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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
是教育事业发展必须始终牢牢抓住的灵魂。国无德不兴，人
无德不立。而职业精神之于医师，似于立德树人之于人才，
在于立身铸魂。医师职业精神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

主义；是政治坚定、技术优良；是敬佑生命、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在新冠疫情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国的医务工
作者闻召而动，勇往直前，有着大无畏的气概；全面阐释了
生命至上、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职业精神
和抗疫精神；成为了新时代最可爱、最可敬的人。
通过促进培养理念的与时俱进，创新培养理论与策略，
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完善长效发展和保障机制，使医师职
业精神的培养更加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健康中国建设和胜任
力的需求。不忘初心，广大医务工作者要修医德、行仁术，
为人民提供最好的卫生与健康服务；继续前行，作为医学教
育工作者，更要致力于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医科大学校长
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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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引发的医学教育思考
闻德亮

1

摘要：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医学教育的功能布局、人才结构和质量建设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巨大成就，为“健康中国”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医学人力资源保障。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防控过程中，揭示了医师资源始终存在非均衡性分布状态，医学人才的培养过程存在
薄弱环节，公共卫生体系的规划建设缺乏足够重视，以及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环境存在
“隐患”等现实问题。未来时期，深化我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径主要在于：全面提
升临床医生的多样化供给能力，多举措提高医学教育供给质量，重构公共卫生体系的安
全防护力与公信力，优化医学教育的外部治理机制。
关键词：医学教育；新冠肺炎；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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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来袭，使公众更加
深刻地切身感受到医疗卫生事业的战略性、
重要性和紧迫性。而作为推动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动力源头的高等医学教育，愈加与国家
安全、社会稳定和民心所向紧密联结。疫情
防控是对我国医学教育供给水平和支撑能力
的一次“大考”“严考”，但从“危”与
“机”并存的辩证角度来看，不失为一个倒
逼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有利契机。
一、新时代我国医学教育的建设发展成
就
(一)医学教育的功能布局逐步优化
医学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之初，
全国仅有高等医学院校44所，经过改革开放
后的大规模合并与调整，医学院校数量有了
大幅提升，2017年我国举办医学教育的普通
高校有768所，其中有普通本科院校181所。
近年来，综合性大学新建医学院数量日渐扩
大，增加医学教育功能和培养医学人才成为
大学发展的阶段性重要特征。截至目前，全
国112所“211”工程高校中，有42所高校设
有医学院（部、中心）或为独立办学的医学
院校，另有4所高校正在筹建医学院（部）；
在39所“985”工程高校中，有26所高校设有
医学院（部、中心），有3所高校已着手组建
医学院（部）；在42所“一流高校”建设序
列中，有30所高校设有医学院（部），有3所
高校已开始寻求医学院（部）。从国际上来
看，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
大学等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都有实力强大的
医学院。由此可见，医学教育虽然属于高等
教育大众化中的精英教育，但不可能也不会
是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专属“领地”。对于
一些具备办学基础优势、优质资源丰富、学
科实力明显的综合性大学而言，加大临床医
学、基础医学和医学交叉学科建设，举办医
理、医工深度结合的医学教育已经成为办学
“标配”，通过合并医科、新建医科、共建
医科等多样化模式，能够扩大医学人才的供
给规模，增强医学科研的创新驱动力，提升
大学的社会服务力和国际影响力。
(二)医学人才的供给规模持续扩大
大 学 作 为 我 国 医 学 人 才 培养 与 供 给 的
“策源地”和“主动脉”，彰显了满足社会
民生需求的精准供给力和批量输送力。目前，

