血液病及感染病等领域显示了巨大的临床价值，但其潜在风险以及消极

的生物学后果可能在婴儿出生几年后甚至几代后才会显现
[2]
。例如，有可能引发其

他缺陷和疾病，或者有可能引发其他基因突变。此外，基因编辑技术的临床应用还

涉及诸如人权的权威性、社会公平与正义、患者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等一系列

错综复杂的伦理问题。 

有鉴于此，国际医学界历来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临床应用普遍持谨慎的态度。例

如：2015 年第一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达成的国际共识明确规定：禁止利用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一切以生殖为目的的临床研究和应用。该技术只能

用于基础学术研究。目前，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涉及人类怀孕的生殖系基因工程

被视为非法。我国现行的政策法规和只允许从事研究性的人类胚胎克隆。 

三、重塑医学研究生的医学伦理教育 

（一）深化生命伦理学课程外延式和内涵式发展 

据了解，我国医学院校尚未普遍为研究生开设生命伦理学课程。也许有部分医

学院校将生命伦理学作为研究生的选修课程，但是课程内容还是停留在生命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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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层面的教育，包括其理论基础及原则主义在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领域中的应

用。以及医生的道德义务和医患关系这些内容。 

众所周知，21 世纪的高等医学教育面临着诸多社会问题引起的挑战。比如，

人口老龄化、人口数量控制和质量提高、心理社会因素引发疾病增多、环境变化对

人类的威胁、传染病的发生与控制等。这些挑战与生命伦理道德因素息息相关，而

且已成为高等医学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医学研究生教育是高水平医学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是科研学术和创新驱动的

前沿战场，也是生命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 

因此，该课程必须成为正规高等医学教育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一方面是要深化

该课程的外延式发展。即应对生命伦理学课程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政策的倾斜，

将生命伦理学课程作为医学研究生的必修课程。另一方面要深化该课程的内涵式发

展。鉴于医学研究生阶段主要是临床专业教育和科研培养相结合，因此，医学研究

生应在本科阶段的基础上，扩大教育的内容，包括：(1) 临床层面：着重研究临床

医学实践中的种种伦理困惑，如人体器官移植、辅助生殖、人工流产、产前诊断、

遗传咨询、临终关怀，以及安乐死等等；(2) 涉及人体受试者的临床研究层面 ：

如何尊重受试者及其相关群体的自主性，保护受试者的权益，同时也涉及如何适当

保护试验动物的问题；(3) 公共卫生层面：如何维护和促进人群的健康，如何处理

个人权利与群体健康的关系等；(4) 政策层面：医疗领域的利益冲突的管理以及高

新技术的临床的规范应用都涉及相关政策制定、行政和行业管理以及法律法规等问

题；(5)文化层面：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生命伦理学对特定的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

诠释和解决途径等
【3】

。总而言之，医学研究生生命伦理学学习的内容应当与其培

养教育目标的实际情况向结合，因地制宜，并且根据患者的要求、时代、医学和科

学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更新与完善。 

（二）立足分类和需求创新生命伦理学教育方式 

由于医学研究融合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的内容。所以，

医学研究生只有深入理解，读懂读透其内在伦理规范，认清自己所肩负“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的社会责任，才能更好地完成“健康中国”的历史使命。 

鉴于自 2015 年起，各医学院校将医学研究生的培养类型分为学术学位和专业

学位（即学术学位的研究生专注于科研工作培养，而专业学位的研究生专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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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培养）。为了结合实际，突出重点、有效针对，首先，立足分类培养。可以在

做好提高其对生命伦理的客观认识和生命伦理学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对学术型医学

研究生强化科研诚信、人体和动物试验伦理规范、知识产权、数据采集处理以及共

享等方面的教育；而对专业型医学研究生强化医德医风、人文素质、医患关系、临

床医学实践中的种种伦理困惑和临床实验中的生命伦理学教育。从而形成基于目标

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能力导向的医学研究生生命伦理教学模式，提升医学

人才培养质量。其次，立足需求培养。为培养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需求的医学人才，对学术型医学研究生的生命伦理学教育的培养方案要加大

研讨式、学术前沿的力度；对专业学位医学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应增加案例式、实践

类的力度。从而有效地克服以往空洞枯燥和流于形式，使医学伦理教育目标的实施

具有创新性和可操作性。 

（三）全过程贯穿生命伦理学教育 

据了解，开设了生命伦理学课程的医学院校，基本都将该课程安排在刚入学的

第一个学期给研究生讲授
[4]
。然而，由于此时研究生还不知道在接下来的临床和科

研工作中会遇到哪些伦理学困境。所以，这样的教学安排使得研究生对课程的内容

理解不够深入，不能身临其境地对生命伦理学实际问题时进行思考。并且，医学研

究生往往容易忽略生命伦理知识的学习，而更注重临床技能或科研工作的培训。由

此导致他们在开展临床或科研工作后，面对生命伦理相关问题或困境时，不知如何

处理，甚至出现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 

因此，从新生入学及在学期间的学习生活，再到毕业离校，应该构建对医学研

究生的医学伦理教育的全过程引领体系。首先，为了激发其对生命伦理知识的渴望，

使其真正意识到生命伦理在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方面存在重要意义，学校应该在入

学之初就注重对医学研究生进行生命伦理的启蒙教育和认识培养，强化医学研究生

对“临床医生”或“科研工作者”的认识，扣好研究生学习生涯的“第一颗”扣

子；其次，在研究生进入临床工作或开展科研工作前做好生命伦理学知识的普及、

警示和教育，培养懂生命科学又懂生命伦理的“两栖人才”；最后，在其进入临床

工作或开展科研工作的过程中时刻发挥导师和其他教师的示范效应。可以在传授知

识、实验技能、临床实践带教的同时，让导师和其他老师通过不经意的言谈举止，

将自身优秀的精髓面貌、价值取向、治学态度和人文素养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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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良好的医学道德传统贯穿到研究生培养教育的过程中，让学生从情感上体验到医

学伦理的魅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教育渗透在医学研究生整个培养环节的全过

程，积极开展生命伦理学教育，从而提高其伦理素养。 

（四）确定导师是医学研究生生命伦理学教育“首要责任人”的责任 

尽管在校期间，任课教师是生命伦理学教育的主体。但是，导师是研究生培养

的第一责任人。导师作为离学生最近的群体，他们与研究生之间的师生互动关系直

接关乎其培养质量、个体的发展和成长。同时，2013年颁布的文件《关于深化研究

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指出：“应发挥导师对研究生科学伦理的示范和教育作用。”

因此，充分发挥导师在医学研究生生命伦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确定导师是医学研

究生生命伦理学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和主要教育者是关键。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导师在医学研究生生命伦理教育的首要责任人作用还远

远没有发挥出来。原因如下：一是部分导师重临床科研，轻生命伦理教育；二是部

分导师生命伦理学相对缺乏，教育方法欠妥，甚至在生命伦理方面自身就存在一定

的问题；三是导师管理制度不健全，激励问责不到位。 

为了充分发挥导师的“首要责任人”的作用，首先，要明确导师的育人责任，

转变育人理念。①上级教育部门应积极构建医学研究生导师的生命伦理教育育人的

长效机制，制定相关的文件规定，明确导师在其中的地位、责任和义务等；②医学

院校应出台政策规定，明确导师在培养和指导医学研究生过程中，将生命伦理教育

贯穿在临床带教和科研指导的过程中；③导师应明确导师之“责”既在“教”又在

“育”——注重对医学研究生生命伦理教育方面发挥充分引导作用。第二，要加强

导师培训，提高生命伦理教育的素质。①通过岗前培训、定期培训等形式，让导师

掌握生命伦理教育的基本内容与教育方法；②通过优秀导师生命伦理教育工作沙龙

等形式，使其了解目前生命伦理教育工作的形势任务、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促进

他们相互交流借鉴；③通过网站和公众号等推送关于生命伦理的最新热点新闻和出

台的相关文件等形式，提醒导师该做什么，提高导师育人意识，丰富导师育人内容，

拓宽导师育人渠道。第三，要健全导师审核、激励与考核制度。①将导师履行生命

伦理教育情况作为研究生导师审核、考核及评先的评价的重要指标；②通过签订生

命伦理教育目标责任书、建立学生评价机制等，加强过程监督，建立激励与问责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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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从根本上改变导师重临床科研轻生命伦理教育的现象；③要求导师灵活运用各

种教育方式，定期与医学研究生开展生命伦理教育工作，切实履行育人职责。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不仅引发我国和全球强烈热议，也引发了我国医学教

育工作者的思考。由于整个医学活动都始终在人类的道德天平上接受道德检验。因

此，我们要做到因势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通过深化生命伦理学课程外延式

和内涵式发展，立足分类和需求而创新生命伦理学教育方式来增强其吸引力和时代

感，把生命伦理教育工作贯穿在研究生教育的全过程，确定导师是医学研究生生命

伦理学教育的“首要责任人”，为培养新时代高素质医学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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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训练 

“5+3”一体化医学生 

科研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探讨 
梁佳 

530000，南宁，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通讯作者 梁佳，952168643@qq.com 

【摘要】"5+3"一体化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是我国医学高等

教育改革的新模式,其宗旨在于培养医学理论知识扎实,且具

备科研创新和临床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但 5+3”培

养模式下科研训练时间大大缩短，如何培养科研思维和加强

科研实践能力,对当前培养合格医学生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

于医学院校在对“5+3”医学生科研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的素

质教育实施过程中碰到的实际境况作一探讨。 

【关键词】 科研思维；实践能力；“5+3”一体化；培

养模式 

 

梁佳，重庆南川人，硕士研

究生，从事临床眼科学，单

位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Discussion on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5 + 3" integrated medical students 

Abstract: The”5+3” integration of clinical medical personnel training model is the new model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advancing education in China, aiming at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with soli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ability. However, 

undergraduates' researching training time is obviously shorter in the new medical education mode. 

There is an importance for improving researching training of qualified doctor. Based on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quality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ay to cultivate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5+3" 

integration. 

Key words: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practical ability; "5+3"integration; cultivation mode 

自 2015 年来我国教育部将 7 年制临床专业转为"5+3"一体化的 8 年制模式,即将 3 年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住培）与 5 年临床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教育一同进行，通过医学教育与住

培结合,促使“5+3”培养模式下医师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
[1]
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和医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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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转换,科研创新成为了用于衡量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具备较强的

科研创新意识和临床实践能力的医学生菜能适应新时代潮流。 

一、科研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 

在 5G 信息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的推动极大程度地促使医学模式转换, 让医学发生了

巨大的变革。“5+3”模式下医学生的科研创新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结果直接影响着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医学事业的发展。
[2]
"5+3"一体化学生培养模式有利于营造浓厚的学术氛

围，实现将教学和科研整合并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强化学校育人功能。以侧重科研

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导向，为我国医学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培养中坚力量。
[3]
由于大学生

的思想初步独立、自我意识初步成型，这给我国的医学生教育带来了一定挑战。科研思维和

实践能力培养一方面不仅可以促进医学生思想的成熟与独立,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医学生创造

力和独立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帮助其更好的形成自我意识和对医学世界的认知能力。 

二、科研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存在的问题 

科研创新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是适应高等医学教育改革、促进教学科研共同发展

的要求。现阶段的“5+3”医学生的培养与世界一流医学院校仍存在较大差距。
[4,5,6]

日前,很

多高校已经开始重视"5+3"一体化专业学生科研教学,但依旧存在不足。
[6]
 

（一）教学模式创新不足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时俱进尤为重要。目前，医学高等院校对于 “5+3”一体化专

业学生的培养仍然是“医学基础课-临床课-临床实习”三段式的医学教育体系，通常是“填

鸭式”和“满堂灌”的模式，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而对于科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相

对欠缺，教学与科研脱节、科研经费限制、课程配置不合理、科研激励机制的缺乏等都制约

着学生科研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
[7,8]

主要表现在学生缺乏科研意识、没有科研经历、不懂科

研方法及论文写作等。在创新上，习近平同志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2010—

2020）》中强调要坚定教育创新精神，使得高校在整个国家的创新体系中以科研促进教学为

基准，才能激发学生创新性和主动性，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打好基础。 

（二）教师团队建设不完善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好的教育首先需要一批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

师，但现实中一些指导教师自身也存在问题，这样的教师团队很难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

创新精神，其次，即使是聘请优秀医师和成功的校友担任指导老师，多半也是挂名或应付性

开展讲座，没有做到对学生成长成才教育真正指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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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学生发挥主观能动力不够 

医学生在科研实践中遇到困难，大多倾向于“坐靠等”，很少有人通过独立查阅文献、

分析思考问题来解决困境。与发达地区普通高等院校和国外院校相比，民族地区医学院校的

学生太过于依赖老师，迷信权威，同时由于受地理环境、经济发展等影响，学生眼界难以开

阔。
[7,8]

最终导致了民族地区医学院校的学生创新意识薄弱，这也是科研思维和实践能力培养

难以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 

三、加强科研创新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的方案和途径 

对于“5+3”一体化专业学生的培养，应体现在学生本身的主观能动性，以自主研究和

积极创新为教条，为“5+3”一体化专业学生创造良好环境，同时利用“5+3”学生理论基础

相对扎实、理解接收能力强、思维活跃等优势，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突破传统的教育枷锁，探

索新时期高等医学教学的新方法。
[10]

从被动接收式教育到启发引导式教育, 提高学生自身的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意识。 

（一）重视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高等教育改革中实验教学改革是培养学生科研创新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

[9]
“5+3”一体化学生除了掌握专业知识，还应具备较强的科研思维和动手实践能力。传统实

验课多是验证和模仿型实验，缺乏新发现和新思考。因此教师应改变实验教学模式，多开展

“设计型”和“开放型”实验，不仅巩固了学生专业知识，而且很好地激发其创新思维。教

师在实验教学中应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提倡“学生为主老师为辅”理

念，使学生能发散思维，独立设计实验，分析解决问题，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 

（二）实行奖励制度，激发学生科研热情 

“5+3”学生课程量和学业任务相对繁重，面对课程任务和考试压力，学生没有精力去

接触科研。学院可以酌情减少专业课时和学分，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接触科研，培

养科研兴趣。让“5+3”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得到培养，同时实施激励政策，例如增添科研学

分，将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成果实行量化考核，将其结果作为学生综合测评的参考项。
[11]

科研成果表现突出者，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同时让其作为学习榜样开展经验分享会，

以点触面带动更多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 

（三）增添科研课程，丰富教学内容 

学院可通过适当的增添科研相关课程，如“PCR 技术教学”“生物医学信息”等课程，

同时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开设网络课程，推进网络化、数字化课程等资源开发，建设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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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5+3”一体化培养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8]
创新教学模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

学让“5+3”医学生尽早接触科研，对科研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掌握如何科研选题、资料整

理、实验设计以及论文写作。
[3]
老师可以将国内外最前沿的科研信息以及科研方法等结合自

身的科研成果一同融入教学，充实教学内容，巩固学生基础知识，同时扩宽学生科研视野，

将灌输式转换为启发式教学，引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激发科研热情，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

获取知识的能力，为将来培养创新型人才埋下基础。 

（四）创建科研团队，加强导师作用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鼓励学生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方向并创建科研团队，促进良性竞

争，每周指定一天作为科研进展汇报日。要求每个团队配备至少一名临床教师和基础研究教

师，临床导师善于在临床中发现问题，而基础研究老师具有较强的科研意识，两者结合，优

势互补，共同担任团队的导师，对该团队进行指导与帮助，减少学生的盲从性，从而提高对

学生科研素质培养的指导水平。
[3,7]

大多科研平台的导师都有自己研究的课题，可以鼓励学生

参与到自己的科研课题组，在空余时间协助完成部分课题，同时导师可以给参与课题的学生

提供必要的补助，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培养科研思维，而且能让学生更快融入

科研环境。 

（五）开展学术活动，营造科研氛围 

良好的科研素质培养需要优良的校园文化和浓厚的科研氛围。学术交流是产生科学思想

的催化剂。学院应定期举办各种学术活动，鼓励“5+3”一体化专业学生多参加，为学生创造

更多接触科研前沿的机会。组织或邀请校内外各学科教授甚至国外知名专家、教授开展学术

专题讲座，介绍该学科最前沿的研究热点和尚待研究的问题。他们都是科研领域中的佼佼者，

有着独特的见解，在开阔医学生科研视野有很大的帮助。
[12]

同时学校近年来实施了学生科研

培养计划方案，如“未来学术之星”“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申报项目”等，指导学生多

元化的实验设计、用合适的方法去讨论分析结果等等，让学生在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中

成长，开题和结题过程中积累经验，培养良好的创新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六）开放科研资源，提供科研平台 

高校应大量投资科研平台的建设，免费开放和完备学院图书馆的数据库，让学生们可以

免费阅读、查阅和下载文献，共享学科平台的各种资源，加强学生对科学基础的掌握程度。

同时学院应提供各类科研平台，鼓励学生多去实验室，切身体验科研工作的环境和参与科研

研究。
[1,13]

以广西医科大学为例，我校有转化医学研究中心、医学科学实验中心、生物靶向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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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研究中心等多个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协调高校及医院间资

源分配，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科研，通过多途径教学改革，完善“5+3”一体化科研实践

能力培养模式，营造医学院良好的学术氛围。 

结语 

“5+3”一体化医学生的科研培养策略，需紧紧围绕科研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科研

之路道阻且长，在此过程中，通过科研思维的训练，能够让学生掌握实验技术和论文写作等

多种科研能力。同时教学和科研紧密结合，使得学生的科研创新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得到升

华，“5+3”一体化学生观察能力、外语水平、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有一定的提高，发表更多

综述以及实验论文的概率也将进一步加大。
[12]

此外，教师通过对学生科研思维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本身的教学水平和综合素质逐步提高，同时提高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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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通过加强骨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医患沟通

能力培养，探讨提高硕士研究生医患沟通能力的重要意义，并提

出提高骨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医患沟通能力的途径。方法：随

机将 2013 至 2018 年被我院录取的骨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8

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对照组采用常规临床教学，观察组开设

医患沟通课程，对学生进行医患沟通技能的培养。课程结束后，

选取同一组标准化患者对两组学生采用 SEGUE 量表评分并进行

比较分析。结果：实验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优于对照组，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实验组 SEGUE 量表中的医

患关系的建立、信息收集、信息给予、理解患者、结束问诊 5 个

方面评分及总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1）。结论：骨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开设医患沟通课程、提

高他们的医患沟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教学实施可行、合理、有

效，且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关键词】医患沟通；专业学位；SEGUE量表评分；标准化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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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how to nurture clinical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of profession degree of orthopaedics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students' communication skills with SEGUE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to explore 

the solutions. Methods  We assessed 28 residents with SEGUE framework sequentially, and 

analyzed the changes between the two assessments. Results  After 6 months of the first SEGUE 

framework assessment, more residents could explore psychosocial or emotional factors of diseases 

and discuss lifestyle issues or prevention strategies. And more residents could give patients 

opportunity or time to talk and teach them about their situations . In addition, more residents learnt 

to express caring and concern or use empathy in the communications. Conclusion  The assessment 

http://dict.cnki.net/javascript:showjdsw('jd_t','j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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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EGUE framework could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residents appropriately. But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enhance the training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Keywords: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Professional degree; SEGUE 

framework; Standerdized patient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是学位类型之一，是相对学术型学位（academic degree）

而言的。骨科专业学位研究生也被称作“骨科临床硕士研究生”，培养骨科专业学位研究生，

目的是让他们具有扎实骨科理论基础，并适应骨科临床工作需要，使其成为应用型高层次专

门人才。临床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任务在于为医学事业尤其是临床医疗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培

养德高、学博、术精、身心健康的高素质现代化人才。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是临床硕士研究

生成为一名高素质医生的重要保障。医患沟通是医患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包含了医患双

方交往中社会、心理、法律的关系，是医疗实践中关键的内容。如何提高临床硕士研究生的

医患沟通能力，培养临床硕士研究生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成为摆在医务工作者面前一项刻

不容缓的课题。 

一、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 2013年 9月-2018年 6 月在我院攻读骨科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28 人为研究对象。

所有研究生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 

（二）研究方法  

随机将 28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临床教学，观察组则每周多开设一次

医患沟通课程，对学生进行医患沟通技能的培养，课程开始前以及结束后（6 个月），由三

名主治医师以上职称教师，选取同一组标准化患者【1】对两组学生采用 SEGUE量表评分【2】。 

（三）观察组医患沟通课程主要内容 

1 相关理论知识学习 内容包括：医患沟通技巧、医疗相关法律及法规及心理学。通过相

关理论学习，让观察组学生了解医患沟通的必要性以及注意事项。 

2 门诊医患沟通训练 讲师由我科副主任医师及以上出专家门诊的医师担任，让观察组学

生在门诊实践中体会与患者的沟通技巧。 

3 住院患者医患沟通训练 讲师由我科主治医师担任，让观察组学生在患者住院各个沟通

环节体会与患者的沟通技巧。 

4 建立 QQ学习群，方便教师答疑，学生学习讨论，交流经验，总结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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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用X
－

±S 表示，每组学习前后 SEGUE 量表评分分别进

行配对 t检验，对两组学习前后 SEGUE 量表评分差值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 P<0.05有统计

学意义。 

二、结果：SEGUE 量表评分情况 

两组学生学习前和半年后 SEGUE 量表评分情况见表 1，对照组前后 SEGUE 量表评分无显

著性差异（t=9.636    P=0.63），观察组前后 SEGUE 量表评分有显著性差异（t=14.413    

P<0.05），对两组学习前后 SEGUE 量表评分差值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 F=4.265   

t=10.428   P<0.05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说明观察组通过医患沟通学习，SEGUE 量表评分优

于对照组。 

表 1两组学生 SEGUE 量表评分比较 

组别      学习前 SEGUE 量表评分   半年后 SEGUE 量表评分     T值       P值 

对照组        8.26±3.38               9.42±4.87                9.636     

P=0.63 

观察组        8.37±3.12              19.07±5.63                14.413    

P<0.05 

三、讨论 

（一）提高骨科临床硕士研究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必要性 

随着各大医学院校本科生扩招及就业压力增加,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选择继续接受研究

生教育。分析我国医学研究生来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应届本科毕业生和各级医院的临床医

生。本科应届毕业生在基本医学专业学习后均未能进行严格住院医师培训,即使是各级医院

临床医生来源的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后忙于专业技能的提升及研究生入学考试,住院医师

培训计划执行不严,从心理上不重视住院医生医患沟通技能的培养,从而导致许多临床硕士

研究生对医患关系和医患沟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尽管经过临床硕士研究生教育获得大量医

学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新技术,但在工作中只关注病情,不注重“患者”的现象普遍存在,

缺乏与病人沟通的心理应对策略,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无所适从,在与病人交往中普遍存在自

信心不足,紧张焦虑等心理状态。一些研究生因不能准确地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和心理要求,

经常产生非生物因素的医患纠纷,法律意识和风险意识不强,不良的医患关系不仅影响临床

硕士研究生的临床技能的发挥,同时严重损害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因此,必须加强对骨科临床

硕士研究生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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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骨科临床硕士研究生医患沟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医患沟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长期以来，我国医学教育重视对学生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培养，忽视医患沟通能力、

服务理念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医学生实习前与患者接触的机会较少，也无相应的课程培训。

因此，实习生往往对医患沟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服务意识和沟通意识。 

2.缺乏沟通技巧 

陈翔对 150名临床医学生和 150名患者进行医患沟通问卷调查【3】，结果显示，临床

医学生涉及或引发医患沟通冲突事件多达 98.7%，近 92.0%的临床医学生表示：在面对患者

时，不知如何与患者交流，如何与之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更不知如何及时应对和处理已存

在的医患冲突"医患沟通能力的缺失主要表现在：对医学信息表达不清楚、不全面；沟通时极

少使用礼貌用语；在听取患者叙述时，很少有相应的情感反应；在患者求诊过程中，重询问、

轻倾听等。 

3.缺乏自信 

骨科医患沟通时，双方往往处于极不对等状态。患方医学知识的匮乏、突遭病痛的慌乱

以及面对医院的陌生环境等，使得患方对与其沟通的任何一个经治医生都持有信任与期待。

医方实际上处于非常主动、有利的位置，医务人员只要凭借丰富的医学知识和经验，与患方

进行耐心细致的沟通，即可取得患方的最大信任与配合。然而，实习生与患方沟通时往往不

能摆正自身位置，加之临床知识和经验不足，普遍存在信心不足的现象，难以全面详尽地介

绍诊疗情况、告知风险，也不能较好地解答患方提出的疑问，造成患方对实习生的能力产生

怀疑，挫伤了实习生的自信心。另外，有些实习生思想上存在逃避意识，不愿意同患方过多

地接触和交流。这些现象在病情急、临床操作多、技术能力要求高的骨科实习过程中十分普

遍。 

（三）提高临床硕士研究生医患沟通能力的策略 

1.增加医患沟通教育的相关课程并注重实际沟通能力的培养 

临床硕士研究生在本科学习中已涉及一些医患沟通问题的学科,如医学伦理学、医学法

学、医学心理学等,但这类学科对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一般只作为选修课程开设，学时少、内

容简单、重点不突出、操作性不强,学生只能略知一二,对实际工作帮助不大。而在临床硕士

研究生教育中相应的学科更少,对研究生临床工作的指导意义不大。因此,把医患沟通教育融

入医学院校研究生教育的教学体系,对原有教学计划进行适当调整,增设一些医患沟通教育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383 - 

 

课程,并增加医患沟通教育内容,在临床硕士研究生进行临床工作中有临床导师进行指导,将

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在提高临床工作能力掌握先进医学技术的同时,掌握医患沟通

的方式和技巧【4】。 

2.加强法制教育,提高研究生法律意识 

法律除了惩罚功能外,更重要的是促进医务人员在医疗工作中更加自律,使医德意识真

正转化为医德的行为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对执业医师的行为进行了具体

的规定，特别对执业医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具体要求。加强临床硕士研究生的法制教育，不

仅使他们了解和掌握相关法规的具体内容，了解患者的合法权益和自己的义务责任，而且使

他们深刻认识到法律的地位和尊严，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责任

义务，培养健全的法律心理。 

3.强化带教教师的带教意识，重视培养研究生的医患沟通能力 

在骨科临床教学中，带教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1.因材施教。根据研究生语言能力、沟

通能力的差异，制订不同的带教方案。可采取经典案例分析、专题讨论等方式，进行角色模

拟的强化训练。2.树立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指导研究生学习沟通的基本技巧，如同情、

尊重、兴趣、关怀和支持等，强调与患方沟通时要主动热情，语言要礼貌、亲切、通俗易懂。

3.指导研究生掌握沟通的内容，主要包括疾病的诊断情况、诊疗方案及主要治疗手段、重要

检查目的与结果、病情的转归及其预后、治疗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手术相关事项、了解患

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状况、如何通告坏消息等。同时，对于经济不宽裕的患者，与其沟通时要

换位思考，提出经济上可行的有效的备选治疗方案等。4.做到言传身教。带教教师的言传身

教作用最直接，也最有效，当其亲自与患者沟通时，尽可能让研究生在旁聆听，并为研究生

提供与患者沟通的机会，使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5.带教教师应鼓励研究生加强与科室其他

工作人员的沟通，学习他们丰富的医患沟通经验，提高自身的医患沟通能力。 

4.提高人文素质修养 

加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交叉融合是医学科

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必然。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

因素综合而成的内在品德，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人文素质教育不仅是人文知识

的灌输，更是人文精神向个体身心的内化。在临床硕士研究生工作中努力将人文素质教育渗

透到临床知识的培训中，以此来进一步提高研究生人文素质修养，亦有利于临床硕士研究生

医患沟通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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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医学教育结构中最高层次的教育，担负着为社会培养高素质、 

高层次医疗人才和发展学科技术的双重任务。因此，医学研究生教育直接关系到我国医学事

业的发展前景。如何确保研究生教育质量已成为当前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临床医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部分解决了医学科学型研究生在毕业后不会看病，不能“开刀” 

的问题。而骨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更是对我国骨科事业的兴旺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

灭的作用【5】。 

对于骨科专业型研究生而言，归根结底，他们最终是要成为骨科的临床医生的，其主要

工作是临床医疗，通过临床医疗服务于社会和人民。因而,加强对骨科专业学位研究生医患

沟通能力的培养是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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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亮 赖克方* 

510120，广州，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黄晓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呼

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呼研院办公室，办公室干事 

赖克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呼

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临床实验部，临床实验部主任 

通讯作者 赖克方，klai@163.com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医学也发展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医学亚专科分类越来越细，亦对医学人才的综

合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培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医

学人才，成为每个医学院校都需要思考的问题。2015 年国

家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培养模式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方式并轨，标志着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进一步职业化。

如何在强调专业人才培养职业化的同时不耽误学生临床

科研思维的培养，应该是每一所医学院校所面临的重大教

学挑战。广州医科大学的呼吸专业严格按照国家政策培养

高学历医学人才，同时也在学生“第二课堂”的开设方面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将简要介绍我校呼吸专业“第二

课堂”开设的情况与取得成绩，并对日后工作的重点做出

规划。 

【关键词】“第二课堂”；医学人才培养；教育 

 

黄晓亮，2015年 6月毕业于广东

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与应

用语言学专业。目前就职于广州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任广州

呼吸健康研究院办公室干事，主

要从事研究生教学管理工作。主

要负责协助赖克方教授进行研究

生管理工作以及组织多形式研究

生教学活动。协助赖克方教授组

织开展全国呼吸医学研究生论

坛，以第二负责人申报各级研究

生管理课题。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cond Class of Graduate Students on Respiratory 

Medicine-Take the Training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spiratory Disease for Example 

Abstract: A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deepen, medicine has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level 

and the its subspecialties have become in more detail.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overall 

qualities of medicine students needed to be enhanced. How to cultivate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s 

matching with the need of social development becomes the problem needed to ponder over. In 2015, 

the training of Master of Medicine, M.M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Standardized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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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in Hospital in China, indicating the higher demand on the professionalism of Master of 

Medicine. It becomes a big challenge for every medical school to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ism of 

Master of Medicine, while strengthening students’ scientific thinking. The Respiratory medicine of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has adhered to the policies of State to cultivate the high-quality 

medicine professional sand we also has exploded the way to conduct the second class effectively.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the second class in our laboratory and its outcomes and makes the plan 

for next step.  

Key word: Second  Class;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Education 

一、 前言 

第二课堂主要是针对课堂教学而言的。如果说依据教材及教学大纲，在规定的教学时间

里进行的课堂教学活动称之为第一课堂的话，那么第二课堂就是指在第一课堂外的时间进行

的与第一课堂相关的教学活动。从教学内容上看，它源于教材又不限于教材；它无需考试，

但又是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从形式上看，它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它的学习空间范围

非常大：可以在教室，也可以在操场；可以在学校，也可以在社会、家庭开展 1。第二课堂

的形式多样。早期的第二课堂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指学校安排课程外的学习课堂，如课余学

术讲座，学术会议，见习和实习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可及性提

高，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慕课（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POC(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等集动画、视频以及大型网络虚拟学习平台于一身的新型“第二课堂”式的

学习模式应运而生，更加强调学习的趣味性以及交互性。此外，新时代的教学形式不再拘泥

于知识的传授，更加注重于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综合素质的体现。 

广州医科大学的呼吸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依托于广州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的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开展。我校呼吸专业拥有多个国家级平台，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呼吸疾

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疑难病症诊

治能力提升工程（呼吸系统方向）等国字号品牌，其中我校呼吸专业更是连续 10 年居复旦

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专科排行榜全国排名第一。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广州市市属高校

研究生创新基地，校级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2013 年起我校成立南山学院，

2015年率先在我国进行器官系统整合课程，通过典型的病例，从解剖、生理、病理、诊断到

治疗的整个过程，把某个疾病或器官系统的多学科知识融入到教学中，启发学生思考，教会

学生学习的方法，培养学生如何开展科研创新，加强学生的实践动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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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生阶段，以强化学生的临床科研转化思路为主要目标，通过科研项目的设计与实际开

展，培养、强化学生在临床发现问题，通过科研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形成以科研结果指导

临床工作开展的转化医学思维。2015年起，我国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模式与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的方案并轨。专业型的硕士研究生除去完成所有必修课程外，还需要完成 33 个月轮科

的规培，学业繁重。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探索第二课堂的内容设置与形式，探索教

学形式和方法的创新，如举办研究生学术沙龙、呼吸医学研究生论坛、医学研究方法学在线

课程以及走进肺功能慕课等灵活多样的课余学习手段，丰富学生课余学习专业知识的资源，

使得培养学生的形式更加多样化，更加全面。 

二、 历史发展 

欧美等发达国家医学教育起步早于我国。早在 1910 年，由美国学者 Abraham Flexner

编写的 Flexner Report 拉开了近代医学教育研究的序幕。2010年 Lancet发表题为 Health 

professionals for a new century: transforming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health 

system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 的文章，强调各国应重视医疗教学以及医疗体系中

人的重要作用，呼吁重新设计教学方案与机构体系。通过医学教育的重新规划培养更多的高

素质医疗人员，从而为人民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2。与我国相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医学

教学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亦更加丰富。 

（一）注重医学教育研究，研究成果丰硕 

欧美高等教学一向注重教学研究。根据闻得亮的《2018国际医学教育研究前沿报告》的

数据显示，2008 年至今医学教学相关研究论文的发文国家，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位居前三，

其中美国更加以发表数量 1.9万篇文章位居榜首，占全球医学教学相关研究论文的 51.584%。

欧美等国家在医学教学方面的优势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3。 

（二）第二课堂形式多样，使得课余生活丰富充实； 

美国大学不仅仅关注教堂上知识的传授，更注重课余生活中学术知识的浸入。有注重学

术能力提升的学术社团（Academic Team）、由不同专业自发组织的研讨会（workshop）、形

式多样的俱乐部，如专门针对提升文章写作能力的俱乐部等，以及学校校刊的编辑工作等等。

通过鼓励学生参加形式多样的课余活动，多方面强化学生的学术知识的摄入，在校园范围内

营造起浓厚的学术氛围。 

（三）结合时代发展，以教学改革创新教学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获取信息更加快捷、便利。2000年，美国的 Maureen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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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nn Platt and Michael Treglia首次在论文 "Inverting the Classroom: A Gateway to 

Create an Inclu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中介绍了他们在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经济

学入门”时采用“翻转教学”的模式。同年，J.Wesley Baker 在第 11届大学教学国际会议

上发表了论文"The classroom flip: using web course management tools to become the 

guide by the side"4。2013年 Thibault在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公共卫生教育创

新峰会上提出六点呼吁中，提到充分利用新时代信息技术进行公共卫生教育改革。以信息技

术为支撑，搭建起以模拟教学、电子医疗、在线异地网络学习以及翻转课堂为核心的公共卫

生未来教学模式 5。 

此外，国外强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医疗人才培养模式，除了个人临床技能的培养外，

强调多学科融合、团队化合作的人才培养方式，使得学生在进入临床实践时，能够在团队中

与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人员进行沟通协助，减少因沟通失误和合作造成的医疗成本，为病

人提供更高效和优质的医疗服务 5。 

三、 现状分析 

当前我校呼吸专业的研究生培养，参考国内外先进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依托于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及国

家重点学科等国家级平台，逐步形成以培养学生的临床、科研能力为主要目标，多元化、便

利可及的“第二课堂”为辅的创新性人才培养方式。主要特点如下。 

（一）以临床、科研项目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 

随着教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教学手段及方式亦日益丰富。教学方式主要指能应用于课堂

指导的方法，包括主要原则、教学法和管理策略等。从教学内容优先考虑的对象以及所运用

的教学技术来区分，可划分为四个象限，分别有翻转课堂、游戏导向式的教学模式、提问式

教学模式、探索式教学模式、指挥性指导教学模式、区别式指导以及机械式学习，其中以自

主学习、提问式教学的探索式教学最能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动性（详见图 1）6。我校呼吸专业

的研究生培养，正是采用了探索式教学模式的理念。通过开展项目鼓励学生、指引学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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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模式 

专业的深度学习。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学习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理解社会与

所开展课题的相互关系，设计、开展适应社会实际需求的课题。 

（二）以网络技术为支撑的多样化教学模式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教学改革的发展，催生多种崭新的教学模式，

慕课和微课等在线课程，以及混合式教学模式等课堂崭新教学模式，一改传统教学的双向模

式。通过加入动画、视频、网络考测、满意度调查以及社区讨论等交互手段，使得学习更加

形象化，并在网络就能形成虚拟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群体，突破了地域的限制。 

实验室凭借与国外高校良好的合作关系，率先在国内推出针对呼吸医学设计的研究方法

学课程，由麦克马斯特大学的马克.英曼教授主讲，每期仅招收 15-20 名的学生，入选学生

需要具有良好的英文沟通能力。课程从 2018 年开始，至今已经举办了两期。教学满意度均

在 85%以上。该课程招收的学生主要以研一下学期或研二上学期的学生为主。研究生在经过

第一学期集中的理论知识讲授后，在进入实验室或者临床工作后，进行呼吸医学研究方法学

知识的系统讲解，对他们设计自己的课题，大有裨益。一方面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严谨思维，

另一方面有助于其在工作中发现问题、总结问题。 

此外，我们积极利用新教学手段，创新性推出国内首个肺功能网络慕课，《走进肺功能》。

该课程依托于重点实验室强大的教师团队，全面阐述肺功能检查的基础与临床学科知识。以

郑劲平教授、高怡教授主编的《肺功能检查实用指南》为参考教材进行教学设计，分为四大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390 - 

 

章，22 个小节，每节课大约 10 分钟，配合在线测试以及网络讨论，为学生打造了一个操作

简单、便利快捷的互动教学平台。课程适合临床医学、麻醉学、康复医学、全科医学、儿科

学、呼吸治疗师等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同时也富含丰富的临床案例和最新资讯，是学生

“第二课堂”经典案例。 

（三）以学生会为推手的学生课余学术活动 

实验室积极发动学生自发成立学生会，以学生会为推手，了解学生感兴趣的内容，以学

生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组织形式多样的课余学术活动，如每月研究生学术沙龙、英语角、

知识竞赛以及每年一次的全国呼吸医学研究生学术论坛等。实验室从 2012 年起获得广州市

高等学校研究生创新培育基地，积极从事研究生管理模式和培养模式的创新。从 2010 年起

开展研究生论坛，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 8届活动，逾 1500名学生参加活动。论坛从 2014年

起，创办全国呼吸医学研究生学术论坛（以下简称“研究生论坛或论坛”），为国内呼吸医

学研究生搭建起联络友谊，学术共融的交流平台。同时，在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提升实验

室研究生培养和管理的水平。各届研究生论坛专题及特邀专家如表 2。 

年份 专题内容 特邀专家 

2010 2010年广东省研究生学术论坛-呼吸病学分论坛会议 陈荣昌、蔡绍曦、何建

行 

赖克方、周玉民、杨子

峰 

叶枫、郑劲平、谢灿茂 

谢佳星、曾广翘、李慧

灵 

陈如冲、谭亚夏 

2011 第一届粤港澳医药研究生学术论坛 

专家授课 

学生口头发言 

三地研究生座谈会 

陈荣昌、徐国荣、李铭

源 

赖克方、郑劲平、姜志

宏 

刘智刚 

2012 学生口头发言 

青年学者专题 

壁报评选 

关伟杰、曾广翘 

2013 学生口头发言（中英文） 

产学研创新专场 

壁报评选 

潘锡平博士 

2014 第一届全国呼吸医学研究生论坛 

学生口头发言（中英文） 

青年学者专场 

壁报评选 

赖克方、刘金保、关伟

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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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二届全国呼吸医学研究生论坛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成果专场 

学生口头发言（中英文） 

壁报评选 

沈霖霖（评审） 

关伟杰、江泷、杨磊 

2017 第三届全国呼吸医学研究生论坛 

国内外学术交流专场（特邀浙江大学应颂敏、加拿大 McMaster

大学 Mark Inman 教授） 

学生口头发言（中英文） 

学生辩论赛 

壁报评选 

应颂敏 

Mark Inman 

沈霖霖 

2018 第四届全国呼吸医学研究生学术论坛 

杰出人才科研经历访谈 

国外特邀嘉宾专场 

学生中英文口头发言 

青年学者专场 

优秀壁报展示 

文富强、应颂敏、 

Mark Inman、曾广翘 

王涛、梁文华、谢佳星 

表 2各届研究生论坛特邀专家名单 

四、 取得成效及展望 

经过近 10年研究生培养的探索，实验室逐步摸索出适合本专业需求、科研与临床并重，

第二课堂为辅的人才培养模式。近 5 年，实验室以学生为第一作者发表的 SCI 文章 64 篇，

累计影响因子 166.47。多位研究生在国内外大会上发言并获 travel reward。2018年呼吸教

师团队获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19年广州医科大学南山学院教学团队获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实验室人才培养模式初见成效。主要成绩总结如下： 

（一）研究生发表 SCI 文章以博士为主力军 

根据笔者的统计，2013-2018年 5年间，由研究生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 SCI 文章共 64篇

（表 3），其中由博士撰写并发表的文章数量为 42 篇，占总数的 64%（表 4）。这一数据说

明，博士研究生是实验室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力量。 

表 32013-2018年间研究生发表 SCI明细 

序号 年份 发表 SCI 数量 累计影响因子 高水平 SCI数 

1 2013 8（博士 5，硕士 3） 26.701 1（IF11.248） 

2 2014 4（博士 3，硕士） 12.502 3（IF>3） 

3 2015 9（博士 2，硕士 7） 25.171 4（IF>3 3篇，IF>5 1篇） 

4 2016 11（博士 7，硕士 4） 30.941 4（IF>3 2篇，IF>5 2篇） 

5 2017 13（博士 10，硕士 3） 48.936 10（IF>3 10 篇，IF>5 2

篇） 

6 2018 19（博士 14，硕士 5） 59.512 9（IF>3 9篇，IF>5 1篇） 

总计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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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13-2018年间硕博士发表 SCI数量对比 

（二） 博士 SCI 数量增长快，高质量文章逐年提升； 

根据笔者收集的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8年间实验室学生发表的文章数一直呈现上升

的趋势，其中 2013年与 2018年的数量相比，增幅达 130%，然而每年博士招生数量并没有明

显的提升的前提下，研究生发表的高质量文章（IF>3）数量逐年增加（表 5）。这说明实验

室在培养研究生科研能力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表 52013年以来学生发表 SCI情况 

 

（三）研究生对外交流的水平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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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实验室研究生科研能力的不断提升，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生代表实验室参加国内外

高水平学术年会，并获奖励。获奖名称和人次如表 6。 

序号 奖励明细 获奖人数 

1 2014年欧洲呼吸年会壁报讨论银奖 1 人/次 

2 2015ATS-ISRD Travel Award 1 人/次 

3 
2017The 7th Asian Pacific Congress on Bronchology 

and Interventional Pulmonology, Travel Award 
1 人/次 

4 2017世界肺癌大会（WCLC）Travel Award 1 人/次 

5 
2018欧洲呼吸年会（ERS)口头发言 

2018欧洲呼吸年会（ERS)壁报讨论 
2 人/次 

6 2019美国胸部医师协会 ISRD-ATS 青年奖 1 人/次 

表 62014-2019年学生参加国际呼吸专业年会获奖情况 

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国内唯一一所呼吸系统疾病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其所依托

的广州医科大学是一所以医学为优势和特色、开展博士、硕士、本科多层次人才培养的广东

省高水平大学建设高校，2012年实验室获批成为广州市高校创新培养基地以来，借助其坚实

的硬件和软件支撑，通过建立形式多样、立体化的“第二课堂”，不断丰富研究生课余学术

活动，为探索创新型研究生培养模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虽然实验室依托的高校为地方市属

高校，其招生规模和平台资源与“211”“985”院校相距甚远，但近五年其研究生发表的 SCI

论文方面仍能取的较大的进步，说明其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方面的探索起到一定的作用。接下

来实验室将从以下几方面，继续加强“第二课堂”的建设。 

1. 增强“第二课堂”内容的逻辑性与连贯性； 

2. 将“第二课堂”打造成为全年度的系列学术活动； 

3. 鼓励更多年轻教师加入“第二课堂”的设计与授课，为“第二课堂”打造稳定

的教师队伍。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研究生教学作为国家专业精英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为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接班人储备力量，立德树人为首要任务。因此今后实验室在研究生创新培养方面，

在关注学生专业知识运用能力的同时，会更加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综合素质的培养，如解决

实际临床与科研问题能力的培养、提升学生的抗压能力和强化心理素质等方面的培养，为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医学科研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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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感染病学科建设发展形势下的研究生教育的探索 
李红 

030001，太原，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通讯作者 李红，lihong6403@126.com 

【摘要】目的：探索感染病学科建设发展形势下的研

究生教育。方法：传染病疾病谱发生了较大变迁，需要大

感染学科建设的思路。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并提

出几点建议：研究生培养应紧跟学科建设的步伐；建立新

的案例库；扩大知识面，建立全身性疾病思维模式以及多

学科交叉的互动合作。结果：随着感染病学科领域的变化，

建立大感染学科建设的思路，那么研究生培养战略需要做

相应调整, 从而培养出高素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进一

步推动学科内涵建设。 

【关键词】感染病；学科建设；研究生；教育 

 

 

李红，医学博士。1995年本科毕

业，2006年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山

西医科大学。现工作于山西医科

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病科，教授，副

主任。多年来坚持工作在临床一

线，尤其擅长于各种原因导致的

肝炎、肝硬化的诊治，同时对黄疸

待查、发热待查的鉴别诊断有深

入研究，对疑难、危重患者能够妥

善处研究的方向: 肝炎的免疫与

临床方面（肝病的慢性化机制）的

研究，以及病毒性肝炎的基因治

疗研究。主要研究成果：主持承担

了 9 项科研项目，参与 2 项国家

级项目，以第一作者发表国家级

论文 30余篇。课题“肠源性内毒

素血症对慢乙肝患者免疫功能的

影响及其机制的研究”，于 2012

年 9 月 20 日经山西省科委组织

鉴定，达国际先进水平；山西省自

然基金课题“肠源性内毒素血症

对慢性乙肝患者 Treg 与 Th17 细

胞平衡的影响”（2013011054-3）

已结题。 

Exploration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 Methods: The spectrum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as changed greatly,which  requiring the 

category of “big infectious”. This article analyzed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he 

mailto:lihong6403@126.com，13834583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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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graduate cultivation should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establish new case 

bank；expand knowledge, establish the thinking mode of systemic disease and multi-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Result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idea of 

constructing the big infectious diseases should be adjusted accordingly, so as to cultivate high-

quality and high-level innovative talents，which push forward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Keywords: infectious diseases；Discipline construction；postgraduate；education 

   传染病疾病谱发生了较大变迁，常见传染病病种、患者数逐年减少，但各种新发与再现感

染病不断出现，现有的学科状态与人才结构已不能适应疾病防治需要，学科的发展正面临前

所未有的困境。如何开展学科建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对学科建设进行深入思考

与彻底变革，需要大感染学科建设的思路。2016年 12月,国家卫生计生委下发了《关于提高

二级 以上综合医院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通知》,不但首次明确指出由综合医院的感染科

承担细菌、真菌的诊疗工作.而且强调了要增加感染科人员配置、加大学科建设力度。这一通

知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于感染科学科建设的重视，同时这也是对感染科医师的殷切希望。 

    感染性疾病包括传染病和非传染性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的各种疾病。随着卫生条件的改

善和传染病防控力度的加强，我国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但细菌和真菌感染发生在各个专业科

室，常常是各种疾病的并发症，并且是导致患者死亡和住院时间延长的主要原因。同时，由

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细菌耐药的发生，形势异常严峻，需要专业科室开展细菌真

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并加强抗菌药物合理使用的管理，为感染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指明

了方向。那么感染病专业研究生培养需要做哪些探索呢，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研究生培养应紧跟学科建设的步伐 

    研究生研究方向的筛选应适应新时期的学科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体现本学科的前沿与

动态[1]。应根据学科水平不断调整培养方案与目标,提升研究生培养的适应性,保持研究生

培养健康稳定的发展, 从而实现研究生培养与学科内涵建设的互动共融。随着感染病学科疾

病谱的变迁，出现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但细菌和真菌感染发病率增加，细菌耐药现象严峻，

研究生培养方向将由原来的传染病研究转移到细菌真菌感染研究，例如细菌耐药状况，病原

体检测等等。 

二、建立新的案例库 

    案例教学是一种“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为主导”的小组

讨论式教学方法[2], 是目前高等医学院校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加强实践性教学、实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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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爱丁堡病理学教授詹姆斯·洛林·史密斯于1912年使用案例教学法,

在其 课程中提倡学生通过临床记录来研究患者的症状和体征,旨在帮助学生将科学理论和

临床实践联系起来。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临床实际工作能

力为主的实用型精神医学高级专门人才。一项基于案例教学法在精神病学领域的研究指出,

案例教学法加深了学生对学科领域的理解,激发了学生对精 神病学的兴趣,并对未来专业方

向或职业选择产生一定影响[3]。 

    对于临床医学这种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来说,案例教学是目前高校教学改革非常关注的热

点之一, 而国内外实践也证实了案例教学相对传统教学方法的优越性。因此,在当前国家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背景下,有组织地制作系统化的教学案例库,结合互联网技术实施案例

教学,是缩短理论学习到临床实践适应时间较为理想的教学方式。随着感染病学科范畴的扩

大，原有案例库将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需要大量扩充教学案例，例如可以征集疑难肝病病

例集、发热皮疹病例集等供教学使用。 

三、扩大知识面，建立全身性疾病思维模式 

    感染科临床工作中,经常遇到长期发热的患者,而这部分患者经过详细地病史询问,细致

的查体及实验室检查却仍然病因不明,成为临床常见疑难杂症。在感染性疾病中最常见的是

一些出疹性的传染病导致机体发热并伴有皮疹[4]。将常见的发热伴皮疹的疾病分两大类,第

一类是感染性疾病:由病毒或细菌等微生物感染引起的皮疹,如幼儿急疹、水痘、猩红热、风

疹、麻疹、伤寒、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等病毒或细菌感染引起[5]。第二大类是非感染性疾

病,包括:(1)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如药物热、急性荨麻疹、重症多形红斑等由抗原抗体引起的

变态反应,出现风团样皮疹、多形红斑,严重者可出现剥脱性皮炎、大疱表皮松解或泛发性脓

疱疹[6]。(2)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血管炎性疾病等,是结缔组织疾

病中比较常见的发热伴皮疹, 皮疹无明显特异性,主要分布在关节等部位,部分伴有关节的

肿痛[7]。(3)某些特殊性皮肤病,如脓疱型、红皮病型银屑病,皮损泛发全身,伴高热、关节疼

痛肿胀,常有白细胞高、血沉增快[8]。(4)恶性肿瘤[9-10],如淋巴瘤、恶性组织细胞增生症,

特异性皮损有红斑、丘疹、水疱、结节、肿块、溃疡及红皮病等,皮损局限某一部位或全身分

布。总之，感染科医生除了掌握感染性疾病的基本知识外，还应该系统掌握内、外科其他专

业的基本理论知识，需要扩大知识面，建立全身性疾病思维模式，在处理疑难发热病例时，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从纷繁复杂的疾病征象中寻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在临床工作中不断积

累经验，提高疑难发热病例的诊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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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学科交叉的互动合作 

    由于细菌和真菌感染发生在各个专业科室、涉及到各个脏器，故涉及到多个学科，除了

临床科室以外，还将涉及到微生物学、药学、医院感染管理科室，需要多学科的互动、联合。

可以由外校、外系邀请在各自研究领域中颇有造诣的学者,每次讲座都会吸引不同专业的听

众,比如关于“调节性T细胞在肝病中的免疫调节作用”的讲座会吸引免疫、自身免疫病、病

理生理等研究方向的学者、研究生,甚至消化科、感染科和风湿免疫科临床医生前来参加。其

直接成果就是,一个研究领域中的研究技术、方法和思路会很容易作为新方法引入其他领域,

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生的创新思路,学者间跨领域合作也常常是孕育创新性研究的孵化器。研

究生通过导师之间的合作,熟悉不同研究领域的技术和方法,很容易产生创新性思路。相比之

下,我校研究生教育和科研领域的多学科交叉合作不够充分,需要大力推动。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多学科交叉培养与合作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 

    总之,感染病学科的发展需要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完善。研究生培养与学科内

涵建设互动共融,高校不仅承担高水平的科研课题,还要培养创新型研究人才。高校要发挥研

究生的科研主力军作用,从而实现研究生培养与学科内涵建设的共荣,为培养创新型研究人

才提供稳定的平台。因此,随着感染病学科领域的变化，建立大感染学科建设的思路，那么研

究生培养战略需要做相应调整, 从而培养出高素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进一步推动学科内

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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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基于患者健康素养的北京市某三甲医院

研究生医患沟通技巧培训效果。方法：制定基于患者健康素养的

医学研究生医患沟通技巧认知情况的调查问卷和培训方案，评估

干预后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干预后医学研究生的健康素

养水平显著提高，对自身健康素养水平认知明显增强，医患沟通

不畅的发生率明显下降。结论：基于患者健康素养的医学研究生

医患沟通技巧培训效果良好。 

【关键词】健康素养；医患沟通技巧；培训 

 

李怡雪，2018 年 6月毕业

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公共卫生专业，硕士，

现工作于北京大学第六

医院，研究实习员（管

理），研究方向：医院管

理、环境流行病学 

Study on training effect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based on patient health literacy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raining effect of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 a third-class hospital in Beijing based on patient health literacy. Methods: 

Develop a questionnaire focus on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based on patient's health 

literacy to finish the investment to see changes in indicator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health literacy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cidence 

of po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was lower. Conclusion: The health literacy-

related training program in our study is effectiv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health literacy. 

Keywords：Health literacy;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skill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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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得、处理、理解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并利用这些信息和服务，

做出有利于提高和维护自身健康决策的能力
[1]
。2012 年国家卫健委开展的全国公民健康素养

调查发现，中国公民具备“健康素养”的总体水平为 8.80%。具备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健

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基本技能素养的人口比例仅为 18.96%、11.22%和 12.29%
[2]
，公民健

康素养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有研究表明
[3，4，5，6]

，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医患沟通

不畅。研究[7]发现，沟通时间不足、医生的沟通技巧运用不佳、忽视患者的沟通需求、患方

医学知识的缺乏是医患沟通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 

采用专家咨询的方法，结合当前健康素养和医学生医患沟通研究的现状，制定开发基于

患者健康素养的医学研究生医患沟通技巧认知情况的调查问卷；其中健康素养水平的评估采

用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2013 年全国健康素养监测问卷进行。按照自身前后对照的研究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选取北京市某三级甲等临床教学医院医学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制定医学研究

生患者健康素养的培训方案，评估培训方式的干预效果。 

（一）统计分析 

调查对象在调查员的指导下填写问卷，剔除漏填、误填的无效问卷后，采用 Epiata 数

据录入软件进行数据录入，采用 SPSS 18.0进行人口学变量和各考察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采用方差分析等方法进行两次调查结果的比较。 

（二）健康素养水平的判定 

1. 健康素养水平 

健康素养水平指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人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例。 

调查问卷共 80个题目，满分 100分。判定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标准：问卷得分达到总分

80%及以上，即问卷得分≥80 分，被判定具备基本健康素养。 

2. 三个方面健康素养水平 

依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结合健康教育知-信-行理论，

将健康素养划分为三个方面，即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 

某方面健康素养水平，指具备某方面健康素养的人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判定具备某

方面健康素养的标准：以考察某方面素养所有题目的分值之和为总分，实际得分达到该总分

80%及以上者，被判定具备该方面的健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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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六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 

依据《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结合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将健

康素养划分为六类健康问题素养，即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安全

与急救素养、基本医疗素养和健康信息素养。 

某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指具备某类健康问题素养的人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例。判定具

备某类健康问题素养的标准：以考察某类健康问题素养所有题目的分值之和为总分，实际得

分达到该总分 80%及以上者，被判定具备该类健康问题素养。 

（三）干预方案的制定及干预 

结合健康素养的理论、当前我国健康素养研究的现状、医学生医患沟通的研究现状等相

关背景材料以及本研究基线的数据，以《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为主要培训方案配合当

前我国健康素养监测的主要结果制作成文字材料下发给研究生进行自行阅读，同时在发放培

训材料的时候要求医学生注意根据患者低水平的健康素养采取有针对性的沟通方式。 

三、研究结果 

（一） 干预前后人口学特征的比较 

干预前在该医院共发放问卷 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71 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89%。其

中男生 20 名，女生 51 名；医学学习时长最短为 0年最长为 10年，平均为 4.68±2.55；年

龄 22-33岁，平均 25.24±2.21 岁；学历方面硕士有 47人 ，博士 23人。 

在干预一年后，在该医院共发放问卷 80份，回收有效问卷 63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79%。其中男生 17名，女生 46名；年龄 21-32岁，平均 5.71±2.45 岁；医学学习时长最短

为 1年最长为 10年；平均为 5.71±2.45 年；学历方面硕士有 37人，博士 25人。 

    为确定比较干预前后样本的可比性，本研究对干预前后的人口学特征进行了比较，如表

1 所示，对于年龄和学医时长两个因素采用 T 检验，T 值为分别为 0.56、0.53，对应 P值为

0.46和 0.47，两组人群年龄无差异（P＞0.05）；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干预前后学历构成的情

况，分析发现两组人群学历构成方面无差异（P＞0.05）；说明干预前后调查对象可比。 

表 1.干预前后人群人口学特征的比较 

因素  干预前 干预后 T/x2 P 

年龄  25.24±2.21 25.87±2.12 0.56 0.46 

学医时长  4.68±2.55 5.71±2.45 0.53 0.47 

学历 硕士 47 37 0.79 0.24 

 博士 23 25   

（二） 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健康素养水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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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T检验分析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健康素养水平的变化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在干预

后医学研究生的健康素养总体水平，健康素养三方面中的基本知识和理念水平，六类问题健

康素养中的科学健康观、安全与急救素养、健康信息素养水平显著高于干预前（P＜0.05）。 

表 2.干预前后调查对象健康素养水平的比较 

健康素养 干预前 干预后 T/x
2 P 

健康素养总体水平  72.14±13.86 79.11±7.66 6.391 0.013 

三个方面健康素养 

基本知识 

和理念 
37.82±7.10 38.27±3.70 6.982 0.009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20.24±3.88 21.37±2.59 2.920 0.090 

健康技能 17.77±4.46 19.47±3.14 3.314 0.071 

六类问题的健康素养 

科学健康观 14.86±2.64 15.51±1.76 4.073 0.046 

传染病防治素养 9.00±2.23 8.92±1.74 .645 0.423 

慢性病防治素养 15.35±3.26 15.22±2.33 1.284 0.259 

安全与急救素养 15.56±3.35 15.79±1.78 9.534 0.002 

基本医疗素养 11.72±3.01 12.41±2.09 3.699 0.057 

健康信息素养 9.46±2.70 10.37±2.07 4.060 0.046 

（三） 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对于健康素养水平认知的比较 

1. 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对自身群体健康素养水平认知的比较 

调查发现，在干预前有约 84.5%的调查对象对研究生群体的健康素养水平认知有误。在

干预后有约 34.9%的调查对象对研究生群体的健康素养水平认知有误。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后

发现，干预后医学研究生对于自身群体健康素养水平认知的正确率上升（P＜0.05）。 

表 3. 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对自身群体健康素养水平认知的比较 

 干预前 干预后 x
2 P 

认知正确 11 37 34.563 P＜0.001 

认知错误 60 25   

2. 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对患者群体健康素养水平认知的比较 

调查发现，在干预前有约 83.1%的调查对象对患者群体的健康素养水平认知有误。在干

预后有约 90.5%的调查对象对患者群体的健康素养水平认知有误。采用卡方检验比较后发现，

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对于患者群体健康素养水平认知的正确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P＞0.05）。 

表 4. 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对患者群体健康素养水平认知的比较 

 干预前 干预后 x
2 P 

认知正确 12 6 1.562 0.160 

认知错误 59 57   

（四）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与患者沟通的状况 

对于“您在医疗工作中和患者交流中是否出现沟通不畅的情况”，通过比较发现，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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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医学研究生在该方面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表 5. 在医疗工作中与患者交流出现沟通不畅情况的频率 

 干预前 干预后 x
2 P 

每次都会 0 2 5.923 0.205 

经常出现 16 7   

一般 22 24   

偶尔出现 28 28   

几乎没有 4 2   

对于“您在和患者沟通时，患者是否会出现不理解的情况”，比较发现，干预前后医学

研究生在该方面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表 6.和患者日常沟通时患者出现不理解情况的频率 

 干预前 干预后 x
2 P 

每次都会 0 1 7.208 0.125 

经常出现 22 12   

一般 16 24   

偶尔出现 30 23   

几乎没有 1 3   

（五）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对医患沟通影响因素影响大小的认知情况 

通过比较发现，干预前后调查对象对于医患沟通影响因素影响大小的认知较为一致，表

明医学研究生对于医患沟通影响因素有着共识，但认为影响较大的因素依然是患者方的因素，

自身方的因素均比较靠后，特别是“医生缺乏医患沟通的技巧”的因素排名倒数第二。 

表 7.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对医患沟通影响因素影响大小的认知情况 

 干预前 干预后 

患者对医生不信任 70.4 74.6 

患者不配合 64.8 66.6 

医生工作繁忙没有时间和精力 54.9 58.7 

患者健康素养较低 53.5 55.5 

医生没有意识到医患在健康素养水平方面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 
45.1 42.8 

患者对于医患沟通的重视不足,沟通愿望不强 43.7 41.3 

医生没有针对患者低水平的健康素养采取针对性

的沟通手段 
40.9 36.5 

医生缺乏医患沟通的技巧 40.8 33.3 

医生缺乏责任心 31 31.7 

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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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素养相关的培训方案比较有效 

通过发放培训材料等方式对在院医学研究生进行培训，干预后其健康素养总体水平、基

本知识和理念水平，六类问题健康素养中的科学健康观、安全与急救素养、健康信息素养水

平显著高于干预前。一方面反映了本研究制定的健康素养培训材料对提升基于患者健康素养

的医学研究生医患沟通技巧具有正向作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健康素养的确是医学研究生

易忽视的领域，通过加强重视及相关培训可加以改善。 

（二）干预后医学研究生对患者健康素养认知的相关培训需要进一步优化 

本研究发现，干预后医学研究生对于患者群体健康素养水平认知的正确率无显著变化，

这说明仅通过发放我国健康素养监测的核心数据和结果可产生的作用有限，下一步应增加患

者健康素养水平方面的培训内容并改变培训方式，可同时辅助以专业的解读，使得医学研究

生能够全面的认识患者健康素养的相关情况，进而有针对性的学习，为使用相应的沟通技巧

奠定基础。 

（三）干预后医学研究生医患沟通的状况有所改善，但仍需加强 

研究发现在干预后医患沟通不畅的发生率较干预前有所下降；医患沟通中患者出现不理

解的情况无显著性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是由于在本研究采用的干预方法主要以知识普及为主，

但缺乏对于医患沟通技巧的实际演练，未来研究中可加强医患沟通技巧的演练，以进一步为

医患沟通技巧的培养提供依据。 

（四）干预前后医学研究生对医患沟通影响因素的认知较为一致，但过于重视患方因素，

对医方的因素重视不足 

干预前后调查对象对于医患沟通影响因素影响大小的认知较为一致，认为影响较大的因

素是患者方的因素。对于医患沟通不良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是医患双方的共同努力，医者可以

通过学习健康素养的理论知识、了解患者健康素养的水平，并根据患者的健康素养水平采取

有针对性的交流方式和医患沟通技巧，由此可以显著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五、结论 

本文中干预有助于基于健康素养的医学研究生医患沟通技巧培养，当前亟需进一步加强

医学生健康素养的培养，相关培训需要进一步优化，医患沟通技能的培训仍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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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国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临床能力培养的因素与对策 

孙慧群 张培莉* 丁永霞 

030001，太原，山西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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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以培养高层

次、应用型、专科型护理专门人才为目标，其教育的核心

是临床能力的培养。本文通过查阅文献重点总结了影响护

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的诸多因素（临床培

养方法、临床师资水平、专业方向划分、考核评价体系、

研究生生源、研究生自身心理素质等）并提出对策建议，

为完善我国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体系

提供参考。 

【关键词】护理硕士，专业学位；临床能力；培养；

影响因素 

 

孙慧群，2017年 7月毕业于湖南

中医药大学湘杏学院护理专业，

目前为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在

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护理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培养模

式与过程性考核评价体系的研

究，所获成就：在研课题于 2019

年 8 月获“山西省研究生教育创

新项目”编号为：2019SY277，撰

写的论文《我国护理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临床能力评价实证研究

现状》获“2019 年护理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年会”优秀论文

三等奖并做大会交流。 

Disscussing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competence of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in China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Abstract:Th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of Nursing Specialist aims at training high-level, applied 

and specialized nursing professionals. The core of its education is the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competenc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many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competence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nursing (clinical training methods, 

clinical faculty levels,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division,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ystem, graduate 

student source, and graduate's own psychological quality, etc.) by consulting the literature, and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linica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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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system for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in China. 

Keywords:Master of Nursing ， Professional Degree; Clinical Competence; Cultiv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级实践护理人才

的主要途径。为满足当前我国医疗卫生发展趋势，推进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的发展，2010 年，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了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

并明确提出应将 MNS研究生培养为直接从事临床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科型护理专门人

才
[1]
。这一重大突破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只有护理硕士科学学位的现状并缩短了我国护理高

等教育与国外的差距
[2]
。此后，国内高校纷纷开始了 MNS 研究生的招生与培养工作，逐渐形

成了培养以临床实践为主，重点培养临床能力的共识
[3]
。如何对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进行有

效培养，以保证培养质量成为近年护理教育的研究热点，然而有研究指出
[4]
，当前 MNS 研究

生临床轮转、师资力量、考核评价等方面尚存在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MNS 研究生的临

床培养质量。因此，本文对影响 MNS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质量的因素进行综述并提出对策建

议，为我国 MNS研究生临床能力的培养提供参考。 

1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内涵的界定 

MNS 研究生的临床培养质量主要反映在临床能力的高低水平上。目前国际上对 MNS 研究

生临床能力内涵并无统一界定，我国学者对临床能力内涵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差别。例如，陈

媛
[5]
认为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为顺利完成“以病人为中心”的各项护理活动时表现出来的知

识、态度和技能的有效结合，应包括思想品德素质、理论知识水平、临床实践能力、临床科

研能力、临床教学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沐菊
[6]
认为应包括思想政治素质、临床实践能力、

临床教学能力、临床管理能力、临床科研能力。唐小璐
[7]
将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不断深入，

通过两轮专家咨询形成了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为理论知识水平、护理实践能力、职业道德、

科研能力、管理教学能力。总结发现，各项研究中虽然具体的指标存在不同，但所包括的内

涵基本一致，可见国内专家对此已有基本共识。为明确 MNS研究生临床能力评价内涵，学者

李峥等
[8]
对各项研究结果进行了汇总分析并提出了以下 5 项一级指标及内涵：①临床实践能

力：它主要包括原始病史资料收集、护理查体、病历分析、护理文书书写、临床技能、健康

教育以及应对突发临床事件等能力。②临床教学能力：包括临床教学中的教学准备和具体实

施能力。③临床科研能力：不仅包括科研选题、文献综述、科研设计、论文撰写等能力，还

包括循证能力、论文答辩、成果交流和科研立项能力。④组织管理能力：包括沟通协作、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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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管理以及制订工作计划并完成的能力。⑤个人和专业发展能力：指通过自我行为实践，不

断发展自我，并促进专业发展的能力。至此，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评价指标及内涵初步形成

共识，可为培养和评价 MNS研究生临床能力提供参考。 

2 影响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的因素 

2.1 培训方法 采用多种培训方法可以促进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效果提升。李文君

等
[9]
将双轨双控分阶段衔接模式用于 MNS 研究生规范化培训，该模式将整个培养阶段划分为

3 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及相关考核要求，该培训提高了 MNS 研

究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教学与科研能力，以及学校、医院、科室三方对学生的满意度。许荷

花等
[10]

将 MNS研究生培养与专科护士培训相整合，根据学生培养方向和入学前是否有临床经

验，让其参加相应的专科护士培训和考核，不仅丰富了学生专科知识，培养了专科实践能力，

同时有助于 MNS 研究生将来的职业规划。吴丽萍等
[11]

采用多学科合作情境模拟教学法对 MNS

研究生进行培训，结果发现对学生临床思维的形成、多学科团队合作、专业思维拓展起到重

要作用。赵爱燕
[12]

在 MNS研究生临床实践过程中应用了认知学徒制带教模式，提高了 MNS研

究生的临床能力和临床实践满意度。刘哲军等
[13]

的干预研究得出采用个案研讨会有助于调动

MNS 研究生对临床问题的兴趣，增加知识、提高临床思维能力、促进师生交流和团队协作能

力。此外杨洋等
[14]

将临床实践能力提升方案应用于临床，包括岗前培训讲座、院(科)室业务

学习、医生查房、定期考核和个案管理等，使学生探索发现问题的能力、护患协调能力、自

主决策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个性化护理能力等均得到了提升。可见，为提升 MNS研究生临

床培养质量，当前研究者们正在尝试应用多种培养方法，不仅在探索与专科护士培训相结合

的模式还同时将各种情景模拟教学法、个案研讨法等应用到 MNS研究生培养过程当中，结果

均显示提升了 MNS研究生的各项能力，提高了培养质量。 

2.2 临床师资水平  当前我国普遍采取学校和医院联合培养 MNS研究生的模式，实行

“双导师制”，即：“研究生导师”和“临床实践导师”相结合，前者多为护理学院教授或

医院护理管理者，后者多为科室护士长或高年资带教老师。在 MNS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临

床实践导师是最主要的实施者和组织者之一，对培养质量的形成和提高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其水平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培养效果和学习热情。赵小磊等
[15]

调查发现由于我国 MNS教育起步

较晚，目前临床带教老师普遍缺乏对 MNS研究生培养的深入认识和带教经验，影响着 MNS研

究生的培养质量。王晓芬等
[16]

调查发现临床带教老师虽具有较高的临床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

但科研能力不足，指导 MNS研究生在临床实践中进行科研活动的能力较弱，分析与高年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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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老师学历层次不高、临床工作繁忙、存在职业发展瓶颈或不同层次职业倦怠有关。这些不

足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临床带教老师的带教水平，影响 MNS研究生的临床培养质量。另有研究

表明固定带教老师
[17]

、采用与本科生有区别的带教方式
[18]

也是相关影响因素。 

2.3 MNS 专科方向划分  MNS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高层次、应用型、专科型护理专门人

才，强调专业专科性。英美国家的护理研究生教育均有较为细化的专业设置或研究方向，如：

老年护理、儿科护理、心理及精神护理等
[19]

，而我国 MNS的专业设置较为笼统，没有专科方

向的划分，培养缺乏针对性和统一的模式，影响培养质量
［2］

。王慧慧等
［20］

对我国 2018年 87

所招收 MNS研究生的院校进行专业方向分析，其中 23所院校明确指出不区分招生方向,其余

64 所院校列出的具体的招生方向排名前几的为护理教育、护理管理、临床护理、心理护理、

社区护理、内科护理、外科护理，缺乏对专科方向的划分。这种专业方向的划分明显不能满

足 MNS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不利于制定专科化的培养模式，培养专科化高级护理实践人

才。 

2.4 考核评价体系  对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进行考核评价是保证和提高培养质量的重

要保障，也是影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
[21]

。传统的考核观念中教师较为看重 MNS 研究生的中

期和终末考核，而对各轮转科室的出科考核较为放松，这是不科学的，轮转科室的考核可以

将能力考核贯穿于整个 MNS 研究生的学习和实践过程，充分发挥对能力培养的评价、反馈、

激励、引导等作用，不但能够及时了解 MNS研究生对学习内容的掌握情况，而且能够发现培

养中存在的问题，以随时进行教学调整，促进 MNS研究生临床能力的不断提高。然而，我国

院校现有的培养方案中，虽有明确的轮转出科考核要求，但缺乏具体的、严格的细化和量化

评价指标，容易造成 MNS研究生出科考试不规范和缺乏约束力，多半流于形式，达不到监管

和提高 MNS研究生临床能力的作用。 

2.5 其他影响因素  ①与 MNS研究生招生规模有关。曹炜等
[22]

认为 MNS 研究生数量偏

少，在课程设置、临床轮转等方面就难以形成规模，会导致学生平均培养成本过高，不利于

构建具有特色的 MNS研究生培养体系。随着护理研究生学位教育的发展，陈晓昱等人
[23]

调查

发现护理专业型研究生培养规模现已超过学术型,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学校和教育者应以此

为契机，尽快探索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专科特色的 MNS研究生临床培养模式。②与 MNS研

究生生源有关。现阶段我国 MNS研究生招生对象除应届本科毕业生外，有工作经验的临床护

士也在招收范围之内，朱颀娜等人
[24]

对不同生源 MNS 研究生临床实践现状进行了研究，认为

临床护士生源学生与应届生源学生相比，在临床护理能力（如：熟练进行各项护理操作并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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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理程序进行护理活动）、沟通协调能力方面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这一研究结果与明钰

等
[25]

一致，在后者的研究中进一步发现临床护士生源学生这些基本能力在临床实践中并没有

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提示学校与临床实践单位在进行 MNS研究生的培养与考评时，应根据不

同生源情况进行区分。③与 MNS研究生完成实践时间有关。岳彤等人
[26]

研究发现延长实践时

间,可以使 MNS 研究生更好地融入科室, 帮助产生良好的师生关系和和谐的科室氛围，使学

生有较好的归属感,从而促进研究生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培养效果。④与 MNS 研究

生本身心理因素有关。葛凤等人
[18]

研究发现自尊水平是影响护理硕士研究生临床实践教学满

意度的因素之一，自尊水平高的学生临床教学满意度高，分析可能是自尊水平高的学生在面

对困难时能充分自信并且倾向于积极地解决问题，而自尊水平低的学生往往容易自我否定，

缺乏解决问题的自信，从而影响其实习积极性、实践效果及满意度。因此教师应充分了解 MNS

研究生对自身的看法与评价，对制订教学计划，提高培养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3 提高 MNS研究生临床培养质量的对策    

3.1 拓展 MNS研究生临床能力培训方法  研究结果显示灵活多样的培训方法是提高 MNS

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效果的积极因素，因此应积极探索更多有效的培训方法，与时俱进，不

断的满足 MNS研究生临床能力的培训需求。近年来，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VR）技

术作为传统培训方法的补充，已在国内外护理理论教育、技能培训等领域取得了良好的应用

效果，研究发现 VR 技术能提高不同层次护理专业学生应对病情变化的处理能力
[27]

、增强护

生对“循证护理实践”的认识和情感认知
[28]

，提高新入职护士临床操作及口腔科相关操作配

合能力
[29]

等。VR 技术利用计算机生成逼真的视、听、触觉一体化的虚拟环境,用户借助必要

的可穿戴设备如：数据手套、头盔显示器等以自然的方式与虚拟环境中的对象进行交互、相

互影响, 从而给人一种沉浸式亲临真实环境的感受和体验
[30]

。将 VR技术运用到 MNS研究生

培养中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临床能力培养效果，其所创造的模拟环境还能打

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避免现实操作所带来的风险。此外还能模拟诸如大规模伤亡事件救护、

灾难救援等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较少有亲身感受的医疗情境，增加学生的灾害护理能力。在不

久的将来，VR技术在 MNS研究生临床能力的培养上将发挥重要作用。 

3.2 加强临床师资力培训  为提高 MNS研究生临床能力培养效果和质量，应开展和加强

临床师资力培训。培训可包括 MNS 研究生培养目标与内容、教育教学相关理论与教学方法、

考核评价相关理论与方式、心理学理论、护理科研能力等内容。这既有利于加强临床教师对

MNS 研究生培养的认识，又能切实加强临床教师的带教水平和科研指导能力，开展心理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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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知识培训还可以帮助带教老师及时发现学生需求和情绪变化，及时沟通，提高学生满意度。

同时有研究建议
[10]

要适当给与带教老师更多的工作自主性，并提供更多继续教育和职称晋升

的机会，或引入 MNS研究生带教的竞争机制，鼓励其他老师竞聘 MNS研究生带教职务，并作

为其晋升的加分条件，从而提高整体带教的热情和水平。 

3.3 明确划分 MNS 专科培养方向  国内有学者探讨出目前可以优先设置的专科方向包

括伤口与造口护理、重症监护、急救护理、糖尿病护理、肿瘤护理和手术室等
［31-32］

；并有国

内高校初步探讨了各专科方向的 MNS研究生培养模式，如山西医科大学初步构建并应用了肿

瘤护理、老年护理、糖尿病护理、急诊护理、儿科方向、血液净化方向、精神卫生等十一个

专科方向的 MNS研究生规范化培养模式，将 MNS研究生培养与新入职护士和专科护士培训相

结合，不仅可以有效利用教育资源、降低教育和管理成本，更有利于 MNS研究生应用型、专

科型护理专门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33］

。但是此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当前尚未建立全国统

一的护士规范化培训体系，而统一规范的护士规范化培训体系是并轨培养的重要保证，然后

全国各地区、各医院在科室轮换、带教方式、考核评价、组织管理上尚不统一，且缺乏相关

并轨培养的政策和经济支持，MNS 研究生的专科化培养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34]

。此外，

MNS 专科方向的培训方案的设置不仅要关注专科理论课程设置、专科实践等内容，还应充分

考虑专科的师资、教学硬件与软件的匹配情况。 

3.4 健全临床考核制度，严格出科考核管理  当前，关于 MNS研究生临床能力考核评价

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上，而这些终究是要落到实实

在在的考评工作当中的。重视轮转科室出科考试环节，严格出科考试管理，对保证评价指标

体系的落实，保证 MNS 研究生临床轮转学习质量，切实提高临床能力至关重要。因此，实习

基地和院校在建立健全临床考核制度的基础上，应成立专门的 MNS研究生培养管理与考核评

价指导委员会，统一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人员等，具体在 MNS研究生的各个培养

环节进行指导、监督和考评，并参与出科考试管理。对出科考核不合格的 MNS 研究生，应延

长轮转时间直至考核成绩合格为止，使 MNS研究生真正掌握各科室的临床病种及专科护理操

作，并具有一定的临床思维和进行临床科学研究的能力，使临床考核真正成为把控 MNS研究

生临床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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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教育在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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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对跨学科教育的需求，为 MNS

课程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对全国 MNS

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跨学科教育的了解

及需求两部分。[结果]在调查的 MNS 中：有 59%的院校还没

有开展跨学科课程，只有 6.59%的 MNS基本知晓跨学科教育，

3.3%的 MNS了解跨学科教育的基本内容，74.1%的 MNS 表示需

要开展跨学科教育的学习，MNS 对跨学科教育的需求偏高，其

中期望最高的为心理学占 86.71%、营养学占 72.73%。[结论] 

MNS 对跨学科教育的了解程度较少但对跨学科教育的需求较

高，其中对心理学及营养学的需求最高。 

【关键词】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跨学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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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护理 

Explor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in the Cultivation of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Abstract:Objective：Understand the need for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by the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MNS curriculum reform.Methods：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national MNS by means of convenient sampling. The 

contents of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general information, understanding and needs of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Results：In the surveyed MNS: 59% of institutions did not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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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only 6.59% of MNSs were aware of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3.3%ofMNSunderstood the basic content of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74.1% of 

MNS expressed the need forinterprofessionalIn education, the overall median demand for MNS for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is 4, with the highest expectations being 86.71% for psychology and 

72.73% for nutrition.Conclusions： MNS has a low level of understanding of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but has a high demand for 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highest demand for 

psychology and nutrition. 

Keyword：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demanding 

考虑到卫生保健的发展提高了对护理的要求，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护理

专业学位研究生（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的培养。同时，一些国家正在积极

发展护理研究生课程，培养直接从事临床工作的高级护理实践人才
[1]
.我国 MNS 起步较晚，尚

处于探索阶段
[2]
，护理人才培养无法满足研究生个人发展需求

[3]
。跨学科一词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20年代的美国纽约，当时的学者认为跨学科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相互作用形式。

针对医疗卫生教育，世界卫生组织在 2001 年对“跨学科教育（Interprofessional 

Education,IPE）”进行了定义，它是指来自两个或多个卫生专业的学生相互学习，促进理

解，增强有效合作、改善人的健康结局
[4]
，并强调在培养医疗卫生保健工作人员过程中，IPE

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5]
。护理专业对于医疗卫生事业具有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在 20世纪后

期，国外开始将跨学科教育应用于护理教育中
[6, 7]

。一项来自欧洲的研究显示，跨学科教育

可以使护理硕士研究生的核心能力比专科护士更高
[8]
。我国护理研究生尚未开展跨学科教育，

因此，本研究为了了解我国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对跨学科教育的需求，并进一步了解其

对跨学科教育所开展课程的内容，为进一步提高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提供理论

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于 2019 年 1 月—3 月对全国具有护理硕士研究生的院校对 91 名 MNS

进行问卷调查。纳入标准：正在临床实习的或未进入临床实习的全日制在读 MNS 或在职 MNS。

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且自愿填写问卷。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在查阅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问卷，通过问卷星发放调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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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跨学科教育的了解及需求情况，共 14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评分法。经 SPSS22.0 在线信度与效度分析，量表的跨学科教育需

求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3（＞0.8），表示信度高，KMO值为 0.827（＞0.8），

表示效度高。 

1.2.2 调查方法 

研究者将计好的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以滚雪球的方式发至本校每位研究生及其他院校

的护理研究生，再由其他研究生在线发送给各院校符合纳入标准的护理硕士研究生，由研究

生本人自愿匿名填写问卷。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 91份，最终有效问卷 91份，有效率为 100%。 

1.2.3 统计学方法数据采用 SPSSAU18.0进行统计描述。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表示，

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表示。 

2 结果 

2.1 本次调查的研究生中包含了广西医科大学、南方医科大学、北京大学、中南大

学、新疆医科大学等的同学，研究生的一般资料，见表 1 

表 1   研究生基本情况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0 10.99 

女 81 89.01 

年级 研究生一年级 54 59.34 

研究生二年级 27 29.67 

研究生三年级 4 4.4 

其他 6 6.59 

专业方向 临床护理 62 68.13 

护理教育 9 9.89 

护理管理 14 15.38 

护理心理 7 7.69 

社区护理 3 3.3 

其他 10 10.99 

肿瘤护理 5 5.49 

慢性病护理 14 15.38 

老年护理 9 9.89 

读研动机 延缓就业压力 28 30.77 

个人兴趣 22 24.18 

提高学术水平 71 78.02 

找份好工作 49 53.85 

对导师仰慕 3 3.3 

其他 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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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就业意向 临床护理方向 46 50.55 

非临床护理方向 45 49.45 

合计 91 100 

2.2 MNS对跨学科教育的了解情况 

59.34%的院校还没有开展跨学科教育，只有 6.59%的 MNS基本了解跨学科教育，3.3 %

的 MNS对跨学科教育的内容有基本了解 

2.3 MNS对跨学科教育的需求情况，见表 2 

表 2  MNS对跨学科教育的需求 

名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护理硕士研究生是否需要跨学科教育 91 2 5 4 

跨学科教育对护理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否有帮助 91 2 5 4 

护理研究生开展跨学科教学课程是否有必要增加

理论课和实践课的学习 
91 2 5 4 

是否愿意积极参加跨学科教学课程的实践课并完

成相应的实践学习任务 
91 1 5 4 

是否赞同将跨学科教学课程纳入学分制管理，并进

行定期评价 
91 1 5 4 

 

    

2.4 MNS希望开展的跨学科课程，见图 1 

图 1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希望开展的跨学科课程 

 

在希望开展的各项课程的调查中，心理学占 86.71%、营养学占 72.73%、公共卫生管理

学占 68.53%、社会医学占 59.44%。 

3 讨论 

3.1 MNS 对跨学科教育的了解情况国际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明确指出 21 世纪的医学教

育应加强跨专业教育,培养学生跨学科协作能力,跨专业教育能够降低医疗差错发生率、重复

入院率、死亡率
[9]
。本研究中，MNS 对跨学科教育的了解较少但对跨学科教育的需求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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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的院校还没有开设跨学科教育课程的学习，90.3%的同学不知晓跨学科教育，同时，只

有 6.59%的同学基本了解跨学科教育的相关内容，74.1%的同学表示需要开展跨学科教育的学

习。我国高校 20世纪 90年代才先后着手跨学科教育的改革与试点
[10]

。但早期多集中在文理

科的跨学科教育，直到 2001 年，北京大学研究生院才启动了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研究生跨

学科培养工作。我国 MNS教育起步较晚，关于我国 MNS培养中的跨学科教育研究报道还非常

少，导致我国 MNS 缺乏对跨学科的了解。但是，随着国外跨学科理念的传播及美国、英国、

法国、日本等国家均在跨学科教育上取得不错的成效
[11]

，且培养了一大批复合型科研人才
[12]

，

所以，我国 MNS对跨学科教育的需求迫在眉睫。 

3.2 MNS 对跨学科教育的需求及期望完善的课程体系是研究生培养中的的重要环节，是

提升 MNS培养质量的关键
[13]

。有些国家已将跨专业教育作为医疗及社会服务工作者注册前培

训的一项必修内容
[14]

。本研究中，MNS 对跨学科教育的需求较高，尤其对心理学、营养学及

公共卫生管理学的需求最高。这可能是因为 MNS普遍缺乏心理学、营养学、公共卫生管理学

及社会医学的知识。人际沟通和心理健康在护理工作中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具备一定

的心理学知识是提高护士人际沟通能力和心理健康的关键
[15]

。人际沟通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关

键，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促进学生自我和谐和心理健康
[16]

。杨梓涵等研究发现，MNS 在临床

轮转期间，护患沟通技巧掌握不熟练，导致自尊受损而不愿沟通
[17]

。此外，护理专业学生的

营养知识水平、营养态度及饮食行为不仅影响本身的营养水平和健康状况, 而且有利于他们

从事临床护理后指导病人预防和治疗营养相关疾病
[18]

。健康教育是护理工作的重中之重
[19]

，

而具备扎实的营养学知识才能更好的做好健康宣教的工作。同时 MNS意识到，随着医患关系、

护患关系的日益复杂化，临床护理也不再是用一个学科的概念便可以完全解释和有效处理的

难题，其已上升到需要多学科合作才能解决，因而 MNS也希望学习公共卫生管理学、社会医

学等课程。MNS课程设置既要注重护理 MNS的临床护理能力, 更要注重其研究能力和教学能

力，在掌握护理知识、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掌握跨学科的相关知识, 培养综合运用各学科知

识解决临床护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20]

。MNS 希望通过对跨学科课程的学习，培养其面对不同群

体时，能够站在多元文化角度下，为患者提供适当的护理服务，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患者的

需求
[21]

。 

4  小结 

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直接影响着教育质量，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培养高素质

护理人才的关键。因此，构建具有符合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特色的跨学科课程体系对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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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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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突出护

理学的实践特色，将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学视为

学生个体、学习行为和学习环境三者互相影响的过程，据

此构建以临床专科护理能力为核心的护理专业学位研究

生实践教学模式，为护理专业学位教育改革提供新思路，

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培养高素质的实用型专科护理人才。 

【关键词】 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三元交互决定论；

实践教学；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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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主要研究方向为护理教育、心

血管护理。 

Practical teaching design for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Based on Reciprocal 

Determinism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ndura' s Theory of Reciprocal Determinism, the practice teaching of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is regarded as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mong student, learning 

behavior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tohighlight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ursing. According to 

this, we constructed a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for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with clinical nursing 

ability as the core, which will provide a new idea for nursing degree education reform, and help 

Health China Strategy to train high-quality nursing specialty. 