医学学科专业的招生人数、在校人数和毕业
生人数均表现明显的“跨越式”增长变化，
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奠定了多样化、多
层次的人力资源基础。一方面，医学教育的
本科数量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根据教育部最
新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0年）》显示，我国医学学科门类下设
有11个专业类58种专业。2018年，我国普通
高等学校 医学专业招生人数为85 .5万， 比
2017年增长4.6万；在校生人数为305.0万，
比2017年增长15.8万；毕业人数为79.1万，
比2017年增长4.5万。与此同时，近五年的招
生人数、在校生人数和毕业人数分别增长
22.5万、79.4万和23.2万，增长率分别为
35.7%、35.2%和41.5%。另一方面，医学教育
的研究生数量“容积”稳步扩大。我国医学
设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
医学、口腔医学、药学、中医学、中药学、
护理学等11个一级学科及其所属的55个二级
学科。2018年，我国医学专业研究生招生数
为9.5万人，比2017年增长0.8万人；在校生
数为27.1万人，比2017年增长1.7万人；毕业
生数为7.1万人，比2017年增长0.4万人。招
生数、在校生数和毕业数三项关键量化指标
的近五年增长率分别为41.8%、6.7%和37.6%，
其中，招生规模的数量变化非常明显。
(三)《反思教育》重申的人文主义教育观
质量建设始终是我国医学教育的发展
“主旋律”和改革“生命线”。医学教育是
联结“健康中国”和“教育强国”两大战略
的纽带和交集，新时代医学教育的核心目标
与行动主旨就是通过内涵式的改革发展和高
质量的连续供给，进而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
感、获得感和幸福感。首先，“以本为本”
的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并维持稳定态
势。自2015年伊始，“5+3”临床医学本科教
育“一体化”培养体系全面建立，成为培养
高素质临床医学人才的重要模式。同时，根
据麦可思《201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
示，2018届的医学类本科毕业生工作与专业
相关度最高，达到93%；医学类本科毕业生半
年内的离职率最低，仅为13%，并且三年内的
职业转换率和行业转换率均为最低，分别仅
为12%和15%。 [1]其次，临床医学专业教育标
准逐渐明确，有组织、有制度、有国际实质
等效性质的中国特色医学教育专业认证实现

了由点到面的实施铺开。截至2020年3月，全
国共有105所医学院校接受了临床医学专业认
证，成为检查和改进医学教育质量的关键枢
纽。 [2] 再次，医学教育的质量载体不断充实，
各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数量继续增加。
2019年，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有
651个，各省市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共计
1023个。数量充足、功能齐备的规培基地为
培养标准化和规范化相结合的医学人才提供
了扎实平台，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等74家高校附属医院为首批国家临
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最后，蕴含新理念、
新内涵、新专业的“新医科”建设呼之欲出。
2019年，教育部等国家部委联合发布了“六
卓越一拔尖计划2.0版”，重点强调“卓越医
生教育培养计划2.0”和“基础医学拔尖学生
培养计划2.0”，吹响了“新医科”建设的冲
锋号。截至目前，天津大学与天津医科大学
依托地缘优势开展联合培养模式，开设全国
首个智能方向的医学类本科专业；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厦门大学、郑州大学等“双一流”
大学依托精准医学研究机构，重点培养具有
临床转化应用能力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即中心城市和三级医院相对集中，广大城乡
基 层 地区 的 医师 数 量 “ 捉襟 见 肘 ” 。截 至
2018年底，全国三甲医院共有722个，占三级
医院总数的60.6%，而拥有优质医疗资源的三
甲医院几乎都集中在省会城市和经济比较发
达城市。反观幅员辽阔的基层地区，2018年，
我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数量为90.7万人，
所 占 比重 少 于医 生 总数 的五 分 之一 ，且 比
2013年减少17.4万人，呈现持续下滑态势。
其中，农村每千人口医师数为1.8人，仅为城
市每千人口医师数的45%。第三，受传统的计
划性招生制度影响，致使临床医学专业的高
层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欠缺。我国临床
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专业的招生规模较小，
具备招生资格的大学不多。目前仅有14所大
学可以招生八年制学生，主要包括10所“双
一流”大学医学院（部、中心）、1所地方医
科大学和3所军医大学，而各校每年八年制实
际招收人数占医学招生比例较低。据2019年
各校招生计划的不完全统计，唯有北京大学
和上海交通大学在150人左右，中南大学和南
方医科大学等10所大学在100人浮动，其余2
所高校则为50人上下。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医学教育挑战分
析

(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环境存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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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师资源始终存在非均衡性分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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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我国医师资源的不
协调特征，主要包括各省区市之间和城乡之
间的发展水平差异明显，拔尖创新医学人才
供给匮乏等。第一，医师供需匹配存在区域
性差别问题。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地支援
武汉和湖北的医疗队达到4.26万人。其中，
派出医护人员数量超过2千人以上的省份有四
个，按人数多少依次是江苏（2802人）、广
东（2484人）、辽宁（2054人）和浙江
（2018人），同时，另有山东、上海、重庆
等十余个省市派出医护人员数量超过1千人。
而各省拥有的医生数量“家底”则与派出人
数具有紧密相关性。通过省级区域的每千人
口医师数为比较可见。2018年，每千人口医
师数位居全国前三位的省市均处于东部地区，
依次分别是北京（4.63人）、浙江（3.33人）
和上海（2.95人），而安徽、江西、云南、
广西、甘肃等中西部省份的数量相对短缺。
第二，医师群体的“两极分化”现象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折射出政府财政投入不高、
医生受尊重不够等掣肘医疗卫生发展的环境
问题。第一，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仍需
提高。2018年，我国医疗卫生支出占政府总
支出的7.07%，而美国、日本和新加坡的医疗
卫生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分别达到
24.44%、19.80%和13.47%。 [3]同时，我国卫
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较少且处于相对落后状
况。以2016年为例，美国卫生费用占GDP比重
达17.8%，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医疗卫生支出
占GDP比例在8%-10%左右，而我国却仅为6.2%。
第二，大学人才培养的政府投入不足，且部
属高校和地方高校之间的经费差距较大。根
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2018》显示，
2017年的部属高校生均教育经费支出的公用
部分约为2.9万元，而地方高校生均教育经费
的公用部分只有1.4万元，与部属高校相比显
得相形见绌。并且医学高校办学经费的划拨
形式以“打包式”为主，即教学、科研与学
科等诸多专项经费一起拨付，没有体现临床
医学类生源的特殊差别。第三，医生的社会
地位和尊医重医的社会风气亟待提升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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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屡发不止、屡见不鲜的医闹事件、
恶性伤医案件不断打击着医生职业的积极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全国法院在
2014年期间共审结暴力杀医、伤医等犯罪案
件155件。另据2014年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
白皮书》显示，“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
语言暴力，13.07%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
的伤害。”而医患关系的平等性丧失和医生
社会地位的逐渐下降，极大的削弱了医学教
育尤其是临床医生的吸引力、培养力和输送
力。
(三)公共卫生体系的规划建设缺乏足够
重视
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管理
体制机制的难点堵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
规模不大、力量不足等支持力问题，尤其是
从业人员专业性不强和人才流失压力更成为
制约公共卫生体系防疫抗疫作用发挥的主要
瓶颈。第一，公共卫生事业的管理体制机制
束缚，一定程度的挤压了和削弱了专业机构
的发展空间及关键话语权。我国专业公共卫
生机构作为公益Ⅰ型组织存在，体制机制的
主要特征在于公益服务为主、财政全额支出，
造成其资源获取能力不强、资源竞争力较弱
的形势。由于没有法律赋予的行政干预权力
和应急处置权力，导致疫情爆发之初，便呈
现各级疾控部门的被动应对局面。第二，我
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数量与从业人员储备均
呈现“不增反降”的下滑趋势，致使疫情期
间出现大量“突击”招人的现象。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的“基础”不牢与负增长变化，直
接降低了公共卫生人才的接收能力与吸纳能
力。2018年，我国各级各类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数量仅有3443个，并且比2017年减少13个，
所占比例约为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总数的五分
之一。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从业人员和
卫生技术人员分别比2017年减少0.3万人和
0.2万人，尤其是高端科研人才、执业医师和
应急人才都存在较大“缺口”。此外，基层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岗位缺乏严格要求，公
共卫生执业医师的拥有数量较少，大量非专
业人员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第三，公共卫生
医师流失现象令人堪忧。我国公共卫生行业
的整体待遇不高，且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别。
北京、上海、浙江等东部经济发达区域疾控
人才的平均每月薪酬仅为7千元左右，地处西
部的重庆则不足5千元。[4]而美国公共卫生工
作者的平均年薪为48000美元。薪资收入偏低、