Keywords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Reciprocal Determinism;Practical teaching; 

instructional design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也是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和《“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等一系列重要医疗改革规划均体现出护理学专业的发展对

mailto:fxiuzhen@sdu.edu.cn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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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的重要作用。卫生部 2016 年颁布的“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

提出，要大力培养临床实用型人才，提高专科护理水平
[1]
。社会对高级专科护理人才需求的

持续增长，提示护理院校在培养实用型专科护理人才方面需要加大力度。2010 年 1月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增设护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 )
[2]
，

旨在培养一批具有较强的研究、教学能力的高层次实用型专科护理人才。结合教育部出台的

专业学位人才培养要求
[3]
，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较高理论和实践水平

的临床实践专家，要求其不仅掌握专科领域的常规技术，而且具备解决专科护理实践领域中

疑难问题的能力。由此可知，加强临床实践教学，突出实践能力培养已逐渐成为培养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共识。 

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现状调查结果显示，由于我国 MNS培养起步较晚，在 MNS培养

过程中存在专科培养方向不明确、培养目标与临床需求不符、“理论+实践”教学比例设置

不恰当、培养体系及考核标准不统一、临床实践教学不规范等问题
[4-5]

，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

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实践的发展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将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中的三

元交互决定论引入 MNS 的临床实践教学设计中，构建 MNS临床实践教学新模式，以期为护理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一、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的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内涵   

（一）三元交互决定论 

三元交互决定论是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于 1971 年提出的社会学习理论的主体部分
[6]
，

班杜拉用社会学习理论解释了个体的社会学习过程，对人的内在特征、行为和环境三者之间

的关系提出了更为辩证完善的三元交互决定论，强调在社会学习过程中人的认知、行为和环

境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决定，构成一种动态的交互决定关系，人的任何现实表现都是三者相

互作用的产物。三元交互决定论更重视人的行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真实地反应了社会学习

的过程，在理论上更具有合理性和实践性。 

（二）三元交互决定论下的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的内涵 

目前我国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临床实践教学大多是由各院校根据培养目标及附属教

学医院的实际情况自行制定，具体研究方向与医院科室不匹配，不利于实现培养个性化“临

床实践专家”的培养目标
[7]
，在实践环节，尚无统一的临床实践培养模式，主要是导师负责

制，临床导师虽然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但科研能力相对较弱，学院导师则由于长期从事教

学科研工作而缺乏临床实践经验
[8]
，制约了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的临床实践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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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把临床实践教学过程视为学生个体、学习行为和学习环

境三者交互影响的结果。学生个体特征主要包括个体的思维、认知、自我评价等内在特质；

学习行为则包括以知识建构为核心的理论学习行为和以实践操作为基础的实践学习行为；学

习环境方面，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具有较高理论和实践水平的临床实

践专家，所以学习环境应包括校内学习环境和临床实践环境两部分，其中临床实践环境是影

响研究生专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护理实践教学角度来看，上述因素之间相互影响，护理专

业学位研究生对专科护理的职业认知和情感态度会影响其学习行为，而学习行为又会反作用

于学习态度；学生的思维水平、认知、自我评价以及不同程度的临床实践行为，能够反映其

所处的临床实践环境，学习环境反之可激发个体的理论学习行为和实践学习行为，让研究生

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保持和促进良好的学习动机，增强自我效能感和主观能动性
[9]
。总

的来说，学生个体、学习行为和学习环境这三个要素交互影响实践教学的结果。 

二、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的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教学设计 

护理实践教学是个体、行为、环境三方面因素交互影响的过程,MNS的培养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研究生、教师和培养单位(主要是学校)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其中高校因素在 MNS 实践教学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因此，各院校应健全护理实践教学体制，

采取多种方式培养 MNS 的实践能力，营造良好的临床实践氛围。 

（一）提高研究生职业认同感，完善规范化培养 

护理专业学位硕士作为新增设的学位类型，毕业后的工作方向是一个亟待思考和解决的

问题。一方面，研究生觉得毕业后作为普通护士进入临床一线是“大材小用”，多数 MNS对

自己的职业定位偏离临床，将硕士学位当成摆脱普通临床护理工作的跳板；另一方面，我国

护士尚未实现分层次上岗，影响了 MNS的工作积极性。以上原因使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生的职

业认同感普遍较低，造成了他们毕业后职业流动性高的现象
[10]

，所以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

践教学中，首先要改变研究生对专科护理的职业认知和情感态度，为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的

成果奠定基础。 

三元交互决定论认为，人的认知受个人要素、行为要素、环境要素交互影响，其中交互

是核心，积极利用环境与人的交互作用，使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对专科护理的职业认知发生

转变，是促进护理实践教学改革的有效措施。目前我国尚无明确统一的规范化培养策略，用

人单位对护理专业学位硕士生也没有合适的职业定位，所以当务之急是制订全国统一的专科

规范化培养体系。参考国内外其他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专业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证通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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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联系
[11]

，例如，在美国获得法律博士学位是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前提条件，获得建筑

师职业资格证的先决条件是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美国的高级实践护士注册
[12]

和澳大利亚的

开业护士注册规定
[13]

，将护理专业学位硕士作为从事高级护理实践工作、参加职业资格考试

或进行执业注册的必要条件，在国内现行的医学教育中，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研究生毕业可

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和规范化培训合格证。目前很多专业都在积极探索专业学位培养与职业

资格认证的衔接，所以，将护理专业学位的人才培养与国家护理规范化培训制度联系在一起，

让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医院进行实践过程中完成规范化培训，通过考核后取得相应的资格

证，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明确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目标，缩短岗位适应能力，降低就职后的流动

率，同时也有助于完善我国护理职业资格考核体系，使人才培养更符合社会需求，提高社会

大众对专业学位护理硕士的认可度，形成“培养-就业”的良性体系。 

（二）创新教学环境，开展服务性学习 

目前我国的 MNS实践教学主要由学院安排临床带教老师负责，大部分临床带教老师熟悉

护理本科生带教，但欠缺研究生临床实践带教经验，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为传统的一对一带

教、护理查房、病例讨论等
[14]

，缺乏对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个性化培养。学生经过临床实

践后，虽然常规的护理操作技术更加熟练，但是临床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并没有得

到提升，临床实践教学的意义体现不足。建立正确的临床实践教学模式是提升研究生解决专

科护理疑难问题能力的关键环节，因此，应该充分考虑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学环境，

在真实有效的环境中完成实践，有助于研究生运用学到的策略来思考和解决问题。 

服务性学习是一种强调学生要为服务对象提供具有真正意义的服务，通过制订明确的学

习目标，做好学前准备和组织有目的的反思活动，将服务工作与学习过程融合在一起
[15]

的教

学方法。以服务性学习模式为基础设计适用于 MNS的新型教学模式，主要包括两个阶段：Ⅰ.

教学准备阶段：①多类型实践基地准备：随着护理学概念的扩展，MNS 实践教学的场所不仅

设在医院和社区，而且可以发展养老保健机构、幼儿园、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等教学基地
[16]

。

②教师培训：对临床带教老师和学校任课教师进行统一培训，明确服务性学习的实施方法。

③设计案例：深入实践基地开展前期调研，了解患者疾病现状和需求，结合查阅的文献和研

究内容，精选典型案例，制订服务性学习方案，引入理论和实训教学环节。例如：对“心力

衰竭患者的护理”开展服务性学习时，根据调研结果设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症状管理”、

“心衰患者运动康复方案”等专题。对“社区护理”这一实习内容开展服务性学习时，根据

社区人群实际需要设立“社区高血压患者健康教育”、“社区妇幼保健知识介绍”、“社区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427 - 

 

糖尿病患者足部护理”等若干健康教育主题；Ⅱ.教学实施阶段：①理论教学：根据教学目标

和案例设置学习内容，以教师为主导，采取讲授法、案例教学等方法授课。②教学基地服务

性学习：根据服务性学习方案，在实践基地开展护理服务，并在项目实施的前期、中期及后

期以“汇报+讨论”的方式进行反思，教师参与讨论并引导学生有效反思服务过程，学生在

服务项目结束后进行成果展示并以书面形式上交总结报告。近年研究
[17-18]

证实，服务性学习

模式能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增加学习趣味性，提高学生沟通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升医学人文精神，有利于增强护理实践教学的效果，适于在 MNS的实践教学中开展。 

（三）开展多元化教学活动，注重实效成果 

关于我国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核心能力的研究结果显示，除临床护理能力和临床科研能

力外，临床教育能力、伦理决策能力、护理管理能力也是 MNS必不可少的核心能力
[19]

；2010

年美国 27 名专家代表制订了美国临床护理专家核心能力执行文件
[20-21]

，该文件指出临床护

理专家的核心能力包括直接护理能力、咨询能力、领导能力、辅导能力、合作能力、研究能

力、伦理决策能力。为加强 MNS核心能力的培养，护理院校应开展多元化教学活动，给研究

生营造积极的实践学习氛围。同时，还应建立学术交流机制，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供专项

基金和场地，定期组织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交流论坛、实践讲座等，并把学术交流融入研

究生培养方案。研究生在校期间每周参加汇报交流活动，有助于 MNS获取最新临床实践知识、

掌握护理实践前沿动态。另外，还可开设针对人际交流、团队协作、决策管理的实践课程，

课程形式包括理论讲授、情景模拟、翻转课堂等，为 MNS 进行专科护理实践提供效果保障。 

除全方位拓展实践教学外，还要注重实效成果。通过举行护理技能大赛、创新实践项目

大赛、优秀实践项目展等检验实践教学的成果，倡导学生积极参与临床实践类比赛，将实践

知识强化为行为。在提倡“开放办学”的大背景下，鼓励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将临床实践与

各类学科进行学科交叉融合，加强护理学科内涵建设；与各级医院、国内外高校联动培养专

业学位护理硕士，协助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将实践所得进行成果转化，选择 MNS 提出的优秀

可行的临床实践项目进行优化，通过专家团队测评后纳入现行的临床护理方案中，予以推广，

使临床实践教学的成果服务于大众，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三元交互决定论在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中的应用优势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目前广泛应用于高校的德育教学工作中，具有丰富的理论基础

和研究内涵，但较少运用于医学生的临床实践教学中，本文把三元交互决定论应用在专业学

位护理研究生的实践教学中，全面考虑了学生个体、学习行为、学习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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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影响个体内在因素、促进学习行为和营造学习新环境的方式来构造 MNS实践教学的新方

案，为护理专业学位研究生从理论走向实践奠定基础，实现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护理人才

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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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医院和非教学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患者

安全文化认知现状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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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木胡牙提，muhuyati@163.com 

【摘要】 目的：比较分析乌鲁木齐市教学医院与非教学

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在患者安全文化方面的宣传教

育效果。方法：2016-2017年间，选取乌鲁木齐市五家三级甲

等医院（三家教学医院，两家非教学医院）于 2014-2016 年

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学员 1250名，对他们进行患者安

全文化认知现状调查，通过专家访谈分析影响住培学员患者

安全文化认知水平的主要因素。使用 SPSS17.0 软件进行秩和

或卡方检验，检验水准 α=0.05。结果：收回有效问卷 1112

人，问卷回收率为 88.96%。两类医院住培学员对患者安全制

度认知情况总体较好（同意率 62.59%）；医院、科室及带教

老师在患者安全文化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处于优势领域（同

意率 79.59%）；患者安全制度的执行、医院在患者安全文化

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以及住培学员不良事件的上报情况三方

面教学医院优于非教学医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

<0.05）。结论：在教学理念影响下，教学医院更加注重患者

安全文化方面的岗前培训及日常管理。通过建立医院患者安

全的管理机制、开展科室综合性安全活动和构建非惩罚性不

良事件报告系统等，提高住培学员患者安全文化认知水平，

减少医疗差错事故，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 

【关键词】 患者安全文化；教学医院；医疗质量；住培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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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sidents havi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in 

teaching hospitals and non-teaching hospitals on the status about patient safety 

culture cognition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bout 

patient safety culture cognition between the residents havi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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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and non-teaching hospital in Urumqi. Methods From 2016 to 2017,1250 residents recievi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started from 2014 to 2016 in five tertiary hospitals in Urumqi (three teaching 

hospitals,two non-teaching hospitals) were selected and all of them were investigated about patient 

safety culture cognition.Analysised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gnitive level of patient safety 

culture cognition in the form of interview by the experts.The rank sum test or chi square test was 

analysised using SPSS17.0,test level alpha =0.05.Results 1112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the recovery rate of the questionnaire was 88.96%.The residents havi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in the two types of hospital have a good cognition to patients safety culture (consent rate 

62.59%).The hospitals,departments and tutors have the advantage in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about patient safety culture cognition (consent rate 79.59%).The teaching hospitals are superior to 

non-teaching hospitals in three aspects:implementation of the patient safety system,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in the safety culture system of the patients,the report on the adverse events of the the 

residents having standardized training.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teaching idea, the teaching hospital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e job training and the daily management of the patient safety culture. Through establishing 

patient safety management mechanism in hospital,carrying out comprehensive safety activities in 

departments and constructing non punitive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To improve the level of 

patient safety culture cognition in residents recieving standardized training, reduce medical errors 

and accident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medical quality. 

Keywords: patient safety culture;teaching hospital;medical quality; resident doctor 

医院的患者安全文化，是医院依据共同信念和价值观，持续追求患者事故、损伤最小化

整合的组织和个人的行为模式，它也是医院安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患者安全文化和医疗

质量是医院管理工作的核心内容，而患者安全也反映了医疗质量能否持续改进。医护人员良

好的患者安全文化意识与提高医疗质量、改善患者安全存在密切的联系。
[1] 

通过对乌鲁木齐市五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以下简称“住培学员”）

患者安全文化认知现状的调查，探讨影响住培学员患者安全文化认知的因素，比较分析教学

医院与非教学医院在患者安全文化宣传教育上的差异。 

一、资料与方法 

1.1调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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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乌鲁木齐市三家教学医院和两家非教学医院 2014-2016年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学员 1250名进行调研，五家医院均为三级甲等医院。 

1.2调查方法 

参考国内外已公开发表的患者安全文化评估量表的条目池，在此基础上，通过文献检索

法和专家访谈，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对临床医生、护理人员和医院管理者进行深入访谈，参

考预调查结果制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患者安全文化测评问卷》，包含 4个维度，共

14个条目。
[2]
四个维度分别是对患者安全文化制度的认知、医院在患者安全制度的宣传教育、

住培医师对患者安全制度的执行情况和住培医师对不良事件的上报情况。采用等级记分，按

1-5 分（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一般，4=同意，5=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明同意

率越高，认知水平越高。关于对患者安全制度执行情况中有 4道题为反向计分项目。 

问卷调查乌鲁木齐市三家教学医院（A医院、B医院和 C医院）和两家非教学医院（D医

院和 E 医院）2014-2016 年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学员 1250人，收回有效问卷 1112 人

（A医院 683人；B医院 117人；C医院 77人；D医院 8人；E医院 227人），问卷回收率为

88.96%。针对问卷调查结果对 11名专家（包含管理部门及基地主任）及 23名住培学员代表

进行访谈，确定医院影响住培学员患者安全文化的因素。 

1.3统计学处理 

使用 Epidata3.1 软件录入问卷调查数据，SPSS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各维度的

同意率。各维度>75%为患者安全认知优势领域，<50%为待改进的领域
[3]
。对两类医院等级资

料进行秩和检验，分类资料进行卡方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二、结果 

2.1 住培学员对医院患者安全制度认知情况 

2.1.1 住培学员对医院患者安全制度认知的总体得分和各维度得分情况 

在住培学员对患者安全文化制度的认知方面，医院管理目标中明确提出的保障患者安全

的同意率较高，总体得分也较高。此维度的三个条目得分与同意率都比较高，可以看出五家

医院对住培学员患者安全文化制度的普及程度较高。 

表 1住培学员患者安全文化制度认知的总体得分和各维度得分情况 

序号 安全文化维度 得分 同意率（%） 

1 医院管理目标中明确提出的保障患者

安全 

875.2±737.14 66.81 

2 医院安全隐患的反馈渠道 836.6±625.88 59.89 

3 医院常见不良事件的预警机制 849.4±658.67 61.06 

 均值 853.73±675.70 62.59 

2.1.2 教学医院和非教学医院住培学员对患者安全制度认知情况 

比较教学医院和非教学医院住培学员患者安全制度认知情况，可以看出两者无明显的统

计学差异（P值>0.05）。（见表 2） 

表 2 教学医院和非教学医院住培学员患者安全文化制度认知情况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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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医院、科室及带教老师在患者安全文化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情况 

2.2.1 医院、科室及带教老师在患者安全文化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总体得分和各维度得

分情况 

从表 3中可以看出医院、科室及带教老师在患者安全文化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总体同意

率与各维度的同意率均大于 75%，可以认为在患者安全文化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所涉及的三

个维度均为住培医师患者安全认知的优势领域。 

表 3医院、科室及带教老师在患者安全文化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总体得分和各维度得分情况 

序号 安全文化维度 得分 同意率（%） 

1 入院岗前培训关于患者安全目标培训的重要

性 

940±989.77 79.32 

2 培训科室常强调把患者安全放第一位 964.4±1136.47 82.73 

3 带教老师鼓励报告所有不良事件 930±952.08 76.70 

 均值 944.8±1029.28 79.59 

2.2.2 教学医院与非教学医院在患者安全文化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情况 

患者安全文化知识的宣传包含入院岗前培训、科室宣传教育、带教老师鼓励三个层面，

其中入院岗前培训关于患者安全目标培训的重要性方面教学型医院的宣传度达到 80.61%，高

于非教学型医院的 74.47%，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0.05），可以认为教学型医院更加

注重对住培学员患者安全目标的岗前培训。（见表 4） 

表 4  医院在患者安全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情况   [n(%)] 

 

2.3住培学员对医院患者安全制度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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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住培学员对医院患者安全制度的执行总得分和各维度的得分情况 

从表 5可以看出，患者安全文化制度的执行情况一般，住培学员在医院安全制度的执行

方面，存在会忽略一些操作步骤和不敢指出带教老师不正确行为等问题，两类医院均存在超

医疗行为权限的情况。 

表 5住培学员患者安全文化制度执行的各维度得分情况 

序号 安全文化维度 得分 同意率（%） 

1 大家有时会忽略一些操作步骤或制度 ※ 798.4±616.11 59.71 

2 带教老师的决定行动不正确时,敢于提出来 752.8±480.29 44.87 

3 超受训人员医疗行为和病历书写权限安排单独一线班 

※ 

827.6±791.22 62.59 

4 可以直接使用带教老师 KEY盘进行诊疗活动 ※ 862±889.18 66.28 

※：为反向计分项目 

2.3.2 教学医院和非教学医院住培学员对医院患者安全制度的执行情况 

教学医院住培学员在患者安全制度的执行方面优于非教学医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值<0.05）。（见表 6） 

表 6 教学医院与非教学医院住培学员对医院患者安全制度执行情况    [n(%)] 

 

2.4住培学员不良事件上报情况 

2.4.1 住培学员的不良事件上报情况总得分和各维度的得分情况 

从表 7可以看出，住培学员对于已对患者造成直接伤害的不良事件上报率低，对于发生

前被及时发现、未给患者造成伤害的事件上报率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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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住培学员不良事件上报的情况总得分和各维度得分情况 

序号 安全文化维度 得分 上报率（%） 

1 发生前被及时发现，未给患者造成伤害的事件 586.6±170.08 27.79 

2 已经发生，但未给患者造成明显伤害的不良事件 440±172.51 10.70 

3 已对患者造成明显伤害的不良事件 358.8±210.55 8.36 

2.4.2 教学医院与非教学医院住培学员不良事件上报情况 

教学医院的住培学员对于发生前被及时发现，未给患者造成伤害的事件的上报情况为

46.75%，大于非教学医院的 43.41%，且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P值<0.05），可以认为对于此

类不良事件教学医院住培学员的上报率高于非教学医院。 

表 8教学医院与非教学医院住培学员不良事件上报情况   [n(%)] 

 

三、讨论和建议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乌鲁木齐市三级甲等医院对住培学员患者安全文化的宣传教育情

况较好，但住培学员对于患者安全制度执行情况不容乐观。三家教学医院与两家非教学医院

在住培学员患者安全文化宣传教育上存在一定差异，可以看出教育活动是促进患者安全的重

要因素，教学医院更加注重住培学员在患者安全文化方面的岗前培训，同时也体现了教学医

院在住培学员的管理和培训上更加系统化、规范化。由此建议医院管理者向住培学员提供多

方面的患者安全文化知识教育活动，提高其对患者安全重要性的认知。
[4]
 

3.1建立医院患者安全的管理机制 

医院管理层深入临床与住培学员讨论能够威胁到患者安全的已有或潜在的危险, 并对

住培学员解决此类问题给予支持。医院可定期进行安全缺陷学习，对轮转科室发生的不良事

件及医疗事故进行定期的认真总结和分析，使住培学员能通过实例总结经验，防范类似不良

事件及事故发生。同时加强并规范住培学员安全知识教育，尤其是非教学医院应加强入院岗

前教育。 

3.2 基于科室的综合性安全活动 

科室吸引并授权住培学员识别消除患者安全危险因素的多方面的文化改变策略，能够提

高患者安全, 减少不良事件发生。本研究发现教学医院在患者安全文化方面进行过各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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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调查，科室及带教老师在患者安全文化制度方面的宣传教育总体处于优势领域。对医生、

护士和住培学员的患者安全文化测量目的是调查已有的患者安全文化认知水平，但是研究发

现患者安全文化测评做得越多，医护人员对患者安全的态度改善越大，文化测评的有效性表

现得越明显
[5]
。通过调查可以唤起员工对患者安全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患者安全文化这一主

题的关注，可以增加不良事件报告的数量。 

3.3构建非惩罚性不良事件报告系统 

现行医疗机构内，当错误发生时，以惩罚个体为主，其实这种理念阻碍了不良事件的上

报，不利于医疗质量的提升。非惩罚性报告系统，在错误发生后，不再简单一味地追究个人

的错误而是从整体系统层面来分析原因。
[6]
本研究中住培学员患者安全文化制度认知情况较

好，但住培学员对在医院安全制度的执行方面，存在会忽略一些操作步骤和不敢指出带教老

师不正确行为等问题，同时两类医院均存在超医疗行为权限的情况。通过构建非惩罚性不良

事件报告系统，使住培学员发现错误后能主动报告，尽早能发现并解决问题，减少不良事件

的发生。 

总之，从加强患者安全文化宣传教育出发，重点要落实患者安全文化制度的执行。通过

建立医院患者安全的管理机制、开展科室综合性安全活动和构建非惩罚性不良事件报告系统

等，提高住培学员患者安全文化认知水平，减少医疗差错事故，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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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 5W1H“门诊六心” 

志愿者 PDCA 服务学习模式的实践 

杨丹丹 张继红* 

443000，宜宾，三峡大学第二人民医院 

杨丹丹，三峡大学第二人民医院，临床教学办公室，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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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红，三峡大学临床医学院副院长，三峡大学第二人民

医院主任医师 

通讯作者 张继红，1125036759@qq.com 

【摘要】结合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特点，探

索服务学习在培养临床研究生医德上的具体应用，结合实

际运用了 5W1H“门诊六心”志愿者 PDCA 服务学习模式，

对参与服务学习学生进行前测和后测问卷调查，显示

5W1H“门诊六心”志愿者 PDCA 服务学习模式是提升临床

研究生医德教育效果的有效方法，对增强学生的医德认知

和服务认知，规范医德行为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门诊 ；优质服务 ；

PDCA；服务学习 

 

 

杨丹丹（1982年-），籍贯（湖北

省宜昌市），硕士，副主任技师 ，

心理咨询师、国际礼仪培训师，主

要研究方向：临床医学教育  。

三峡大学临床医学教育管理中心

副主任，工作单位：三峡大学第二

人民医院教学办公室主任。先后

荣获三峡大学优秀教师，组织开

展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技能操作

竞赛、演讲大赛、教学试讲大赛，

多次担任教学竞赛评委并指导竞

赛。在专业学位研究生中开展管

理沟通礼仪、临床医生职业礼仪

及医学伦理学授课。 

Application of PDCA Practice Model of 5W1H "Outpatient Six Hearts" 

Volunteers for Clin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Abstract：Combined with the tra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clinical me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service learning in training medical ethics of clinical 

postgraduates is explored.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5W1H "six-heart clinic" 

volunteer PDCA service learning mode, the pre-test and post-test questionnaires are conducted for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service learn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5W1H "six-heart clinic" volunteer 

PDCA service learning mode i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improve the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effect 

of clinical postgraduates, and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enhancing students' medical ethics cognition 

and service cognition and standardizing medical ethics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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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clin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Door visits; Excellent service; 

PDCA； Service learning 

2014年07月教育部、卫生部等 6 部门联合开展临床医学“5+3”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我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简称临床专硕）学习是将专业课程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

轨，学生在住培医院要满足33个月的临床轮转培训，在医院接受培训的时间远远超过学校课

程时间。按照当前国家住培计划内容要求，医院给予临床专硕更多的是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

学校医学人文课程中虽设有《医学伦理学》，但目前统计人文医学类课程学时占比不高，形

式以理论讲授为主
[1]
。 

服务学习是兴起于美国的一种将服务实践与学术课程相整合的素质教育方式
[2]
。如何

真正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医学人文的教育值得思考
[3]
。医院在2016-2018级临床专业学

位研究生入院教育中将医学伦理学理论授课与医院“门诊六心”志愿优质服务实践相结合

开展研究生医学人文教育，提高个人共情力和沟通力，促进个人医德理论的外化最终提高

个人服务意识和道德水平。医院教学部门按照5W1H方法组织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门

诊六心”志愿者优质服务PDCA，通过三年的积极实践，短期的门诊志愿者服务体验让临床

专业学位研究生对服务意识有了更深刻理解。 

一、5W1H “门诊六心”志愿者优质服务安排 

5W1H法实施流程 

Why   提升医学伦理感悟强化服务意识 

What  临床研究生“门诊六心”志愿者优质服务 

How第一，入院教育中医学伦理学理论课结束后进行“门诊六心”志愿者优质服务集中培训； 

第二，根据人数安排岗位及时长，20学时/人； 

第三，做好每日志愿者服务岗位督查； 

第四,完成个人调查问卷及服务满意度调查 

第五，参与医院“门诊六心”优质服务考核 

Who   教学管理部门  门诊部 

When   在入科住培轮转前完成 

Where医院门诊“六心”志愿者服务站点 

二、PDCA 管理流程 

（一）目标制定：结合医院门诊工作实际制定《关于进一步推进“门诊六心”星级优质

服务PDCA活动实施方案》，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院领导和职能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医院“星

级服务”领导小组和考核小组。围绕工作目标，细化了工作内容，制定了详细的考核标准、

评分细则、评审办法及奖惩措施。患者及家属满意度目标值≥ 95%。 

（二）培训及实施：针对实施方案涉及的部门负责人进行宣传动员并要求知晓各自负责

内容及奖惩措施，对“门诊六心”星级优质服务考核小组成员培训考核标准及内容、考核频

次及结果应用。针对具体每天岗位人员组织集中进行“门诊六心”星级优质服务活动实施方

案要求及内容、《规范化服务礼仪》主题培训，掌握服务技巧。按照培训标准实现人岗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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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实。 

（三）督查：由门诊部总协调，通过院领导带队检查、纪检监察部门暗访督导、领导小

组成员考核、医院普通职工和社会监督员参与等多种形式，每日进行不间断督导考核。如实

记录考核时间、对象、内容。 

（四）处理：及时将考核情况在内网公示，对违规当事人进行了处罚，并下发整改通知

书促进整改，阶段性总结“门诊六心”星级优质服务活动开展的情况完善了《星级优质服务

奖惩补充规定》。对表现优异人员和科室给予表彰并奖励，对处罚人员进行通报批评并罚款，

与个人年度考核挂钩。 

三、实施内容 

由医院“门诊六心”星级优质服务PDCA活动负责人进行分类排班，做到每天定岗定人服

务，排班进行院内公示。根据不同服务时间段、服务类别来安排人员，实现灵活机动，新老

搭配，人岗匹配。 

（一）导诊服务：导诊人员提前一刻时间到岗集合点，熟悉要求及注意事项，提供就医

咨询，自助服务、预约挂号、门诊缴费、便民服务及环境秩序维护等，统一着装、佩戴标识，

应用服务礼仪进行文明服务，须熟悉各门诊科室的分布情况，专科常见病的基本临床症状，

以及熟悉各专家、专科医生的专业特长，就诊流程等，同时具有较好的沟通技巧。免费测血

压，提供轮椅、平车、针线、纸笔、老花眼镜、一次性水杯，同时提供健康咨询、失物招领

等服务。将医院的服务宗旨与志愿者服务精神紧密结合，实现规范化管理
［4］

，实现综合性医

院门诊志愿者服务与导诊一体化管理。 

（二）收费窗口引导：服务人员提前一刻到岗做好工作交班及环境整理。规范着装佩戴

标识，按照服务礼仪规范文明服务，双手递单，耐心解答，热心指导。实行智能叫号系统，

维护良好就医秩序。 

（三）分诊台：熟悉专家门诊开诊时间及专业、专家姓名，正确及时给予分诊指导。 

（四）诊室服务：各诊室人员提前到岗，规范着装，微笑接待，为患者提供合理的就诊、

检查流程。患者大大缩短了就诊时间，提高了效率。 

（五）后勤卫生保障：服务人员规范着装在正式上班前提前做好门诊环境卫生包括卫生

间卫生，随时巡视督查，及时清理地面垃圾和污渍。 

（六）电梯服务：电梯服务人员提前到岗做好个人准备，文明用语，正确进行楼层引导

服务：协助老年 患者、视力或行动障碍患者上下扶梯、台阶或出入电梯。 

(七)巡视及陪护服务：做好门诊工作巡视（诊室、输液、秩序卫生等）、主动提供温馨

服务，协助医护人员对在危重患者做检查时提供全程陪同就诊。针对一些孤寡或残障患者，

主动进行全程就医陪护，让这些 患者感受亲人般的温暖。 

（八）宣教服务：做好门诊宣教工作包括屏幕宣教、资料宣教和口头宣教。 

四、结果 

16-18级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共23人参与，结合实际自制“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医

服务学习效果调查”问卷，采用理论授课后与实践课后对照方法，医院参与服务学习的23名

临床研究生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采用Epidata3．1 软件进行数据双录入，运用SPSS21．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多个率比较的χ2检验，以P ＜ 0.05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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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服务学习效果调查问卷对照 

 
 

项目 理论课后（%） 理论+实践后（%） 
 

微笑服务重要          30%      100% 

随时用尊称            60%      98%   

主动帮助               40%       92.5%      

医德规范重要           20%       95%     

提高语言能力           20%       84%        

提高人际能力           15%       80%    

提高适应能力           18%       75% 

提高医德认识           10%       95% 

提高人文修养           18%       98% 

诊疗决定权在医生       60%       10% 

主动救治               60  %     98% 

医患沟通重要           80%       100% 

    

在16-18级23名研究生开展5W1H“门诊六心”志愿者服务期间，每天医务人员对临床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志愿服务进行评价，数据显示志愿者服务评价平均满意率由第一天84.3%

提高至最后结束前一天的96%。 

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门诊“六心”志愿者服务评价 
 

项目 第一天平均满意率 结束前一天平均满意率 
 

16 级    82%       93% 

17 级    85%          97% 

18 级     86%         98%  

五、讨论 

志愿服务活动能够使学生对社会有了较深的了解
[5]
。2014 年，重庆医科大学依据费

尔特曼·怀特的四段论，即准备、服务、反思、展览四个阶段，其中服务环节就包括将医

德教育整合到临床研究生社会实践项目中，激发对广大贫苦患者的同理心和同情心
［6］

。经

过积极探索和实践，5W1H“门诊六心”志愿者PDCA服务学习模式是提升临床研究生医德教

育效果的有效方法。 

（一）对医德伦理规范、原则认知提高。 

古人云“医无德者，不堪为医”，因此要想成为一名“良医”就必须拥有“崇尚道德”
［7］

。医生的职业是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的统一。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仅要

考虑医学上的“技术参数”，更要考虑病人的“幸福指数”，但最终需要“人文系数”作

保障
［8］

。认知是行为的向导。采用系统的医学伦理知识讲授，牢固掌握医德伦理知识，并

用以指导和规范自己的言行是首要
[9]
，但是通过安排临床专业研究生进行门诊志愿者服务

实践，通过让他们直观感受和践行体验来认识医德原则和规范。通过问卷调查显示，20%学

生在进行理论学习后认为医德规范重要，在志愿者服务实践后95%学生认为医德规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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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今后走上岗位提高医德规范尊从性奠定了基础。 

（二）对主动服务行为选择倾向性有影响。 

  志愿者服务倡导的是团结、友爱、互助。医院的“门诊六心”是“热心接、耐心讲、

细心观、诚心帮、温心送、爱心访”的“六心”仁爱服务理念。在临床实践的两难困境中

如何做出恰当决策，这是在医疗实践中医学伦理决策能力的体现
[10]

，活动中使得服务者增

进与患者沟通互动，提高沟通能力，让患者从门诊就医就有信懒感和安全感，营造和谐温

馨的服务氛围，一切体现的均是“为患者服务”思想。“门诊六心”是众多志愿者服务的

一种形式，但最终落脚点是一致的。在实践服务后，学生都认为服务中要面带微笑，98%学

生认为要使用尊称，92.5%学生认为要主动提供服务和帮助。在此服务过程中，通过参加服

务培训、实地观察学习、与患者现场沟通等，体验到患者就诊的迫切心理和疾病带来的疼

痛，形成对个人职业服务态度的认知和反思，从而让学生选择更加具有“人”性仁爱服务

方式。 

（三）对医疗救治的责任意识有强化作用。 

在现实的困境中，加强医学伦理素养的提升，在医疗实践中落实尊重、有利、无伤、

公正的原则，有利于培养 医师职业精神的利他主义，自我规范，保持技能卓越，从而全面

提升医师职业精神
［11］

。医学伦理学强调医学是仁术，救死扶伤，扶危济困本应该是医务人

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职业使命
[12]

。然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无端医闹”和“碰瓷”现象

让当今医务人员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处于尴尬的境地。在应用5W1H“门诊六心”志愿者PDCA

服务学习模式后，学生有98%认为遇到突发紧急情况进行合理主动救治，90%学生认为医疗

诊治过程中要尊重患者并知情同意不能决定权在医生、全部学生认识到医患沟通重要，要

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绪，应用沟通技能避免医患矛盾。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及时检验理论

所学和自身知识、能力结构的缺陷并主动进行调整
[13]

，起到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

论的作用。 

（四）对职业精神认识的内化和升华 

志愿服务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每位参与其中的志愿者不仅有奉献精神，而且有合作意识

和团队精神
[14]

，从组织、策划到参与、实施，志愿服务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求志愿者的

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团队利益，顾全大局，所以说通过志愿服务来培养医学生合作意识与团

队精神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15]

。加强医学生社会实践有利于职业精神的深化和升华它通常以

一种渗透的方式向学生传递道德、知识、理念、情感、价值观等
［16］

。通过临床专业学位研

究生5W1H “门诊六心”志愿者优质服务PDCA实践模式的应用，有效的强化了服务意识，通

过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患者提供了更加细致的服务，让专业学位研究生有集体荣誉感，

有岗位协作及奉献精神，极大提高了岗位适应能力,最终提升了服务满意率。这对于今后改

善医患关系、优化医疗环境和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医学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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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建设 

内蒙古某医学高校研究生对导师的期望调查研究 

乔瑞 王素华 赵宇航 黄丽华* 

014040，包头，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乔瑞，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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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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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丽华，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教师 

通讯作者 黄丽华，huanglihua858@163.com，04727167873 

【摘要】 为了提高本校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优化导师队

伍建设。我们根据本校情况，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本校

研究生对导师期望内容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学生选择导

师时，考虑的因素主要为科研水平、教学水平、对学生的关

心程度、严格要求、充足的经费以及善于交流等方面，并希

望能够经常得到导师在学术、生活等方面的指导。根据调查

结果，我们提出可以从导师的思想道德、业务水平以及招生

数量上优化导师队伍，并希望以此提高我校研究生培养水平。 

【关键词】 研究生，导师，期望 

 

赵宇航， 2014 年 6 月毕业于内

蒙古大学，博士，现在内蒙古科技

大学包头医学院担任教师工作，

主要从事职业卫生与职业医学和

毒理学方面研究。主持省级项目

3项，发表文章多篇。 

Research on graduate students' expectations to tutors in a medical college in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This research was aim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our 

college and optimize the construction of tutor team. Survey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ectations of graduate students to tutor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s which were adopt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is college. The results show that scientific research, teaching, concerning about 

students, strict requirements, sufficient funds and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was the main factors 

that students considered when choosing a tutor. And it was also expected that they could often get 

tutor's guidance in academic, life and other aspect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we propose that 

the tutor team can be optimiz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tutor's ideology and ethics, profession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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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nrolled, and we wish this would be effective to make the postgraduate 

training level of our college be advanced. 

Key Words: Graduate Students, Tutor, Expectations 

一、调查目的 

该校为内蒙古地区普通高等医学本科院校，具有多年的办学基础，但地处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限制了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了更好地建设本校研究生导师队伍，有效

地遴选专业型和学术型导师，进而提高本校的研究生整体水平，研究人员通过文献阅读和总

结，参考多方面资源设计了调查问卷，对本校目前在读的一年级至三年级研究生进行调查，

通过对剖析本校研究生对导师的期望，提出导师队伍建设和管理的有效措施，达到提高研究

生培养水平的目的。 

二、调查工具与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本校在读的 552 名研究生进行期望调查，通过统计软件

定量定性地分析问卷数据，深入剖析研究生对导师的各方面期望。其中问卷设计参考了寸翠

鹤
[1]
、郑杰

[2]
等研究人员的设计，根据调查目的和本校的实际情况适当修改后，通过问卷星

软件进行发放。 

本次调查问卷设计要包含四个方面内容，分别为：(1)学生的性别、年级、年龄分布和专

业类型等基本信息；(2)学生对导师一般属性的期望调查，例如导师的年龄、性别、学历水平

等方面；(3)学生对导师的教学、科研方面的期望调查；以及(4)学生对导师的指导内容和方

法的调查。收集到的数据使用 SPSS18.0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 

三、研究生对导师的期望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到有效问卷 345 份，回收率为 62.5%。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男生比例较女生低，符合我校学生性别构成特征。专业类型分布也符合我校招生比例，专业

型硕士占较大比重，但年级分布差异较大，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比例显著高于三年级学生。

年龄介于 18~40 岁，主要集中在 26~30岁之间（约 53%），约 1/4的调查对象曾有过工作经

历。 

（二）对导师的一般期望 

通过问卷分析发现，在学生选择导师时，考虑的因素主要为科研水平、对学生的关心程

度、教学水平、严格要求和充足的经费，而导师的性别、能否协助安排工作和导师是否具有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445 - 

 

行政职务不是主导因素。同时学生更期望能够在年龄 40-50 岁之间的，有国内领先的水平，

并具有博士学位的导师课题组攻读。导师课题组规模不宜过大，70%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课

题组学生数量应在 5人以内。通过分析研究生对导师的性格因素期望发现，严谨、善于沟通

和有耐心的导师更容易被研究生所选择，同时也有提出正直、公平等品质要求（图 1）。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项目 人数（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94 27.25 

女 251 72.75 

专业类型 
专业型 246 71.30 

学术型 99 28.70 

年级 

硕士一年级 164 47.54 

硕士二年级 141 40.87 

硕士三年级 40 11.59 

年龄分布 

18~25 135 39.13 

26~30 185 53.62 

31~40 25 7.25 

是否有 

工作经历 

是 89 25.80 

否 256 74.20 

（三）教学与科研期望 

调查显示，学生认为导师应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并且能够在做科研的同时担任一定的

教学任务，掌握国内甚至国际前沿。其主要的教学内容应为基础理论、实践技能和案例相结

合，并能够与学生相互沟通，形成双向的教学模式，而非单一讲述型教学。如果能够同时激

图 1 研究生对导师性格期望词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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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则能够更加吸引学生报考。 

（四）指导内容和方式期望 

在调查中发现，调查对象除了期望导师能够在学术上进行指导外，还期望能够在研究生

期间获得导师在生活、就业等方面的经验。 

首先研究生期望导师能尽早地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分配具体的研究内容，以便能够充

分利用前期时间投入文献检索和技能学习。目前调查对象普遍认为导师能够比较主动地对自

己的学术方面进行指导，并且更期望能够达到每周至少一次的针对具体问题的指导。 

其次是能够获得导师在生活和就业等方面的指导。调查显示，学生希望导师在生活上能

够更多地关心自己，了解学生的经济、感情、性格、家庭等情况，这样能够加强导师与学生

的紧密程度，使师生关系更为融洽。而针对就业方面，能够推荐工作是调查对象的普遍需求，

其次是能够获得就业经验的分享（图 2）。 

（五）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临床医生和有行政职务的教师在作为研究生培养导师时，呈现出工作

忙，对学生的关心和指导变少的情况。同时一些导师也缺乏继续学习和课题申报方面的工作，

造成了知识陈旧，没有掌握前沿，甚至没有经费培养学生。特别是一些专业学位硕士的培养

中，学生论文的质量不高，培养方式松散，知识技能不成体系的问题也普遍存在。这些都需

要学校进一步加强导师管理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控制体系优化来解决。 

四、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设想 

从问卷调查得出的结果，我们发现导师的品德、业务水平以及导师课题组的大小都是研

究生报考选择导师时的重要参考，所以，我们可能能够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营造更好的研究生

培养环境，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高我校研究生整体水平。 

（一）加强导师品德教育 

图 2 研究生对导师就业指导方面的期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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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几乎是学生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接触最多并且最亲密的老师，具有正确人生观、价值

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等高尚品德的导师，能够在对研究生的指导过程中通过一言一行潜移默

化中逐渐将这些品德展示出来，甚至影响研究生的一生。特别是严谨的科研态度能够提高学

生的学习成绩，使学生产生对导师的崇拜和崇敬之情，逐渐使学生以导师为榜样而改变自己

的学习和科研态度
[3]
，从而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所以不管是在导师遴选过程还是在导师考

核、培训等过程中，都要加强导师的思想品德教育，提高其自身道德素养，才能够更好地指

导学生，培养出品德高尚、专业素质优良的人才。 

（二）提高导师业务水平 

教师所知道的内容要比其讲出来的要多数十倍才能够有效地将知识传递给学生，如果导

师不具备充分的知识储备，就不能够有效地解答研究生的问题，更难以提高研究生的知识水

平，甚至造成研究生对导师的不认同，降低研究生培养水平。在本问卷的基础上，研究生认

为导师应具备国内甚至国际前沿的水平，并且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增加对导师科研方面的

引导，督促其申报各层次项目，并加强与先进地区的学术交流，都能够一定程度地促进导师

的业务水平提高。有研究显示，增加科研投入能够正向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4]
，而在导师申

请各层次项目时，也是对其自身素质提过的过程，能够使其掌握国内、国际前沿。同时在遴

选导师时，提高导师学位要求和科研经验要求，也能够保证导师队伍的学术水平。 

另外，考虑到导师擅长的领域有所差异，并且专业型硕士和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方案有所

不同，该校也在逐步开展研究生导师小组的工作尝试，如果能够达到技术精湛的临床医生导

师与学术见长的教师导师有效地结合起来，将理论学习与实践培养创新于一体，相信能够达

到更好的培养效果，这也与其他研究中讨论的双导师或多导师指导理论相符合
[5]
。 

（三）合理分配招生数量 

导师课题组的规模大小，直接影响导师对每一名学生的关心和指导时间分配。特别是一

些学术型和专业型兼招的导师中，更容易出现重学术型而轻专业型的现象
[6]
。随着研究生招

生规模的增加，一些高校出现了一个导师同时指导十几个甚至更多研究生的大型课题组，这

势必造成导师对每个研究生的指导程度差异，减少导师与单个学生的交流次数，更难以保证

对学生情况的深入了解，影响师生关系，进而使学生感到疏远甚至无法融入导师队伍。本次

调查中发现，学生更期望导师的课题组控制在 5人左右，这样能够使导师增加指导次数和指

导时间，同时也能形成高低年级连续的阶梯状的学生层次，提高课题组的效率。在未来的招

生计划中，可能需要根据导师的项目数量、指导水平以及团队的规模来合理分配招生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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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导师的课题组大小，增加导师的指导次数和时间，保证学生培养质量。 

五、结语 

研究生培养是我国国民教育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知道国家的需求、学生的期望才能

够培养出合适的、合格的、为社会所用的人才。通过本次调查，我们能够深入地了解学生对

导师的期望，使我们在导师队伍建设中有的放矢，力求通过合理分配资源，优化培养和考核

方式，提高本校导师队伍水平，最终使本校的研究生培养水平显著上升。 

六、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以下项目的支持： 

1.内蒙古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课题（编号：NGJGH2018135）； 

2.包头医学院 2018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编号：2018BYJG-A013） 

3.包头医学院“问学计划”“为学计划”“践学计划”研究项目（编号：2018BYWWJ-ZX-

02） 

4.包头医学院“问学计划”“为学计划”“践学计划”研究项目（编号：2018BYWWJ-ZJ-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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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开发适合测量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

之间交流互动情况的工具，了解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

动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通过网络调查法收集

问卷，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

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的影响因素。结果：研究生选

择导师的原因、研究生对导师及学习生活的满意度、定期

的学术讨论会、间接性指导、研究生的年级、导师年龄、

导师指导研究生数量等因素对医学院校研究生师生互动

水平有影响。结论：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情况整体

较好，需注重授业性互动与育人性互动的双轨提升。本研

究从招生制度、导师指导能力、导师制度及研究生管理制

度等方面提出医技与医德双高医学人才培养的建议与策

略。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医学院校；Logistic 回归分

析；师生互动；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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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utors and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bstract:Objective: To develop a tool for meas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utors and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colleges,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utors and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Methods: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network survey metho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utors and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analyzed by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factors such as the reasons for choosing a tutor,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utor and study life, regular academic seminars, indirect guidance, the grade of 

the postgraduate students, the age of the tutor, and the number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under the 

tutor's guidance have an impact on the level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 medical 

colleges.Conclusion: The overall interaction between tutors and postgraduates in medical colleges 

is good. Additionally,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ouble track promotion of educational 

interaction and educational human interaction.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skills and medical ethics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enrollment system, cultivating tutors the consciousness of educating people, improving mentoring 

ability, perfecting the tutor system and postgraduate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Graduate student education; Medical colleg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我国研究生教育采用的是导师负责制，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首要负责人，也是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当前，我国导师制度深化改革，制度不断完善，研究生导师被

赋予更多权力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责任，刘延东副总理在 201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也是立德树人任务的第一责任人

[2]。 

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影响导师培养模式，从而影响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3]。

医学生导师应承担研究生的专业理论学习、临床技能、课题科研、日常生活及三观的形成与

发展等多方面疏引和教导。而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和谐互动模式有助于

师生间良性关系构建，益于导师和研究生专业上共同精进，也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上“质”

的飞跃[4]。然而，医学研究生导师身份“多元化”也相对复杂，承担医疗专业服务、医学研

究生教育以及医学科研发展的多项任务，导致了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从

频率及质量上相对较少，该现状不利于医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的提升，也对未来研究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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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埋下医疗风险隐患。此外，国内鲜有学者对医学研究生与导师互动的研究，故医学生导

师与研究生的交流互动情况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对医学人才培养有着重要现实意义，本研究也

对医学研究生教育管理提供一定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医学院校在读的硕士研究生，按照不同的年级进行分层，并开展问

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951份。此问卷最后设置了质量控制试题，通过被调查者

对题的回答情况，同时剔除了回答时间过短的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813份，问卷有效率

为 85.49%。 

（二）测量工具 

1.基本信息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基础情况调查表。研究生基本信息：性别、年级、就读研究生的方

式、生源地、专业、学位类型、读研期间的职务、是否独生子女、家庭年收入、是否有一年

以上正式工作经历。导师基本信息：导师的性别、导师的年龄段、导师的职称、导师是否指

派了年轻教师或高年级研究生对您进行日常指导、导师是否为临床医生、导师的行政职务、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数量、教研室或科研小组内是否有定期的例会或学术研讨会等。 

2. 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量表 

基于文献研究的方法，结合研究生管理专家、研究生导师等相关知情人员的访谈结果，

分析并借鉴文献中学者王茜、蒙艺和张睿的量表[5,6,7]，开发了适合测量医学院校导师与

研究生之间交流互动情况的工具，暨“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量表”，该量表含有 14个

题目，采用 Likert 5(1 分为“非常不符合”、2 分为“比较不符合”、3分为“一般”、4

分为“比较符合”、5 分为 “非常符合” )作为评判尺度。得分越高，说明导师与研究生互

动程度越高。 

3. 测量方法 

本次问卷调查以网络调研的形式进行，通过“问卷星”网络平台发布，被调查者可以通

过手机微信或网址链接进行填写。调查对象为医学院校在读的硕士研究生。问卷的发布通过

三种途径，一是通过黑龙江省某医学院校各学院研究生科直接发放，二是通过课题组内成员

及其他委托人组织实施发放。并通过平台发布了随机红包，鼓励被调查者认真填写问卷。 

（三）统计分析方法 

将有效问卷的数据从“问卷星”平台导入 Microsoft Office Excel软件和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

Pearson相关系数、Logistic 回归分析等方法。检验水准 a=0.05。 

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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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共计 813 人，全部为医学院校在校硕士研究生（见表 1），同时测量了调查对

象导师的基本情况及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基本情况（见表 2）。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频数（N） 构成比（%） 

性别 男 216  26.6  

 女 597  73.4  

年级 硕士一年级 278  34.2  

 硕士二年级 276  33.9  

 硕士三年级 259  31.9  

就读研究生的方式 推荐免试 43  5.3  

 全国统考 728  89.5  

 转段 42  5.2  

生源地 城镇 506  62.2  

 非城镇 307  37.8  

专业 临床类专业 490  60.3  

 非临床类专业 323  39.7  

学位类型 学术学位 378  46.5  

 专业学位 435  53.5  

读研期间的职务 无职务 559  68.8  

 现在或曾经是学生干部 254  31.2  

是否独生子女 是 426  52.4  

 否 387  47.6  

家庭年收入 2 万以下 222  27.3  

 2-5万 242  29.8  

 5-10万 214  26.3  

 10-20 万 98  12.1  

 20 万以上 37  4.6  

是否有一年以上正式工作经历 是 101  12.4  

 否 712  87.6  

表 2 调查对象导师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频数（N） 构成比（%） 

导师的性别 男 361 44.4  

 女 452 55.6  

导师的年龄段 31到 40岁 106 13.0  

 41到 50岁 314 38.6  

 51到 60岁 365 44.9  

 61 岁及以上 28 3.4  

导师的职称 教授 637 78.4  

 副教授 176 21.6  

导师是否指派了年轻教师或师 是 515 63.3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453 - 

 

兄（姐）对您进行日常指导 否 298 36.7  

导师是否为临床医生 是 469 57.7  

 否 344 42.3  

导师的行政职务 无行政职务 174 21.4  

 
教研室（副）主任或科室（副）

主任 
452 55.6  

 
学院（副）院长或学校中层干

部 
132 16.2  

 学校领导或更高职务 55 6.8  

导师所带全部在读研究生（含 1-5名 400 49.2  

各个年级的博士及硕士）的数量 6-10名 203 25.0  

 11-15 名 108 13.3  

 16-20 名 63 7.7  

 21 名以上 39 4.8  

教研室或科研小组内是否有 是 621 76.4  

定期的例会或学术研讨会 否 192 23.6  

（二）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为了保证问卷的整体信度与效度，对问卷量表进行信效度检验，采用内部一致性信度检

验法检验，得到格朗巴赫α系数为 0.958，，大于心理测量上的常用标准 0.700，具有较高

的信度。同时，量表通过因子分析得出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 14 个项目进行分析(见表 3)，Bartlett球形检验系数为 0.000，

达到了明显的水平。KMO 系数为 0.951，趋近于 1，说明此量表变量达到了进行探索性因子分

析的要求。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值大于 1 的条件，对 14 个条目提取主要因素，采

用了极大方差法对因素负荷矩阵进行旋转。结果提示，主成分分析法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

了 2 个公因子，2 个公因子的权重可以解释所有条目的 74.273%，可以反映大部分指标的信

息。由此可见，“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 3 “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成分矩阵 

 因子载荷 

 授业性互动 育人性互动 

1.导师对您科研上要求很严格 0.861  

2.导师总是检查您的科研工作情况 0.840  

3.导师为您的科研工作设置目标或时间限制 0.815  

4.导师经常要您汇报在工作（科研或临床）中所遇到的各类特殊情

况 
0.773  

5.导师的科研指导能力很强 0.750  

6.您不管何时向导师提交研究成果，导师都会尽快给予回复 0.659  

7.导师经常把他的工作（科研或临床）经验分享给您 0.629  

8.导师经常与您聊家常  0.849 

9.导师曾关心过您个人的情感问题  0.838 

10.导师曾问过您未来的工作意向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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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导师经常会关心您生活中是否存在困难  0.752 

12.您跟导师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  0.718 

13.导师很注重您综合能力的提升  0.696 

14.通过您导师的指导，大幅提高了您未来面对工作岗位的能力  0.660 

将这两个维度依次命名为“授业性互动”和“育人性互动”。“授业性互动”是指导师

和研究生之间与科研和工作有关的互动行为，例如导师对研究生学术研究的指导行为、导师

对研究生临床工作的言传身教等。“育人性互动”是指导师与研究生之间有关思想、生活、

未来发展和综合素质培养的互动行为，例如导师与对研究生为人处世方面的培养、导师解决

研究生生活中的困难等。两个维度的格朗巴赫α系数依次为 0.938和 0.935，此量表整体信

度为 0.958。由此可见，“师生互动量表”及量表的各维度信度系数都达到较高水平，因此

“师生互动量表”及量表的各维度皆具有较好的信度。 

（三）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为分析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授业性互动和育人性互动的影响因素，将“师生互动量表”

的“授业性互动”和“育人性互动”两个维度分别再次赋值后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 

分别以赋值后的“授业性互动”和“育人性互动”两个维度作为因变量，以研究生本人

相关信息（性别、年级、录取方式、生源地、是否为临床专业、是否独生子女、家庭年收入、

是否有一年以上工作经历、选择现在专业原因、选择现在导师的原因等）、研究生导师相关

信息（导师性别、年龄、导师职称、导师行政职务、导师指导研究生总数、是否指派年轻教

师或高年级研究生进行日常指导、研究小组内是否有定期的学术讨论会等）以及研究生对导

师和学习生活的满意度等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 

1.授业性互动方面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对“授业性互动”维度重新赋值（0=低授业性互动，1=高授业性互动）。重新编码后将

师生互动的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选择导师是否因为学术水

平受业界认可并具有一定知名度（Wald =4.555，P<0.05）、选择导师是否因为对导师研究方

向的兴趣（Wald =5.473，P<0.05）、是否定期有学术讨论会（Wald =29.795，P<0.05）、导

师年龄段（Wald =12.236，P<0.05）、研究生对导师满意度（Wald =67.499，P<0.05）和研

究生对学习生活的满意度（Wald =6.953，P<0.05）6个因素对师生授业性互动水平的影响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该模型整体模型显著性检验 X2=331.770（P=0.00<0.01），达到 0.01

显著性水平；而 Hosmer-Lemeshow检验值为 10.490（P=0.232>0.05），未达显著水平，表示

此回归模型适配度非常理想。赋值情况及结果见表-4。 

表 4 研究生师生“授业性互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赋值情况 B SE Wald P 值 OR 值 95%CI 

1.认可导师业界知名 0=未选中，1=选中 0.397 0.186 4.555 0.033 1.488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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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143 

2.认可导师研究方向 0=未选中，1=选中 0.455 0.195 5.473 0.019 1.577 1.077-

2.309 

3.是否定期有学术讨

论会 

1=是，2=否 -1.190 0.218 29.795 0.000 0.304 0.198-

0.466 

4.导师年龄段 1=30 岁及以下，2=31

到 40 岁，3=41 到 50

岁，4=51 到 60 岁，

5=61 岁及以上 

-0.431 0.123 12.236 0.000 0.650 0.511-

0.827 

5.研究生对导师满意

度 

1=非常不满意，2=不

满意，3=一般，4=满

意，5=非常满意 

1.094 0.133 67.499 0.000 2.986 2.300-

3.876 

6.研究生对学习生活

的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不

满意，3=一般，4=满

意，5=非常满意 

0.284 0.108 6.953 0.008 1.328 1.076-

11.640 

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X2
=331.770，Hosmer-Lemeshow 检验值=10.490 

2. 育人性互动方面影响因素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对“育人性互动”维度重新赋值（0=低育人性互动，1=高育人性互动）。重新编码后将

师生互动的相关因素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生所在年级（Wald 

=8.007，P<0.05）、选择导师是否因为导师的个人魅力吸引（Wald =20.569，P<0.05）、选

择导师是否因为家长老师或同学等人建议（Wald =3.521，P<0.05）、导师指导全部研究生数

（Wald =18.889，P<0.05）、是否定期有学术讨论会（Wald =12.149，P<0.05）、导师是否

指派年轻教师或高年级研究生您进行日常指导（Wald =11.816，P<0.05）、研究生对导师满

意度（Wald =59.712，P<0.05）、研究生对学习生活的满意度（Wald =6.402，P<0.05）8个

因素对师生授业性互动水平有显著影响（P＜0.05）。该模型整体模型显著性检验 X2=344.305

（ P=0.00<0.01），达到 0.01 显著性水平；而 Hosmer-Lemeshow 检验值为 7.783

（P=0.455>0.05），未达显著水平，表示此回归模型适配度非常理想。赋值情况及结果见表

5。 

表 5 研究生师生“育人性互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赋值情况 B SE Wald P 值 OR 值 95%CI 

1.研究生所在年级 1=硕士一年级，2=硕士二

年级，3=硕士三年级 

0.320  0.113  8.007  0.005  1.378  0.293-

0.709 

2.魅力吸引型导师选择 0=未选中，1=选中 0.862  0.190  20.569  0.000  2.367  2.233-

3.855 

3.推荐型导师选择 0=未选中，1=选中 0.403  0.215  3.521  0.061  1.496  1.064-

1.632 

4.导师研究生数量 1=1-5 名， 2=6-10 名，

3=11-15名，4=16-20名，

5=21 名以上 

-0.339  0.078  18.889  0.000  0.713  1.103-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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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是否定期有学术讨论

会 

1=是，2=否 -0.785  0.225  12.149  0.000  0.456  1.631-

3.436 

6.间接性指导 1=是，2=否 -0.657  0.191  11.816  0.001  0.518  0.982-

2.279 

7.研究生对导师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

3=一般，4=满意，5=非常满

意 

1.076  0.139  59.712  0.000  2.934  0.612-

0.830 

8.研究生对学习生活的

满意度 

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

3=一般，4=满意，5=非常满

意 

0.276  0.109  6.402  0.011  1.318  0.356-

0.754 

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X2
=344.305，Hosmer-Lemeshow 检验值=7.783 

三、讨论 

（一）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情况整体较好但仍存在不足之处 

结果表明，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量表具有较高水平的内部一致性（α=0.958）。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示，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本研究采用的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

生互动量表由师生授业性互动和师生育人性互动 2个维度共 14个条目构成。测量结果表明：

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整体得分为（3.82±0.94），得分较高，说明师生互动整体情况

较好。本研究发现：师生授业性互动的得分（3.91±0.96）略高于育人性互动的得分

（3.73±1.03），提示医学教育管理者应加强授业性互动与育人性互动的双轨提升，以培养

医技与医德双高医学人才。 

（二）同时影响医学院校研究生师生“授业性互动”及“育人性互动”效果影响因素分

析 

结果显示教研室没有定期的学术讨论会对医学院校研究生师生互动有明显负向预测作

用，是师生高水平授业性互动和育人性互动的危险因素。即教研室有定期的学术讨论会会促

进师生间的互动水平。说明定期的学术讨论会在导师指导研究生中不但可以促进学术研究，

还可以促进导师育人，学术讨论会能够增加师生间的交流深度与广度，探讨学术性话题也增

进师生情感。 

结果显示研究生对导师的满意度和对现在学习生活的满意度对医学院校研究生师生互

动有明显正向预测作用，是师生高水平授业性互动和育人性互动的保护因素。研究生对导师

的满意度越高，对导师的认可度就越高，从情感上就会更加愿意与导师交流。尤其是当研究

生对读研期间的学习和生活都甚为满意之时，说明高校为研究生提供的硬件条件及人文环境

都较好，对导师及学校的认同感也会促进师生间的交流互动。 

（三）医学院校研究生师生“授业性互动”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生认为导师的学术水平受业界认可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研究生

选择导师是因为对导师研究方向的兴趣对师生授业性互动有明显正向预测作用，是师生高水

平授业性互动的保护因素。其原因可能是当研究生在选择导师时，因为导师的学术水平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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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认可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时，研究生在心理上因为首因效应就会对导师的学术水平予以认

可，研究生就会主动询问导师问题以提升能力，汲取导师专业知识，从而促进了师生授业性

互动。同时，盛名之下无虚士，导师肯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研究生，那便促进了师生授业性

互动。事实上，大部分研究生选择的课题都与导师相近或相关，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研

究生对导师研究方向感兴趣时，对自己的课题研究往往也会兴趣盎然，在科研过程中其主观

能动性的发挥会更好，进而促进了师生间授业性互动。 

研究结果显示高年龄段对师生授业性互动有明显负向预测作用，高龄导师是师生高水平

授业性互动的危险因素。即导师年龄越小师生授业性互动程度越高。其原因可能是导师年龄

与研究生的年龄越接近，代沟就越小，师生间的共同语言就会越多。 

（四）医学院校研究生师生“育人性互动”效果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高年级研究生对师生育人性互动有明显正向预测作用，是师生高水平育人性互

动的保护因素。即研究生年级越高师生间育人性互动程度越高。其原因可能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导师对研究生的了解越来越深，对研究生的脾气秉性、为人处世方法及性格中的缺点越

发了解，从而导师对研究生思想上、情感上和综合素质上的指导越来越多。同时，随着年级

的升高，研究生即将面临就业和正式步入社会，导师对研究生未来发展及就业方面的指导就

会越来越多。综上原因，高年级研究生与导师育人性互动程度更高。 

结果显示研究生选择导师是因为导师的个人魅力吸引和家长老师或同学等人建议对师

生育人性互动有明显正向预测作用，是师生高水平育人性互动的保护因素。如果研究生是因

为这两种原因才选择的导师，那么研究生对导师全方位的认可度就会很高，会从心理上非常

尊敬、佩服或喜欢这位导师，从情感上更愿意主动与导师进行沟通，所以师生间的育人性互

动必然会更多。 

结果显示导师指导全部研究生数量较多对师生育人性互动有明显负向预测作用，是师生

高水平育人性互动的危险因素。即导师同时指导研究生数量越多师生育人性互动程度越低。

导师指导的研究生越多，必然会分散导师对每位研究指导的精力，导师指导研究生的精力相

同时，分给每一位研究生的精力就会越少，进而导致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互动整体程度都会

降低。 

结果显示导师未指派年轻教师或高年级研究生对其进行日常指导对师生育人性互动有

明显负向预测作用，是师生高水平育人性互动的危险因素。即导师指派年轻教师或高年级研

究生对其进行日常指导会促进育人性互动。说明集体指导的制度更有利于对研究生进行育人

方面的互动。 

四、对策及建议 

（一）稳定导师招生规模，科学分配教育资源 

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国家应掌握我国整体医学人才的需求和卫生服务结构变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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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各医学专业招生比例提出指导性意见，适当扩大或缩减各医学院校研究生招生规模，各

高校也应密切关注国家提供的指导意见，及时调整各专业的招生比例。同时，各高校也要注

意导师与研究生人数的比例，本研究结果显示，导师同时指导研究生数量过多是高水平师生

育人性互动的危险因素，为防止出现由于招生规模增加速度快于导师队伍扩大速度而导致的

“生师比”过高，各高校还需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招生相关制度，最终实现科学分配医学研究

生教育资源[8]。 

（二）强调导师育人职能，明确立德树人要求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期间的第一责任人，同时也是研究生立德树人的第一责任人，

所以培养研究生不仅仅是对研究生科研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同时也是对研究生的理想信

念、道德情操和仁爱之心的培养[9]。为此，教育部在 2018年 1月正式发布《教育部关于全

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教研〔2018〕1 号），文件要求强化研究生导师

基本素质，健全研究生导师评价激励机制，并明确了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为研究生导

师立德树人教育工作提供了政策性支持，应认真予以落实。 

（三）立足导师队伍建设，转变导师教育理念 

高校需进一步加强导师培训，建立业务培训及师德教育相辅相成的科学导师培训体系，

同时，高校也要完善导师队伍建设的相关制度，如严格把控导师遴选及上岗标准、建立健全

导师指导过程评价体系、引入研究生导师动态管理机制等，进而全方位提升导师的指导能力

[10]。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生认为导师的学术水平受业界认可并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是师生高

水平授业性互动的保护因素，这也印证了“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道理，导师应带头刻苦钻

研，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德才兼备，以身作则，成为研究生的好榜样。 

在教育理念方面，高校需引导导师从以往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逐渐转变为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构建平等的师生关系。本研究结果显示导师的个人魅力和他

人对导师的认可程度均对师生互动有正向预测作用，这说明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是远超

传统师生关系的“师徒”关系，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以外，还必须提升自己的人格亲和力，

回应研究生的心理诉求，提高研究生对导师及学校的认同感[11]。导师要有了解和关心研究

生的热情，尽量保证有和每一位研究生单独交流的机会，并且形成一种制度。 

（四）转变以往培养方式，改善现行导师制度 

现今我国大多高校实行的是单一导师制，即研究生只有一名导师。我国教育部门已经明

确指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第一责任人，但导师有时因种种原因无法对研究生进行有

效的指导，所以高校应根据不同学科和专业情况在现有政策下予以变通。研究发现，医学院

校研究生期待多导师集体指导的导师制度，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证明导师指派年轻教师或

高年级研究生对低年级研究生进行日常指导不但不会淡化师生关系，反而起促进作用。这说

明一名资深导师负总责，另一名年轻教师负责研究生具体指导的“分级导师制”能够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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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研究生师生沟通程度。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导师年龄较大是师生高水平授业性互动的危

险因素，而导师指派的年轻教师或高年级研究生通常与研究生年龄相仿，代沟不深，更有利

于师生的交流，这一研究结果可能也是证明了“分级导师制”能够有效的提高研究生师生互

动程度的原因之一。高校可以试行仍然坚持名义上的导师负总责，同时建立交叉学科的两位

导师共同指导几名研究生（如临床和基础研究相结合）的“合作导师制”，或者相近学科的

几位导师共同指导几名研究生的“导师组制”，但是高校在具体实施此种措施时，需要特别

注意科研经费的分配及科研成果的归属问题[12]。 

（五）完善各级管理制度，加强培养过程管理 

高校需进一步完善研究生管理制度，利用制度促进研究生学习和科研的积极性，最终提

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本研究结果证明了无论师生间的“授业性互动”还是“育人性互动”

都和科研小组是否有定期的学术讨论会有关，这说明定期的学术讨论会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拥有重要意义，应予以大力推广。各高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促进师生互动交流的制度，

例如强制执行以科研小组为单位进行的定期学术讨论会、读书报告会或文献抄读会等，保证

导师与研究生每隔一定时间就会见面。也可以制定课题研究动态汇报制度，即每隔一定时间，

研究生必须向导师汇报课题或学习进展情况，并且要求导师必须书面确认，并将此文书纳入

导师及研究生考评体制中[13]。此外，还需建立健全研究生申诉制度，使研究生拥有维护自

身权益的途径，也有助于高校及时提升自身管理[14]。 

五、小结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第一责任人，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影响导师培养

模式，从而影响了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为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构建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

和谐互动模式，本研究开发了适合测量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之间交流互动情况的工具，暨

“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量表”，并对对医学院校在读的 813名硕士研究生开展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互动情况整体较好，但仍需注重授业性互动与育人性互

动的双轨提升。研究发现定期的学术讨论会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医学院校研

究生期待多导师集体指导的导师制度。同时研究生选择导师的原因（学术水平受业界认可并

具有一定知名度、对导师研究方向的兴趣、家长老师或同学等人建议、导师的个人魅力吸引）、

研究生对导师满意度、研究生对学习生活的满意度、研究生所在年级较高对医学院校研究生

师生互动有正向预测作用；导师年龄较大、导师指导全部研究生数较多对医学院校研究生师

生互动有负向预测作用。最后，为构建医学院校导师与研究生和谐互动模式，本研究从研究

生招生制度、培养导师立德树人理念、提高导师指导能力、完善导师制度及研究生管理制度

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提出医技与医德双高医学人才培养的建议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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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导师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模型，为

导师队伍建设提供参考。方法：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遴选

评价指标；抽取某家国内知名三家医院中的 62 位博士生

导师，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他们的学术情况构建评价模型。

结果：导师学术影响力评价主要依靠科研产出因子、科研

投入因子和学术著作因子等 3 个公因子，3 个公因子的累

积方差贡献量达到 75.25%；某院导师的学术影响力差异显

著，总体上导师们的学术投入大于学术产出。结论：因子

分析法可以用于构建导师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模型；同时评

价导师的学术影响力对于高层次导师的选拔和导师队伍

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导师评价；学术影响力；因子分析法；导

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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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evaluation of scienticif impact of mentors from the major of clinical 

medicine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scientific impact of mentor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entor team. Method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 

series of evaluation index were selected; and 62 doctoral mentors from a famous hospital in China 

were selected and their academic conditions were evaluated b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the 

evaluation of mentor's scientific impact mainly relied on three common factors, including research 

output factor, research investment factor and academic works factor, and the total variance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462 - 

 

contribution of three factors reached 75.25%.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ientific 

impact of mentors. Conclusion: factor analysis can be used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mentor's scientific impac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the scientific 

impact of mentors for the selection of high-level mento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entor team. 

Keywords: mentors evaluation; scientific impact; factor analysis; construction of mentor team 

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 

研究生导师作为研究生的第一负责人，不仅是研究生教育的主要传播者，同时作为学者，

导师也是学科发展与科技进步的主要推动者。高水平和高层次的导师更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和世界一流学科的核心与关键。因此，导师的能力和整体素质与学科发展以及研究生教育质

量息息相关。一方面，在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中，高水平导师能够在其专业领域起导向和标

杆作用，推动本领域的创新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生教育中，由于高层次导师具备卓越的

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他们指导的研究生也通常具备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 

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研究生导师评价标准，选拔有较强学术影响力的导师就

成为了建设高水平导师队伍的关键。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 

1.学术影响力定义 

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尚未对学术影响力形成统一明确的定义。国外学者将学术影响力定

位为“同行对学术论著等成果的评价，科研主体的学术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研究成果被他人

重视、认可和引用的情况”[1]。国内学者王贵贵[2]认为，学术影响力可以理解为学术水平

与科研贡献的综合。学者张忻[3]认为，可以将学术影响力看作是该学者发表论文、专著及参

与各类科研活动的综合体现。 

由于研究生导师同时担任教学与科研工作，因此本课题组借鉴了上述学者对学术影响力

的定义，将导师学术影响力理解为涉及导师在科研学术工作中的所有环节，重点体现为对不

同学术成果进行综合评价的体现。 

2.学术影响力的评价方式 

同行评议是学者学术影响力评价的主要方式之一，它属于主观评价法。该方法由从事相

关领域研究的专家按照一定的要求和标准对该领域的科学研究活动及要素（研究者、研究项

目或成果等）进行评价[4]。其特点是主观性较强，参与评价的专家对评价结果有主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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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参评专家至关重要[5]。 

文献计量学是目前国内外研究人员对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评价时应用最多的方

法。该方法主要通过文献计量学指标进行评价，如发文量、论文的影响因子、文章的被引次

数、h 指数与 g 指数等[6-7]。尽管此方法能从一定程度上对学者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客观量

化，但是由于所有文献计量学指标来源与学者发表的论文，因此它只能体现学者所发表的科

研论文的影响力，不能体现专利、学术奖项、著作等其他科研成果和活动的影响力。 

部分学者在评价高校教师的科研绩效和影响力时，主要从学术论文、著作、科研项目、

专利以及科研成果奖励等方面进行评价[2,8-9]，主要指标包括国家级项目数、省部级项目

数、项目经费、国外著名检索系统收录的论著情况、国内核心期刊收录的论著情况、国家级

成果奖以及省部级成果奖等。这些评价指标能够较为全面地体现学术活动的全过程，对导师

的学术影响力进行比较综合的分析和评价。但是，研究人员对于这些评价指标的权重分配没

有进行科学校验。 

综上，本课题组旨在通过遴选综合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指标，探索构建科学合理的导师学

术影响力评价模型。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资料来源 

本课题组选取了国内某家知名三甲医院中 62 位从事临床医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作为研

究对象，收集他们在 2014年 7月 1日-2019年 6月 30日的承担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情况、

科研项目经费情况、SCI 论文发表情况（限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专利情况（限第一

专利人）、参与编写的学术著作情况以及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等情况，以此体现他

们的学术影响力。所有数据保存在 EXCEL文件中，具体统计指标如表 2-1所示。 

表 2-1 反映导师学术情况的指标 

序号 代码 指标 意义 

1 X1 
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

研项目数 

统计每个博导以负责人身份承担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

研项目数量 

2 X2 
掌握的省部级以上科

研经费总额 

统计每个博导以负责人身份承担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

研项目的经费总额 

3 X3 发表的 SCI论文数量 
统计每个博导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 SCI 论文

数量 

4 X4 
发表 SCI 论文的累积

影响因子 

统计每个博导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 SCI 论文

的累积影响因子之和 

5 X5 获批的专利数量 统计每个博导以第一专利人申请批准的专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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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X6 参编的学术著作数量 
统计每个博导参与编写的学术著作数量（含主编、副主

编和编者） 

7 X7 
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科

研成果数 
统计每个博导获得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数量 

（二）统计方法 

因子分析是一种数据简化的技术，它从分析多个原始指标的相关关系入手，找出支配这

种相关关系的有限个不可观测的潜在变量，并用这些潜在变量来解释原始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10]。目前，因子分析法主要用于医学管理、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

综合评价研究。 

1.因子分析模型 

假设观测了 n例样品的 m个指标 X1, X2，…，Xm，需要通过分析各指标 X1, X2，…，

Xm之间的相关性，找出起支配作用的潜在因素——公因子 F1, F2，…，Fq（q≤m），使得这

些公因子可以解释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即建立如下的模型： 

{

X1 = a11F1 + a12F2 +⋯+ a1qFq + U1
X2 = a21F1 + a22F2 +⋯+ a2qFq + U2
X3 = a31F1 + a32F2 +⋯+ a3qFq + U3

， 

其中 X=[

X1
X2
⋮
Xm

]，A=[

a11 a12 ⋯ a1q
a21 a22 … a2q
⋮ ⋮ ⋱ ⋮

am1 am2 ⋯ amq

]，F=[

F1
F2
⋮
Fq

]，U=[

U1
U2
⋮

Um

]。 

X（X1，X2，…，Xm）是原始观测变量，F（F1，F2，…，Fq）是原始变量 X 的公因子。

A是因子载荷矩阵，即公因子的系数。amq是因子载荷，即第 m变量与第 q因子的相关系数；

amq的绝对值越大，表明公因子 Fq对于 Xm的载荷量越大。U（U1，U2，…，Um）是 X的特殊

因子，它是不可观测的。 

2.因子分析法步骤 

（1）进行适应性检验，即完成抽样适合性检验（Kaiser-Meyer-Olkin检验，简称“KMO

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即“Bartlett 球形检验”），KMO值不小于 0.5 且 Bartlett

球形检验具有显著性（P＜0.05）说明可以进行因子分析；（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3）计

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根和方差贡献率；（4）根据特征根的取值和方差贡献率，确定公因子

数量；（5）求出载荷矩阵并对载荷矩阵进行旋转，以便更好地解释公因子；（6）计算因子

得分，得到公因子表达式。 

3.统计运算 

本研究使用统计软件 SPSS 23.0对 62位博士生指导教师的基本数据（7个变量）进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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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分析。 

三、结果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了 KMO 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以确认变

量是否适用于因子分析。根据结果可以看出（表 3-1），KMO 统计量为 0.689＞0.5，说明各

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信息重叠程度，可以进行因子分析。同时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

具有显著性，说明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因此，此变量模型的因子分析符合适用性检验。 

表 3-1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689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34.796 

自由度 21 

显著性 .000 

表 3-2结果显示，特征根取值大于 0.9时，前三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达到 75.25%。由于

特征根取值不能过低，并且需要有较少的因子可以描述整体的情况，因此选择前三个因子用

于描述导师学术影响力水平。 

表 3-2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 

1 3.213 45.906 45.906 3.213 45.906 45.906 2.418 34.539 34.539 

2 1.111 15.873 61.779 1.111 15.873 61.779 1.665 23.789 58.328 

3 .943 13.470 75.249 .943 13.470 75.249 1.185 16.921 75.249 

4 .663 9.469 84.718       

5 .654 9.341 94.059       

6 .385 5.502 99.561       

7 .031 .439 100.000       

表 3-3显示，第一公因子在 X3、X4、X5和 X7等 4个变量上都有较大载荷，主要表现为

有关科研工作的产出指标，因此确定为学术产出因子；第二公因子在 X1和 X2 等 2个变量上

有较大载荷，主要表现为科研工作的投入指标，因此确定为学术投入因子；第三公因子在 X6

变量上有较大载荷，主要表现为学术著作指标，因此确定为学术著作因子。 

表 3-3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成分 

1 2 3 

X1 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数量 .136 .798 .230 

X2 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经费总额 .226 .842 -.151 

X3 发表 SCI论文的数量 .833 .422 .095 

X4 发表 SCI论文的累积影响因子 .860 .355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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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 获批的专利数 .770 -.006 -.060 

X6 参编的学术著作数 -.026 .014 .910 

X7 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数 .565 .122 .512 

根据表 3-4，可将三个公因子表示为 7个变量的线性回归形式，因子得分函数为： 

F1=-.219X1-0.136X2+0.325X3+0.364X4+0.451X5-0.129X6+0.222X7 

F2=0.594X1+0.612X2+0.058X3-0.005X4-0.262X5-0.011X6-0.108X7 

F3=0.160X1-0.189X2-0.030X3-0.042X4-0.146X5+0.810X6+0.382X7 

最 终 ， 根 据 三 个 公 因 子 对 应 的 特 征 根 为 权 重 计 算 综 合 因 子 ： F=3.213/

（3.213+1.111+0.943）F1+1.111/（3.213+1.111+0.943）F2+0.943/（3.213+1.111+0.943）

F3，即 F=0.610F1+0.211F2+0.179F3。 

表 3-4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成分 

1 2 3 

X1 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数量 -.219 .594 .160 

X2 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经费总额 -.136 .612 -.189 

X3 发表 SCI论文的数量 .325 .058 -.030 

X4 发表 SCI论文的累积影响因子 .364 -.005 -.042 

X5 获批的专利数 .451 -.262 -.146 

X6 参编的学术著作数 -.129 -.011 .810 

X7 获得的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数 .222 -.108 .382 

根据综合因子计算公式，对 62名博导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得分计算，并且按照综合因子 F

的得分进行降序排列，结果如表 3-5 所示。（1）62 位博导的学术影响力得分差异显著，得

分最高的超过 100分（2人，占 4.0%），最低的不足 10分（18人，29.0%），大多数导师的

得分在 10分—40分之间；（2）大多数导师的科研投入得分（F2因子得分）最高，学术著作

得分（F3因子得分）最低；（3）科研产出得分（F1因子得分）高于科研投入得分（F2因子

得分）的导师仅有 2人。 

表 3-5  导师学术影响力评价得分 

排序 F1 F2 F3 F 排序 F1 F2 F3 F 

1 -8.63 1007.52 -329.27 148.38 32 10.13 100.60 -32.84 21.53 

2 -103.12 1070.76 -333.08 103.40 33 -42.61 293.65 -86.94 20.40 

3 -308.75 1790.37 -560.22 89.15 34 -15.39 175.04 -51.26 18.37 

4 70.00 213.34 -67.65 75.61 35 -104.95 524.99 -162.97 17.58 

5 30.89 359.84 -121.02 73.10 36 -16.45 178.64 -56.38 17.56 

6 48.41 193.49 -67.76 58.23 37 -75.56 407.43 -125.77 17.36 

7 -39.77 521.21 -162.56 56.62 38 -75.61 405.91 -125.71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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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35.34 225.82 -76.80 55.46 39 -55.08 319.93 -98.32 16.31 

9 -6.19 383.16 -121.22 55.37 40 7.22 68.89 -17.26 15.85 

10 -331.41 1645.75 -509.53 53.89 41 -20.61 170.71 -50.77 14.36 

11 -115.74 798.88 -248.51 53.48 42 18.39 1.54 1.03 11.73 

12 -224.69 1180.04 -367.80 46.09 43 -5.64 91.59 -25.48 11.32 

13 -101.59 681.08 -209.83 44.18 44 -15.50 123.97 -32.76 10.84 

14 20.32 161.88 -49.10 37.76 45 -21.94 113.08 -3.19 9.90 

15 -11.64 288.58 -93.34 37.08 46 1.23 57.19 -17.56 9.67 

16 -33.14 355.74 -112.03 34.79 47 -13.67 110.83 -34.65 8.84 

17 -17.53 284.98 -89.86 33.35 48 -13.84 107.70 -34.24 8.15 

18 37.63 64.45 -24.83 32.11 49 -6.12 75.87 -24.17 7.94 

19 -35.82 342.35 -106.18 31.38 50 -17.37 115.91 -33.18 7.92 

20 -136.00 735.37 -228.34 31.33 51 -5.62 71.55 -23.28 7.50 

21 -9.23 230.26 -71.84 30.10 52 -9.79 84.61 -25.19 7.37 

22 -57.46 416.02 -131.83 29.13 53 -21.55 130.75 -41.05 7.10 

23 18.69 109.98 -35.03 28.33 54 -26.51 145.17 -41.55 7.02 

24 -18.46 257.03 -82.05 28.29 55 4.21 25.42 -6.41 6.79 

25 -95.95 550.02 -172.73 26.61 56 -16.25 90.30 -27.49 4.22 

26 26.73 66.74 -24.94 25.92 57 -3.65 38.93 -11.75 3.88 

27 28.23 59.03 -22.70 25.61 58 -3.67 38.28 -11.90 3.71 

28 32.16 32.09 -13.94 23.89 59 -7.28 47.11 -14.08 2.98 

29 -2.70 159.52 -49.80 23.10 60 -1.35 19.45 -6.31 2.15 

30 15.10 77.14 -17.28 22.39 61 -7.64 40.70 -11.18 1.92 

31 -7.62 174.38 -55.02 22.30 62 -5.16 27.07 -7.27 1.26 

四、讨论与分析 

（一）因子分析法用于导师学术影响力评价的探索 

因子分析法在建立本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模型时，可以将导师的学术水平进行科学量

化，以直观的数据形式显示出来，并且数据区分度较好，方便教育管理人员了解导师的学术

水平。在教学管理工作中，导师的招生遴选工作与评价工作一直都是难点，尤其是如何将导

师的学术与教学工作进行科学客观的量化一直都是管理者不断思考和力求改革与探索的重

点内容。这一模型的建立可以帮助我们在导师评价工作中进一步优化，为科学管理打造良好

的基础。 

此次用于学术影响力评价的指标基本上都是复合指标，比如承担的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的

数量，该指标即包含省部级项目数量也包括国家级项目的数量。在未来的导师评价工作中，

管理者可以尝试采用单一指标建立评价模型，使管理工作更加细化。 

（二）导师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分析导师学术影响力得分评价，本课题组发现导师的学术水平差异显著。得分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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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水平高）的博导在现实工作中，大多为学科带头人，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医院选拔出来

的学科带头人都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医院管理部门可以对他们适当给予政策倾斜，比如

分配招生计划时可以增加名额，让学科带头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值。得分排在中间位置的

博导也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是科教工作的骨干力量，教育和科研管理部门应

该建立相应的人才激励机制，进一步提高这部分人群的影响力，从而更好地帮助医院推动医

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工作。得分排在后面的导师，他们的学术影响力相对较弱，管理部门

可以适当采取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激励这些导师加强学术影响。 

通过对 62 名博导进行学术影响力评价，课题研究人员还发现导师的学术投入得分远高

于学术产出得分，这说明在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平台和经费的支撑下，医院导师能够发

挥的作用还大有可为。医院科研管理部门应该帮助导师建立科学研究团队，配备科研人员和

科研助理，教育管理部门在分配医学生招生计划时予以考虑，适当多分配招生名额给这些导，

让这些导师在完成科研项目的同时，也完成了研究生指导工作和科研团队建设，使之科研效

益最大化，学术产出最大化。同时，导师需要明确完成科研项目，不仅仅是发表几篇学术论

文，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科研质量与影响力，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单篇 SCI论文影响

因子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来体现。但是，从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在学术产出因子中所占的

权重可知，目前它的比重仍然低于 SCI论文数量，这说明导师们整体的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

并不多，医院管理部门和导师需要在这方面予以加强。 

五、结论 

因子分析法可以用于导师学术影响力评价，帮助管理部门了解导师的学术水平，并以此

为依据建立导师动态评价机制，从而加强医院的导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推动医院的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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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指导带教 

提升培养质量的对策及建议 

刘煜 王增光* 刘辉* 

300052，天津，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通讯作者 王增光、刘辉，zyyjiaoxuechu@126.com  

【摘要】本文以优化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指

导带教提升培养质量为线索，分析了影响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研究生导师指导带教能力的因素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导师指导带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相

关的优化对策，希望对提升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临床医学；指导带教；研究生导师；专业

学位 

 

 

 

刘煜（1987年 6 月），天津大学

硕士，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教学

处工作，工程师，研究方向：医学

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参与 2018

年度全国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研究项目《临床医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指导带教

与培养质量的实证研究》（项目编

号：B3-YX20180504-01）；2019年

天津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一般

项目 《临床技能培训在临床实践

教学改革中的作用与研究》（项目

编号：2019YL002） 

Countermeasure and Suggestion on Optimizing the Guidance and Teaching of 

Postgraduate Tutors for Clinical Medicine Major Degre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lue of optimizing the guidance and teach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and improving the training qualit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guidance and teaching 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guidance and teach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relevant optimization countermeasures, it is hoped that 

it will have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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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医学领域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临床医疗从业者中肩负着

高层次医学人才的重任，是临床医疗水平的重要体现。我国研究生培养以导师负责制为主，

实行导师指导带教，学生学习由导师带领，所以导师的个人品质、学术态度、指导行为、指

导水平以及学术素养、个人性格、个人社会地位等方面都会影响到研究生导师指导带教的效

果，作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在专业学习中不得出现任何差错，导师是否负责、水平

是否高超、个人职业道德是否高尚都关系到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一、影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指导带教能力的因素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的个人品质、学术态度、指导行为、指导水平以及学术素

养、个人性格、个人社会地位等方面都会影响到研究生导师指导带教的效果： 

（一）个人品质 

导师的个人品质指的就是导师待人接物的品质和看待世界、社会的观点、自我认知程度

等等，包括导师是否能够公平、公正、诚实、守信，是否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对自我是否有正确的认知等方面。如果导师的个人品质优秀，那么在导师指导带教过程

中就能够公平公正的对待学生，以其个人品质魅力去影响学生，从而培养出个人品质同样优

秀的临床医学高层次人才，反之则会对学生产生消极的影响。 

（二）学术态度 

导师的学术态度指的是导师对学术研究的严谨程度、认真程度，以严谨、认真的态度治

学是研究生导师最基本的素质，学术态度严谨、认真的导师对其所带学生的要求也会比较高，

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也会相应处于较高的水平之上。 

（三）指导行为和指导水平 

指导行为指的是导师在指导带教过程中做出的动作行为和采用的方式，指导水平指的是

导师在指导带教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如果导师采用的指导方式科学、合理，指导能力强，

那么学生接受知识的速度会加快、程度会加深，临床应用的时候掌握的要领也会比较多。 

（四）学术素养 

学术素养指的是在研究过程中应具备的素质和修养，是学术活动持续进行的内在动力，

也是导师学术品德高尚的体现。 

（五）个人性格 

导师的个人性格包括其脾气秉性、对人的态度、行为举止等方面，个人性格良好的导师

会对所带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个人性格存在缺陷的导师则会对所带学生产生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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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会地位 

导师社会地位的高低也会影响到学生培养的质量，导师社会地位较高，所做实验或者从

事学术研究活动较多，权威性则会更强，所带学生自然能够接触到更多临床医学专业知识，

反之则会比较少。 

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指导带教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 

（一）部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身兼多职，所带学生数量过多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导师一般都在医院内身兼多职、身兼要职，其本身又在医学

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所以才具备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带教的资格。也因此导

师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临床医学日常工作、管理方面的事务都比较多，有些导师还任

职医院重要的领导职务，无法同时指导几名或者十几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习和实

践，无法全面了解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计划、学术水平提升、临床技能掌握程度等。在

这样的情况下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虽然名义上由地位较高、能力较强的导师指导，但实

际上多半处于放养的阶段，导师真正指导带教的时间非常少，加之近年来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不断扩招，导师所带的研究生多则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将有限的时间分配给每位研

究生几乎是不现实的事，因此只有一些本身天分比较高、临床技能比较强的研究生才能够脱

颖而出得到青睐，这与我们临床医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 

（二）时间充足、课题少的导师无法站在最前沿指导研究生工作 

临床医学专业领域导师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其所拥有的资源，在医院或者学校身

兼多职的导师，所带的研究生数量较多，研究生也多对其趋之若鹜，然而他们却没有充足的

时间指导研究生的临床实践工作，对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需要做的实验也无法提供系

统的帮扶。相反还有一部分导师时间充足、课题少，担任的各项职务也不多，但是却无法站

在最前沿指导研究生的临床实践工作，一方面是由于这部分导师学术能力和社会地位不够，

另一方面由于研究生自身因素，多数研究生都希望能够得到学术地位高、职务高的导师的指

导带教。 

（三）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学过于重视临床实践，忽视了理论指导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多数时间都是在从事临床实践的，临床训练与科研工作的时

间大致按照 2:1的比例进行分配，导师的指导也是按照这样的时间比例分配进行指导。由于

导师日常医学领域研究、管理工作繁忙，很多时候都是更加注重从临床训练中发现问题、指

导问题，忽视了临床医学理论上的指导工作。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同本科生不同，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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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校期间学习的课程以理论知识为主，学校也会考核学生的理论知识成绩，到了研究生阶

段多数时间都是在实验室或者进行临床训练，很难有时间去学习理论知识，导师也没有对此

进行严格的要求，所以研究生们在理论功底不足以指导实践的情况下开展了临床训练和实验，

很显然结果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践能力得到提升但是学术研究的能力却难以匹配。 

（四）研究生真正能够参与临床医学研讨的机会太少 

作为临床医学专业的研究生，每一位学生都希望能够参与到临床医学研讨中去，提升自

己的学术研究能力、增长临床医学见闻，这往往要比常年接受临床技能训练获得的提升更加

明显。但是据统计每名导师所带的研究生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比例参与到临床医学研讨中去，

且参加研讨会议的规格并不是很高，在研讨会中基本没有发言的机会，其余研究生在研究阶

段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是没有机会参与其中的。 

三、优化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指导带教提升培养质量的对策及建议 

（一）实行双导师指导带教制度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导师指导带教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既需要在学术研究方面进

行引导和提升，也需要在临床技能上加以指导和帮扶，因此如果导师在医院内部身兼多职、

身兼要职、课题学术研究项目过多或者管理工作过于繁重，那么建议这部分导师指导带教的

研究生可以实行双导师制，即除了其本身就读研究生所选择的导师之外，学校或者医院本身

可以从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经验丰富、临床医学技能较高的导师中选择一名辅助导师。辅助导

师负责研究生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管理，负责在一线指导研究生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工作，

直接指出研究生存在的不足和需要改正的地方，在导师工作繁忙或者学术研究项目较多的时

候配合导师进行指导带教的工作。实行双导师制度并不是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指导

带教的先例，很多其他学校其他专业也都实行双导师指导带教制度，目的是为了适应研究生

扩招工作，将一些日常管理和普通的指导工作分配给辅助导师以减少导师的指导带教压力，

提升导师指导带教的质量和效率。 

（二）建设导师团队，尊重研究生的个体差异需求 

随着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扩招，导师增长的数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研究生的

增长数量了，部分导师由于其学术研究能力和地位不足以至于其本身具备研究生指导带教的

资格但是却没有研究生愿意选择，可见导师也是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的。可以在内部成立导

师团队，实行以导师带导师，进行导师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同一个导师团队可以指导同一

批研究生，对研究生在理论知识、临床训练、学术研究方面的个体差异需求给与满足，由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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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有专攻的导师实行差异化的指导，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教学相长，既能够提升导师指导

带教工作的质量，也能够提升导师本身带教学生的能力。 

（三）将临床医学专业的理论知识上升到与临床技能训练同等地位 

对于临床医学专业理论知识被忽视的问题，其实在国内非常普遍，因为进入科室之后研

究生们多数时间都会用在实验室或者临床技能训练之中，同正式进入岗位工作没有太大的差

别，兼顾理论知识的难度确实比较大。建议导师在指导带教的过程中将临床医学专业的理论

知识上升到与临床技能训练同等的地位上，时刻注重学术研究和学术论文的指导，从中帮助

研究生认识到理论方面的不足。 

（四）建立研究生参与研讨会的管理制度 

每一位研究生在学期间都应该有公平参与研讨会的机会，对于这一点其实应该建立研究

生参与研讨会的管理制度，实现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带教的公平、公正，避免因为

研讨会参与资格的竞争引发不必要的矛盾。同时管理制度中还应该加入有效参与的原则，即

参与研讨会的研究生要有发言表决的权利。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对于医疗保证和医疗水平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不仅需

要高层次的医疗服务，同时更加需要高水平的临床医学人才，这对于我们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人才的培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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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构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创新部分的评价体系，

探讨该专业的特点、知识体系、培养方案及其创新训练实施

过程。以案例形式论证了临床医学是以创新实践为主线的专

业特点；通过模拟创新训练课程，引导学生利用临床平台关

注与疾病相关结构的形态和功能改变，用多学科交叉知识分

析临床现象的训练。在此基础上探讨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创新

部分的评价体系：阐述评价理念及其理论基础；提出以电子

病例为基础，动态监测为支撑，网上评价学生全过程创新训

练的评价体系；最后提出不以论文作为评价创新能力唯一标

准的建议。 

【关键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创新能力；知识体系；

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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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Evaluation System of Innovation Ability of Clinical Medicine 

Specialty 

Abstract: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innovation of clinical medicine, 

specialty characteristics, knowledge system, training program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its 

innovation training were discussed.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clinical medicine is characte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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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innovative practice. Though the simulation of innovation training courses, the graduate students 

are guided to use the clinical platform to show the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of disease-

related structures, and then apply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to explain clinical problem.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the innovation of clinical medicine specialty, 

and expounds the evaluation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basis. The evaluation system is based on 

electronic cases, supported by dynamic monitoring, and the whole process of innovation training is 

evaluated online. 