职业归属感遗失已成为高学历毕业生和公卫
执业医师“不愿来”“留不住”“不好留”
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仅国家疾控中心流失
的中青年骨干计有百人之多，地方疾控机构
的专业技术人才流失更为严重。[5]

(四)医学人才的培养过程还存在薄弱环
节
新冠肺炎疫情中令人痛心疾首的医护伤
亡揭示了面向“大健康”“全周期”医学培
养系统的不充分和不全面，临床医学人才的
公共卫生基础知识和新发传染病防控技能等
方面漏洞亟待弥补。第一，临床医学人才培
养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重“治疗”轻“预防”
知识结构失调，以及重“技术”轻“防护”
的实践能力短板。临床医学学生长期注重精
深、细致、分科的医学知识学习和治病救人
技能训练，缺少公共卫生知识的融入和运用。
临床医学学生仅强调培养问诊、查体、诊治
的常规医疗实践能力，而疫病防控的危机干
预实践意识不强和应急处理能力弱化，尤其
缺乏应对新发重大传染疾病的紧急处置和救
护技术。此外，临床医学人才的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过程仍有遗漏，主要欠缺针对复杂
病种医疗防护培训的系统性与周密性，当前
培训通常围绕一般性、常规性的医疗防护技
能教育和模拟操作，缺乏对急性烈性传染病
的装备穿戴、病菌消杀等高等级防护流程的
熟练训练。第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人才
的专业培养存在明显的“医防脱节”现象，
尤其是防疫抗病的实践能力始终薄弱。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医学、护
理学等医学学科专业之间的知识交叉融合不
深、范围不广，公共卫生学院与其它二级学
院之间仍无高效、科学的协同育人机制，促
进专业课程资源共享、教师互聘、学分互认、
学时转换等“硬性”教学制度还不完善。在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依然缺
乏足够的、丰富的专业化疾病防控实践能力
训练，学生毕业实习与考研、就业存在时间
冲突，不能保证实习实训质量，导致公共卫
生 专 业 学 生 对 疾 病 、 疫病、 慢 病 、 流 病的
“纸上谈兵”和“一知半解”。此外，防疫
队伍缺失完整、系统的继续医学教育经历和
防疫抗疫专业技能培训。
三、深化我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径
选择

(一)全面提升临床医师的多样化供给
能力
第一，倾力培育拔尖创新型医生。增加
举办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大学数量，尤其
是具备医学教育优势的“一流”大学和部委
省共建医科大学都应纳入八年制医学教育序
列。扩大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大学招生自
主权和全国范围招生比例。探索八年制医学
“新医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第二，改革大学临床医学专业的招生、
培养与就业机制。逐步提升本科临床医学类
专业的招生层次，通过全面实现“一本”招
生等方式保证生源质量。探索临床医学人才
的分层次培养模式改革，推动部属综合性大
学、省属医科大学、市属医科大学和民办医
科大学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建立区域内大
学面向各级医疗单位与各类公共卫生岗位的
医生人才定向招生与就业相互贯通的“扎根
式”“立地式”培养制度。
第三，激活与释放基层医生的需求空间。
完善卫健、教育、人社、财政、发改等省市
区（县）三级政府部门的政策、规划、管理
和就业等方面的协调机制与联动保障机制，
全面激发基层医疗领域的医生需求活力。具
体来讲，卫健部门应加强基层医生的规模预
测、发展规划、政策支持与激励落实，教育
部门应全方位开辟促进基层医生区域内就业
的信息平台和便捷通道，人社部门应加大基
层医生的岗位扩充、编制增添和职称名额提
供。同时，地方政府还应加大全科医生培训
力度，强化基层医疗人才和公共卫生专业技
术人才的多样化引聘与科学管理，并对长期
潜心扎根基层的执业医生给予职务、职称、
学历提升和业务培训等政策倾斜。
(二)多举措提高大学医学教育供给质量