Keywords: Clinical medicine; Professional degree; Innovation ability; knowledge system;  

Evaluation system 

教育部主导制定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经多年的实践取得了明

显成效
[1-2]

，但在各校实施中存在一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大多数培养单位对专业学位的

培养方案、课程设置、评价手段与科学学位的研究生没有明显差异，仅体现对论文质量要

求的降低，随之给社会造成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欠佳的印象
 [3-4]

；课程及其临床考核不

够严格，如将小型综述作为考核成绩的课程，教师没有围绕教学目标对学生提出要求，而

未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培养目标及其上述陈述的一些问题，揭示一些思考：该专业学生

以临床为主，是否同时要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如需要，有什么理论依据支撑其观点；二

是该专业研究生 33个月都在临床，他们整天忙于诊治疾病，是否有时间做科研，能否不脱

离临床就可进行发病机制等内涵问题的探讨，也就是如何培养，有什么方法提高论文的质

量；三是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有哪些特点和知识体系
[5]
，如何让知识体系与培养方案相衔接

[6]
；除了论文作为创新的评价外，是否还有其他的评价方法及其依据；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其评价的路径是否可以与时俱进，能否突破时空限制进行评价等等。为回答上述问题，本

文首先探索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特点和知识体系的概念，审视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评

价要求；分析培养目标与知识体系、培养方案及训练课程是否相衔接，论证其衔接的原理

和必要性；然后提出并实施模拟创新训练课程的授课思路、训练过程、教学方法和完成目

标；最后探讨专业学位评价的理论基础及其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作不“唯论文”评价创

新能力的可行性分析。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的必要性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是培养未来的医生，较强的临床技能对医生来说很重要，但医生的

临床创新能力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的工作性质贯穿了创新的过程
[7]
。下面我们从医生日

常的工作中探讨创新能力对医生职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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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接诊的过程中，病情阐述是首要环节，事实上患者对于病情的陈述通常欠专业

化，描述并非都是某病的典型症状。诸如局部病变或可会影响全身，原发病变有可能被其

他症状所掩盖，全身病变亦可能仅通过局部表现出来，加之病人的文化和认知程度的差异

性，导致患者提供的线索可能杂乱无章或错综复杂。医生要在这种情况下准确找出问题，

做出疾病的初步诊断。上述情况对刚接触临床的学生，面对病人的主诉可能会措手不及，

很难找出重点做出诊断。因此培养发现关键问题的能力对医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8]
。如面对

一个尿失禁病人，首先要探明尿失禁的原因，一般检查很难观察与尿失禁相关的盆底肌，

故磁共振的选用被认为当前最佳检查方案。磁共振能在不同状态下清晰显示盆底肌的动态

解剖学特点，从而为揭示尿失禁的原因成为可能。上述思路就是根据病人的症状，利用临

床平台，辨认结构，用解剖学异常，进一步挖掘问题，进而解释疾病的发病机制。在发病

机制搞清楚后，就需要对病人治疗，同样也可以用临床平台，比较治疗前、后盆底肌肉的

功能和形态有无改变，即判断治疗效果。综上所述，在临床实践中所见到的现象，可能就

是一个新的疾病、一种发病机制、一些人体结构病变或生理功能紊乱所致，这些现象只有

通过认真观察才能发现
[8]
。上述发现问题过程构成了原创性论文的素材，而这些问题只有通

过临床实践才能获得，可见医学生日常工作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是实现医学源头创新的

关键。医生参与并主导医学创新，才能够使医学进步。同时也提示教育部规定专业学位必

须在临床中培养是符合临床医学教育规律的。由于 33个月都在临床培养，有人认为临床实

践影响了科研，故有些单位降低了专业学位的创新要求，不要求有论文的发表或下调论文

发表的档次。我们认为，由于创新是他们工作主线的职业特点，故不但不能降低创新的要

求，还应该提高其创新标准。 

二、培养方案与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知识体系相衔接 

知识体系具有深度内涵的概念范畴，我国经 70 年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学学科在内的

知识体系。但其具有移植并依附于西方的本质，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和相应的评价

体系刻不容缓
[5]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也应该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其指哪些内容，未见这方面

的阐述。我们认为教育部提出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和我们提出的临床医学专业的

特点都应该是学术体系中的一部分。此外，知识体系还应该包括相互衔接的培养方案、课程

设置、评价体系等内容。本章节主要探讨本专业培养方案及其课程与培养目标相衔接及其相

适应的评价体系。 

培养目标是根据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学习特点，把教育目的具体化，提出该专业的学生

在知识、能力、方法等方面质量要求。其是课程设计和方案制定的起点，是课程体系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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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也是培养方法、课程内容选择、组织教学和专业评价的依据
[6]
。因此我们在制定培养

方案和课程设计时，应紧紧围绕本专业的特点和培养目标。本专业的培养目标是由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制定的，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的培养目标是有差异的，因此培养目标在文

件方面不存在问题，值得探讨的是否制定与培养目标相配套的培养方案
[3]
。培养方案分为二

部分，一是临床技能的训练，与住院医师规范化训练并轨，其主要是在临床实践中完成的，

拥有比较成熟的训练方案、考核措施和多年成功的实践经验，因而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第

二部分是创新思维的训练，具体是通过课程和临床实践的训练
[9-10]

。为与培养目标和学科特

点相衔接，制定了相应训练创新能力的课程，除常设的医学统计学、临床流行病学等临床思

维能力训练和临床研究方法的课程外，还设置了《模拟临床创新的训练课程》
[9]
。为什么要

创建这门课程，一是从目前专业学位学生现状来看，他们对临床研究了解程度不够，其原因

可能是目前大多数医疗单位的科研工作以基础研究为主，开展临床研究的很少，即便是临床

研究，也是以病例报道为主。二是国内外期刊中发表了一定量的高水平临床论文，这些论文

是一线医生从给病人诊治中所遇见的问题，叙述了他们如何发现问题，又如何利用临床平台

解决问题，最终解除病人痛苦的过程，这是一项很好的资源，仿照这些论文进行模拟训练，

使学生有亲临其境的感觉。教师从中作适当启发，由学生阅读并写读后感，训练学生如何从

临床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本课程的设置是与培养目标中的创新能力要求及其临床医学专

业学位特点是相适应的，属于相同的知识体系。 

三、创新训练课程的实施 

本节重点介绍临床模拟创新训练课程的训练思路、训练内容、训练过程及其方法。

《临床模拟创新训练课》是以临床创新思维训练为目标的授课思路。分为二个方向，一个

利用影像技术平台，另一个是利用检验技术平台。本文以影像技术平台为例，提出一套课

程创新思维训练模式，掌握临床相关研究方法的思路，使学生在不脱离临床工作的情况

下，利用影像学技术，分析人体结构改变与疾病的关系，提高学生临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本实验的授课对象为近三年我校临床医学专业硕士一年级研究生，每届 30名左右，

30学时，老师每次课前作一些简要的启发，以学生读文献介绍读后感为主。在该课的第一

次绪论中介绍临床平台（影像技术）的发展概况和临床应用前景，让学生了解影像方面有

哪些技术，这些技术与临床创新有什么关系，并应用较新权威论文举例，说明上述技术在

创新中的作用，初步完成临床创新思维训练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在各论中实施，要求相

关学生围绕章节的知识点，选择阅读符合下列特点近 5年的经典原创性临床型论文。其叙

述的疾病或病人的症状是由人体结构形态或功能改变造成的，而这些结构或其动态变化能

用影像学技术显示及其测量，其测量数据提示了发病的原因。这是个复杂的过程，牵涉到

多学科。如人体结构的形态或机能属于基础医学的解剖和生理部分，其结构的形态或功能

通过临床平台数据呈现，牵涉到影像学科，而形态或机能异常又与病理学科相关，探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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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症状或与发病机制的关系即与临床某专科有关。通过该思路的研究，能将病例报道的临

床文章提升到发病机制探讨的层次。但很多医生没有意识到利用临床平台技术分析人体结

构的变化，有失偏颇的认为只有动物实验才能进行发病机制的探讨，而临床文章一般报道

疾病的现象，上述思维影响大多数一线医生发高水平临床论文。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提高

学生对临床研究的信心，其训练围绕二方面内容，一是训练他们如何发现问题能力，及其

发现问题的思路和过程。第二个是训练他们是如何利用临床平台，用基础医学知识解释临

床现象。随着 CT、MRI 功能不断强大，它们能清晰或三维或动态地显示人体结构，使微小

病灶的诊断或治疗成为可能，并通过结构的变化阐明疾病的发病原因或发病机制。正因影

像设备的不断地发展，这种探索是永无止境的，人们对疾病不断会有新的认识，产生新的

观点，为此进行这二方面内容训练是必要的。每项内容训练后，让学生以这篇文章为依

据，围绕专题写读后感。最后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在临床中遇到的问题，写一份模拟课题设

计书，其以问题为线索，选择合适的临床平台，根据问题设置相应的研究内容、预测结果

及其意义，通过上述训练，让学生初步掌握临床科研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团队一直要求研

究生以临床工作为主，让他们从临床实践中找问题，用临床的平台分析问题，用临床思维

解决问题，采用临床模拟训练课程引导学生。通过多年的实践，所培养的学生临床创新能

力明显增强，发表较多原创性及其 SCI收录论文，有的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四、创新能力的评价 

（一） 创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创新评价的理念    

要创建多元临床医学专业创新评价体系，应回顾和借鉴传统教育评估和高等教育监测理

论。新一代高等教育监测评估理念的本质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持续收集和深入分析有关数

据，直观呈现高等教育状态，为多元主体价值判断提供客观依据的过程，具有常态、客观、

多元的特点，有监测、提醒、评价的功能。监测评估能够通过对海量数据处理的分析，从数

据中发现问题并找出规律，再利用可视化技术，使数据最终揭示教育的状态
[5]
。 

   监测评估理念的提出，为新时代背景下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评价理念的构建提供了理

论基础。其理论基础就是重视过程管理，加强动态监测，实施跟踪指导，完善多元综合性评

价，定性和定量、主观和客观相结合，成长过程和学习成效的监测评价。 

在继承和发展上述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创新部分的评价理念：以

“创新来自临床、高超诊疗水平、科学客观原创、知识体系衔接”为指导思想，“关注平时、

简单可行”为评价策略，互联网+为理念，大数据为核心，电子病例为基础，动态监测为支

撑，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实时、常态监测的同时，对每个阶段、每门课程、每个轮转

的科室均实施评价，全面、科学、客观的评价学生创新成效
[11-12]

。这一理念的实现，有助于

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动态监测，使学校能全程了解学生的临床实践，课程学习、创新思维的质

量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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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创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创新评价的体系 

采取线上与线下，动态与静态结合，构建开放、多元、综合的维度来评价临床医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创新程度。①从医院电子病例系统提取学生三年诊治的电子病例，统计在各科

诊治的病例数，检查诊治的病种是否符合住院医师培养大纲要求，是否按照要求轮转相应科

室。考核学生如何对疾病进行诊断和处理的过程及方法，评价对病情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及其成长的动态过程。②建立平时课程创新训练方法，如从模拟创新训练课程提交的作业

中，观察他完成作业的情况和质量，考核从已有研究报道中如何发现有价值问题的能力；如

何利用临床平台资料的能力。③要求学生将模拟的疾病诊断思路的课题设计书上传，从网上

评价学生提出的问题是否有意义，选择的临床平台是否恰当，研究内容有无针对性，预期成

果是否原创，成果能否提高学生的诊疗水平等。④检查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包括评价

研究意义、应用前景、阶段性成果、可行性等。为了更好和客观地评价，学校组织了督导队

伍，他们将从网上动态评价学生是否掌握了临床创新的思路及其当前的创新状况，用 A、B、

C、D 四个等级评定。网上在线评价的方法有很多的优点，它反映学生实践全过程、全方位、

原始的、真实的工作状态。 

五、为什么不“唯论文”作为创新评价标准 

科学研究体现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学术论文，论文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成果推广和普

及、学科的发展和单位知名度的提高都起着重要作用。写论文的过程是一个思维训练的过

程。如论文要表述具体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现已达到什么程度，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

内容，是否还存在哪些可以完善的细节等等。此外个人医学经验及临床技能的总结，需经

过科学方法的验证以及论文的发表，否则不能体现其含金量。由于论文的重要性，一些单

位“唯论文”作为评价创新的标准。“唯论文”对学术的评价的优点为考核简单量化,能够

一目了然，如论文发表的数量、级别及其影响因子等，人为因素少。否则评价起来似乎就

很繁杂，标准很难统一，易掺杂一些人为因素。“唯论文”评价似乎比较公平，但也会产

生一些影响，造成了科技方面急功近利、浮躁投机、唯利是图的不良风气。对临床医学专

业来说，发表论文同样也很重要，是评价学生创新的重要标准，但不应该是唯一标准，因

为发表一篇高水平论文要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一个临床现象是否与发病机制有关联，需

要一定数量以上的病例做支撑，这些病例的收集受条件、时间的限制。新的诊断数据或新

的手术方法也需要大量病例，并要经多家医院的反复论证才可推广。上述举例说明，专业

学位研究生要出一篇原创临床研究论文是可行的，但要在三年内每个人都能完成是有一定

难度的。在毕业的压力下，他们很有可能将精力集中在低劣的文章或造假，不关心临床实

践，最后的结果是临床技能没能真正掌握，创新能力也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因此在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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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要给学生有更大的研究空间，让他专注临床，注重病人每个细节，分析出现的每个临床

现象，总结每次手术经验与教训，从中掌握临床研究方法的技巧。通过上述的训练，他的

临床技能和创新能力必将得以提高。因此不能“唯论文”，要评价他是否认真从事临床，

是否在临床中分析病人的临床现象，写出有质量的分析报告，是否有阶段、原创性的研究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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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临床专硕科研能力现状，完善临床医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工作。方法  通过对某医科

大学 2016-2019 年改革前后共 3146 份临床专硕的学位论文

评阅成绩进行统计学比较，并对改革前后共 625 名临床专硕

进行问卷调查，采集他们对科研能力培训现状的主观评价。

结果  改革后的临床专硕将大量时间和精力倾注在临床技能

培训，对科研训练重视不足，造成其临床科研能力下滑。针

对这一现状,提出了完善科研基础课程体系、强化导师科研训

练指导、保证时间以提高学生科研水平的建议。 

【关键词】临床医学硕士；医教协同；培养模式；科研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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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and Strategie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The Master in Clinical 

Medicine Program in the Reform of Training Mode of Cooperating Practice with 

Teaching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clinical research capabilities among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and improve the training mode reform of the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 Methods The statistical comparison was conducted involving 3,146 review results 

about dissertation of postgraduates with clinical medicine degrees in a medical university between 

2016 and 2019. Meanwhile, the subjective assessments on the statu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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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enrolled 625 postgraduat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Result The clinical specialization after reform spent abundant time and energy in the clinical 

skills training, and pai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which rusulted in the 

declining of their clinical skills. Therefore, We discuss in the article several approaches that include 

perfecting the basic course system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for instructors, and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level of students by ensure 

sufficient time. 

Key words: master of clinical medicine; med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training mod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2017年全国录取专业学位硕士规模首次超过学术型硕士，在硕士研究生中占比达到 56%。

对于医学学科来说，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以下简称临床专硕）又是其中规模最大的群体，

例如福建医科大学 2019年临床专硕招生数达 743 人，占全校硕士招生数的 61.4%。如此的体

量必然使临床专硕的培养方式成为研究生教育部门瞩目的焦点。教育部、国家卫计委等六部

委于 2014年发布《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教研〔2014〕2号），

从 2015 年开始，将临床专硕培养与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双轨合一，这一战略性调整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两者培训内容的重叠问题，有利于加强临床专硕的临床诊疗实践技能，提

高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效率。由于临床技能训练完全参照规范化培训要求，大量的研究或从

规培轮转的出科考核和毕业考核成绩分析，或对学生、导师以及用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或

从改革前后学生执业医师资格证考取率对比等方式入手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临床专硕在临

床技能方面的提升是有目共睹的。 

但临床专硕是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临床科研也是其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在 2015年印发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学位﹝2015﹞9号）

中明确指出其应“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收集、病例观察、医学统计、循证医学等科学研究方

法。能够熟练地搜集和处理资料，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科学分析和总结，研究解决问题，

探索有价值的临床现象和规律”。培养模式改革后的临床专硕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于提

升临床技能，用于临床科研的时间似乎只能被压缩，其科研意识是否弱化？科研能力是否降

低？他们的临床科研现状亟待了解。这一医教协同战略性的培养模式改革已经过去 4年，改

革后的临床专硕也迎来了 2018和 2019两届毕业生，本文将以某医科大学为例，对临床专硕

科研能力现状进行分析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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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论文评阅成绩作为临床科研能力评价指标科学合理 

相比于临床技能水平以实际操作为主要判断依据，临床专硕科研能力的最集中体现无疑

是学位论文。作为体现科研能力的标志性成果，硕士学位论文集中反映了研究生的理论基础、

专业知识、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 2014年制定的《博士、硕士学

位基本要求》中，对临床专硕学位论文的要求是“选取课题应具有潜在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意

义。学位论文条理清楚、表达准确、数据真实、分析科学、结论合理。学位论文应能表明作

者已系统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基本具有独

立承担临床医疗实践工作和临床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而在论文质量的两大评价环节中，

相对于论文答辩，论文评阅因为有细化的评阅标准，有总体评价和结构化单项评价结合，有

定性定量的评定成绩，无疑是衡量论文水平的最佳依据。 

选取培养模式改革前的 2016 和 2017 届毕业生的论文评阅意见（合计 1125 份）、改革

后的 2018 和 2019 届毕业生的论文评阅意见（合计 2021 份）进行客观化对比分析；同时对

改革前的临床专硕生 100人和改革后的临床专硕生 525人进行问卷调查，采集他们对学校科

研能力培训的主观评价。 

二、实证研究证明临床专硕科研能力全面下滑形势严峻 

该校每份临床专硕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会给出一个总成绩（百分制）、一个总体定性评价

（A：可以答辩；B：修改后答辩；C：修改后再送审；D：不能答辩）、四个单项（选题、基

础理论、创新性、写作能力）的定性成绩（优秀、良好、一般、较差），我们用 SPSS 25.0

软件，对资料进行例数（百分比）的统计描述，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秩和检验等方法对

改革前后临床专硕学位论文的以上各项评阅成绩进行了统计分析，以 P<0.05 表示具有统计

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 1-表 3。 

表 1 改革前后临床专硕学位论文评阅的总成绩比较 

 份数 总成绩平均分  
改革前 1125 87.42 5.12 t=7.146  

P<0.001 改革后 2021 85.98 5.91 

表 2改革前后临床专硕学位论文评阅的总体定性评价比较 

 总数 
A B C D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改革前 1125 1031 91.64% 91 8.09% 3 0.27% 0 0.00% 

改革后 2021 1718 85.01% 276 13.66% 25 1.24% 2 0.10% 

秩和检验：z=-11.874； P<0.001 

从表 1 的总成绩平均分比较可以看出，改革后的论文平均分低于改革前 1.4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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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7.146 ；P<0.001），表 2 的总体定性评价比较也可以看出，改革后论文的 A 档率较之

改革前降低了 6.63%，而 C和 D档有不同程度增加（z=-11.874； P<0.001）。以上都说明论

文评阅结果显示，改革后论文的整体水平较改革前都有下降。 

表 3 改革前后临床专硕学位论文评阅各单项成绩比较 

单项 

名称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秩和检验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份数 占比 Z P 

选题 
改革前 564 50.13% 527 46.84% 34 3.02% 0 0.00% 

-4.871 <0.001 
改革后 860 42.55% 1047 51.81% 114 5.64% 0 0.00% 

基础 

理论 

改革前 527 46.84% 559 49.69% 38 3.38% 1 0.09% 
-3.173 0.002 

改革后 819 40.52% 1086 53.74% 111 5.49% 5 0.25% 

创新 

性 

改革前 429 38.13% 645 57.33% 51 4.53% 0 0.00% 
-3.804 <0.001 

改革后 616 30.48% 1236 61.16% 167 8.26% 2 0.10% 

写作 

能力 

改革前 507 45.07% 578 51.38% 38 3.38% 2 0.18% 
-3.473 0.001 

改革后 763 37.75% 1146 56.70% 105 5.20% 7 0.35% 

从表 3可以看出改革后较之改革前，各单项“优秀”率全都有 7%左右的下降，其中“选

题”下降 7.58%，“基础理论”下降 6.32%%，“创新性”下降 7.65%，“写作能力”下降 7.32%，

而“一般”和“较差”的比例都有不同程度增加（P均<0.05）。 

从对该校的实证分析来看，双轨合一改革后的临床专硕科研能力已有明显下滑。国内的

研究表明其它院校也存在类似问题：上海最早尝试双轨合一模式改革，其专硕并轨培养中存

在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少、学位论文质量差、统计学错误多和课题设计不完善等问题
[1]
；四川

某医科院校临床专硕到研二时尚未制定详细论文工作计划的占 43.7%，没有及时开题的占

11.7％
[2]
；对安徽省四所医学院校专硕培养状况的调查也显示，“重临床，轻科研”培养类

型的研究生比例高达 78% 
[3]
。 

三、临床专硕科研能力下降原因浅析 

临床专硕多数来自应届本科生，他们之前极少接触科研，与科研能力密切相关的知识体

系也不完整，再加上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原因，致使临床专硕的科研能力训练成为了短板，这

导致了改革后临床专硕科研能力的下滑难以避免。 

一是主观上重视程度不足。社会上普遍存在认识误区，好医生就是只要会看病；甚至很

多导师也认为既然是培养具有较强临床能力的高级临床医师，那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就可有

可无。 

如果导师甚至学生自己都无法认识到临床科研对于临床医生职业生涯的重要性，那科研

能力的提高就显得尤为困难了。对于临床医学而言，临床能力固然是重中之重，可如果仅仅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487 - 

 

止步于临床训练，只是掌握前人积累的临床技能和相关经验而缺乏进一步创造性的思考和研

究，临床医学就会停滞不前，无法实现跨越式的发展。科学研究是对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

律的探索。医学科学的持续进步，正是依靠高层次医学人才对疾病持之以恒的探索和研究，

对疾病发生发展机制和规律的正确分析与科学认识。一位优秀的高级医学人才，不仅仅是只

会治病救人，更应该在大量的临床诊疗实践活动中，不断积累对疾病的认识，从中发现问题

及其本质，提出创新性的理论与方法
[4]
。因此，医学生要将培养科研意识和思维、学习科研

方法和技巧、夯实科研知识和能力摆在在校学习时的重要地位。 

二是客观上缺乏科研训练的时间。双轨合一之后，临床专硕 33 个月全部在临床实践，

每天忙于跟门诊、查房、写病历或做手术，连集中授课的时间都捉襟见肘，更遑论安排专门

的时间进行科研训练了。没有充足的时间，再多的科研课程、专家讲座和再好的科研设备条

件都无用武之地。何况部分学生本科阶段为了考研而疏于临床实习，硕士阶段为了通过规培

考试而花费大量时间进行临床培训，科研训练只能是无暇顾及。 

但科研训练真的只会挤占临床培训时间，影响临床能力训练效果吗？葛顺楠等人以并轨

培养的临床专硕为对象，分析他们的科研产出水平对其临床实践能力结业考核成绩的影响，

结论是如果投入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在合适的水平范围内，不但不会影响到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培训质量，反而会促进学生对临床相关问题的认识深度，进而促进学

习效果
[5]
。 

四、提高临床专硕科研能力的建议 

对并轨培养后临床专硕的问卷调查显示，有 37.8%的学生认为目前的科研训练不能满足

需要，认为完全满足的仅占 11.2%。但学生们对科研训练的需求却是强烈的，分别有 64%和

34.3%的学生认为需要进行全面科研训练或进行临床分析方面的训练，而认为无需科研训练

的学生仅占 1.7%。有 163人认为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应该包括科研创新成果，占 31%，还有 88

人在“其它建议”中文字表达了加强科研训练的要求，占 16.8%。由此可见，临床专硕学生

对提高临床科研能力的渴求是有非常强烈的，对此可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 

（一）完善科研基础课程体系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科研训练的基础在于相关的课程体系构建。对改革后临床专硕认为

课程设置上应加强内容的问卷调查结果（表 4）可以看出，大比例的学生认为需对论文撰写

指导（占 77.3%）、学科前沿讲座（占 59.2%）、专业外语（占 47.6%）等课程加大力度。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课程学习阶段为日后的科研训练积基树本还需用科研工具学科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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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牙齿，完善循证医学、流行病学、医学数理统计、医学英语和科研设计、论文选题和写作

技巧等科研工具课程，还应加强检索工具如 Pubmed、Embase 与文献管理软件 Mendeley、

Endnote及统计软件 Spss、SAS等的学习培训。 

表 4 改革后临床专硕认为课程设置上应加强的内容调查结果 

 人数 百分比 

论文撰写指导 406 77.3% 

专业基础课程 338 64.4% 

学科前沿讲座 311 59.2% 

专业外语 250 47.6% 

公共外语 118 22.5% 

网络课程 93 17.7% 

其它 8 1.5% 

（二）强化导师科研训练指导 

毋庸置疑，导师是提高临床专硕科研能力的领路人，可是改革前后临床专硕对导师指导

临床科研能力训练的满意度调查显示，并轨培养后的临床专硕对导师指导临床科研能力训练

不满意的占比是改革前的 2倍多（从 2%提高到 4.2%）。表 5的调查结果显示，并轨培养后，

导师平均每月面对面（含视频）进行学术指导的有效时间差强人意，甚至将近半数的学生每

个月得到导师学术指导的时间不足 5小时，导师的科研训练指导现状令人担忧。 

表 5改革后导师平均每月面对面（含视频）进行学术指导的有效时间 

 人数 百分比 

20 小时以上 87 16.6% 

16-20小时 29 5.5% 

11-15小时 32 6.1% 

6-10小时 125 23.8% 

不足 5小时 252 48% 

合计 525 100% 

并轨培养后，因为学生大量的时间在其它科室进行规培轮转，导师经常不在身边，有时

通过电话、网络指导，甚至有时候是疏于指导或干脆不指导，长此以往导师的科研素养和技

巧方法无法潜移默化影响学生。除了各种途径提高导师对临床专硕科研能力训练重要性的认

识之外，建议学校和医院出台制度保证导师对临床专硕进行科研指导的基本时间，要求导师

通过科研沙龙、课题进展汇报会、文献检索分析会、病例讨论会等形式对学生的临床科研进

行面对面指导，同时让临床专硕参与到导师的科研课题中。改革前的临床专硕中分别有36%

和42%在导师的课题中为主要完成人或部分参与者，有73%的毕业论文与这些课题密切相关，

对科研能力训练起到了较强的带动作用。还可以发挥导师科研团队的引领作用，由有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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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年资研究生发挥传帮带作用，协助导师共同指导和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科研动手能

力。临床轮转导师可以在学生所管病例及教学查房中通过启迪学生“从临床中发现问题、思

考问题、解决问题”，针对问题去查阅文献并学习临床科研的方法，以提高临床诊疗水平为

出发点培养其在日常工作中的科研意识，同时在科研思维训练中刺激学生对科研探索的兴趣

[6]
。 

（三）多途径争取时间提高学生科研水平 

以上完善科研基础课程体系和强化导师临床科研指导的建议，如果没有时间保证也将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临床专硕由于有 33 个月必须用于规范化培训临床轮转，建议学校可提

前 1-2个月开学，利用暑假时间进行科研基础理论课程的面授，增强学习效果；可以在慕课

平台引进国内甚至国外较好的科研培训课程，利用网络学习时间灵活的特点，解决临床轮转

与科研培训冲突的问题；针对学生白天从事临床工作这一客观因素，可利用晚间或周末组织

学术沙龙及相关科研培训活动；由于规培时间限制，临床专硕走出去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较

少，可针对性地组织外院专家来院讲座，开拓视野，提升科研能力。 

但以上举措只能说是无奈的权宜之计，为了确保达到住培的临床技能水平，临床专硕不

得不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临床轮转，科研培训的时间无论如何都只能是碎片化的见缝插

针，这无疑会影响科研训练效果。建议国家延长临床专硕学制，将临床专硕的培养时间延长

半年到一年，不但可以将临床轮转时间补齐到和普通规培人员同等的 36 个月以保证规培证

书含金量一致，更重要的是可以让课程学习、科研培训、论文研究和写作等有系统而完整的

时间保证，确保研究生毕业证与学位证的含金量。 

临床专硕应该是临床技能和临床科研能力俱佳的复合型高端医学人才，临床科研能力是

其必备的重要素质。只有在培养模式改革中不断调整政策，摸索激发临床专硕科研兴趣及提

高其科研能力的具体举措，以适应这一新型培养模式的要求，才能培养出名副其实的复合型

高端临床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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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4年在国家深入推进“医教协同”、“分

类培养”的背景下，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按专业学位和学

术学位分类培养，解决了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

长期存在的“重科研、轻临床”的问题，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得到广泛关注并迎来了良好发展契机。

然而专硕生的培养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科研能力减弱、

论文质量下降”、“重基础研究、轻临床研究”、“研究

生临床科研能力需求与实际培养效果的矛盾”的新问题。

本研究通过分析医教协同后专硕生科研能力欠缺等问题的

原因，然后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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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Foster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ies of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 of Professional Degre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ynergy of Medical and Education" 

Abstract:In 2014,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untry ’s in-depth promotion of “the synergy of 

medical and education” and “categorized training”, clinical medic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were 

classified to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degrees, which resolved the long-standing “emphasis on 

scientific research, ignore Clinical" issues. the degree of master's degree education in clinical 

medicine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got goo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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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rocess of cultivating graduate students, new problems such as "decrease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decreased quality of thesis", "emphasis on basic research, ignore clinical research",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demand for graduat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the actual training 

effect" are gradually exposed.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lack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students after “the synergy of medical and education”, and then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Synergy of Medical and Education; Clinical Medicin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ie 

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高水平的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

渠道。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社会对高层次医学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研究生教育规模亦

逐年扩大。自 1981 年实施学位条例以来，一系列重要文件的颁布实施不断推进了医学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生按学位类型分类培养与发展；2014年医教

协同的推进，进一步推动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创新，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教育得到广泛关注并迎来了良好发展契机。 

一、我国临床医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概况 

1998年 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颁布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确立了我

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制度
［1］

，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培养经验。专业学位以培养

高层次临床医师为目标，侧重培养研究生临床分析和思维能力，同时要求其结合临床实际，

学习并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医教协同深化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专硕生”）与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并轨培养，标志着我国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型研究

生培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双轨合一”的培养模式极大缩短了专硕生的培养时间，解决

了以往复杂的学位学历教育、重科研轻临床、培养出的医生“不会看病”等诸多问题。 

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5+3”模式作为专硕生培养的重要方式，解决了我国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长期

存在的“重科研、轻临床”的问题，专硕生的临床技能得到了扎实规范的训练，毕业时能够

对本科室常见病、多发病诊治，受到基层用人单位好评。但在三年学习期间须完成 33 个月

的临床轮转，导致科研培训的时间相应减少，临床科研能力薄弱，出现“科研能力减弱、论

文质量下降”、“重基础研究、轻临床研究”、“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需求与实际培养效果

的矛盾”。对于进入教学医院工作或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专硕生，其发展将受到一定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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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一）科研能力减弱、论文质量下降 

1.国家文件对专硕生临床能力规定比对科研能力更明确 

1993年，卫生部印发《关于实施临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试行办法的通知》，此后各地

逐步开展不同规模、不同水平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前期探索。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

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认定标准（试行）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

容与标准（试行）的通知》，进一步规范了以培育岗位胜任能力为核心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制度，按专业制定了详细的培训内容与标准。2015 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

导性培养方案》（学位〔2015〕9号)发布，文件明确规定专硕生在三年学习期间须完成 33 

个月的临床轮转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由于国家的指导性文件中对专硕生“科研能力”培

养的目标定位、培养方法和培养模式等方面缺乏明确规定或规定较笼统，因此各医科院校对

“科研能力”培养标准和管理力度等方面缺乏统一的认识，导致专硕生科研能力培养要求及

效果参差不齐。 

2.培养单位对专硕生科研能力要求较低 

专硕生的定位是培养“会看病的合格医师”，储备一线医疗工作人员。“双轨合一”后，

医学院校的关注点普遍集中在研究生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的“临床能力”培养。学术学

位目标是培养从事临床医学研究、临床教学和医疗工作较高能力的高层次医学人才，侧重培

养学术理论水平、科学研究能力及学术交流能力。博士生和学硕生往往是培养单位科学研究

的主力军，部分培养单位对专硕生发表文章的要求低于学硕生，导致进一步降低了对专硕生

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求。 

3.导师对专硕生科研能力指导不够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师的学术水平、对研究生的指导是影响研究

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导师对临床科研能力培养重视不够、系统的科研能力培训缺乏、对

科研意识培养不够重视
[2]
等因素，导致专硕生缺乏临床科研训练。专硕生的导师往往同时是

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的临床医师，同时承担着繁重的临床、教学及科研工作，与研究生之间存

在“见面指导困难”的问题，导致对专硕生科研能力指导不够。 

4.专硕生自身主客观原因导致科研能力训练不够 

按照《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要求，专硕生在三年学习期间须

完成 33 个月的临床轮转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硕生将大量时间用于科室临床轮转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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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导致研究生用于“科研”的时间精力十分有限。培养单位对其发表文章的要求不高、导

师对其指导不够等多种因素，致使专硕生出现“科研能力减弱、论文质量下降”的趋势。 

（二）重基础研究、轻临床研究 

1.培养单位对专硕生“临床科研”的要求不明确、引领指导不足 

科研作为高校和医院的重要考核指标，而研究生是完成具体科研实验的主力军，部分培

养单位不顾专硕生的培养目标要求，对研究生具体的培养模式缺乏有力监管，默认甚至将专

硕生当做学硕生培养，以产出更多的科研成果。部分培养单位对于专硕生“临床科研能力”

培养的相关课程、讲座开设不够丰富，对其引领指导不足。导致研究生培养目标不明确、培

养模式混淆的情况难以纠正。 

2.导师对专硕生“临床科研能力”指导认识不够或能力不足 

专硕生的导师招收研究生主要期望能为其完成科研项目、撰写科研论文。导师的科研课

题多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生具体承担的主要是动物、细胞及分子水平等实验，与基础

医学研究生所承担的研究内容高度重叠，其研究课题大多与临床的相关性不够紧密，不能充

分体现出临床医学的特色，存在“重基础研究、轻临床研究”的问题。临床科研的设计和实

施，尤其是多中心临床试验研究，需要研究团队具备协调多中心资源、准确识别重要临床问

题、统计学分析处理等多种综合能力。部分导师甚至未参与过临床科研实践，对研究生进行

临床科研的指导力不从心。同时，临床试验研究的病例收集、随访往往需要较长周期，对于

前期没有基础的团队，开展难度比较大。 

3.专硕生受限于自身阅历，缺乏培养临床科研能力的意识 

由于专硕生自身阅历所限，对于学术学位、专业学位两类学位难以具有清楚的认识。因

此，在研究生培养中往往存在培养模式混淆的情况，个别临床医学专硕生甚至有不上临床而

在实验室的情况，这就造成了专硕生缺乏临床培训
[3]
，难以从临床工作中总结和发现问题，

欠缺临床研究思维。临床轮转期间，临床工作非常繁忙,进行科研培训的时间不足制约了研

究生临床科研水平的提升
[4]
。 

（三）专硕生临床科研能力需求与实际培养效果的矛盾 

为了解专硕生在培养过程的实际需求和真实想法，进一步推进专硕生培养质量提升，

2017年 5月，重庆医科大学对 2017届临床专硕毕业生（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共 418人进

行了不记名问卷调查，回收问卷 412份。关于临床研究能力培养的相关问题，调查结果显示，

专硕生对临床科研能力十分渴求，目前的培养效果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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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硕生认为在读期间最需要加强的科研素养主要为：科学高效的研究方法、强烈的科

研意识和兴趣、严谨求实的科研态度与精神以及科研创新能力。培养这些能力的主要方式为：

临床科研方案设计、查阅文献和临床科研方法实战训练。具体如下： 

选项 小计 比例 

查阅文献 301 

73.06% 研究生组会 188 45.63% 

临床科研方案设计 308 74.76% 

论文撰写 242 

58.74% 自主学习探索 123 29.85% 

临床科研方法实战训练(实验、调查、科研实践等) 276 

66.99% 讲座、学术研讨会 133 

32.28% 其他 6 1.46% 

2.专硕生认为制约科研能力培养的主要因素为：临床工作繁忙导致时间有限且零散

（91.02%）、自身松懈（57.77%）和导师对学生的科研培养制度不健全（53.64%）。具体如

下： 

选项 小计 比例 

临床工作太忙，从事科研的时间有限 375 91.02% 

导师对学生的科研培养制度不健全 221 53.64% 

导师的因素 64 15.53% 

自身的因素 238 57.77% 

其他 55 13.35% 

三、对策思考 

在新的“四证合一”培养模式下，如何兼顾专硕生“临床能力和临床科研能力”的协同

培养，处理好临床科研能力培养的“教、学、管”三方关系，防止走向“重临床、轻科研”

的极端，是急需重视和解决的迫切现实问题。 

（一）正确认识专硕生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现行专硕生是在“并轨”培养模式下的临床医学人才“5+3”一体化、规范化培养，专

硕生最终可获得医师资格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以及标志其学术水平的硕士毕业

证和学位证，简称为“四证合一”培养模式
［5］

。专硕生相较于住培生，其研究生毕业证和学

位证代表了应具有的学术能力即临床科研能力。这种“四证合一”模式要求其不仅要有合格

临床医师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6］

，还需要具备与其“研究生”身份匹配的从事高水平临

床诊疗工作和医学应用研究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应用研究能力。培养单位应充分认识专硕生科

研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并正确引导导师和研究生对专硕生科研能力培养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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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专硕生“临床科研能力”培养 

对于专硕生，应当聚焦临床问题开展学位论文课题研究，培养临床科学研究能力。可从

以下方面着手强化专硕生临床科研能力培养： 

1.培养单位 

临床科研能力是专硕生临床综合能力与素质的重要方面，加强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培养

有利于提高其临床综合能力和素质，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培养单位可通过开设临床科

研相关课程或讲座的形式，整合丰富的网络学习资源，满足专硕生对临床科研方法等知识和

技能的需求，加强基本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和培养。 

2.导师 

王琳等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发现专硕生的科研能力培养中，导师对科研的重视程度是主

要的影响因素，提出了通过端正态度强调科研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建立良好科研环境，加强

导师指导作用等提高专硕生科研能力的保障措施
[7]
。导师应根据自己的课题情况，充分结合

专硕生临床科研的培养需求，为其制定切实可行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加强对专硕生临床科学

研究的指导。同时，和谐的师生关系在研究生培养中也极其重要，导师在注重学生临床科研

能力培养的同时，也应注意关心研究生心理状态，注重与学生定期沟通交流
[8]
。 

3.专硕生 

“双轨合一”培养模式下，专硕生可获得医师资格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硕

士毕业证和学位证，自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专硕生应该克服各种客观困难，积极利用晚

上和周末时间，通过临床科研方法的学习和临床科研实践，主动提升“临床科研能力”。真

正具备与其“研究生”身份匹配的从事高水平临床诊疗工作和医学应用研究的科学思维能

力和应用研究能力。 

（三）解决专硕生临床科研能力需求与实际培养效果的矛盾 

临床科研能力是专硕生临床综合能力与素质的重要方面，加强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培养

有利于提高其临床综合能力和素质，二者并不矛盾，是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关系。对专硕

生个人而言，科研能力不仅贯穿了临床医学教育的整个过程，更将对其终生的职业发展产生

深远影响。专硕生对临床科研能力十分渴求，而目前的培养效果不尽如人意，专硕生临床科

研能力需求与实际培养效果的矛盾急需解决。临床医学专硕生以培养高层次临床医师为目标，

侧重培养临床分析和思维能力，同时要求其结合临床实际，学习并掌握临床科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医学院校应不断进行医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注重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积极引导，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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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出满足社会需求的、临床技能和临床科研能力并重的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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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专业学位硕士生科研素养培养路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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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并轨，如何尽快建立起适应培养要求的人才培养

模式已成为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作者所在教研

室在总结多年专硕教学经验基础上尝试以激发学生科研兴

趣，优化课程设计，端正科研态度为导向，将柔性教育模

式融入科研素养培养教学中，旨在从知识育人, 能力育人

以及德育育人多角度探索口腔医学专硕人才科研素养培养

路径，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口腔；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科研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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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the training system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quality of stomatologic postgraduates with professional degree 

Abstract：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adapt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sidents' training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postgraduates'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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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Based on our experience in postgraduates of stomatology with professional degree，the 

new scientific research training system centered on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scientific 

research，Optimizing course design and taking a correct attitude towards research were created in 

our department． This system aimed to explore the better research training model for stomatological 

postgraduates. 

Key words：stomatology;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research ability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简称专硕）是以培养应用型高层次人才为目的[1]，但不同于相对

成熟的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其培养过程中仍存在运行体制不健全、课程教学无特色、质量保

障不到位等问题，有关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改革主要集中在建立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培养质量提升路径以及构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2]。专硕培养是以

“岗位需求”为导向，各岗位具有异质性，因此不同专业专硕培养模式也不尽相同，各专业

需根据自身专业特点摸索建立适合本专业的专硕培养体系。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国家医疗卫生事业高层次人才的主力军， 2014 年 11 月七

部委联合发文提出构建以“5＋3”为主体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将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研

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衔接, 以实现临床医学专硕在攻读学位期间同时进行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双轨合一”培养模式[3]。“双轨合一”的全面推行大幅提升了学生的

临床能力,也改变了以往学生“重科研，轻临床”的思想，使科研方向更贴近临床，但同时也

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最突出的是 33 个月的临床规培轮转使学生没有完整的时间进行科研

训练[4,5]，导致一部分学生缺乏科研动力，出现“轻科研，重临床”的现象，一部分学生虽

有动力但没有得到足够的科研培训，科研素养明显不足。周欣等在对北京 3所附属医院临床

医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时发现不同学习阶段学生有不同的需求, 二、三年级科

研指导成为学生最主要的需求[6]。那么医学专硕的培养中是否需强调科研素质的培养呢？«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明确指出, 临床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不仅需具备较强的医

学理论和操作技能, 还需具备一定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6]。因此如何在“双轨合一”培养

模式下处理好临床与科研的矛盾, 培养出具有良好的专业能力和科研创新意识的复合型高

素质医学人才是当前专硕教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口腔医学是一种实践性、操作性很强的医学门类，随着社会对口腔医学人才需求的增加，

作为高层次医学人才孵化器，口腔医学研究生教育尤其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也同样面

临着很多新的挑战，徐镔亭研究发现目前口腔医学专业型研究生对科研重视程度不如临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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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口腔医学专业型研究生导师也存在科研思维局限、科研指导不足，口腔医学传统教学模

式不利于研究生科研思维和能力培养[8]，但目前口腔专硕的教学改革主要集中在临床实践

能力提高，有关“双轨”培养背景下如何提升科研能力尚未见系统研究。 

研究显示在保证学生临床轮转时间与质量的前提下, 充分利用各种模式创新和制度优

化可有效提高研究生科研培训的效率与质 [9]。作者所在教研室在总结多年专硕教学经验基

础上尝试将柔性教育模式融入科研素养培养教学中，并将教书育人与专业课程教学深度融合，

加强科研诚信教育，旨在从知识育人, 能力育人以及德育育人多角度构建口腔医学专硕人才

科研素养培养路径并建立相应的实施方法，为推进临床医学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科研素养培养路径构建的总体思路 

以激发学生科研兴趣，促进科研动力，端正科研态度为导向，利用慕课、雨课堂等多样

化的互联网手段，结合优化课程知识点，柔性化科研类课程教学过程，使颗粒化知识点与学

生碎片化时间灵活组装, 将固定的课堂教学搬到课余时间，使学生在有限时间获得最多知识

量；并优化专硕临床带教师资，将专硕学生分配给具有较强科研能力的中青年临床医生，在

临床轮转同时进行科研能力培养，同时导师全程参与监督，并要求专硕课题必须从临床中来，

回临床中去；此外在培养过程中增加思政教育，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改革课程体系，

丰富教学方法和优化师资配置构建“双轨合一”背景下口腔医学专硕人才科研素养培养路

径 。

 

二、路径构建中的要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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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课程体系 

口腔医学专硕培养不仅要重视临床技能的培养，还需强调科研能力的提高，为保证专硕

临床实习时间达到规培要求， 我校针对专硕研究生的理论授课普遍安排在晚上，但实施后

发现原有课程体系一方面专业特色不突出，通识教育占用大量课时，另一方面集中理论授课

占用学生时间较多，学生疲于应付，为学分而学，综合素质提高不明显，急需修订课程培养

体系以合理安排研究生临床和理论学习时间，培养出既有临床工作能力，又有创新研究能力

的高素质口腔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为此我们从以下 3方面着手： 

1、增加口腔临床研究密切相关课程门类和学时     

 为紧贴专业特色并提高集中授课效率，在保证医学统计学，医学英语，文献检索等必修

课课时前提下，选修课中减少基础研究相关类课时，课程内容也仅讲授关键知识点，重在让

学生形成初步印象；增加口腔临床研究密切相关课程门类和学时，如开设针对口腔内科，口

腔外科，口腔材料，口腔修复，口腔正畸等学科的临床前沿进展课程，增加循证医学，医学

写作等课时。 

2、颗粒化教学知识点 

为缓解课程课时少，教学安排过于紧凑，我们在教学中灵活设计教学过程，合理安排学

习内容，给学生提供灵活自主的学习环节，以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如把选修课的课程知识、

PPT、案例文档等颗粒化, 建立章、节、知识点、PPT文档、案例为体系的概念库，案例库,

所有的库构成课程的颗粒化知识体系;同时建立“按需补充、逐步扩展”的颗粒化知识扩充

机制,  不断将新知识、新资料、新案例扩展到颗粒化知识体系中, 形成越来越丰富的知识

库, 为研究生柔性化学习课程奠定基础。研究生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和自身兴趣, 选择性地获

取不同的知识颗粒集进行学习, 达到个性化学习的目的，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将固定授课时

间碎片化，已补充被临床轮转占用时间。 

3、进行以科研诚信为主旨的思政教育 

科研素养的养成重在创新能力培养，而创新中必须遵守科研道德规范，杜绝剽窃，抄袭，

学术腐败，因此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培养过程中必须加强诚信教育，立德才能树人。 2018年

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明

确指出“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2019 年 2 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

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也指出:“要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强化学位论文抽检结

果使用,加大评估和问题单位惩戒力度[10]。 因此我们在专硕理论教学中增加科研诚信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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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主要采用互联网+教学手段，聘请我院知名专家进行讲座, 从理论上自我提升,  同时

加强对导师“导师学生共同体”概念的相关讲座，发挥导师的模范和监督作用，组织临床带

教老师学习科研道德观，在临床带教中以身作则，严谨治学，发挥榜样作用。 

（二）改进教学方式 

1、运用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手段 

互联网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学习成为无时不可、无地不可的事情，充分体现了学习的

自主性，学习者可以自主选择课程。而互联网基础上的翻转课堂使课堂承载的功能发生改变，

过去课堂主要是教师“教授知识”，现在教师要求学生课前在网上完成所有相关知识点的视

频学习，课堂上主要是“交流和评估”，也就是答疑解惑和评估鉴定学习成果。我们在教学

中利用慕课，雨课堂，网络课程将颗粒化知识点上传到网上，让学生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

进行选修课程学习 

2、定期集中授课 

 除利用互联网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外，为进一步检查网上教学学习效果，

各选修课定期集中授课，时间安排在晚上，主要是对知识点总结，归纳 ，授课方式多采用

CBL和 TBL融合 PBL教学法，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主体。 

3、改变考核方式 

    为考察学生学习效果，在教学中改变以往试卷考核方式，以文献报告，综述撰写作

为考核方式，重点考察学生的科研思路形成和科研方法掌握情况。 

4、引导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分析临床疑问  

引导从循证医学的角度分析临床中疑问当代医学已从经验医学转变为循证医学

( evidence－ based medicine，EBM)，循证医学核心理念是要求临床诊治决策必须基于客

观的临床科学研究依据，最终目的是将可获得的临床证据与医师的经验和患者的价值相结合，

使患者获得最佳治疗。 

为加强学生的循证理念，我们在教学中贯彻三步走原则:一教，二领，三试。一教是指教

员通过讲解什么是循证医学，如何利用现有循证研究结果指导临床以及如何开展循证医学研

究，初步让学生了解循证理念;二领是教员在带教中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并不直接回答，而

是鼓励学生利用文献检索工具查找已有的循证医学结果，自己寻找答案，让学生感知循证研

究的意义;三试是对于一些无法检索到循证结果的临床问题引导学生利用循证方法采集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结果提出解决问题的最优方案，真正培养学生的循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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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优化师资配置 

为在临床技能训练中渗透科研素养培养，我们要求在各科室临床轮转期间专硕的带教老

师必须是有较强科研能力的中青年临床医生，对于临床中遇到的难点问题，采用带教老师辅

导+学生研究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临床试验，以加强其科研创新能力，让学生在感受科研工作

魅力的同时锻炼他们的科研思维能力。导师全程参与监督定期布置任务，要求学生在课余时

间完成一定量的文献阅读，并撰写文献报告。 

三、实施意见反馈 

教学效果的检查需通过成绩分析实现，但科研素养培养的效果往往很难通过学生的考核

成绩得以反应，为此我们在教学中有针对性的通过问卷，座谈，论文发表分析反馈教学效果，

发现问题以便及时纠正，在调查中学生普遍反馈新的教学手段的应用，尤其部分课程内容采

用柔性授课形式拓宽了知识获得渠道，充分发挥了学生学习自主性。 

总之，经过数年的总结摸索我们已初步建立以激发学生科研兴趣，优化课程设计，端正

科研态度为导向的专硕科研素养培养路径，将柔性教育模式融入科研素养培养教学中，旨在

从知识育人, 能力育人以及德育育人多角度探索口腔医学专硕人才科研素养培养路径，取得

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在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如怎样合理利用互联网教学手段，

而不是让手段流于形式，如何有效提高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等，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的探索和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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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合一”模式下口腔专硕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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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轨合一”模式是培养临床医学人才的有效

途径，对于医学教育与医疗卫生事业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

临床科研在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具有至关重

要的意义。本文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科研能

力的培养进行分析和总结，从科研选题、课程设置、导师队

伍建设等方面加以阐述，以期在新的模式下，培养出临床与

科研能力兼备的优质的高级应用型口腔临床医生。 

【关键词】口腔医学；研究生教育；双轨合一 ；科研

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 

基金来源：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课题（编号：B3-

YX20180304-04；B2-YX201803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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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Master of stomatology in the mode of 

double-trackintegration  

Abstract：The mode of double-track integr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clinical 

medical talents, and plays a mutually promoting role in medical education and medical and health 

undertakings. Clin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in the training of graduate students 

for stomatology me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with professional degrees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process, and expounds it from the aspects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opic selection, curriculum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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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utor team construction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senior applied oral clinicians with both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under the new mode. 

Keywords:Stomatology; Postgraduate education;Double-track integr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是我国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能培养出标准化、规范

化的高水平高素质的临床医师，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门《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

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2013〕56号)、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

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教研〔2014〕2 号)精神
[1]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以及《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

精神,都认为医教协同是培养临床医学人才的有效途径，口腔医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

有较强临床能力、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和理论水平的高素质高层次医学人才。“双轨合一”

培养模式使二者得到有机结合，这是优秀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一次重大创新, 是我国医学学

位教育的一次战略性的举措
[2]
。在新的培养模式下，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不仅需要掌握

扎实的基本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还必须具备良好的科学研究素养和能力。 

一、 临床科研对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 

口腔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操作性及治疗个体化极强的专业。如果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的培养标准，和科学学位研究生培养标准接近或者向其靠拢，那么就背离了专业学位设置的

初衷，造成了专业学位的硕士毕业生毕业后不会看病，学位与能力不符等问题，工作后仍需

进行相关的规范化培训，存在着重复培养的问题，延长了临床医学人才的培养周期。科研能

力是指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理解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科研能力在口腔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指出，医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不仅需要具备基本的医学理论和操作技能，还需具备一定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如果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重临床、轻科研”，对研究生的成长并无积极意义，只关注

临床技能的培养训练，就失去了“双轨合一”培养模式中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作为

“高层次、高素质”医学人才培养的意义，其结果是大部分研究生对科研的基础分析知识往

往是一知半解，缺乏全面的科学知识和科研思维能力训练,对待科研主动性、创新性较弱, 导

致综合能力不足，无法满足科研工作的需要
[4]
。同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也缺乏将不断涌

现的基础医学领域许多新成果用于临床的思维。因此，在研究生培养阶段加强科研能力培养,

提高科学素养，是提高医学人才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所以对口腔医学硕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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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研究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进行相关体系的构建非常重要
[5]
。 

二、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双轨合一”培养模式更加注重临床实践操作能力和专业理论知识，这就要求口腔专硕

生要花费大量时间(33 个月)进行科室轮转，已达到 “规培”的硬性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

增强了口腔专硕生的临床操作技术能力和实践能力，提高了临床医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医疗

水平。然而，也相应地减少了专硕生的科研培训时间，科研设计、科研方法、科学实验等科

研素质培养内容大幅度压缩甚至删减，导致研究生科学研究能力减弱，论文质量下降
[6]
。专

业学位研究生临床能力考核的内容缺乏多元化、规范化、标准化及系统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的公正性、合理性与效度受到影响。对学生临床技能操作能力的考核缺乏科学的量化标

准和评价手段，不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学生的实际能力水平。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量化、客

观、系统的临床能力考评体系，同时注重对人文素质和理论知识水平等指标的考核。 

三、 提高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的相关措施 

(一) 优化课程设置 

在口腔专业型研究生课程设置中，要以解决临床中存在的问题为中心，通过专业理论结

合具体科研问题的教学模式，以实现对专硕生科研意识和创新能力的综合培养。科研课程包

括口腔医学实验技术、口腔生物医学、科研选题和实验设计及医学统计和文献检索。这样设

置课程能够从需要掌握的基本理论、基本科研思维方法、基本技能、基本工具 4个角度来构

建口腔研究生的基本知识框架，并相互衔接，互相支撑，使学生将基础理论和科学实验结合

起来，使知识学习更连贯，有利于促进教学效果提升
[7,8]

。同时要跨学科整合课程，比如：科

研创新训练（RBL）课程以及临床整合病例（CBL）. 

(二) 3.2“双导师”负责制建立 

“双导师指导制” 即每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有两位导师指导临床和科研，其中

一位导师是传统的导师，由具有丰富临床实践和指导研究生科研培养经验的医师担任，其主

要负责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教学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另一位导师主要是医学院校或企业

中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或研究人员，其主要负责传授科研基础理论知识和培养科研理念
[9]
。

医院导师作为临床经验丰富的授业者，科研导师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思维，

提供思路，两者相结合，对于培养一个全方位的有科研水平、临床技能过硬的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促进作用是极大的
[10]

。我院建立有负责临床指导的口腔医院导师，也有负责科学研究的

校内导师（基础医学、公共卫生医学、材料学等）的“双导师”制培养模式，有效提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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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校内导师则多是高校研究型人员，虽然不涉足临床，但有丰富的

基础研究经验，精 通实验室运作，科研思维活跃，学术能力强，让口腔专业的研究生在研究

生教育的第 1 年，就在双导师的指导下,从研究生期间课程的选择到课题研究方向的制定，

全程都在两位导师的指导下进行。校内导师可结合口腔医院的科研课题帮助研究生制定毕业

课题，同时可以系统地跟随校内导师学习基本科研技能、文献查阅等。口腔医院的导师也可

根据其自身对行业及领域发展的了解，给研究生拟定课题，通过双导师制的联合培养这一模

式，加强交叉学科以及学校和企业的双方合作。 

(三) 建立学术交流平台 

利用现有的的网络平台，比如丁香园、科学网、生物谷、知名高校的慕课、知名专家的

公开课等指导研究生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样能够开阔学生的研究视野，提高科研兴趣和创新

意识，而且有利于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领域的前沿和最新进展。同时，鼓励学生建立国际新

文献阅读报告会、研究生论坛、青年医师沙龙学术例会、科研论坛等，促进研究生的理论水

平的提高以及研究思维的培养。积极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相关多元化的学术交流会议，这样

能够开阔研究视野，激发科研兴趣，定位自己的科研思路、发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等。 

(四) 建立科研能力考核制度和质量保障体系 

建立全面的研究生科研考核制度和考察范围，包括：研究生课题的选题、 课题标书的书

写、研究思路、科研态度、研究成果等方面。考核不仅是对学生工作的评价，更应对其科研

工作起到指导作用
[11]

。建立研究生中期考核竞争机制，专家组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中 期

进展、预答辩等各环节进行质量检查和跟踪，对科研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指导性意见，并

检查督促修改。  

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是“双轨合一”模式下必须要重视的问题之

一，建立适应“双轨合一”模式下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临床工作特点的人才培养制度，

不断采取措施予以强化研究生科研训练和临床实践教育，切实保障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水平，

培养出更多的医学高级人才。为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服务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和卫生计生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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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性阶段式培养提高中医院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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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院校研究生在双轨制培养模式下，临床

技能的培训受到重视，但忽略科研素养的培养，存在研究

生创新意识不足，缺乏探索精神，科研能力较弱，培养模

式封闭等问题。在中医院校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加强科研

意识的培养，规范科研训练，增强自主性学习能力，提高

将临床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的敏锐性，从面全面提升研究

生科研创新能力。本文提出制定前置性培养方案，开展阶

梯式渐进性培养，从强化基本技能，到研究生综合实践能

力培养，继而切实提高中医院校研究生科学研究水平。 

【关键词】前置性阶段式;中医院校; 研究生培养;科

研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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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ositive and ladder-like Teaching to improve postgraduates'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Abstract:Under the dual track system,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postgraduates in 

TC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show some shortcomings .Including lack of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and spirit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be weak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relatively 

closed learning mode .In the process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consciousness 

is not enough.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 poor learner autonomy are 

the main problems that restricting the research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postgraduates in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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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This paper carry out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basic theory and basic 

skills,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graduate research practice ability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postgraduates in TCM college. 

Keywords:prepositive and ladder-like teach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postgraduates cultur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2012)》精神和《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1-2]

，对高校的创新教育明确提出要求，要把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作为办学宗旨。中医院校研究生培养水平直接关系到中医

药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随着中医药研究的深入和国际化进程，着力培养既精通中医药专

业知识，具备深厚的中医学底蕴，又能熟练掌握科学研究方法，兼备创新性思维的复合型

高等中医药人才，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3]
。  

近些年来，中医院校研究生教育和培养体系不断完善，并取得较大发展。但在双轨制

模式下，中医院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和水平确实与国家教育部的要求有一定距离。突出

表现为自主性探究能力较弱，创新意识不足，在研究生课题选题中缺乏创新，很少见有针

对临床问题的科学问题转化，原创成果较少等
[4]
。因此，如何加强中医院校研究生科研创新

能力培养，寻找最佳途径和模式，意义重大。 

1中医院校研究生培养现状分析 

1.1缺乏科学探索精神 

双轨制模式下，中医院校在研究生培养方面重视提升临床技能，忽略对科研意识的培

养，随着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的实施，培养单位都将研究生临床技能考核作为主要考试指

标，导致大部分研究生把精力投入到临床技能操作，缺乏科研敏感度
[5]
，缺少把临床问题及

时转化为科学问题的思考，习惯于接受和掌握现成的技能性和操作性知识。另一方面，传

统的教育模式不能有机的将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渗透到培养过程中，不能有效的

激发学生发现问题、探索新知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和热情
[6]
。导致很多中医院校研究生对科研

缺乏兴趣，缺少师生间的主动交流和讨论，只看到了科研工作的枯燥无味，对科学研究失

去追求，科研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 

1.2缺失系统科研训练 

在双轨制模式下，很多中医院校为保证研究生临床技能培养的投入时间和效果，精简

科研素质培养相关课程教学
[7]
，譬如科研思路与方法、循证医学以及医学统计学等课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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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内容和课时安排上，都相对较少，使同学们的科研素养和科学训练得不到良好的培

养。由于培养方案不同，学时投入有限，在现代医学知识方面存在非常明显的局限性，表

现在研究生阶段，动手能力、科学敏锐度欠缺的问题就非常明显
[8]
。 

1.3科研能力培养平台匮乏 

很多中医院校缺少科研团队，没有执行 PI制度，因此研究生培养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

相对匮乏。缺少独立实验室的工作环境，研究生很难做到以实验室为家，以科学研究为唯

一目标，都把自己当做科研中心的局外人。即使能够进入学校科研平台或者一些学科实验

室，也会发现实验室仪器设备配套较差，且可能数量不足，相对陈旧，高精尖实验仪器设

备较少
[9]
。缺乏专职实验技术人员，实验用的试剂、耗材很多存在质量问题，均能直接影响

实验结果，降低实验效率。 

1.4培养模式封闭 

中医院校现有的研究生培养方面，在管理制度和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等环节均缺少机

动性和前瞻化，其结果则是不断促成了研究生培养环境的日趋封闭
[10]

，课程方面更新较

慢，研究生们缺少对新知识体系和科研进展情况的了解和掌握，使研究生的培养缺乏生

气，缺少创新。很多中医院校和附属医院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方向有差异，中医院在研究

生培养方面注重临床知识和临床技能，很多医院培养的学生可能在解决多种疑难杂病方面

能力独到，却缺少对临床问题的科研价值的思考，也不能用科研思路去分析和解释临床结

果；学校基础学科及科研院所培养的研究生，虽然能发表高水平论文，但由于没有机会接

触临床，缺少对临床问题的认知和发现，从而导致很多临床问题不能直接转化为科学问

题，很多论文研究成果不能用于临床，使科研与临床出现严重脱节，既阻碍了研究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我国中医学卫生事业突飞猛进的发展
[11]

。因此，建立一种基础与临

床协作式发展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以提升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为核心，既可以适应时代发

展要求，又能更好培育中医药研究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2提升中医院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途径 

2.1前置培养规划，提升目标意识 

中医院校学生在科学研究领域存在一定的知识体系方面的局限性，现行的研究生培养

与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并轨的模式，更加导致研究生倾向临床技能的学习。使研究生独立

开展科学研究能力较弱，积极性较低。针对这种情况，要前置研究生培养规划，加强学校

和导师对研究培养的监督管理工作。首先，早确立培养目标。树立既懂科学研究又全面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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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临床技能的复合型医学研究生培养目标；其次，尽早培养研究生科研意识，激发科研热

情。研究生导师和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要提高研究生对科研的认识，端正科研态度，培养

科学严谨的学术作风。加强研究生科研兴趣的培养，使他们认识到科研工作的重要性，从

而激发开展科学研究的热情；再次，尽早开展科研训练。要求学生一入学即参与到老师的

科研课题中，在导师或往届研究生经验的基础上，在实践阶段实行自主选题、自主实验、

自主记录和分析实验结果。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导师的影响力非常关键
[12-13]，

导师的言传

身教，不但要包括对学生牢固树立专业意识和专业思想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科学

研究的态度方面，从研究生入学即培养学生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深入透彻研究中医学问

题的科学思维，对研究生的成长和至关重要。因此，要尽早加入老师的科研课题研究中，

建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和目标，为第一阶段的学习提供保障。 

2.2第一阶段，注重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培养 

中医药院校研究生在本科阶段对现代生命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不牢

固。在研究生学习阶段，首先要强化这些方面的课程，比如病理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实验

技术、免疫学、医学统计学等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与技能。同时，程体系设置方面，一定

要紧紧围绕现代前沿科学知识的研究进展，突出先进性科学性前瞻性，以及中医学与交叉

学科间的联系，鼓励教师们在研究生的教学方法和方式方面开展创新，除了学科知识深入

细致的讲解，要紧密围绕中医学领域的相关问题，与所开展的现代生命科学课程相联系，

作为科研主题进行交流与互动，激发学生们思考如何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去研究中医学问

题。既充分调动了研究生自主学习和深入思考的潜力，又围绕中医学发展的关键核心问

题，紧跟学术前沿，拓展了对研究生理论和专业技能的培养。 

2.3 第二阶段，强化研究生科研实践能力的培养 

研究生应尽可能地参与到科研实践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提高其科研实践能力。首

先，应当让研究生开展科研选题方面的训练，研究生通过自主查阅国内外文献知识
[14]

，充

分了解国内外研究进展，凝炼重大科学问题，提高研究生科学思维及创新能力的过程；其

次，应鼓励研究生尽早进入实验室，学习并参与科学研究工作，掌握实验研究方法，学会

对实验现象的深入细致观察，综合分析实验结果，切实提高实验动手操作能力；鼓励研究

生积极参与标书的撰写，相关课题的结题数据整理挖掘工作，通过课题申报书的撰写和结

题资料的整理等过程，学会凝炼科学问题，设计研究内容，制定研究方案，整理科研资

料，归纳提练学术思想。再次，学会积极利用现代化信息学技术和手段，比如网络课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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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实验，开展线上结合线下、虚拟配合实训等全方位、立体化教学和培养，从而提高研

究生实践能力及开展科学研究的素养和独立思考水平
[15-16]

。 

2.4第三阶段，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科研创新 

完成了前置性规划和知识结构的再搭建和实践能力的夯实，这个阶段，才建立以老师

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研究课题为目标，研究方法为手段的四维研究生培养体系。导师引

导学生广泛收集过滤学科信息，中医学研究前沿，采用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来启发研究生思维方式，培养研究生主动学习的意识
[17]

。使学生有

能力运用现代信息的各种技术和手段，收集最新技术和前沿进展，自主查阅文献，自主进

行实验设计，在每周召开的研究生学术讨论会上，导师及时引导学生修改实验设计，解决

实验难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巩固。对科学的热爱和创新能力得到飞

跃提高。此外，要鼓励并支持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为其营造良好的学术

氛围，早日形成发散的创新思维和科研敏感度
[18-19]

。再次，培养研究生的自我约束能力，

形成规律的学习生活习惯，并锻炼良好的心理素质，正向面对科学研究中的各种失败，并

且能正确处理各种师生关系，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等
[20]

。 

综上所述，中医院校的研究生培养，因为教育背景的其特殊性。要细化培养过程，建

立适应中医院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可行性方案，前置培养规划，牢固专业思想，

再循序渐进阶段式充实研究生阶段知识结构，补充研究生科学研究实践能力，待学生们思

想牢固，基础扎实，能力具备，专业又自信，再开展以研究生为主体的科学研究工作，会

很快推进研究方案，获得研究成果，更进一步提高中医院校高层次医学人才的综合素质，

提升专业知识技能，强化创新意识，培养出具备良好身心适应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强的高

层次中医药学科技工作者，更好地服务中医药科研事业和社会经济建设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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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学研究生教育是衡量医学高校科研教学培

养能力的重要指标，而学位论文是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

主要参考指标之一，其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

生课题开题报告的质量，然而对于医学院校来讲，由于其

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小、散、远”，传统的研究生开题模

式具有“分散、封闭、低效”等缺点，结合国家中长期高

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协同创新，我院基于协同创

新机制对医学学科研究生开题报告答辩会模式进行系统

性改革，为医学学科研究生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集中开题；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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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2018-2019年度同济大学医学

院研究生毕业论文盲审改革工作；

负责组织2018-2019年度“同济大

学医学院研究生科研工作赏评

日”大会；负责组织 2018-2019年

度同济大学医学院“高等讲堂”

工作；负责 2019 年同济大学医学

院 CSC公派出国项目。 

Discussion on the reform of the Centralized Thesis proposal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coordination and innovation 

Abstract: medical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measure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degree thesis is one of the 

main reference indexes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and its level largely depends 

on the quality of the postgraduate project opening report.However, for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due to the "small, scattered and far-reaching" of their postgraduate training units, the 

traditional postgraduate opening mode has the shortcomings of "decentralization, closure and low 

efficiency".Combined with the important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our country, our hospital based on the coordination and innov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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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arry out a systematic reform of the defense report mode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centralized 

thesis proposal,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Key words：Centralized Thesis proposal; coordination; innovation 

一、前言 

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加强医学人才培养，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

基础工程，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
[1]
中国

医学教育事业进入新的“改革时间”，面向新时代，医学教育要紧紧抓住全面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科技革命、医教协同发展医学教育事业、医学在学科发展中地位作用显著提升等

重大机遇，在理念、模式、内容、方法、管理等方面全面推进改革创新。
[2]
医学研究生教育

是我国医学教育的最高层次，高质量科研型研究生培养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重专业，轻基础”一直是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的问题，研究生开题报告是研究生科

研开展的起点，是高质量学位论文的前提保障。
[3]
但在以往传统的分散型开题模式中，导

师、学生、管理部门普遍存在思想上不够重视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视“开题报告会为走形

式”，学生任意写，导师任意过，管理部门注重形式有，然后存入档案，束之高阁。如今

各医学高等院校意识到该环节的重要性，但真正做到创新开题模式，提高开题质量，注重

过程监控的实为少数。
[4]
我院基于协同创新机制建立研究生集中开题模式，按照医学专业的

特性，将相同专业与相关学科方向的研究课题集中起来，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导师进行整

体把握和指导。从而提升资源利用率、人才培养质量和协同创新能力，促进我校高等医学

教育更好更快发展。 

二、协同创新研究生集中开题改革理念 

同济大学医学院拥有基础医学、护理系、生物医学工程与纳米科学研究院、十院临床

医学院、同济临床医学院、东方临床医学院、肺科临床医学院、一妇婴临床医学院、附属

杨浦医院、附属养志康复医院等多家附属医院，数千位研究生导师，数百位博士生导师，

在校 2000多名博士与硕士研究生。这些导师和学生分散在多家培养单位，以往研究生开题

报告由各单位导师自行组织，医学院总体把控，然而随着管理模式的改变，以及理念的更

新，医学生的研究生阶段由单一知识体系逐渐扩展为庞大的基础知识体系与更为精尖的专

业知识体系，使得开题报告的统筹性、规划性以及指导性意义逐渐得以彰显，以往各自为

战的模式无法与大型医学院相匹配，因此集中开题的模式应运而生。据此我院关于研究生

集中起来开题的模式无疑是一次具有改革创新意义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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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同创新研究生集中开题改革模式 

同济大学医学院集中开题答辩会通过医学院、附属医院、导师和学生协同参与，前期由

各培养单位通知学生上报所属开题专业，医学院研究生办公室按照学科方向进行集中分组、

筛选评委导师、协调场地、申请经费等（如图 1 所示）。按学生上报所属专业分为三大组： 

1.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以附属医院为单位，由附属医院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选题报告会，医学

院研究生办公室负责监督检查；2.医学院负责组织全日制学术型和专业型博士，学位博，全

日制学术型硕士，全科医学方向单考班，单备制护理硕士，留学生（分散到各导师所在组）。

按博士专业方向，临床分 16 个组，基础 5 个组，护理、药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按一级

学科分组，单备制护理硕士和全科单考班单独分组，每个大组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小组细分，

由组长进行专家组员的筛选和开题报告会质量把控，原则上以开题学生导师为主；3. 基础

医学（含生物医学工程）按医学院基础博士点申报确定的 5大学科方向（人体解剖与组织胚

胎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免疫学与病原生物学、生物化学与生理学、细胞生物学与医学

遗传学）进行分组，由组长负责筛选组员，然后再根据组员意愿进行微调。 

开题答辩会按照既定程序进行。报告会前，每位研究生需按照《同济大学博士/硕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选题报告及工作计划》表格填写，并经其导师审核并签署意见。开题报告中要表

述的内容包括研究课题选题的背景及意义、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本人的研

究内容、创新点、拟解决的关键问、研究方案、技术路线等。学生以 PPT的形式进行开题内

容汇报，时间为 10-15分钟主要汇报各自研究题目、目标、内容、方法、步骤、目前取得的

进展以及对报告中难以表述的问题进行补充说明和探讨，专家提问时间 5-10 分钟，主要是

专家结合自身知识和阅历从专业角度和实际需要出发对学生的研究从各个方面提出修改意

见和建议，每位学生汇报+答辩时间不少于 20分钟，期间允许学生就不同意见与专家组进行

思想交流，争取现场解决开题报告中出现的问题。开题报告结束后，研究生需根据评审小组

专家教授的意见，与导师进行研讨，结合专家的建议以及自身的看法，再度修改开题报告，

完善课题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原则上，研究生开题报告一旦形成就不再擅自修改计划。如

开题内容有重大变动需要进行重新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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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同济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集中开题流程 

四、协同创新研究生集中开题模式的指导制度与保障机制 

（一）完善细化医学院研究生科研课题开题的制度化管理 

通过我院规章制度确立集中开题报告会会议形式和流程安排有计划、 有安排、 有专人

负责，并且在答辩过程中论文选题工作打分细则统一使用同济大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选题报告及工作计划》、《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报告及工作计划》、《全日

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报告及工作计划》。选题报告会评审专家逐项打分，由

组长安排成绩汇总，取平均分，60分为合格。同时为保证公平、公正开题答辩会全程录音或

录像，并拍摄照片，归档于各学科方向，以供医学院、研究生院等抽查。 

（二）建立未通过淘汰预警机制  

通过未通过淘汰制度确保开题答辩会质量。我院予以未通过硕士 3个月时间，博士 6个

月时间重新撰写开题报告，再次组织开题答辩会，若未通过，予以退学处理，一方面保证了

程序公平，将更多的资源予以优秀的研究生，另一方面督促学生完善开题报告，提高报告质

量，增强学术能力。严格的质量管控和淘汰制度强化了制度约束，对无特殊情况没有跟上教

学进度的情况予以预警，从而提高了各培养单位、导师、学生的思想重视程度，改变以往研

究生开题存在的拖延应付现象，让各方都“红红脸、出出汗”，显著提高了课题的研究效率、

节约时间与资源。 

五、协同创新研究生集中开题模式的质量评价 

医科研究生从繁重的课堂走向科研岗位的第一关就是开题报告，一次组织严密，内容充

实的开题研讨会不仅使他们对科研产生兴趣，而且通过与专家思想的碰撞，交流，能够有效

得使他们避免课题研究开始之初发生根本性，方向性错误，这种开题答辩会模式更像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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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深刻的研讨会，一方面提升了医科研究生的综合能力，当今社会对医生的要求越来越高，

不仅基础知识要牢固，视野要广，同时要有一定的交流能力和人文素养，通过撰写开题报告，

分析专业形势，与导师、教务老师、专家组沟通交流，PPT 汇报，全面培养成为一名优秀医

生的基本素质。另一方面加强了医学院与附属医院之间的沟通与协作，如何让附属医院在医

学院领导下对医科研究生完成正规化管理一直是学院面临的现实课题，借助集中开题答辩会

的模式有效的将医学院各个培养单位联动起来，使得医学院与各个附属医院联系更为紧密，

学生管理工作更为正规。借此契机我院进一步推动研究生教育规范化进程，形成既符合同济

大学医学院的自主创新，又切实可行的医教研管理模式。 

六、总结 

推进医学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举办医学教育的高等学校要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医学教育

规律，进一步完善医学教育的管理层级和运行机制。
[5]
论文开题是研究生培养的一个重要环

节，作为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在实践中不懈的努力、动态地调整管理模式。
[6]
同济大学医学

院基于协同创新机制建立医学学科研究生集中开题模式，一方面充分充分发挥医学院统筹、

协调和管理医学教育的功能，促进医学院与附属医院在医学学科研究生培养上的统筹协调发

展。另一方面，切实利用综合性、多科性医学学科汇聚，综合实力较强的优势，大力推进医

学各学科方向的资源共享和交叉融合。有力提高研究生开题报告质量，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

和研究生相互监督激励环境，极大地促进研究生科研的主动性、创新性和危机感。从而推动

同济大学医学教育更有新作为，实现新发展。同时对于当前高等院校深入贯彻国家三部委《关

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文件精神，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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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依据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

结合学位论文资料分析，分别提出临床医学硕士、博士专业

学位论文分类规则及各论文形式的基本特征。提出由两级指

标构成的评价体系，并给出不同形式论文评价体系中的关键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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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dissertation classific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clinical medicine 

degrees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graduate student training objectives of clinical medicine 

degrees, and combined with the dissertation data analysis, respectively give out the thesis 

classification rules of master and doctor degree, an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thesis form.  