第二，遵循高等教育的外部适应规律，
积极打造医学人才培育与供给新增长极。医
学教育必须融入“大健康”理念，将“以人
为中心”的疾病、预防、健康等现代医学核
心要素融入大学医学教育全过程，强调培养
医学生的研究、创新、转化等思维与能力。
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大健康”需求的变化
趋势，加快培养公共卫生和临床医疗相结合
的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职业病学、社区
与健康教育等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加强健
康管理、心理卫生、公共营养、健康大数据
等新兴领域的公共卫生交叉学科人才培养。
改善医学研究生培养结构，扩大临床导向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
第三，深化医学教育课程体系改革。首
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以课程思政的方式推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的广大医护工作者先进事迹进课堂、
进教材、进头脑，大力弘扬健康所系、生命
相托的新时代精神，以及救死扶伤、大爱无
疆等新时代正能量。通过专业教育与素质教
育的知识融合，德育为先培养具有仁心仁术
的医学人才。[6]其次，积极探索医理、医工、
医文融通发展的课程体系改革，打造具有中
国特色的“新医科”课程新体系，促进复合
型医学人才的知识一体化、技术多样化发展。
再次，兼顾显性实践课程与隐性素质课程建
设。健全以防治结合能力为核心、以应急防
疫能力为补充的临床实践课程体系，增强临
床医学人才对医院感染防控的应急处置能力。
适当增加临床医学在传染病、急重症、急诊
急救、精神卫生、社区医疗等专业方面的课
间实习课时。积极开辟医学实践教学“第二
课堂”，鼓励师生广泛深入社区、街道和乡
村，定期开展社会公益实践和专题宣讲活动，
通过态度、价值观、行为方式等隐性培养，
提升医学生的职业自豪感和责任使命感。最
后，改革医学教学模式。2016-2017年，美
国有76%左右的学位授予院校提供在线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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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建立适应健康全过程的跨专业与
跨行业“大医学”教育模式。21世纪以来，
大学所有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都在加速，这
就要求医学教育打破学科和专业之间的壁垒，
形成融合融通的集成化势力。一方面，逐渐
将相互独立的分学科专业课程混为一体。调
整与优化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等
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体系，在临床医学专业
的必修课程中增加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内容
的辅修课程模块及其学时学分比重，丰富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临床医学领域通识

课程，有效弥补临床医学教育的防疫控疫知
识“盲区”和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的临
床知识“漏洞”。另一方面，探索实施公共
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积极
推进以岗位胜任力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改革，
建立完善协同育人机制，促进公共卫生专业
的各项教学内容与公共卫生系统的业务领域、
岗位能力紧密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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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商业与市场”类学科居于榜首，其
次是“健康”与“教育”类。[7]可见医学教
育在线课程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教育市场
需求，因此，应加强医学教育的数字化、信
息化资源建设，采用远程教学、线上教学、
视频教学等现代信息技术，突破医学教育的
时空限制，促进面对面“即时式”信息单向
传递教学向知识“随时回顾式”循环学习转
变，同时，以“学生为中心”做好任课教师
的教学技术培训和教学质量监控。
第四，健全毕业后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
体系。一方面，加强各类教学基地建设，加
强问题导向和任务导向的培训模式。住院医
师培训阶段是“医生开始职业生涯，获取专
业知识和技能，逐渐形成职业认同，不断培
养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习惯、行为、态度和
价值观”的时期。[8]应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体系，增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
措施、重大传染病防治知识等公共卫生方面
的培训内容，强化规培医生自身防护能力的
系统训练与操作考核。另一方面，扩大继续
医学教育的覆盖面和延伸范围。依托医学院
校的各级各类人才培训中心、成人教育学院
和网络教育学院，将学历提升、业务培训进
一步向基层延伸和覆盖，为基层医疗单位与
公共卫生机构培养更好更多的实用医学人才。

(三)重构公共卫生体系的安全防护力与
公信力
第一，推进公共卫生的管理体制与运行
机制改革。健全公共卫生事业的法律保障体
系，探索从行政权力、危机干预权、应急处
置权等方面对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进行适当赋
权。调整公共卫生事业的政府财政投入比重，
优先、充足保证公共卫生研究经费和各级各
类实验室建设经费，逐步提升公共卫生医师
和专职科研人员待遇。加强疾控机构与医院
的组织联动与信息联网，健全新发未知传染
病的“自下而上”的专用上报通道，完善各
类传染病的监测、预警和及时报告机制。强
化公共卫生机构绩效考核，注重对突发公共
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理和防疫控疫等工作考核，
并依据考核结果建立动态拨款机制，建立基
于公众满意的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
第二，常态化扩充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
岗位种类与数量。扩大高层次公共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规模，对引进急需、紧缺的防疫抗
疫高层次人才应突破岗位、学科专业限制，

建立“特事特办”或“一事一办”的特殊引
聘工作机制。严把公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入
口关，健全执业准入制度、完善执业标准和
岗位考核体系。探索建立公共卫生执业医师
的规范化、常态化培训制度，遴选建设功能
齐备的公共卫生执业医师培训基地，丰富公
共卫生监测、流行病学调查、风险评估与卫
生应急管理、健康教育与促进等培训内容。
(四)优化医学教育的外部治理机制
第一，构建政府投入为主、多主体投入
为辅的多元化投资体系。公共财政是医学教
育最主要的持久性经费来源。根据21世纪全
球医学卫生教育专家委员会估计，全球年平
均医学教育投入约一千亿美元，这与全球五
万五千亿卫生开支相比显得微不足道。[9]卫
生系统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而医学人才
培养费用不及总资金的2%，巨大的投资豁口
引发了一系列医学教育问题。因此，政府应
在“十四五”期间持续扩大医学教育投入，
这也是营建高效和可持续发展医疗卫生体系
不可或缺的步骤。在单纯增加医学教育财政
性投入的基础上，还应注重对“双师型”师
资、临床教学基地和仿真模拟教学设施的优
先投入，减少有限资金的浪费和低效使用，
并且以激励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进一步追求
经费投入的机会公平与效益至上。同时，建
立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对医学教育的多渠
道投资机制和成本补偿机制，强化医学教育
捐赠和私立医学院校的资金使用透明度和规
范化办学监管。
第二，营造全社会尊重医生、善待医生
的良好氛围，重塑医生的行业吸引力与职业
向往力。一方面，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和职
业荣誉感亟需依据社会实际，开展依法治理、
依法服务、依法保护等法理层面的“自上而
下”垂直发力。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深
化带动了医生管理体制、医患相处模式和治
病救人方式等领域的深刻变化，迫切需要对
《执业医师法》进行适应性的修订与补充，
为医生群体创造更完备的职业环境和制度文
化。另一方面，医生是人类健康的守护者，
医生有尊严，生命才更有尊严，尊重医生意
味着尊重生命。因此，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
和社会舆论的“风向标”作用，以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为契机，全面加大对优秀医生的事
迹宣传与榜样示范，积极倡导和形成尊重医
生、尊重生命的文化氛围，并使尊医重卫成
为新时代的社会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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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medical education associated with professionalism, including
disagreements about curriculum, pedagogy, and assessment, are rooted in part in the differing
frameworks that are used to address professionalism. Three dominant frameworks, which have
evolved in the medical education community, are described. The oldest framework is virtue based
and focuses on the inner habits of the heart,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character and reasoning,
plus humanistic qualities of caring and compassion: The good physician is a person of character.
The second framework is behavior based, which emphasizes milestones, competencies, and
measurement of observable behaviors: The good physician is a person who consistently
demonstrates competence in performing patient care tasks. The third framework is identity
formation, with a focus on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ization into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The good physician integrates into his or her identity a set of values and dispositions consonant
with the physician community and aspires to a professional identity reflected in the very best
physicians. Although each professionalism framework is useful and valid, the field of medical
education is currently engaged in several different discourses resulting in misunderstanding and
differing recommendations for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professionalism. In this article, the
assumptions and contributions of each framework are described to provide greater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professionalism. By examining each discourse in detail, underlying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can be highlighted to assist educators in more effectively creating professionalism
curricula, pedagogy, and assessment.