Then establish the 2-class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and list out the key evaluation elements of 

different thesis form. 

Keywords: clinical medicine degree；dissertation；thesis form；evaluation system. 

一、我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的历程 

我国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可追溯到 198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实施后最早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试点工作的领域之一。1983年原教育部、卫生部联合

mailto:gaojq@mail.sys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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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关于培养临床医学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的试行办法》（卫科字[83]77 号），1984

年首先在原北京医科大学、协和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试行。1986年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卫生部联合下发《培养医学博士（临床医学）研究生

的试行办法》（学位字[86]022号），规定该类研究生授予的学位为医学硕士（临床医

学）、医学博士（临床医学）。 

199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调整医学学位类型和设置医学专业学位的几点意

见》（学位[1998]5号），将医学学位分为两类，即医学科学学位和医学专业学位，同年发

布《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学位[1998]6号），正式设立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临

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强调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系统的临床训练，要求博

士、硕士学位论文应紧密结合临床实际，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为中心。2014年全国专业学

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发布《临床医学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1]，进一步明确硕士学位论

文应紧密结合临床实际，以提高临床诊疗水平为出发点；博士学位论文应紧密结合临床实

际，进行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和学术价值。 

2014年国家层面推动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实行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即“四证合一”的培养模式，实现了专业学位与

职业资格紧密衔接的重大突破。2015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布《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学位[2015]9号），进一步强调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

论文选题应从临床实际出发，紧密结合临床需求，体现临床医学特点，具有科学性与实用

性。 

国家一直在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分类培养和分类评价，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培养

过程和学位论文的要求上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有明显区分。目前已有工程硕士[2]、工程管理

硕士[3]等专业学位领域先后制定了学位论文的形式与评价体系，对专业学位论文实现了分

类评价。如何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实行分类评价，国内有学者进行过讨论，如谭机永

等提出基于人群、个案、文献资料三种研究类型论文的评价体系[4]，曹利美等分析了临床

硕士论文的选题、形式、格式和评价指标[5]。由于临床医学实践工作的特殊性，需要解决

的临床实际问题异常复杂，目前关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的形式仍比较单一，学术标准

以描述性为主，评价体系比较模糊，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学位论文分类规则和评价体系。 

二、研究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分类和评价的原则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的主要途径，研究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论文的分类，并探讨各种形式论文的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守如下几个原则： 

（一）以国家关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的要求为依据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以培养临床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因此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研究结果的应用都应该服务于这一目标。《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试行办法》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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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医学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规定：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应紧密结合临床实际，以解

决临床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成果直接应用于临床实际工作。硕士学位论文应以提高临床

诊疗水平为出发点，选取临床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加以研究和研究分析，选题应具有潜在的

学术价值和临床意义，研究结果应对本领域临床工作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借鉴意义。博

士学位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和学术价值，论文成果应是对所研

究领域的某个问题提出新观点和新思路，并对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 学位论文分类应紧密结合临床研究实际 

论文形式决定于临床研究工作选题。专业学位教育目标的实现要从论文选题开始，应

紧密结合临床实际工作确定研究课题，确定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决定了学位论文的形式。硕

士学位论文形式由研究报告与文献综述两部分组成，研究报告可以是病例分析、临床研究

或荟萃分析等形式。博士学位论文可以是病例分析报告或临床研究，病例分析报告的论文

应为本专业临床工作中罕见、特殊病例或开展的最新治疗技术，突出关键的技术创新点；

临床研究论文应有明确合理的假说，集中解决一个问题，得出结论应对临床工作有时间指

导意义。在临床实际工作中，临床研究选题往往需要有明确的切入点，例如以病例资料总

结分析、疾病诊断技术或方法、治疗方案或药物临床疗效验证、新发疾病报告或特殊病例

研究、医疗产品研发等为主要内容开展研究，因此研究结果形成论文的具体形式必须紧密

结合临床实际工作。 

（三）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应能指导论文研究工作 

论文形式是由临床研究选题所决定的，不同的研究选题必然导致研究内容的不同，包

括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途径、结果分析方法、成果形式等方面，因此论文评价体系

的建立要与之对应。例如以病例资料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评价体系就需要强调资料数据来

源地可靠性、准确性、全面性；以临床疗效验证为目标的论文，评价体系就需要有明确的

对照研究、客观地进行观测和描述，比较临床疗效的优势和不足。同时还应体现出目标导

向，即论文评价体系对论文研究工作的指导性。评价体系应明确列出各种形式论文的评价

要点或关键要素，指导研究生从研究选题开始就能明确研究线路、研究方法、统计分析、

结果论证等方面的要求。学位论文评价体系指导论文研究工作全过程，真正将临床医学专

业学位培养过程导向以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为中心的培养模式。 

（四）学位论文水平定位要切合培养工作实际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定位应考虑的因素，一是应与临床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目标一致，二是硕士和博士学位水平应有合理的区分度，三是应在满足国家基本要求的

基础上允许进行进一步的提升。 

硕士学位论文的定位：鉴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并轨，临床训练必须满足住院医师规培的要求（即轮科训练 33个月），硕士生几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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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基础的实验研究工作，因此硕士学位论文要求紧密结合临床实际，以提高临床诊疗水

平为出发点，研究内容以总结临床实践经验为主，允许少数确有研究能力的硕士生开展相

对比较深入的临床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的定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临床训练参照专科医师培训的要

求，临床时间培训时间不少于 18个月，其中担任住院总医师不少于 6个月。博士生在满足

专科医师临床工作之后，具备一定的开展深入研究的条件，因此博士学位论文应紧密结合

临床实际，论文应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鼓励博士生根据研究条件和能力开始应用基础研

究，包括实验研究、产品研发等，通过论文研究工作培养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和开展临床科

学研究的能力。 

三、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形式分类 

本文通过研究某大学 2014-2018年授予临床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论文共 2000篇（硕

士 1484篇，博士 516 篇）， 对学位论文题目、关键词、结论等进行分析、组织研讨，提

出以学位论文的内容（研究对象、实现目标、研究方法）作为论文形式的分类依据。需要

说明的是：根据论文的主要内容来确定论文形式，因此各论文形式之间的界限也是相对

的，如果论文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则只能以最关键的内容来确定论文形式；另外，同一形

式的论文在硕士和博士不同层次，具体评价要求有所区别。 

(一)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的主要形式 

学位论文在符合论文基本要求的基础上，主要分成 9种形式：病例总结分析、文献循证

研究、诊断技术研究、临床疗效研究、特殊病例研究、疾病管理研究、疾病机制研究、医

疗产品研发、综合/专题研究。其中，硕士学位论文分为六个形式：病例总结分析、文献循

证研究、诊断技术研究、临床疗效研究、特殊病例研究、疾病管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分

为六个形式：诊断技术研究、临床疗效研究、特殊病例研究、疾病机制研究、医疗产品研

发、综合/专题研究（表 1）。  

表 1. 临床医学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论文形式 

序号 论文形式 硕士学位论文 博士学位论文 备注 

1 病例总结分析 √   

2 文献循证研究 √   

3 诊断技术研究 √ √ 具体要求有区别 

4 临床疗效研究 √ √ 具体要求有区别 

5 特殊病例研究 √ √ 具体要求有区别 

6 疾病管理研究 √   

7 疾病机制研究  √  

8 医疗产品研发  √  

9 综合/专题研究  √  

其中一些论文形式，例如诊断技术研究、临床疗效研究、特殊病例研究，硕士和博士

学位论文可以都适合，但在具体要求上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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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临床医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特征 

1.病例总结分析：对某一（类）病例的诊断、治疗等进行总结与分析(包括文献综

述)，也可以是临床资料的回顾性研究（包括文献综述）。 

2.文献循证研究：对某一疾病（或临床专题）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循证医学研究，研

究对象资料来源主要是公开发表的专业文献。 

3.诊断技术研究：在临床诊断中采用某一技术（或方法、指标），或是某一诊断技术

（或方法、指标）在新的领域或疾病中应用，并对应用价值、效益进行比较、分析、评

价。 

4.临床疗效研究：研究制定疾病的新治疗方案（治疗方法），或改进某一治疗方案，

或应用于新的疾病，并进行疗效评价，也可以是验证新药物的治疗效果（或药物新的治疗

适应症）。 

5.特殊病例研究：属于个案报告，主要是介绍某一新发疾病、罕见病例或复杂病例，

以及诊断、治疗等相关情况，研究对象要求是新发病例、罕见病例或复杂病例，疾病诊断

应明确。 

6.疾病管理研究：主要是全科医学领域，研究病人出院后的治疗、随访、康复等管

理，或某一疾病（或某一类病人）治疗、护理等临床专题。 

（三）临床医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本特征 

1.诊断技术研究：研究研制临床诊断新技术（或方法），并对临床应用、价值、效益

进行比较、评价，是对某一新的诊断技术的系统研究（包括研发、应用、价值和效益评

价），客观描述诊断技术的优势和不足，介绍推广应用的价值和可行性。 

2.临床疗效研究：研究疾病新的治疗方案（治疗方法、药物验证），并评价治疗效

果、阐明治疗机制的整体系列研究。应该是整体系列研究、制定新的治疗方案（或用于新

的疾病），客观描述新治疗方案的优势和不足，介绍推广应用的价值和可行性。 

3.特殊病例研究：报告某一新发疾病、罕见病例或复杂病例，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

包括对病因、发病机制、诊断、治疗、预防等进行研究，提出新的观点或建议。研究对象

应有明确的诊断，研究工作应是系统性的，研究结论应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4.疾病机制研究：对疾病的基础性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为主，可以是病因学研究（含

相关因素）、发病机制研究、分期分型研究等，研究对象可以是实验动物，研究结论应能

指导临床诊疗工作或具有应用前景。 

5.医疗产品研发：研发用于临床诊断或治疗的新产品（仪器或关键部件、试剂盒、药

品或剂型等），或对现有先进医疗产品进行引进并改进。研发新的产品或改进现有产

品，，产品性能或技术指标满足使用要求，使用材料要符合医学行业要求，与同类产品的

效能比较具有推广应用的价值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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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综合/专题研究：主要指疾病的人群调查研究、防治效果评价、多中心研究、疾病诊

疗经济学研究等。综合研究应具有系统性，贯穿整个疾病过程，如诊断、治疗、预防等；

专题研究针对某一假说（理论）进行验证，应有新的发现、新的观点，具有理论价值和应

用前景。 

四、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评价体系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评价体系由两级指标构成。四个一级指标，即论文选题、研究

内容、研究成果、论文写作，一级指标下再分成若干个二级指标。每一个二级指标有具体

的评价要素，各种形式学位论文的评价要素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研究内容和研

究成果两个一级指标。硕士学位论文评价的重点是研究的基本训练和要求，掌握临床研究

的基本方法；博士学位论文评价的重点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突出创新研究成果对临床

工作的指导意义。临床医学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论文评价体系（表 2、表 3）。 

表 2. 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价要素说明 

1.论文选题 

(20分) 

1.1目的 5 

1.每个二级指标有若干个评价要素； 

2.硕士学位论文评价的重点是具备开展研

究工作的能力； 

3.各种形式论文的评价要素的侧重点不同，

主要在表现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 

1.2意义 10 

1.3文献综述 5 

2.研究内容 

(30分) 

2.1研究设计 10 

2.2研究方法 15 

2.3工作量 5 

3.研究成果 

(35分) 

3.1理论价值 15 

3.2应用价值 20 

4.论文写作 

(15分) 

4.1论文结构 4 

4.2文字表达 8 

4.3参考文献 3 

表 3. 博士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价要素说明 

1.论文选题 

(15) 

1.1目的 5 

1.每个二级指标有若干个评价要素； 

2．博士学位论文评价的重点是研究成果具

有创新性； 

3．各类型论文的评价要素的侧重点不同，主

要在表现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 

1.2意义 5 

1.3文献综述 5 

2.研究内容 

(25) 

2.1研究设计 10 

2.2研究方法 10 

2.3工作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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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成果 

(45) 

3.1理论价值 10╱15╱20 

3.2应用价值 20╱15╱10 

3.3创新性 15 

4.论文写作 

(15) 

4.1论文结构 4 

4.2文字表达 8 

4.3参考文献 3 

五、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的评价要素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论文评价首先应满足学位论文基本要求，例如选题属于本学科领域

的研究范畴，有一定的新颖性或创新性；研究设计合理、研究思路清晰、研究内容明确、

研究方法规范，资料统计分析方法正确，分析推理过程严谨，论文结构规范、完整、有系

统性，语言使用规范，文字表达清晰，使用图表、图片规范，参考文献和引文使用规范、

准确、真实等。其次要根据硕士、博士学位的水平定位，硕士学位论文的重点是研究的基

本训练和要求，掌握临床研究的基本方法；博士学位论文的重点是研究成果的具有创新

性，对临床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各种形式学位论文的评价要素，应有各自的侧重点。

临床医学硕士、博士专业学位论文的评价要素（表 4、表 5）。 

表 4. 硕士学位论文评价要素 

论文形式 关键评价要素 

1.病例总结分析 

研究对象明确、诊断标准一致 

有对照设计，研究的样本量符合专业要求 

数据资料翔实、准确、可靠，观测指标具有可比性 

运用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临床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总结提高到理论层次，指导解决类似问题或对类似研究有启示意义 

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2.文献循证研究 

研究对象明确、入选标准一致 

研究的样本量符合专业要求，确保样本质量 

数据资料翔实、准确、可靠 

运用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临床问题提出新的观点 

提出的观点或理论，指导类似问题的解决或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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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诊断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符合医学伦理要求 

研究对象明确、诊断标准一致  

有对照设计，研究的样本量符合专业要求  

观测指标数据准确、可靠 

运用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临床诊断提出新的观点 

提出的观点或方法，解决临床诊断中的问题 

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4.临床疗效研究 

研究内容符合相关法规和医学伦理要求 

研究对象明确、诊断标准一致 

有对照设计（双盲法），研究的样本量符合专业要求 

数据资料翔实、准确、可靠，观测指标具有可比性 

运用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临床治疗提出新的观点 

提出的观点或方法，解决临床治疗中的问题，提高治疗效果 

研究成果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5.特殊病例研究 

研究内容符合相关法规和医学伦理要求，尊重病人知情权 

研究对象明确，使用专业领域公认的诊断标准 

数据资料翔实、准确、可靠、完整 

运用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鉴定特殊病例并进行描述 

通过对特殊病例的研究，在诊断、治疗方面提出新的观点 

指导类似问题的解决或对类似研究提供具有启示意义 

6.疾病管理研究 

研究内容符合相关法规和伦理要求，遵守病人资料的保密规则 

研究对象明确，研究的样本量符合专业要求 

数据资料翔实、准确、可靠 

运用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对疾病管理提出新的观点 

提出的观点，指导类似问题的解决或对类似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表 5. 博士学位论文评价要素 

论文形式 关键评价要素 

1.诊断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符合医学伦理要求 

研究对象明确，数据准确、可靠 

有对照设计，研究的样本量符合专业要求 

新技术（方法）观测指标灵敏度和特异性好 

运用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提出新的临床诊断技术 

建立的诊断技术或方法，解决临床诊断中实际问题，提高诊断水平 

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2.临床疗效研究 

研究内容符合相关法规和医学伦理要求 

研究对象明确、诊断标准一致 

有对照设计（双盲法），研究的样本量符合专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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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料全面、翔实、准确、可靠，指标具有可比性 

运用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提出新的临床治疗方案 

建立的治疗方案，解决临床治疗中实际问题，提高临床治疗水平 

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3.特殊病例研究 

研究符合相关法规和医学伦理要求，尊重病人知情权 

研究对象明确，使用专业领域公认的诊断标准 

数据资料全面、翔实、准确、可靠、完整 

运用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对特殊病例进行系统研究 

提出的临床诊断和治疗原则，对类似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4.疾病机制研究 

研究内容符合相关法规和医学伦理要求 

研究对象明确、诊断标准一致/实验动物符合要求 

有对照设计，研究的样本量符合专业要求 

数据资料全面、翔实、准确、可靠，指标具有可比性 

运用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揭示、发现疾病的新机制 

发现疾病的新机制，提高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 

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对类似研究有启示意义， 

5.医疗产品研发 

研究内容符合相关法规和医学伦理要求 

研究对象明确，产品性能或技术指标达到国家标准 

前期测试样本及数量符合专业要求 

有对照设计，收集数据全面、翔实、准确、可靠 

研发或改进的产品解决临床诊疗中实际问题，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产品性能先进，性能（或性价比）优于现有同类产品 

有自主的关键技术，产品具有潜在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6.综合/专题研究 

研究内容符合相关法规和医学伦理要求 

研究对象明确、诊断标准一致/实验动物符合要求 

有对照设计，研究的样本量符合专业要求 

数据资料全面、翔实、准确、可靠，指标具有可比性 

综合研究某疾病，提出疾病新的综合防治方案或原则 

专题研究某专门理论，有新的理论发现 

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或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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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形式与标准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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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021，南宁，广西医科大学 

黄尤艺，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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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在四证合一背景下如何加强临床

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规范学位论文形

式与标准。方法 通过成立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教育教

学信息员工作组，参与随班听课，临床轮转，填写反馈表，

论文撰写等方式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形式与标

准规范中存在的问题。 结果 通过优化课程设置，夯实理

论基础；注重临床教学与科研思维培养相结合；强化研究

平台，增强反馈机制三个方面提高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

通过规范选题要求、形式要求、内容要求、质量要求四个

方面，规范论文形式与内容。结论 加强临床科研能力的培

养和规范学位论文的形式与标准来提高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的规范化刻不容缓。 

【关键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学位论文；形式与

标准 

 

黄尤艺，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在

读，广西医科大学，从事广西医

科大学研究生院教育教学信息员

工作及消化道肿瘤机制研究。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form and standard of master's degree thesis 

in Clinical Medicine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how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standardize the form and standard of dissertations in the background of four-certificate 

combination. Methods：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working group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f 

Graduate School of 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 to participate in regular class attendance, clinical 

rotation, fill in the feedback form,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form and standard 

of the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s degree thesis. Results：by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etting, 

mailto:123942495@qq.com，17897710039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534 - 

 

strengthen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ombining clinical teaching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thinking,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platform and strengthening the feedback mechanism, the ability 

of clinical research of postgraduates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standardiz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opic selection, form, content and quality,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the paper should be standardized. 

Conclusion：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research ability and standardize the 

form and standard of degree thesis to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degree thesis. 

Keywords：Clinical medicine; Professional degree; Dissertation; Form and standard 

学位论文作为一种测量研究生能力的工具，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言，“在某种意义上，

学位是红绿灯，使学生车流通过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从学士直到博士学位，各级学位都起

着测量与奖励学习成绩的作用，它们影响着录取政策、课程内容以及在大学的学习期

限。”
[1]
19世纪中后期，学位论文的制度化基本成型，早期的学位论文成为评价和测量学生

科研能力的工具。20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造就学位制度呈现

出多元化发展倾向
[2]
。2007年，我国发布首批 5 个领域的专业学位标准，对学位论文提出

了 4 个评价维度：选题要求、形式要求、内容要求、质量要求。但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对专

业学位论文的形式与标准仍无明确的具体要求。2015 年起国家规定新招收临床医学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同时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确保合格毕业生可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和《硕士学位证》四证，简称“四

证合一”。四证合一背景下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着重强调临床轮转和临床

技能培训，疏忽了该类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导致学位论文形式与标准的多样化。广西医

科大学作为教育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批准的第一批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改革试点高校 64 所高校之一，不断探索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形

式与标准规范。 

一、 加强临床科研能力的培养 

（一）优化课程设置，夯实理论基础 

我校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主要分为专业公共课、专业核心课、非专业科、

选修课四大类，着重培养研究生医学信息检索、医学统计学、英语及临床流行病学等基础学

科，从理论基础上提高临床科研基础能力。但目前我校对专硕研究生的授课以网上自主学习、

周末集中学习为主。从形式上来说网上自主学习虽然灵活简便，但师生缺乏交流与互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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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教师对学生学习思维的启迪。周末集中学习时间短，不利于教师对学科的深度讲解，导

致学生容易出现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注重培养

研究生临床科研基础能力，增加临床科研思维能力培养的课程，减少非专业课程，采用实地

教学与网上教学相结合方式，平衡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能力、科研思维与临床技能、临床培

训，以培养出会看病、会研究的医学专门人才为目标。 

（二）注重临床教学与科研思维培养相结合 

以科室为单位，定期召开疑难病例、罕见病例讨论会，培养研究生科研思维及科研警

惕性。作为一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长时间的临床轮转，有机会接触到病例种类较为齐

全，疑难病例，罕见病例也时有接触，通过参加疑难病例、罕见病例讨论会，提高科研警

惕性，主动挖掘科研材料。以导师牵头，定期（两周一次）召开研究生学术活动会议，强

调人人参与，人人思考，人人获益为原则，病例研讨与文献研讨相结合，重点关注本专业

热点问题、前沿问题，紧跟时代的步伐，以理论联系实际，加强研究生文献阅读理解、科

研思维培养，提高研究生科学研究的兴趣与临床科研思维能力。 

（三）强化研究平台，增强反馈机制 

为加强对研究生教学工作的信息反馈，及时了解教师和学生教与学的状况，了解我校教

育教学及教学管理的动态信息，进一步完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学生参与教育

教学管理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主体作用，实现教育教学全过程的有效监控，经学校研究

决定成立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教育教学信息员工作组。为培养出会看病、会研究的医学专

门人才，研究生院采用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表（临床病例讨论评分表）表

1、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表（教学查房评分表）表 2、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

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表（临床手术操作指导评分表）表 3，来加强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与学的

监督，加强研究生临床技能与培训，提高临床科研思维与能力。 

表 1   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表 

（临床病例讨论评分表） 

医院：                                  科室： 

指导教师（职称）：                     讨论病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扣分理由 

教学准备 

（15分） 

提前做准备：教师选择有代表性

典型性病例向学生整体介绍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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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并准备能引导学生参与讨

论的问题。 

教学目标 

（15分） 

重视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培养，对

教学内容掌握良好，教学设计合

理，教学目标明确。 

  

临床分析

（25分) 

能结合病例综合分析收集的资

料，组织学生讨论，学生讨论时汇

报病史，由学生针对讨论要点阐

述自己的观点或疑点，积极主动

地作讨论分析发言。结合国内外

有关文献，力求联系实际，解决本

病例存在的具体问题，引导学生

正确诊断和鉴别诊断或制定治疗

计划。 

  

启发教学

（15分） 

病例讨论时互动式教学运用得

当。指导教师按照预先的教学设

计，在讨论中积极引导学生发言

和正确思维，教学效果好。 

  

归纳总结

（20分) 

对讨论情况全面总结，形成文字

材料，记入医院教学档案。学生根

据讨论情况，复习理论知识，及时

消化吸收。 

  

为人师表

（10分） 

医德医风，教学、学习工作态度，

临床思维等。讨论中不急不躁，谈

吐温雅，着装整洁大方。 

  

教学管理 
教学设施设备、教学内容安排、科室的教学

管理、学术氛围等情况。 

 

总体评价：评价最终得分及对应评价等级：90 分以上为

优，89-80 分为良，79-70分为中，69-60分为及格，60

分以下为不及格。 

总得分  

等级  

研究生信息员对病例讨论内容或其他方面的具体意见或建议：      

研究生信息员签名：日期： 

表 2  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表 

（教学查房评分表） 

医院：                                  科室： 

指导教师（职称）：                     查房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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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扣分理由（必写） 

教学准备 

（15分） 

选择合适病例，熟悉患者病情，掌握查房的

基本流程，预先复习相关知识，与患者事先

沟通等。 

 

 

教学目标 

（15分） 

教学目标明确，重视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培

养，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熟悉、了解，教学设

计合理。 

 

 

床旁内容 

（30分） 

1．询问病历演示；2．体格检查演示；3．检

查单结果解读；4．影像片的解读；5．病例

特点介绍；6．目前患者状况；7．治疗方案

介绍；8．相关床旁操作的讲解 

 

 

启发教学 

（15分） 

结合病例介绍病因、诱因、发病机制，提问

解剖/生理/病生要点，介绍相关前沿研究

结果，建议阅读相关资料和进一步思考的

问题。 

 

 

归纳总结 

（15分) 

回顾教学目标，梳理患者病情，总结优缺

点，建议改进方法。 
 

 

为人师表 

（10分） 

医德医风，教学、学习工作态度，临床思维

等。 
 

 

教学管理 
教学设施设备、教学内容安排、科室的教学管理、

学术氛围等情况。 

 

总体评价：评价最终得分及对应评价等级：90 分以上为优，89-80

分为良，79-70分为中，69-60 分为及格，60分以下为不及格。 

总 得

分 

 

等级  

研究生信息员对临床查房内容或其他方面的具体意见或建议： 

研究生信息员签名：日期： 

表 3  广西医科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督导检查表 

（临床手术操作指导评分表） 

医院：                                  科室： 

指导教师（职称）：                     手术名称：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得分 扣分理由 

教学准备 

（15分） 

选择合适病例，熟悉患者适应症、禁忌症，

了解患者病情，掌握手术操作要点，预先复

习相关知识。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538 - 

 

教学目标 

（15分） 

教学目标明确，重视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培

养，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熟悉、了解，教学设

计合理。 

 

 

手术操作 

（30分) 

1.手术基本操作规范、临床经验丰富。2.详

细讲解术中注意点及术后并发症。3.术后

处理情况，包括医嘱、手术记录等。4.教学

技巧与理论知识相联系。 

 

 

启发教学 

（15分） 

结合手术操作程序介绍疾病病因、诱因、发

病机制，提问解剖/生理/病生要点并解答，

介绍相关前沿研究结果，建议阅读相关资

料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归纳总结 

（15分) 

回顾教学目标，梳理患者病情，总结手术操

作要点。 
 

 

为人师表 

（10分） 

医德医风，教学、工作学习态度，临床思维

等。 
 

 

教学管理 
教学设施设备、教学内容安排、科室的教学管理、

学术氛围等情况。 

 

 

总体评价：评价最终得分及对应评价等级：90 分以上为优，89-80

分为良，79-70分为中，69-60 分为及格，60分以下为不及格。 

总得分  

等级 

 

研究生信息员对临床查房内容或其他方面的具体意见或建议： 

研究生信息员签名：日期： 

二、 规范学位论文的形式与标准 

（一）选题要求 

研究生导师作为专硕研究生的第一负责人，对其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具有督导责任，应当

做到“三勤”：即勤询问、勤指导、勤把关。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和研究经验给予每名学生以

适当临床科研指导，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分析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学生应当围绕

导师的研究方向，大量阅读相关文献，挖掘研究课题的创新点。 

（二）形式要求 

可根据课题方向选择适合的形式。单个病例报道研究，要求研究生详细记录个案病例的

病情变化及诊治情况，事先做出理论假设，灵活调整研究步骤，深入分析病例，最终得出创

新性的研究结论和体会。多个病例分析研究，要求对病历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指明研究意义，

研究过程中注意偏倚控制并提出改进措施。以试验组和对照组分类进行的临床研究要制订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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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纳入和排除标准，找出研究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确保研究科学性；在统计学处理正确的

基础上做出专业的点评，总结研究成果
[4]
。 

（三）内容要求 

学位论文应用中文简体字撰写，字数在 3 万字以上。论文内容应立论正确，层次分明，

数据真实，言简意赅，有理有据。主要由以下九个部分构成：1.封面，2.目录，3.中文摘要，

4.英文摘要，5.前言，6.论文正文，7.参考文献，8.附录，9.综述。具体要求如下：（1）采

用研究生院规定的统一封面。封面上要求填写学位类别：专业学位硕士、所学专业、研究方

向、学位论文题目（论文题目不得超过 36 个汉字）。（2）目录需将文章的章节标题有序排

列，标题应简单明了。（3）中文摘要需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体现科研工

作的核心思想。内容应包含本项科研工作的背景和目的、方法、结果、结论。重点突出学位

论文中具有创新性的成果。字数要求在 400字左右。（4）英文摘要内容应与中文摘要基本相

对应，符合英语语法，语句通顺。（5）前言是对论文目的性和重要性的论证，应综合前人在

相关方面的工作成果及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行分析、论证和评价，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或探索

的问题，以及本论文所要解决的问题。（6）正文是论文的主体，一般由标题、文字叙述、图、

表格构成，主要包括实验材料、实验方法、统计学方式以及经过整理加工的实验结果和讨论

等。（7）参考文献应在各章节末尾或正文末尾依次列出。在引用别人的科研成果时，应在引

用处加以说明，避免论文抄袭现象的发生。（8）附录：主要列入正文内重复性数据图表；论

文使用的缩写及说明等
[2]
。 

（四）质量要求 

研究生学位论文作为研究生能力的测量工具，应当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创新性、可行性，

能充分表明其具有应用科研成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 讨论 

随着社会时代的飞速发展，为了紧跟时代步伐，适应社会的变化，培养出会看病、会科

研的医学专门人才是大势所趋。自 2015 年起新招收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都要在

临床轮转不少于 33 个月的时间。在侧重对专硕研究生临床技能培训的情况下，研究生论文

水平残次不齐，形式多样。本文指出如何在如此高强度的临床技能培训下，通过优化课程设

置，夯实理论基础、注重临床教学与科研思维培养相结合、强化研究平台，增强反馈机制三

个方面提高研究生临床科研能力；通过规范选题要求、形式要求、内容要求、质量要求四个

方面，规范论文形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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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论文发表情况 

影响因素分析 
周祁 李萍* 

200070，上海，同济大学 

通讯作者 李萍，pls333@tongji.edu.cn，66075306 

【摘要】目的：探讨影响临床医学同等学力硕士研究

生发表论文情况和科研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方法：采取

横断面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法对 274名临床医学同等学力硕

士研究生进行学习、工作、生活、社会环境等方面，46个

相关问题的调查研究与分析。结果：Spearman相关分析：

研究生发表论文与入学年份，就读前文章发表情况，团队

科研氛围，阅读外文文献占比，读博士意愿等因素间存在

不同程度的相关（p<0.05）。多项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

析：读博意愿越强、入学年份越长、就读前发表文章越多、

与导师交流频率越高、团队科研氛围越浓厚、则发表 SCI

文章的可能性越大。结论：良好的学前基础、科研氛围、

导师指导及自身努力是临床医学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发

表高质量论文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临床医学；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论文 

 

周祁，2003年本科毕业于第二军

医大学临床医学系，2011年获得

同济大学临床医学硕士学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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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实践教学，医学教育和人文心

理等方面的研究。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注册员工援助师。参编

“十一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物

规划试听教材 3 部；第一作者发

表 SCI 收录学术论文 6 篇，其他

核心期刊论文十余篇，主持校级

研究生教改课题 1项。 

An analysis of the paper publication factors of the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with 

the same level in clinical medicine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ublication and research ability 

of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with the same level in clinical medicine. Metho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274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with the same academic level in clinical medicine,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published papers and research ability were analyzed. Results: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e level data show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t degrees of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publication of research papers by master students with the same academic 

level and the enrollment year, the publication of articles before study, the research atmosphere of 

the team, the proportion of reading foreign literature, the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to study for a 

mailto:pls333@tongji.edu.cn，6607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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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toral degree (p<0.05). Multiple classifica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lated 

factors for publishing SCI articles included: willingness to continue studying for doctoral degree, 

publication of previous articles, year of enrollment,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with tutors and 

team research atmosphere. The stronger the intention to pursue a doctoral degree, the longer the 

year of admission, the more articles published before study, the higher the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tutor and the stronger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tmosphere of the team, 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of publishing SCI articles.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series included: the research atmosphere of the team and publication of articles before study. The 

stronger the research atmosphere of the team and the more articles published before the study, the 

higher the possibility of publishing Chinese articles。Conclusions：Good pre-school found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tmosphere, tutor guidance and their own efforts are the main factors related to 

the publication of high-quality papers by graduate students of the same academic level in clinical 

medicine. 

Keywords: clinical medicine；master's degree students with the same level；published papers 

1985 年我国开始试点进行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1]。我校医学院

于 2001年开始招收第一批临床医学专业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一共历经 13年，培养了一批

在职医生身份的硕士研究生。和全日制研究生相比，他们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学习和科研

时间短、本职工作压力大、科研基础相对薄弱、延期毕业率高等[2]。绝大多数同等学力研究

生都表示科学研究及论文发表是他们在读期间的最大压力源[3]。本研究旨在了解同等学力

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发表论文情况，进一步讨论其可能的相关影响因素，为将来探索新的研

究生科研培养模式，更好地提高和促进在职研究生培养质量奠定基础。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校医学院 2010 - 2013级同等学力共 428名硕士研究生，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了

其中 300名不同年级、班级，不同专业方向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所有学生对本研究均知情

同意。 

（二）研究方法 

1.本研究采用个人访谈和问卷调查方法。 

随机抽样 30名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化访谈，调查学生在培养和申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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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过程中的困难和需求，以及科研论文发表和课题申请情况等。    

2.发放、填写自命题问卷“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培养情况调查”。 

调查内容涵盖与入学相关的个人信息、学习方面（课程内容、对教学要求、文献阅览、

撰写文章、课题设计等）、工作、生活及社会环境等方面[4]，46 个相关问题，每题 5-6 个

选择答案。 

3.收集材料与分组。 

根据调查结果里面的学生作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公开发表论文情况分为 3 组：发表

SCI论文、发表中华系列论文、发表其他期刊论文。 

二、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9.0统计软件包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用的统计学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

分析、Spearman相关分析、多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三、结果 

（一）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放问卷 300 份，有效回收问卷 274份，分别来自本校医学院 2010 - 2013四个不

同年级的同等学力硕士学生，其中男生 126人（45.99%），女生 148人（54.01%）；有效问

卷回收率为 91.3%。本科毕业院校来自同济大学 42 人（15.33%），其他 985 或者 211 高校

111 人（40.51%），其他普通高校 121 人（44.16%）。问卷调查中研究生在读期间最主要的

困难排前几位的是：论文撰写与发表 183 人（66.79%）、课题设计 166（60.58%）、本职工

作的压力 159（58.03%）。 

（二）科研项目和发表论文情况 

参与本研究的 274 名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中，有 15人获批国家级项目，10 人主持省部级

项目，41人主持市/局级项目，79人获批区级科研项目，34人获批校级项目，绝大多数的研

究生（173人）主持的是院级科研项目。作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发表 SCI 论文共 53 篇，

发表中华系列科研论文共 66篇，发表一般核心 A类论文，共 205篇。详见表 1。 

表 1我校医学院 274名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获批科研项目与论文发表状况（%） 

科研项目 类别 研究生 

 

 

 

 

获批科研项目（主持） 

国家级项目 5.47% 

省部级项目 3.65% 

市/局级项目 14.96% 

区级项目 28.83% 

校级项目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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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级项目 63.14% 

 

第一/通讯作者论文 

SCI收录论文 19.34% 

中华系列论文 24.09% 

其他核心 A类论文 74.82% 

其他期刊论文 20.44% 

（三）科研论文发表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经数据等级资料 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科研论文发表与下列因素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

相关关系（p<0.05），包括入学年份，就读前文章发表情况，团队科研氛围，阅读外文文献

占比，是否愿意继续读博士。发表论文情况与年龄、阅读文献量和导师交流频率等相关性无

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我校医学院 274名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发表科研论文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Sci 组 中华类组 其他组 合计 相 关 系

数 

P 值 

性别       

男 28(52.8%) 24(46.2%) 73(43.2%) 125(45.6%)   

女 25(47.2%) 28(53.8%) 96(56.8%) 149(54.4%)   

年龄（岁） 38.70±4.48 38.29±3.76 37.92±3.63 38.14±3.83   

年龄分组     -0.054 0.370 

<35岁 7(13.2%) 5(9.6%) 28(16.6%) 40(14.6%)   

35-40 岁 31(58.5%) 33(63.5%) 96(56.8%) 160(58.4%)   

40-45 岁 8(15.1%) 10(19.2%) 36(21.3%) 54(19.7%)   

45 岁以上 7(13.2%) 4(7.7%) 9(5.3%) 20(7.3%)   

入学年份     0.225 0.000 

2010 9(17.0%) 2(3.8%) 9(5.3%) 20(7.3%)   

2011 9(17.0%) 14(26.9%) 18(10.7%) 41(15.0%)   

2012 20(37.7%) 14(26.9%) 51(53.8%) 85(31.0%)   

2013 15(28.3%) 22(42.3%) 91(53.8%) 128(46.7%)   

就读前文章发

表情况 

    -0.166 0.006 

0 篇 13(24.5%) 10(19.2%) 55(32.5%) 78(28.5%)   

1-2篇 28(52.8%) 32(61.5%) 99(58.6%) 159(58.0%)   

3-4篇 4(7.5%) 10(19.2%) 11(6.5%) 25(9.1%)   

5 篇以上 8(15.1%) 0(0.0%) 4(2.4%) 12(4.4%)   

团队科研氛围     0.146 0.015 

非常浓厚 24(45.3%) 14(26.9%) 48(28.4%) 86(31.4%)   

比较浓厚 13(24.5%) 26(50.0%) 54(32.0%) 93(33.9%)   

有一定 12(22.6%) 10(19.2%) 40(23.7%) 62(22.6%)   

尚有欠缺 4(7.5%) 2(3.8%) 24(14.2%) 30(10.9%)   

完全没有 0(0.0%) 0(0.0%) 3(1.8%) 3(1.1%)   

阅读外文文献

占比 

    -0.123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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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 4(7.5%) 15(28.8%) 45(26.6%) 64(23.4%)   

26-50% 24(45.3%) 20(38.5%) 67(39.6%) 111(40.5%)   

51-75% 17(32.1%) 16(30.8%) 43(25.4%) 76(27.7%)   

76-100% 8(15.1%) 1(1.9%) 14(8.3%) 23(8.4%)   

科研时间占比     -0.044 0.469 

<10% 4(7.5%) 7(13.5%) 16(9.5%) 27(9.9%)   

10-30% 32(60.4%) 32(61.5%) 109(64.5%) 173(63.1%)   

31-50% 10(18.9%) 13(25.0%) 39(23.1%) 62(22.6%)   

>50% 7(13.2%) 0(0.0%) 5(3.0%) 12(4.4%)   

就读博士意愿     0.244 0.000 

强 25(47.2%) 10(19.2%) 30(17.8%) 65(23.7%)   

比较强 21(39.6%) 16(30.8%) 60(35.5%) 97(35.4%)   

一般 4(7.5%) 17(32.7%) 45(26.6%) 66(24.1%)   

不太足 2(3.8%) 7(13.5%) 23(13.6%) 32(11.7%)   

完全没有 1(1.9%) 2(3.8%) 11(6.5%) 14(5.1%)   

（四）影响发表科研论文的相关因素多分类 logistic回归分析 

我校医学院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的生源基本来自各大附属医院及相关教学医院的在职职

工，参照各家医院对医生科研成果的奖惩相关规定[5-6]，将发表文章的期刊类目做了划分

并进行分组：SCI组、中华系列杂志组、其他核心期刊组；进一步进行多项分类 Logistic回

归分析，将上述 Spearman 相关分析中有相关意义的自变量全部纳入多元回归方程。再根据

专业考虑，同时纳入下列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毕业院校，就读原因，个人兴趣，文献

阅读量，科研时间占比 ，与导师交流频率，导师对小论文指导情况，导师对学位论文指导情

况。具体结果详见表 3。 

表 3我校医学院 274 名同等学研究生发表科研论文的相关因素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局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B 

标准误 Wald P OR 95%CI 

发 表 SCI

论文组 

入学年份 -0.650 0.201 10.482 0.001 0.522 0.352-0.774 

就读前文章发

表情况 

0.942 0.260 13.171 0.000 2.565 1.542-4.266 

导师交流频率 0.703 0.290 5.888 0.015 2.019 1.145-3.561 

就读博士意愿 -0.985 -0.985 17.326 0.000 2.565 1.542-4.266 

团队科研氛围 -0.417 0.212 3.875 0.049 0.659 0.435-0.998 

发表中华

系列杂志

论文组 

入学年份 -0.358 0.192 3.501 0.061 0.699 0.480-1.017 

就读前发表文

章情况 

0.584 0.247 5.598 0.018 1.794 1.105-2.910 

导师交流频率 -0.070 0.266 0.069 0.792 0.932 0.554-1.569 

就读博士意愿 -0.308 0.182 2.880 0.090 0.735 0.515-1.049 

团队科研氛围 -0.630 0.218 8.321 0.004 0.533 0.347-0.817 

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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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发表论文情况受多种因素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

析显示，发表 SCI文章的相关因素有：是否愿意继续就读博士、就读前文章发表情况、入学

年份，与导师交流频率，团队科研氛围。读博意愿越强，入学年份越长，就读前发表文章越

多、与导师交流频率越高，团队科研氛围越浓厚，则发表 SCI文章的可能性越高。发表中华

系列文章有关的因素有：团队科研氛围、就读前文章发表情况。团队科研氛围越浓厚，就读

前发表文章越多，则发表中华类文章的可能性越高。不难看出，两组之间的相同因素有两点：

就读前发表科研论文数量情况，是否愿意继续就读博士。和发表一般核心期刊论文的对照组

相比，发表更高水平的的中华系列杂志和 SCI 文章，和该硕士就读前的科研能力水平相关，

而且这样的学生，也往往伴随着更强烈的进一步获取更高一级的博士学位的意愿。 

SCI 组有别于中华系列组单独的相关影响因素有：入学年份，与导师交流频率，团队科研

氛围。可以提示我们除了时间上的积累之外，导师和科研团队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职研究

生不同于全日制研究生，其在学习之余还有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我们这次调查报告显示 155

（56.57%）的学生在遇到压力的时候会选择求助导师，找家庭成员和朋友诉说分别为 122

（44.53%）和 123（44.89%），建立良好的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营造和谐的科研平台

和团队氛围[7]，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学生在求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压力，有助于发表高水

平的学术论文。 

五、结论 

医学专业的同等学力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存在论文撰写与发表有困难与压力的问题

[8]，本研究结果提示，发表高水平的科研论文和学生主观及客观方面多个因素存在统计学

意义上的相关。学生本人可以多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强科研意识，开拓科研视野，

培养自己对科研的热爱；学校管理者可以从客观层面为研究生提供更加良好的科研平台，提

高导师的业务素质和科研创新能力[9]，建立规范完善的师生交流机制，关心和理解在职研

究生的生活和学习，给以一定的排解压力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指导，因材施教，更好地帮助他

们成长和进步，提高在职研究生的总体科研水平和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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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论文质量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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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论文

质量现状，为提高其培养质量提出建议。方法以北京大学

医学部 2016-2018 年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论文选

题及评阅结果为研究对象，采用 SPSS20.0 进行统计学分

析。结果博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来源主要是应用型研究；

评阅专家对其论文创新、论文内容及书写规范等方面的评

价较低。结论建议高校及导师明确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培养

定位，充分重视学位论文质量，注重临床实践训练的同时

不能降低其学术性要求。 

【关键词】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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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quality status of M.D and S.M.D dissertations. 

Abstract：Objective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training quality,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D and S.M.D dissertations. Methods The dissertations of  

M.D and S.M.D in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Center from 2016-2018 were chosen as subject .The 

questionnaire were summarized with SPSS 20.0. Results The selecting topic of M.D and S.M.D 

dissertations were mainly applied research. The dissertation reviewers have a low opinion on the 

innovation, content and writing standard of these dissertations.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universities and tutors should make clear the orientation of M.D training,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quality of dissert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clinical practice training, while not reducing its 

academic requirements. 

Keywords：Doctor of Medical Degree; dissertation 

我国自 1998年设置临床/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类别，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得到了迅速

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极大地提高了临床医疗诊治水平。“共建共

享、全面健康”的健康中国战略主题，对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提出了迫切需求，医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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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生规模不断增长。但质量还是不够高，存在一定的问题，据相关数据统计，有三分之

一的专业学位论文质量较差，离合格标准还有一定差距[1]。本研究基于对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6-2018年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及匿名评阅结果的分析，为提高医学博士

专业学位论文质量提供参考建议。 

一、对象及方法 

1.研究对象 

2016-2018年共有 1006人申请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其中 416人参加了答辩前

匿名评阅，收回专家评阅意见 1122份。 

2.统计方法 

采用 EPIDATA3.2 录入数据，SPSS20.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结果 

1.学位论文选题来源及类型 

由图 1-2可见，一半以上的博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为应用型研究，选题来源为非立项及

其他院级自设课题等。 

16.2

61.0 

19.7

3.1

图1 专业学位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类型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综合研究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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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位论文匿名评阅结果  

83.9%的博士专业学位论文总评为良好及优秀。由表 1可见，7个分项指标中，评价较差

的前三项分别为论文创新（3.3%）、论文内容（2.2%）、写作规范（0.9%）。 

表 1 近三年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论文匿名结果 n（%） 

 优 良 中 差 

论文选题 463(41.3) 539(48.0) 112(10.0) 8(0.7) 

文献综述 404(36.0) 588(52.4) 123(11.0) 7(0.6) 

论文创新 177(15.8) 638(56.9) 270(24.1) 37(3.3) 

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 406(36.2) 562(50.1) 145(12.9) 9(0.8) 

论文内容 341(30.4) 571(50.9) 185(16.5) 25(2.2) 

学术道德 567(50.5) 484(43.1) 68(6.1) 3(0.3) 

写作规范 424(37.8) 572(51.0) 116(10.3) 10(0.9) 

总体评价 351(31.3) 590(52.6) 166(14.8) 15(1.3) 

3.论文不足意见汇总分析 

对 1122份评阅意见中专家提出的不足进行概况分析，发现 “论文内容”相关问题出现

频次最多（72.5%），主要是实验数据不充分、论证不充分、结果分析不全面等；其次为“论

文创新性”（42.2%），主要包括研究方法不成熟、回顾性研究/单中心研究、样本量不足等；

第三是写作规范（33.9%），包括语言文字错误、表达欠准确、图表格式不规范等。 

三、讨论 

从近三年的学位论文匿名评阅结果看，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论

文得到了同行专家的认可，80%以上评阅专家对于论文的总体评价为良好及优秀。但相比学

术学位博士学位论文，专业学位论文质量仍存在一定差距，需要引起高校及导师的重视。 

1.强化导师及研究生对学位论文撰写的重视程度 

学位论文水平是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中

22.4 

9.3 

2.1 
30.0 

36.2 

图2 专业学位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来源

国家级 省部级 横向合作 非立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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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最大的指标[2]。学位论文质量与学校、学科、导师以及研究生本身等因素有着紧密的联

系。尤其作为研究生培养质量第一责任人的导师及执笔撰写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对学位论文质

量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调查发现，所有论文不足意见中，三分之一为论文撰写规范问题，

如表达欠准确、语言文字错误较多；书写格式不规范；参考文献格式不规范；英文缩略词或

学术名词陈述不规范等。这些问题都反映了研究生对学位论文撰写的不重视，导师没有发挥

很好的指导、监管作用。为尽量减少此类问题，建议①通过举办论文撰写主题沙龙、开设相

关课程等，帮助学生完成学位论文撰写；②充分利用信息化建设，健全导师动态管理机制，

将学位论文抽检结果、优博论文、学术不端等指标纳入动态调整因素，出现“存在问题论文”

应暂停导师招生资格；③学位论文质量与招生资源挂钩，奖优惩劣；④对于出现“存在问题

论文”导师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或通报，让导师切实体会到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性。 

2.加强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科研训练 

本调查发现，专家对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论文创新的评价相比其他方面较低，

针对科学研究能力方面提出的不足也较多，可见此类博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尚未达到社会对

他们的预期。在诸多影响专业学位论文质量的因素中，科研环境占有很大比重[3]。另外调查

结果显示，博士专业学位论文来源主要是一些横向、非立项课题，以往的研究也发现，1/3的

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认为“导师临床工作繁忙无法得到很好的指导”为其在科研工作中遇

到的困难之一[4]。随着医教协同政策的推进，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培养与专科医师

规范化培训的有机衔接，在提高临床实践能力的同时，更容易出现“重临床、轻科研”现象，

最终会影响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出现“短腿”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卫生医疗人才的需求已不再仅仅局限于会看病的医生。新

形势下，临床/口腔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已定位于培养具有较高专科临床水平及科研创新能力，

具有一定国际竞争能力的行业领军人才。为培养“科学家型医师”，建议①改革人才选拔机

制，加入科研能力及人文素养等方面的考核，以期选出具有科研潜力且适合“5+3+X”模式

中后续 X年培养的优质生源。具体做法可借鉴国外一些大学的做法，比如让申请者提供一份

研究计划，以体现申请者对实践的反思，选择应用适当研究方法的能力和对实践能够做出显

著贡献的潜力等[5]。②科研训练贯穿培养全过程。为保证学生的科研训练，培养方案中明确

要求不少于半年的脱产科研训练，但这并不说明学生只有在这半年的脱产时间里从事科学研

究，而应在已确定进入博士阶段培养时（硕士三年级第一学期末），提前介入临床研究，进

行文献综述撰写等，充分利用临床工作业余碎片化的时间进行科研工作，科研训练贯穿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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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开题、中期汇报及预答辩环节要求必须有流行病或统计学专家参与，给予全程指导。

③定制特色课程体系。课程体系是研究生教育的核心，是研究生获得知识和能力的主要途径，

为将来职业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临床医师在工作中经常面临着缺乏科研思维、不懂研究方法

的困境，对于临床实践中很好的选题不知如何升华为科学问题。建议学校在完成教育部对博

士学位课程总体框架的要求下，强化专科前沿知识与技术、临床研究方法的课程培养，开设

临床研究方法学等系列课程，以临床具体研究问题为导向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即

结合临床具体问题或研究案例讲授临床研究设计方法，加强学生临床科研思维的训练。 

3.完善论文评价机制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虽已开展 20 多年，各高校结合自身特点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但由于目前高校绩效评估、职称评审等考核中更偏重于科研指标，

在具体培养过程中，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部分高校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标准向学术学

位研究生培养标准靠拢[6]，部分导师在实际指导中对两种类型研究生的要求基本一致，论

文评阅使用同一版评价标准。但同时，也有部分高校及导师严格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

为导向，坚持分轨培养，对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更加注重临床实践训练，对学位论文的要求

也低于学术学位博士。那么在论文评阅过程中就会出现矛盾，很多评阅专家会以学术学位博

士的标准来审阅专业学位博士论文，这也使得导师对返回的评阅意见不认可，甚至开始质疑

所在学校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是否正确，使得论文评阅作用大打折扣。 

基于以上问题，建议①探索改革论文评阅机制，不能一味通过匿名评审方式来把关。可

借鉴国外一流院校的成熟经验，试行论文评阅实名制，评阅人较早参与，与导师成立“论文

指导委员会”，对论文撰写进行更深层的指导与帮助，同时评阅人及评阅意见面向全社会公

开，增强导师及评阅人责任意识。②建立统一论文评价体系。目前专业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尚

未形成国家标准，还处于摸索阶段。为规范专业学位论文书写，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杂志社组

织高校专家研讨确定了《专业学位论文写作指南》，给高校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规范。同

时建议医学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专家，制定科学规范统一的论文评价体系供各高校

参考，对推动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挥很好的引导作用。③建议完善论文修改监督机制，

确保研究生按照论文评阅人及答辩委员意见对论文进行了修订补充，将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

作用发挥到实处。  

4.充分发挥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作用 

学位论文经过评阅、答辩委员会审核后，还需经过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以下简称“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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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的审核。学位分会一般以一级学科为基础设置，委员对本学科的学位论文相对熟悉。

基于目前考核评估机制，学位分会在审核学位授予问题时，往往更关注学生发表的论著，反

而忽视了学位论文质量本身。建议①学位分会委员全程参与博士专业学位论文答辩会，熟知

本学科的学位论文内容；②学位分会讨论学位授予问题时，重点审核学位论文质量，高度重

视答辩前学位论文评审意见，逐本审查评阅意见出现“差”或评阅意见为“修改后重新送

审”、“不同意答辩”的学位论文。 

新形势下，在深入推进医学博士专业学位培养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衔接的同时，

注重临床科研能力的训练，多举措提升学位论文质量，提升将临床实际问题转化为科学问题

的能力，使毕业生真正成为“科学家型”医师及临床医学的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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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教协同改革，论文质量保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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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等的集中

体现，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由论文质量内部管理和质

量监督与反馈两部分构成。本文主要通过对比大连医科大学医

教协同改革前后两年学论文盲审情况，同时结合辽宁省教育厅

对高校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的外部质量监督。提出医学院

校保障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对策与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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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ntermeasures of Paper Quality Assur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form of Medical Education United with College Education-----Taking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bstract:The dissertation is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training quality.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of postgraduate’s dissertation  

consists of two parts: internal management of thesis quality and quality supervision as well as  

feedback. This paper mainly compares the concealed evaluation of academic papers in two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of medical education united with college education in 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 combined with the external quality supervision of the casual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of postgraduate dissertations by the Educational Department of Liaoning Province. This paper p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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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dissertation of clinical 

medicine postgraduates.  

Keywords: Degree in clinical medicine;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degree's dissertation；the 

level and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e most appropriate strategy； 

2015年，国家进入十三五发展规划时期，研究生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
[1]
。医学类院

校进入“医教协同改革”的开局之年
[2]
。我校遵循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围绕“质量”提

升这一主题，通过研究生信息管理平台，加强过程管理，在培养各环节下功夫，健全质量保

障体系，全面提高培养质量。 

我校论文质量保障制度由内部质量管理和外部监督评价构成。内部质量管理由科学合理

的选题、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答辩等环节，同时包括院系及联合培养单位学术环境、

研究生导师的科研水平等软实力及实验室条件、科研经费等硬指标。外部监督评价主要由答

辩前第三方学术不端检测、双盲评审和学位授予后的抽查评议构成。其中学位授予后的论文

抽查评议参考国务院学位办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和辽宁省学位委员会进行的全省学位论文抽

查评议。外部质量监督与反馈主要是答辩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监督，国家级、省级政府职

能部门开展的检查评估及学校自发论文盲审等质量信息反馈。为全方位无死角、客观、公正

的做好学位论文的评审保障授予质量，从 2016 年开始，我校拟申请答辩的研究生的学位论

文全部送审国家学位平台进行双盲评审。本文对比医教协同改革前（2016、2017 年）和后

（2018、2019年）统招硕士论文盲审结果并结合辽宁省学位办论文抽检情况进行分析，针对

医教协同改革，如何更好的保障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提出的一点思

考与经验。 

一、大连医科大学学位论文内部质量监控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同行评阅是有效保障学位授予质量的措施之一
[3]
。我校刚开始开展论

文同行评审工作时，评审专家由导师聘请，后由学位办统筹与医学院校互相评审。为了使论

文评审更加客观、公正，减少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自 2016年开始，拟毕业答辩申请学位的论

文全部依托第三方（国家学位中心论文送审平台）盲审，评审专家的由第三方的专家库匹配，

此举措无论是给研究生导师还是研究生本人均有一定压力，对提到学位论文的质量起到了督

促的作用。 

评审论文的程序与方法 

拟申请学位研究生需在申请答辩前约 50 天左右（春季常为 3 月初，秋季常为 10 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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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符合送审条件的论文从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上传，并录入研究方向和关键词的信息，便于

评审专家的选区，研究生导师查看论文后需在规定时间给与是否同意提交的查重外审的决定。

如同意，论文相关信息及论文会提交到二级学院或研究生联合培养单位，由二级学院审核必

须字段和送审信息完整后统一从管理系统中提交给研究生院学位办，学位办审核各二级学院

和联合培养单位汇总的申请信息，将论文进行统一的学术不端检测，检测通过后，上传论文

至送审平台进行论文盲审环节。在此过程中，如导师不同意提交论文进行查重外审，研究生

需在导师的指导下，修改到导师认定的可查重送审水平方可提交。如未能通过学术不端检测，

学生有一次修改的机会，修改后的论文按照原路径经过导师同意，院系提交，再次进行学术

不端检测，通过检测后，论文开始盲审。 

评价指标体系 

学位论文不仅反映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更是培养质量的重要体现
[4]
。科学合

理的评价体系，一方面可对研究生本人此阶段的学习成果进行评价
[5]
，另一方面，能及时发

现、反馈培养过程中的问题或某学科特有的问题，也是对学校学科发展的一种反馈机制。我

校现行的学位论文评价体系将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结合在一起。从选题与综述、创新性及论

文价值、基础知识及科研能力、写作规范性五个方面进行评价。专家需参照评价要素做出一

个整体的等级评价（优秀、良好、一般、较差），不需要具体打分，需在评审意见中提出确

切的评价意见，从操作层面提高评价体系的客观性和可靠性，最后论文评阅人需对论文是否

同意答辩提出意见并对论文的总结评价赋分。 

评审意见的处理 

专家评审意见为“同意答辩”和（或）“修改后答辩”，即论文评审通过，学位论文作

者可根据专家意见修改论文，经导师同意后申请答辩。 

专家评审意见为“修改后复审”，如学位论文作者预申请本次论文答辩，本人须经导师

同意后申请论文复审。学生和导师在管理系统中（“二次外审提交”模块）上传、提交复审

论文，提交时间原则上应于结果反馈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 

有一位专家评审意见为“不同意答辩”，如学位论文作者预申请本次论文答辩，本人须

经导师同意后申请论文复审，具体操作和时间要求同上。 

有两位及以上专家评审意见为“不同意答辩”，或“论文复审”未通过者，原则上取消

学位论文作者本次答辩申请资格。如本人对评审结果有异议，须经导师同意后向研究生院学

位办公室提交书面申请（写明异议具体理由并经导师签字确认），由研究生负责受理再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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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工作。 

定稿前最后的修改 

论文答辩后，研究生应当按照答辩委员会的和评阅人的修改意见认真的修改论文，经导

师同意后方可存档，同时需将论文修改情况说明一并与答辩材料归档到学术档案中。 

年度盲审结果的使用 

每年，学位办将本年度所有送审的论文的评价意见按照学生类别进行统计分析，同时反

馈给二级学院、招生办等部门，与招生指标、导师立德树人考评等联动起来。 

二、辽宁省学位论文抽检评价 

辽宁省学位办自 2011 年，开始对省内已经授予学位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进行抽检评议。

硕士论文抽检评议的结果纳入高校年度绩效考核指标，是研究生招生计划分配的重要考核指

标。 

抽检范围 

抽检论文的范围为上一年度 9月 1日-本年度 8月 31日授予学位的硕士学位论文。 

抽检原则 

上一年度抽检中有“存在问题学位论文”的导师所指导的论文；重点抽检新增学位授权

点首届毕业生的学位论文、新导师所指导的学位论文、指导研究生数量较多的导师所指导的

学位论文、非全日制攻读硕士学位者的学位论文及来华留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抽检程序 

随机抽取。省学位办在学位授予信息数据库中按抽检原则随机抽取，生成被抽检学位论

文名单。 

评审专家 

委托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组织抽检评议。（省内专家不得参评） 

评价体系指标 

由学位中心根据以往论文评议项目，结合辽宁省硕士学位论文抽检评议的实际要求，分

别对学术学位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分别涉及了不同的评价指标和评价要素，并分别制定了体

现不同专业学位类别（领域）特点的评价要素。 

评审结果的分析及处理反馈 

省学位办将所有抽检评议结果向全省的研究生培养单位公开，要求各学位授予单位认真

分析和梳理抽检评议结果。将其作为导师招生资格、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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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提出具有涉嫌剽窃抄袭的学位论文，需要严肃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对于连续 3年出现存

在问题论文且比例超过全省平均数，责令限期整改，并需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重点跟踪和

质量监控；连续 2年出现存在问题论文且比例超过全省平均数或出现多篇存在问题论文的单

位，省教育厅将进行质量约谈。 

三、结果分析 

1.大连医科大学学位论文盲审结果与分析 

表 1为 2016-2019 年统招硕士研究生论文盲审情况汇总情况。医教协同前后，论文送审

情况均较稳定。 

年份 学术学位送审篇数 专业学位送审篇数 

2016 256 793 

2017 256 836 

2018 368 719 

2019 350 895 

表 1.2016-2019 年统招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盲审情况 

由图 1 可看出，医教协同改革前后，硕士学位论文的盲审通过率均在 98%以上，且学术

型研究生的硕士论文一审通过率更高，较专业学位研究生高于 4个百分点。 

由图 2 可看出，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论文因盲审未通过而延期毕业的研究生逐年减少，

2019年，无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因论文盲审未通过而不能毕业，专业型硕士因论文盲审未能通

过需延期毕业的研究生略有升高趋势。 

 

图 1. 2016-2019年论文盲审通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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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6-2019 年因论文盲审未通过延期毕业率 

2. 辽宁省学位办论文抽检结果与分析 

图 3为辽宁省学位办对各层次研究生抽检情况，硕士研究生一直保存在 4.5%左右，同等

学力人员一直是论文抽检的重点人群。 

 

图 3.省学位办论文抽检人员分布（2016-2018年） 

图 3为辽宁省学位办对各层次研究生抽检情况，硕士研究生一直保存在 4.5%左右，同等

学力人员一直是论文抽检的重点人群。 

图 4-6 为统招硕士学位论文抽检情况，因 2016 年并无分项明细，故数据仅收集了 2017

和 2018 两年。由图 4 可知，学术型硕士的优秀学位论文显著高于省优秀率和专业型硕士，

且略高于校优秀率。由图 5可知，我校统招硕士学位论文整体情况较好，一般论文均明显少

于全省平均，且学术型硕士的学位论文好于专业型硕士。由图 6可知，我校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无“不合格”论文（三位专家评审有 1 位不合格，再送审两位专家，5 位专家中有一位专

家有认为不合格，为“不合格”论文；2 位以上专家认为不合格，为“存在问题”论文）。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还是存在 1位专家认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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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省抽检优秀论文情况（2017-2018） 

 

图 5省抽检一般论文情况 

 

图 6省抽检“不合格”论文情况 

四、思考 

2018年是医教协同改革首批毕业生，相较于之前培养模式，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少于临床

33个月的轮转，如何有效的解决临床实践与学位论文研究的关系，保证质的稳定，我校从导

师和学生两个主体出发。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6]
，我校定期通过导师培训的方式，强化导师立德树人

职责意识，提升带教指导能力，同时增加科研诚信、学术规范等专题培训，毕业前，针对论

文书写规范及我校毕业答辩相关流程，对毕业年级的导师和学生开展学位书写规范及近年论

文评审中遇到的问题开展专题讲座。 

研究生是培养的主体
[7]
，在课程设置上，入院前，我校采取集中班级授课，入院后，线

上增加科研思维与创新、文献检索、统计方法及论文写作课等，学生可利用自己得时间进行

学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授课方式，确保扎实做好研究生基本功的强化；在日常培养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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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开展导师与你面对面活动，邀请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进行创新思维、科学研究等相关经验

的分享。在论文开题环节，请统计学教授到各教学基地指导，进行现场指导。 

通过以上途径，在医教协同改革后，专业学位论文研究生盲审通过情况基本保持稳定，

较为有效的保障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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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德尔菲法构建护理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 

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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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应用德尔菲法构建护理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为评

价学位论文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 26 名从事护理领域专家为函询对象，应用德尔菲法

对构建的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 2轮函询。结果 经 2轮专家函询，

确定一级指标 6个，即论文选题、专业知识、文献综述、科研设计、论文写作、创新成果，

二级指标 22 个；并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专家权威系数 0.864，肯德尔协调系数

0.42(P<0.01)。结论 该评价指标体系获得专家认可，能作为评价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

文质量的标准。 

【关键词】德尔菲法；护理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Delphi method was used to construct the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aster's degree thesis in nursing  

Abstract: Object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Delphi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aster's degree thesis in nursing, It provides the basis for 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dissertation. Methods 26 experts engaged in the field of nursing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pondents, applied the Delphi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aster degree 

thesis of nursing, and two rounds of correspondence were also conducted. Results After 2 rounds of 

expert correspondence, Six first-level indicators were identified, including topic select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literature review, scientific research design, paper writing and innovative 

achievements,and there are 22 secondary indicators. Conclusi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as 

approved by experts, It can be used as a standard to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master's degree thesis in 

nursing. 

Keywords：Delphi method；Master of nursing; Dissertation;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近年来，随着高等医学教育的普及及护理学专业学位招生规模的扩大，护理学硕士的培

mailto:pingxing05@126.com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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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在高层次人才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越来

越广阔的发展平台
[2]
。研究生学位论文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结性成果

[3]
，其

质量高低不仅反映出本人的科研能力和综合水平，也是教育质量的集中体现。因此，要提高

对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重视。目前国内仅个别院校设立了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方法，

其评价标准不一，且没有考虑护理学培养目标及要求的特异性
[4]
。因此，本研究采用德尔菲

法，致力于构建全面客观、系统、有针对性的护理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评价

体系，为护理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管理提供客观量化的依据。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开展研究，由调查者制定调查问卷及系统

流程，采用背对背的通信方式征询专家组的意见，将专家组的意见进一步整理分析后，针对

上一轮的分析结果进行下一轮的意见征询；经过若干次上述步骤的重复，可以达到使专家组

成员的意见逐步趋于集中的目的，最终得出准确率很高的专家组集体判断结论
[5]
。采用方便

抽样法，在山东省内的医学院和各附属医院选择 26 名符合以下条件的专家作为函询专家：

①护理学专业研究生导师；②从事护理专业工作或者研究生教育工作年限 10 年以上，具有

硕士及以上学历，副高及以上职称；③有过护理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评阅经历；④对本研究有

较大的兴趣，积极回答专家咨询问卷并能坚持参与直到研究结束。开始前征求其是否同意参

与本研究，整个过程通过邮件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1.2研究方法 

1.2.1 函询问卷确定 在大量阅读和归纳护理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论文相关研究的基础上，

收集山东省内培养护理学硕士研究生院校的“护理硕士论文评阅书”，对所有指标进行归纳

整理和筛选，将共同出现的频率较高和操作性强的作为函询指标。同时对在校研究生和导师

进行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山东省内五所医学院校共发放 110 分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95 份，

有效率达 86.36％。为了深入了解护理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现状和论文评价过程各指标的

重要性，问卷要求受访者从 32 个护理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备选评价指标中选出认为重要且

必要的评价指标。调查结果发现对于论文质量的评价指标应侧重于论文逻辑结构、论文选题、

研究设计与理论创新性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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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两轮专家函询 

第 1轮专家函询：向专家提供初步拟定的问卷调查表。调查表包括 3部分：①问卷说明：

简要说明本研究的目的、研究意义、相关研究背景、问卷返回的截止时间及信息保密原则等

内容。②函询问卷主体：包括填表方式和注意事项，及论文评价质量指标，包括函询一级指

标、二级指标。指标重要性的判定采用 Likert 5点评分法，Likert 5点评分法即 1分为很

不重要、2分为不重要、3分为一般、4分为重要、5分为很重要，请专家判断指标的重要性，

并对不恰当指标进行修改、删减和相应指标的补充。③函询专家基本情况表：包括姓名、性

别、职称、工作年限、年龄、专业领域方向等基本资料。还包括专家对条目的熟悉程度、判

断依据和影响程度以及重要性评分。判断依据常规分为理论分析、实践经验、同行了解、直

观感觉，对专家判断影响程度的大小分为大中小３个层次，并分别赋值：理论分析（0.3，

0.2，0.1），实践经验（0.5，0.4，0.3），同行了解（0.1，0.1，0.1），直观感觉（0.1，

0.1，0.1）。根据第 1轮专家函询返回的修改建议和评分结果，研究小组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后形成第 2 轮函询问卷，专家进行新一轮的函询和评分，2 轮函询后，再次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专家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且较为可靠，从而结束函询并确立评价指标体系。 

1.2.3统计分析 

运用 Excel2012 和 SPSS21.0 对函询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性分析用均数、满分比表

示；专家积极系数用问卷回收率表示，回收率达到 50%是可以用于分析的基本比例。专家权

威程度用专家权威系数（Cr）来表示，为专家判断系数（Ca）和专家熟悉程度（Cs）的算术

均值，即：Cr=（Ca+Cs）/2
[6]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用指标赋值均数与满分比表示。对某条目

判断的专家意见协调程度用变异系数（CV），对所有条目意见的协调程度用专家肯德尔协调

系数（W）表示，其中变异系数越小，代表专家的意见一致程度高，变异系数＜0.25 为指标

可纳入指标体系的标准
[7]
，肯德尔协调系数越大，代表指标协调程度越高

[8]
。 

1.3可靠性评估 

表1 评价备选指标

1 选题背景的描述与分析 11 研究思路清晰 21 论文结构规范性 31 讨论具有针对性

2 选题目的明确 12 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22
数据收集、处理与分
析过程符合规范

32 论据详实有效

3 选题应用前景 13 实验研究过程 23 统计方法的准确性

4 选题具有创新性 14 前沿知识的把握 24
图文数据与文献标引
符合规范

5 专业知识的阐述与运用 15 工作难度与工作量 25 测量工具的科学性

6 文献资料阅读全面 16 资料数据的收集 26 研究结果的真实性

7 文献分析与综述分析 17 理论创新性 27 研究成果的创新性

8 方案设计科学 18 技术创新性 28
成果经济效益或社会
效益

9 研究假设有理论基础 19
分析问题逻辑清晰

29 成果的阐述与概括

10 研究方法的选取 20 论文写作能力 30 成果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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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专家基本情况 

向各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共选取的 30 名函询专家，通过邮件形式向专家发送函询问卷。

其中，1 名专家表示没有时间继续参加，另外 3 名没有收到专家们的回信，最终确定参加本

研究的专家为 26名（表 2）。  

 

德尔菲法选择专家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研究表明专家人数范围控制在 15~50 人为宜，

本研究 26 名咨询专家是来自山东省五所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院的护理教育、护理管理、临

床护理等领域相关专家、研究生导师，在硕士论文质量评价及构建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理论水平，符合研究所需条件。 

1.3.2专家积极系数 

用问卷回收率表示专家参与调查的积极程度，回收率到达 70%为非常好的比例。本研究

第一轮调查发出问卷 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6 份；第二轮函询发出问卷 26 份，回收有效问

卷 26份，问卷有效回收率分别为 86.67%和 100%。两轮中分别有 17名（65.4%）和 4名（15.4%）

专家提出了修改意见。 

1.3.3专家的权威程度 

权威程度系数(Cr)为专家判断依据自评(Ca)和专家熟悉程度自评(Cs)两者的算术平均

值，即 Cr=（Ca+Cs）/2。研究指出，专家权威程度大于或等于 0.7为可接受信度
[9]
。本研究

中，专家对函询问卷的判断依据作出自我评价，Ca值为 0.935。专家对函询问卷的熟悉程度

作出自我评价，Cs值为 0.792。因此专家权威系数 Cr=（Ca+Cs）/2=0.864，专家权威系数较

表2 专家基本资料（n=26）
项目 分类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3 11.54%
女 23 88.46%

年龄（岁）
<45 6 23.08%
45-55 18 69.23%
>55 2 7.69%

工作年限
<10 2 7.69%
10—20 14 53.85%
>20 8 30.77%

专业领域

护理教育 12 46.15%
护理管理 10 38.46%
临床护理 3 11.54%
其他 1 3.85%

教学职称
副教授 8 30.77%
教授 18 69.23%

最高学历
硕士 12 46.15%
博士 14 5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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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1.3.4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 

专家意见集中程度专家意见集中程度使用指标的均数和满分比表示。第一轮专家函询，

所有指标均数最小值为 3.69，最大值为 4.85，满分比介于 26.8%~84.6%；第二轮专家函询所

有指标均数最小值为 4.12，最大值为 5，满分比介于 35%~100%。 

1.3.5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 

专家意见的协调程度用变异系数和肯德尔协调系数来表示。第一轮函询所有指标的变异

系数范围为 0.07~0.27，第二轮范围是 0~0.18。总指标协调系数分别为 0.196、0.42，协调

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P<0.01。 

2 专家意见结果 

综合分析第一轮的函询调查结果表明，专家对于初拟的评价指标大部分表示赞同，但是

也提出了相应需要完善的建议。首先一方面在一级指标中，只有极少的一级指标可以体现出

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特色和创新性，因此需要修改和增加一级指标。其次，护理学

硕士论文选题不能仅仅局限在调研报告和案例分析这两种类型中，需要拓展和创新；再次，

“专业性”是“论文选题”的重要指标，一个对该学科领域有意义的选题是研究成功的开始，

护理学硕士论文要求结合专业领域研究状态来选题，因此应该考虑增加“专业性”这一指标。

最后，有专家认为“文献综述”是考察护理学硕士紧密结合当前研究动态把握选题的一个重

要措施，因此要重视“文献综述”，将这一指标细化；另一方面在二级指标中，个别指标非

常相似，可以合并；如专家认为科研设计中的“研究思路”和“概念清晰”可以合并；“研

究设计的科学性”可以从“研究路线”之中反映出来，可以考虑删除或将两者合并。还有专

家提出个别指标与本研究相关性不大，可以删除；如“实验调查操作符合行业规范 ” 、

表3 专家对咨询内容的熟悉程度
熟悉程度

Cs
很熟悉
（0.9）

熟悉
（0.7）

比较熟悉
（0.5）

中等熟悉
（0.3）

不太熟悉
（0.1）

很不熟悉
（0）

频数 14 10 2 0 0 0

表4 专家对本研究的判断依据和影响程度量化表

判断依据
判断依据对专家的影响程度Ca

大 中 小
理论分析 0.3 0.2 0.1
实践经验 0.5 0.4 0.3
同行了解 0.1 0.1 0.1
直观感觉 0.1 0.1 0.1
合计 1 0.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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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的影响因素剖析”。  

第 2 轮专家函询：将第 1 轮函询返回的专家函询表进行整理分析，根据指标筛选标准，

结合专家的反馈意见，对指标进行筛选和修改，将相似性较大的指标合并、对本研究不重要

的指标删除、进一步细化模棱两可的评价指标。经讨论和相应的修改后，拟定第 2轮函询问

卷。 

第二轮的函询结束后，专家对各一级指标无异议、无修改，对个别二级指标提出进一步

的修改意见。有一位专家提出专业性中的“摘要的规范性”和“关键词的恰当性”，这俩指

标并不能体现护理学专业论文的专业性，可以考虑与“论文撰写”合并。有一位专家认为对

于护理学硕士论文来说，“创新研究方法”这一指标不一定是提出新的研究方法，护理学专

业硕士生能够科学的运用已有研究方法创新运用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就足够了，建议改为“研

究方法的科学性”；此外还有一位专家建议将“成果的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改为“成果应

用与推广”。根据专家的上述建议，结合评价体系构建规范，对评价指标体系再次进行修改，

形成论文质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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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重要性赋值  （均数

标准差 ）      
二级指标权重 变异系数

论文选题 0.193

科学性

选题在科学的理论基
础上，来源于护理实
际问题，紧密结合当
前护理实践和职业背
景；属于护理学研究
范畴。

4.96 0.192 0.0485 0.039

创新性

在理论或方法上提出
新见解，将其他学科
的研究方法创新的运
用到护理学研究，运
用新视角进行探索研
究所具有的价值。

5 0 0.0485 0

专业性

符合护理学专业的培
养目标和发展方向，
全面反映对护理学及
该领域相关研究状态
的综合了解，及发展
最高成果。

4.92 0.266 0.048 0.054

应用价值

有明确和实际的应用
价值，对护理事业本
身发展需求或现实问
题的价值，对社会发
展需要及相关其他领
域的价值。

4.92 0.266 0.048 0.054

专业知识 0.088
专业知识

应用专业的护理学知
识阐述、专业的理论
指导框架，分析解决
问题的严密性和完整
性，系统运用基础理
论和专业知识解决科
学问题水平。

4.85 0.36 0.047 0.074

经验借鉴
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
理论深度。

4.19 0.68 0.0408 0.162

文献综述 0.121

文献质量

熟悉本研究领域国内
外动态，阅读对研究
有重要价值，创新意
义的国内外文献。

4.19 0.68 0.0408 0.162

文献数量
国内外文献阅读广
泛，全面，数量充足
。

4.12 0.75 0.04 0.182

综述水平

与护理学主题相关性
综述内容，对所涉及
的技术问题或与研究
课题有关的国内外研
究现状有清晰的描述
与分析，具有一定的
分析与综述水平。

4.15 0.72 0.0404 0.173

科研设计 0.232

研究目标与假设

研究目标科学且具体
化，选取本领域某一
方面进行具体研究，
并说明本研究的重要
性和创新性。提出的
研究假设合理且无逻
辑错误，能够在已有
的科学理论和扎实的
事实基础上，通过实
践证实。

5 0 0.0485 0

研究对象的代表性

根据研究目的和规定
的总体，选择恰当的
抽样方法，确定合理
的样本容量。

4.69+0.54 0.0457 0.115

研究方案路线

研究路线设计科学合
理，具有可操作性，
先后顺序恰当，每个
过程明确具体，注重
多种研究方法的结合
和应用。

5 0 0.0485 0

研究方法与材料

科学的选取研究方
法，运用先进思想、
现代技术手段和设
备；前沿性研究材料
和工具的应用。

4.92 0.27 0.0481 0.054

数据整理与分析

数据分析步骤清晰，
测评工具科学，且与
研究相符，信度与效
度较高。

4.27 0.59 0.0416 0.139

论文写作 0.272

摘要和关键词

中英文摘要内容一
致，概括内容简洁准
确，英文翻译准确，
格式符合摘要规范；
关键词恰当的表示论
文内容主题。

4.11 0.751 0.04 0.182

论文撰写

语言表达准确，符合
论文要求，书写和引
用文献格式标准且符
合规范；图表清晰，
比例、标注等严格遵
守制图和制表标准。

4.85 0.36 0.0473 0.074

论文结构
论文框架结构严谨、
系统且符合规范。

4.23 0.64 0.0412 0.151

逻辑与表达
步骤严密清晰，表达
详细恰当，符合客观
逻辑。

4.85 0.36 0.0473 0.074

数据的真实性

原始数据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故意去
除错误数据或伪造有
利数据。

5 0 0.0485 0

统计方法和图标分析
规范

将收集的数据资料用
统计图表和统计量数
来说明研究意义和呈
现的直观比较。

4.88+0.32 0.0477 0.065

创新成果 0.097

论文发表

论文用新方法或新视
角的探索过程、核心
结论、研究成果

表5 护理学硕士论文质量评价体系

，提
出未来的发展方向及
工作建议；论文发表
在国家的核心期刊或
获得省级以上荣誉。

5 0 0.0485 0

成果应用价值

对解决护理实践中的
类似问题具有一定的
应用价值，且论文成
果具有良好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具有
重要的学术贡献。

5 0 0.0485 0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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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护理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标准 

确定了护理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指标的权重之后，还需要对每一个指标赋予

评分标准，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本研究采用五级评分标准，分别是“优（100－90分）”、

“良（89－80 分）”、“合格（79－70 分）”、“基本合格（69－60 分）”、不合格（59

－0 分）；在实际评价中，评审专家根据被评审论文的实际情况，参考“优、良、合格、基

本合格、不合格”的标准比例，各项评价指标逐一给予评分，然后将每一项评分乘以指标权

重，最后将每一项指标的最后得分相加，即得到该论文的最终得分
[11]

。 

4讨论   

4.1护理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函询过程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靠性分析 

本研究在大量查阅和归纳相关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并通过问卷调查，严格按照德尔菲专

家函询的过程进行 2轮专家函询，构建函询表框架。在本研究中，第 1 轮函询问卷有效回

收率为 86.67%，提出建议的专家比率为 65.4%，第 2轮函询问卷回收率为 100%，提出建议的

专家比率为 15.4%，专家积极系数较高。本研究专家权威系数为 0.864，专家意见权威程度

较好。并且两轮函询中指标变异系数均小于 0.25，第二轮变异系数在 0~0.18，说明专家意

见协调程度较高。第 2 轮德尔菲法专家意见协调系数为 0.42，明显高于第 1 轮，且协调系

数越来越接近 0.5，说明专家意见协调性较好，意见趋于一致。总体表明本研究结果有较高

的科学性、可靠性与可信度，将该评价标准用于护理学专业硕士论文质量评价具有较强的实

践意义，可进一步在论文评价工作中进行推广，促进该专业培养质量更加科学、精准。 

4.2 护理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 本研究构建的护理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评价体系由论文选题、专业知识、文献综述、科研设计、论文写作、创新成果 6个一级指

标和 22 个二级指标构成。指标筛选和权重计算结果显示，对论文的创新性和科研设计两方

面的重视程度较高，“创新成果”在一级指标重要性评分的均数和满分比在 6 项指标中排第

1 位，说明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非常重要。护理科研将护理学知识与科研成果转化为解决临

床实际问题，融合护理学专业的特色与特点，强调先进性、实用性与推广应用价值。“论文

选题”中“创新性”权重值重要性排位第一，说明科研选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护理研究的意

义和价值，紧密结合当前护理实践和职业背景，学位论文所获得的创新性成果能够促进护理

学科进步和发展，或是对患者和医务人员有一定的创新性实用价值非常重要。“科学性”权

重值排名第二，说明专家一致认为论文选题的科学性是衡量论文整体是否科学、合理的最主

要的依据，保证选题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上，来源于尚未解决的护理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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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显示，一级指标“科研设计”权重值重要性排位第三。科研设计是指导研究过

程的具体计划，方案设计的完整性和严谨性决定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通过本研究对于科研设计的重要性赋值，能够减少科研设计存在的问题，保证研究生科研的

顺利进行，达到理想实验结果。“科研设计”其中二级指标“研究方案路线”权重值重要性

位于第一，它是为了达到研究目标所采取具体的研究步骤和途径，是研究思路逻辑性的清晰

展现和研究进程层次性的高度概括，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研究生的学术水平。论文写作中对数

据资料进行规范的统计学处理是决定实验结果和论文质量的关键之一，因此要严格、规范的

记录研究过程，加强统计知识的学习和利用，坚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否则会影响实验结果的

真实性和科学性。 

4.3 构建护理学专业硕士论文质量评价体系的重要性 护理学硕士的培养在高层次人才

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需要探索与之培养目标完全适合，有针对培养标准、

客观全面的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论文作为研究生学习的最终结果，不

仅是研究生的科研能力、创新精神、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解决问题综合能力的重要展现，

更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准和检验能否达到获得硕士学位标准的重要依据。目前，

国内仅个别院校设立了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价方法，其评价标准不一，且没有考虑护理学

培养目标及要求的特异性。因此，要提高对护理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重视，致力于构

建全面客观、系统、有针对性的护理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学

位论文质量评价机制在今后的研究生教育培养与学位授予的质量评价和保障工作中，具有重

要意义且应当成为主要任务，为护理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管理提供客观量化的依据。 

护理学硕士的培养在高层次人才方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没有完全适合和针

对性的评价体系对护理学硕士学位论文进行评价，导致不能全面客观、科学反映学位论文的

水平、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无法正确判断能否达到获得硕士学位的标准。因此建立科学、合理

的护理学硕士学位论文评价指标体系是提高与保证硕士学位论文质量的基础。本研究根据护

理学的培养目标和实践背景，以护理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要求为导向，制定指标体系侧重

护理学专业特色。在制定评价指标体系时，重点指出护理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应能根据护理

实际和相关护理现象提出新视角或规律，并能创新性地综合运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进行探索

研究。因此，提高对护理学硕士学位论文质量评价的重视，建立学位论文质量评价机制，能

够保障研究生教育培养与学位授予的质量评价和保障工作，提高护理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对推动护理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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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基于社会评价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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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张伟，zhangwei5808088@126.com 

【摘要】目的：从社会评价尺度构建护理硕士专业学

位（MNS）授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方法：采用访谈法、德

尔菲法构建 MNS学位授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

分析法计算指标权重。结果：形成由 4个一级指标、10个

二级指标及 27 个三级指标条目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指

标体系总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61， 内容效度为 

0.84，4个维度的权重分别为 18%、23.9%、40.5%、17.6%；

结论：从社会评价尺度构建的 MNS学位授予质量评价指标

体系，为我国形成多角度的 MNS学位授予质量保障体系提

供了部分参考。 

【关键词】MNS；学位；质量；评价 

 

张伟，南京中医药学，硕士，

江苏大学医学院，副教授，主

要从事护理教育。 

Constructionof the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MNS)： based on social evaluation perspective 

Abstract：Objective: Build a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 (MNS) from the social angle.Methods: using Interview and Delphi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NS degree awarding, and the index weight was calculated 

by using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Result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clude 4 first-level 

indicators, 10 second-level indicators and 27 third-level indicators ,The total Cronbach，s α was 

0.961, and the content validity was 0.84. The weights of the four dimensions were 18%, 23.9%, 

40.5% and 17.6%, Conclusion: It provided part of the reference for the formation of MNS degree 

awarding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from multi-angle. 

Keywords: MNS; Degree; Quality; evaluation 

2010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增设护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
[1]
。随之国务院学位办相关文件试行规定的 MNS 专业学位设置方案

[2]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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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S培养指明了方向；2017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制定了《护理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试行）》，明确了 MNS应具备的知识与能力。但由于各校培养方

向的不同，导致 MNS学位授予质量评价指标也并不一致。教育质量的评估一般有两种评价尺

度，一种是关注教育活动及培养的人才是否与目标相符的高校内部评价；另一种社会评价尺

度，其关注毕业生能否适应国家、职业、市场需求
[3]
。本研究从社会评价角度，根据国家要

求和护理行业对 MNS人才所具备的知识、素质与能力的需求，构建 MNS学位授予质量评估框

架结构及评价指标体系，并确定一级、二级指标的权重，旨在为我国形成多角度、全方位的

MNS学位授予质量保障体系提供部分性参考。 

一、资料与方法 

（一）资料来源： 

2018年 3月至 8 月，采用理论抽样方法，对江苏省苏州、镇江、无锡、南京等城市护理

专业相关人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本次访谈至 25 人时达到理论饱和。受访人员中护理管理

人员 8 名、专科护士 10 名、非专科护士 2 名、“双师型”护理硕士生导师 5 名；其中大专

学历 2 人、本科学历 20 人、硕士学历 3 人。所有被访者的护理相关工作经历为 5 年以上。

访谈提纲是在分析、解读国家 MNS 总体培养目标、《MNS 指导性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围绕

“MNS 学位授予质量”讨论形成，并根据 1名护理教师和 1名专科护士的预访谈结果进行了

完善。 

（二）研究方法 

1 通过开放性编码、关联性编码、选择性编码程序对原始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以构建

MNS 学位授予质量框架结构，并以框架为基础形成 MNS 学位授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初始版；

采用德尔菲法对 12 名进行专家咨询，最终确定基于“社会需求”的 MNS 学位授予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 

2 以问卷形式对 148 名 MNS 进行调查，根据所收集数据结果检验评价指标体系的品质，

并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权重。 

3 统计分析软件 

访谈文本资料运用 NVivo8.0 软件进行分析，所采集的数据资料使用 SPSS17.0 进行分

析。 

二、研究过程与结果 

（一）基于“社会需求”的 MNS学位授予质量框架结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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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Nvivo8.0软件，将 25份有效访谈录音整理成.doc 的格式导入软件中，作为原始

材料仔细阅读并根据三级编码程序进行分析。研究初步编码共获得 131个自由节点，通过概

念化处理、整理及剔除与本研究主题明显无关、出现频率少于 2 次的节点后，获得了 73个

开放性编码（概念）；将相关联的开放性编码合并归纳后得到 10个关联性编码（子范畴）；

根据关联性编码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归类整理形成 4个主范畴。由于评价主体的不同，对 MNS

学位授予质量的要求也存在差异。因本研究中的资料主要来源于临床护理人员，硕士生导师

也均为有行业背景的双师型教师，4 个主范畴反映了行业对“高层次、专科性、应用型”护

理人才质量的需求，属于社会评价尺度，因此本研究将“社会需求”作为核心概念以解释和

统领 4个主范畴，形成包括 4层多维的 MNS学位授予质量的社会需求框架结构。（见图 1） 

 

图 1：基于“社会需求”的 MNS学位授予质量框架结构 

（二）基于“社会需求”的 MNS学位授予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1 专家咨询和问卷调查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初步确定 MNS学位授予质量评估的 4个一级指标（基本理论、基本

素质、实践能力和科学研究）和 10 个二级指标（基础理论、专科理论、职业素质、专科素

质、临床护理能力、管理能力、评判性思维、教育指导、研究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将 10

个二级指标的内涵概念与临床实践结合形成 26 个三级指标条目，形成基于“社会需求”的

MNS 学位授予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的初始版。采用德尔菲法对 12 名专家就指标的设置、命名、

归属及重要性等进行咨询，并根据专家意见对部分三级指标条目进行了修改。三轮咨询后 12

位专家意见趋于一致，各级指标的重要性评价赋值均数≥4.0，变异系数＜0.25。最终确定形

成包含 4个一级指标、10个二级指标及 27 个三级指标的 MNS学位授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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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7 个三级指标条目以问卷形式，对四所高校 148 名已毕业 MNS 采用网络、邮件、现场等

方法进行调查。最终研究共获得有效问卷 136份。问卷分为一般资料和问卷主体两部分，其

中主体部分采用 Likert5 级评分标准(完全做到=5；大部分做到=4，基本做到=3，基本做不

到=2；做不到=1分)。部分主体内容如下（图 2） 

 

图 2：MNS学位授予质量调查问卷（部分） 

2 信效度分析 

根据问卷所收集的数据，采用α信度系数法，运用 SPSS17.0软件进行分析。指标体系

总的 Cronbach
，
sα系数为 0.961，各维度的 Cronbach

，
sα系数介于 0.84~0.947之间，而且

各一级指标的 a系数都小于指标体系总的 a系数，信度系数均＞0.70；按 CVI=(n-N/2) ×2/N

进行计算，本调查工具的内容效度为 0.84；结构效度分析结果显示：各一级指标与整体相

关性系数在 0.550-0.796 之间；各维度之间也呈显著相关，P 值均＜0.01（表 1）；二级指

标得分与所属维度分值的相关性均大于该二级指标与其它指标相关性得分，二级指标的与其

上级指标的相关系数均大于 0.70（表 2）；三级条目与指标总体相关系数为 0.403-0.832，

P值均小于 0.05。结果提示该调查工具结构效度较好。 

表 1 各维度相关性分析 

指标 基本理论 基本素质 实践能力 科学研究 

基本理论 1    

基本素质 0.442** 1   

实践能力 0.776** 0.594** 1  

科学研究 0.749** 0.387** 0.779** 1 

评价指标总值 0.719** .550** .796** .725** 

注：**在 0.01水平上（双侧）显著相关 

表 2：二级指标与一级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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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基本理论 基本素质 实践能力 科学研究 

基础理论 0.895 0.468 0.616 0.656 

专科理论 0.928 0.349 0.786 0.707 

职业素质 0.346 0.954 0.516 0.338 

专科素质 0.504 0.93 0.622 0.399 

临床护理能力 0.74 0.651 0.904 0.658 

管理能力 0.621 0.463 0.88 0.713 

评判性思维 0.677 0.502 0.915 0.738 

教育指导能力 0.755 0.527 0.943 0.762 

研究能力 0.74 0.341 0.76 0.961 

成果转化能力 0.654 0.4 0.695 0.913 

3 指标权重： 

指标权重的确定过程，实际也是对系统评估指标进行排列的过程。所有一级指标的权重

之和为 1，每个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权重之和也为 1
[4]
。本研究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收集的

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不同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并对指标在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做

加权平均获得综合模型指标系数，最后在综合模型指标系数的基础上进行归一化处理获得一

级指标及二级指标的权重。（见表 3）。 

表 3：MNS学位授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理论知识 18% 
基础理论 54.70% 

专科理论 45.30% 

基本素质 23.90% 
职业素质 48.80% 

学术素质 51.30% 

实践能力 40.50% 

临床护理 27% 

管理能力 22.60% 

评判性思维 23.30% 

教育指导 27.10% 

科学研究 17.60% 
研究能力 48.20% 

转化能力 51.80% 

三、讨论与分析： 

（一） MNS“应用能力”是社会关注重点 

实践性是专业学位最基本的属性
[5]
。MNS 学位获得者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实践性，即将

理论付诸于实践的应用能力。多项研究
[6-9]

指出临床实践能力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具备的

首要核心能力。本研究中实践能力在 MNS学位授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最大（40.5%），

这也反映出社会对 MNS 人才应用能力的高度关注。而教育指导和临床护理能力在实践能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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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中权重较大，其中教育指导能力，不仅评估 MNS基本的教育技能，如 PPT制作、专科技能

示教等，还考查 MNS对不同对象的指导能力，如对门诊患者、住院患者、其他非本专科护理

人员的指导等，这与目前临床要求专科护士在掌握临床护理理论与技能的基础上，尚需承担

本专科领域患者的教育指导，以及院内的专科会诊、专科知识与技能的继续教育等工作的实

际情况是相符的。管理能力在实践能力维度中权重相对稍低，表明社会对刚获得 MNS学位授

予者的管理能力评价较为客观，因为 MNS的管理能力需要在更多的临床实践中获得提升。 

（二） 发展性是评价“专科型”人才的关键 

MNS 培养的是在某一专科护理领域的预备性的专家型人才。所谓预备性即需要具备发展

的可能性。这种发展性主要体现在持续的个人专科职业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能促进或推动本

专科发展。本研究结果发现除了在理论知识维度直接包含了掌握基础及前沿专科理论知识的

要求外，社会更重视的是 MNS在某专科领域的持续发展潜能，并将这种发展性渗透于整个学

位授予质量的全程。如“持续主动的学习以不断更新本专科知识”将个人职业发展与专业发

展相结合考察其在自主提高能力；“能及时发现临床上（本专科）可研究的护理问题”、“能

及时将临床研究结果转化为理论成果（论文或专利等）”等条目，则将科学研究能力与促进

本专科发展相结合以考察其创新性和对专科发展的推动性等。 

（三）“高层次”定位于综合素质 

基本素质维度的权重在 4个一级指标权重中排到第二位，显示了社会对 MNS学位获得者

道德素质的高要求。除了热爱、忠诚于护理事业、职业认同、团结协作等一般护理人员所具

备的职业素质，对于已具备一定科研能力的 MNS学位获得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遵守学术规

范、恪守学术道德也显示出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并且学术素质的评价权重也大于一般职业道

德。从中可以发现 MNS 的“高层次”特征是通过学位获得者所具备的综合素质决定的。高水

平应用能力、高标准的道德素质、高潜质的持续发展能力，是社会对 MNS学位获得者作为“高

层次”人才的综合定位。 

四、结论： 

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关系到国家高教育层次的质量、教育改革和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

学位授予质量是一个因素众多、关系繁杂的多层次间题。不可能通过使用任何一个简单的测

度给出有关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的完全满意的指标
[10]

。制定多尺度指标，用每个尺度指标考

察局部特征，如 MNS 论文质量评价、MNS 满意度评价等，再利用若干这样的尺度最终获得综

合测量结果是较为现实的途径。虽然目前我国护理专业学位质量保障建设尚未形成完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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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但有关 MNS培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较具代表性的如北京大学孙宏玉教授构建的护理

专业学位课程体系
[12]

；赵秋利教授
[13-14]

的研究团队对实践能力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的系列研

究，以及其他学者从就实践基地建设
[15]

、教学培养模式
[16]

、专业能力
[17-18]

等方面取得的研究

成果，均为多尺度制定 MNS学位授予质量评价指标提供了有利条件，也为我国全方位、多角

度的 MNS 学位授予质量保障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本研究从社会评价尺度形成的 MNS

学位授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尽管因受访人员集中在江苏省内，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期

望能为我国形成综合性的 MNS学位授予质量保障体系提供部分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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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中学术失范行为的分析与防

范研究——基于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测结果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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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测结果

为视角，对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情况进行分析，发现

部分类型医学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存在学术失范问题，究其

原因主要包括：学术诚信意识薄弱，学术规范知识不足；

导师重视程度不够，学术诚信教育缺位；医学研究生学术

诚信教育均质化程度有待提升等。据此，结合北京大学医

学部的实践经验，提出防范措施与建议：重视学术规范教

育的全面性，实现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覆盖；落实研究生导

师立德树人职责，规范导师上岗条件与培训管理；完善医

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体系，严格把控培养过程的关键环节；

健全高校学术失范行为治理体系，做到预防、监督与惩治

有机结合。 

【关键词】学术规范；学术失范；学位论文工作；医

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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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Prevention of Academic Misconduct in Dissertation work of Medic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A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Coincidence 

of the Dissertation Text Test 

Abstract: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coincidence of the dissertation work test, the study 

analyzes dissertation work of medic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and finds some academic misconduct 

problems in some types of medic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The main reasons include: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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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adequate knowledge of academic integrity in medic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Teachers don'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Homogenization of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for medic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needs to be improved, etc.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the paper puts forward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academic normative 

education, standardize the employment conditions and training management of instructors, improve 

the medical graduate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an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system of 

academic anomie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Academic norms; Academic Misconduct; Dissertation work; Medic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遵循医学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规律，加强培养全过程监控与管理是提升医学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重要保证。学位论文工作不仅是培养医学研究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阶段，也

是强化医学研究生保持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作风学风的关键环节。因此，在医学研

究生学位论文工作阶段，重视对学生学术失范行为的纠正与防范，将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教

育纳入培养过程具有必要性。 

根据教育部出台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相关规定，为了进一步加

强北大医学学风建设，协助研究生指导教师规范学生的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工作，北京大学

研究生院医学部分院（以下简称“医学部研究生院”）与医学部图书馆合作，面向拟申请学

位的研究生提供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测的服务，该服务以师生自愿为原则，通过中国知网

（V5.2）论文检测系统进行文字重合率检测，所获得的检测结果供导师和研究生本人参考使

用。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9 年夏季研究生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测结果，对医学研

究生学位论文工作中发生的学术失范行为进行分析与思考，并提出防范学术失范行为的措施

与建议。 

一、学术规范与学术失范 

学术规范，即学术工作（包括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等）中的规则，大体包括

技术、内容以及道德三个层次。[1]建立学术规范的目标是保障学术秩序、繁荣学术发展、促

进学术创新。[2]学术失范作为学术规范的对立面，是指在从事学术工作的过程中违背学术

共同体所认同的学术规范的行为。学术失范对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形成负面冲击，容易造

成学术秩序混乱，阻碍学术研究与发展，引发学术危机，因此，防范学术失范行为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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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位论文工作基本情况分析 

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9 年夏季拟申请学位的研究生中，共有 845 人申请了学位论文文字

重合率检测服务，占学部同期申请答辩研究生总数的 73.8%。本研究基于此次检测结果，考

察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的基本情况。 

（一）学位论文检测总体情况 

对学位论文检测结果中的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的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如图 1所示，医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总体情况较好，83.79%的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不超过 10%，其中，52.78%

的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不超过 5%。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仍然有 2.72%的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

超过 20%。 

 

图 1 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测结果总体情况 

（二）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学位论文检测结果差异 

按照学习形式划分，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后，全日制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结果总体上较

好，其中，84.49%的全日制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结果不高于 10%，比同水平非全日制研究生

学位论文数量占比高出 9.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有 12.31%的非全日制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文

字重合率的检测结果超过 15%。 

表 1不同学习形式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结果 

学习形式 0-5% 5%-10% 10-15% ＞15% 

全日制 53.72% 30.77% 9.62% 5.90% 

非全日制 41.54% 33.85% 12.31% 12.31% 

（三）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结果差异 

按照培养层次划分，博士研究生的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的学位论文检测结果优于硕士研

究生。在不超过 5%的重合率水平区间内，博士研究生占比高于硕士研究生 4.39 个百分点；

在大于 15%的重合率水平上，硕士研究生占比高于博士研究生 6.2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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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亟待加强。 

表 2不同培养层次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结果 

培养层次 0-5% 5%-10% 10-15% ＞15% 

硕士 50.92% 30.60% 9.45% 9.03% 

博士 55.31% 31.56% 10.34% 2.79% 

（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论文检测结果差异 

按照学位类型划分，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后的检测结果优于

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小于 5%重合率的水平上，学术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数量占比比专业学位

多 7.51个百分点。而在大于 15%重合率的水平上，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数量占比比学术

学位多 5.44 个百分点。因此，相比较于学术学位，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质量水平仍

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 3不同学位类型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结果 

学位类型 0-5% 5%-10% 10-15% ＞15% 

学术学位 54.65% 30.87% 9.45% 5.04% 

专业学位 47.14% 31.43% 10.95% 10.48% 

三、学位论文工作中的学术失范问题查摆 

（一）学术诚信意识薄弱，学术规范知识不足 

通过对本研究中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的重合率大于 20%的学位论文的检测报告进行深入

分析发现，学位论文分段落内容进行文字重合率统计后，最高值集中在“文献综述”与“对

象（材料）与方法”两个内容部分。而被认定为文字相似的部分，主要是在引用文献的过程

中，没有按照学术规范进行引用标注或引用内容与标注的引文信息不匹配造成的。由此可见，

学位论文工作中的学术失范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对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的重视程度不够；

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学习学位论文书写格式与引用规范的自主性不强，相关知识不足，从而

导致在撰写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出现学术失范的问题。 

（二）导师重视程度不够，学术诚信教育缺位 

本研究发现同一导师指导的不同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测结果没有显著性差

异，其中，部分导师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整体偏高的问题值得关注。导师作为

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负责人，对于所指导研究生的医学人文素养、专业理论知识以及科研/临

床能力水平的提升程度起到关键性作用，其中，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教育是贯穿在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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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全培养过程中的必修课，需要导师在开展医学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过程中，将相关知识与具

体要求融入其中，并及时纠正研究生的学术失范行为。因此，导师在指导医学研究生过程中，

对学术诚信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是部分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测结果偏高的重

要原因之一。 

（三）医学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均质化程度有待提升 

根据研究结果，不同类别的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的检测结果存在差

异性，尤其体现在重合率超过 15%的水平上。在本次研究的重合率大于 15%的学位论文中，

硕士学位论文所占比例高达 81.48%。而对非全日制研究生而言，重合率大于 15%的学位论文

均来自于硕士研究生，其中，专业学位硕士占比 75%。由此说明，不同类别的医学研究生在

培养过程中所接受的学术诚信教育以及对学术规范的重视程度与执行力度存在差异性，从而

导致学位论文工作中的学术失范行为较为集中地发生在部分类别的医学研究生群体中。根据

检测结果发现，亟需加强医学硕士研究生，尤其是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术诚信水

平，规范学位论文工作，提升学位论文质量。 

四、防范措施与建议 

研究发现，医学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中的学术失范行为的产生，其主要原因是对学术

诚信与学术规范的无知与无视。而教育、监督和惩罚是引导研究生遵守学术规范、防范学术

失范行为的主要途径[3]。为此，医学部研究生院结合医学学科特色，以问题为导向，通过顶

层设计，优化研究生培养过程，以实现系统性防范学术失范行为的目标。具体措施包括： 

（一）重视学术规范教育的全面性，实现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覆盖 

加强学术道德的教育和学术规范的训练是研究生教育中需要长期贯彻的理念，是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4]高校应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统筹规划学术规范教育，全面渗透

到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以保证研究生对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的相关知识达到知行合一的效

果。因此，医学部研究生院根据医学研究生对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相关知识的需求以及现存

的薄弱环节，以“提升人文素养，强化学术自律”为目标，完善医学研究生学术诚信与学术

规范课程体系建设，要求学院结合专业特色开设医学研究生论文写作指导课程，切实加强医

学研究生的学术规范训练。与此同时，将“医学研究生中的学术规范、安全防护与相关法

规”“科研诚信”“临床研究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四门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课程作为

限制性选修课，纳入医学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在学期间的医学研究生至少选修其中一门课

程。此外，为了满足医学研究生自主学习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相关政策法规与基础知识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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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医学部研究生院建立学术诚信网站，为学生提供最新的政策法规、学术规范指导、课程

推荐以及学习参考资料等内容，作为导师指导与课堂讲授之外的有力补充。 

（二）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规范导师上岗条件与培训管理 

根据《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的总体要求，落实导师是

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要求导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5]。也就是说导师一方面

需要在指导研究生开展学术工作的过程中，将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纳入培养过程；另一方面，

应做到严于律己，躬身垂范，其学术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研究生群体和下一代科学工作者的

学术态度[6]。因此，加强导师队伍建设，落实导师立德树人职责，成为防范医学研究生学术

失范行为的重要措施之一。医学部研究生院于 2017 年对《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指导教师

上岗条件》进行修订，一方面，进一步严格了研究生导师的上岗条件，以提升导师队伍的整

体指导水平；另一方面，对研究生导师的职业素质提出明确要求，具备良好的学风、师风和

医风成为导师可以上岗的基础条件。其次，重视对研究生导师的定期培训，提升导师的教书

育人能力。医学部研究生院定期组织不同范围的研究生导师培训，将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作

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培训内容。 

（三）完善医学研究生教育管理体系，严格把控培养过程的关键环节 

面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形势，提高质量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

[7]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要求，培养单位应切

实通过落实质量保证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培养制度，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8]等措

施，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完善研究生教育管理体系，促进高层次人才培养质量的实质

性提升。为了不断提升医学研究生培养质量，医学部研究生院认真贯彻教育部要求，深化研

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厘清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的痛点和难点，有的放矢地完善教育管理

体系，严格把控研究生从“入口”到“出口”的全培养过程的关键环节。其中，加强学位论

文工作过程管理成为一项重要抓手。重新修订《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培养与学位工作实施

细则》，对开题报告、中期报告、结题报告、预答辩制度以及毕业/学位论文答辩的组织形式

与程序要求进行规范，要求学院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学部层面加强监督与检查。希望通过加

强过程管理，层层把关，使医学研究生的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问题得以快速发现并能得到及

时改正。与此同时，医学部研究生院充分发挥学术权力，加强对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的督导

作用。2019年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位与研究生教学督导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学部医学领域的专

家组成，在加强过程管理，提高教育质量以及促进教学改革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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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全高校学术失范行为治理体系，做到预防、监督与惩治有机结合 

研究生学术失范现象是个体道德水平、社会制度、文化等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9]

对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中学术失范行为的有效治理，需要遵循医学人才教育规律，进行

统筹规划，通过在学校层面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营造健康向上的学术校园文化，开展多元

化的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教育活动，坚持以预防为主，监督与惩治并举的方式，全力构建医

学研究生学术失范行为治理体系，多部门、多层级、多主体、多手段联动，全面覆盖医学研

究生从“入口”到“出口”的全培养过程，实现对学术失范行为的零容忍，有效捍卫学校的

学术诚信形象。 

五、总结与思考 

本研究基于北京大学医学部 2019 年夏季研究生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测结果，总结发

现了当前医学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工作中存在的学术失范问题，探究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提

出防范的措施与建议。 

本研究认为学位论文文字重合率检测结果可以作为一个发现学术失范问题的视角，但不

能作为衡量学位论文质量水平的唯一标准。对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评价是多维度、多

方面的，严守学术诚信与论文写作规范是保证学位论文质量的基石。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何建立彰显学科特

色的医学院校学术诚信治理体系，营造积极健康的育人环境，使研究生能够自觉接受学术诚

信教育，捍卫学术道德底线，增强学术自律意识，进而提升医学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助力“双

一流”建设和健康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是需要进一步探索与不断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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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高校学术不端行为应对策略 
訾博颖 王佳* 李丹 任路 

110847，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 

訾博颖，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科，科员 

王佳，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学位管理科，科长 

李丹，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任路，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通讯作者 王佳，461228348@qq.com 

【摘要】 为促进学术道德与学风建设，规范学位论文

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颁布了首部处理学术不端

行为的部门规章《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明确界定

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和对各行为责任主体的处罚。全国高校

作为培养高层次科研人才的主阵地，此规章的实施无疑使加

强学风规范、打击学术不端行为有了更具体更有力的依据，

与此同时，因学位授予单位制度不健全、研究生管理部门设

置不完善、导师责任感欠缺、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不强和个

人素质良莠不齐等因素致使买卖、代写学位论文等作假行为

仍时有发生。结合此规章联系实际对高校学术不端行为应对

策略做浅略探析。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学术不端行为；应对策略 

 

訾博颖，硕士，2016年 7月

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中

医医史文献专业，工作于

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

院学位管理科，主要从事

学位管理相关工作。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tyle of stud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raining—

—Analysis of Coping Strategies for Academic Miscondu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ethics and academic style, 

standardize the quality of dissert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s promulgated the first departmental regulations for handling academic misconduct, 

“Handling Measures for Distortion of Dissertations in the Dissertation”, which clearly defines the 

disinformation of dissertation And penalties for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actions. National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re the main fronts for training high-level scientific research talents. The 

mailto:4612283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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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ation of this regulation will undoubtedly provide a more concrete and stronger basis for 

strengthening the standard of academic style and cracking down on academic misconduct.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incomplete system of degree-granting units and the manage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Insufficient department settings, lack of mentor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po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uneven personal qualities have led to frauds such as 

buying and selling, and writing dissertations on behalf of the graduates. Combined with this rule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academic 

misconduc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graduate education; academic misconduct; coping strategies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科研生力军和主力军的主阵地正在

面临结构模式调整、育人观念深化的新挑战。目前，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已基本实现了从

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的转型，确立了“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的鲜明主线，党的十九大

又对高等教育提出了“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更高要求，中国研究生教育肩负着比以

往更为关键的新使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直

接体现在学位论文质量，而学术不端行为是影响学位论文质量的主要元凶。 

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曾指出：“科技界的主流是好的,但科研工作中也

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伪造、篡改、剽窃等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同时,学风浮躁、学术

失范也有所滋长。”为规范学位论文管理，推进建立良好学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

颁布了首部部门规章《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明确界定了学

位论文作假行为和对各行为责任主体的处罚
[1]
，此文件的实施如同学术界的“一声惊雷”，

立即在全国高校炸响，开启了加强学风规范、加大查处力度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此态势不

断深入发展的同时，买卖、代写学位论文等作假行为仍在各高校中时有发生，严重败坏了学

风，损害了我国学位制度，也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1]
。如何真正秉持正确的学术风范，杜

绝学术不端行为，需要研究生、指导教师、学生培养单位、学位授予单位及相关管理人员的

积极配合，完善制度建设、规范管理机构设置、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及

提升学术道德规范意识等。 

一、完善学位授予单位制度 明确职责 

研究生教育改革和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是提高培养质量，须进一步完善与研究生教

育强国建设相适应、符合国情和遵循研究生教育规律的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
[2]
。《学位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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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基本规范》中明确学位授予单位（内部）是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证的主体
[3]
。《办法》明确了学位授予单位的职责，应当加强学术诚信建设，建立健全

学位论文审查制度，明确责任，规范程序，审核学位论文的真实性和原创性
[4]
。其相应的处

罚措施《办法》也做出了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多次出现学位论文作

假或者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影响恶劣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学位委员会可以暂停或者撤销其相应学科、专业授予学位的资格；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或者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可以核减其招生计划；并由有关主管部门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学位授予单位负责人进行问责。”
[4]
高等学校作为学位授

予单位，要加强质量自律，实行自检自查
[5]
，建议分类制定授予标准，分类监管，分流淘汰，

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5]
，实行学位授予点合格评估，注重评估实效，对质量不达标的学位授予

单位要采取逐层递进的严厉措施，促进研究生教育完善发展
[5]
。 

二、优化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 建立专属机构 

刘彩虹
[6]
在《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及落实分析》一文中指出了当前高校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管理模式为“学校-学院”的二级管理模式，总结了学位与研究生

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包括管理意识大于服务意识、责权利划分不清、管理人员配备不

到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具有矛盾。文中对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一是加强管理人

员队伍建设，加强对管理人员素质的培养，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可不定期的主治研究

生教育管理方面的专业培训，提供研究生管理人员外出交流学习的机会；二是在高校建立起

“学校-学院-学科”的三级管理体制，通过权责下放充分调动学院、学科研究生教育管理的

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完善规章制度，分层进行管理体制结构的改革实施等。 

针对学术不端行为，实现高校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随着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的逐渐

开展，使得研究生管理工作逐渐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在高校设立专门的监督调查

机构，配备专属人员坚守岗位，明确管理职责和权限，不仅对研究生的学术行为进行监管，

还能够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法律常识普及，在研究生寻求帮助时第一时间做出反应，郑曌

[5]
《研究生管理队伍质量保障研究》中谈到“各项信息在网上平台公示，使得研究生管理工

作更加公开、公平和公正，并且有据可查，有理可循，有规可依。尤其依据研究生的维权意

识和法律意识增强的趋势，实现信息公开化，也能够敦促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完善申诉机

制”，这正是解决《办法》第十三条“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4]
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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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导师立德树人制度 推动教师队伍建设 

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阮洪生，郭永霞等
[2]
认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

第一责任人”，对研究生的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负有责任，因此师

德师风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贯彻落实《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

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任务，强化导师立德树人责任，用高尚师德感召学生，用人文情怀关爱

学生，用优秀文化培育学生，使导师成为研究生成长成才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7]
。通过提高导

师遴选标准严把导师入口关，确保遴选出的导师严于律己、德才兼备、为人、为学、为师，

既教书又育人
[2]
。 

要想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就要提升人力资源。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着

力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健全师德师风

建设长效机制。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高教师专业素质能力。” 《人民日报》：

“深刻理解和把握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从战略高度认识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

意义，引导教师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建设一支

宏达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导师作为研究生在学期间的引路人需以身作则，不断提高

自身修养，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 

四、培养学术创新能力 提升学位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成果的主要体现,是检验研究生的综合学习能力与科学

研究水平的重要指标。衡量一篇学位论文质量的高低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是否具有创新性。

王永杰，刘京菊等
[8]
在《新形势下如何指导研究生做创新性研究》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创新能

力对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性、导师在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中的使命以及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

基本途径，他们
[8]
认为：“研究生教育的最突出特征在于研究，而创新是研究的本质要求，

离开创新，研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学术创新就是学术思想、学术观点或技术方法的创

新。创新不一定都要高大上，只要是有别于前人的工作，并有所进步都可以称为创新。”文

中提出了四点导师在使研究生能够更好地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中的职责，包括培育研究生的

创新思维、指导研究生的创新方向、挖掘研究生的创新潜力、引领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在此

基础上，他们又概括了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基本途径，主要包括激活研究生创新动力、打

牢研究生创新基础、指引研究生创新方向和指导研究生创新实践等。 

五、净化研究生思想 恪守学术道德  

研究生教育不只是如何培养人，更重要的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习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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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建议导师在教学过程和师门活动中导

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净化研究生的思想，提高治学作风意识。 

诚信是学术之基。《办法》明确规定“学位申请人员应当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
[4]
，

学术作假行为损害了学术的根本，损害了学位授予单位的形象和整体学术环境的健康发展
[1]
。

可通过入学宣誓或开展学科道德和学风建设主体宣讲教育活动，加深研究生恪守正确学风意

识，王乃彦院士说：“制度化的宣讲教育是很有远见的工作。青年学生不熟悉科研工作，要

用具体案例，生动地告诉他们什么是学术不端，进而避免杜撰、篡改、抄袭、剽窃等违反学

术规范的行为。”   

另外，进一步实施将意识形态教育融入校园的活动，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将师生的学术

不端行为一律记入其中；规范在职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管理，制定更加完善的规章

制度约束其科研行为；发挥“产学研”结构优势，加大校企合作范围，组织相关企业代表来

高校宣讲，引导研究生就业思想，将学术作风纳入就业考核范围，拒绝接收出现过学术不端

行为的毕业生到相关企业工作。 

六、结语 

研究生教育以培养科学研究型人才为目标，以规范道德行为、提升学术修养为标准，加

快“实现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步伐。《办法》通过全面规定处罚措施，对形成良好的

学术氛围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高校研究生作为新时代高层次人才的代表，应唤起担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角色意识，敬畏科研，坚持严谨的学术道德规范，坚决杜绝学术不端

行为，力求在健康的研究环境下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并将学术成果通过学位论文向全世界

做以展示。全国各高校应全面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强导师队伍建设，通过倡导学术诚

信、营造良好学风、促进学术研究，围绕研究生心理特征思考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创意性措施，

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更多更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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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研究生科研诚信的思考 

晋雅丽 金瑞华* 

030001，太原，山西医科大学 

晋雅丽，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学生/护士 

金瑞华，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

院党委书记/教授 

通讯作者 金瑞华，jrh_xy@163.com 

【摘要】研究生作为日益突出的科研学术道德问题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主体，如何恪守学术道德规范是我们必须

要明确的内容。本文从社会、高校、导师、及个人方面就

研究生出现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进行剖析，并就此提出研

究生在进行科学研究过程中要强化专业学习，恪守科学精

神，同时加强科学道德法律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科学道

德；导师和院校在研究生诚信教育和科研诚信监督中也要

发挥其特有的作用，从而形成求真务实的良好学风，恪守

学术道德规范。 

【关键词】研究生；科研诚信；学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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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Quest 教学模式在护理高

职生外科护理学中的应用研究》

发表于中华护理杂志 2019 年 16

卷第 7 期；参与省级科研项目 3

项，校级科研项目 1 项；荣获

2017-2018 学年校级一等奖学

金、2018-2019 学年校级一等奖

学金、2018“外研社杯”全国英

语大赛校级初赛三等奖、护理学

院研究生医学人文论坛三等奖以

及国家奖学金。 

Thoughts on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ity of Graduate Scientific Research 

Abstract: Graduate students, as an indispensable subject of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ethics issues, must adhere to clear academic ethi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auses 

of academic misconduct among graduate students from society, colleges, mentors, and individuals, 

and proposes that graduate students should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learning and abide by the spirit 

of science while conduc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mote one's own scientific ethics; tutors and 

colleges must also play their unique role in the integrity educ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 

integrity supervis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so as to form a good style of seeking truth and being 

mailto:jrh_xy@163.co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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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 and abide by academic ethics. 

Keywords:graduate students,research integrity,academic ethics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可见，

在我国古代就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作为选人用人的标准。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人无德不立，育人的

根本在于立德，对于我国研究生教育亦是如此。研究生教育是整个教育链的最高端，是为了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能力的高级专门人

才，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大量中坚力量。研究生是高等院校中受教育层次最

高的群体,是未来创新科技的主力军。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所培养出的研究生的素质直接影

响并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人力资本素质的高低。从长远来看，国家开展的研究生培

养工作将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等重要领域都将产生强烈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几年，我国

科研界不断面临学术失范问题，2017年的撤稿事件再次把我国科研界推到风口浪尖
[1]
，而有

调查研究
[2]
显示 34.5％的研究生认为“实验过程中伪造或篡改实验数据”已经“较严重”

或者“非常严重”，41.7％的研究生认为“撰写论文过程中抄袭他人”已经“比较严重”或

者“非常严重”，37.0％的研究生认为“找枪手发表论文”已经“比较严重”或者“非常严

重”，可见我国的科研学术诚信存在严重问题。因此，加强研究生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关系到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培养，关系到良好学术氛围的营造，关系到求真务实社

会风气的倡导。 

科学道德是社会道德在科学技术活动中的表现，主要是指科研活动中科技工作者的道德

规范、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道德素质；学风一般指个体或者群体在学术研究和知识学习的精

神风尚和思想态度。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是指科技工作者在科研规范、行为准则、治学精神、

治学态度、治学风气、治学原则等方面出现的失范现象，主要包括科研不端行为、学术失范

和浮躁学风等 3种形式。对科技事业而言，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直接影响到科学的繁荣发展，

是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
[3]
。 

1.学术失范原因 

在我国，研究生总体来讲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具备较好的思想道德素养，刻苦勤奋，

能够系统掌握各学科理论知识并积极参与到科学研究工作中，但目前，也有部分研究生出现

学术失范、学术不端的行为，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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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学术氛围浮躁 

社会发展变革不仅极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使得在校研究生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念等发生着变化，社会上充斥着浮躁功利思潮，许多人的首要追求脱离了道德的约

束，成为利益当先。目前，许多就业单位将学历和论文发表情况作为招聘、晋升的必要条件，

导致研究生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缺乏耐心，为了能够短时间内发表数篇质量较高的文章，

不惜篡改、编造数据，从而得到希望的结果，在此环境影响下，普遍出现学术氛围浮躁的不

良学风，影响到一批又一批的研究生群体。 

1.2管理机制不完善 

对于研究生学术道德的管理主要为高校，高校未对研究生进行学术科研道德相关内容的

培训，难以使研究生认识到学术道德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正确进行科学研究活动；未能制定健

全的学术规范制度、未设立完善的监管机制等，就难以识别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未能

设置完善的惩戒机制，容易使研究生在科研活动中出现“钻空子”的想法，出现投机取巧的

行为。这也是导致我国部分研究生出现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原因之一
[4]
。 

1.3导师疏于管理 

导师是研究生学习期间的重要支柱，也是对研究生进行学术学风教育的主要力量。而部

分导师因身兼数职、工作繁忙而疏于对学生的管理，未能做好学术管理制度的宣传者和落实

者这一角色
[5]
，没有时间与精力向研究生传达关于学术精神、学术规范等方面的科研诚信标

准与规则，没有完全履行对研究生进行科研诚信教育的职责，且难以发现学生是否存在学术

不端的行为；部分导师对学生的学术道德水平评估不足，尚未意识到进行科研诚信教育指导

的重要性，任学生自行发挥。 

1.4个人科研动机不单纯 

科研动机是影响到研究生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活动一个主要方面。部分研究生为规避就

业压力，或因工作需求为取得相应学历而进行研究生学习，其目的是为取得研究生学位证书，

因而难以沉下心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在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之下，容易出现抄袭、伪造资

料或者一稿多投的一些行为。 

2.建议与举措 

科学道德的建立，需要多方面的通力合作，共同维护良好的学风。在此，针对目前研究

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结合实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研究生在学习、科研过程中恪守

学术道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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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研究生角度 

2.1.1强化专业学习，拓展知识面 

研究生作为初入科学研究领域的群体，应以学习为其首要任务，只有拥有较深层次的专

业知识，其学术失范可能性才会减小。拥有较高较深层次专业知识的研究生，对其所学领域

往往具有较大兴趣，能够更加坚定不移地深入探究该领域，其追求真理的原动力才不会出现

偏差；明确专业知识在研究生今后的工作生活中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才能避免投机取巧的行

为，恪守学术规范，遵守科研道德,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钻研。同时，在社会高速发展、信息

文化多元的时代，还需要研究生在加强自身专业知识学习外，根据自身情况，选修或自修一

些必要的其他知识，养成专业知识与多方面知识共同研修的习惯，拓宽视野，扩大自己的知

识面，紧跟科学前沿，有效促进多学科融合科研项目的开展，促进交叉学科发展，真正体会

到科学研究的魅力所在，避免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2.1.2坚守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贯穿于科研活动全过程的共同信念、价值、

态度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求真精神，实证精神，进取精神，协

作精神，包容精神，民主精神，献身精神，理性的怀疑精神，开放精神等。在进行科学研究

过程中，首先，要在遵循逻辑性的基础上具备不怕失败挫折的勇气和信心，树立崇尚科学、

追求真理和勇于创新的观念，不断激发自身对主观及客观世界的探究，推动对未知领域的探

索；其次，要树立严谨求实的精神，完整的科学研究，从构思、设计到实施、分析都要具有

系统性和严谨性，能够符合客观条件的限制和许可，坚持严密的科学方法；最后，要树立慎

独精神，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由具体个人从事的活动，就要求研究者无论何时都要坚持严肃的

科学态度，重视科学技术的价值，将个人抱负同国家民族的发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个人利

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杜绝弄虚作假，坚决反对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学风。在此过程

中，不断学习科学思维、科学知识、科学技能和科学方法，形成自强不息、脚踏实地、求真

务实的科学态度，促进自身科学研究能力。 

2.1.3加强科学道德法律学习 

法制管理、道德约束是形成正确科学道德观和良好学风的有效途径
[6]
。国家通过把科研

行为中的基本道德上升为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科研行为规范，完成了科研不端行为道德

法律化评价过程，其界限标准为是否产生社会危害性。我国先后出台了《著作权法》、《专

利法》、《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文件，以管理科研中的

https://www.baidu.com/s?wd=%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3%80%8A%E8%91%97%E4%BD%9C%E6%9D%83%E6%B3%95%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8%93%E5%88%A9%E6%B3%95%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8%93%E5%88%A9%E6%B3%95%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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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学术不端行为，制定了严明的惩戒措施。研究生在从事科学研究前应通过多种途径认真

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积极参加相关课程及讲座，不断健全其知识构架，明确各种学术

不端行为为自身、学校及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在科学研究中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坚持科学真理、尊重科学规律、崇尚严谨求实的学风，勇于探索创新，恪守职业道德，

维护科学诚信。同时，积极向身边的科研工作者传播法律知识，发 

挥监督者的作用，发现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时制止上报，促进良好科研氛围的营造，在

法律的约束下进行科研实践，让法律成为遏制科研界的不正之风、推动科研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第二杆秤。 

2.2 导师及学校角度 

2.2.1 加强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 

缺乏关于科研诚信学术规范方面的知识，科学研究自律不足亦导致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

有调查显示
[7]
，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实施情况并不理想，仅有 45.0%的研究生接受过科研

诚信相关培训教育，由此可见，拓展医学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受教范围，增大宣传力度，

丰富宣传内容十分重要
[8]
。一方面，学校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教育，重

视研究生医学法律教育，强化研究生科研诚信课程、教材及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规划与建设，

可通过使用案例教学的形式
[9]
，促使研究生进行讨论和评价，使其认识到科研诚信的重要性，

教育内容至少要包括学术道德、科研行为、科研合作、科研方法、科学研究伦理、师生责任、

署名与同行评议等，使得研究生认知中根植科研诚信理念，提升研究生学术道德修养，建立

科研诚信的思想保障，以为规范研究生以后的科研行为奠定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导师作为

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的第一人，要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可以通过定期工作汇报了解研究生

课题进展，在此过程中贯穿科研诚信教育，让学生明确失败是正常的，不得因为结果达不到

预期而采用不当的手段，以此严格规范学生的科研行为、不断强化导师对研究生科研能力的

训练，树立正确的科研诚信道德意识。 

2.2.2 完善科研诚信制度管理 

科研诚信的构建不仅需要研究生提高自身意识，强化自身职责，也需要完善的评价及监

督管理机制，从而更好地利于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一方面，学校建立更为合理化的评价机

制，目前多数院校是对科研的量化评价，侧重科研成果的数量，着重关注于研究生学位论文

的查重与审核，忽略对过程的监督管理，可以建立科研诚信记录
[10]

， 并将其作为评价研究

生科研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有助于将研究生科研活动全过程纳入科研监督管理范围。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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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学校可以成立诚信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管理办法与制度，建立研究生科

研诚信档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科研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等不断完善科研诚信监督手段，在

研究生发生科研失范之初时，便立即阻止后续不断行为的出现；若发生论文抄袭、学术造假、

等科研不端行为，进行公开处理，记录入研究生科研诚信档案，与研究生的学业教育、职业

发展等直接挂钩；设立科研不断行为举报途径，规范举报程序，主要通过匿名举报，保护举

报者的利益，形成人人受监督，人人可监督的良好风气。此外，导师通过定期让研究生进行

汇报了解学生近期科研情况， 

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是一件长久之事，需要研究生、学术团体及整个社会的共同

参与，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不仅是推动学术研究自身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对

倡导求真务实的社会风气，对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也起着积极作用。而作为一名研究

生，只有不断强化专业知识的学习，努力培养坚守科学精神，认真学习贯彻法律法规，树立

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才能恪守学术道德规范，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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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双轨合一”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途径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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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我校在“双轨合一”后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发现的学术道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探讨，并从完善奖惩制度，加强课程建设，营造良好

氛围，导师示范引领四条途径介绍了我校为加强“双轨合

一”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做的有益探

索，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医学人才提供保障。 

【关键词】双轨合一；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

道德建设 

 

杨静，副教授，毕业于首都医科

大学神经生物学系，理学博士研

究生学位，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专业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包头医学院学科建设管理科

副科长，负责研究生科学道德与

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主持内

蒙古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 项，内

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

究项目 2 项、包头市医药卫生基

金项目 2 项和秦文斌科技教育基

金 1 项，以第一参与人参与内蒙

古自治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与实践项目 1 项。共发表论文

10余篇，其中 SCI收录 1篇，核

心期刊 3 篇，研究生教育改课文

章 1 篇。主编教材 1 部，副主编

教材 1 部，参编教材 3 部。授权

实用新型 5项。 

共同作者：吴刚，北京大学医学

部化学生物学专业毕业，硕士研

究生学历，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

学专业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原包头医学院研究生学院院长。 

Exploration on the Way to Strengthen Academic Moral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Medicine after "Dual-Rail 

Integr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academic moral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medicine after "dual-rail integr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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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d the beneficial explorations of our university to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moral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medicine from 4 aspects: improving 

the reward and punishment system, strengthening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constructing a good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the demonstration and leading role of mentors. These explorations 

provided a guarantee for fostering high-level medical talents who have all-round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aesthetic grounding with a hard-working spirit. 

Keywords: dual-rail integration;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medicine; 

academic moral construction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德”和“树

人”的有机结合，再一次突显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融入教育事业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强调了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更要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正确的

价值观、荣辱观。研究生教育作为学历教育的最高层次，其立德树人的总目标是提高研究生

道德水平，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精英
[1]
。基于此，要建立研究生教育立德树人的长效机制，

需要从理想信念、学术道德、身心健康和社会实践进行构建
[2]
。作为对学术人的特殊要求，

学术道德是专业规范，是“树人”基础，更是研究生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在医学学术氛围

空前活跃的形势下，科研思维的培养和科研能力的训练已经成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必不可少的内容，所以，必须加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学术道德建设，引导其

自觉遵守科学道德规范，才能为国家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医学人才。本文将以我校为例，

探讨“双轨合一”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近年来为加强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所做的有益探索。 

一、存在的问题 

（一）学术道德建设机制不完善，缺乏系统监管和惩奖措施 

2013 年 5 月，我国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工作正式展开

（以下简称“双轨合一”）。历经 6年的改革发展历程，“双轨合一”不仅促进了我国医学

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满足“健康中国”战略下社会对高水平医师的需求，同时也进一步

完善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体系
[3]
。但我们也看到，“双轨合一”后临床医学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着重强调培养研究生的临床医学实践能力，虽然有一定的科研能力训

练，但毕业和学位授予标准对临床医学实践能力的倾向性使学校和社会对学生学术能力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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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整体不高，进而出现了对学术道德建设重视程度不足的现象，使得相应的学术道德建设各

项机制的构建相对滞后。此外，由于我国“双轨合一”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模式实行时间有限，没有形成一套成熟、完整、合适的学术道德建设的机制可以借鉴和学习，

导致很多高校都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逐步探索和日趋完善的阶段，缺乏系统监管和惩奖措

施为学术道德建设保驾护航。 

（二）学术道德建设的力度匮乏 

实行“双轨合一”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除了要完成作为医学研究生的课程学习

和学位论文工作，更重要的是必须圆满完成长达 33个月的临床医学实践能力训练要求
[4]
，达

到其培养目标，才能完成“四证合一”的最终目的，这样势必要对原有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计划进行修订，从课程设置上优先选择医学及实践能力培养相关的课程，而集中长

效的学术道德教育由于对其学术能力培养目标的弱化而被忽视，出现了学术道德教育力度不

够的现象。再加之“双轨合一”初期，对学生学术思维和科研能力的培养重视程度不足，导

致学生学术理想信念淡漠、学术规范意识淡薄，没有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学术道德教育的

学习也缺乏主动性，出现学术道德建设的力度匮乏
[5]
。 

（三）导师未能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导师既是研究生的学术之师，更是研究生的品格之师，导师的示范引领对于研究生学术

道德的建设至关重要。但是实行“双轨合一”后，一部分导师不在规培基地工作，而其指导

的研究生又只能在规培基地进行学习，这样长期的教育分离导致导师与学生的沟通不畅，导

师不能及时对学生起到示范引领作用；还有一部分导师由于工作繁忙疏于对学生的管理，导

致对学生的学术监管力度不足，学术道德教育出现“空窗化”
[6]
。更有一些导师自身出现学

术不端或学术腐败，对学生不仅没有起到学术道德榜样的作用，还可能诱导学生误入歧途。 

二、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途径 

如何避免“双轨合一”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

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我校通过以下四条途径进行了探索。 

（一）健全和完善学术道德建设各项制度，强化底线思维 

道德维护需要制度发挥基础性的规范作用，因此学术道德建设必须首先加强制度约束，

规范学术管理，借助制度力量，使之不能违背学术道德
[7]
。我校在实行“双轨合一”的临床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后，首先重新修订了《*大学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制

定了《*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范》，《*大学申请硕士学位人员发表论文的规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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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地制定符合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学位论文要求和学位授予标准，在学

校和研究生相互之间心理契约的形成上寻找平衡点，使学校既能完成培养学术追求，端正价

值态度的学术道德要求，又能满足学生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实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8]
。其次从研究生开题、中期、答辩全过程进行学术道德教育的制度建设，先后制定和完善

了包括《*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始数据记录管理办法》、《*大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

测方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工作实施办法》等制度，从见证学位论文工作全

过程的学位论文原始数据记录开始，直至学位论文完成后的学术不端检测及学位论文评阅，

形成学位论文工作全程制度监管，此外，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学位论文造假的学术不端现象，

还制定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详细界定了学位论文造假的行为、

并阐释了认定程序及处理办法，不仅让学生学会认识和辨别学位论文造假行为，更要通过处

理办法使其深入了解学术道德缺失甚至学术道德败坏的代价以对其形成心灵上的警示作用，

做到惩防并重。 

激励是指通过某些内部或外部的刺激，激发人的内在潜能，以此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的过程
[9]
。研究生在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道德养成过程中，需要制定和完善能够促进研究

生学术道德形成的激励机制，以激励其积极主动地形成正确的学术道德思维并指导进行学术

活动。因此，我校在原有国家级及省级奖学金的基础上，设置了校级奖学金，而且在奖学金

名额分配上打破按照总成绩进行各学科总排名的方法施行按照各学科学生比例分配，不仅扩

大了奖学金的覆盖面，而且大大增加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奖学金的获得几率，例如

2019 年，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国家和省级奖学金的覆盖率是 1.6%，校级奖学金的

覆盖率是 2.7%，校级奖学金的设置使奖学金总覆盖率增加了 2.7%。再加上国家发放的研究

生助学金，基本达到了讲、助学金的全覆盖。例如 2019年，2017、2018和 2019 级临床医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省级学业奖学金的覆盖率分别达到了 77%、77%和 100%，国家助学金覆盖比

例为 100%。奖、助学金的合理分配在满足了研究生生活物质保障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实现

其自我期望值，也大大降低了其发生学术失范的可能，有利于学术道德建设。此外，我校在

省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的基础上还设立了同等数量的校级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以此来鼓

励更多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科研实践，在学术活动中进一步深化学术道德的认识，

激发研究生学术道德的自觉养成。 

（二）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将学术道德教育纳入课程培养体系 

要将学术道德建设制度化、长效化，就要充分利用课堂、网络等多种学习手段，将其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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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到学习、生活的等各个环节之中
[7]
。我校积极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将学术道德教育课程

纳入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培养体系，还针对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难以进行集中

学习的特点，将其制成网络课程，方便研究生的学习。其次，我校将国家及学校有关科研诚

信和学术道德的文件、政策及相关制度进行整理，归纳并形成《*大学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文

件汇编》，对每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进行发放供其学习和参考。再次，我校还充分利

用网络资源，积极进行网站建设，在研究生学院开辟学风建设专栏，及时汇总并更新国家，

学校及学院有关学风建设及学术道德教育的相关文件、政策及制度，并通过考试强化学习效

果。如此多措并举，将学术道德教育深入课堂，走进生活，进一步提巩固了学术道德建设的

效果。 

（三）营造健康向上的学术生态环境，不断提高学术道德建设水平 

校风学风是大学立德树人的“空气”，习总书记说过：“一所高校的校风和学风，犹如

阳光和空气决定万物生长一样，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成长”
[10]

。高校学风建设是立德树人的

重要载体，是“大学理念、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大学品格、大学理想的外化，大学学风建

设的本质是大学理念的展现、人文精神的彰显和人的生活和生命意义的生成。”
[11]

我校通过

举办临床医学研究生学术论坛，邀请国内外学术造诣深厚的知名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等方

式，积极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专业思维、世界眼光，营造健康向上的学术生态环境，使学

术道德建设水平不段提高
[11]

。 

（四）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导师的示范引领作用 

对研究生进行育术、育德、育人的全方面教育，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是导师

的价值所在
[6]
，因此导师队伍建设是学术道德建设中的重要的一环。我校首先通过导师的动

态管理，为导师队伍在经费、科研诚信、学术水平及师德师风方面提供质量保证
[12]

。其次，

为研究生建立导师指导小组，在规培基地为研究生配备带教老师，避免导师与研究生的分离

而导致的监管缺失。再次，将学术道德教育纳入导师培训，通过定期召开导师培训，对导师

学术道德的强化提升导师的学术道德水平，进而保证导师在学术道德建设中的榜样作用。 

通过以上四条途径的有益尝试，我校自实行“双轨合一”的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模式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无学术不端现象发生，学位论文的双盲审通过

率自 2016年至今均保持在 95%以上，学位论文质量逐渐升高。由此可见，完善奖惩制度，加

强课程建设，营造良好氛围，导师示范引领这四条途径切实提高了我校“双轨合一”后临床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术道德建设水平，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层次医学人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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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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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研究生失范

问题层出不穷，引起了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护理研

究生学术失范时常发生，本文从研究生学术道德诚信淡薄，

学术规范教育缺失以及学术监察制度不健全等方面分析了护

理研究生学术失范的主客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护理研

究生学术失范的防治策略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护理研究生；学术失范；影响因素；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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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护理管理。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factor of Academic Anomie of nursing postgraduates and 

Prevention Countermeasure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postgraduate anomie emerges in endlessly influenced 

by various complex factors, which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academia and education 

circles. Academic anomie of postgraduate nursing postgraduates often occurs.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for the academic misconduct of nursing postgraduates from the 

aspects of poor academic morality, lack of academic norm education and imperfect academic 

supervision system.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prevention 

strategies of nursing postgraduates. 

Keywords：nursing postgraduates; academic anomie; influence factor; countermeasures 

研究生是我国未来科研的中坚力量，肩负国富民强的重任。研究生的学术道德不仅反映

自身的学术修养，更是与我国科研创新、科技进步和兴国战略相联系
[1]
。然而，近几年来，

从“东北财经大学硕士生学位论文抄袭”到“翟天临不知知网为何物”，研究生学术不端行

为开始层出不穷。对于护理研究生，他们的研究成果与人类健康紧密相连，承担着人类命运

的重担，更应保证学术诚信。然而，护理研究生科研诚信现状却不令人满意，韩国一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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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66%以上的护理学硕士研究生存在学术不端
[2]
，我国护理科研环境同样令人震惊，

谢凤兰
[3]
等调查发现护理研究生所发表的 288篇论著中只有 21.53%不存在学术不端。护理研

究生学术失范不仅破坏学术风气、扰乱学术秩序，更是影响我国护理科研的发展。因此，维

护高校学术诚信，防范护理研究生学术失范势在必行。 

一、学术失范的内涵 

学术失范又称学术不端。美国将学术道德失范定义为：“在提出、实施和评价科研项目

或展示科研成果的过程中，出现的篡改、捏造科研数据或抄袭行为
[4]
。”加拿大规定只要在

学术研究活动，期末考试、结业考试和课堂交流中出现弄虚作假行为就被视为学术道德失范

行为
[5]
。我国将学术不端定义为：抄袭他人观点、捏造、篡改数据、一稿多投以及不当署名

等
[6]
。 

二、学术失范的原因 

（一）学术失范的直接原因 

1. 诚信意识淡薄，漠视学术道德失范。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孟子曰：

“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诚信是我国乃至全世界传统道德的行为规范，在科研

工作中同样发挥着巨大作用。科研诚信要求科研人员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客观呈现研究

结果等。然而，现在部分研究生科研诚信意识淡薄甚至缺失，对诚信在科研中的意义缺乏认

识，不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部分护理研究生在科研过程中随心所欲、缺乏自我约束力，出

现剽窃、篡改、捏造实验结果等学术失范行为。 

2. 学术研究能力不足。 研究生学术能力不足是研究生学术失范最常见的原因。学术能

力包括专业知识、学术思维、创新和材料数据搜集能力等，这些能力的提升需要辛勤的付出

和时间的沉淀。多数学生经历统一考试后成为护理研究生，缺乏足够的时间培养学术能力，

在缺乏科研能力和临床经验的情况下，按质按量的完成护理科研任务是不可想象的。部分护

理研究生在缺乏预实验佐证的情况下冒然开题，在后期的临床科研过程中发现无法进行下去，

而毕业又迫在眉睫，对于缺乏学术精神的研究生为了如期完成学术任务，学术失范便成了他

们完成科研任务的便捷途径。 

3. 求学目的功利化。 学术道德的第一要义是献身学术，因此研究生要有热爱科学真理

的道德品格和科学态度。而调查显示 57.09%的在校研究生在学术上存在急功近利的心态
[7]
。

主要体现在：为学位、为工作、为名誉、为金钱。部分护理研究生选择读研的一部分原因是

为将来升职加薪增加筹码；另外则是想要脱离临床，部分研究生不是真心喜欢护理，喜欢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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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而是由于本科调剂和其他原因选择了护理。有些高校将论文发表数量与评比奖学金、优

秀研究生和学位证相挂钩，研究生在功利心的驱使下，为追求荣誉和金钱，抛弃了学术诚信，

放弃了对学术研究应付的责任。 

（二）学术失范的间接原因 

1. 巨大的竞争和学业压力。研究生不断扩招的情况下，护理研究生也越来越多，但医

学科研资源相对稀缺。护理研究生培养缺乏明确细致的培养方案，护理研究生不仅要面对众

多复杂的临床工作，还要完成科研工作，时间紧迫；部分高校对研究生就读期间发表论文的

学术期刊有明确要求，期刊影响因子要达到规定的数值，才予以毕业，这样的规定给研究生

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此外，护理专业一级期刊少，审稿周期慢，见刊时间长，加上导师施加

的压力，部分护理研究生在面对多方压力时无法守住诚信的学术道德底线，出现学术不端的

行为。研究生在高校学习期间通常以学术成果和一级期刊文章论“英雄”，在对学生的道德

无要求和考核的情况下，是否在科研过程中遵循学术规范成为“无所谓”的话题。 

2. 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缺失。研究生处于进行学术科研活动的初步阶段，在基础段开

始进行学术行为学术规范教育是避免研究生学术失范的重要途径。但高校对研究生学术规范

教育重视不够，缺乏恰当的形式和途径，系统的课程来塑造学生学术诚信的品格。即使安排

学术规范教育课程的部分高校也是流于形式，未能让研究生入学时就能清晰、明确的了解：

什么是学术规范，哪些行为属于学术失范。并且，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过程中未对研究生的科

研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导致部分研究生随时间推移，忘记了遵守学术规范。 

3. 学术监察惩罚制度不健全。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防范研究生学术失范政策、规定，

但制度仍存在一些不当之处。①研究生学术检查制度不完善、针对性不强。例：对于一稿多

投行为没有明确的处理办法。②制度缺乏执行制度，执行不透明，缺乏监督。部分高校在发

现学术不端行为后，害怕丑事外扬，影响学校名声选择内部解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被

曝光学术不端行为的高校也是接力解释、辩解非主观故意。 

三、学术失范的对策 

（一）加强科研道德教育 

加强护理研究生科研道德教育，提高研究生学术诚信和自律意识。科研道德教育是提高

研究生品质，增强诚信意识的有效办法。对护理研究生开展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可以从内心

改善研究生对诚信的认知，增强其责任意识。进行科研道德教育要注重因材施教：通过互联

网、广播、公众号等媒体方式持续滚动播出学术规范相关内容；学校定期举办研究生学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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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演讲、征文比赛等活动；向医学生讲解编纂数据、伪造研究生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危害；根

据研究生的偏好、见闻习染的激发研究生的诚信意识，遵守学术道德。开展科研道德教育要

确保教育的有效性，反对形式主义。 

（二）加强研究生学术能力 

护士硕士研究生学术失范发生的部分原因是学术能力不足，相关专业知识缺乏，临床经

验缺失，增强研究生学术能力是避免学术失范的重要措施。对此，一方面研究生要加强自身

学习。在研究生就读期间，研究生除要学习本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外，更要尽可能多的进行临

床观察与操作，科研要源于临床、利于患者。此外要加强文献阅读，参加学术会议、论坛，

不断了解护理领域的前沿内容，拓展知识面，构建知识体系，对该领域进行深入认识。另一

方面，部分高校要改变护理专业不用进行科学研就的偏见，提供相应的科研设备和资源，为

科研活动提供支持，如丰富图书资源，购买学术研究所需的各种数据库和提供护理实验室等。

各高校除系统培养研究生文献检索、分析、处理相关资料的能力，也要定期举行相关专业讲

座细致讲解各个数据库的具体使用方法，避免闭门造车的现象。 

（三）加强学术不端监督和惩罚力度 

目前学校对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的监督机制和惩罚措施没有明确的约束条例，对于学术

不端行为监管不严，导致造假者层出不穷针对此现象，各大高校应完善研究生培养阶段的检

查监督机制、规章制度，对做出学术失范行为的研究生要加大惩罚力度，而对学术道德品质

突出的研究生应给予奖励和表彰，有利于和谐学术道德环境的建设。 

学校通过建立学术诚信档案对研究生学术诚信进行阶段性审查，将审查结果记录在学术

诚信档案中，并将诚信记录与研究生评优相结合
[8]
。建立研究生诚信档案可以有效地减少研

究生学术失范行为。此外，高校根据各自情况，积极借鉴国外处理学术失范的优势、经验，

将研究生学术失范扼杀在摇篮中
[9]
。 

（四）发挥师德模范作用 

2018年教育部明确提出：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
[10]

，是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工

作的有利着力点。导师是研究生学习生活中的引路人，导师严谨的科研态度，高尚的道德情

操等都对研究生产生深远的影响
[11]

。第一，导师要加强自身学术修养，严于律己，诚实守信，

做好学术道德规范的表率。第二，导师要加强对研究生的学术道德教育。在日常学术和交流

中，到时要加强对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充分掌握研究生的科研、思想动态，及时给予分析指

导，消除不良思想。此外，学校要做好对研究生导师的遴选工作，坚决抵制学术不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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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范的导师。 

（五）加强高校学风建设，净化学术环境 

学风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和精神所在，也是一所大学的立校之本
[12]

。部分高校受科研背后

物质利益的诱惑，开始攀比科研基金的费用高低，不再重视客观的科研成果。一位高校的科

研处长说：“如果一篇文章不能为提高学校的排名做贡献，就是垃圾文章。”这说明部分高

校领导并不是真心重视科研而是把科研看成学校取得政绩的手段和标志。对于研究生群体的

学术文化建设学校可以通过开展社团活动、组织学生在入学时签署学术承诺书，举办学术不

端案例讲座以及学术失范小剧场等主题活动，营造良好的学术竞争氛围，积极进取的思想品

质。 

四、小结 

“做正确的事，即使再没有人注视你的时候”
[13]

，学术道路，唯有遵守道德规范、坚守

诚信原则才能行稳致远。研究生是发现未知世界，促进人类科技进步的中流砥柱，防止研究

生学术失范不仅需要研究生具有“慎独”精神，也需要各个教育部门的监管。高校是知识生

产、学术创新的策源地，负有维护学术声誉和诚信体系的天然使命，维护高校纯净的科研氛

围是每个师生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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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视域下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探索 
马田 王斌全*

 

030001，太原，山西医科大学 

马田，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研究生 

王斌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院办，院长/教授 

通讯作者 王斌全，1725430571@qq.com 

【摘要】科学道德是对科研人员的一种无形约束，科

研人员作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部分，必须拥有正确

的科学道德观。学风建设是一所学校发展和培养人才的重

要内容，是建设科研教学型高校必不可少的部分。 

【关键词】“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医学生；培养

模式；探索 

 

马田，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

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

向：护理管理、护理教育、

临床护理。 

Exploration on the training mode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ethics and style of study" 

Abstract : scientific ethics is an invisible constraint on scientific researchers. As a key part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scientific researchers must have a correct scientific 

ethics.The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a school's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of 

talents, and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colleges. 

Keywords:"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ethics and style of study";Medical students;Training 

mode;explore 

医学生是一个相对其他专业学生较为特殊的群体，毕业后面临的是身患疾病的患者，在

身体和心理方面承受的社会压力和责任更多。不论是医生还是护士，他们在救死扶伤的同时

还肩负着促进医学发展的使命，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显得尤为重要。学校作为培育人才的

摇篮，对学生德行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医学生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不可忽视。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科学道德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参考大纲》
[1]
把科学道德定义为：“社会道德在科学技术活

动中的表现，主要是指科研活动中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应具备的素质，既表

现为科技工作者在从事科学技术活动时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人格，也具体反映在指导科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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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正确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或规范之中。” 

（二）学风 

1998年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教育管理要点》
[2]
，其中明确了学风的概念：“学风是包

括教师的学术风格、教学作风和学生的学习目的、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学习纪律等方面的

学习作风。从广义上说，学风包括一切的社会群体在任何一方面从学的风尚与作风。狭义的

学风，特指在校学生的学习风气，尤其是指当前高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学习风貌

和学习精神状态，它主要包括学习目的、学习动力、学习态度、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

纪律等。” 

二、医学研究生学术失范的主要表现和原因分析 

（一）研究生学术失范的主要表现 

研究生培养是我国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且研究生已经逐渐成长为我国科研人员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科研素质的提高对我国的科研创新和国际竞争力都有着关键作用
[3]
，因此，研

究生更应该具备求真务实的科研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但是，近年来关于研究生学术

失范的报道却越来越多，一次次挑战科研道德的底线。研究表明
[4]
，在研究生群体中以下几

种学术失范行为最为常见：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剽窃抄袭别人的实验成果、一稿多投、杜

撰参考文献、不当署名、代写或找人代写论文等。 

（二）医学研究生学术失范的原因分析 

医学研究生不同于其他专业研究生，学生在校期间需要兼顾专业知识学习、临床实践以

及科研工作等内容，难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有关研究表明
[5]
，目前专业学位的医学研

究生相对更为注重临床技能的学习，在学术研究方面存在欠缺，导致毕业论文内容不够充实，

实验数据不真实等情况的出现。同时，目前高校的各种考评以及企业的招聘都对学生的科研

成果有一定的要求，部分同学为了能让自己的简历更充实会选择借助别人的文章和专利，以

“搭便车”的方式署上自己名字。另外，医学专业的导师除了担任研究生导师之外，还同时

扮演者医护人员、代课教师、研究人员、各种学会组织成员等多种角色，导师在兼顾所有工

作的同时对学生的指导和管理就会存在欠缺。侯延斌等
[6]
的研究显示，导师在学术道德方面

对学生要求不够也是研究生学术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医学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实践探索 

（一）以志愿者服务为载体的科学道德培养和学风建设 

科研是一项相对较为枯燥的工作，并且在完成一项科研课题的过程中可能会由于各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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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情况的出现而导致中断事件的发生。例如，在前期准备阶段需要收集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

分析寻找新的突破口，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搜集不到有效的历史资料、资料收集不完善、

资料过多难以分析、找不到创新点等问题；其次是试验阶段，拟定的试验方案在实际进行过

程中也可能会出现偏差、难以严格按照纳入/排除标准选择研究对象、试验对象出现失访、数

据的收集分析等都会影响科研的进行。因此，为保证整个科研项目的研究效果和质量，研究

人员的科学道德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国家领导人对志愿者活动的重视，各高校的青年志愿者服务团队也越来越

壮大，学生们通过各种志愿者服务活动为社会做贡献，不断提升自己。“奉献、友爱、互助、

进步”是对青年志愿者精神的凝练，也是学生在进行志愿者服务过程中沉淀下来的优良品质。

在科研活动中，科研人员同样需要具备这些德行。科研往往需要以团队的形式进行，而“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精神是团队合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研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方

法，需要我们拥有无私的奉献精神；需要我们在团队中友爱互助；需要我们共同进步。 

近年来，我院研究生积极开展各类志愿者服务活动，例如“小丑医生”志愿者活动、爱

心导诊服务、走进马克思书房、社区老年义诊活动等，以此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

职业价值观，形成以“爱心仁术”为核心的优秀学风，培养学生形成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优良

的医德医风。 

（二）以文献研讨课堂为载体的科学道德培养和学风建设 

医学以人为对象，是通过技术对人道主义的一种道德实践
[7]
，医学科研活动的目的是借

助科研手段促进现代医学进步。信息化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医学科研活动的进行提供了更多

的机遇，各种数据库的构建和开发也为医学研究生学习科研方法提供了更多的途径。我院通

过文献研讨的形式激励学生通过国内外各种数据库资源查阅全球优秀科研成果，以小组讨论

的形式对其研究方法、数据处理、论文撰写等各方面内容进行深入的剖析和分享。榜样的力

量永远都是强大而且直接的，学生通过分析优秀学者的科研过程，不仅学习到了国内外最新

的科研方法、统计分析手段，了解了国内外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更在这个过程中潜移默化

的被这些优秀科研人员的科研道德、专业素养、科研精神所感染。历届护理研究生的课堂反

馈显示以文献研讨课堂为载体进行科学道德的培养和学风建设行之有效，并且得到了学生的

高度认可。 

四、有效开展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建议 

（一）完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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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是一个部门运行的基础，是对人员的一种约束。高校应该更加重视科学道德和

学风建设，建立健全管理组织，完善制度体系，时刻监督学生的科研和学习风气。各高校应

该形成科研监督体系，学校、院系应该分别成立科研道德和学风建设监督小组，形成双向反

馈体系。校领导、院系领导、导师逐级对研究生的科研道德和学习风气进行指导和把关，研

究生通过自身感受对导师的科研能力和科研道德以及监督小组的工作情况进行反馈。通过双

向反馈监督体系，在开展研究生“科研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的过程中，同时对学校的学生

和老师进行管理，更加有效地提升学校的科研道德水平，形成更加优秀的学风。 

（二）加强宣讲工作，普及认识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应该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整个过程。每届学生在入学初期

都会接受从学校到院系、班级等不同形式的入学教育，研究生阶段才是真正接触科研创新的

关键时期，培养良好的科研道德和学风至关重要
[8]
。在入学教育中就应该为学生提供各方面

的知识，当然也应该包括“科研道德和学风建设”相关内容的宣讲。在课程学习阶段，可以

通过开设相关课程，专门为学生讲解科研道德和学风建设，让学生有更加直观深入的了解和

认识。除了课堂学习以外，还可以借助其他各种讲座、微信公众号、学习软件等途径定期开

展不同形式的宣讲活动。 

（三）强化导师职责，言传身教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研方法指导和

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研究生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导师应承担相应责任”
[9]
。对学生来说，

在学习、生活、科研各个方面，导师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研究生期间，导师的言行举

止、德行品质时时刻刻都在影响着学生。在学生中开展“科研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导师

的科研态度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学校应该严格规范导师的遴选过程，严格管理，定期组织

导师进行相关的培训，定期组织学生、学院领导等对导师的科研能力、学术思想、教学态度

等方面进行评价。此外，导师应该形成自己的科研团队，并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

重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四）正确价值引领，奖惩合理 

研究生的各项活动、考评等都与科研有一定的联系，科研成果是目前各高校奖学金、助

学金评选的重要参考依据。在制定奖学金或者各种奖励评选标准时，高校应该重点强调科研

成果的质量，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内容作为硬性条件，对于出现过学术失范行为的学

生严格遵循“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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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研究生作为未来科研工作的接班人和重要组成部分，在校期间形成的学术态度会伴随其

一生，可以说，这三年是研究生科研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因此，高校开展“科研道德和

学风建设”势在必行。“科研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不仅仅是学生一个群体的任务，更是高

校管理者、研究生导师、代课教师、辅导员以及学生这个整体的任务，每个人都应该承担起

自己的责任。管理者要尽到规范、监督和管理职责；研究生导师、代课教师、辅导员要言传

身教、为学生树立正确的科研道德榜样；研究生应该严格约束自己，严格遵循科研学术规范、

形成优秀的科研道德和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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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类研究生学术论坛开展现状与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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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生学术论坛是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环

节，也是医学类高等院校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学

校始终重视研究生教育，把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

怎样培养人为工作目标，尽所能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为此，在传统教育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研究生学术论坛

活动。本文结合本校实际，论述、分析医学类研究生学

术论坛的开展情况，为新时代本地区医疗卫生领域学术

论坛的发展提供指导。 

【关键词】研究生学术论坛；地域特色；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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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the academic Forum for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Abstract: Graduate academic forum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link in graduate educ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academic exchanges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school 

has alway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graduate education, who to train, for whom, how to train people 

as the goal of work, as far as possib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training. To this end, in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t the same time actively carry out graduate academic forum 

activities.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of our school,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mailto:bt_wangsuhu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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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forum for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ademic forum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Graduate academic Forum;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Exchange platform 

高校担负着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等重要社会功能[1]，特别是具有

较高学历的医学类研究生群体已成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力量。作为一个地区医疗卫生高等

教育学校，不仅承担着培养高层次医疗卫生学术创新人才的使命，为该地区乃至国家医疗卫

生事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的重任。重视学术交流和学术资源共享是世界一流大学人

才培养的传统，在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中，学术论坛是高水平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3]，建设和

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学术论坛体系，不仅有助于提升教师和学生的学术能力，更是促进学科

融合，激发创新创造能力的重要支撑。如何让新时代区域医疗卫生学术论坛办的更加出彩，

就要立足于已有经验，紧跟时代步伐，针对存在的现实问题，彰显自身特色，不断探索学术

论坛建设的新路。 

一、 研究生学术论坛开展现状 

2010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设立全国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的通知》，鼓励各高校通过

举办研究生学术论坛为广大研究生提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机会。近年来，为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地方学校在传统教育教学的同时积极开展研究生学术论坛活动，为学生了解学术前沿、

营造学术氛围和激发创新能力创造并提供高水平交流平台。近年来通过连续举办的研究生学

术论坛。初步形成了以学校、学院为举办主体，以培养学术创新人才为宗旨，以各学科前沿

问题为论坛主题方向，以学术交流、壁报展示等为主要形式的研究生学术论坛特点。 

二、 研究生学术论坛调查情况 

为多方面了解教师和学生的对研究生学术论坛的相关需求，面向研究生指导教师（以下

称为导师）和在籍学生围绕学术论坛举办时间、形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了相关问卷调查。调

查共发放问卷 960份，其中导师问卷 318份，研究生问卷 642份。收回有效问卷 585份，其

中导师问卷 157份，回收率 49.3％。学生问卷 428份，回收率 66.7％。   

（一）导师问卷调查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根据有效问卷分析 157名导师中，有 147人参加过学术论坛，占调查人

数的 93.63％；10人未参加过学术论坛，占 6.37％。 

在“参加学术论坛形式”的问卷调查中：听取汇报的为 98人，占 62.42％；大会发言的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620 - 

 

为 31 人，占 19.75％；壁报展示的为 16 人，占 10.19％；提交论文的为 12 人，占 7.64％。

（图 1） 

 

在“学术论坛的最佳形式”问卷的调查中，选择专题报告的有 73人，占 46.50％；选择

交流点评的有 66 人，占 42.04％；选择答疑解惑的有 16 人，占 10.19％；其他选择 2 人，

占 1.27％。（图 2） 

 

在“参加学术论坛的目的”问卷调查中，有 146 人选择拓展自己的科研思路，占 92.99％；

有 139人选择了解更多前沿知识，占 88.54％；有 70人选择投文章和锻炼自己，占 44.59％；

有 25人选择其他，占 15.92％。（图 3） 

62.42%
19.75%

10.19%

7.64%

图1 参加学术论坛的形式

A、听取报告

B、大会发言

C、壁报展示

D、提交论文

46.50%

42.04%

10.19%

1.27%

图2 学术论坛的最佳形式

A、专题报告

B、交流点评

C、答疑解惑

D、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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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倾向于哪种学术论坛交流方式”问卷调查中，有 131人选择专业范围内的小型交

流学习，占 83.44％；有 126人选择多学科综合型交流学习，占 80.25％；有 57人选择覆盖

面广的大型交流学习，占 36.31%；有 31 人选择年级范围内的交流学习，占 19.75％。（图

4） 

 

在“今后的论坛希望增加哪些方面的知识”问卷调查中，有 142 人选择前沿知识，占

90.45％；有 113 人选择标书撰写，71.97％；有 106 人选择论文写作，占 67.52％；有 105

人选择统计分析，占 66.88％。（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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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学术论坛最佳时期”调查中，有 59 人选择开题前，占 37.58％；有 41 人选择

课题研究期间，占 26.11％；有 41 人选择在任何时候，占 26.11％；有 16 人选择在入学初

期，占 10.19％。（图 6） 

 

在“论坛后希望主办方做哪方面工作”调查中，有 94 人选择建立论坛交流平台方便参

会者会后进行互动交流，占 59.87％；有 39 人选择建立专家信息库方便专业领域咨询，占

24.84％；有 24人选择拷贝论坛 PPT，以备今后学习，占 15.29％。（图 7）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多数的导师参加过学术论坛，且有 47.75％的人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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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和论文等形式参与论坛。此项数据一方面反映了该校研究生导师的科研学术水平，教师

可以依托论坛的平台实现专业技术领域的交流与研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近年来学术论坛在

教师层面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式参与。从对学术论坛的形式和交流方式上看，专题报告、交流

点评、专业范围小型交流和多学科综合型交流占比较多，反映出导师更注重于论坛的专业性、

实用性、综合性与互动性。从参与论坛目的上看，拓展科研思路和了解前沿知识占比较重，

分别达到 92.99％和 88.54％，反映出导师对高精尖的专业知识具有强烈的需求，同时有

44.59％的到师选择投文章和锻炼自己，说明导师对拓展和丰富现有专业学术水平。从论坛

知识上看，导师对论坛内容的前沿性和对自身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数据和技术等方面的实际指

导需求较大。从论坛举办时间上看，导师对论坛时间性上无明显限定，基本可实现任何时段

的参与;从对主办方的要求上看，导师重点注重在现场的交流互动和与专家建立长期的沟通

咨询机制。 

本次问卷的最后针对论坛举办形式、讲座内容和邀请专家方面征求了导师的意见。其中

举办形式方面建议今后在传统的论坛形式基础上可以增加多样性、开放性论坛形式。在讲座

内容方面区分专业论坛和综合论坛，体现专业纵横和边缘横向。邀请专家方面导师均提出邀

请知名专家进行专业交流。 

（二）在籍研究生问卷调查分析 

本次问卷调查， 428名在籍研究生中，有 362人参加过学术论坛，占调查人数的 84.58％；

66人未参加过学术论坛，占 15.42％。 

在“参加学术论坛形式”的问卷调查中：听取汇报的为 342 人，占 79.91％；大会发言

的为 35 人，占 8.18％；壁报展示的为 33人，占 7.71％；提交论文的为 18人，占 4.21％。

（图 8） 

 

在“认为学术论坛的最佳形式”问卷的调查中，选择专题报告的有 164人，占 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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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交流点评的有 157 人，占 36.68％；选择答疑解惑的有 103人，占 24.07％；其他选择 4

人，占 0.93％；在其他选择中有学生提出论坛内容加入病例分析部分。（图 9） 

 

在“参加学术论坛的目的”问卷调查中，有 377人选择了解更多前沿知识，占 88.08％；

有355人选择拓展自己的科研思路，占82.94％；有233人选择投文章和锻炼自己，占54.44％；

有 170人选择获得学分，占 39.72％。（图 10） 

 

在“更倾向于哪种学术论坛交流方式”问卷调查中，有 308人选择专业范围内的小型交

流学习，占 71.96％；有 262 人选择多学科综合型交流学习，占 61.21％；有 204 人选择覆

盖面广的大型交流学习，占 47.66%；有 122人选择年级范围内的交流学习，占 28.5％。（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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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论坛希望增加哪些方面的知识” 调查中，有 366 人选择前沿知识，占

85.51％；有 337人选择论文写作，占 78.74％；有 310人选择统计分析，占 72.43％；有 214

人选择标书撰写，占 50％。（图 12） 

 

在“开展学术论坛最佳时期”调查中，有 135 人选择在任何时候，占 31.54％；有 125

人选择开题前，占 29.21％；有 114人选择课题研究期间，占 26.64％；有 53 人选择在入学

初期，占 12.38％；剩余 0.23％的学生希望在开题前和课题研究期间均开展学术论坛。（图

13） 

 

在“论坛后希望主办方做哪方面工作”调查中，有 204人选择建立论坛交流平台方便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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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者会后进行互动交流，占 47.66％；有 119 人选择建立专家信息库方便专业领域咨询，占

27.8％；有 102人选择拷贝论坛 PPT，以备今后学习，占 23.83％。（图 14）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多数的在籍研究生参加过学术论坛，但仍有 15.42％的学生未参加

过，反映出在举办论坛方面受专业和时间等因素限制，未能实现全员参与；从对学术论坛的

形式上看，学生参与论坛方式多以听取汇报为主，偶有部分学生能够作为论坛的演讲者和发

布者；从论坛形式需求上看，各种需求分布较均，在专题报告和交流点评方面略有偏重；从

参加论坛目的上看，了解前沿知识和拓展科研思路相对较多，有半数学生选择文章投稿和锻

炼自己，另有近 40％学生选择获得学分。由此看出学生在注重科研的同时，也将论坛作为学

习求知的途径之一；从论坛交流方式和希望增加的知识内容上看，多数学生集中在前沿性、

专业性、综合性和多覆盖型论坛交流，反映出学生在保证自身专业性学习方面希望通过论坛

能够涉猎到更多更广的知识，同时为自己学业研究领域提供更多的数据和技术支撑；从论坛

举办时间上看，学生对论坛时间性上无明显限定，基本可实现任何时段的参与；从对主办方

的要求上看，多数学生注重于建立交流互动平台。 

在校生对学术论坛的举办形式、讲座内容和邀请专家方面的意见中提出，学术论坛的形

式可以更加多样化，内容可以更丰富，专家可以更多层次。特别希望通过学术论坛除了解专

业领域知识外还可分享到专家的人生经历等相关信息，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展提供参考。 

三、优化研究生学术论坛的对策建议 

通过近年来不同学科研究生学术论坛的举办，地方学校导师和学生参与度越来越高，参

与方式也逐步由 “参与聆听”向 “主讲研讨”进行转变。学术论坛内容的前沿性、专业性

和交互性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由此提示研究生学术论坛也需要向更高、更深、更广的方

向发展，逐步树立起具有区域地方特色的“专业论坛品牌”。同时，也为研究生论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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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前沿性、专业性、互动性和长效性等方面的需求；也为我校提升论坛质量、促进研究

生培养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巩固基础，整合力量，树立医学类研究生学术论坛品牌 

在巩固基础方面，要进一步总结以往论坛的经验与成果，以健康中国、健康地区创建为

契机，结合自身城市发展特点，丰富和提升现有论坛水平，办本地区一流的现代学术论坛。 

在资源整合方面，进一步发掘高校医疗卫生领先学科、重点学科、高等教育系统重点学

科和重点培育学科的特点与亮点，依托院士专家工作站，以论坛为平台，有效整合全校乃至

周边地区的学术资源，形成学术共同体。 

（二）积极创新，科技助推，建立数字化长效论坛互动交流平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大论坛创新支持力度，围绕学科前沿的热点问题，推出

一批高新、前沿的论坛主题，邀请各领域学者开展深入交流，促成不同学科背景间相互启发，

打破学科壁垒，最大限度地激发学术创新。 

加强数字化论坛平台建设，建立论坛资料数据库，促进论坛成果快速转化，利用现代化

网络信息技术，通过手机 APP和互联网站等交互手段，建立长效的互动交流平台，实现线上

线下深入研讨，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推动理论和实践价值的创新成果产生。 

（三）联系实际，服务于民，发掘论坛学术研究与市场价值 

判断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是否有利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

面进步。学术论坛建设的发展以科学专业的理念，引导绿色健康生活；紧密结合最急最忧的

医疗问题，聚焦发力，提升区域医疗卫生水平；充分发挥地方区域特色优势，使学生通过学

术论坛在政策方向和专业技术等方面得到提升，通过交流充分展现个人能力和水平，提高综

合素质；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场价值，以市场促发展，以市场促高质，加快推动论坛成果向市

场进行高效转化。 

（四）有机衔接，相互融合，做好学术论坛独有特色的传承与发展 

在相对统一规范标准的医疗卫生体系方面，各地区由于区域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等原因，

均具有特色的地方特色，在我国医疗体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在这些区域，学术论

坛已称为我国传统医学专业重要的展示、交流与融合的平台。学术论坛的发展不仅要吸收国

内外的技术与知识，更需要传承和发展好区域特色的传统医学。地方高等医学专科在举办学

术论坛中一方面，各需要积极拓展渠道、提升品质，广泛的引进和吸收国内外先进的专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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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另一方面，更需要构筑和发展好地方特色医疗卫生专业论坛

基础，为这些从业者建立好展示、衔接、融合和发展的平台。 

（五）多元参与，深入交互，构建学术论坛共建共享的全民参与体系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是新时代高校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医学类

研究生学术论坛不仅是服务于教职员工和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其发展根源应该是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从医学类研究生学术论坛的主题确定、主旨演讲和参与受众方面应

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论坛主题要“接地气”，论坛的求学者不仅是研究生而要涵盖广大医学

需求群众，求知求解是他们参与论坛的主要需求，因此，论坛的主题设计要做好基础调研工

作，从需求出发、从实际出发，做到“论有所需、论有所用”。二是论坛主旨演讲要“如饮

甘露”， 在社会上高等学校举办的专业论坛在民众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信性，民众需

要在论坛上找到医疗健康方面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措施，从业者需要通过论坛实现“去伪存真、

答疑解惑”，因此论坛从专家主旨演讲方面要根据主题和需求进行精心准备，做到“平易近

人，通俗易懂”。三是论坛参与者要“广泛化”，作为论坛的演讲者不仅是论坛的“传业、

授道、解惑”者，同时也是论坛的需求者，他们需要在论坛上听到具有共鸣的反馈，因此要

实现论坛的长效发展，参与范围就要做到“精准、全面”，逐步构建起专家、导师、学生和

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受益、全民参与的论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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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工作 

“党建+”工作模式提升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实效 
杨威 赵海艳* 王刚 

116044，大连，大连医科大学 

杨威，大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专职组织员/讲师 

赵海艳，大连医科大学，组织部，专职组织员/副教授 

王刚，大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 

通讯作者 赵海艳，32457368@qq.com 

【摘要】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关系到我国医学事

业的发展前景。新时代赋予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思想、

新任务、新要求。积极探索新时代符合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对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和接班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党建+”工作新模式，即：“党建+四支队伍，引领思想自

觉；党建+互联网，打造智慧党建；党建+四个平台，夯实思

想基础”，对提升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实效起

到关键作用。 

【关键词】 “党建+”工作模式；医学研究生；思想政

治工作 

 

 

杨威，硕士研究生学位，从事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0年，

曾获辽宁省教育评价协会优秀

成果二等奖，主持全国医学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课

题《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立德树

人教育实现路径创新研究》，主

持省级“十二五”规划课题《当

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认同与培养途径研究》，主持

市级思政课题《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网络载体的运行现状及新途

径研究》。主持校级教改立项 1

项，参与省级课题研究 5项，其

中 1项获省教学成果二等奖。在

省级以上刊物以第一作者公开

发表论文 15篇。 

"Party construction +" work mode improved the effective of the medical degree 

gradu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Abstract： Medical degree postgraduates'education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ese medical career.The new era entrusts the postgraduates with new ideas, new tasks and 

new requirement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new 

mod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graduates majoring in medical science."Party construction +" new mode of work, namely: 

"Party construction + four teams, leading th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Party building + Internet to 

mailto:324573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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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a smart party;Party building + four platforms to consolidate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And 

it plays a key role in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medical 

degree graduates. 

Keywords："Party construction +" mode of work;Medical postgradu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作为我国医学教育结构中最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关系到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前景，担

负着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医疗人才和发展学科技术的双重任务。积极探索新时代符合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不仅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

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需要，更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根

据医教协同下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特点，我们积极探索“党建+”工作新模式以提升医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实效，即：“党建+四支队伍，引领思想自觉；党建+互联网，

打造智慧党建；党建+四个平台，夯实思想基础”。 

一、强化队伍建设，发挥引领作用 

研究生培养方式不同于本科生，主要是以个性化培养为主。因此，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任务主要由导师、两课教师和辅导员承担，同时，研究生党员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医

学院校党建工作要想取得突破，就要充分发挥队伍建设的作用。 

（一）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 

2018年，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明确了研究

生导师有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坚定为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等职责。导师作为研究生日常学习生活

接触最多的人，在研究生学术创新、实践创新能力、学术道德等方面，起到典范作用。 

因此，把导师纳入到研究生思想政治建设的队伍中，建立健全导师管理体制和体现导师

立德树人的考评机制，充分发挥导师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立德树人职责，对提升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实效至关重要。 

（二）选配专业化研究生辅导员 

在选配研究生辅导员时，要充分考虑辅导员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各方面因素，选配

政治素质过硬，责任感强、熟悉研究生教育管理规律，有丰富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同时又能

够深入到学生中、及时掌握学生实际情况的辅导员，在导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得当、或没

有精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及时“补位”，从而形成真正的职业化、专业化、稳定化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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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队伍。 

（三）创新两课教师教育途径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两课教师在要结合时事政治，注重对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科研、临床实践中，两课教师要将党的最新理论学习与主题活动结合起来，通过深入基层，

走进农村，走进社区，将党的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医学研究生专业优势，把主

题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为一体，在实践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以党建为龙头，将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 

（四）发挥研究生党员示范引领作用 

研究生党员比例较高，一般占在校生的 30%左右。因此，发挥研究生党员的示范引领作

用，对开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榜样选树、榜样宣传、榜样学习

到榜样再教育形成“四位一体系统化”良性循环，创新发挥研究生榜样力量对研究生党员教

育管理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为加强和改进高校研究生完善与强化研究生党建工作，要以研

究生这一群体特有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世界观为出发点。研究生党员既是研究

生党支部工作的对象,又是党支部开展工作的骨干力量。在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党建工作条例

的前提下,学校要充分尊重研究生党员的自主创新性和管理自主性,鼓励支部在各个方面创

新。  

二、借助网络载体，拓宽教育渠道 

面对网络时代新形势，我们必须开阔思维，树立全球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加强对医

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一）加强对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首先，充分利用网络，发挥教育对象的自主意识，使教育对象积极主动地参与思想政治

工作的各个环节，从而增强自我教育在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分量，也使研究生思想政治

工作更具有亲和力。其次，拓展学习领域，结合最新的网络形态和研究生网络行为方式，搭

建科学、智能、高效的理论学习与宣传教育平台, 创建党员红色教育 App，发布时事动态、

理论学习资料、党建成果等信息，党员通过掌上阅览，打破时间地域限制，实现党员随时随

地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实现“党建+”工作模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效。 

再次，制定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计划和方案，针对网络教育环境（包括网络社会大环境、

受教育对象所处的现实环境、实施教育的网络途径）进行综合研究，分析网络环境对研究生

网络受众的影响，以及网络化社会下研究生学习、生活、思想、心理产生的新特点。运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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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技术从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式三个方面综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党支部积极

创新党课教育形式，采取“微党课”的方式，开展主题鲜明的学习教育活动，使研究生党员

群众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通过微党课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达到教育效果。 

最后，丰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断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的基础上，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内容，纳入教材体系和课程安排。我校开设

了研究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以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为主要教学模式，进一步探索和丰

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内容。党员的教育管理方式可以借助于信息手段, 搭建科学、智

能、高效的理论学习与宣传教育平台, 充分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创建党员红色教育

App, 发布时事动态、理论学习资料、党建成果等信息, 党员通过掌上阅览, 打破时间地域

限制, 实现党员随时随地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教育。 

（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1. 建立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 

队伍建设是实现研究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网络思想政治

工作队伍是促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一，成立组织领导机构，由党组织书

记牵头负总责，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宣传部门负责对内容进行审核把关；网络技术部门负责

技术处理，保障运行优良；研究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做好组织协调，处

理日常事务。第二，组建“三位一体”的工作队伍。一是建立专兼职研究生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队伍。这支队伍要专业、精干，是承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骨干力量，其主要任

务是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重大时事分析引导、校园评论的撰写等网络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的编审工作。二是建立政治素质较高且具备一定网络素养的兼职工作队伍。其组成

成员包括“两课”教师、辅导员和学生党员干部。该队伍同时承担网络宣传、舆论引导等任

务。三是建立专兼职网络管理队伍，精心挑选政治素质过硬，有较强责任感的师生党员担任，

以确保网络信息的导向和质量。 

2. 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 

要想提高网络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素质，就要加强培训。一般分为政治培训和业务培训

两个方面。政治素养的培养和理论水平的提升是长期积累和学习的过程，对大学生网络思想

政治工作队伍的政治培训也非一日之功，需要坚持不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培训的目

的是提高队伍成员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从而让这支队伍在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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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高。业务培训一般涵盖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熟练运用 QQ、MSN、PPS、飞信等学生常用

的网络软件和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工具，从而形成与研究生良好的沟通交流平台。 

（三）创新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教育载体是教育内容的依托，思想政治教育对载体的选择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

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要积极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如利用即时通讯软件（QQ、MSN和

飞信等）、微博、微信、手机短信、BBS 论坛等载体，以满足当代大学生行为方式多样化的

需要。 

1. 加快即时通讯软件运用 

即时通讯是当前大学生最热衷的网络生存方式，以 MSN、QQ为代表，包括与手机短信通

讯结合的飞信，是网络点对点交流的一次飞跃，也是人们交流方式的一种蜕变。通过 QQ、飞

信等方式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目前我校依托 QQ 即时

通讯软件建立了班级群、年级群、专业群，等等，教育主体可以通过班级群，将一些信息或

通知发布到网上，既方便了教师与研究生的沟通，也为研究生之间的交流提供平台。 

2. 积极探索“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学习强国”APP 已在高校校园广泛流行并迅速形成一种文化，要充分发挥“学习强国”

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党员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并结合实际开展广泛交

流，有效的把学习成果转化成推进工作突破的动力。创新学习形式，通过开展知识竞赛、知

识问答等方式，调动广大党员学生参与热情，营造“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培养党员学生

的学习习惯，做到有空就学，有空就看，结合时事开展座谈讨论，通过这样一些做法使研究

生党员学生的政治信仰更加坚定，政治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四）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建设  

网络时代的到来，给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尤其是网络不文明、不道

德现象的出现。这就需依靠完善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网络行为，为研究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提

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1. 建立和健全互联网立法 

这些年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加强了网络立法，教育部也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进网络工作的若干意见》，根据教育部相关法律法规，我校针对研究生上网管理

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如《校园文明公约》、《学生上网行为准则》、《大学生网络违纪处

理条例》等，以法律法规的力量保证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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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行网络信息监控管理 

加强对局域网、校园网的管理。我校采用实名制网络接入制度，严格对入网用户实行 IP

地址绑定措施，实现用户的账户-IP-电脑-端口统一审核制度，通过审核、监控来规范大学生

的网络行为。并购置了上网行为管理设备，在网络出口实行动态监测管理，对网上不健康、

不正当的言论内容进行屏蔽、清理，采用数据加密技术，实现信息系统的安全。根据实际需

求，还建立了“网络值班制度”，尤其是特殊敏感时期，加大监控力度，及时消除会对学生

产生不良影响的数据信息。 

近四年来，我们依托互联网为新生及家长答疑解惑、提供咨询，学生还自发组织汇编新

生指南等文章，使新生在入学前就开始接受学长们的关怀，感受学校的网络文化氛围，也使

研究生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得到了创新发展。  

三、搭建教育平台，夯实思想基础 

辅导员要以二级党校平台为载体，做好研究生党员教育培训工作；研究生导师要以临床

科研实践平台为载体，开展多模块、多主题的实践项目，强化科学精神；两课教师要以社会

实践基地平台为载体，做好研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生党员要充分发挥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模范作用，感染影响身边同学，形成全员育人的局面。 

（一）强化思想建设，提高党性修养 

医学专业研究生未来将承担疾病预防、救死扶伤的重要使命。医学生的主流是好的，但

也有不少人受此风的影响，特别是有些研究生看重一己私利，对人类发展、社会发展的使命

感不强，不是目中有“人”，而是目中无“人”；也有的学风不正，治学态度不严谨。要改

变这种状况，适度而有效的职业道德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作为医学专业研究生中的

党员，更应有敏锐的政治辨别力和判断力，更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加强医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想建设，有利于提高研究生党员政治站位，坚定党员理想信念，保持党员

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利于促进高校研究生党建工作的科学高效发展。 

加强研究生思想建设就必须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将理想信念教育贯穿于学习之中，做好

各阶段党员再教育工作。加强理论创新教育，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到当前党的基本方针政

策都要认真引导学习，联系日常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凝聚党员

战斗力，要从加强研究生党员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为起点，提高党员政治信仰，使其

基本目标与党的最高目标结合起来；加强先进文化教育，吸收古今中外的先进文化，提高党

员先进性。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研究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在学习中培养爱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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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砥砺强国之志，不断加深党员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加深对初

心使命的感悟。 

（二）强化组织建设，夯实党建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推进党

的基层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创新，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

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因此，抓好基层党支部班子建设，是发

挥党支部主体作用的关键。研究生党支部是研究生党建工作的重要基层组织，是党组织密切

联系研究生的桥梁和纽带。由于研究生具有“来源广、年龄跨度大、分布散、层次多”等特

点，因此科学设置党支部将提高党支部工作的实效性。如果沿用本科生以年级为单位“横向

党支部”建设模式，搞“一刀切”，不利于研究生党建工作的开展和信息的沟通及共享。因

此，要结合研究生专业特点，考虑将学科相近的专业合并在一起建立“纵向联合党支部”。

建立“纵向联合党支部”可以改变当前研究生党支部寿命较短，且不稳定的现状，有利于各

项工作的逐层实施。但“纵向党支部”同样存在劣势，即不利于交流与信息分享，不利于提

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因此，根据医学院校研究生培养分为集中学习和临床实践两个阶段，

党组织可以采用纵横交叉的网络化支部设置模式，即横向支部建在班级、纵向支部建在临床

科研实践科室。纵横交叉党支部同时具备了“横向党支部”和“纵向党支部”的优点，又避

免了二者的不足，是研究生党建工作组织建设的最佳模式。 

（三）强化制度建设，推进规范管理 

研究生党支部要寻求适合新时代条件下的新方法、新思路、新启示，利用思想素质好，

业务工作能力强的党员特性，指导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要强化典型引路作用，积极宣传有

亲和力和感召力党支部书记，将他们树立为机构学习的光辉榜样，进而激发起他们更大的工

作热情。要研究党的最新工作要点和切实把握党建创新思路，实现党建新提升，要出台有力

政策，建立长效机制，支持党支部书记培育工作在发展空间方面，让党员干部看到希望，获

得肯定，这样才能在工作中增加获得感。 

具体的实施方案包括：一是建立党员档案制度，内容涵盖党员的基本信息、研究方向、

职业发展方向、参加组织生活形式及表现、取得的成绩等等，并定期进行更新，目的是了解

掌握每名党员的成长情况，便于对其进行培养考察和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管理。二是创新开

展党日活动。结合研究生实际，设计好活动内容，使之具有感召力和民主性。每个党支部要

针对支部特点，从支部成员的学习生活实际出发，制定具有务实性的活动内容，同样也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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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详细的计划，使其制度化。三是建立党员素质教育积分制度。根据党员参与活动的难易程

度和所作贡献的大小，明确积分标准，把党员服务群众、党员自身发展、党员参与活动的每

一项工作进行量化积分，将党员综合素质以累加积分的形式体现出来。每季度或每学期在党

员活动日进行通报，对落后党员进行批评教育，并建立帮扶方案。四是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基地党组织进行联建。充分利用研究生培养单位的优质资源，开展党组织联建工作，以研

究生以医生党员的身份参与临床党员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树立理想信念，坚守职业道德。五

是建立党员先锋示范岗制度。普遍设立研究生党员先锋示范岗，定期开展示范岗工作总结和

交流，不断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形成以党建带思政的工作格局，

真正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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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中国

几千年的智慧结晶，中国传统医者不仅有着丰富的医药专

业知识更是传承着医者仁心，治病救人的传统医德，而医

药学研究生则是医药学知识和精神的主要继承者和发扬

者，但是当今医药学研究生的培养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必须要加强对其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本文从医药学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的特征和问题出发，研究对医药学

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和路径选择。 

【关键词】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探索 

 

国峰宝，辽宁中医药大学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在读硕士，主要研究

方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Exploration on the pat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s in 

medicine and pharmacy 

Abstract：medicine is the treasur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ains the wisdom 

crystallization of several thousand years, Chinese traditional healers who not only has a wealth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inherited the healer kung, save people's lives or the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and the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 is medicine knowledge and the main 

successor and 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but the modern medicine graduate training exists some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ignored, must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article 

from the medicine graduate studen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research on the signific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and path selection. 

Keywords ： medical pharmacy postgraduat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h 

exploration 

一、 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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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德导向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立德树人的基础性工程，具有鲜明的导向性，而医药学

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性主要是帮助医药学研究生在掌握精湛的知识的基础上，树

立高尚的医德，加强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加强人文关怀。改善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不

仅要看到医疗技术术更要看见人，不仅要有医术更重要的是有医德。 

成果实践性：医药学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充分联结，最鲜明的特点就是

其成果的实践检验性，无论我们学习过多少古代先贤的医德故事，无论我们考试得了多高的

分数，其实这些都不能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对于医药学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

只能在医生治病救人的实践过程中加以检验。 

课堂扩展性：思想政治课是对医药学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但是却不是唯

一的途径，对于医药学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存在于课堂中，更要存在于他们的日常

实习和轮转过程中，不仅思政课老师是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医学专业课老师

更要对医药学研究生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医德教育。医药学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

仅需要思政课老师理论教育和医学专业课老师的专业知识和医德教育，更少不了实践中代教

医生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因此医药学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具有充分的扩展性。 

二、 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医学专业课和思想政治教育分离 

医药学研究生的专业课大多数都是临床医生进行讲解，生命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责任

感使得任课教师更注重对学生的医学理论和专业技能的灌输和培养，任课老师认为熟读经典

提高实践能力就能将医药学研究生培养成一名好医生，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思政课老师的事

与专业课老师无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在专业课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差距较大的客

观条件下，使得医药学研究生形成了重医学理论、实践、轻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情况。 

（二）学业繁忙，思想政治教育时间有限 

对于医药学研究生来说，他们不仅需要上公共课还要上专业基础课，不仅要学习中医文

化典籍，学习中医的基础理论、西医的基础理论，而且还要医院实习、科室轮转、出科考试。

每天的学习让他们应接不暇，因此，就存在挤压思想政治教育的课时时间、因为上手术、有

患者、出科考试等各种理由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和实践活动中请假，从而导致本来就有

限的思想政治教育时间再度被挤压。 

（三）思想政治教育课形式单一，学生难以感兴趣 

医学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是对医药学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是现存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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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课的教学形式主要是按教材照本宣科或者是在课上加入 PPT和视频，这些单一的思想

政治教育课的形式，难以激起学生的兴趣，同时医药学研究生的学生大多是理科生，他们高

中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历史和政治学科的系统学习，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积累。因此，对于思想

政治教育课中的较为专业的知识本就缺乏一定的知识基础，再加上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形式单

一，则更难激起学生的兴趣。 

三、 加强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一）.缓解医患关系的有效途径 

在当今医患关系紧张的大形势下，医药学研究生重技术、轻人文的现实情况下，医生和

患者之间冲突不断，更有甚者会威胁到医生安全。因此为了改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必须要加强对医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加强对医学生专业学习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利

于培养医学生的医德医风，加强行医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促进医生和患者之间良好的医患关

系的形成和发展。 

（二）避免不良思想的影响 

当今社会，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要想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下，

避免医药学研究生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必须要加强对医药学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弘扬

主旋律，避免他们在各种错误思想中迷失自我，为医药学研究生做好思想引领工作,抢占先

机,避免不良思想的影响。 

（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人才 

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医药学研

究生作为高学历、高知识储备的技术人才，为了把他们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

人才，必须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培养医术高超的医学生，更要培养医德高尚的医学

人才，二者缺一不可。而这个目标的实现与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密不可分。 

四、 加强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丰富高校思想政治课课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教育会议上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关键性课

程，他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

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1]
而医学院校思想政治课更是

提高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水平的重要途径，因此要想加强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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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丰富高校思想政治课课堂。思想政治课的主体是学生，因此必须要改变之前灌输教育

的模式，真正让医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调动医药学研究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

就需要教师不断丰富课堂内容、改善教学方式，加强探究性学习，合作学习，充分利用好第

二课堂的育人作用。思想政治课堂不仅要讲理论，更重要的是把理论与当今时代和医药学研

究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从而使思政课更利于缺乏一定文科系统知识基础的医药学研究生理

解和学习，在知识传授利于理解的基础上，改善思政课教学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思

政课的互动性和时效性。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增强思政课的温度。同时可以通过医学

热点问题、医患关系的讨论交流，让医药学研究生真正的参与到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思政课

课堂不应仅局限于三尺讲台的课堂，更应该不断开拓社会主义大课堂，不断丰富课堂内容、

讲课方式、课堂范围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课的不断发展，加强医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结合医学专业知识加强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也许从表面上来讲医药学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相去甚远，但是换个角度，其

实医学专业的知识中其实充满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无论哪个学校对医药学研究生进行医

学知识的传授都避不开《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这中医

四大经典，但是这四大经典仅仅只有阴阳五行学说、藏相学说、病因病机、治未病、辨证论

治、草药等中医知识吗？答案是否定的，其实中医这四大经典中更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的资

源。中医专业知识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蕴含了中国古人与疾病做斗争的实践过程，更是以病人

为中心不断发现新病症，解决新病症的过程。《黄帝内经》主张“天人合一的阴阳五行”这

就要求医学生不仅要医治病症，更要有整体意识对患者的身体、精神和社会关系加以了解，

这不也正是儒家所提倡的精神吗？正如元代医学大家朱震亨认为“医乃吾儒格物致知一事”
 

[2]
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深入挖掘，并将其蕴含于专业知识的传授过程中，

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和时效性。 

（三）发掘中国传统医德文化和西方医学道德的合理内核加强医学生思想道德教育 

中国传统医学文化中充满了医德的写照，中国传统的医生更是用行动践行了中国传统的

医者的仁爱之心。孙思邈曾说“凡大医治病, 必当安神定志, 无欲无求, 先发大慈侧隐之

心, 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 不得问其责贱贫富, 长幼妍媸, 怨亲善友, 华

夷智愚, 普同一等, 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 自虑吉凶, 护惜身命。见彼苦恼, 若

己有之, 深心凄怆, 勿避艰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 一心赴救, 无作功夫形迹之心, 

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3]
扁鹊作为中医学的开山鼻祖，他在整个行医生涯中，不仅医术高超，

https://baike.so.com/doc/2780234-293454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68939-648236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04614-56423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904504-9560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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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在于他教授学生从不藏私，四海行医，坚持为穷人看病的高尚医德。张仲景之所以

能写出《伤寒杂病论》则主要是因为他热爱医药事业，能够刻苦钻研和实践，不仅做堂诊治

百姓，更是长途跋涉，拜师取经，张仲景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长，勤恳踏实，终身学习终

成“医圣”。尝百草的神农、外科圣手华佗、药圣李时珍。这些中医大家值得医药学研究生

学习的不仅使他们的医学成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高尚医德，仁爱之心，这不正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内容吗？不仅中国讲究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传统医德文化，西方医生的科学与

人文相结合的医学关怀也值得新时代的医药学研究生学习，也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

源，《希波克拉底文集》不仅要求医生作为肉体的医师，更是精神的医师，这不正是医学人

文关怀的深刻写照吗？南丁格尔:”余谨以至诚，于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

守。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

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
[4]
的誓言不仅是护理人应该遵守的准则，也是医药

学研究生应该严守的医德。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医德文化还是西方医学道德的合理

内核都是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都需要深入挖掘和应用。 

（四）以临床实践活动为引领，加强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是医学生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医药学研究生医学理

论知识，更要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培养他们的高尚医德。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庄严的医学

生宣誓活动增强医药学研究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对近几年高铁救人，火车救人等一系

列优秀医生的事迹的宣传和弘扬感染医药学研究生，发挥榜样的力量，引导医药学研究生自

觉向优秀医生学习。并通过一系列的社区义诊、农村体检、暑期三下乡等活动，使医药学研

究生真正的深入群众，强化奉献精神，做到真正的医者仁心也让他们真正的体会到:我志愿

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

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

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5]
的医学生

誓言的神圣使命和内在精神。 

（五）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互联网时代，医药学研究生的思想和行为呈现了多样化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互联网世界

更为明显且已经扩展到日常生活，高校要加强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就必须抓

住网络话语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切感和吸引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微博,微信,公

众号已经占据了我们大多数医学生的生活,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直在接受这这些媒介所传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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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影响,所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和方法。我们必须认识到互联网的开放性使得医药学研究生关注的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因

此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内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须是有选择性的，必须要抓住主旋

律，弘扬主旋律，避免医药学研究生在丰富的网络世界中迷失自我。同时在互联网环境下，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应该适应现代医学生的特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建立微信公

众号发推文等方式充分运用医学生在日常学习和轮转的碎片化时间来对其进行教育,推文的

内容要避免大篇幅的长篇大论和机械化的说教，更多的采用比较新颖的小段论述，趣味标题，

网络视图或者事件导视结构图等方式传递教育内容，从而更好的加强内容的关注度和吸引力。

我们必须注意到互联网是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主体，这种相对自由的环

境和相对民主的关系，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要去权威化，更多的采用民主的方式，平等的姿态

加强我们的医药学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以求在潜移默化中加强医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理解，

从而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同时，现代医药学研究生的主体意识提高，习惯于在网络表达自

己的观点，尤其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医疗的问题，他们想要更多的参与权和表达权，因此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多关注医药学研究生的网上言论，善于倾听医药学研究生的意见和建

议，给其更多的参与感。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形式也不应该只局限于传统的单项互动,而应该更多的运用现

代技术推动医药学研究生的双向互动，可以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了解医药学研究生的思想上

的主要问题和实际需求,从而更好地针对医药学研究生进行教育。可以在网上建立符合医药

学研究生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站，为医药学研究生的网络参与提供新平台。网络方式更符

合医药学研究生的特点且其民主化的方式和图文并茂的形式也易于接受，避免逆反心理的同

时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在各种思想相互激荡的情况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与时俱进，

运用新技术，新媒体，提升自身的活力,为医药学研究生做好思想引领工作,抢占先机,避免

不良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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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教协同背景下儒家“学以成人”德育思想 

对临床医学研究生德育的引导 
荣虎只 

450052，郑州，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通讯作者 荣虎只，ronghuzhi@163.com 

【摘要】医教协同背景下，临床医学研究生的教育目

标在于“培养合格的医生”，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研究生

完整人格的培养。儒家“学以成人”思想强调“为学”和

“成人”，一以贯之以“仁”，以德性修养为起点和核心，

从个体道德修养和社会教化两方面入手，追求高尚的君子

人格、和谐社群以及德性社会，这促使我们更加突出教育

为人的因素，突破职业道德教育的局限，真正实现大学对

人的教育意义。 

【关键词】儒家德育思想；仁；学以成人；德育；德

性 

 

荣虎只，河南安阳人，1985年

生，哲学硕士，研究方向：医

学伦理学。 

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立

德树人是研究生教育的中心环节。教育部等六部委《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

革的意见》要求，将医德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建设和临床

实习等，教育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但是，在长期的临床医学研究生教学实践中，由

于临床医学学科的本身实践性强的特点，教学中过度重视临床知识技能培养和考核，加之研

究生面临的毕业和就业压力，临床医学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被不断地弱化和边

缘化。同时，重业务、轻党建也成为当前医疗工作的突出问题。 

1  当前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对“职业”的过度强化 

长期以来，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侧重对研究生科学素养的培养和知识创新的追求，认为

医学本质属于职业教育，围绕职业技能、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等因素把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

看作是医学实践的核心。特别是通过对国外医生培养模式的借鉴，引入了岗位胜任力的概念，

确定了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医学生培育路径优化方案
[1]
。存在着将临床医学研究生的教育

简化为医师职业教育的倾向。 

医疗卫生行业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是社会发展重要环节，相比于其他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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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临床医学研究生更容易受到现代社会转型浪潮的冲击，医疗行业中的不正之风、看

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的医患纠纷以及不断恶化的就医环境使得临床医学研究生

教育和医疗实践中极端功利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大行其道，这既不利于培养研究生的完整人

格，也不利于改善当前的紧张的医患关系，与“立德树人”的教育要求相差甚远。 

2  儒家对“仁”的阐释是“医乃仁术”的来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中国有着悠久的教育传统和医学传统，积累

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尤其是在个体道德修养和社群道德教化上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文化，并深

刻影响了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塑造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和性格。在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中，

汲取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华是大有裨益的，可以发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完善人格内涵、提升道

德素养、塑造精神价值的引领作用，有助于提升研究生思想涵养，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提

升创新能力
[2]
。 

2.1  儒家仁学思想 

儒家承担了古代中国的主要教育功能，其教育理念与社会发展是高度融合的。由孔子在

先秦时期确立起的“仁”学思想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其目的在于通过从个体修身开始，

追寻善的品德，塑造好的行为，协调好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关系，最终达到个体与社群的高度

和谐。 

医乃仁术思想的内核是“仁”，医学实践本身就是一个依仁、求仁的过程。 “仁”的

哲学含义和道德意蕴主要地是由儒家来阐释。“仁”从良心出发，以人为本，重视人伦，构

建起一个含摄慈孝、友恭、忠义、礼仪、智慧、诚信、恭敬、宽厚、勇毅等众多德性的庞大

的道德体系，“泛爱众，而亲仁”，必须在与他人的交互中才能彰显“仁”的德性，而且只

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展现其意义。仁者爱亲、仁者爱人、仁者爱物、忠恕之道等内涵为医学

生医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3]
。 

2.2  医乃仁心 

正是因为儒学对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自古以来，我们一直有着“儒医”的优良传统。

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里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

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这里所说的“大医”是要突出强调一个“大”字，就是具有君

子人格、圣贤品性的、有良心的医生，而不是说一个普通的医生；“恻隐”就是孟子所提倡

的“恻隐之心”，是良心的肇端。说到底，“大医”就是有良心的医生，这个良心就是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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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心”是基础和泉源，需要不断扩充也就是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来，而医学生

德育追求的目标就是能成为“大医”。 

有仁心方可有仁术，由仁心引导的仁术才是真的仁术。南宋许叔微在求学时“刻意方书，

誓欲以救物为心”，立志于仁心仁术以救世。明代潘楫更是一语中的总结道：“医乃仁慈之

术”，以充分体现儒家仁学思想和医学精神相互交融、体用无二的关系。临床医学研究生德

育的起点应该是“良心”这个本体，引导同学们认知和体会这个本体是道德教育的开始，一

切道德行为都要由德性引导，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我道德的生命和世界，进而才能追求道德

的社会。 

3  德育的路径 

医学是最具有人文科学特色的自然科学，医学生的成长成才之路其实也就是人之为人的

个人成就之路。《礼记·大学》讲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强

调道德修养是所有人安身立民的基础，是联系个体和家国天下的纽带；指出道德教育的路径

要从提升自我道德修养开始（“明明德”，第一个“明”字是动词），与他人及社群成员和

睦亲善，追求个体道德境界和社群整体的至善至美（“止于至善”）。 

3.1  德育要重仁德引导善行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告诫我们，

有仁德引导的善行才是真正的善行。孔子还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

善夫！”（《论语·子路》）意在表明，医学是一个需要有坚强道德意志和坚定道德信念的

职业。加之医学本身作为一种职业，其培养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如果为了追求善行带来的

好的效果刻意“为善”，而不注重德行引导，造成的后果可能比没有善行更严重。 

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环境下，很多医学院校都开设了卫生法学和医患沟通学等课程。很

多医院都注重提升医生职业道德、敬业精神、谈话技巧、人文素质和医患沟通技巧、优化就

医体验，在医院设施和很多细节上表现出对患者的人文关怀和微笑服务，遇到问题时倡导理

性分析和妥善解决问题。广大患者和社会舆论也普遍地乐于接受这样的“善言”、“善行”，

这对改善医患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很难说这是出于仁德或者德性的引导，恐

怕更多的是因为现实所迫和规避风险的策略。 

3.2  德育要贯穿日常生活和学习 

“儒”起初是一种专门化的职业，主要是帮助贵族人家主持各种典礼仪式，后来逐渐承

担起教育任务，所以儒家就特别重视从生活中的日常事务着手，从点滴处、细微处实践，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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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深对“仁”的理解和体悟。《论语》和《韩诗外传》都记载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宋明理

学和心学对这种教育方式更是运用的炉火纯青，也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成果。 

医教协同背景下临床医学研究生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在临床一线，以“住院医师”

和“研究生”的双重身份在带教医师指导下直接承担相当繁重的临床工作和在导师指导下

进行必要的科研训练，远远突破了校园教育文化的界限，成为高度参与社会活动的研究生。

临床医学生研究生的德育应该突破对一些极端案列的讨论、案列教学或者固定场所的医患角

色的互换，避免特殊性向普遍性转化过程的困境。在紧密联系临床轮转的基础上，结合思想

政治教育要求，开设一门《临床医学研究生德育理论和实践》课程，把枯燥的理论融入常青

的实践中，着眼于学生们在学校和医院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实际情况，也关注每个人成长的

过程，随时随地引导和加深他们对“仁”的理解和实践，在此基础上提高伦理分析能力和道

德判断能力，久而久之积日渐之功，必将取得扎实的德育效果。 

3.3  德育要超越职业技能本身 

教育要面向和服务社会发展，“服务需求、提高质量”，培养出掌握良好职业技能的人

才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培养出有辩证思维模式、掌握科学思维方法、能树立正确人生观、世

界观和价值观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不仅仅要解决“培养什么人”和“怎么培养人”的问题，

更要解决“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 

陈来先生指出，儒家的教育理念，重视经典的人文教养，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的模范，

以德行优于知识，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或全人的教育理念，突出“学”

和自我的主动性在教育过程中的意义，着眼在把人变成全面发展的高尚的人
[4]
。《论语·学

而》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

悌、信、仁都是好的德性，在做的很好的情况下，才将剩余的精力去学习知识技艺，并且因

为技艺的提升才能成“器”，更好地促进德性修养。 

医疗卫生行业与各种社会关系联系紧密而复杂，医学职业道德教育对于临床医学生研究

生培养和医疗事业良性发展来说是积极有益的。但是，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还不能仅

仅限于“合格的医生”，而要把职业道德教育融入到个体的道德修养之中，融入到社会道德

教化之中，在此基础上追求医学生完整人格和德性社会的成立。具体的，可以从两方面来实

施，一是通过“立德树人”把教师和教育部门以及家庭纳入进来，有机结合，共同培养德才

兼备的合格人才；二是通过“学以成人”激发研究生的个体成长和成才意识，积极发挥主观

能动性，自我要求、自我砥砺，将自我成长融入到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不忘初心、服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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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4  “学以成人”是整体性的道德教育 

“学以成人”是基于儒家性善论学说的，恰当地表达了儒家对于人性和道德教育的态度。

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材全德备”的“大成”之人，亦可以说是指充分发挥了人之本心、

性善的潜能而成为一个在仁、智、勇等方面真正“成熟”的人
[5]
。“学以成人”以成就人本

身和德性社会为目标，把智慧、博爱、仁慈、善良等众多德性凝聚为“仁”，从良心寻求道

义，以德性引导善行；以“仁”释人和成就人，强调个体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个体必须在社

群中完成道德修养和道德教化，从而能够实现社会的高度和谐，这是一个整体性的道德教育

模式。所以，儒家认为有道德的君子能够突破追求自身利益的局限而关注到维护社会共同体

存在秩序的义的价值，把社会共同生活中的道义规则转化为个体内在自觉的价值选择
[6]
。 

“学以成人”的道德教育思想与“医乃仁术”的医学精神是高度契合的。医教协同背景

下，理解和学习“学以成人”的思想内涵对于我们纠正当前过度聚焦于“职业胜任力”的倾

向，把医德教育的重点从强化外在因素的约束转向为追求个体内在的超越，以人为本、以仁

为基，更好更全面地做好临床医学研究生德育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同时，也能为逐步改善当

前紧张的医患关系、促进医疗卫生行业的作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周小华, 柯鹏辉. 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医学生培育路径优化问题及对策[J]. 吉林广播电

视大学学报, 2017(06): 144-146. 

[2] [2]刘明杰, 王金梅. 在研究生培养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与思考[J]. 思想教育

研究, 2016(03): 87-90. 

[3] [3]李隽, 李亚军, 张雪玲, 董正华. 仁学思想在医学生医德教育中的运用——以陕西

中医药大学为例[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8, 31(05): 650-653. 

[4] [4]陈来. 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5): 198-205. 

[5] [5]李存山. 天人合德:性善与成人[J]. 道德与文明, 2019(01): 39-43. 

[6] [6]李祥俊. 儒家义利之辨的概念含义、问题层次与价值取向[J]. 学习与实践, 

2019(01): 12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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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工作的探索和思考 

——以公共卫生硕士为例 

何珂* 代子瑞 李意杰 贾英男 姚志骅 薛城 程洁洁 徐璐璐 

200032，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 

何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学

部，副主任（主持工作）、2018 级 MPH 辅导员/助理研究员 

代子瑞，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  

李意杰，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工组，2019 级辅导员 

贾英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工组，研工组组长 

姚志骅，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党政办公室，科长 

薛城，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妇幼与儿少卫生教研室 

程洁洁，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事业管理学教研室 

徐璐璐，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 

通讯作者 何珂，heke@fudan.edu.cn 

【摘要】目的：基于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工作需要，

探索和凝练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公共卫生硕士思政工作的理

论和实践创新，以期为相关高校更好地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

思政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方法：以某高校公共卫生硕士为

例，通过文献分析、调查访谈、个案研究、实践研究等方法

对其思政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基

于 MPH 的培养特色，某高校公共卫生学院在 2018 级中试点

按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分设研究生辅导员，落实落细“三全

育人”体系，抓紧抓实“五维育德”工程，利用各种载体拓

展教育途径，开展特色项目，从多个维度搭建育人格局。结

论：要进一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工作创新，强化专业

学位思政工作，加大思政教育宣讲力度；发挥实践基地育人

功能，拓展思政教育全新阵地；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确

保思政教育同质管理；促进不同专业学位交流，探索思政教

育协同创新。 

【关键词】医学专业学位；公共卫生硕士；思政；三全育

人；五维育德 

 

何珂， 2019年 5月毕业于澳大

利亚弗林德斯大学医院管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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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任教学部副

主任（主持工作），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医学教学管理和综合

管理方面研究。 

Exploring and Thinking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Medical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Taking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as an example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consolidat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for full-time and part-time public health masters based on the nee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for medic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with a view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better carrying 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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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Methods: Taking a master's degree in public health in a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al 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our university were described 

descriptively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survey interviews, case studies, and practical studies. 

Results: Based on the tra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MPH, a public health college in a university set up 

graduate counselors according to professional degrees and academic degrees in the 2018 middle 

school pilot, implemented a detailed "Three-wide education" system, and stepped up to implement 

the "five-dimensional moral education" project using various carriers to expand education channels, 

carrying out characteristic projects, and building a educating pattern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for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s, strengthe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s, and increase the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ring into play the 

func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in practice bases, and expand the new frontier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ensure the homogeneous manage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degrees between different majors and to explor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s: Medical Professionaldegree; Master of public heal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ree-wide education; Five-dimensional moral education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大战略决策，将维护人民健康提升到国家

战略的高度[1]。但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人才培养重点也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这是健康中国战略对医学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长期以来，医学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肩负着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卫生健康领域所需要的应用型高

层次专门人才的重任，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着重要的人才支撑，因此，在这一变革中医学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无疑将承担更为重要的人才培养任务。但基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校

时间较短、实践要求较高”等培养特点，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思想状况多元、价值观现实”

等方面表现更为突出，其主要存在学生的角色冲突和困惑、导师责任的缺位和认知的误区、

思政工作力量不足、载体欠缺、方法老化等思政工作难点[2]。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

开以来，对高校思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也更加关注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教育等思

政工作难点问题，紧抓思政教育质量落实和内容创新[3]。2018年 10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

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单位名单，我校入选首批试点高校。学校以此为契机，狠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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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质量，调动各方力量，探索推进“五维育德”工程，构建具有本校特色的思政工作

体系，扎实推进思政教育改革，特别是希望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上有所突破。本

文基于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工作需要，以为适应国家健康重大需求和社会发展重大需要

而开设的公共卫生硕士（Master of Public Health，以下简称 MPH）为例[4]，结合我校二

十余年 MPH培养的改革历程和培养模式，更好地总结和凝练 MPH思政工作的特色，并提出创

新思路和做法，以期为相关高校更好地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我校 2018 级全日制 MPH 班研究生（82人）和非全日制 MPH班研究生

（29人），共计 111 人。 

二、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通过关键词搜索思政、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获取国家政策及

相关学者文献，充分学习国内常规及新型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工作方面的重要方法（如

理论教育法、实践教育法、典型教育法、案例教育法等）及其优缺点和使用建议。 

（二）调查访谈法： 

本项目组自行设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调查问卷》，共 17题，主要涉及专业

学位研究生对于我校思政工作的认识、需求和建议。采取匿名填写问卷星的方式，向 2018级

全日制 MPH班和非全日制 MPH班的 111名研究生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108 份，有效率

为 97.30%，其中，全日制 MPH 班回收 81 份（占比 98.78%），非全日制班回收 27 份（占比

93.10%）。此外，本项目组通过对 3位专家进行了专家访谈，了解国内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思政工作发展情况，还对 30名 MPH代表进行了个体访谈，做到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 

（三）个案研究法： 

根据研究目的，同时针对我校 MPH的培养特色，对全日制 MPH班和非全日制 MPH班进行

思政创新工作的试点，总结和分析我校 MPH思政工作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存在不足。 

（四）实践研究法： 

拟对 2018 级全日制 MPH 班和非全日制 MPH 班开展“红色地标定向徒步”、“健康中国

梦、公卫科普行——新时代健康科普优秀作品征集大赛”等思政实践活动，在实践中研究新

情况，归纳新方法，总结新理论。  

三、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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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访谈结果分析——MPH思政工作的认知程度 

本项目组调查显示，对于“研究生所参与思政教育活动的主要组织方”这一多选题，在

所有组织方中，全日制 MPH参与思政教育活动最主要的组织方为党支部、团学组织（72.84%），

其余依次为学院（71.60%）、班级（35.80%）、学校（29.63%）、教研室（28.40%）、实践

基地（1.23%）；非全日制 MPH参与思政教育活动最主要的组织方为其所在工作单位（66.67%），

然后为学校（33.33%）、党支部、团学组织（33.33%）、学院（29.63%）。由此可见，学院

及党支部、团学组织在组织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教育活动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当然，随着

学生年级升高，相关科研和实践工作的深入开展，教研室和实践基地作为思政教育活动主要

组织方的占比可能会有所提高。此外，74.31%的调查对象认为辅导员、导师和学生干部在促

进自身参加思政教育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项目组还调查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对于思政教育活动的偏好情况，结果表明研究生最感

兴趣的是“思政教育相关宣讲会、报告会”（77.98%），其次是“重大活动志愿者、国内外

暑期社会实践”（74.31%），再次是“乐跑比赛、红色地标定向徒步活动”等运动型活动

（68.81%），研究生仍乐意接受“思政课程”（43.12%），对“课程思政（将思政教育融入

高校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各个环节）”（33.94%）也存在较高的兴趣，但选择通过艺术类活动

（21.10%）参与思政教育之中的人较少。同时，通过整理 30名学生代表的访谈结果后发现，

多数研究生建议以实践活动形式的交流代替开会形式的交流，这说明实践类活动对于同学们

的吸引力较大。 

此外，对于“开展思政教育活动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素养的提升程度如何”这一问题

（注：程度 1-5 表示提升程度最低至最高），全体调查对象选择了 3分及以上，其中选择 5

分的占 18.35%；而对于“开展思政教育活动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能力的提升程度如何”这

一问题，选择 3 分及以上的调查对象占 97.25%，其中选择 5 分的占 17.92%。这说明全日制

MPH 班和非全日制 MPH 班研究生对于思政教育活动在个人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持高度肯定态度

的，而这种提升并不仅局限在思政素养方面。 

最后，对于“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研究生的思政教育工作是否应该有所区别”这一问题，

选择“是，应各具特色”和“否，应内容相同”占比各半，这说明专业学位研究生对于是否

应结合不同学位类型特点开展思政教育尚未达成共识。而在思政教育方面，88.99%的研究生

认为不同类型专业学位研究生（如公共卫生硕士和临床医学硕士、护理硕士、药学硕士等），

80.73%的研究生，认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应加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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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案研究结果分析——MPH思政工作的基本特点 

1996 年以来，我校在全国率先试点培养 MPH 专业学位研究生，紧扣国家健康重大需求，

并将其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通过 20 余年卓有成效的探索，创新了“以健康为中心”的

MPH培养模式，培养了一大批复合型公共卫生“健康卫士”[5]，取得了显著的人才培养成效。

基于我校 MPH 的培养特色，公共卫生学院在 2018 级中试点按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分设研究

生辅导员。同时，结合问卷调查结果，本项目组在 2018 级全日制 MPH 班和非全日制 MPH 班

中，扎实推进“三全育人”体系和“五维育德”工程建设。 

1. 落实落细“三全育人”体系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出台后，

在之后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机制“三全育人”，所谓“三全育人”，

是“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三者的简称，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

的教育理念[6]。2017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的意见》指出，坚持“三全育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

成长效育人机制。本项目组在常规工作中注重细节、多维搭建“三全育人”体系，稳步推进

2018级 MPH思政育人工作。 

（1）学生工作，跨前一步：据项目组问卷调查结果，辅导员、导师和学生干部等作为

“全员育人”的主体在促进自身参加思政教育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实现“全过程育人”，

首先要从起点抓起，辅导员要引导学生尽快实现角色转变，融入研究生的校园生活。MPH 新

生辅导员要充分了解班级情况，做到“学生联络做在报到之前，开学走寝做在报到之后”，

即从新生报到前的暑期就已通过建立班级联络微信群，解答同学们的相关咨询问题，并对两

个班级同学的基本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在开学后两天要完成班级走寝工作，简要传达了学校

及学院的注意事项，让新生们感受到班级温暖。同时，认真做好家困生、助学贷款工作，积

极为特殊情况学生申请应急补助，做好助学金发放工作。上述基础工作的逐步推进，使得辅

导员做到班级情况心中有数，也为之后全过程思政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2）党建带动班建、团建：研究生党员是研究生群体中的优秀分子，且党团学生干部也

是“全员育人”队伍中的“特殊群体”，应做好思政教育工作的带头作用。党员思政教育应

该摆在突出的位置，MPH 新生辅导员应在开学后尽快开展新生党支部的建立和支委推选，构

建班级管理架构，以党员带动非党员，统筹党员、积极分子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加

强党员与群众联系，落实党建带团建、党建指导班建等工作。2018级全日制 MPH 班级支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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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健康进社区系列宣讲及民生扶助活动”获批学校“双四十计划”志愿服务实践基地，

与徐汇区漕河泾街道联合开展了多项活动，将思政教育融入志愿者服务实践；支部还通过制

作班级通讯录，开展主题班会、新生破冰、主题团日等，积极拓展党员联系群众的渠道；因

全日制 MPH班级人数较多，通过由党员担任团支书，优先让党员担任寝室联络人等方式，建

立党支部、党员与群众中的联系机制，取得较好成效。特别是在班级通讯录制作中，结合 2018

年学校开办公共卫生教育 90 年之际，通讯录第一部分即为我校公共卫生学院历史与展望，

在加强师生联系的同时，充分注重院史教育等“全方位育人”。 

2. 抓紧抓实“五维育德”工程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我校积极推进“五维育德”

工程，即“以德育德”“以智育德”“以美育德”“以体育德”“以劳育德”，构建具有我

校特色的思政工作体系。而在公共卫生专业学位“五维育德”工作实践中，做到了思政理论

教学和特色化实践结合，理论学习、教育实践及专业特点相匹配，将“五维育德”融入日常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中。 

（1）以德育德：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尽最大可能广泛地把育人元素调动和运用起

来，以德为先，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国思政工作会议、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组织班级研究生开展专题活动，重点推进学风建设工作，组织 MPH班级同

学收看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通过理论武装、价值引领、文化传承、基

因挖掘，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品德修养。 

（2）以智育德：传统思政工作是通过思想政治课程对学生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统一教育，如我校 MPH必选的思政课程《自然辩证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研究》，目前仍是主要的思政教育手段。而本次调查也发现同学们对课程思政（将思政教育

融入高校课程和教学改革的各个环节）也存在较高的兴趣，如在卫生管理方向开展研究生体

验式思政教育模式[7]，这也正是未来医学专业课程发挥育人功能的重要新途径，通过将知

识传授和价值观塑造融为一体，引导学生博学笃志、正谊明道，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 

（3）以体育德：在体育活动中融入德育，以体育德，二者相互促进，体育活动不仅可以

增进学生的身体健康，还能调节情绪、增强信心、获得满足感[8]，积极组织 MPH 班级同学积

极参加学校第四届乐跑比赛、上海大学生阅读马拉松秋季赛、足球协会的趣味足球等系列群

众性体育运动，培养研究生团队协作精神，形成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促进研究生人格健全、

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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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美育德：美育是以艺术的形式向人呈现真善美，在审美中内化成道德情感，因此

能够弥补德育的不足[9]，通过美感的培养，丰富人的内心境界，从而塑造美丽心灵，美育之

于德育，是对人道德情感的补充更是升华。充分依托兼职辅导员所提供的校内外平台，鼓励

MPH 班同学参加“医艺承扬大讲堂”等医学与艺术相互结合的讲座活动，在情感认同、艺术

素养和文化引领三方面着力，提升研究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与德育培养高度契合。 

（5）以劳育德：劳动实践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通过实践巩固理论所学，促进研究

生德育发展。本项目组结合公共卫生专业学位特色，结合国家重大课题，由辅导员或专任教

师带队开展社会实践，探索师生思政教育“同行同育”。如围绕“淮海经济区医学人才培养

需求和发展现状”这一主题，项目组赴江苏省徐州市进行实地调研，对相关行业人员进行集

体座谈或个别访谈，总结和分析该地区医学人才培养需求和发展现状，并提出相关建议，以

期为全国同类区域医学人才培养提供借鉴参考，提升实践育人能级，引导学生知行合一。 

（三）实践研究结果分析——MPH思政工作的创新项目 

在健康中国背景下，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三全育人我当

先”实践活动，这就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工作相关人员不能仅局限于已有工作的框架，

应采取灵活的设计，使思政工作形式丰富化，内容实际化，以此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对于思

政教育的理解力和喜爱度。为此，我校 2018 级 MPH 在辅导员（兼班级党支部书记）带领下

开展多个创新项目，丰富了思政工作的形式，取得了较好的实践育人效果。 

1. 红色地标定向徒步活动：追寻信仰味道，重温建党历史 

依托班级党支部，组织开展了“追寻信仰味道，重温建党历史”——红色地标定向徒步

活动。支部党员按照“《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二大会址”的路线，

从学校校园走进上海石库门，走进红色地标，走到广阔天地间，去追寻信仰味道，重温建党

历史，也让更多年轻的学生党员通过实地参观学习，加深“三个认识”，一是对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历史加深认识，二是对中国共产党建党史加深认识，三是对我校“红色基

因”和爱国奋斗传统加深认识。开展红色定向徒步活动，既能使青年学子不忘初心、勿忘历

史，砥砺前行，在实践中品尝真理的味道，树立当代研究生党员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又

能将以德育德与以体育德相结合，锻炼学生体魄，在实践中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

升学生的思想境界，展示研究生青春风采[10]。 

2. 健康中国梦，公卫科普行：维护人群健康，增进民众福祉 

实现“健康中国梦”的伟大蓝图，既要加强顶层设计，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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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更好保障人民健康作出制度性安排，又要着

眼于具体实际，开展健康科普活动，提高公众健康素养，推动国民健康习惯养成、提升百姓

对健康中国建设的“获得感”。通过举办“健康中国梦，公卫科普行——新时代健康科普优

秀作品征集大赛”这一活动，既能激发公卫青年学子坚持“预防为主”，将服务健康中国战

略与发挥公卫学科专业特色相结合，将落实“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大健康”理念融入健

康科普作品创作之中，树立当代研究生党员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又能将以德育德与以劳

育德相结合，以党建带班建、团建，并创新性地将党建活动同步辐射到全日制班和非全日制

班，同时，在漕河泾社区举办基于优秀获奖作品的“健康中国梦，公卫科普行”健康宣讲活

动，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真正将所学运用到生活，为身边的群众带去健康知识，将健康

科普作品创作与党员志愿服务实践基地项目相结合，鼓励研究生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由健康

科普“我创作”变为健康科普“我宣讲”，从而形成健康科普“闭环”，在活动中充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生动展示研究生志愿者的青春风采，为公共卫生 MPH思政工作再添一

抹新色彩。 

四、讨论 

在总结和凝练思政创新经验的同时，本项目组结合前期调研的反馈结果和实践过程中所

遇到的问题，现就进一步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工作创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强化专业学位思政工作，加大思政教育宣讲力度 

本项目组问卷调查反馈结果显示，专业学位研究生对“三全育人”“五维育德”的认知

程度不够。因此，应根据“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的要求，改变以往高校思政工作中研究生思

政教育相对薄弱，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教育更为薄弱的局面，要让“三全育人”“五维育德”

等思政教育概念内涵从“仅教育者熟知”到“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均熟知”，建议高校加强对

专业学位研究生思政教育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加大思政教育宣传力度，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

对思政工作的认知，并鼓励学生参与自己所属专业学位开展的思政教育活动，将“五维育德”

落到实处，在上述过程中，提高自身思政素养及综合能力。 

（二）发挥实践基地育人功能，拓展思政教育全新阵地 

专业实践学习是专业学位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实践基地是专业学位人才培养

不可或缺的重要场所。但因专业学位实践基地往往并非学校直接管理的教学单位，带教老师

的思政育人意识不强，这就形成了专业学位“三全育人”的“短板”。因此，建议充分发挥

实践基地育人功能，在师资培训、课程授课、实践带教的安排和设计中主动融入育人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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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实践基地不仅作为专业学位的教学特色，更成为专业学位思政教育的全新阵地。对于公共

卫生学科而言，其本科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均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实践基地实习均

有一定要求，通过打造实践基地思政教育综合平台，可以纵向贯通本硕思政教育工作，也将

为未来公共卫生专业学位博士思政教育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确保思政教育同质管理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教研厅〔2016〕

2 号）的文件精神，明确指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

准，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为进一步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MPH

思政教育工作，在 2018 级所有 MPH 中，试点由同一辅导员进行管理，探索全日制和非全日

制 MPH思政教育同质管理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将科普竞赛等党建活动同步辐射到全日制班和

非全日制班，统筹兼顾，德术并进，引导所有专业学位研究生综合发展[11]。借鉴有关高校

经验，建议在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班级中探索建立临时党支部，通过此种方式，加强非

全日制研究生的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12]。此外，非全日制 MPH 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在全日制 MPH专业实习阶段，可借助宣讲会、学习小组或探索其他途径使非全日制 MPH对全

日制 MPH在实践能力和思政教育等方面给予相关指导，为“三全育人”探索朋辈教育新路径。 

（四）促进不同专业学位交流，探索思政教育协同创新 

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硕士学位为主，博士、硕士、学士三个学位层次并存的专业

学位教育体系，现有硕士专业学位 40 个，博士专业学位 6 个，学士专业学位 1 个。而在医

学专业学位中，从 2015 年起，全国所有新招收的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既是研究

生，又是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学员，需要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才可获

得专业学位[13]，这一“5+3”模式目前已成为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的成功案例，对公共卫生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14]。因此，由于医学专业

学位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共性，部分专业学位培养模式相同或相近，大多数实践和就业单位

在医疗卫生单位，未来从事卫生健康领域相关工作，具有相近的职业道德要求。因此，建议

搭建多层次平台，促进不同类型专业学位（如公共卫生硕士和临床医学硕士、护理硕士、药

学硕士等）的师生在思政教育方面加强交流，探索构建“大医学”思政教育协同创新机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我校 2018 级全日制 MPH 班和非全日制 MPH 班研究生为研究对象，

通过文献分析、调查访谈、个案研究、实践研究等方法，总结和分析相关研究材料，探索和

凝练在上述两个班级 MPH思政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但随着国家、学校进一步完善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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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生思政工作相关政策，仍需进一步改进医学专业学位思政教育方案，从而不断提升医

学专业学位研究思政素养，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医学专门人才，为更好服务健康中

国战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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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协同育人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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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面临着“党

建工作育人效果不佳，育人现状不能满足研究生培养教育

的潜在需求”的困境——究其缘由，在于党建工作协同育

人体系尚未形成。构建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协

同育人体系，在理论基础来看，是“组织育人”、系统协

同理念在研究生党建工作领域的运用；从现实需求来看，

是满足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潜在需求、解决非直属培养基地

在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缺位问题的有效途

径。因此，应加强制度保障，并从“专业技能学习与政治

理论学习相结合”“因院制宜、因地制宜，创建品牌党日

活动”两个方面探索协同育人实施路径。 

【关键词】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协同育人体

系 

 

张丁莹，硕士，广州中医药大学

研究生院，辅导员，主要研究方

向：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Postgraduates’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in Non-direct Training Base 

Abstract：The postgraduates’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in non-direct training base is facing the 

dilemma that the effect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need to be improved and the status can not satisfy 

the potential needs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because the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has not formed ye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ostgraduates’ party construction 

work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in non-direct training base i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s. From the actual 

demand, it is also the potential demand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efficient path to solve the 

absence of non-direct training base in postgraduates’ party construc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refore,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guarantee, and explore the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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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approach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theme party day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local conditions. 

Keywords：postgraduates of non-direct training base; the party constructio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system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建立非直属培养基地是医学院校缓解临床教学基地不

足的重要方式。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在结束为期一个月或一个学期的校本部学习阶段后，

便赴分散在各地的培养基地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校院共建带来了双赢的局面，一方面缓解

了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医院层次，促进医院内涵式发展；

但与此同时，距离远、分散广以及校院管理模式的差异，也给研究生党建工作增加了难度。

此外，根据《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教研〔2014〕2 号） 的要

求，临床专业型硕士须在读研期间完成 33 个月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轮转的安排更给

研究生党员的教育管理、组织生活的开展带来更多新的挑战。 

一、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育人现状考察 

目前，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支部在研究生辅导员的“远程指导”下开展组织生活。

根据工作实际情况，结合调查研究结果，从党组织自身发展的情况来看，非直属培养基地研

究生党建工作育人效果不佳，育人现状不能满足研究生培养教育的潜在需求。主要表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一）党员干部育人能力不足，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党员干部育人能力不足，未能很好地发挥领头雁作用。由于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远离

校本部，在干部构成方面，研究生党支部支委只能由低年级学生党员担任，普遍存在政治理

论水平较低、工作能力和经验未能达到岗位要求等局限，故而党员干部未能很好地发挥领头

雁作用。 

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据调查研究，在研究生中能真正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的研究生党员仅有 57.22%，党组织对群团组织的影响力不足，党支部的引领带动作用

仍有待进一步挖掘。 

（二）育人现状不能满足研究生培养教育的潜在需求 

有超过五成的非直属培养单位研究生提出“因课业繁忙，组织生活疲于应付，积极性不

高”，而与此同时笔者发现，“组织生活疲于应付，积极性不高”的主要根源在于“党建工

作育人现状不能满足研究生培养教育的潜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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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支部组织生活的内容和形式较为单一，存在“未能与专

业学习相结合、相促进”“缺乏创新有效的实体平台（如社区、养老院、文化馆等）和网络

载体（如两微一端）”等问题；各党支部开展组织生活仍是在被动地等待上级党委的工作部

署，“他组织困境”成为推进“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的一大障碍。 

但另一方面，当被问及希望参与何种形式的组织生活时，有高达 61.05%的研究生党员选

择“节日纪念式”（选择有教育意义的纪念日，运用各种形式，在组织生活会上对党员进行

教育）；其次，选择“理论学习式”（学习、传达、党课、讲座、讨论等正面教育方法）和

“联谊活动式”（支部与其他支部或与党外群众一起开展联谊活动，起到互相交流、互相促

进的作用）各占 48.95%；此外，选择“形象直观式”（通过组织文体活动、电化教育等形式，

生动活泼地开展组织生活。如参观红色基地、观看红色影片）、“典型示范式”（树立先进

典型，启发引导党员学先进、找差距；利用反面典型使党员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如邀请行

业优秀前辈、优秀学长做经验分享）、“义务劳动式”（通过公益性的社会服务、义务劳动

来教育党员和体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如义诊、义教、义务讲解者等）分别占比 37.89%、

34.74%、31.5%。由此可见，“育人现状不能满足研究生培养教育的潜在需求”才是导致非直

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支部组织生活参与度、热情度较低，育人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二、构建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协同育人体系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一）研究生党建工作协同育人体系提出的理论基础 

“组织育人”理念的提出，以及系统协同理论在研究生党建工作领域的迁移运用，是建

构研究生党建工作协同育人体系的理论基础。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三全育人”的理念，他

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2017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下简

称《意见》）将“三全育人”思想进一步具体化，明确提出“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

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

组织育人长效机制”。《意见》首次提出“组织育人”的新理念，使得“组织育人”成为高

校整体育人大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
[1]
。 

对比起本科阶段，研究生的社团组织相对较少，研究生党支部是实现思想价值引领、实

现组织育人实效、发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用的重要组织依托。充分发挥研究生党支

部在育人工作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不仅是党建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考量指标，更是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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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及必然要求；而研究生党支部的政治功能以及思想引领功能的有

效发挥，则有助于凝聚共识、协同发力，提升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功能，切实提

高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质量和水平。 

（二）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协同育人体系提出的现实需求 

1.研究生教育培养的潜在需求 

构建党建工作协同育人体系是提高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的内生需求。医学研究生课业繁

重，特别是临床专业型硕士在读研期间要完成课程学习与考核、执业医师资格证考试、出科

考核、住院医师资格证考核以及学位论文撰写。培训学习、轮转、科研与就业的四重压力使

得研究生普遍存在“重业务轻政治学习”的现象，忽视政治素养与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2]
。

而另一方面，研究生党员对节日纪念式、联谊活动式、理论学习式组织生活的青睐，恰恰反

映了研究生对提高政治素养与综合素质的潜在需求。 

2.非直属培养基地在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缺位 

非直属培养基地尚未形成加强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共识。非直属培养基地从以

前仅仅以医疗工作为主要任务的医院转变为研究生培养基地，在完成原有医疗工作的基础上，

还增加了教学科研任务及研究生教育管理任务。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新手”，医院在花大力

气提升专业教学能力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研究生的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使得研究生

党支部长期处于“只有研究生辅导员远程指导”的尴尬境地。 

与此同时，在非直属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培养的过程中，各育人主体人事归属的特殊性，

更为相关工作的开展增加了难度。研究生辅导员由研究生院管理，导师、科教科乃至规培科

老师虽均由非直属附属医院管理但也分属不用的序列。“平行线”式的设置现状使得各育人

主体之间职能定位不清、责任划分模糊，缺乏层次性、联动性、互补性和共生性，无法实现

优势叠加效应
[3][4]

。 

构建以党建工作为核心的协同育人体系，不仅是突破非直属培养单位研究生党建工作瓶

颈、增强党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内在需求，还是加强对非直属培养单位研究生的思想引领，

促进研究生教育培养内涵式发展的深层次需要。 

三、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协同育人体系的实施路径 

系统协同理论认为，如果整个系统中各子系统能够形成联动，那么协同行为就能产生 

1+1>2 的外部正效应。高校党建工作协同化，就是要将党建工作系统中各种资源和要素进行

优化组合和重新配置，形成具有某种新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党建工作统一整体，这个新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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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党建工作中产生新的协同效应和整体效应。
[5]
 

（一）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协同育人体系的制度构建 

1.制定研究生导师和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人员职责清单，凝聚育人共识 

各育人主体的职能定位与责任划分，是实现校院两级协同育人的一大前提。针对研究生

辅导员与导师、科教科老师缺乏层次性、联动性、互补性、共生性的“平行线“式的设置现

状，制定《研究生导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职责清单》《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作人员职

责清单》，从制度层面增强了研究生导师“首要责任人”意识，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一线工

作者在思想引领、党群组织建设等方面的责任，既责任分工、强化责任，又密切配合、相互

支持，为协同育人体系的建构凝聚共识。 

2.实施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支部“双联系人”制度，畅通沟通渠道 

针对非直属培养基地在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缺位的现状，如何打破校院二

级管理体制的壁垒，建立起双向反馈的沟通机制，是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突破当

前发展瓶颈的关键，而“双联系人”制度的出台与实施正是为畅通沟通渠道做好了制度保障。

在各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支部中实施“双联系人”制度，即由非直属培养基地单位和学

校研究生院各指定一名领导干部共同联系一个研究生党支部，帮助支部开展工作，加强了工

作指导，畅通了沟通渠道。制度对“联系人”的工作职责进行了界定，包括参加一次支部活

动、主讲一次党课、加强研究生党支部与所在医院党组织的联系等，从制度层面有效倒逼各

非直属培养基地加强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制度的出台与落地，对进一步加强非

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与学校及医院的联系、提升研究生党支部的组织力和战斗力、提高研究

生的归属感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3.加强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制度体系建设，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针对日前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无章可循、随意性较大的问题，应系统性出台

党建工作制度和激励机制。一是制定并公布党建工作日常任务清单及年度党建工作要点，明

确党建路线图、时间表，做到职责清、任务明；二是建立并实施支部活动信息报送制度，即

各支部每月底填报支部活动情况汇报表，将本月内支部组织开展“三会一课”、专题学习、

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志愿服务等活动情况以及佐证材料上报上级党委，做到学有印记、做有

痕迹，有效推进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此外，应建立并完善了非直属培养基地

研究生党员干部培训制度、党支部书记述职和评优表彰制度、党费和党建工作经费使用管理

办法等，有效激发了各党支部的主体性、自主性和能动性，推动“他组织”向“自组织”转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665 - 

 

变。 

4.推行“一套人马、双重身份”党团共建模式，加强思想引领、凝聚育人合力 

为了在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中最大限度做到组织建设全覆盖、思想教育全覆盖、管理服

务全覆盖，应从组织架构上下功夫：一是参照党支部的设置模式成立团支部，并要求一名党

支委兼任团支委，直接指导团支部开展工作，为实现“以党建带团建”提供组织保障；二是

推举各年级学生干部兼任团支委。“一套人马、双重身份”党团共建模式，不仅在意识形态

上加强了对研究生的政治引领和思想引导，还在具体业务上进一步加强了学院与医院科教科、

研究生之间的沟通，提高研究生的使命感、责任感、归属感，凝聚组织育人合力。 

（二）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协同育人体系的实施路径 

外部沟通协调机制和内部管理激励机制相互配合，为以党建工作为核心的协同育人体系

的建构做好了制度保障。那么，如何充分调动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系统中各种资

源和要素的积极性，如何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研究生教育培养中的思想引领作用，值得我们

进一步探讨。 

研究生是国家的高端人才，中医药院校研究生更是肩负着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的历史

使命。结合工作实际和调研访谈结果，笔者以为在做好顶层制度建设的基础上，探索出与研

究生教育培养实际需求相适应、与非直属附属医院实地条件相结合的组织生活模式，是非直

属培养单位研究生党建工作产生育人实效的重要着力点和落脚点。结合实际，笔者以为在实

践中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探索具体策略： 

1.以党支部为抓手、以团支部为依托，在研究生中定期开展主题学习活动，引导研究生

将专业技能学习与政治理论学习相结合 

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有高达 49.2%的研究生党员选择开展理论学习式的组织生活，可见

研究生有了解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的需求，但因研究生党员干部政治素养不足、理论研究不

透使得学习活动往往流于形式。邀请“双联系人”、优秀医生党员及相关研究专家给研究生

上党课、开讲座，组织进行学习研讨，可有效引导研究生将专业技能学习与政治理论学习相

结合，增强职业自信，涵养家国情怀，激发使命担当。 

2. 结合研究生教育培养实际需求以及各非直属附属医院实地条件，创建品牌党日活动 

创建品牌党日活动是丰富组织生活内容与形式，提升党组织育人效果的重要渠道。各非

直属培养基地距离远、分散广，虽增加了研究生党建工作的难度，但也为挖掘党建特色品牌

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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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各研究生党支部可因院制宜、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和开发地方红色资源，组织参观

学习考察活动，以形象直观的方式搭建党性教育大课堂。 

二是探索党日活动与专业技能学习相融合的组织形式。例如，某一非直属附属医院有临

床技能实训中心，但除了考试前后集中学习之外，其他时间基本闲置，无法满足研究生进行

日常技能训练的需求，经沟通协商，该研究生党支部以党员牵头组织专业技能学习小组，定

期到实训中心开展小组学习，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研究生中间形成了良好的

学习氛围。又例如，通过搭建义教义诊平台，拓宽实践育人渠道，从“被动学习”向“输出

学习”转变，提高研究生的社会服务能力。 

总之，笔者以为构建党建工作协同育人体系，是“组织育人”、系统协同理念在研究生

党建工作领域的运用，是解决长期以来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党建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和瓶颈

的有效途径。通过一系列顶层制度构建和实施路径的探索，逐步形成非直属培养基地研究生

党建工作为核心的协同育人体系，不仅增强了党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还加强了对非直属培

养单位研究生的思想引领，促进了研究生教育培养质量的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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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对“校史资源”在医学院文化育人实

践中的探索挖掘，培养“卓越而又有灵魂”的医学人才是

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校史资源”在医学生形成政治目

标、道德目标、心理目标上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因此，

医学院通过对“校史资源”的物质与精神载体保留，并传

承到医学院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中，让医学生在知校、懂

校、爱校的思维变化过程中，成为一名既有医术，又有医

德卓越医学人才。 

【关键字】校史资源、校史、医学院、医学生、文化

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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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n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history resources" into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exploration and excavation of "school history resources" in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outstanding and soul" 

medical talents are important topics worthy of study. "School history resources" play a unique and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goals for medica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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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e medical college keeps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arrier of "school history resources" 

and inherits it to the important link of the cultural education of the medical college, so that the 

medical students can become a medical talents with both medical skills and medical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change of knowing, understanding and loving the school. 

Keywords: school history resources, school history, medical school, medical students, cultural 

education 

医学院育人目的是培养“既有医术，又有医德”的医学生，是“培养卓越而又有灵魂”

的医学人才。正是因为医学的严谨性，科研的忙碌性，生活的紧迫性，医学生就需要面对学

业压力、就业压力、情感压力等等，因此把医学生培养成为成功的医生是需要自身的道德觉

悟，儒家讲“良知”、道家讲“清修、”佛家讲“顿悟”、新时代讲“不忘初心”。浇花浇

根，育人于心，高校校史是学校的“根”，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将“校史资源”与

医学生教育有效结合，发挥“校史资源”的文化育人功能，帮助医学生深刻理解“健康所系，

性命相依，救死扶伤，为民服 务”的医学精神内涵，促进医学生成为怀有仁爱之心，具有仁

术之技，拥有仁德之品的医学人才。 

一、“校史资源”对医学生文化育人的独特价值 

“校史资源”是学校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活动文化和 精神文化的总和，是医学院各

个实践活动中形成和保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有助于医学生形成“热爱祖国，忠于

人民”的政治目标、“恪守医德，尊师守纪”的道德目标、“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心理

目标，对师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全面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力量。 

有助于医学生形成“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政治目标。“校史资源”汇聚时代发展的

缩影，具有丰富的爱国主义内涵，把“校史”融入医学院文化育人，可以让医学生纵观历史，

了解高校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而这样蜿蜒曲折的办学过程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密切相关。

因此，每一所医学院都有自己生动形象的光荣爱国史，这些都是校史文化发挥其育人作用的

宝贵教材。 

有助于医学生形成“恪守医德，尊师守纪”的道德目标。“校史资源”蕴含着厚重的前

人的精神理念，并且是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检验的无形财富。把“校史”融入医学院文化育人，

发挥榜样的力量，促使医学生深刻认识医术和医德相统一的重要性，引导其将“健康所系，

性命相依，救死扶伤，为民服务”的医学精神贯穿整个职业生涯。 

有助于医学生形成“刻苦钻研，精益求精”的心理目标。“校史资源”记录着优秀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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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杰出校友事迹以及科学的医学成就，把“校史”融入医学院文化育人，促进医学生对前

人医学研究艰苦的了解和科学医学精准度的要求，培养医学生一丝不苟的科研精神，同时提

升医学生心理接受力。  

二、医学院对“校史资源”的保留与传承 

“校史资源”是高校在办学过程中形成的，能被人们开发利用并获得各种自然条件和社

会要要素的总和，是一个范畴比较广的概念，通常是借助一定的载体得以保留，并且伴随着

高校的发展“校史资源”也得以持续凝练。 

(一) 保留 

“校史资源”的保留载体从形态上来看，可分为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两种载体相互影

响，互相渗透。物质载体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总是以不同方式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医学生的心

理状态。因此，在物质载体的建设与选择上，既要满足医学生进行日常学习和科研实践的基

本要求，又要传承着严谨求实、积极进取的学术风气。主要包括校园遗址建筑的保留利用与

更新、校史博物馆、校园文化景观建设以及各种管理制度等。例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史博物

馆作为全国高校第一，其一、二展厅主要展出珍贵文物、文献、照片资源等近 700件，而三

展厅展出上海交大“两院”院士和林同炎教授展览室，既包括了物质的传承，又包括了精神

的弘扬。 

精神载体是由特定的文化背景、社会基础、区域特色等一系列因素长期孕育形成的，即

是一个继承、借鉴、创新的综合过程，也是一个德与智、科学与价值以及人与人相互作用、

相互促进的过程。主要包括弘扬校史文化的各种活动和雕塑、杰出校友事迹记录以及校训校

歌校风等。例如现阶段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也是推进高水平医

学院文化载体建设进程的重要抓手，各大医学院开始在学校官网开设伟人故事专栏、校史档

案专栏以及校园文化专栏。 

(二) 传承 

持续凝练“校史资源”核心价值，促使医学院文化育人理念新发展，重点在于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医学教育与医学生核心价值中，找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医学生价值观

培育的交汇点，既要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教育，又要结合新一代医学生发展的个

性特征，不断凝练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医学院核心价值，既能结合医学生特点，又能很好的突

出医学价值观的教育特色，开展医学生善于接受的教育方式。北京大学经历了百年的历史传

承形成了“北大精神”；厦门大学形成了“厦大精神”， 这些都是在校史的基础上提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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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并且也成为了广大师生的价值追求。因此，医学院应该加强医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树立崇高的爱国观；强化医学生敬业精神的培养，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加强医学生诚信教育，

树立感人的诚信观；强化医学生友善精神的培养，树立亲切的友善观。 

三、“校史资源”融于医学院文化育人重要环节 

(一) 开学教育环节 

开学教育环节的“校史资源”教育工作就像是在白纸上划上第一笔，并让拿纸的人明白

这张白纸的来历，应该充分重视并利用起来。新生开学，对于学校文化知之不多，进而更谈

不上对医学院历史内容及其作用的理解。因此，首先可以通过校史教育，让医学生初步了解

医学院的发展历史，激发自我择校自豪感和优越感。 

1. 作为医学生，防止学术不端。 

对医学生学术不端的治理是医学院德育中重要研究领域，是理论界、教育界十分关注的

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医学生作为医学科学的传承者，对于生命的挽救，对作假行为是零容忍

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因此，必须从医学生医德教育入手，

“校史资源”就成了医德教育的宝贵财富，它能更好的使医学生明白前进方向，使医学生更

具力量。 

2. 作为医务工作者，努力做到救死扶伤，奉献自我。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面来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校史资源”作为一种实

践的经验积淀，经历了不断的实践与检验。把校友的成功案例作为“开学第一课”，让医学

生更加坚信自我选择的优越性。 

(二) 在校教育环节 

注重通过课堂教学、讲座报告、调查参观等各种途径运用“校史资源”教育进行文化育

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式： 

把传授专业知识与“校史资源”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校史文化渗透到理论教学的过程

中。一方面，“为人师表，传道为先，以身作则”，医学院教师在教学中充分利用自我的经

历与领悟校史精神文化传道于医学生，医学生才能更生动的了解与接受。另一方面，充分利

用书本教材和教学案例，形象的诉说所在医学院的发展故事，让医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领悟校

园文化。重视榜样引导作用，邀请优秀校友开展讲座。适时邀请医学院校友开展讲座，从正

面引导医学生在了解校友经历的同时将校史文化内化。讲座人可以是在医学有重大成就的名

人，也可以是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甚至一些资深的患者，只要是能传承校史文化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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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对医学生有作为的。 

以“校史文化”为主题，通过征文、辩论、社会调查等形式，开展医学生参与积极性较

高的活动，让医学生在亲身参与中理性认识校史，强化观念，让医学生树立“主动受教”的

意识，以至于从根本上激励内因，形成“主动受教”的行为，将“校史”文化文化于心，内

化与行，以及升华为自身的精神力量。 

(三) 医院实践环节 

“文”，所以载道也，“以文化人”主要就是讲文化的教化功能。“校史资源”在医院

实践中实现教育作用，那主要表现为人们医药卫生常识和医学行为、习俗的养成方面。因此，

在教师指导下的“校史资源”教育，应该充分发挥医学生的自主能动性，使其在实践中去检

验知识，与领悟教学之外的文化。 

1. 科室负责人对医学生教育的校史文化传承 

医学生在医院的实践环节，一般都是以科室负责人为中心，以科学研究为契机，往往会

塑造出负责人带领下的科学研究团队，这种科学团队的形成，以及其学术氛围等，都会依据

负责人的内在文化与做事风格而形成。因此，在医学生的实践过程，负责人的引导和教育就

极为重要。负责人就要充分发挥自身所经历而沉淀的校史文化教育医学生，在实践中潜移默

化的提高医学生的医术与医德。 

2. 医患相处之道的校史文化发展 

医学院的医患相处之道是每一个医学院长期实践所归纳出来的，是“校史资源”的重要

部分，也是医学院的培养服务意识的医务人才内在要求。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内在需求

也在随之而发展，需求则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因此，医患相处之道的校史文化发展

就需要新一代医学生不断挖掘，医学生在医患实践过程中，会通过与患者及其家属的相处，

了解其内在需求，从而选择合适的相处方式，甚至是创新型的发展新的相处模式，以达到对

校史文化的发展。 

四、以“西迁精神”为核心的重医模式 

自 1956 年由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分迁来渝组建至今，一代代重

医人风雨兼程，拼搏奉献，不断推动重庆医科大学迈上新的发展台阶。重医和上医，重医和

复旦，有着切不断的亲情，割不断的情缘，在重医的不断发展中更生动诠释了“正谊明

道”“为人服务”的上医精神。并且重医的开拓者们胸怀大局，客服无数艰难困苦创建重医，

体现了宝贵的“西迁精神”，贯彻落实了习总书记“传承好西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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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智慧和力量”的重要指示，共同为建设“健康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 物质文化—创造文化育人平台 

物质文化是重医六十多年里不断继承与创造的物质产品，它是现代高校精神文化的物质

基础，是具体文化活动的物质性载体，也是构建校园文化的物质基础，它也现代高校综合竞

争力的重要标标志，是以高校享有充足的财力基础作为坚强后盾，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重

医在“校史资源”从物质文化的呈现上主要分为校园建设和对遗址的保留与尊重。 

1. 校园建设 

校园建设总是由不同艺术风格、不同体量的建筑交错在一起，呈现为符合多样、文化积

淀深厚的校园建筑环境整体。重医缙云校区为继承重医老校区的建校精神和传播榜样品质，

在人文环境的营造方面，学校将传统的重庆地方山水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凝练了特有而生动

的校园物质文化，形成了一批富有教育意义的人文景观：设立了毛泽东主席塑像，开辟院士

林—“德泽园”并邀请 10 余位“两院”院士在学苑东路旁亲手种植黄桷兰，在济湖南路新

建了祖国医学名家雕塑群。为展现凝练了医学历史文化精神的医学誓言，在校区主入口设立

了医学誓词碑。 

2. 遗址保留 

拥有一定历史的大学校园，都是经历了相当的历史时期而逐步完善的，而其校园历史建

筑往往已经升华为既属于物质有属于精神的风貌，它象征着一个学校的历史文化演变，体现

了深厚的文化纵深感与历史感的学校精神。重医是 1956 年上海医学院西迁来渝，在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的重庆，可以说是一片荒凉，重医先创者不畏艰苦，使重医在重庆的土地上拔地

而起，遗址就象征着重医先创者们建校的精神。首先，重医保留了西迁来渝时所建的校门，

经历了六十几年的风雨冲刷，重医不断在尊重遗址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其次，在缙云校区济

湖北路旁，还复建了国立上海医学院抗战时搬迁至重庆的老校门。最后，老校区还保留了建

校初期，钱惪带领创业者们中下的黄葛树，他希望医学生想黄葛树一样，适应能力强，能吃

吃苦耐劳，不求回报。 

(二) 精神文化—宣传文化育人理念 

精神文化是指重医在长期的物质文化探索实践中所形成的意识观念，它是校园文化的核

心部分。高校的精神文化不仅记载着高校的发展精气的演进轨迹，也辉映着高校的精神成长

发展的生动画卷，在实现文化自信的长征路上，实践沉淀的精神文化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和现

代意义。建设一流的高校精神文化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重医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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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西迁精神：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贯彻到医学院运行的各个环节： 

1. 重医在学校管理制度上始终坚持弘扬“胸怀大局”的西迁精神 

重医六十几年里致力于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力争更好的做到“以大局为重，造福师生”

的宗旨。在人事制度上考虑长久，以得与失额辩证关系原理看待问题，建立以绩效为核心的

薪酬分配与激励机制，以量化评价为基础，完善职称评审和岗位竞聘制度；在基层学术组织

上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小局与大局的关系，改革教学组织体系，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激

化创新活力；在本科教育教学和研究生教育培养上正确处理眼前与长远、总体目标与阶段性

完成相结合，加强实验课程整合，推进“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 医学课程整合改革，深化五

年制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加强和规范临床教学基地建设，提升临床教学水平，积极

探索信息技术与医学教育深度融合。 

2. 重医在“第二课堂”实践中始终坚持弘扬“无私奉献”的西迁精神 

重医作为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学校高度重视校史文化的传

承和医学生的文化素质的培养。重医在历年“杏林春暖”健康公益活动上都会组织医学生义

诊活动，大部分义诊都会选择到一些偏远地区，努力做到“医大精诚惠民生，健康扶贫暖人

心”，让被服务者感受到关爱和温暖，也充分发挥了医学院校的专业特色，使志愿者们在活

动中了解并践行“无私奉献”西迁精神，使志愿者拥有更加坚定和自觉的社会服务意识。重

医在医学生实践教育上，始终坚持老师或科室主任领导制，作为重医老一辈医学生的老师或

科室主任，在一代一代的医学教育传承下，更加了解医生“无私奉献”的职业道德。因此，

在实践中，领导者指导医学生实践过程中更加注重“无私奉献，服务患者”的职业道德教育，

促进形成“奉献自我”的医德与医术精湛的医学人才。 

3. 重医在校史文化活动上始终坚持“弘扬传统”的西迁精神 

重医在校园文化活动方面，注重通过“弘扬传统”与人文关怀等多种形式营造丰富的校

园文化氛围。不断创新和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努力建设“学校有精品、院系有

品牌、社团有特色”的校园文化格局。重医为继承前人的精神和弘扬品质，成立了校友会，

“造就校友者为学校、成就学校者为校友”，校友延续着重医的精神和血脉，以成绩为母校

赢得声誉，以自身能力帮母校分忧解难，以炽热的情怀予母校鼎力支持。将其打造成校友之

间校友与在校学生之间的交流平台，学校将与广大校友一起凝心聚力、开拓进取，秉承老一

代创业者的奋斗精神。重医还成立了校史纪念馆，收集了大量的重医医学史料，积极的开展

纪念馆参观活动，特别是积极鼓励新一代重医进校师生的参与，培养师生“知校，懂校，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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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精神。 

4. 重医在虚拟校园氛围营造中始终坚持弘扬“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对社会的进步已经产生深远的影响。

互联网的发展是推进高水平医学院建设进程的重要抓手，也是提升高等医学院核心竞争力的

重要内容。重医已经开启官网完善建设，要旨在于利用互联网思维，挖掘“校史资源”，营

造虚拟的校园学习氛围。重医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确保“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在官网

上开设了“重医故事”、“重医校友”、“校史档案”等栏目，让医学生在“重医故事”中

领略重医开创者和先辈们在科研上的艰苦奋斗精神，在“重医校友”中与先辈们零距离交流

科研困境和学术成果，在“校史档案”中了解学校建立的艰辛历程。总之，在让医学生了解

科研的艰辛过程中，培养他们的“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 

五、结语 

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高校办学的根本任务。更加要注重以文化人、以

文育人为思想指导，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

眼点，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贯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医学

院的“初心”就是从“校史资源”中提炼出来的文化结晶，“使命”就是救死扶伤，治病救

人，只有不断提升文化育人工作质量与水平，才有利于培养“三观”健全并且合格的“白衣

天使”，培养出“卓越而又有灵魂的医学人才”，更好的提出关于医学院文化育人的系列新

思想新观点新战略。而重医运用“校史资源”教育医学生，主要是因为校史记录着高校历史，

使得高校精神和高校传统得以薪火相传，“校史资源”的教育魅力也在于无形中熏陶和感染

师生，影响师生的价值取向、人格塑造，有利于凝聚师生的向心力，有利于打造高效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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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洁洁良”事件引发高校对研究生党建工作

的思考。本文以医学研究生为对象，结合医学研究生的专

业特点，明确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的内容，进而分析目前

医学研究生党员特点及党建工作的现状，在多年的培养实

践工作中逐步建立了具有医学研究生特色的基于团队的

多维协同工作模式。 

【关键词】医学研究生党员；党建；多维；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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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ve work mode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Abstract:The event of "jie jie liang" triggered the thinking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Research on the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this paper willcombine with its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clear the content of itsthe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then analyze the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graduate Party members and the status of the party building work, 

and gradually establish a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work mode based on tea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Keywords: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 Party member; Party building; multi dimension; 

coord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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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8年 4月，厦门大学女研究生“洁洁良”（田佳良）发布辱骂祖国攻击同胞的言论一

事引起大量网友关注。令人惊讶的是，“洁洁良”在学校表现优异。本科期间，她先后获得

“市三好学生、院学生会副主席、学习学术标兵、优秀党员”荣誉并保送到厦门大学就读硕

士。硕士期间，她担任支部书记。而后又被保送就读本校博士生。经过调查取证，厦门大学

女研究生田佳良因发布辱骂祖国攻击同胞的言论以及本科期间发表论文存在学术不端

行为而被开除党籍和退学处理。 

尽管这件事情已过去一年多，但是其引发的公众热议仍未停止。对于研究生群体中出现

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高校该如何做好研究生党建工作？这值得高校党建工作者深思。

本文将以医学研究生党员为对象，首先明确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的内容，进而分析目前医学

研究生党员特点以及党建工作的现状
[1]
，以期指导实践、制定提高医学研究生党员党性修养

的措施，这对于让医学研究生成为思想觉悟深刻、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能力扎实的高层次有

用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加强政治信仰教育 

首先，必须帮助医学研究生党员树牢正确的政治信仰。因为，信仰决定了行动。明确回

答“为什么入党、入党做什么、做得怎么样”等问题，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坚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持不懈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其次，加强对党的创新理

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入学习，从科学理论中获取政治营养，不

断明晰作为一名医学研究生党员的政治航向、奋斗方向、价值取向
[2]
。 

（二）加强党性观念教育 

据调查发现，入党后的研究生党员未必完全具备党性观念。有的党员入党前表现积极，

可是入党后对自我约束降低，不利于党员先进性的发挥
[2]
。对此，必须继续开展好“两学一

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活动，抓好党的优良传统教育
[2]
。通过学习教育，

不断增强党性观念和模范意识。尤其是针对研究生干部和研究生群体中的“双面人”和学术

不端的问题，必须加大力度管理并将其成为常态。只有使医学研究生党员树立起积极向上的

正面形象，才能真正发挥先锋带头作用。 

（三）加强执纪和监督 

制度对人的行为最具约束力。因此，首先在研究生党员入学初，就给研究生党员立好“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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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明确党员参加组织生活的纪律要求；明确党员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明确党员发展的流

程和要求等。其次，要组织好广大医学研究生党员对党内法规、制度和条例的学习
[2]
。第三，

坚持在党员之间相互提提醒、拉拉袖、敲敲钟；以及发挥普通同学的监督作用，保证公正，

赢得民心民意。 

（四）加强干部带头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抓党的建设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强调“一把手”

要当好标杆，做好样子
[2]
。在研究生党员当中，要从确立政治信仰，增强政治能力，提高领

导水平，提升人格魅力，建设思想、工作、作风，以及养成学术诚信之风等方面，抓好支部

干部的带头模范作用。只要医学研究生党员干部的形象树立起来，就能起到先锋模范的作用，

就能做到干事有正气，肯担当
[2]
。 

三、医学研究生党员的特点以及党建工作的现状
[1]
 

（一）医学研究生党员的特点
[1]
 

医学研究生党员由于所学专业的特殊性和社会对其的高要求,导致其有以下几点突出的

特点：一是在结束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集中授课后，医学研究生党员缺乏对党的基本理论

和方针政策了解的途径，从而导致其政治理论储备不够；二是由于临床和科研工作的繁忙，

医学研究生党员缺少学习党的理论知识的时间和主动学习的热情，这也将导致其政治理论储

备不足；三是由于专业背景和理性思维模式，医学研究生党员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解读不够深

入和细致，这将导致其难以掌握党政方针的精髓内容；四是医学研究生党员普遍存在对自己

党员身份认识不正确的现象，比如有些党员过了预备期就表现懒散；五是部分医学研究生党

员在临床实践、科学研究和日程生活中难以体现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缺乏为同学服务的奉

献精神。 

（二）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的现状 

经过针对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的问卷调查和走访，发现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的现状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参与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的辅导员人手配备不足，导致该项工作开展

得不够深入；二是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的创新性不强，不能很好的吸引医学研究生党员参与，

不能很好的做到让教育“入心入脑”；三是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没有很好的和医学专业相结

合，导致党性教育较为空洞，不能很好的做到“知行合一”。 

四、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的多维协同工作模式 

从前文分析的医学研究生党员特点以及党性教育的现状中不难看出，医学研究生党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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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和培养的特点对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的开展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应该对这一党员群

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培养和分析，制定更符合他们自身特质和需求的工作模式。 

基于此，笔者在多年的培养实践工作中逐步建立了具有医学研究生特色的基于团队的多

维协同工作模式。如图 1所示。 

 

图 1 多维协同的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模式 

（一） 加强学生干部培养激励体系，发挥核心和辐射作用 

研究生党组织干部是研究生党员自我发展的骨干力量，是党组织管理思想和管理措施的

传达者和实施者，也是联系党员和普通同学的桥梁和纽带，更是和谐校园建设中的一支重要

力量。而且，据了解，我国很多医学院校，由于研究生辅导员人手不足、医学研究生分散在

各医院或科研院所等原因，导致研究生党组织中的重要职务（包括书记和支部委员）由研究

生担任。因此，加强党组织中学生干部的培养激励体系，最大化的发挥干部的助手以及领头

雁的核心和辐射作用，这对于深入开展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尤其重要。 

1．建立规范合理的选拔机制 

要选拔一批素质过硬且甘于奉献从事学生党组织工作的学生干部是培养学生干部良好

过硬素质和开展好党建工作的第一步。首先，要让选拔者和被选拔者从思想上重视学生干部

的选拔。比如，从选拔通知的发放、报名材料的上交、会场的布置等，增强选拔者和被选拔

者的仪式感；其次，要保证选拔过程的公平和公正。比如，要对候选人有较为全面和细致的

考查，以及做好名单的公示等；第三，由于这是党组织干部的选拔，所以要更加注重对选拔

对象政治思想的严格要求，杜绝“双面人”和“精致利己主义”的存在。 

2．建立完善可行的培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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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党组织工作不同于其他学生工作，它的要求更加严谨和规范。所以，对党组织的学

生干部要做好各方面的培训。首先，培养良好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鉴于医学研究生平时

繁重的科研和临床工作压力，如果没有足够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那就难以担起党组织中

较为繁琐而重要的工作；其次，培养科学合理的团队协作方法。一个人的时间也是有限的，

单凭 24 小时不可能完成所有的工作。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凭他一己之力不可能支撑起一

个团队。同时，所以要培养学生干部学会将事情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区分，同时学会利用团队

的力量去共同解决问题，开展工作；第三，培养基本的规章制度文件的熟悉。由于党组织工

作的特殊性，需要经常组织学生干部学习文件知识，了解规章制度流程，掌握书写规范。 

3．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督考核 

实时了解学生干部的工作情况和工作效果，不仅仅能规范学生干部的言行举止，还能保

障党建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督考核也同样重要。首先，应根据平时工

作的内容和党建工作的目标，建立考核标准；其次，为了形成良好的闭环，应同时建立激励

机制，比如，考核优秀、良好、及格或不及格的处理方法；第三，应结合学生干部的工作范

围和内容，建立一个包含有老师、学生党员、普通同学在内的矩形的监督网络，以提高监督

工作的公平性和全面性。 

（二） 完善党员政治理论协同教育体系，筑牢信仰和党性教育 

从前文分析的医学研究生党员特点中不难看出，医学研究生党员的政治理论知识不足。

同时由于其专业特殊性，医学研究生党员主动学习政治理论知识的热情也不足。政治理论知

识的不足，将导致医学研究生党员难以很好且全面地了解国家大政方针政策，这不利其树立

坚定的信仰和党性。因此，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时事热点”

（统称为思想政治教育）为点，完善党员政治理论教育体系，筑牢信仰和党性教育显得尤其

重要。 

1．深化研究生思想政治课程外延式和内涵式发展 

据了解，我国大多医学院校开设了 1-2门研究生思想政治必修课程，且以集中授课的方

式开展。研究生大多反馈该课程内容较陈旧和单一，授课形式较沉闷。因此，为了补足医学

研究生党员的思想之“钙”，一方面是要深化该课程的外延式发展。即应对思想政治课程投

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政策的倾斜。另一方面要深化该课程的内涵式发展，丰富研究生思想

政治课程的内容和授课形式，让学生喜欢上思政课，乐于接受思政课的内容，并且落实在行

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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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同导师、所在培养单位和所在党支部，让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全过程 

据了解，我国大多医学院校开设了的研究生思想政治必修课程都集中在第一学期。而后

的两年半就没有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然而，处于青少年期的研究生还未形成成熟的、正面

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还需要继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因此，除了在校期间的集

中学习以外，在其进入临床工作或开展科研工作的过程中，协同导师、所在培养单位和所在

党支部，让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全过程。可以在传授知识、实验技能、临床实践带教的同时，

发挥“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的示范效应，让导师和培养单位的老师通过不经意的

言谈举止，将自身优秀的精髓面貌、价值取向、治学态度和人文素养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

使良好的医学道德传统贯穿到研究生培养教育的过程中，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在医学研究

生整个培养环节的全过程，从而提高其思想政治素养。 

3．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专业教育相结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

把实在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各方面”
[3]
。

因此，我们要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将医学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进行，在专业教育

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突出思想性；在思想教育中渗透专业教育，体现科学性，以此提高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三）创新党员支部活动载体体系，厚植家国校情怀 

医学研究生党员具有比较高层次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独立思考能力。但是，他们参与活

动的积极性、活力和奉献意识较弱。通过创新性丰富活动的载体，增强活动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既能克服以上问题，又能真正燃旺这个党内政治生活的“大熔炉”，更能赋予医学

研究生党建工作新时代特色
[1]
。 

1．把握载体创新“核心点”
[1]
 

丰富医学研究生党员活动载体必须找准“核心点”
[1]
。规范开展“三会一课”、主题教

育活动和党日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核心点”。比如，“规定动作+创新活动”构成了以上

活动的主要内容。这规定动作共有六项，分别是：奏唱国歌、重温入党誓词、缴纳党费、

学党章、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奏唱校歌。在充分做好这“六项标准

动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拓宽思维，丰富载体
[1]
，既让支部活动“活”起来，

“鲜”起来，也注重庄重感和仪式感。比如开展纪念马克思演讲比赛、党史趣味知识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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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党员爱心义诊活动、心理健康知识户外拓展活动、帮扶活动、向优秀党员学习活动、

红色经典参观活动等，增加党员之间的交流，使得党员内部更加团结和有凝聚力。 

2．找准载体创新“切入点” 

以“科研帮扶、临床引领、共同进步”为切入点，根据专业特点，发挥高年级医学研

究生党员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更强大的科研能力，以支部为单位，为一年级新生搭建一个

朋辈互助进步的平台，开展专业知识的交流、科研和临床工作适应以及人际交往等相关互

助学习活动，发挥朋辈引导作用，树立起优秀学长/学姐、模范党员的形象，促进我院优良

学风的建设。 

3．激发载体创新“兴奋点” 

为使支部活动有吸引力，要积极探索活动的新模式。既要要准确及时把握传达党和国

家大政方针政策和时事热点，又要密切关注党员及身边群众的实际情况
[4]
，激发“兴奋

点”、调动“胃口”，送上“大餐”。比如，可以发掘支部内研究生党员和身边群众的优

势特长，联合研究生会、团委等学生组织开展实践和培训活动，带动支部内的党员和身边

群众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特长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促进交流协作，丰富支部的组

织生活。 

另外，不仅在校内加强与其他学生组织和其他学生群体的交流，还可以积极发挥医学

院校的特色，与医院志愿者服务中心合作，带领支部党员“走出去”，走出校园开展活

动。比如分各医院片区开展党员“义诊”活动，让医务人员走进社区，走进基层。结合各

医院特点，走进社区，开展医疗巡诊、免费体检、健康知识普及和医保政策宣传，旨在通

过党员以优质的服务、精湛的技术、良好的作风，为广大居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

且为社会公益注入正能量。通过提升活动的吸引力，提高参与度，引导整支队伍向更为积

极向上、健康进步的方向发展，进而厚植家国校个人情怀。 

（四）改革干部执纪监督管理体系，强化使命和担当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量案件表明，党内有一些人在这方面问题很突出。有的修身不

真修、信仰不真信，很会伪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一套、做一套，台

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腕高得很
[5]
。” 在研究生群体当中也存在类似

“洁洁良”的“双面人”。因此，为了确保研究生党员队伍的纯洁性，我们要把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摆在首位，同时我们还要以“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和“谈心谈话”为

方向，改革创新形成研究生党员执纪监督管理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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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刻领会执纪监督的意义 

首先，要让党员干部们认识到“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和“谈心谈话”都是

我党的传家宝，要从思想上重视这三个执纪监督“工具”，不要轻视它们；其次，通过培训、

宣讲或网络推送等形式，让研究生党员干部对“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和“谈心

谈话”这三个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有所了解，懂得如何运用，避免在实际开展工作中出现“形

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第三，在实际工作中，指导老师要耐心指导各支部干部利

用这三个“工具”为我们听取党员心声、摸清队伍现状、找出问题根源、推动问题解决指明

方向。 

2．加大执纪监督的力度 

首先，要在实践中应用好“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和“谈心谈话”这三个

“工具”，切实做好监督工作，将监督工作的关口提前，及时了解特殊党员的情况，及时处

理苗头性问题，积极发挥预防违规的作用；其次，了解到的特殊党员或者群众反应激烈的问

题，支部干部和指导老师必须要求相应党员或支部拿出切实可行的防范对策以及解决问题的

办法，并做好问题后期的改进工作
[6]
；第三，要多进行检查和监督，该提醒就提醒，该追究

责任就追究责任。比如，“民主评议党员”中“基本合格”或者“不合格”的党员；在老师

和同学面前表现不一致的“双面党员”；党员发展过程中走“人情”，不合理发展党员；党

员评优时缺乏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党员活动的考勤不严，包庇与其关系好的同学等。 

3．提高执纪监督的能力 

首先，为了使执纪监督时能更好履行监督工作
[6]
，要定期对支部干部和指导老师进行其

执纪监督的培训和工作交流，确保监督工作更好更有效的开展；其次，要建立健全党员干部

的激励机制，以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第三，积极改进工作方法，杜绝“简单粗暴”，秉

承“治病救人”的态度开展工作，以确保监察工作得以有效展开。 

五、结语 

“以人为本”是做好医学研究生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在新时期、新形势下，面对“人”

这个纷繁复杂的个人，为了努力实现“润物无声，教育无痕” 的研究生党建工作目标和导

向，要继续完善医学研究生党建的多维协同工作模式，争取培养出更多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优秀医学研究生党员，为“健康中国”的建设做出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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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院校研究生资助育人长效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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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7 年 12 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布了《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构建包括

“资助育人”在内“十大”育人体系，作为提升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质量的基本任务。这无疑对高校落实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更

高要求。在新时期背景下，探索研究生培养与资助育人紧

密如融合，坚持把研究生“扶困”与“扶智”，“扶困”

与“扶志”结合起来，真正建立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

会捐助、研究生自助“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系，构

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

资助育人长效机制是非常有意义的。 

【关键词】医科院校；研究生；资助育人；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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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long-term mechanism for graduate education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Abstract:Party Group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sued 

the "Implementation Outlin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December 2017, which proposed to build a "top ten" education 

system including "fund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as th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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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ask. This undoubtedly puts forward 

higher standards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ostgraduates and the fundamental tasks of Lideshur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exploring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funding education, insisting on combining 

graduate education with “poverty relief” and “mental wisdom”, “poverty relief” and “Support 

aspirations”, and truly establishing state funding and school awards It is very meaningful to build a 

"four-in-one" development funding system for social donation and self-help for graduate students. 

It is very meaningful to build a long-term funding and education mechanism that effectively 

integrates material assistance, moral infiltration, capacity expansion, and spiritual motivation. 

Keywords: Medical college；graduate students；funding education；long-term mechanism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

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可见高等教育

的核心在于人才培养，而研究生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

要育人使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资助育人工作

已经成为高校建设与发展，特别是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但“资助

育人”研究生奖助体系的建设及发展则较为缓慢，在育人方法、育人过程、育人功效发挥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影响着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发展。 

2013 年 2月 28 日，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

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号），从财政拨款制度、奖助政策体系、收费制度三个方面

完善了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与此同时，教育界也认识到资助工作必须紧紧抓住教育的根本，

不能单方面的强调资助，而应在资助工作的全过程中彻底贯彻“育人”这条主线。当前，我

国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存在着经费来源单调、资助范围不大、资助工作与育人工作脱节的现

状。研究生资助工作过程，注重助其完成学业，而忽视其育人功能，未能很好的服务于高校

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2017 年 12 月，中共教育部党组发布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

工程实施纲要》，提出通过构建包括“资助育人”在内的“十大”育人体系，作为提升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质量的基本任务。这无疑对高校落实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提出了更高标准和要求。资助育人工作已成为高校建设与发展，特别是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 

一、医科院校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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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工作的重要路径 

研究生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阶段，肩负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培

养高层次人才的使命，这对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高质量的研究生

资助育人工作能够拉近研究生与管理人员之间的距离，负责资助工作的教师和管理人员会帮

助研究生解决实际的生活和学习问题，在此过程中易与研究生产生情感认同，构建良好的信

任关系，从而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效途径[3]。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 

研究生“资助育人”契合了高校“立德树人”的立身之本。高校资助工作的内涵与目的

赋予了其丰富的育人功能，这也是资助工作固有的功能。高校的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那

么高校的资助工作必然也要服务于立德树人。在资助工作中，高校对研究生进行经济资助的

环节，恰好是研究生思想最容易出现偏差，心理和行为上最容易有错误产生并暴露的环节，

构建完整的“资助育人”研究生奖助体系，可以抓住这个环节开展相应的育人工作，使资助

工作以经济形式为手段，贴近研究生的现实需求，针对其生活和学习实际，充分挖掘资助工

作显性或隐性的育人功能，使育人工作更具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从而与高校“立德树

人”任务要求达成一致性[3]。研究生在接受学校的资助时，往往容易产生错误的思想或行

为，例如：部分研究生认为学校给予经济资助是理所应当而缺乏感恩心理，部分研究生认为

资助金额不高而心存抱怨等。高质量的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可以抓住这个时机开展相应的育

人工作，以经济形式为手段，贴近研究生的现实需求，对于心理或行为上已经产生或暴露错

误的研究生，更能有针对性地找出问题所在，从而充分挖掘资助工作显性或隐性的育人功能。

[4] 

（三）医科院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研究生资助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丰富了高校资助工作的内容。关于资助对象的认定、资助

形式的细化、资助制度的健全等方面成为了我国高校资助工作的主要内容。其中，“奖、助、

贷、勤、补、免”等各种资助举措的落实是我国高校资助工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工作[5]。资助

育人进一步明晰了高校资助工作发展的方向与重点，让高校资助工作与人才培养工作结合得

更加紧密，一方面外显了资助工作的本质，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资助工作的内容。一方面，合

理的资助育人体系能够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聚集，有助于改善研究生生源质量；另一方面，有

助于提升研究生的科研积极性，促使研究生成为有较强科研能力、无私奉献精神、有责任意

识和感恩情怀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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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科院校研究生资助育人的现状 

目前，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在高校的不断探索中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大部分高校

在资助方法、育人过程等方面都已有一定的突破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仍存在不足，有待

进一步完善和解决。 

（一）资助育人制度尚不完善  

1.管理制度仍不完善 

资助育人的管理制度的涵义包括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不同类别资助项目的管

理以及育人手段三个方面。[5]目前，我国已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研究生资助体系，有明确的贫

困学生认定指标，资助项目大多包括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学费减免等。但在实际执行资

助育人工作的过程中缺乏精细化管理，导致名目繁多的资助项目不能为家庭困难学生提供全

方位的资助服务，不能有效的帮助和激励研究生更专注的投入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资助育

人效果不尽如人意。 

2.监督考核制度仍不完善 

随着研究生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于研究生教育的投入也不断加大，在投入大量

资金给予支持的同时，更应该保障研究生资助工作的公平性。然而个别高校在实施过程中却

存在着资助工作监督不到位、考核缺乏公平性、不注重研究生问题反馈等不足，违背了资助

育人的初衷。 

（二）资助育人功效发挥不够明显 

1.资助育人理念陈旧 

部分医科院校认为资助育人仅仅就是将国家、学校的相关资助经费发放给具有受助资格

的研究生，目的是保障受助者能够顺利度过研究生学习生涯。基于这种片面的认识，高校在

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中往往存在重视经济资助而忽略精神帮扶，“资助”与“育人”工作相

分离等现象，阻碍资助育人功能的有效发挥。 

2.资助育人缺乏针对性 

研究生们来自五湖四海，且年龄跨度较大，其生活的社会环境、身心状况、个性发展都

不尽相同。研究生培养方式根据专业类型和导师安排而定，如学术学位硕士可能分散在各个

课题组或实验室中，专业学位硕士可能会在各临床科室进行轮转。但大多数高校在研究生资

助育人工作中，没有将对研究生受助群体的关注由“面”转向“点”。对研究生在思想、心

理、兴趣、生活、学习、实践等方面的愿望与诉求缺乏全面分析，对于因人施助、因人施教，

着力培养具有独特人格品质的高素质人才工作内容还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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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生育人队伍建设滞后  

马克思认为，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6]当这个理论适用于资

助育人这一社会分工时，培养一支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过硬的管理人员队伍就显得尤为重要。

调研表明，独立设置医科院校我大多没有设置研究生辅导员这一岗位，对研究生的资助育人

工作也多由学校、院系、各培养单位和导师共同承担，存在着分工不明、缺乏沟通以及管理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等问题。 

三、医科院校研究生资助育人长效机制的探索 

与本科生相比，研究生存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心理更为成熟，对于教师的“依

赖”程度较低；二是培养方式更加丰富灵活，学习生活时间安排比较自由，流动性较强；

3.科研压力较大，对于学习和研究以外事情的关注度、参与度较低。医科院校研究生资助

工作须抓住研究生群体的普遍特征，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按照“完善资助体系，提高培养质量”的总体原则，从资助育人制度建设、

工作理念、功能发挥、提升实效性等方面入手，切实提高整体工作质量。完善研究生教育

质量的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统筹配置教育资源，充分调动二级院系、学科和导

师的积极性。 

（一）完善资助育人制度建设 

1.完善研究生资助育人规章制度 

国家、各级地方政府和学校应根据资助育人工作落实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以及各高

校、各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实际需求有针对性地及时调整和细化研究生资助育人管理办法。其

次，应从制度层面鼓励高校加强资助力度，丰富研究生资助育人资金来源。以重庆市某医科

院校为例，研究生的奖助学金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学校和各联合培养单位，还有较小比例

来自导师科研经费和社会群体捐赠等。由此看出高校还应拓宽研究生资助经费渠道，尤其是

丰富来自社会的资助渠道，激励研究生发挥自身专业优势，踊跃参与如“支教”、“义诊”、

“健康扶贫活动”等社会工作，促进研究生深入基层，增强其感恩意识和奉献精神 

2.完善公平、公正、公开的评审制度 

高校对研究生实行分类培养，同时也应根据培养类型特点对研究生采用不同的资助方式，

分别制定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两套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指标体系。针对学术学位研究生，可

根据年级高低，分别以“课程成绩”、“培养过程”、“科研成果”等作为评审指标；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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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可根据专业特点设立更具针对性的评审指标，譬如可将“是否取得执业医

师资格证”以及“是否独立管床”等纳入评审指标。 

其次，在评审过程中要强调德育修养，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给予一票否决。一是要在制度

上明确学术道德规范、实验记录规范、考试诚信办法、学位论文作假处理办法等一系列的制

度规定，建立起有效的研究生学术不端检测程序。二是要在资助育人工作中强调诚信教育，

注重学风建设。三是对于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生要进行严肃处理，取消其奖助评定资格，

并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引导其改正错误。 

（二）全面贯彻科学的资助育人工作理念 

1.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科学发展关键亦在于“以人为本”，资助

育人工作目标应当与我国教育事业的时代”使命相一致——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研究生

资助育人工作应深入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研究生的主体地位，在资助育人过

程中开发和挖掘研究生自身的天赋和潜力，深入落实“三助一辅”，设置丰富多样的学生工

作岗位，支持研究生根据自身特长和需求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工作，使其在获得资助的同时

不断提高生存和发展能力，满足学生全面、长久发展的需求。 

2.贯彻“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 

医科院校研究生教育致力于为社会培养专业技术过硬，思想品德高尚的高层次医学人才。

多数研究生将会走上社会卫生事业的重要岗位，针对研究生的资助育人工作更要把德育摆在

极其重要的位置。因此，在资助育人工作过程中，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的感恩精神和奉献精神，

提高其服务基层、服务百姓的意识和能力，引导其主动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回报社会。 

3.贯彻“三全育人”的育人理念 

资助育人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将高校、院系、各培养单位、导师同研究生紧密联系起来，

但要全面提高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质量，不能只靠高校自身的力量，还需要社会、国家、学

校、家庭联动形成“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全员育人”的协同育人机制，[7]将“三全育

人”的理念深入到资助育人工作中的各个环节，资助育人工作质量才能得到最大提升。  

（三）确保资助育人功效的发挥 

为探索落实“全国高校思政会议精神”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

改变现有研究生资助体系重智育人、轻德育的情形。重庆某医科大学探索性地将研究生“创

先争优”系列与研究生资助育人融合起来，把“扶困”与“扶智”，“扶困”与“扶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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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真正建立国家资助、学校奖助、社会捐助、学生自助“四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体

系，构建物质帮助、道德浸润、能力拓展、精神激励有效融合的资助育人长效机制。 

1.确保资助育人教育功能有效发挥 

高校应在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中，把握研究生心理动态，将诚信教育、感恩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等融入资助育人工作各个环节中，有效防止研究生心理出现偏颇，避免其在受助过

程中出现依赖心理或自卑心理等，帮助其塑造健全、高尚的人格。  

以 XX 医科大学为例。多年坚持创新资助育人形式，实施“研究生精准资助计划”，开

展“助学﹒筑梦﹒铸人”、“诚信校园行”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在

“重医优秀研究生榜样分享会”、“青春重医研究生”、“研究生科技文化节”等平台进行

成果分享，充分发挥育人榜样先锋模范示范效果，体现了资助育人道德浸润和精神激励的效

融合。 

2.确保资助育人导向功能的有效发挥 

导向功能是指运用说服、启发、教育等方式，把人们的思想、行为带到积极、健康的方

向。[8]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除了要满足研究生学习和生活上的基本经济需求，还要在思想

上端正其对资助的认识，引导其树立责任意识和竞争意识，避免使其产生惰性；行为上要引

导研究生对自己的学业和今后的就业制定长期规划，引导其积极主动提高创新实践能力。 

以 XX医科大学为例。坚持资助育人导向，优化评价指标体系。在奖学金评选发放环节，

全面考察研究生的学习成绩、创新发展、社会实践及道德品质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培养研究

生奋斗精神和感恩意识。在国家奖学金和单项奖学金评审发放环节，深入开展励志教育和感

恩教育，培养研究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意识。在国家助学贷款办理过程中，深入开展诚信

教育和金融常识教育，培养研究生法律意识、风险防范意识和契约精神。在“研究生三助”

实施环节，着力培养研究生自强不息、创新创业的进取精神。在基层就业、求职补贴、应征

入伍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工作环节中，重点培育研究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就业观。 

3.确保资助育人激励功能的有效发挥 

资助育人的激励功能可以体现为通过多种类型的资助方式去调动研究生的主动性、增强

研究生的创造力。以重庆市某高校为例，除覆盖率为 100%的国家助学金外，研究生助学金还

有“三助津贴”、“助学贷款”等类型，其中“三助津贴”是通过为研究生提供工作岗位来

对研究生进行资助，促使研究生在工作中养成自食其力的好习惯。“临时经济困难补助”和 

“助学贷款”的发放能够在研究生在贷款过程中培养其诚信意识，激励其明确奋斗目标，刻

苦钻研。研究生资助育人指标体系囊括研究生招生、培养、日常管理、学位授予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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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激发了研究生教育的活力，促进了学校研究生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

发展，对研究生投身于科研和临床的激励效果非常明显。研究生科研积极性大幅提升，详见

表 1；研究生究生报考人数、生源质量持续上升，详见表 2。 

表 1：2013—2019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发表 SCI文章情况 

研究生类型 
SCI单篇 IF最高（分）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博士研究生 7.078 8.57 14.225 13.118 10.965 9.655 10.22 

学术学位硕士 5.509 8.312 6.723 7.476 7.78 8.173 10.27 

专业学位硕士 6.43 5.035 5.732 5.578 11.748 8.173 24.531 

表 2：2013-2018XX 医科大学研究生报考及录取情况（单位：人） 

层次 类型 2013 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博士 

报考人数 958 1207 1614 1735 1022 1700 

招收人数 163 165 170 182 200 231 

硕士 

报考人数 4443 4458 4710 4510 4602 5703 

录取人数 1253 1271 1300 1315 1320 1321 

（四）切实提高资助育人工作实效性 

1.强调“资助”与“育人”紧密融合 

首先，可采取由研究生主动申请，学校审核的方式来确定研究生受助等级，改变以往研

究生被动接受资助的情况。其次，对研究生的资助不能只浮于表面，还要帮助研究生解决可

能因经济困难带来的心理困扰、社交困境、学习困难、就业困难等问题，[9] 由此实现“资

助”和“育人”的紧密融合。 

2.在资助育人过程中加强针对性和渗透性 

在研究生资助育人应遵循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一是要根据处在各个阶段的研究

生不同的培养特点，制定不同的工作计划和内容，充分把握研究生课程成绩、科研成果、思

想道德、社会实践、家庭经济状况等动态因素。二是要强化分类培养的要求，倡导各个二级

学院根据各自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以及不同类别研究生的自身需求，逐步形成“学校-院

系-班级（科室）”由上至下的协同育人机制，保障育人工作的深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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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XX 医科大学为例。研究生奖学金与研究生培养紧密融合，充分考虑到医学研究生各

个阶段培养的特点，将研究生学业成绩、科研成果、日常表现、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动态纳

入研究生奖助体系。根据研究生培养类型特点，奖学金评审指标设分别制定学术学位和专业

学位两套评审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医学研究生各阶段培养的特点，强调学术诚信，学术不端

行为一票否决。专业学位研究生强调强调职业道德教育和廉洁教育，学术学位研究生强调过

程管理和科研能力训练。强调研究生强调道德品性修养和学术诚信，对可能存在学术不端行

为一票否决，详见表 3。 

表 3：资助育人与研究生培养过程紧密融合 

类型 诚信机构 诚信教育 制度建设 监管检查 严肃处理 

学术学

位 

 

 

1.学术道德

委员会 

2.学位评定

委员会 

3.研究生教

育督导组 

强 调 学 术

诚信教育 

1.学术道德 

规范 

5.实验记录

规范 

1.论文复制

率检测 

2.论文真实

性保证 

 

3.实验记录

检查 

 

 

 

 

1. 不 得

参 加 奖

学 金 评

审 

 

 

2.延迟论

文答辩 

2.考试诚信 

办法 

6.科研平台

管理 

4.科研平台

检查 

3.学位论文作假

处理办法 

7.学位论文

盲评 

 

专业学

位 

注 重 医 德

医风建设 

4.学位论文复制

率规定 

8.临床轮转

规定 

5.临床轮转

检查 

 

3.延长轮

转时间 

3.提升资助育人管理人员的自身素质 

医科院校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培养一批研究生“资助育人”专

家教师，弥补现有人员分配在数量上和专业水平上的不足。另外，应定期对管理人员进行培

训和考核，使其能够深入研究生资助育人过程的方方面面，抓准时机对研究生进行心理帮扶，

根据研究生不同的现实需求对其进行就业指导、创业扶持等，将资助育人工作贯穿于整个研

究生的学习生涯中，从而不断实现研究生资助育人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促进高质量研究

生资助育人工作长久有效的开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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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与学生心理 

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 

人文素养现况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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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王蓉，wangrong1153@163.com  

【摘要】目的：探讨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

（简称“临-住研究生”）人文素养状况，为更好地开展临-住项目研

究生人文教育提供方向与指导。方法：以同济大学 4家综合性附属医

院 2016~2017级 252名临-住研究生为研究对象，对临-住研究生医学

人文的认知情况、参加人文教育的情况及其需求和建议等方面进行问

卷调研，运用 SPSS20.0 数据分析获得研究结果。结果：临-住研究生

对医学人文理念具有一定认知，但人文知识和素养还有欠缺，且实践

类的医学人文教育缺乏，难以将人文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医学人文

的课程和方式不能完全适应临-住研究生的需求，需要改革和完善。 

【关键词】住院医师，医学研究生，医学人文，临床实践 

基金项目：同济大学研究生教改课题（项目编号：2018GH110）；

上海市教委项目：“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教育与专科医师规范化培

训衔接改革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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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杨浦医院上海市杨

浦区中心医院，讲师，

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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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n Humanistic Literac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in medicine(Resident Doctor) 

Abstract：Objective: Study current situation of humanistic literac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in medicine(resident doctor) to provide direction and guidance for better carrying out 

humanistic education of medical postgraduate. Methods: 252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in 

medicine(resident doctor) from grade 2016 to 2017 of four affiliated hospitals of Tongji University 

were studied, with the self-made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medical humanities cognition, physicians’ 

participation in humanities education, demands and suggestions for humanities education, an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by SPSS20.0. Results: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s in medicine have a 

certain understanding of medical humanities but they lack humanities knowledge and literacy. 

Moreover, the lack of practical medical humanistic education makes it difficult to apply humanistic 

knowledge to clinical practice. Medical humanities courses and methods can not fully meet needs 

of medical postgraduate and resident doctor. It’s need to be reformed and perfected. 

Keywords：Resident Doctor; Medical graduate; Medical Humanities; Clinical Practice 

“人文”是指“人文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哲学、文学、法学等；素养是

由“能力要素”和“精神要素”组合而成的
[1]
。所谓的人文素养，即人文科学的研究能力、

知识水平和人文科学体现出来的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人的内在品。什么是医

学人文呢？香港家庭医学学院罗思敏指出人文科学在医学教育和医疗领域的运用（如医学伦

理、医学社会学、医疗史等），即将人文知识延伸至医疗活动的范围，可称之为医学人文。 

多年来的临床教学和行医实践证明，加强临床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培训是培养合格医生

的重要内容，也是进行临床医学研究生整体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和切人点。目前，临床医学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住院医师）（以下简称“临-住研究生”）同时要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按照要求，在培训医院完成临床培训轮转，进行临床技能训练。培训过程中加强临床

医学研究生人文教育，引导他们形成崇高的医德，促进他们自觉自我完善成为知行合一、德

业双修的健康卫士，是医学教育工作者必需肩负的责任，是开展规范化培训工作的重要内容。

本研究主要是了解临-住项目研究生对医学人文的认知及对人文培训的态度，为更好地开展

临-住研究生人文教育提供方向与指导。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调查同济大学 4家综合性附属医院 2016级-2017级临-住研究生，其中，男

性 92名，女性 148名；2016级 116名，2017级 12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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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对医学人文的认知情况、对医院开

展医学人文教育工作的评价，对医学人文教育的建议和希望等。研究共计发放问卷 252 份，

回收问卷 252份，有效问卷 240份，回收率 100%，有效率 95.2%。 

（三）统计学方法 运用 Epidata3.1 进行数据录入与整理，并运用 SPSS20.0 对整理好

的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 

（四）质量控制 通过问卷调查培训与指导，研究组自制调查问卷，几经修改后确定，问

卷不记名，不讨论，现场完成收回问卷。随后，数据双录入等确保问卷调查过程及调研结果

的质量。 

二、结果 

（一）临-住研究生对医学人文的认知情况 

在医学人文的认知方面，59%的临-住研究生对医学人文教育不是很了解或不了解，同

时也反映出对临-住研究生人文教育的缺失。本文与以往调查研究不同的是，除了从宏观上

了解临-住研究生人文教育的概况之外，特别深入对临-住研究生对人文素养在临床实践中

的体现和应用进行调查了解。在医学人文理念核心思想的理论和实践认知方面，按选项次

数统计，47%的临-住研究生认为其核心思想是关爱、敬畏、呵护生命，临-住研究生对医学

人文理念核心思想的认知相对比较一致；在医学人文理念在医疗实践中的体现上，临-住研

究生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病人的自主权（21%），另外有 19%的调查对象选择服务态度热

诚，18%的调查对象认为应提供优良的医疗服务。从总体来看，临-住研究生对医学人文在

医疗实践中体现的认知不是特别统一，不同的临-住研究生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

但普遍认为服务态度热诚、尊重病人的自主权、一切从病人利益出发、提供优良的医疗服

务和实践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五项都很重要。见表 1。 

在对当前临床实践人文水平的评估中，临-住研究生认为当前临床实践人文水平“一

般”的人数占 57%。在对自身人文知识和素质的评价中，评价为“不欠缺，但不满意”的临

-住研究生最多（53%）；其次认为“比较欠缺”的占 34%；认为“不欠缺，很满意”的较少

（13%）。见表 1。张昆松等对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医师的人文素养调查结果显示，

62.80%认为自身人文素养有欠缺
[2]
。虽不同地区的调查结果会有不同，但从总体上均能看出

调查对象对自身人文素养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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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临-住研究生对医学人文的认知情况 

项目 类别 频数（百分比，%） 

临-住研究生对医学人文教育的

了解 

了解 98（41） 

 不是很了解 122（51） 

 不了解 20（8） 

临-住研究生对医学人文理念核

心思想的认知（多选） 

关爱、敬畏、呵护生命 229（47） 

 对病人服务热诚 132（27） 

 为病人提供质优价廉服务 102（21） 

 满足病人的要求 22（5） 

临-住研究生对医学人文理念在

医疗实践中体现的认知（多选） 

服务态度热诚 130（19） 

 尊重病人的自主权 146（21） 

 一切从病人利益出发 111（16） 

 提供优良的医疗服务 125（18） 

 实践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132（19） 

 以上都是 52（9） 

临-住研究生对当前临床实践人

文水平的评估 

非常好 2（1） 

 好 91（38） 

 一般 137（57） 

 不好 5（2） 

 非常不好 5（2） 

临-住研究生对自身人文知识和

素质的评价 

非常欠缺 0（0） 

 比较欠缺 82（34） 

 不欠缺，但不满意 127（53） 

 不欠缺，很满意 31(12) 

（二）临-住研究生对医学人文教课程内容及教育形式的意向选择 

1.医学人文教学课程内容的意向选择 

调查显示，临-住研究生所在培训医院开展过的医学人文类教育中，最多的三项分别是

卫生管理与卫生法规（24%）、医学伦理学（20%）和医患沟通学（19%）。郑英花等人的调

查研究显示，医学研究生对医学人文课程的态度方面，认为“医患沟通学”、“医学伦理

学”及“医学心理学”三门课比较重要，对“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及“医学史”

选择比较少
[3]
。在本文的研究中发现临-住研究生认为最有必要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选项次

数最多的、认为最有必要开设的三门医学人文课程三项依次为医学心理学（27%），医学伦

理学（16%）和社会医学（15%）。此外，有同学认为哲学也是有必要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

之一。这与之前的调查研究略有不同，临-住研究生不仅仅是研究生，同时又作为临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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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身份的转变，随之带来需求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总体来说，目前在培训医院开展过

的医学人文类教育中，医学伦理学教育所占的比例稍高，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医学所占比例

并不高。见表2。 

表 2 医学人文教学课程开设情况及意向选择（频率由高到低排序） 

课程 临-住研究生所在培训医院开展过

的医学人文类教育（多选） 

临-住研究生认为最有必要开

设的医学人文课程（多选） 

医学史 6 7 

医患沟通学 2 - 

医学伦理学 3 2 

卫生管理与卫生法规 1 5 

医学心理学 4 1 

医患纠纷 5 - 

社会医学 - 3 

卫生经济学 - 6 

行为医学 - 4 

医用文书写作 - 6 

2.医学人文教育形式的意向选择 

在以往的调查研究中，主要对医学人文教育的课堂授课形式及考核形式进行了解分

析，或者只是部分提到了应加强课程开展形式建设，而并未提到具体该如何建设，本研究

在调查问卷设计阶段特别重视对调查对象意见的收集和整理，并对部分临-住研究生进行座

谈采访。问卷统计结果及访谈结果均显示，在人文教育形式方面，培训医院开展较多的形

式有课堂授课（32%）、案例分析（24%）、专题讨论（19%），角色扮演与情景模拟、户外

素质拓展和实地参观三种教育形式最少，分别占10%、9%和6%；而临-住研究生觉得适合人

文教育的方式依次为社会实践、人文讲座、隐形课程与文化（如文艺演出、文艺沙龙、素

质拓展等）和课堂教学，分别占33%、25%、24%和18%。对比可知，现有医学人文教育形式

以理论教学为主，缺乏社会实践，而临-住研究生认为最适合的教育方式是社会实践，在一

定程度上对以后开展人文教育工作提供了指导方向。见表3。 

此外，根据问卷统计显示，临-住研究生选择的提升人文素质的其他途径依次为医院文

化建设（43%）、增加人文社会实践类活动（32%）、增加人文类培训课程（25%），还有临

-住研究生认为可以组织观看医学人文类电影或阅读相关书籍。见表3。 

 

 

 

 



2019 年医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与发展研讨会论文汇编 

 

- 701 - 

 

表 3 医学人文教育形式及意向选择（频率由高到低排序） 

教育形式 临-住研究生所在培训医院开展医学

人文类教育的形式（多选） 

临-住研究生觉得适合人文教

育的方式（多选） 

课堂授课 1 4 

案例分析 2 - 

专题讨论 3 - 

角色扮演与情景模拟 4 - 

实地参观 6 - 

户外素质拓展 5 - 

人文讲座 - 2 

社会实践 - 1 

隐形课程与文化（如文

艺演出、文艺沙龙、素

质拓展等） 

- 3 

3.临-住研究生对医学人文相关专题培训的看法 

按选项次数统计，临-住研究生认为医学人文培训中最重要的两个专题为医患沟通的基

本技巧和医患沟通的心理学策略，各占18%和15%；医师心理健康、医疗纠纷与法律法规、

如何告知坏消息、案例分析与讨论这四个专题的重要程度相当，分别占13%、12%、10%和

10%；医学与艺术、角色扮演与情景模拟、基于人性需求的医学人文服务、西方名医与医学

人文四个专题重要性较低，分别占7%、6%、5%和4%。 

（三）临-住研究生医学人文教育的参与度及参与意愿 

在参与度方面，有33%的临-住研究生积极参与各类形式的医学人文教育；31%的临-住

研究生未认真参与强制要求的人文知识的学习，但参与其他形式的人文教育活动；26%的临

-住研究生除了强制要求的人文课程在课上认真听讲外，几乎不参与其他形式的人文教育；

剩下10%的住院医师无论是人文教育课程还是其他形式的人文教育活动都很少参与或不参

与。在投入度方面，住院医师中有74%投入到人文知识学习上的时间与精力为“一般”。 

张昆松等对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医师的人文素养调查结果显示，91.57%自认为对医

学人文的学习投入不足
[2]
；84.21%希望通过对人文内容的进一步学习,来提高自身的人文知

识和素养水平；因此，需要对投入度不足的原因进行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在教育

频率意向选择方面，本研究调查对象选择培训周期为一个季度一次的人最多为37%，选择一

个月一次和两个月一次的比例比较接近，各占24%和22%；较少的人选择一年两次，占17%。

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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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临-住研究生对医学人文教育的态度 

项目 类别 人数（百分比，%） 

参与度方面 无论是人文教育课程还是其他形式的人文

教育活动都很少参与或不参与 

24（10） 

 除了强制要求的人文课程在课上认真听讲

外，几乎不参与其他形式的人文教育 

62（26） 

 未认真参与强制要求的人文知识的学习，但

参与其他形式的人文教育活动 

74（31） 

 无论是要求的人文课程还是其他形式的人

文教育都积极参与 

80（33） 

投入度方面（时

间与精力） 

很多 0（0） 

 比较多 20（8） 

 一般 178（74） 

 几乎没有 42（18） 

教育频率意向选

择 

一个月一次 58（24） 

 两个月一次 53（22） 

 一个季度一次 89（37） 

 一年两次 40（17） 

三、讨论 

（一）加强临-住研究生人文素养培养的必要性 

调查显示，在对自身人文知识和素质的评价中，自我评价为“不欠缺，但不满意”的临

-住研究生最多（53%），认为“比较欠缺”的占 34%；在对当前临床上人文水平的评估中，

临-住研究生认为当前临床实践人文水平“一般”的人数占 57%；由此可见，加强临-住研究

生人文素养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调查中还可以看出临-住研究生对医学人文理念和基础

知识有一定的认知，但是对医疗实践中如何体现的认知不是特别统一，不同的临-住研究生

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 

临-住研究生是以培养高层次的临床医生为目标，是我国医学高层次人才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综合素质的高低关乎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不仅要对其进行专业知识的培

养，而且要提升其医学人文素养。提升临-住研究生医学人文素养，既要增长人文知识、又要

提高其临床实践中的运用能力，以实现人文精神的内化，引导他们形成崇高的医德，促进他

们自觉自我完善，努力成为知行合一、德业双修的健康卫士，这是开展规范化培训工作的重

要内容，是所有医学教育工作者们必需肩负的责任。 

在刚刚举办的第三届江浙沪医学教育论坛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农林医药科教育处高斌

处长指出，住院医师及研究生有机融合的培养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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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不仅要重视培养医学研究生的医疗诊疗能力，更要重视医学人文及医学素养的

培养。目前的医学人文及医学素养主要通过课程形式开展，而更重要的还是要在临床实践带

教中及社会实践中去培养，这应该成为医学生人文素养培养的抓手之一，本次调查也显示了

实践对于将人文知识应用于临床的重要性。 

（二）创新课程内容与授课方式，提升临-住研究生医学人文素质培养的成效 

调查得知，临-住研究生认为最有必要开设的三门医学人文课程（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

学和社会医学）中，但从调查中看，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医学在培训医院开展过的医学人文类

教育中所占比例并不高，大学在制定完善培养计划中，可以适当增加这两类课程，围绕实现

人文素质培养的效果和目标改进课程的设置。 

在临-住研究生人文素质培养方式方面，课堂授课方式所占比例太高，但实践类方式比

较少，不利于将知识与实践结合，且调查表明，临-住研究生在人文教育的方式上首选是社

会实践，所以可以考虑增加社会实践类的培养方式，把人文知识用于临床各种实践，通过

实践帮助研究生更好地体验和感受，真正掌握医学人文的精神和内涵，这也将是提升临-住

研究生医学人文素养的不竭动力。同时也可以增加互动性的人文讲座和隐形课程与文化

（如文艺演出、文艺沙龙、素质拓展等），以丰富人文教育的方式。 

此外，调查对象建议注重医院文化建设，组织观看医学人文类电影或推荐阅读相关书籍。

培训医院既是用人单位，又是培养单位，在医院管理中，应避免“重技术、轻人文”，让临

-住研究生接受更广范围的人文熏陶；电影及书籍中的人物形象对提升医学生人文素质、塑

造医学生人文精神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电视剧《心术》、《急诊科医生》、医疗记录片《人

间世》及书籍《医生的修炼》等，展示了医生在面临重重困难时，内心的选择，以及疾病之

外，那些人性之光和社会进步的力量，更让我们感受到医学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并从中可以

探寻挽救医患信任危机的良策。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曾在《中国医院院长》

专栏发表系列文章“电影中发现医学”，期待通过电影重新发现医学，理解医学，反思医学，

洞悉职业的真谛与皈依
[4]
。 

（三）制定合理可行的培养计划，提高临-住研究生参加人文教育的积极性 

在投入度方面，有 74%的临-住研究生表示投入到人文知识学习上的时间与精力为“一

般”。大部分临-住研究生工作很忙，学习人文知识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充足。应该根据住院

医师的工作安排与人文素养现状合理制定人文教育计划，根据学科及个人所处培训阶段的

不同，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使医学人文的培养和临床思维及临床技能培养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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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与度方面，大多数临-住研究生都愿意参加人文教育，只是对于强制性人文课程和其他

形式人文教育的认真程度不同，极少数人很少参加或不参加。更新人文教育的形式，不断

提升临-住研究生参与的积极性。在教育频率意向选择方面，选择培训周期为每季度一次的

占 37%，选择每月一次和两月一次的比例比较接近，各占 24%和 22%；较少的人选择一年两

次，占 17%。这也表明，临-住研究生对于人文素养的需求还是比较强，但要注意妥善安排

培训活动的频率。 

哈佛大学医学院为在校学生提供了 16大类 50多门医学人文的选修课，这些课程是由医

学院、医学研究中心以及相应的附属医院共同承担
[4]
。临-住研究生工作与学习都很忙，学校

和培训医院应有效衔接，进一步明确医学人文在整个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计划中的地位和具

体要求。应成立医学人文教研室，结合住院医师的实际需求，采用灵活的授课方式并合理安

排授课时间，讲究实用性，把人文知识的学习和实践与临床工作有机整合，要求临床带教教

师承担更多的“育人”任务。同时为临-住研究生更多的人文关怀，舒缓其压力。王炜曾再次

提出部分院校甚至没有人文教研室建制，师资队伍建设和医学人文课程建设根本无从谈起
[4]
。

临-住研究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临床轮转学习，医学人文教研室可建立在培训医院，与大

学形成联动机制，整合大学及医院师资等资源，从提高临床带教老师及导师的人文素质入手，

扭转带教老师及导师传统的重临床、轻人文的带教观念，提升临-住研究生医学人文素质教

育的软实力，推进人文教育在临床运用的实践渗透。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不仅仅满足于疾病的治疗，更需要尊重、关爱

等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的宽慰。因此，无论从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角度，还是从人们需求

不断提高的角度来说，必须加强培养医学研究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这也是贯穿于医师培养

始终的重要部分。通过本次调查，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临-住研究生对于医学人文的认知及需

求情况，可作为有关单位开展此项工作的参考。为更有效地开展临-住项目研究生人文教育，

还需要社会、各培训医院、大学及住院医师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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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实践探析——以某高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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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在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变

化时，要与时俱进，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当前高校研究生思政教

育中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缺失的主要表现为重视传道解惑，

忽视情感关怀；思政课教学方式、方法单一；共性化教育，忽略

个性化人格发展需求；面对诸多压力，心理困惑严重等。分析其

原因，大致概括为对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

够深刻；没有转变和更新教育理念；思政教育内容与学生的实

际联系不够紧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合力没有形成；学校

相关载体建设和利用不足。本文旨在探究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一体化引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提出几项可行性实

践路径，强化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

实际应用。 

【关键词】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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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n the Practice of Humanistic Care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s  

—— take certai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Abstract:In the face of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social chang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s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t present, the lack of humanistic care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following fields: 

paying attention to preaching and solving puzzles, neglecting emotional care; the  formof 

courseware is single; the education is general which ignored the demand for personalize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in the face of many pressures, the psychological confusion is serious, etc. 

The root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lack of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and ro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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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istic care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e lack of transformation and renewal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lack of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ont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students; the lack of joint force of humanistic care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e lack of 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levant carriers in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istic care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s, and put forward several feasible practical 

paths to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humanistic care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s. 

Keywords: humanistic car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postgraduates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人文关怀的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加强和改进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积极向上的社会

心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也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

根本上说就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

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一体化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层次，是我国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拔尖创新

人才的重要渠道。近年来，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和人数的增加，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

的问题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关系到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

人格和品格塑造、综合素养提升等多方面，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运用到研究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中，值得研究生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 

一、当前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缺失的主要表现： 

当前，高校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受一些 固有陈旧观念、方法的

影响，仍旧存在着忽视学生的合理需求、忽视学生主体性和精神层面的需求、师生缺乏情感

交流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仅阻碍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和创新，也不利于

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一）重视传道解惑，忽视情感关怀
[2]
 

研究生的学历层次较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很强，他们认识和感知外部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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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强，在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能仅凭理论上的说教，也要将情感、意志、态度、

直觉、意识等非理性因素考虑进去，将人文关怀和情感交流渗透到研究生的思政教育中，开

辟新的研究生思政教育途径。但有些教师甚至是研究生导师常常忙于临床或者科研工作，与

学生沟通时仅凭说教或者师道尊严来教育学生，对学生缺乏应有的关怀和爱护，大多数学生

没有和带教老师或者导师建立有效地沟通机制。作为教育者，如果没能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

不了解学生所想、所需和所求，思想政治教育就变为空谈。 

（二）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方式方法单一 

高校思政教育课通常采用“灌输式”教学，学生被动去接受知识，必然导致思想政治教

育教学方式、方法单一，很难形成学生的内心认同及道德实践认知，部分思政课变成了说教

课，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在课后难以达成师生思想的有效沟通，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

方式很难在思政课实现，学生的主体地位缺失。当今世界，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渠道很多，

尤其是研究生，他们不只通过教师传授这一途径被动接受和了解信息，他们会利用互联网、

微信、微博等各种自媒体和融媒体获取更多、更广的知识，作为教育者必须通过加强人文关

怀和心理疏导，与学生建立有效地沟通和交流，了解学生所需、所想、所求，创新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课的内容和形式。 

（三）传统的共性化教育，忽略了研究生个性化人格发展需求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模式是一种继承性教育，也就是共性教育，特别是中医药教育共

性教育更为明显。共性教育可以使受教育者系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社会规范，但也存在不

足，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个性特点。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这种注重共性、轻视个性

的现象尤为突出，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或者日常事件的处理往往采

取“一刀切”的方法，用统一的标准来要求不同层次的学生。而医药学的研究生分为专业学

位和学术学位类别，对于不同类别的研究生培养计划和培养目标不同，应该采取分类指导的

方针。学校刚性的管理制度也让研究生教育工作缺失人文关怀的理念。
[3]
不同的学生表现出

的实际问题也不一样，但是，学校在对学生学习成绩考核、入党、奖学金的评定、毕业及学

位授予方面的政策性规定上，采用一刀切的文件和规章制度去约束和管理学生。 

作为科学研究的主体，研究生需要批判性思维考虑问题。共性化的教育模式忽视了研究

生学位类别不同培养要求也具有差异性和他们作为价值主体的多样性，不符合教育的层次性

原则，也制约了大多数研究生批判性思维的发展。 

（四）面对诸多压力，研究生心理困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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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阶段，学生从生理上的成熟和心理上的成人感，不允许他们像之前那样心安理得

的向父母伸手要钱，加之，他们也面临着恋爱交友甚至婚姻问题，最后还有他们面临的学业

压力也要回归社会就业，所以就会面临学业、生活、情感、及就业及人际关系张力等方面诸

多压力，而且随着压力的加大和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疏导，必将对特曼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

危害。加上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学生灌输的价值观念对当前社会较关注的现实生活的

热点问题探讨很少，在多元化价值思潮的冲击下，增加了研究生的思想困惑。 

二、研究生教育中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对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够深刻，“以人为本”的理念没有真

正确立 

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以人为本”就是以学生为本，但是，研究生在接受教育的过

程中，往往呈现被动的趋势，主体地位不受重视。
[4]
传统的教育观念以知识传输为主，只注

重学习成绩，不注重培养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创业品质，忽视他们的个人兴趣爱好

的培养和情感教育，不利于研究生个性地发挥和全面的发展。有部分高校思政教育者还存在

轻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等情感教育，对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

认识不足，没有深刻体会到情感教育的真谛。高校通常运用制度管理模式，使得教育缺乏民

主意识，缺乏情感，“以人为本”的理念尚未强化于心。教育者的人文素养的高低也影响着

研究生思想政治政治教育人文关怀和心里疏导的效果。 

（二）没有完全转变和更新教育理念，存在重共性轻个性的思想 

教育理念应随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人文关怀和心理

疏导的对象应该为所有的学生，但每位研究生在实际生活中都会遇到来自学业、生活、就业

及其他方面的不同困难，有些学生能够通过自我适应和调节解决这些问题，而有些则需要给

予物质上帮助或精神上鼓励，运用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方式能够帮助他们正确面对困难和挫

折，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如果按照统一标准对全体学生进行教育，就会使学生个性发展受

到忽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失去意义。 

（三）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与学生的实际联系不够紧密，二者的教育合力尚未形成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直以来深受党和国家重视，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人

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近年来也成为各位教育者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缺

乏较为系统和全面的体系。
[5]
我国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需要

借鉴高等教育中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一方面，现有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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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心理学或相关专业的人很少，他们很少能将心理学相关知识融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中，也很难从心理专业的角度以及学生实际需求结合，进行心理疏导服务，大多采用人文关

怀的方式。加之，思想政治教育课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方式重在对学生进行理论灌输，

没有立足学生实际学要开展实践。另一方面，当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仍强调一些

硬性指标，束缚了研究生的个性自由，限制了研究生多样化的发展，使部分学生丧失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造成了部分研究生虽然拥有高学历，但实践能力不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中缺乏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造成教育内容与现实的相脱节，与研究生的实际需求脱节，人

文关怀与心理疏导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合力尚未形成。 

（四）学校相关载体建设和利用不足，教育方法单一 

随着社会经济及技术的发展，高校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的

载体多种多样，主要包括文化载体、活动载体、网络载体、思想载体和组织载体等。载体建

设利用不足将会导致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实践活动缺乏吸引力和创新力，直接影响人文关怀

和心理疏导的实施效果。当代的学生网络依赖性特别强，他们喜欢利用网络查找信息，结实

朋友，分享资源，沟通交流。但是，有很多高校并未将网络平台载体并利用好，只为管理制

度服务，如运用各种网络信息平台通知消息，发布政策，没有发挥网络平台载体在加强人文

关怀和心理疏导方面的作用。校园文化活动在当前也作为一种隐形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平

台和载体，没有发挥出它的重要影响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缺乏人文学科的教学方法，需要

加强借鉴哲学、心理学等社会学科其他领域的教学方法，让课堂内容和教学方式更加生动、

活波。 

三、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在某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实践 

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人为作用对象，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将二者全方位贯穿于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不仅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对于提高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实效性和完善其科学性发挥重要作用。可以为高校研究生教育创建良好的人文环境，教育

学生如何调整自己心理状态，以良好的精神面貌面对社会中的竞争和谐总，用温暖的、人性

化的方法优化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某中医药院校针对本校研究生的分类特点，有

针对性的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融入高校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 

（一）关爱女研究生健康成长，成立“磬馨女生文化工作室” 

中医药院校目前在校生中男生与女生的比例为 3:7，女研究生占大多数，女研究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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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难点和热点，该校通过大胆创新，在女生公寓成立“磬馨女生文化工作室”，选取年轻

的具有较高的个人修养和专业素质的女辅导员和研究生女党员为管理成员，以女研究生为主

角开展一系列的活动，如“校园歌手大赛”、“绽放梦想，秀出自我”校园达人秀等活动展

示女研究生积极健康向上、聪慧美丽的一面，增加男女生的互动机会，促进同学之间交流，

互相尊重，体现和谐的校园校园，提高女研究生的自信心，绽放女生魅力风采。也体现我校

对女生的尊重，增强女学生自尊、自爱、自强、自律意识。“磬馨文化工作室”还聚焦女研

究生的学业、恋爱、婚姻家庭及就业等方面，以定期开展谈心谈话、“知音信箱”、“帮忙

团”、“情感小屋”等网络交流平台开展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服务，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融入女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切实解决女研究生所面临的综合素养、心理素质、耐挫能力

等实际问题。 

（二）弘扬中医药文化，加强对外交流，成立“中华文化工作室” 

成立“中华文化工作室”，旨在为留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氛围，提供适当的学习帮

助，为留学生与本土学生搭建良好的学习交流和沟通平台。针对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

背景，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尊重文化差异，奉行服务为善的宗旨，以“中华文化工作室”

为平台，帮助留学生学习汉语，学习中医及中国文化，进行中医药教育的同时也进行大中华

文化教育、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正确引导留学生日常思维，让他们正视文化差异，适应文化

差异带来的不变，化解文化冲突，理解中国文华，知华友华 ，自觉融入我校研究生生活中。

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融入留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做到以文化人，以情感人，让留

学生学习中医的同时，了解中国文化，关注中国发展，传播中国声音，让他们自觉自愿的讲

好中国故事，成为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核心力量。 

（三）采用“特别关注学生工程”，关爱不同类型的学生 

采取“特别关注学生工程”，开展“健康乐园促成长”系列活动针对学习困难、家庭经

济困难、残疾学生、交际困难、心理问题的同学，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融入特别关注学生

工程中，解决不同群体学生的不同问题。关注学生学习，组建“学习乐园”，关注研究生学

习、执业医师考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等；以班主任辅导员为主组建“亲情乐园”，

帮助贫困生解决生活困难；以“成长乐园”为抓手，定期组织人员进行学生家访，了解学生

家庭状况，有针对性的开展学生心理辅导及帮扶；组建“心灵家园”，关注研究生心理健康，

心智情感。 

（四）成立“百色花苑民族文化工作站”，搭建少数民族研究生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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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同学，为弘扬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活跃校园文化氛围，丰富

研究生的校园生活，成立“百色花苑民族文化工作站”，旨在展现各民族独特的文化底蕴，

反映当代民族文化风采，增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和了解，激发民族文化激情。为发挥少数民族

同学多才多艺的特点，以少数民族风情展系列活动为载体，加强对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

宗教信仰、性格品质、礼仪习俗、风土人情、节日庆典等展现，宣传民族风情，推动当代民

族文化发展，搭建各民族文化交流良好的平台。既教育少数民族研究生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文

化传统，热爱家乡热爱本民族，成为本民族的优秀人才，又激发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历史责任

感，把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价值观与立志成才的青春使命统一

起来。“百色花苑民族工作站”通过定期组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社会公益活动、文体活动，

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构建人文、科学、绿色、和谐、高雅、风趣的网络教育平台，发

挥“百色花苑民族工作站”优势，切实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融入到少数民族研究生思想政

治工作中，增强少数民族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 

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融入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坚持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

念，以关心和爱护学生，理解和尊重学生为宗旨，力求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贴近学生生活、

贴近学生思想和心理实际，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性、科学性和实效性，提高研究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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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文素养的培育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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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乃仁术，医学乃人学。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人

文素养培育，正被改革政策纳入日程并倍加强调。医学研究生培

养单位，需高屋建瓴，科学设计，构建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文

素养培育的全路径：凸显医学人文素养培养的制度建设，围绕导

师做好医学人文教育的过程管理，以课程建设落实医学人文素养

教育，以实践强化医学人文素养的习得，紧扣“人文”核心，夯

实文化建设。 

【关键词】医学研究生 人文素养 培育 

 

刘琴， 2005 年毕业于华中师

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现任湖北医药学院

研究生院培养科科长。主要从

事研究生教育管理。主持教指

委、湖北省教育厅、湖北省研

究生教育研究会和湖北医药学

院各级教学研究项目 6 项，发

表教学研究论文多篇。 

The Approach of Humanity Education for Medical Postgraduates 

Abstract: Medicine is the art ofhumaneness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 The cultivation of of 

medical post graduates’ humanities is included in the agenda and even emphasized on policy reform. 

Institutions for training medical postgraduates need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cultivating medical 

post graduates’ humanities which emphasize on humaneness’ core position including rules 

construction, process management,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learning acquirement of medical post 

graduates’ humanities through scientific design at a higher angle.  

Keywords: medical post graduates; humaneness; cultivation 

当下，全球医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凸显医学技术，忽略医学人文。尽管有诸如诺

贝尔医学奖获得者 Luria 强调：医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人学，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

[1]
但是，现实依然是医患关系高度紧张，医患冲突时时出现于媒体风口浪尖。这些都显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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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府、学校、医院、导师与学生等对医学人文素养教育依然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和实践

上的鸿沟
[2]
。医学研究生作为未来的医学高端人才，将主导医学的教育、实践及其科学研究。

因此，国家层面已意识到人文素养培育的重要性，并在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

中突出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相结合的培养内容与方式
[3]
。本文尝试性探索在学校层面如何厘

清认识、构建临床医学研究生人文素养的培育路径以推进医学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实现专业

素养精深和人文素养厚重的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目标。 

一、凸显医学人文素养培养的制度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4]
规定，“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公民，都可以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请相应的学位”。强调了拥护党

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学术水平。各学校在医学研究生培养目标设定上多沿用此条例。

但随着医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内涵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教育部 国

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
[5]
提出，要“加强人文素养和科学

精神培养，培育研究生正直诚信、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团结合作的品质。”。“医师职业

的特点要求从业者必须具有崇高理想、高尚品德和仁爱之心，医学教育尤其强调以德为先。

此次改革要求将医德教育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融入

临床实习等，教育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加强职业道德、医

学伦理、社会学、法律等职业素质教育；注重人文关怀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使医学

生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和关爱病人、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团队合作的良好职业素养。”
[6]

国家《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
[7]
第一条“培养目标与要求”更明确

提出，要培养热爱医疗卫生事业，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的临床医师。 

因此，医学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将医学人文素养教育写入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使培养目标具有“热爱医疗卫生事业，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和专业素质”的深刻内

涵。“我们要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坚持医学与人文教育并重，医学与人文融通及全过程综

合培养的新理念，把培养目标定位在培养出有着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具有健全的人格上。”
[8]

同时，在制度建设上发挥导向作用，在导师遴选、考核与立德树人的各项制度中，强化导师

的医学人文素养和对研究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可将对职业的热爱、职业道德考核、医德医风

衡量等纳入奖助制度，作为研究生评优评先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在鼓励学生积极进行专业

科学研究探索的同时，也鼓励学生根据医疗工作体会，撰写医学人文素养方面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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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提供专项经费予以支持、奖励。 

二、围绕导师做好医学人文教育的过程管理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教育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导、科学方法指

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导师对学生的影响是重要而深远的，导师的为人处世、思维方式、

一言一行都会在学生的人生轨迹上留下痕迹。故而必须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在医学研究生人

文素养的培养中发挥导师的主导作用。 

首先，必须在导师遴选条件上加以设定，要特别强调学术道德、医德医风等人文素养方

面的条件，实行学术道德、医德医风一票否决制。坚决不能让道德修养不高、学术品行不端

的人进入研究生导师队伍，毁坏研究生的发展前程。 

其次，要在导师培训中增设医学人文议题。导师培训的目标常被设定为学习国家研究生

教育新政策和他校研究生教育管理新方法，医学人文素养方面的议题甚少涉及。研究生培养

单位应审慎思考导师培训内容，将人文素养的要求以讲座、座谈、宣传画册、标语等或“软”

或“硬”的形式融入导师培训过程中。 

其三，在导师考核标准设定上纳入人文素养要求，如学术道德、医德医风等。通过研究

生及相关人员的反馈及时了解导师的人文素养，考量导师是否“为人”称职。 

其四，思考、谋划导师如何带教问题。“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9]
，导师对学生要“施

之以爱，导之以行” 
[10]

。作为一名导师，首先师德修养要高，责任意识要强。导师要有好德

行，教书育人，一定要坚持德育为先；导师要有好学风，要恪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做好

引领作用；导师要有强烈的育人责任，要以身作则，身为师范。要切实关注研究生人文素养

的培育，要适时进行相关引导。 

第五，导师带教的科研团队要重视团队文化建设。导师要以优秀的个人品德、高端的学

术水平、严谨的治学态度、求实的科学精神引领团队成员成长、成才、成功
[11]

。 

三、以课程建设落实医学人文素养教育 

《国内临床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现状的文献分析》一文采用广义循证医学原理、管

理学研究方法，查找关于临床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中文文献，然后行描述性分析，提

出文献的几类观点[12]：1、认为现有人文课程设计需要改进，主要问题包括课程学时过短

（22 篇，51.2%）、课程类别不合理（41 篇，95.3%）。2、医学院临床研究生培养计划均将

集中授课按排在第一学年，人文课程学时占总学时的 8% ～12%，显著低于西方国家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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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的水平。人文课程的设计应与实际需求符合并在内容、时间上差异化体现。3、针对学生

需求的调查显示，人文课程设置合理和满足需求的均不到 50%，且仅有 41% 的学生认为通过

人文课程学习能够形成人文精神。因此可认为，现有以课程为主的临床医学研究生人文素养

培育模式已不适应学生和客观环境的需求，需要在课程设置和模式结构上作出调整。 

课程建设与改革是医学研究生人文素养培育的重要路径。作为研究生培养单位，可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实践： 

第一，研究课程设置。调整课程定位和目标设计，将人文课程纳入必修课程，提高学分

学时比例，围绕不同主题，设计一个课程体系。并适当调整课程开设方式，如主题讲座、文

学作品细读、影视作品观摩等。拉长课程开设“战线”，使人文素养教育贯穿医学研究生教

育过程的始终。 

课程主题 课程目标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德 培养研究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培养高尚的医德 

医患沟通 培养研究生医患沟通的能力 

医学伦理 培养研究生学会尊重患者，尊重生命 

文学叙事与医学 培养研究生的叙事情境理解力（倾听、解释、回应的能力） 

白衣与指纹 培养研究生的诊断思维 

医学相关影视作品探讨 
探讨医者仁心、医者的职业操守、医学的局限性、医患关系、

医生的自我保护、医疗界的学术腐败等现实问题 

第二，探讨“内培外引”的师资队伍建设方式。要培育自身师资，通过主办、协办、参

与学术会议，常态化进行学术研讨等方式，提升人文师资的医学素养和临床师资的人文素养。

同时，“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师，实践经验丰富的法律界人士，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等，都

可以作为人文教师参与到研究生的人文教学当中来，以避免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13]

 

第三、在课程改革方面勤加研讨。人文师资与临床师资要发挥学科背景的互补优势，积

极参与课程改革。探索不同学科教师协作教学的模式，如人文教师适时参与到临床医疗活动

或临床教师授课过程中去，从中“找寻”人文素养教育的“切入点”；临床师资参与到人文

教师的课堂，从中“发掘”人文素养教育与医学教育的“契合点”。培育“他者”
[14]

意识，

携手努力，在实践中进行教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 

第四、抓好教材建设。鼓励自编教材，将丰富的医疗实践中的典型案例纳入其中，用丰

富活泼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更好地结合理论与实践，更好地将人文素养的学习主动化、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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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实践强化医学人文素养的习得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15]提出，要广泛

开展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着力增强研究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为进一

步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湖北省省教育厅正实施“湖北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以研

究生工作站建设及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为抓手，探索产学研协同培养机制，增强服务地

方经济建设的功能，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
[16]

。“研究生在学校接受的人文知识教育，必须经

历社会实践后才能内化信念、升华情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对接。社会实践是医学研究

生社会生活的提前和浓缩，只有突出实践教育的份量，才能真正加强对研究生的伦理道德规

范引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17]

 

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学校应高屋建瓴，构建社会实践活动体系，全方位地发挥社会实

践活动对研究生人文素养养成的内化作用。 

时间安排 实践地点 实践内容 实践目标设计 

日常 

医院 病房一日 体会医患沟通 

内化职业道德 

学会沟通协作 

…… 

医院 临床工作体悟 

医院/社区等 人文教师科研辅助工作 

周末 

社区 健康知识宣讲；健康问卷调查 学会关爱老人 

关爱儿童成长 

提升职业素养 

…… 

敬老院 健康知识宣讲；保健服务 

中小学 健康知识宣讲；学习辅导 

暑期 

社会实践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专家义诊；医疗扶贫 关注留守儿童身心健康 

培养团队协作意识 

思考知识与实践的距离 

…… 
定点扶贫乡村 

关爱留守儿童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研究生尝试接触不同人群，有益于医患沟通，提

升沟通与交流能力；锻炼团队合作意识，有益于集体协作，攻克科研与工作难题；激发专业

学习热情，有益于自主研习，探寻临床与科研方向；了解基层医疗现状，有益于贴近现实，

反思学习与生活的差距。医学研究生必将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更好地体验人文素养的重要性，

研究生的人文素养，也必将于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得到内化、提升。 

五、紧扣“人文”核心，夯实文化建设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18]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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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想只有通过“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才能积淀为文化并得以传承。医学

研究生的人文素养教育，必须通过文化建设发挥助力作用，从而得以固化、传承，形成长效

机制。 

首先，要构建研究生团队文化。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即凝练出了 12 字的团队文化：

诚信、协作、尊重、感恩、奉献、传承
[19]

，并赋予每个词以深刻的内涵。引领研究生老实做

人，踏实做事；深谙二人见“仁”，三人合“众”；鼓励相互赏识，乐于分享；学会宽心容

物，虚心受善；倡导与人为善，助人成功；重视工作创新，文化传承。高校应要重视研究生

团队文化建设，以校训为宗旨，把人文素养的要义融入其中，结合医学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特

点，总结、凝练出内涵丰富又简明易记的团队文化，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最终固化，使之能

传之久远，影响深远。 

其次，要为文化建设打造“硬”条件。在图书信息资源建设上，可组建人文师资与专业

师资，共同推荐书目，为研究生精心选购文学、哲学、心理学和伦理学等相关图书、期刊；

利用好公共信息平台，提供相关信息检索服务，切实满足研究生对人文知识的学习渴求。 

其三，要为文化建设培育“软”环境。要致力于校园文化建设，通过建设人文景观（如

文化墙）、举办文化活动、社团活动、学术讲座、研究生工作坊、在科研平台文化建设中渗

透人文精神、在寝室文化建设提出人文素养要求等，使人文素养教育“软化”。通过培育“软”

的文化环境，使医学研究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人文精神的熏染，对人文知识的学习从“被动”

到“主动”。 

其四，要探索学生主动培养人文素养的途径，营造“人文氛围”，“来点“人文气息”： 

每日一句：每天善用零散时间，习得一句与人文素养相关的话语。 

每周一议：每周利用网络平台，小议与人文素养相关的事件。如提出热门的医学社会问

题，让学生参与讨论，厘清对错，达成共识。 

每月一聚：每月阅读一本人文学科相关书籍，或利用班会集中，畅谈对人文素养的感受

体悟，或利用网络平台，分享阅读体验。 

每年一理：每年适时梳理总结，探寻人文素养的培育路径、感悟收获。 

“古代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了解什么样的人得了病比了解一个

人得了什么病更重要，这句话形象生动的说明了人文关怀在临床实践中的重要性”
[20]

从职业

需求出发，医疗卫生实践需要兼具专业素质与人文素养的人才。同时，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人文素养现状呼唤人文素质教育，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强调人文素质教育。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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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探索构建立体的人文素养培育路径，并建立长效机制，致力于

培养研究生的同理心、良好的语言与口头表达能力，医患沟通的能力，团结协作的能力等等。

教会学生应对未来工作的挑战，学会在在艰苦的医疗工作中“自处”，牢记健康所系，性命

相托，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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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死亡教育的必要性、国内外死亡教育的不

同模式、评价指标及应用效果进行综述，并提出我国应当

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注重死亡教育课程的构建

及模式的创新、相关人才的培养、完善死亡教育评价机制，

以推进我国死亡教育的规范化建设。 

【关键词】死亡教育；医学生；临终关怀；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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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death education models of medical students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necessity of death education, different models,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application effects of death edu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nd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eath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model innov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related 

talents, improve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death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of death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death education; medical students; hospice care; education models; review 

死亡是生命中最自然且普遍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医学伦理学辞典》中提到死亡教

育是教会人如何正确认识和看待死亡的教育
[1]
，旨在提升对死亡事件的应对与处理能力。医

学生作为医学事业的接班人，在今后的临床护理工作中免不了接触死亡或濒死患者，但目前

医学生的死亡焦虑水平较高、临终关怀知识和能力明显不足
[2]
，面对死亡束手无策且无能为

力，严重影响其生活态度、职业信念等
[3]
。多项研究表明

[4-7]
，死亡教育能帮助医学生树立正

确的死亡观念，提高应对死亡事件的相关知识及能力，为患者提供更专业的临终关怀服务。

但是目前我国死亡教育发展较为缓慢，且存在课程体系不明确、运作模式较为单一、评价范

围较窄等问题，因此本文将对死亡教育的必要性、国内外教育模式、评价指标及效果进行综

mailto:wbq_xylc@126.co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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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以期为我国死亡教育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死亡教育的必要性 

（一）医学生有较高的死亡教育需求 

岳帅等
[8]
对 29 个省市区的本科生进行调查，发现 84.64%的学生认为有必要进行相关的

死亡教育。曹丹阳等
[9]
对上海 1488名医学本科生进行调查，发现医学生对死亡教育的需求较

高，且对死亡教育实施的态度较为积极，有 92.2%的学生认为学校应该开设死亡教育课程。

赵文婷等
[10]

采用自行设计的《医学生死亡教育需求调查问卷》，对 1485名医学生进行调查，

发现 85.2%的医学生对死亡教育不了解，但是学生表示出较高的死亡教育需求，其中对于临

终关怀知识与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需求较大。于莉等
[11]

对 1488 名本科生进行调查，发现年级

越高的学生照顾临终患者的态度越积极，且非独生子女对照顾临终患者的态度更积极。 

（二）医学生死亡焦虑水平较高 

周仕霜
[12]

对国内外护理专业学生死亡态度进行综述，发现总体上是自然接受的死亡态度，

但是大部分持逃避态度。杨红
[13]

对 450 名大学生及 50 名临终关怀医务工作者进行调查，发

现 79.9%的被调查者害怕死亡，且年级、曾经接受过死亡教育或临终关怀学习、过去五年经

历过亲人死亡这三个因素对死亡焦虑量的得分有影响。墨西哥学者
[14]

采用学生死亡观问卷对

405 名医学生进行调查，发现 94%的学生认为医生应该告知病人即将来临的死亡，但是只有

一半的学生会与病人谈论死亡话题，尽管被调查者对死亡教育的兴趣较大，但是大多数人认

为很难接受为患者提供临终治疗。 

二、死亡教育模式 

（一）仿真情景模拟法 

英国 Claire 等
[15]

为 19 名医学生设置了死亡教育模拟课程，每次模拟课程包括 2 个场

景，每个场景的模拟时间为 25 分钟，且复杂程度是递增的，采用高仿真模拟器和角色扮演

者相结合的形式，对医学生的临终关怀态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Tomoko等
[16]

对日本大学护理

学院 38 名学生开展随机对照试验，对照组依照常规的护理课程（包括一节姑息治疗的课程

和四节涉及临终患者的案例研讨课），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标准化病人的临

终关怀模拟课，模拟课程包含了五个场景，分别是生命体征的观察与测量、观察和评估阿片

类镇痛药的止痛效果及副作用、病人对于疼痛的反应、倾听患者的心理困扰及所关注的问题、

演示有效的沟通技术，并采取客观结构化临床评估（OSCE）的形式进行考核，发现试验组的

知识、技能得分及对临终关怀的自信方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改善。美国 Priti等
[17]

对 389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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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见习的医学生进行了死亡情景模拟教学，案例场景是从威斯康星州医学院姑息教育资源

中心网站（EPERC）改编而来的，利用标准化病人及家属主要设置了 3种场景，与器官移植患

者的家属讨论预后、转移性胰腺癌患者及家属的治疗目标及预后、与脑外伤患者的两名家属

举行家庭会议。 

（二）参与式教学法 

韩国 Kim等
[18]

对 22名大学生进行了为期 5周的死亡教育，每周 1次，共 150 min。五个

阶段分别设置了不同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死亡引进阶段采用圆桌的形式，通过听音乐和

诗歌让学生思考死亡；探索阶段通过演讲及讨论的形式解释死亡的过程与生命的意义，并分

析自杀等与死亡有关的社会问题；理解阶段对“人生最遗憾的三件事和三件最珍贵的东西”、

“假如你只有 1个月的生命，你如何度过？”两个问题进行讨论；接受阶段要求列出你想让

参加你葬礼的人的名字，并写一封遗嘱和包别信；最后的总结阶段需要表达参与此次死亡教

育的感悟，该教育方式显著提高了学生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巴西的参与式教学法则是从个人

角度及专业角度分别提出问题
[19]

，个人层面提出“我将如何经历死亡”的问题，并让学生在

聆听音乐的过程中描画此刻的答案；专业层面提出“如何进行临终护理”的问题，并让每个

小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创作场景并拍照，这种形式提高了个人情感与文化对死亡态度的积极影

响，也提高了学生的创作能力以及批判思维。由此可见，在参与式教学方法的指导下，采取

的方法和开展的活动能够提高人们对于死亡的认识，使学生们能够将他人的死亡经历与自己

的死亡观念联系在一起，通过反思性讨论以及知识水平的提高，可以实现了解死亡、关注死

亡、更好地护理临终患者的学术目标。 

（三）临床体验法 

美国 Matthew等
[20]

对耶鲁医学院的 100名学生设置了为期 4年的纵向课程，第一年了解

临终护理工作坊，第二年进行临终护理体验，第三年学会告知亲属患者不好的病情、与濒死

患者进行沟通、对患者及家属进行临终护理（包括疼痛与症状的护理、精神和文化的护理、

急救中的临终护理等），第四年进行临终关怀的 OSCE考试，通过四年的纵向死亡教育课程，

学生的考核平均分数为 74%，提高了死亡知识水平及临终护理能力，但是该研究并未进行长

期的随访，其有效性仍需进一步的验证。 

（四）理论教学法 

高钰琳等
[21]

采用类实验方法，对选修《人的优逝》课程的 120名医学生进行死亡教育干

预，由 3名高级职称的老师（研究领域为心理学、哲学、护理学及伦理学）进行授课，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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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4学时、每周 2次课，共 4周，课程内容包括死亡概述、东西方死亡观、死亡态度、安乐

死与自杀、临终关怀、悲伤辅导、生命意义等，发现试验组相较于对照组，死亡焦虑得分低、

与临终患者交谈的态度得分高、谈论死亡的态度更高。美国 Evelyn 等
[22]

设置了临终关怀选

修课，课程内容包括姑息治疗的概念、特殊人群的姑息治疗问题、症状管理和疼痛控制、姑

息治疗的文化和全球观点、姑息治疗中的精神和伦理问题，并对 23 名参加临终关怀选修课

的学生进行评估，发现参加选修课的学生知识得分较高、态度也更为积极。 

（五）影片观赏法 

美国 Barbara等
[23]

在网络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了电影的形式，在研究生《死亡与悲伤》课

程中设立了 14 个模块，每个模块包括录制的讲座、阅读作业、期刊文章以及相关在线内容

的链接，并创建了六项与电影有关的作业，以评估学生对各模块中所涵盖主要概念的理解程

度。张黎等
[24]

对 50名护理本科生进行干预，在认识死亡、直面死亡、准备死亡、超越死亡 4

个阶段的课前、课中、课后分别进行影视观赏，并在 QQ群里进行讨论，发现 84.8%的护生对

该教育方式表示满意，通过此种死亡教育方法，减轻了护生的死亡焦虑感及逃避感，提高了

死亡接受程度。 

（六）混合教学法 

唐鲁等
[25]

根据泰勒目标模式、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采用直线

形和螺旋式的范式，设计了包括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动作技能领域的死亡教育课程，采用

多种方法进行教育，包括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随机教学法、影片欣赏法、问题讨论法、

价值澄清法、生命回顾法、经验分享法，发现死亡态度总分虽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持正向

态度的比例显著升高，死亡逃避明显下降。黄丽群等
[26]

对 205名护理本科生进行“四阶梯”

死亡教育，通过阅读、影视、课堂、死亡体验等形式对认识死亡、直面死亡、准备死亡、超

越死亡四个阶段进行教育，减轻了护生的死亡逃避程度。 

由此可见，相较于国外，我国所开展的死亡教育模式较为单一，大多还是以理论教学法

和影片观赏法为主，尽管混合教学法中提到运用了死亡体验等形式，但相关报道较为笼统，

没有对实施过程进行详尽的叙述；缺乏专业的死亡教育执行者，死亡教育大多都是在学校进

行，且死亡教育的课程是由学校的老师进行讲授，而国外有专门的姑息治疗保健人员，如护

士、社会工作者和理疗师在内的许多专业都参与了医学生的死亡教育
[27]

；死亡教育的内容较

浅显，国内死亡教育课程大多为选修课，课时数有限导致死亡教育的内容并不深刻，且有些

课程是穿插在专业课的某些章节中进行的，如在《护理学基础》中“临终关怀”章节开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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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课堂和主动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
[28]

，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相较于专门的死亡教育

课程，效果甚微。 

三、死亡教育的评价指标 

（一）国外死亡教育评价指标 

国外死亡教育的评价指标大多为客观性指标，美国 Priti等
[17]

利用维克森林医师信任量

表 (WFPTS)和杰弗逊共情量表（JSPE）对参加情景模拟死亡教育的学生进行评价，通过客观

指标反映出医学生对于临终关怀的态度以及对交谈能力的信心程度。美国 Evelyn 等
[22]

利用

姑息护理知识问卷（PCQN)和佛罗梅尔特临终关怀态度量表（FATCODS)对参与死亡教育选修

课的学生进行评价，从客观角度评价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以及对于临终关怀的态度。意大利

Ines等
[29]

将心理喜剧与电影制作应用到死亡教育中，并利用死亡表征量表(TDRS)、多伦多述

情障碍量表(TAS)、个人意义感量表(PMP)、死亡焦虑量表(DAS)，评价 268 名学生干预前后

的死亡焦虑、述情障碍和生命意义的本体论表征。 

（二）国内死亡教育评价指标 

我国郭巧红
[30]

针对医学生编制了死亡教育教程，并利用死亡态度描绘量表（DAP-R)、生

命意义感量表和自我效能量表对应用该课程的 60 名医学生进行评价，从客观角度反映学生

对死亡的态度以及自我效能程度。皋文君等
[28]

利用佛罗梅尔特临终关怀态度量表（FATCODS)、

死亡态度描绘量表以及自行设计的死亡教育授课反馈表，对 45 名护理本科生进行评价，客

观反映出学生的死亡恐惧、死亡逃避、趋近导向死亡接受、逃离导向死亡接受、中性死亡接

受程度。 

由此可见，国外的评价指标较为广泛，且涉及层面较广，涵盖对于死亡教育的知识、态

度、情绪、情感、哲学等方面的评价，而我国大多是对死亡态度、临终关怀态度或是学生的

自我效能方面进行评价，评价范围较窄，且大多数评价工具都是采用的汉化后的国外量表，

缺乏自主研制的死亡教育相关评价工具。 

（四）死亡教育的效果 

医学生接受死亡教育可以显著提升其临终关怀的知识、态度及能力，有助于提高其对临

终患者的护理水平及沟通能力，帮助医学生更好地应对未来所面临的临终关怀等问题
[17]

。除

此之外，死亡教育能够减轻医学生的死亡逃避感和死亡恐惧感、减少死亡焦虑感，提高中性

死亡接受程度以及将痛苦转化为创伤后成长的能力
[24]

，且有助于提高生活满意度
[18]

。有研究

表明
[30]

，80%的医护人员和医学生对死亡教育持积极态度，死亡课程总体满意度达到 82%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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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且有 96.7%的医学生表示愿意再次接受死亡教育。 

（五）小结 

在医学生中开展死亡教育有助于提高医学生临终关怀的知识及能力，帮助其正确地看待

和理解死亡，从而更好地推进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但我国死亡教育的课程设置、运作模式、

评价指标等尚未成熟，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死亡教育

课程体系、创新教育模式、培养死亡教育专业化人才、建立健全评价指标，以完善和促进我

国医学生死亡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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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教协同背景下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隐性 

职业素养的培养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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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社会对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在加

强研究生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必须加强其隐性职业素养的

培养。本文从隐性职业素养的概念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

生隐性职业素养培养的重要性着手，提出医教协同背景下研

究生隐性职业素养的培养路径，包括树立医学人文理念、整

合教学资源、拓展学生活动和加强师资建设等方面，并结合

医院自身研究生职业素养培养的探索和成效，为制定提高研

究生隐性职业素养和培养质量的策略和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医教协同；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职业素养；

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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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Recessive Professional Literacy of Master Degree 

Students 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under the Medic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System 

Abstract:With the cooperation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linical 

medical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the society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hidden 

professional qualities while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 professional skill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concept of recessive professional literacy and the importance of rec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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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 literacy training for 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medicine. It proposes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graduate professional literacy in the context of medical education, including establishing 

medical humanities, integrating teaching resources, expanding student activities, strengthening 

teacher development and so on , and combines with the explor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hospital's own graduate professional quality training,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ormulating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hidden professional quality and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Keywords: Med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Recessive 

professional literacy; Cultivation path 

在社会高度发展的今天，医学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自然也成

为了关注的重点，而作为培养高层次临床应用型人才的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则更

受关注。在医教协同背景下，研究生培养模式发生了一系列改革，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机结合，为保障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奠定扎实基础
[1]
。本文从

管理者的角度，结合我院研究生培养，探索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隐性职业素养的培养

路径，促进研究生的工作思维、从业行为与职业角色相一致，成为符合时代要求和医改需

要的合格人才。 

一、加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隐性职业素养的重要性 

（一）隐性职业素养概念 

职业素养是指在从业过程中表现出的综合素质，包括显性职业素养和隐性职业素养两

个部分
[2]
。根据 1973年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提出的“能力素质冰山模型”，该模型中，

将人的职业素养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是水面以上和水面以下 2个部分，水面以上的部分称

为显性职业素养，可以通过各种学历证书、资格证书、考试等方式证明，占整体职业素养

的 1/8；水面以下的部分称为隐性职业素养，代表职业意识、职业态度、工作作风、人文道

德等方面，是人们看不见、隐形的、内在的素质，占整体职业素养的 7/8，决定并支撑着外

在的显性职业素养。它不能够通过简单的、外在的形式让人识别，也很难通过单一的课堂

教学来进行专门培养，因此很容易被忽视。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作为高层次临床

专业人才的后备力量，其隐性职业素养不仅影响自身的岗位胜任力和长远发展，也关系到

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和国家卫生事业发展的进程。 

（二）加强隐性职业素养培养的重要性 

自 2014年“医教协同”改革拉开大幕以来，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在教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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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上发生了变革，建立起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紧密衔接的教育制度
 [3]

。临床

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采用“5+3”四证合一的培养模式，进入临床一线工作，是从事医务工

作的主流群体，他们不仅要能够熟练运用先进的临床医疗技术缓解患者的疾痛、挽救患者

的生命，还要在高尚的职业道德引领下形成良好的职业作风并伴随优秀的职业行为，具有

良好的医学职业素养
[4]
。良好的职业素养将提高医学研究生从事临床工作的服务质量，促进

病患的康复与健康，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因此，加强医学生特别是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职业素养的培养格外重要。 

二、构建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隐性职业素养的培养路径 

（一）重视职业素养教育、树立医学人文理念 

医疗卫生行业普遍将医学专业技能当做治病救人的关键，临床医疗技术水平和科研能

力成为衡量临床行业人才的最主要的标准，受医学行业导向的影响，社会、高校
[5]
和学生自

身
[6，7]

对于隐性职业素养的培养缺乏应有的重视。当今医学模式已从传统生物医学模式逐渐

转变成较为全面反映医疗行为自身运行规范的生物-心理-社会新型医学模式
[8]
。这一模式对

医学生，特别是对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知识结构、职业素养

和人文理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需在从事医疗行为的过程中兼顾病人的自然属性和社

会属性，从生物、心理、社会、人文等综合方面来实践医学的功能。 

根据新型医学模式的发展要求，医学院校必须要重视职业素养教育，将隐性职业素养

的培养和医学专业技能的培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大力扶持有助于隐性职业素养培养

的核心人文课程，搭建课程发展平台，加强人文课程教师培训，树立医学人文理念；研究

生管理部门在日常管理中要有意识强调隐性职业素养的重要性，宣传正确养成办法，在组

织学生开展活动时突出对学生隐性医学职业素养的培养；课程教师要将隐性职业素养的培

养纳入课程教学目标，正确引导，增强课堂吸引力，激发学习兴趣，刺激学生参与的积极

性。 

（二）整合医学教学资源、设立职业素养精品课程 

医教协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只有 1个月

的时间在学校进行理论学习，理论课程时间安排集中、人文课程课时较少，很难在短时间

内对研究生的隐性职业素养的提高产生明显的效果。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整

合医学课程资源，构建人文课程和专业课程一体化培养模式，将医学专业教学与人文课程

特别是隐性职业素养精品教学课程有机整合起来，发挥这些课程对于提升学生隐性职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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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最大合力
[5]
。 

在研究生教学培养过程中，可以成立跨学院、跨专业或跨学科的教学团队，医学专业

课和人文课程教师针对隐性职业素养进行集中备课，甚至可以相互担任辅教，在医学专业

教学中加大对隐性职业素养的培养力度
[5]
。同时，设立研究生隐性职业素养培养的精品人文

课程，保证其在临床医学各个专业都能长期稳定的开设，这些课程须对医学研究生的未来

职业具有针对性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考核手段，要具有较高的普及面和影响力，成为

学生提升隐性职业素养的重要平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兴趣。 

（三）拓展校园活动形式，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 

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

要手段，也是提升学生隐性职业素养的重要方式
[2]
。虽然多数医学院校着力于学生的全面发

展，在科室轮转空闲之余，积极组织开展各项活动，但总体来说，在医学生专业特点上研

究的不够深入，在活动的设计上缺少明确的导向性，以致活动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不

够，在提升学生职业操守、职业态度、文化修养等方面的作用和效果欠佳。  

研究生的课堂理论学习、临床科室轮转，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临床技能竞赛等

都是提高隐性职业素养的重要途径。医学院校的校园文化活动要注重与临床医疗相结合，

与医学研究生教育有效融合，根据临床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特点和职业性质，围绕职业

素养设计的主动性，活动方式的联动性、整合性和系统性，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校

园活动，如社区义诊、志愿者服务、文艺汇演、体育活动等，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充实

学生的精神生活，进一步挖掘这些校园活动对于提升学生隐性职业素养的作用。 

（四）加强师资团队建设、发挥模范榜样力量 

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是国家培养高层次医学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战略，是促进

国家临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导师、导师团队及各科室的带教老师成为提升学生

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对学生职业素养培养发挥重要的作用
[9]
。然而，部分医学院校的指导

教师在隐性职业素养教育方面缺乏扎实的跨专业、跨学科和医文渗透的知识结构，没有对研

究生职业素养教育有专门、系统的指导计划、方案和考核方式，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缺乏对

隐性职业素养有效的专门指导。 

因此，医学院校有必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首先，在导师遴选时需要求申请导师具有一

定通识教育底蕴，具备良好职业素养。其次，鼓励有医学人文教育背景的临床医师参与教学，

成为导师团队或科室带教老师中的一员，通过教学培训、经验交流、教学观摩等方式强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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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科方面的知识，提高自身的职业素养。最后，要建立师资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强

顶层设计，搭建隐性职业素养培训平台，制定培训方案，增强导师和科室指导教师的人文意

识和人文教育能力，用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诠释“逊志时敏，弘德善医” 的崇高医德和精

湛技术，发挥模范榜样力量，激励研究生在医学的道路上，不畏艰辛，勇攀医学高峰，成为

德艺双馨的最美医生。 

三、我院研究生隐性职业素养培养路径的探索和成效 

我院在落实国家“医教协同”研究生培养改革要求的同时，积极做好临床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隐性职业素养培养，不断优化研究生培养方案，以党建促团建带群建、加强研究生学

会建设、构建“培养单位-学科（教研室）-导师”三位一体培养模式，以研究生综合素质测

评为杠杆，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目标，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一）以党建促团建带群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医院高度重视研究生党建工作，2008年专门成立研究生党总支，并以学科为单位设立 3

个党支部，全面负责研究生的推优入党、学习教育和党员实践活动等各项党建工作。将医院

研究生党建工作纳入院党委管理序列，在医院大事件上享有与职工同等权利，如选举研究生

党员代表出席医院党代会，参与医院的发展规划；在每年医院优秀党员评选中，设立研究生

优秀党员指标，增加党员的归属感和获得感；医院不断创新研究生素质教育新途径和新方法，

以党建促团建带群建，把思政教育融入到教学、科研、医疗的各项工作和各个环节中，努力

形成“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良好氛围。 

以研究生党团组织为支点，根据研究生群体特点，组织开展各项社会公益和文化活动，

如开展一系列门诊导诊、社区义诊、健康宣教活动，邀请老专家进行医德医风教育，提升了

研究生的沟通能力和服务意识，提高了他们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2019年

我院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病患及其家属送与的锦旗 59面，相比往年数量增加 15面，占研究

生获得锦旗比例的 80%，表明了我院研究生的医疗技术水平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医院连续 5

年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完成省扶贫调查，组织研究生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和我的

祖国”文化艺术节、“不忘初心、绽放青春”研究生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大大提升了研究

生的思想品质和综合素质。 

（二）以研究生学会为平台，积极开展各项校园活动 

由于医院临床医学二级学科、三级学科较多，研究生培养存在着特殊性，特别是四证合

一后，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需进行各临床科室轮转，研究生校园活动的组织存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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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为此，医院积极做好研究生学会的平台建设，设置研究生学会主席，副主席，学术、

文艺、宣传、组织、体育委员等干部岗位。通过研究生会的平台建设，促进了各专业、各科

室研究生间的相互联系，充分调动学生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促进管理人员、导师、科室带教

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同时，也有利于使广大研究生了解自身优势，充分发挥特长，锻炼

各方面能力。 

医院以研究生学会为平台，组织研究生积极参加元旦晚会演出、校体育运动会等校园活

动，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展现了学生良好的精神面貌；医院已连续 8年组织研究生进

行义务献血，每年献血量均超过 40000ML，缓解临床用血紧张的局面，弘扬“医者仁心”的

大爱精神，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织研究生多次开展爱心义诊、敬老院爱

心捐赠和健康知识讲座等主题实践活动，激发了学生深入基层，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以上活

动已成为我院研究生特色活动之一。 

（三）以综合素质测评为杠杆，促进研究生奖助体系建设 

研究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是对医学生各方面素质的全面测评，是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高

层次人才培养目标，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素质进行全

面测量和评价的一种方式。 

大学和医院积极响应全国教育大会的要求
[10]

，制定并完善了研究生综合素质评定办法，

不断改进研究生评价机制，努力构建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医院积极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设计，逐步转变“唯论文”论思想，在研究生综合素质测

评中加大代表研究生隐性职业素养的德育成绩和美育成绩的评分比重，扩大德育、美育的加

分内容，如在学习工作中获锦旗、表扬信、参加公益活动、献血等均予以在年度综合素质测

评中加分，真正体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同时，不断提高研究生奖助水平，以综合素

质测评成绩为杠杆，建立“奖优、助困、酬劳”的奖助新体系，落实研究生“助医、助研、

助教、助管”（简称“四助”）管理，使研究生“四助”津贴达到 100%全覆盖，医院还设立

医院专门奖学金和“助研”奖励政策，对有高科研产出的硕博士研究生进行专项奖励。通过

以上奖助措施，不断完善研究生奖助体系建设，对促进研究生隐性职业素养培养，提高培养

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构建三位一体培养模式，全方位促进研究生培养 

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体制机制，成立了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构建

“培养单位-学科（教研室）-导师”三级管理模式，建立邮件、微信平台和 QQ群，加强研究

http://www.so.com/s?q=%E8%87%AA%E8%BA%AB%E4%BC%98%E5%8A%B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9%B9%E9%95%B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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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管理部门、学科（教研室）、导师及研究生之间的沟通联系，落实研究生专业培养、思想

教育、就业和安全稳定工作的“导师责任制”，充分发挥导师的主导和榜样模范作用，全方

位促进研究生培养。 

医院在三位一体培养模式下，注重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目前拥有 5门研究生精品开放

课程，促进研究生课程科学化、规范化建设，推动优质课程教学资源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共建共享；注重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施行研究生学位论文集中开题、严格技能考核、学位

论文双盲评阅和学位申请等制度，近 3 年研究生学位论文盲评结果通过率均超过 99%；注重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建立学生心理危机预

警和干预机制，对出现心理危机预警信号的学生及时开展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注重学生科

研能力和学术交流水平的提高，定期举办各类型科研学术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院开

展学术报告，拓展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和科研思维，2019年我院获“优博”论文 4篇，占全校

总数的 57%、“优硕”论文 13篇，占全校总数的 42%；注重职业技能的培养，在执业医师和

规培结业考核前集中开展培训，近 2年规培结业考试通过率分别为 90.5%、97.1%，近 3年的

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分别为 93.0%、94.2%、95.3%，通过率均有稳定的提高，培训效果明显。 

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医教协同培养模式下高层次临床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后备力

量之一，他们的隐性职业素养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他们未来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服务态度、

服务质量和岗位胜任力。医学院校必须根据当前医教协同培养模式，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

为主线，以知识、能力、素质为基本原则，以人为核心，多途径探索，提高隐性职业素养，

进一步提升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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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思政教育应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医学微生物

学是医学生重要的基础课程，也是一门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

相关的学科。为了提高医学人文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和人文

素养，本文通过对医学微生物学中“思政”元素的深入挖掘

和应用，从培养学生奉献精神、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增加课

程趣味性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关键词】医学微生物学；思政教育；人文专业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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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implicit in microbiology and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dedication, diale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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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职业以人类生命与健康作为服务目标，“人性化医疗”为其本质内涵。随着社会对

医学人文关怀的需求日益增加，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自 2003 年以来山西医科大学利

用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在医学专业的依托下开设了相应的医学人文专业，包括卫生事业管理、

社会工作、医学英语和信息管理等专业，培养出了一大批适合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交叉型人才。

这些专业的学生未来服务对象是社会人群，更应该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提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

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1]

，这对我们在医学专业课程的讲授提出了新的要求。 

医学微生物学是基础医学乃至生命科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主要研究与医学有关的病原

微生物的生物学特征、致病机制、机体的抗感染免疫、特异性检测方法以及相关感染性疾病

防治措施等，以控制和消灭感染性疾病，达到保障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目的
[2]
。人类历史

的进程伴随着与由微生物感染所导致的各种传染性疾病作斗争的历史，作为未来的社会医学

服务者，要想为全人类提供优质的人文关怀服务，掌握扎实的医学微生物学专业知识尤为重

要。在人文专业学生的医学微生物学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有助于人文专业学生理解医

学微生物学专业知识，提高学习主动性，同时提升专业能力和人文素养。 

在人文专业学生医学微生物学教学中深化贯彻思政教育，其重点在于医学微生物学中

“思政”元素的深入挖掘和应用，我们从培养奉献精神、辩证思维、创新意识、增加课程趣

味性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一、讲述科学家奉献精神，对学生进行奉献意识教育 

汤飞凡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也是我国微生物学的奠基人，被誉为东方巴斯德。

汤飞凡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到沙眼的病原体
[3]
，为了确定其致病性，他将沙眼病原体种进自己

的一只眼睛，造成了典型的沙眼，为了观察全部病程，坚持 40多天才接受治疗。在汤飞凡的

带领下，我国将沙眼的发病率从 90%下降至 5%。他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此，他还生产了中国

自己的青霉素、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上第一支斑疹伤寒疫苗，他的研究

让中国提前世界 16年消灭了天花。 

在讲述沙眼衣原体时先介绍汤飞凡教授的奉献事迹，学生听完这些励志事迹以后，由

于在情感和心理上已经接受了这些有故事背景的学习内容，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即便

有些知识很难理解，也能化困难为动力，教学效果自然提升，同时树立起对医学事业奉献

终身的意识。 

二、引入新闻报道的小故事，增加课程趣味性 

医学微生物学由于病原体众多，导致课程有一定的枯燥性，为了增加课程的趣味性，

在课程中适当插入与医学相关的小故事。如在讲述消毒灭菌内容时，引入了2003年SARS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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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流行时，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怪病的传言兴起，市面上出现了抢购高潮，平时

一大包10元以下的板蓝根一下子飙升到三四十元，白醋价格也节节攀升，从10元至80元、

100元不等。就在当日，有摄影记者竟拍到了白醋1000元一瓶的照片。此时，引导学生思考

白醋是否能灭活病毒，病毒对哪些消毒灭菌的因素比较敏感，为什么？在讲述艾滋病毒内

容时，以2017年一则关于某共享单车车座上有“艾滋病针头”，引起人们恐慌的新闻为引

言
[5]
，引导学生思考HIV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以及所致疾病等问题，这种授课方式可以有

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渗透辩证意识，培养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简单来讲就是要看清事物的两面性。微生物有“两面性”，如正常菌群对机

体既有“有利”的一面，可以发挥生物屏障、营养作用等，但当机体抵抗力下降或者菌群

失调时也会导致机会性感染或菌群失调症。另外抗生素也同样涉及了“有利”和“不利”

两方面。在讲解上述内容时，引入辩证思维，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全面理解
[4]
。 

如在讲述细菌耐药性的时候给学生引入抗生素的发现及超级细菌的现象。自1928年英

国细菌学家弗莱明首先发现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以来，抗生素在治疗细菌感染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仅在二战时期就拯救了数以千万人的生命，因这项伟大发明，1945

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因“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然而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导致了耐药性细菌的产生。2016年美国报道了一例产

生了多药耐药的大肠杆菌感染所导致的腹泻病人，由于细菌发生变异对多种抗生素产生了

耐药，人们将其称为“超级细菌”。目前耐药菌的产生速度已经远远高于新型抗生素的开

发速度，食品、土壤、地下水中都有不同浓度的抗生素被检出。教师就此引导学生分析这

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是抗生素的问题还是抗生素滥用的问题
[5]
？因此认识到抗生素的

两面性，运用辩证思维进行推理判断，不仅有利于学生对医学微生物学知识的理解，还有

利于培养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6]
。 

四、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职业道德 

医务工作是一种神圣的职业，生死攸关，责任重大，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职

业道德对医务工作者来说至为重要。我们通过一些鲜活的医学人文案例组织同学进行讨论，

如 2103 年抗击“非典”的战场上 66 岁的钟南山院士连续 38 小时救治患者。他曾经说：我

是一个医生，解除病人的病痛，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再比如从全球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

疫苗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然而近年来疫苗安全问题让人担忧，如 2016年的“山

东庞红卫非法经营疫苗案”，2017 年的“广东非法经营疫苗案”，2018 年“长春长生疫苗

事件”的爆发，使问题疫苗再次受到社会公众媒体的高度关注。通过这样的讨论使学生懂得

了医学的价值和意义，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医学生的责任和使命，更让学生懂得职业道德与素

养、专业技能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作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培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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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道德至为重要。作为医学生，首先要自觉学习有关医德医风的知识、法律法规，提高

对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的认识，学会正确处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其次，要用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引导自己的行为，自觉抵制不良思想的侵蚀和渗透
[7]
。 

五、利用大学生创新项目，培养学生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 

我们学校每年都有大学生创新项目供学生申请，由老师进行指导，对于少数非常优秀

的执着于科学研究的学生，结合我们教研室的科研方向适当给予科研指导，帮助这部分学

生初步了解科研工作的过程，适当提供基本的试剂材料，仪器设备，让学生初步懂得结果

分析、数据处理以及标书和论文撰写。 

我们在2017年指导的大学生创新项目“太原市迎泽区公共场所常见致病微生物种类及

预防”，学生们自己去收集公共场所（公共自行车车把，超市手推车扶手，公共汽车扶

手）样本，对采集的标本进行培养、鉴定其表面常见致病微生物数量及种类，评价不同消

毒剂的消毒效果，检测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通过这一系列的实验，使课题组的学生学

会了细菌实验的基本操作，学会了数据统计、图像分析及科研论文的撰写，该课题经学校

推荐又成功获批为山西省大学生创新项目及全国大学生创新项目，课题组的学生还参加了

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暨实验设计大赛，获得了优秀奖，这个成绩对于本科生来讲

是很难得的。 

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探索性工作，需要有忘我无私的工作作风，实事求是的工作态

度，为科学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因此，在学生进行课外科研过程中，不

仅培养了学生的协作精神，避免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养成了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

长补短的良好习惯；也培养了学生在科研中实事求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科研态度及为科

学事业献身的崇高精神
[8]
。 

六、小结 

医学微生物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课程，与人们生活、生存息息相关，教

学中教师应积极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有意识地培养学生从思想深处感受思想教育，充分

利用好每一节课，抓住每一个教育时机，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自然而然的传输、

渗透。一种正确的思想、科学观点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形成，因此，这就需要教师持之以

恒、不断进行渗透，逐渐培养学生形成并树立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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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研究生作为高层次

人才的重要来源，面临着科研、婚恋和就业的三重压力，

心理健康问题频发、心理健康现状不容乐观。本文综述了

研究生心理健康状态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系统分析了各高

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模式，提出要创新体制机制，构建符合

研究生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新模式，即转变医学倾

向、丰富心理教育内涵；坚持全员参与、拓展服务管理层

级；整合多样途径，构建特色心理课程；注重专业实践，

提升专业人员素质。 

【关键词】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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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graduates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ealthy China, the current state of mental health of 

graduate students is not optimistic, with frequ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the triple pressur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marriage, and employmen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raduate mental health status,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odels of various colleges, and proposes to innovat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and 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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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model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ervice that mee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aduate students. 

That new model is to change medical tendencies and enrich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persist in full 

participation and expand the service management level, integrate diverse approaches to build a 

characteristic psychology course and focus on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staff. 

Keywords：Graduat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ervice model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

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2016

年发布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也提出要促进心理健康，加大对重点人群心理问题

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力度。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加强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 

近年来，研究生自杀、他杀等恶性事件屡见报端，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研究生多

处于 22-28岁这一年龄段，作为人生中极为关键的一个阶段，他们面临着科研、婚恋和就业

的三重压力。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严峻，相当数量的研究生存在着心理健康问题，如轻到中

度的焦虑或抑郁等，前往心理咨询中心寻求帮助的人数也连年递增
[1-3]

。 

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的重要来源，是中国开拓创新、不断进取的强力基石，研究生人才

培养质量的高低，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影响着研究生的学业

水平和科研能力
[4，5]

。心理健康教育是提高研究生心理素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教

育，是高校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 

然而，国内现有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针对性不强，多归入本科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

医学化的倾向，缺少专业人才、课程设置匮乏等困境等。因此，有必要梳理研究生心理健康

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现有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优缺点，从而提出针对性建议，探索

构建符合研究生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提高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 

一、文献分析 

1、文献检索策略 

中文期刊检索万方数据和中国知网，将检索词“研究生”与“心理健康教育”以逻辑运

算符“AND”连接进行主题检索，限定发表时间为 2000 年至 2019 年。英文期刊检索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和 PubMed，检索词为“Mental Health” AND “Graduate” 时间跨度：

2000-2019年。文献纳入标准为研究对象为研究生，研究内容为心理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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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知网的检索数据结果进行文献分析，以了解近些年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现

状及变化趋势。共检索到 537 条记录，通过阅读题名和摘要，排除 58 篇文献，最终纳入期

刊 398篇，硕博士论文 61篇，会议论文 12篇，报纸文摘 8篇。 

2、文献发表年度分析 

从 2000 年到 2019 年，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文献发表数量呈现上升趋势，2000-2004

年文献发表数量较少，2005年开始，文献发表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至 2010年达到最高峰，

当年文献发表数量达 47 篇。此后基本维持平稳水平，每年 29-40 篇。通过年发文量的趋势

变化可以看出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越来越受到学者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 

3、文献来源分析 

从文章的来源分析，可以看出文献主要来自教育学期刊，心理学和医学期刊相对较少，

总共占比不到 50%（如表 1）。通过分析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发文期刊可以看出研究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主要被当作教育学主题来研究，也提示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还需要更多

学科的关注，加大跨学科的合作，以更好地丰富研究视角，促进学科发展。 

表 1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文献来源分析 

期刊 篇数 占比（%） 

教育学期刊 383 71.2 

心理学期刊 109 20.3 

基础医学 32 5.9 

其他 14 2.6 

4、研究主题分析 

对纳入的文献进行主题词分析，共概括总结出 2 个大主题，9 个小主题（如表 2），其

中，研究主题主要聚焦在对策探讨上。对策探讨的主题丰富，不仅重视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

模式的构建、改进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其中理论层面的探讨也是一个热门的主题。

从时间上来看，2009 年以前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状调查和问题分析上，

对策研究多是笼统模糊、实操性不强。2009年以后，对策探讨的文献数量迅速增加，研究更

加注重实效性，主要表现在咨询辅导方式的广泛探索，课程体系建设与创新，不同角色在研

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等方面。近年来，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已向精细化、个性

化发展，学者们提出了针对不同专业、性别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如医学研究生、理工科研

究生、女研究生等
[6，7]

。从研究方法来看，以思辨研究为主，而实证研究非常少，实证研究也

多是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很少深入到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与模式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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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主题分析 

研究主题 主题词 篇数 

现状调查 

分析 

心理健康现状 现状分析，现状调查，现状研究 145 

问题分析 问题分析，问题思考 81 

对策探讨 对策研究 对策，应对措施，教育对策 117 

模式研究 模式探析，模式构建，模式研究 43 

危机干预及预警 心理危机，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心理危机 38 

课程建设 课程模式，课程建设，课程体系 19 

“载体”探索 网络，互联网，音乐 28 

理论应用 积极心理学，心理契约 17 

心理健康教育的不同角色 辅导员，导师 84 

二、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 

1、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测评工具 

运用问卷或量表测量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是了解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的主要方法，国内

应用最广泛的量表有症状自评量表（SCL-90）、抑郁自评量表（SDS）、焦虑自评量表（SAS）、

自制量表及其他（如表 3）。 

表 3 研究生心理健康测评工具分析 

量表名称 测量内容 特点 使用频次 

SCL-90 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及精神病

性 9个因子 

容量大，反映症状丰富，准

确度高  

高 

SDS 精神性-情感症状两个项目，躯体性障

碍八个项目，精神运动性障碍两个项

目，抑郁性心理障碍八个项目 

使用简便，结果直观 中 

SAS 20 个反映焦虑主观感受的项目 应用广泛 中 

自制问卷 视研究者研究目的和兴趣而定 内容和形式灵活，适用性

强。应用窄，无参考标准 

高 

其他 心理困扰、自我效能、人际关系等 针对性强，包含内容较少 低 

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由于容量大、反映心理症状丰富的特点而受到研究者的欢迎，是

使用频次最高的量表，但目前学界对 SCL-90 量表在普通人之间心理健康水平比较的应用上

还存在争议
[8]
。由于可供选择的量表有限，禹玉兰、朱薇、方鸿志等学者选择自编心理健康

测评问卷
[9,10]

，但自制问卷没有规范的常模参考，应用范围较窄。对于研究生心理健康的测

量，多选择以 SCL-90 为主要测量表，辅以自制问卷。 

2、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流行现状 

国内对于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部分研究者通过调查发现研究生心

理健康状况不佳，甚至有部分研究生存在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11]

；另一部分研究者调查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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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尽管研究生心理健康总体状况较好，但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12-15]

。 

总体来看，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并不乐观，多个以 SCL-90量表为测评工具的研究发现，

研究生强迫、抑郁、人际敏感因子的阳性检出率高
[15]

。北京地区在校研究生抑郁症状检出率

30.2%，焦虑阳性率 9.4%
[16]

。上海某高校的抑郁症状总体检出率高达 49.8%
[17]

，其中医学研

究生的抑郁、焦虑症状流行尤为严重，抑郁评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
[18, 19]

。研究生心理健康状

态在不同年级、性别的分布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高年级的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更差
[13, 20]

，

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则不一致，多数调查发现，男性研究生出现心理疾病的概率小于女性研

究生。 

3、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 

影响研究生心理健康状态的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包括性别、年

龄，性格，生活方式等
[21]

。外部因素包括了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 

家庭因素中，家庭的教养方式、经济状况、所在地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到研究生的心理健

康状态。研究显示，来自于农村家庭、贫困家庭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家庭、

家境良好的研究生
[22]

。学校的管理模式、学业与科研、导师、辅导员、朋辈，培养类型是研

究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科研兴趣越浓厚、科研难度越小，研究生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23]

。

导师指导方式、频率对研究生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社会因素主要表现在就业形势、环境支

持等方面，社会竞争激烈，择业就业期是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高发期
[24]

。压力已成为影响

研究生心理健康的主要根源，就业压力、学业压力、经济压力和人际关系压力是研究生面临

的主要压力
[25]

。也有研究发现规律的体育锻炼习惯是研究生心理健康状态的保护因素。 

三、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转变医学倾向，丰富心理教育内涵 

以心理危机预防、监测为主线是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频发的研究

生心理危机事件引起了各界的充分重视，健康教育模式的重心向预防并及时发现心理危机事

件的出现倾斜。我国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以传统心理学为理论指导，主要是一种医学导向

的教育模式，把焦点集中于筛查并治愈心理疾病，而忽视了研究生发展成才的需要。近年来

积极心理学新思潮的引入，把焦点转向发掘并培养研究生的正向品质
[26]

，扩展了高校心理健

康教育的内涵，提供了新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视角与方法。 

2、坚持全员参与，拓展服务管理层级 

我国的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是一种多层次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提倡全员、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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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研究生心理健康，借助完善的班级建制、辅导员制度，实行学生工作层级式管理，以北

京大学（医学部）、清华大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最为典型
[27]

，这是我国研究生心理健康教

育的一个显著优势。多数高校形成了心理委员/心理信息员—辅导员/导师—学院/学校—心

理咨询中心的四级工作模式，从而做到对全体学生和重点人群心理健康状况的把握。研一时，

辅导员和心理委员是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角色，研二开始，研究生进入课题组，心理

健康教育的责任人转变为导师与学生朋辈。导师在研究生生涯中的地位特殊，能够给与研究

生科研指点和人生指导
[28，29]

。宿舍信息员或者实验室心理负责人由学生朋辈来担任，在生活

中密切观察研究生的心理动态。全员参与、多层次关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是我国研究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鲜明特色，工作人员参与广且有重点，也借助了高校完整的班级建制的优势，动

员师生全体参与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来。该模式能够迅速动员相关工作人员参与到研究生

心理危机事件的识别和应对中，具有重要的工作优势，一旦发生心理危机事件，能够迅速而

有序地做出反应。 

3、整合多样途径，构建特色心理课程  

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丰富多样
[21, 30-32]

，以网络、体育、音乐为载体的心理

健康教育是研究的热点。我国在依托网络的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北京师

范大学的“京师心晴网”
[33]

，广东中医药大学的“杏林研心”公众号
[34]

等。然而，研究生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设置匮乏
[35]

，课程内容安排也不规范。过去由于升学压力影响，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大多时候只是摆设，导致现在的高校学生心理素质普遍较差。通过比较中小学生、

本科生和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途径与方法如表 4，可以看出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存在

着设置匮乏，内容缺乏系统性的特点。 

表 4 中小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的比较 

服务主体 责任人 特点 课程设置 

中小学生 班主任、心理委员 心理健康课为核心，辅以课外活

动，心理辅导室咨询。注重个人

发展，倡导家校联合。 

系统、科学的课程内容

和课时安排 

本科生 辅导员、心理委员 心理健康课与心理咨询并重，社

团活动与系列讲座丰富。 

必修课程，课时安排较

少，内容较单一 

研究生 导师、辅导员、心理委

员 

以心理咨询为主，辅以主题讲座、

社团活动。医学化倾向。 

课程设置匮乏，内容缺

乏系统性 

研究生心理发育还未完全成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设置针对研究生的心理健康课程是

有必要的
[36]

，这也是扭转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医学化倾向的有利举措。现有的方法和途径探索

多集中于高校内部，而甚少与家庭、社会合作。若能与家庭建立联系，就能对研究生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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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实时、准确的把握，与家庭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研究生心理健康。其次，与社会各界积极

合作，不仅有利于高校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营造支持性环境，也有利于推动心理咨询行业

的发展。 

4、注重专业实践，提升专业人员素质 

调查发现，研究生压力应对的首选方式就是向家人、亲戚倾诉
[37]

，而非寻求专业机构和

专业人士的帮助，专业人员匮乏是制约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对 27 所

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师资调查发现，心理健康工作者与学生人数比约为 1：10986
[38]

，与欧美

高校相差甚远。高校心理咨询师来自各个学科，欠缺实习、实践经历，往往身兼多职
[39]

。此

外，我国心理咨询行业起步晚，行业规范发展不成熟，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完善。高校心理咨

询中心在队伍建设、业务能力上与高收入国家高校有着巨大的差距，需要加强工作队伍的建

设，完善心理咨询师的实践实习、资格证书的考核机制。推进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建立权责

分明的法规制度，将高校从小心翼翼的规避风险中解放出来，让学生也更加重视自身心理健

康。 

综上，本文综述了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分析研究

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系统综述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状。结

合研究生群体的特点和现有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提出构建适宜研究生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新

模式：转变医学倾向、丰富心理教育内涵；坚持全员参与、拓展服务管理层级；整合多样途

径，构建特色心理课程；注重专业实践，提升专业人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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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战略下医学研究生伦理素养教育现状 

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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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社会发展、医学技术进步和医疗环境的变

化，医学伦理素养不足带来的问题逐渐凸显。“健康中国”

战略提出后，对医学生和医疗从业者的伦理学素养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仍存在一定的问

题和缺陷，需要深入调查、分析和破解。本研究以学生需求为

中心进行调查，了解医学研究生医学伦理学素养认知情况、

教育现况以及困境和需求。借助实证调查和相关文献研究，

为医学伦理素养教育现状提供数据支持和理论分析，提出改

进医学伦理素养教育的切实建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良好医学伦理素养的医务工作者助

力。 

【关键词】健康中国战略；医学研究生；伦理素养 

 

郭玲伶，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临床医学专业，博士，现工

作单位：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医

学部分院，副研究员（副院

长），主要研究方向医学高等

教育。 

A Survey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ducation of Ethics Accomplishments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under Healthy China Strateg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dvance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and changing 

medical environment are gradually leading to prominent problems due to the deficiency of medical 

ethics accomplishments.  And the proposal of “Healthy China Strategy” demands a higher level of 

medical ethics accomplishments from medical students and medical practitioners.  But there still 

exist problems in the education of medical ethics in China that require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and proper solutions.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of students’ need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ognition, current situation of education, predicaments and demands of medical 

ethics accomplishments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An empirical study is combined with a review 

of relevant literatures to provide data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ducation 

of medical ethics accomplishments.  Hopefully the practical suggestions put forwar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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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enhance the education of medical ethics accomplishments and help foster medical practitioners 

with firm beliefs and high medical ethicalstand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Healthy China Strategy, medical postgraduates, ethics accomplishments 

“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表明国家和社会对全民医疗卫生保健的认知、理解和要求

都具有了新的内涵。《“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应

该是一个优质高效的整合系统，这就要求参与其中的医疗卫生服务者不仅要承担临床技术

专家的角色，还要能够充分且高效地参与到社会保健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政策制定、医学

科研规划和建构和谐医患关系等各个领域并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这是对医疗行业和医疗

卫生工作者新的要求与期望，需要他们在不断提高医疗专业技能水平的同时，在道德品质、

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实现综合素质的整体提高。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人文素质教育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1999年成立的国际医学教育

专门委员会(IIME)制定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强调“敬业精神和伦理行

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应把“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

能” 一样作为保证其毕业生具备“基本要求”所规定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
[1]
。我国

医学大家吴孟超院士曾经指出：“医学伦理学与生命伦理学在医疗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事

业中居于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 它事关我国医疗卫生事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全局”
[2]
。在新

的历史时期，医学伦理学教育应该如何积极响应国家健康战略，深化改革，回应新时代提

出的挑战，培养出能够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和推进做出积极贡献的合格人才，是

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然而，21世纪以来，我国医疗纠纷数量以10%～20%的比例逐年增长，频频出现的医患冲

突现象，折射出医学伦理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有研究表明，目前医学伦理教育定位“尴

尬”，在庞杂的医学教育体系中，医学伦理教育处于边缘状态。医学伦理课程的教学内容

单一，现有的医学伦理知识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医学生的知识需求。

教学层面也凸显方法单一，效率不佳的弊病，理论讲授法仍是当前的主要教学模式，较少

运用诸如启发式教学、问题解决教学、讨论式教学、情景模拟式教学、沟通式教学等实践性

较强的教学方法
[3]
。 

为了能够发现问题，检视成因，有针对性地提出医学伦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建议，本项

目以医学研究生作为主要对象，针对某医学高校的医学研究生的伦理素养状况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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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了全面分析并提出改革建议。 

一、 针对医学研究生医学伦理学教育现状的调研 

(一) 调研目的 

本调研的目的是通过调查了解医学研究生医学伦理素养的认知与教育现状，发现医学

伦理教育中现存的问题，为医学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提供数据支持，探索改进医学研究生

医学伦理教育的方式，助力提高我国医药卫生从业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 

(二) 调查对象与方法 

实施问卷调查的对象为某医学高校研究生毕业生。理由是：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

不断发展，临床医疗工作者前期教育资格的准入门槛也在不断提高，未来，具有研究生学

历及相当资质，将会成为中国执业医师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基于目前中国医学高等教

育的设置，医学生在进入研究生阶段才开始系统深入地接触临床实践，本科阶段思想品德

和医学伦理教育成果将在真实的工作情境中接受挑战，在这个阶段是否接受高质量的伦理

学教育，对医学生专业素质和人文精神的塑造、改善医患关系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调查问卷的设计经过了查阅相关文献和统计资料，研究生教育专家咨询，医学伦理专

家及研究生导师咨询，并结合研究生管理的实践经验，设计医学研究生伦理教育现况调查

问卷。调查问卷的内容主要包括：医学伦理教育现况、研究生对医学伦理的认知态度、个人

医学伦理行为自评、面临的伦理困境以及伦理问题对个人信仰和未来职业发展的影响。问

卷采用无记名方式，由专业人员对问卷填写的完整性和填报质量进行有效控制，保证了调

查数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31份，回收有效问卷1231份，回收率为100%。其中，学术学位研

究生 764名，占62.06%；专业学位研究生436名，占35.42%。硕士生759人，占61.66%；博士

生472人，占 38.34%。 

(三) 调研结果 

1. 医学伦理教育现状 

在1231名被调查对象中，学习过医学伦理相关课程的共计848人，仅占68.98%。在修读

过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医学研究生中，有531人（62.6%）是本科期间学习的医学伦理课程，只

有317人（37.4%）在研究生期间学习过相关课程。 

关于教学方式的调查结果显示，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手段和方法还比较传统，以课堂讲

授的方式教学为主，单纯采用课堂理论讲授的占课程比例为38.9%，以理论讲授结合少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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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讨论的占 57.2%。 

在课程考核方式上，主要采用书面考试的方式，约占65.2%；其次为案例分析讨论，占

15.1%。 

在对是否经历过伦理查房、小组讨论和技能训练（包括医疗承诺、生命终止、隐私和真

实情况告知等）等伦理相关实践教学状况的调查中，有601人（48.8%）表示没有任何实践性

医学伦理学学习经验，经常参加实践教学活动的仅有137人（11.1%）。调查结果显示，从事

医学伦理教育的师资队伍的构成比较单一，授课教师主体为医学伦理专业教师，比例超过

80%。医学伦理课程教学只有不足 20%的课程有医学专业教师参与授课，此外还有少量其他

专业老师参与相关课程教学。 

2. 关于医学伦理学课程的认知 

在课程认知方面，调查显示，目前医学研究生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还有

待提高。对医学伦理认知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足70%的受访者（842人，68.4%）认

为学习医学伦理课程或参加相关培训“非常有必要”，还有不足1%的受访者（5人，0.4%）

则认为完全 “没必要”学习医学伦理学的相关课程。调查结果还显示， 超过一半的受访

者（647人，52.6%）认为目前已有的医学伦理学知识尚不足够应对医学伦理方面的实践问

题，不足30%的受访者（303人，24.6%）则认为已有的知识足以应对当前的工作，还有一批

受访者（281人，22.8%）则表示不能确定。 

在关于课程设置和教学实施环节的调查结果显示，40.8%（502位受访者）认为最有效的

授课方式为理论讲授与案例讨论结合，认为课堂讲授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最为有效的受访者

为461人，约占 37.5%。 

在医学研究生伦理素养提升的关键因素调查中，460人（37.4%）认为学校的课程设计最

为重要，422人（34.3%）则认为在于学生个人主动学习更为关键，还有343人（27.86%）认

为导师的重视和指导教育更为重要。 

对于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的效果，大多数受访者（990人，占80.4%）认为个人整体素质

的提高是接受医学伦理教育的最大收获，但也有不足 10%（86人，7.0%）的受访者认为，获

得执业资格是学习的最终目的。 

3. 个人伦理行为自评 

调查问卷通过五个条目对临床和口腔专业学位的毕业研究生进行了个人伦理行为自评，

分别为：1）秉承患者获益为原则的情况；2）执行知情同意的情况；3）尊重病人隐私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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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4）尊重病人决定权的情况；5）平等对待病人的情况，每个条根据为很好、好、中等、

差和很差五个等级进行评分。调查结果显示，以上5个条目中，参与调查的医学研究生自评

分基本为“中等”以上等级，自评为“中等”的研究生比例均低于4%，统计结果无差评出

现。 

4. 伦理困境状况 

对医学伦理困境的调查结果显示，医学研究生聚焦度最高的五个伦理困境分别为：1）

医学研究生的身份地位问题；2）医疗管理问题；3）文化冲突问题；4）道德理想与社会现

实的鸿沟、冲突；5）遭遇滥用。这五项的平均综合得分分别为3.40分、3.37分、3.20分、

2.55分和 2.49分。 

在自身能力与职业要求的相关调查中，990人（80.4%）认为自己的能力与职业要求相匹

配，241人（19.6%）则认为自己的能力与职业要求不匹配。 

5. 伦理问题对个人信仰和未来职业发展的影响 

伦理问题对个人信仰和未来职业发展的影响十分重要，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784

人，占63.7%）认为，其所遭遇的医学伦理问题对个人的心理情绪和道德水准有负面影响，

少数受访者（284人，23.1%）认为其所遭遇的医学伦理问题对个人的心理情绪和道德水准有

正面影响，另有 163 位受访者（占13.2%）则认为没有影响。 

在对遭遇的医学伦理问题与未来职业选择的相关性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对这种

相关性给予了模糊评价，61.1%的受访者选择的是“说不准”的选项，接近 20%的受访（233

人）则认为遭遇的医学伦理问题动摇了其对未来职业选择和理想信念，认为没有影响的受

访者的比例也达到了 18.9%，还有百分之一的受访者（14人，1.1%）则因其遭遇的医学伦

理问题而不再从事临床工作。 

二、 关于调研结果的讨论 

医学伦理学是连接医学技术与医学人文的桥梁。医学临床实践、科学研究和其它医学

活动过程中无不始终体现着特定的伦理价值和道德追求。当代医务工作者所面对的重要问

题，如医患关系、患者权利、医疗公正、辅助生殖技术、基因编辑技术、器官移植等，都需

要通过强大的伦理思维能力和道德精神支撑，才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现实和高速发展中，始

终坚持为人民健康利益服务的原则，做出正确的抉择。“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后，人民的

健康素养逐渐提高，对健康、医疗的理解和需求不断转变，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

人民，医务工作者也需要配合社会和人民的需求转变进行自身的发展建设。对于即将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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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岗位并成为中坚力量的医学研究生而言，拥有过硬的职业伦理素养是其担当时代重任

的必要条件。《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指出，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要以立德为本，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班人。医学

研究生是我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接班人和生力军，在世界形势发展和我国医疗卫生体制、

医学研究生培养双重改革期，具备过硬的伦理素养能够维持和谐稳定的医患关系，避免医

疗活动中诸多不和谐现象的发生，并能帮助医学研究生坚定职业信仰和全面提升个人综合

素质，更好地促进我国医疗卫生大环境的改进。医学伦理学课程是医学生成为合格医生的

职业必修课，拥有良好的伦理素养是医学生实现个人价值和自我提升的要求。现代医学的

发展开始越来越重视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在人类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转归中的重要

作用。缺乏必要的医学伦理素养，就很难正确理解和处理复杂多变的医疗问题，甚至无法

完成基本的医疗工作。 

虽然医学伦理教育在医学教育的历史中已经存在了超过2500余年，但医学伦理学正式

被列为医学教育课程仅仅只有40余年的时间
[4]
，所以其教育目标、方法、体系都还存在着进

一步完善与发展的必要。在其最早被列入医学教育体系的北美地区，高等医学院校的生命

伦理学教育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重要性却得不到肯定，相关课程课时数少，课程安排

不合理，生命伦理学教师的专业素养差，等等
[5]
。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的发展状况也不理想：

教学缺乏总体设计,存在零乱性、随意性的缺点；教学未能贯彻医学教育全程；与医学实践

的结合刚刚起步；教学方法不适应医学道德品质和职业能力的养成特点, 道德说教色彩浓

厚, 教育教学效果不理想；教学管理机构、教学组织和教师不适应品质培育的需求, 全国

发展极不平衡
[6]
。以下，结合文献资料与本课题组调研的结果，对目前我国医学研究生伦理

学教育中存在着问题进行分析： 

(一) 对医学伦理学在医学研究生培养中重要性的认识有待提高 

虽然医学教育研究者普遍认为，使医学生接受医学伦理学理念，践行医学伦理学要求

中的各项行为，其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道德风尚，影响着医疗卫生事业全局发展的方向
[7]
。

但社会总体认识而言，人们对这门课的教学效果评价不高,认为这门课对未来医师道德品质

的养成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8]
，2017年的一项国内调查显示，在受访的临床医务人员中，仅

有61.5%的人认为医学伦理学对医疗行为和医疗实践具有积极作用
[9]
。 这种对医学伦理学

教育之重要性的错误认知水平，同样反映在医学研究生群体中。如我们的调研显示，有68.4%

被调查的医学研究生认为学习医学伦理课程或参加相关培训“非常有必要”，但在问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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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动机时，所有被调查者中因感兴趣而学习的仅占18.2%，明确认识到是

为了为职业发展做准备而学习的更是只有9.6%，大多数学生（70.6%）都将自己的学习动机

描述为满足必修课要求而不得不学习该课程。这说明大多数学生对医学伦理学教育之必要

性的认识是流于表面的，他们只是因循某种惯性思维或者自我掩饰的动机承认其“非常必

要”，在但实际学习过程中，学生往往更重视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是因为必修课的课程

压力而接受相关课程教育，但却缺乏对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更少有人能够真正意识到医

学伦理学素质对自身职业发展的必要性。 

(二) 现有医学伦理学教育效果有较大提升空间 

早在十年前，已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效果不佳，主要表现为学生的医

学伦理意识较差、伦理思维能力不强、人际关系和情感沟通能力较差、应对重大事件的能

力与魄力不足、对待病人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缺乏对医学真理的执著探索和对人类智力

生活的享受型追求
[10]

。我们的调研反映出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调研结果显示，虽然有80.4%

的医学研究生通过伦理学教育收获了个人整体素质的提高，但有超过一半（52.6%）的学生

认为自己目前已有的医学伦理学知识尚不足够应对医学伦理的现实问题，另外还有22.8%的

被调查者表示不清楚。学生医学伦理综合素质不佳的另一个表现在于，当他们遭遇医学伦

理事件的时候不能够准确地理解和应对事件带来的冲击，往往会对其个人的心理情绪和道

德意识造成负面的影响，如63.7%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遭遇的伦理实践带来的是负面影响，

这种影响甚至会动摇学生继续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信念和决心，在我们的调查对象中，有

18.9%明确表示其遭遇的医学伦理问题动摇了未来职业选择和理想信念，还有14人（占1.1%）

因为遭遇的医学伦理问题而选择放弃临床工作，更有61.1%的人无法对伦理事件对自身的影

响做出准确的评估。但有趣的是，认为自己伦理行为水准达到“很好”或“好”的学生比

例高达96.0%，这说明学生在自我道德评价方面具有较高的自信。这是因为，一个人的基本

价值观、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主要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期间完成，所以在研究生

阶段学生的自我道德评价是比较稳定的。但调查同时显示多数学生在应对伦理问题和遭遇

伦理事件时不能够很好的做出应对，这恰恰说明他们在进行伦理判断、做出伦理评价和展

开自我伦理反思等至关重要的能力方面存在着缺陷，提示医学教育者在伦理教育中的诸多

方面还需着力加强。 

(三) 医学伦理学教育目标的设置不尽合理 

在医学伦理学教育先发地区，很早就形成了有关教育目标的共识，即医学伦理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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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要是学生掌握相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其能够认识和理解医疗实践中的伦理问题，

进行自我反思，并且具有运用这些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医学伦理问题的能力。比较典型的表

述如1993年英国总医学委员会发表的《明天的医生》一文所说：“掌握同医疗实践相关的，

有关伦理和法律问题的知识……有能力理解和分析各种伦理问题，以便使病人及其家属、

社会和医生在做出决定时能适当地注意这类问题”
[11]

。美国医学高校的教育教学设计也充

分体现出了这一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核心的培养目标，如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

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即强调医学伦理教学的总目标是“介绍医学伦理问题,提高医学生对自

我和他人价值的认识,并引导其进入医疗实践和团队合作工作”
[12]

。但目前国内医学院对医

学伦理学课程多定位在人文思修课
[13]

,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对这

一点，已经有很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如王云岭等就指出：“医学伦理学应该教会学生

以科学的方法去认识目前的医学职业道德现状和发展规律， 寻找解决我国医学领域中道德

矛盾和冲突的方式、途径。当然，它还要育人，但这绝不是其全部任务。如果仅仅着眼于育

人这一点来评价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效果，则可能是偏颇的”
[14]

。我们的研究证实了上述判

断的合理性，调研显示，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在接受了伦理学教育后仍认为不足以应对医学

伦理的现实问题，遭遇到伦理困境或者事件会严重影响学生的职业信念，这些都说明目前

我国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在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提高空间。 

(四) 课程设置与实施上存在着较多问题 

在目前的医学伦理课程设置上，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医学伦理教育未能实现全面覆盖。

虽然在 2008年颁布的《中国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就已经明确规定：课

程计划中必须安排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和医学伦理学课程，以适应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疗

卫生服务需求
[15]

。但我们的调查显示，所有研究生中仅有68.98%学习过医学伦理相关课程，

学习过医学伦理课程的研究生中有62.6%是在本科期间学习，仅37.4%在研究生期间学习过

医学伦理学课程。这说明，目前医学高等院校中医学伦理学课程的普及程度仍然较差，研

究生阶段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尤其匮乏。 

第二个严重的问题是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的设计不能够满足时代的要求，也不能够

回应学生的需求。有学者指出：“好的医学伦理学要面对当代社会道德价值多元化的现实，

必须和医学有深度交流，参与到医学道德建设中”
[16]

。有学者对美、英、法三国与   我国

医学伦理学教学内容进行了比较，指出：这三国的医学伦理学教育广泛而具体，涵盖了医

生职业道德、从业法规、沟通技能、生命科学、与卫生保健相关的社会问题以及对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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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别关注等许多方面。而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内容则显得抽象和笼统，大致包括医德传

统、医德理论、医德原则规范、医疗人际关系、生命伦理等方面，偏重医德理论说教，因为

未能重点围绕医疗实践中产生的、与社会公众关系密切的医德难题和伦理困境而展开，与

现实需要有一定差距
[17]

。 

本次调研虽然没有直接调查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但从超过一半（52.6%）的学生认

为自己目前已有的医学伦理学知识不足以应对医学伦理的现实问题来看，目前的医学伦理

教育与实践前沿和社会现实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调研数据也展示出一些积极的信息，

即医学研究生已经从自己的学习和临床经验总结出了问题，并且对医学伦理学教育的目标

提出了自己的要求。经过统计后发现，被调查者最希望在医学伦理学课程或培训中获得的5

个方面的知识依次为医患关系、医疗行为规范、伦理学理论知识、医德医风和医学研究伦

理，其中涵盖了医学研究生对自己专业身份和伦理身份的反思、对职业伦理规范和实际工

作的矛盾冲突的认知、以及对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差异的反思，这些信息对于我们在未

来深化医学伦理学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三个关键问题是，教育教学方法还比较单一。本次调研发现，目前的学生接受过的授

课方式主要以理论讲授与案例讨论结合（57.2%）及课堂理论讲授（38.9%）为主， 考核方

式以考试为主（65.2%），其次为案例分析（15.1%）。正确的教育目标和丰富 的教学内容

都需要设计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才能转化为良好的学习效果。医学研究生教育具有自身

的独特性，在这个阶段的医学伦理素质教育“应结合医学研究生自身的特点和特殊环境来

考量对其职业道德要求的合理性，体现不同培养阶段和节点上的具体矛盾，充分考虑医学

研究生学习和轮转的特殊需求，重视个体的特殊成长环境和差异性的需求，突破校园教育

文化的局限”
[18]

。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是需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研究生教育阶段各种不同

类型的教育资源，如在调查中，学生认为影响医学伦理学教育水平最关键的三个因素分别

是：学校的课程设计、学生个人主动学习和导师的重视和指导教育。医学生研究生已经具

有了较好的知识储备和自学能力，同时与本科阶段集体授课模式不同，研究生与导师有更

紧密的接触，研究生导师的直接指导及其自身在临床工作中医德表现能够起到更好的言传

身教的效果。但在现实中，研究生导师的医学伦理教育环节往往被忽视。其次，是注重医学

研究生开始逐步进入临床工作的阶段性特征，加入更多、更具“实战”性的课程，更加注

重对学生的平时考察而非传统的期末考试。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已经出现了大量将医学伦

理学与具体医学专科教育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实践
[19] [20] [21]

，但还需要更多的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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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与实践，并且逐渐将其制度化和普及化。最后，是要采取非富多

样的教学方式。本研究显示，目前的医学伦理教学比较忽视医学生伦理素养实践能力的养

成，而重点关注理论知识的传授；缺乏案例教学或实践教学。被调查者中有近一半（48.8%）

未接受过医学伦理学相关的实践教学活动，如伦理查房、小组讨论和技能训练等，而大多

数研究生认为伦理学实践培训较单纯的课程讲授更有效，理论与案例讨论相结合、理论与

临床实践相结合更有效。可见， 学生更希望有针对性、目的性的实践学习，而非单纯、被

动、单一的教授教材知识。 

(五) 师资力量还比较单一和薄弱 

本调查发现，现有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80%以上的授课教师为医学伦理专业教师，没有

实现研究生导师、辅导员、班主任、学校服务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有关专业教师在医学伦理

教育中的全员参与，也未体现出医学伦理学交叉学科的特点。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可以给

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2004年的一个研究显示，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临床见习期医学伦理学

教育中，是由临床见习科室的带教者主要负责临床期的伦理学教学，而医院的伦理学家和

临床伦理学课程的教师主要是作为辅助
[22]

。国际上，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会

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教学,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

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甚至神学家等，参加有关医学伦理问题的教学讨论活动
[23]

。芝加哥

大学讲授医学伦理学的教师主体是具备哲学思维的临床医生和伦理学专家，部分教师同时

拥有医学和哲学博士学位。此外，主讲教师还会经常邀请临床医生、人文学者、执业律师及

公务员参与到课堂中
[24]

。这些都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和充实医学伦理学师资体系提供了借鉴。 

三、 以问题为导向的医学伦理素养教育改革建议 

医学伦理素养培养是医学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求，是助力提高我国医学学科声

誉提升的核心动力因素，是“健康中国”战略的发展需求，是医学教育界时代担当的体现，

也是学生个人综合能力提升和未来职业规划的必要要求。通过对医学研究生医学伦理素养

现状调查，不难发现，作为受教育的主体的医学研究生已经认识到当下常见的医学伦理问

题对他们的医学信仰和职业发展规划正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也认识到了医学伦理素养对自

身发展的重要性。但我国目前的医学伦理教育体系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求。 

对如何改进和加强对医学研究生医学伦理素养教育机制，本文认为可以借鉴哈佛前校

长德里克·博克在任时所提出的道德教育改革举措。20世纪70年代初期，全美国大学中的

医学院都没有在其传统课程体系里对实践中的道德难题或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课程予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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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并赋予其应有的重要地位。博克认为，哈佛医学院也必须在教育理念上有一个根本性转

变。哈佛医学院不能再继续仅仅专注于把学生培养为成功的医生，而忽视了让学生去熟悉

美国社会在医疗体系方面的诸多弊病。与此同时，博克也充分认识到， 开好医学伦理课程

的难度。因为哲学系的教授虽然精通伦理学，但对各种专业学院知识知之甚少；专业学院

的教授虽然通晓各自学院的专业知识，但又甚少涉足道德哲学领域。因此，哈佛大学1987

年创建了“哈佛大学伦理学与职业中心”，从此，哈佛大学的道德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

段
[25]

。 

基于我国现状，笔者对我国医学伦理教育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提升各方对医学伦理素养教学的重视程度，将立德树人作为核心定位，构建健康

中国建设需要的医学伦理教育体系。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推动了医学伦理教育的重新定位，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 要“推动践

行以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道德”，在医

学伦理教育中，应以《纲要》中所提出的道德建设内容为基础, 根据《纲要》中提出的职业

道德的基本要求，结合医疗卫生工作的行业特点，对医学伦理学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

行整体规划。同时，医学院校应当注重加强医学研究生的伦理素养教育，将立德树人贯穿

医学人文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全过程。 

遵循研究生的道德认知规律，结合医学教育的行业特点，在“课程思政”的大背景下，

探索“术道结合”的新模式，积极建立研究生导师参与医学伦理素养教学的激励机制，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有效传授给学生，把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容和要求体现到医

学学科教育中，体现到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建设中，通过增加医学伦

理课时量、必修课程设置等途径，使传授知识过程成为道德教化的过程，加强对医学生职

业道德的培养和道德品质的塑造，筑牢现代医学教育的人文根基，为健康中国建设发挥学

科的最大的医学人文力量。 

其次，以科学与人文的融合为中心，彰显医学伦理教育学科交叉的课程特色。 

医学伦理学教育涉及到医学、人文、法律、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和医学临床工作实践，应

当冲破传统学科的束缚，推动所涉学科的跨学科融合，以健康理念为中心科学合理地配置

学科课程体系，将医学伦理的教学内容融入科学教育的专业课程之中，使科学教育和道德

教化在教学过程中紧密结合，体现学科交叉的课程特色，突出全方位伦理素养的培养和实

践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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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资建设方面应成立跨学科教研组或协同中心，以体现出医学伦理学的跨学科特色。

根据不同教学阶段的特点和具体要求，广泛地吸收不同专业和不同岗位的教师，在具有较

高水平和丰富经验的医学伦理学专业教育者的组织下，共同参与到医学伦理学教学当中。

强调关注“日常伦理学”面向，推动理论教学与临床实践的结合，例如，围绕医患沟通、权

益保护、医疗事故处置等重点内容规划核心课程模块，有效探讨临床实践中遇到的医学伦

理议题。 

最后，强调“以人为本”，建立以“自主学习”为中心的医学伦理的课程教学方式。医

学伦理教育应当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有针对性地解决研究生在临床实践或医学科

研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以及热点的医学伦理问题，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和临

床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启发式教学。 

借鉴和吸收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其他学科的教学实践，以小组的形式展开研

讨式教学，通过临床实践案例与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例如， 哈

佛大学、加州大学等国外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伦理课程已大幅缩减传统的面授比重，更多地

采用课堂讨论、案例剖析等互动式教学方式，通过营造师生平等、开放自主、自由交流的学

习氛围，使学生获得表达观点、交流思想的广阔空间，师生共同探讨热点医学伦理问题，取

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26]

。 

同时，借鉴管理学等学科的教学经验，加大实践课程和案例教学的课程配比，积极应用

现代信息技术，还原经典临床案例、创设模拟情境，努力达成“如何用正当的方法做对的

事”，增加课程的实用性，激发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能力，有针对性地解

决学生在临床或医学科研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切实帮助医学研究生培养应对医学伦理问题

的能力以此推动教学模式的转换和方法创新
[27]

。 

总体而言，医学教育者应该认真研究、充分认识和承认我国目前医学伦素养教育存在

的缺陷和问题，重视医学研究生的现实需要和主观要求，充分实现以教促学和以学促教的

良性互动。学校和医院应加强对研究生诉求和意见的重视，畅通与研究生交流讨论的渠道，

广泛学习、认真研究其他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借助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改革

的时代浪潮，发动各种学术和社会资源，切实提升医学研究生伦理素养教育的质量水平、

效益和实用性，进而全面提升我国医学专业人才的医学伦理素养，为实现健康中国的远大

目标奠定良好的教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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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医教协同”背景下医学硕士研

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现状，探讨开展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

对策。方法：选取某高校医学硕士研究生 309人作为观察

组，进行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分析结果，对影响因素进

行调查分析，同时并制定相应的对策。结果：（1）某高校

医学硕士研究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最高的因子是强迫症

状，检出率为 9.06%，最低的因子是恐怖，检出率为 1.29%。

（2）某高校不同年级的医学硕士研究生均存在抑郁、焦虑

等心理健康问题。（3）某高校医学硕士研究生 SCL-90各

个因子评分均低于常模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结论：医学硕士研究生面临着不同心理健康问题，

各方面给予支持和关爱，才能为其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关键词】医教协同；硕士；研究生；心理健康；

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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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medical postgraduate in a university 

Abstract：Objective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edic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and probes into 

the countermeasures to carry out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MethodsFrom 309 

medical postgraduate students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and mad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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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Results(1)The highest factor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 a university is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s, the detection rate is 9.06%, and 

the lowest factor is terror, the detection rate is 1.29%. (2)There ar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other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different grades of medic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a university.(3)The 

scores of each factor of SCL-90 of medical postgraduates in a university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rm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01). ConclusionAs the principal force 

of medical industry in the future, medical postgraduates are facing differ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nly with the support and care of society, schools, tutors and other aspects, can they provide a good 

growth environment. 

Keywords：Medical education collaboration; Master; Graduate; Mental health; Medical 

education 

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医学硕士研究生数量逐年增多，作为高智力的特殊群

体，具有更高的抱负，同时具有一定的社会阅历以及思维改变。该群体在学习中面临着更多

的挑战和机遇，导致其在科研、学习、人际关系、生活、自我认知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这有可能引发各种心理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将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消极

的影响，严重的会发生人格缺陷和行为障碍，进而发展受阻。同时亦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其学

习兴趣以及自主创新能力。医学院校研究生作为医学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曾因为“年龄

大”、“学历高”等被归纳至心理健康问题的群体中
[1]
。近几年来，因为研究生心理健康问

题引发暴力伤人以及自杀自虐的报道屡见不鲜，更是引发社会对该类群里的关注。因此，积

极开展医学硕士研究生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引导研究生身心健康得到全面发展，已经成为

医学院校研究生管理者的重要课题。为此。我们将选取了 2013级-2016级医学院校研究生为

本次研究对象，对其心理健康现状进行详细的分析，同时阐述对策研究。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 2013 级-2016 级滨州医学院全日制在读医学硕士研究生作为观察组，

分别为：2013级 39人，2014级 57人，2015级 112人，2016级 101人；其中女生为 123人，

男生为 184人。 

1.2方法 

1.2.1问卷发放及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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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同年级组为单位，入学时统一发放症状自评量表和艾森克个性问卷，实际发放 321

张，由统一培训后的调查员解释并指导，督促调查对象认真填写后，统一回收。回收有效调

查问卷 309张，有效率高达 96.26%。 

1.2.2调查工具
[2, 3]

 

（1）症状自评量表（SCL-90）：是世界最出色的心理健康测试量表之一，亦是当前应用

最为广泛的心理疾病和精神障碍检查量表，非常适用于 20 岁以上的成人。问卷涉及内容共

计 90 个题目，由 10个因子构成，分别以：F1、F2、F3、F4、F5、F6、F7、F8、F9、F10表

示，分别依次代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

病性以及其他。每个因子采用五级评分法（1-5 分），分值越高，表示对应项中心理健康水

平越低。每个因子阳性症状：评分≥2分。 

（2）贝克焦虑量表（BAI）：共 20 个题目，分别以：A无，B轻度，无多大烦扰，C 中

度，感到不适尚能够忍受，D重度，只能勉强忍受。分值在 0分~3分表示。研究生看完题后，

应第一反应回答。轻度焦虑分值在 15至 25分，中度焦虑分值在 26分至 35分，中度焦虑分

值＞36分。 

（3）抑郁自评量表（CES-D）：包括 20种日常生活事件，描述最近的感受，同时这种感

受出现的频率。1 分代表偶尔（＜1d），2分代表有时（1至 2d），3分代表时常（3至 4d），

4 分代表持时间或者多数时间（5 至 6d）。无抑郁症状分值＜15分，有抑郁症状 10 分至 15

分，抑郁症状严重＞20分。 

1.3统计学方法 

本次所有采集的数据均应有 SPSS16.0进行分析和统计，数量资料采用（%）体现，且

实施 x2
对其进行检验，而计量数据采用（x±S）表现，并应用 t对其实施检验，如 p值＜

0.05，则表示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 

某高校医学硕士研究生存在心理健康问题最高的因子是 F2（强迫症状），检出率为

9.06%，其次为 F3（人际关系敏感）和 F10（其他：主要反映睡眠及饮食情况），检出率为

6.47%；其中因子 F6（敌对）的检出率为 5.18%；最低的因子是 F7（恐怖），检出率为

1.29%（见表 1）。 

表 1某高校医学硕士研究生心理问题检出率（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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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 因子分≥2人数 比例（%） 比例排序 

F1（躯体化） 7 2.27 8 

F2（强迫症状） 28 9.06 1 

F3（人际关系敏感） 20 6.47 2 

F4（抑郁） 8 2.59 7 

F5（焦虑） 12 3.88 5 

F6（敌对） 16 5.18 4 

F7（恐怖） 4 1.29 10 

F8（偏执） 10 3.24 6 

F9（精神病性） 7 2.27 9 

F10（其他） 20 6.47 3 

2.2抑郁、焦虑及心理健康 

某高校不同年级的医学硕士研究生均存在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其中 2014 级焦

虑症状的检出率最高，为 1.75%，2013级抑郁症状的检出率最高，为 17.95%；心理健康问题

最为严重的是 2013级，检出率为 10.20%（见表 2）。 

表 2某高校医学硕士研究生心理健康现状调查数据统计 

 

2.3观察组与全国青年常模组 SCL-90各因子比较 

某高校医学硕士研究生 SCL-90各个因子评分均低于常模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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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某高校医学硕士研究生与常模组 SCL-90各因子比较（分，x±S） 

因子 观察组（n=309） 常模组（n=781） t P 

F1 （躯体化） 1.17±0.31 1.34±0.45 -9.885 <0.001 

F2 （强迫症状） 1.38±0.43 1.69±0.61 -12.605 <0.001 

F3 （人际关系敏感） 1.26±0.41 1.76±0.67 -21.402 <0.001 

F4 （抑郁） 1.23±0.29 1.57±0.61 -20.658 <0.001 

F5 （焦虑） 1.21±0.30 1.42±0.43 -12.448 <0.001 

F6 （敌对） 1.25±0.32 1.50±0.57 -13.822 <0.001 

F7 （恐怖） 1.14±0.23 1.33±0.45 -14.842 <0.001 

F8 （偏执） 1.17±0.30 1.52±0.60 -20.598 <0.001 

F9 （精神病性） 1.15±0.34 1.36±0.47 -10.791 <0.001 

3医学硕士研究生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 

3.1学习压力大 

研究生的学习方式与本科阶段不同，本科阶段教师会定时传教理论知识，而研究生阶段

对自主学习以及创新能力的要求更加苛刻，而且医学硕士研究生对科研能力和学业的要求更

高
[4, 5]

。医师资格考试、学位论文答辩、学位申请、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时间紧任务

重。尤其是在课题的研究方面表示力不从心，出现焦虑的心理，这与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检

测出部分同学有焦虑症状相吻合。 

3.2经济压力大 

现在的医学硕士研究生，每年不仅要支付高额的学费，还要应对日常生活开销。虽然国

家和学校每年都会发放一定的奖学金和补助，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仍有大部分同学获取

的奖学金和补助与学费和生活费支出不能相抵，出现入不敷出的现象，为此给研究生及其家

庭带来沉重的压力。尤其是家庭困难或者农村的研究生，学习任务重，兼职机会少，心理容

易产生自卑和孤僻的不良心理。 

3.3就业压力大 

随着研究生招生数量的逐年增加，医务人员岗位学历要求水涨船高。在大多数城市中，

高水平医院医生岗位的学历资格至少为硕士研究生，热门专业或科室医生岗位学历已经要求

为博士研究生，甚至要有高质量的课题和高水平的科研能力，导致越来越多的硕士研究生毕

业后，留在高水平医院改变命运的机会减少。自身工作定位高，而理想的岗位可遇不可求。

故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毕业后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困难重重
[6]
。 

3.4人际交往压力大 

研究生导师具有专业权威，往往集教学、科研以及医疗于一身，工作繁忙，很难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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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和传教。同时，随着国家“医教协同”模式改革的推荐，越来越多的医

学硕士研究生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尤其是内科学和外科学的研究生，长时间的在非本

专业的科室进行轮转，导致与导师沟通的机会变少。而导师关乎着学生是否能顺利毕业和就

业。日常中对导师的敬畏，导致一部分研究生害怕与导师交流，怕受到批评，甚至可能发生

与导师沟通不足产生矛盾
[7]
。研究生的层次不一、社会阅历不同、专业不同、交往范围不同，

相互沟通交流少，人际关系网小，单一的生活，很容易出现心情低落和自我否定等心理问题

[8]
。 

3.5抗压和自我调节能力弱 

由于医学研究的专业比较严谨，具有特殊性，为此众多研究生学习任务较重，且专业面

窄，通常该类学生以往属于学霸型，对自我的评价和期待高
[9, 10]

。由于近些年以来，医疗行

业环境越来越恶劣，各种医疗事件时有报道，严重打击其抱负和理想，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大，

逐渐动摇其信念和希望。进而导致众多研究生自愿放弃学业，转向其他专业。此外，当前多

数研究生为独生子，自我约束力、管理能力、自控能力、抗挫折能力弱，没有在社会历练，

心理非常敏感且脆弱，由于心理承受能力薄弱，自身心理状况调节能力差
[11]

。此外研究生是

整个家庭的希望，是社会的期望，家庭和社会的期望值高，同时给家庭和社会的自豪感和成

就感都会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且无处排解和发泄，导致研究生不能程度的存在心理健康问

题。 

4建议和对策 

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原因众多，且具有潜伏性和突发性
[12]

。故应做到早发现、早预防和

早干预。作为医学院校研究生管理人员，应重视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不断的给

予指导，同时加强对其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为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加大力度建设医学院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在研究生录取时，学校都会对研究生进行心理健康调查，由于大多数学生回避问题，导

致得到的结果不真实
[13]

。当前，众多高校对本科生开至心理教育课程，而研究生多重视研究

能力水平的教育，常常忽略心理健康知识的传教，故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力度不够，为此医学

院校研究生管理人员应积极构建研究生心理危机预警以及心理危机干预体系，针对医学院校

研究生学习特点开设心理教育课程，同时加大培训心理健康专职人员的力度
[14]

。专职人员应

针对研究生心理的特点（例如学习和就业压力大等）开设相关的心理健康指导课程，以此来

提升心理教育的效率。同时，学校和医院可以定期组织各种文化演出、体育活动、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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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种联谊活动，让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走进学生当中，对促进研究生心理健康有积极的意

义。 

4.2重视医学院校研究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作用 

当医学院校的研究生进入学校后，日常教育以及管理基本在学校完成，为此研究生管理

人员应该尽早的熟悉各位研究生的情况，利用闲暇时间多与研究生沟通和交流，并进行深度

心理辅导。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如：党组织、学术组织、艺术组织等各个团体，增加研究生

与身边周围人群的沟通交流的机会，提升沟通能力的同时丰富其在学校的生活并释放青春的

活力。此外，应重点关注一些特殊研究生，如：贫困生、新生以及毕业生等，应尽量分别辅

导，对研究生在生活中和学习中出现的困难，应尽最大努力给予相应的帮助。贫困生应帮助

其申请助学贷款以及奖学金等学校经费的支持；新生应帮助顺利过渡；毕业生应对现阶段就

业情况进行分析和解答，尽可能多的提供就业信息。同时帮助研究生客观定位以及调整心态，

尤其是心理承受力弱和行为表现异常的学生应重点关注，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发现并解决
[4]
。

管理人员可以利用朋辈咨询的角色，组织同专业、同宿舍以及同课题的学生，加强其沟通和

交流的机会。同时可以培训研究生骨干力量，发挥学生会、党支部以及团支部的作用，及时

发现沟通能力弱的研究生，充分开发和提升其沟通能力。 

4.3加强导师以及社会的支持 

导师是研究生在校期间的负责人，接触次数相对较多，和研究生的关系最为密切，故研

究生如果能得到导师的支持和鼓励意义非常重要，对其树立信心，起到正向激励的作用
[15]

。

导师在日常生活中应多关心学生心理的困惑和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再给予学生正确引导和帮

助。如导师工作繁忙时，可以利用社交软件如微信、QQ、电话、邮件等进行充分的交流，不

仅能够在临床、科研等领域树立权威，同时亦可起到言传身教和以身作则的效果，为研究生

树立榜样。社会方面应建立公平和平等的竞争关系，从根本上缓解和改善其就业压力，为创

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医疗环境建立基础，同时给予研究生信心和希望。 

4.4增强研究生自我教育和自我认知 

医学硕士研究生将来是医疗行业主力军，迟早要面对复杂医患环境，为此研究生不仅需

要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同时需要广阔的视野以及强大的心理素质。因为每位研究生

日后在工作中需面对正常的医疗活动，同时需要持续更新自身所学，更要面对复杂的医患关

系，为此心理健康尤为重要。作为合格的医学院校研究生都要做好自我调节，不断提升心理

承受能力，积极面对生活和学习中带来的困难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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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医学院校研究生是为了医疗行业的主力军，肩负着救死扶伤的重任，为此扎

实的专业知识、娴熟的专业技能以及良好的健康心理缺一不可，只有社会、学校、导师等给

予支持和配合，才能为其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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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为改善医学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现状提

供参考依据。方法 通过文献回顾，本文总结了当代医学研

究生心理现状、正念教育机制及其在学生教育领域的研

究。结果 医学生研究生心理压力大，正念教育在改善学生

的情绪、认知、师生关系及主观幸福感方面有效。结论 希

望将正念教育实际应用于课堂，促进医学研究生身心发

展。 

【关键词】医学；研究生；正念干预；正念教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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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indfulness Education in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Graduates 

Abstract：Objective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Method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sychological 

situation of contemporary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the mechanism of mindfulness education and 

it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tudent education. Results Medical students are under great psychological 

pressure. Mindfulness education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students' emotion, cognition, teacher-

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clusion It is hoped that th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education can be applied in the classroom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medical graduates. 

Keywords: Medicine; Graduate Students; Mindfulness Intervention; Mindfulness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研究生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教育的最高水平，这也渐渐成 为衡量高

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目前，国内研究生在校人数 迅速增加，预计到

2020年，中国的在校研究生人数将达到 200万，其中，医学研究生的比重也在持续攀升中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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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学研究生来说，在完成自身学业的同时还肩负着救死扶伤的使命,面临着学业、临床工

作、家庭等各种压力,一些医学生出现了焦虑、抑郁的表现，甚至有些学生出现了人格分裂的

表现，严重影响生活。因此，对于医学研究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已经迫在眉睫。随着正

念训练越来越多的运用于心理调节和健康教育方便，正念训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开始受

到更多关注，正念干预是以正念为基础的一种心理训练方法，其对个体负性情绪的干预效果

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验证
[2]
，但专门针对研究生群体的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的影响却鲜有报道。

因此，本文总结了有关正念及其在学生教育领域的多方面研究，以期为改善医学研究生的心

理健康现状提供参考依据。 

一、研究生心理现状 

目前，研究生面临极强的压力。在压力源方面，医学硕士研究生在学习压力、经济压 力、

人际关系及临床实践 4 个压力源方面的检出率普遍超过 50％。医学硕士研究生所面临的学

习压力、经济压力、人际关系及临床实践压力源具有普遍性。尤其是面对压力时，更容易引

起焦虑抑郁
[3]
。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较差。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总体较差。不同学位类型的医学硕士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状之间有一定的差异。调查显示
[4]
科

学学位医学硕士研究生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不如专业学位医学硕士研究生，这一方面可能与医

学院校对于科学学位医学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质量提出了较高标准，科学学位医学硕士研

究生对毕业论文答辩感到较大压力相关；另一方面，繁重的临床任务及与病人的沟通交流，

往往会对专业学位医学硕士研究生造成一定的压力，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 

三、 正念教育及其在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一）正念及正念教育 

正念（Mindfulness）指“通过有意地、非判断地注意当下而生起的觉知”
[5]
。针对不同

人群、不同情境，正念的具体操作方法是通过不同的项目来提高个体和情境的正念水平，包

括有正念养育、正念教育、正念社区、正念生产等。正念教育是正念与教育的结合，使教育

情境具有明显的正念特点，培育的重点在于正念干预、正念教学、正念管理和正念环境四个

方面。学校正念干预是以“大健康”为目标、以“非评判接纳”为视角、以校园为干预情境、

以传统学校项目为基础的校园非医疗健康干预，是学校心理健康工作者、学校专业社工可采

取的策略
[6]
。金建水和刘兴华等专家提出的正念教育属于正念干预的范畴。研究发现正念指

导可以改善心理功能，并可能减轻压力的负面影响。在正念教学领域，已有国外学者发展出

正念训练课程:通过培养教师专注力及其在压力管理中的应用，代表了新兴的教师专业发展

http://202.207.193.112:8000/rwt/1/http/NNYHGLUDN3WXTLUPMW4A/KXReader/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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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旨在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正念训练课程是为了促进教师的思维方式，从而使职业健

康、幸福感提升，建立和维持支持的课堂氛围，有利于学生的参与和学习。Frank Jennings

和 Greenberg 等
[7]
开发了正念教学量表并发现正念预测了教师职业倦怠和教学效能与学生

的社会情绪和行为管理。 

（二）作用机制 

正念教育有释放学生潜能的重要作用，能让学生学会悦纳自己和他人，学会如何为自己

的人生做出合理的选择和决定；鼓励学生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体会生命中的平静和爱，

而不是只有对抗和竞争。正念的心理机制是去自动化，其神经基础为 P600 波幅的减小，反

映了刻板化信念强度的弱化
[8]
。这为不评判地接纳积极社会心态提供理论依据，也为转化消

极社会心态提供了一个培育思路:提高个体的正念水平。2011 年刊登在荷兰《精神病学研究

杂志》（Journal of Psychiatry Research）上的一篇文章记录了磁共振成像分析：“发现

负责学习和记忆的重要区域海马体，以及与自我意识、同情心和内省相关的结构中的灰质密

度增加了。大脑中的杏仁核负责调节焦虑和压力，感到压力减轻的参与者的杏仁核灰质密度

也有对应的减小。
[9]
”作为“正念教育协会”的倡导者，艾米·萨尔兹曼还指出：“现代教

育极为讽刺的一点是，一天之内，我们无数次地让学生集中注意力，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教过

他们怎么做。正念训练可以教会学生如何集中注意力，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业成绩，还促进

了他们的社会情感学习。多数学生都会从学会集中注意力中获得益处，对自己和他人都更为

关爱正念对高校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 

（三）正念对研究生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生心理现状 

随着正念研究的深入，正念训练的科学性与实效性也逐渐被证实，无论是临床病人还

是健康人群都能从中受益。近年来，正念训练扩展到学生群体，研究认为正念训练有助于

大学生注意力和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因此，在医学研究生心理健康教育中融入正念训练，

对提升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较好效果。 

1.正念对学生情绪的影响 

对于医学研究生来说，家庭状况、生长环境及性格特点等存在差异，一些学生可能会

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心理问题。而医学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很多时候对这些隐藏的信

息缺乏重视，使得学生培养无法得到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正念教育可能会有一

定益处。正念教育是一种正念干预方式，既能有效提升积极情绪，培养乐观态度和慈悲心

[10]
，还能有效调适学生的焦虑、抑郁、愤怒等消极情绪，对其有显著的改善效果

[11]
。正念

http://202.207.193.112:8000/rwt/1/http/NNYHGLUDN3WXTLUPMW4A/KXReader/javascript:void(0);
http://202.207.193.112:8000/rwt/1/http/NNYHGLUDN3WXTLUPMW4A/KXReader/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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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扫描和三分钟呼吸空间这两个技术分别着重于身体状态和呼吸过程，然而其核心是

一致的，即让个体在注意力集中之后体验此时此刻的情绪、身体的感觉，并着重于不逃

避，坦然接纳情绪、思维、感觉和认知等。大学生可以在这样的训练过程中缓解、释放负

性情绪，并且学会如何面对和接纳自身的情绪，从而提升情绪管理能力。房容宇等
[12]

通过

便利抽样对临床和护理专业的学生进行正念干预，干预前后应用情绪调节量表发现正念干

预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情绪调节能力，特别是认知再评价的能力，从而获得更好的心理和情

绪状态。另一项研究表明正念干预还能够提升个体情绪觉察能力,增进内心平静
[13]

。通过正

念训练会使学生把注意力放在当下，关注当时当下正在做的事，而不是杂念此起彼伏，出

现无法集中注意力学习或者和同学良好的互动，现在通过正念的练习，每当出现注意力分

散时，我就练习正念觉知，感觉情绪困扰减少了
[14]

。洪程晋等
[15]

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证实正

念干预可以有效降低大学生的考试焦虑水平，并且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有利于大学生的

心理健康，值得在高校教育中推广正念。 

2.正念对学生认知的影响 

目前医学研究生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和受到外界的干扰，往往不能集中精力，身心疲

惫。正念干预可有效改善注意品质
[16,17]

。个体参与正念干预后专注力显著提升,注意警觉性

增强。注意力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是医学研究生的重要心理素质

和正常学习的重要前提。针对提升医学研究生的注意力，可运用正念训练中最核心和最重

要的技术：正念冥想。正念冥想是指个体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调整呼吸，专注于一个目

标。冥想的目标可以由个体自己选择，当注意力出现转移时，要随时调整回来。该技术从

正念想法、正念身体、正念声音以及正念呼吸四个方面让受训者不带评判、不逃避且有意

识地注意在个体头脑中出现的想法，学会客观地评价自己、接纳自己；将注意从纷繁复杂

的思维中抽离出来，集中关注自己身体内在的感受，如当下的感受、情绪、心脏跳动、周

围的声音等。长期进行正念冥想练习能提升注意力品质，注意的保持时间、注意的深度、

注意转换等都将得到改善。正念教育能引导学生学会感知当下，认识真实的自己，信任自

己内心的智慧，周全地为未来做出选择，培养真善美统一的完满人格。 

3.正念有利于改善导师与学生的关系 

对于学生而言，正念实务能够帮助自己了解当下冲突状况，找出自己在冲突事件发生

时的不理智行为，以外人身份看清自己的问题，便于后续解决师生恶劣关系。导师在一个

团队当中往往扮演着榜样角色，正念对事物的创新性观点会帮助整个班级营造一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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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引导同学们对资源和信息呈现开放的态度，加速了信息共享的速度和频率。正念导师

不会特意用权力来强制学生，而是凭借超高洞察力从内心去感知学生的心理活动，影响他

们的情感诉求和社交，减少关系冲突的源头
[18]

。最后，正念导师本身的模范作用也会鼓励

学生学习老师的品质，从而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合作。在这种相互学习的团队氛围下，更

能促进同学间的沟通交流，最终将不和谐因素在沟通中消除，减少冲突隐患。  

4.正念增强学生主观幸福感，提高生活满意度 

医学研究所常常要做实验、值夜班、写论文等，感觉研究生生活太疲惫，会出现人际

关系差、失眠、脱发等现象。朱国文等人将各专业的主观幸福感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排序，

其中最低的是医学专业
[19]

。研究证明，正念训练可培养个体在人际关系中所需的心理品

质，对提升人际交往能力有积极效果。有研究表明
[20]

正念干预可有效增进参与者的生活质

量，如提升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改善进食、睡眠、生活作息等。刘万伦等
[21]

研究表

明大学生的正念水平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存在正相关关系，与消极情绪存

在负相关关系。正念水平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也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Laurie 和

Kenneth通过问卷分析研究发现，正念水平比较高的人，因为对自我和当下的环境认识得更

明确，因而更容易清晰地看到问题的本质和解决办法，从而以更理性的方式应对生活中的

问题。而这样的人，往往心理幸福感也比较高
[22]

。此外，正念特质可改善大学生的睡眠质

量，正念特质水平越高,睡眠质量越好。因此，将正念应用于医学生应该会有益处。 

三、总结 

本文表明掌握适当的正念干预方法对促进医学研究生身心健康发展有重要作用。教育

应该激发医学研究生的自我意识和主观幸福幸福感，而正念训练正是趋近这一目标的途

径。正念训练可以简单地把专注的呼吸、短暂的静止融入课堂。因此，当代医学院校教育

应立足研究生需要，针对地开展相应的正念干预方法，也可以采用专门教学的形式，转化

为正式的课程，将其同医学研究生教育有机结合，能够让医学研究生学习过程中身心得到

更好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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