Academic Medicine (2016) Dec;91(12):1606-1611

---------- 评

论 ----------

医师职业精神的主题从近年来备受关注开始，关于职业精神的内涵与
外延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从现代医师职业精神发展之初，认为职业精神
是美德、理想和人文精神的体现，到2010年逐渐认识到，职业精神可以被
定义为岗位胜任力之一，能够具体化为具体的行为指标从而便于观察和评
价，职业精神的研究经历了不断丰富和拓展的过程。本文的重要意义在于
再次基础上提出了职业精神的培养是职业身份形成的一个过程。该定义框

架认为，职业精神应当专注于自我身份定义的形成和对于执业环境社会化
的转变，即：一名合格的医师能够将其自我身份的认定与岗位的价值和社
会的期待保持一致。这种理论框架，能够为医学生提供积极的榜样模型示
范作用，也能够让学习者敏感地试写出负面情景的影响，从而更加从容的
面对复杂情况。但是，需要注意每一种新的理论框架的提出，不代表原有
的以道德和价值观为基础以及以行为为基础的职业精神理论框架就过时或
者不适用，而是三种理论框架均有各自的具有意义和不同视角的假设前提
以及优势的适用场景。医学教育的研究人员和从事教育教育的教师应根据
课堂和评价的实际需求，选择适用的理论框架作为基础进行教学活动，帮

9

助学生职业精神更加全面的发展。

闻德亮（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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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ng professionalism into the
curriculum: AMEE Guide No. 61.
Helen O'Sullivan, Walther van Mook, Ray Fewtrell, Val Was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bstract
Professional values and behaviours are intrinsic to all medical practice, yet remain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subjects to integrate explicitly into a curriculum. Professional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raises challenges not only to adapting the course to changing societal values but also for
instilling skills of ongoing self-directe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trainees for future revalidation.
This Guide is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available literature and focuses on instilling
Professionalism positively into both undergraduate and postgraduate training deliberately avoiding
the more negative aspects of Fitness to Practise. The literature on Professionalism is extensive.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has been taken throughout. We have selected only some of the available
publications to offer practical advice. Comprehensive reviews are available elsewhere (van Mook
et al. 2009a-g). This Guide takes a structured stepwise approach and sequentially addresses: (i)
agreeing an institutional definition, (ii) structuring the curriculum to integrate learning across all
years, (iii) suggesting learning models, (iv) harnessing the impact of the formal, informal and
hidden curricula and (v) assessing the learning. Finally, a few well-evaluated case studies for both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have been selected to illustrate our recommendations.

Medical Teacher 2012;34(2):e6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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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临床医学教育领域，随着我国毕业后教育工作的不断规范和
推进，一个外来语“Professionalism”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对于
Professionalism的理解在不同地区，乃至不同的专家学者中都存在着一定的
差异，这种差异从中文翻译可见一斑。目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翻译是“职
业精神”，更显示其人文属性，而在有些场合，有的学者也使用“专业素
养”，更突出其专业属性。“职业精神”是强调Professionalism与医生这个
职业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等密切相关，也因此，在我国关于医生胜任力的描
述中，职业精神往往被放在第一位。而从另外的角度看，作为医生胜任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Professionalism的重要特征应该是可以被准确观察和评价的，
即医生价值观和道德准则的外化行为，是经过专业培训后方能具备的能力，
因此称之为专业素养也是一种可以被接受的翻译或者解读。但无论怎样解读，
Professionalism对于医生这个职业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篇文献着眼于职业精神的教育，从对职业精神的理解差异和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其内涵的变化讲起，详细分析了医学教育中开展职业精神教育的重
要意义和所面对的困难与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及挑战，特别强调了
职业精神的积极意义，对于大家准确地理解职业精神并开展相关教学活动会
有助益。
李海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副院长，内科学教授）

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within
longitudinal integrated clerkships: A scoping
review
Brown MEL, Whybrow P, Kirwan G, Finn GM.

Abstract
Context: Although the uptake of Longitudinal Integrated Clerkships (LICs) is increasing
worldwide, and there are documented benefits to participation, there is a lack of conceptual
evidence regarding how LICs exert many of their benefits, including their influence on the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of practitioners to underserved areas or specialties. Whilst career choice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have been previously connected within medicine, what is
known about the ways in which LICs influence identity remains unclear. A scoping review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current knowledge and map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Method: In 2020, the authors searched nine bibliographic databases for articles discussing ident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LICs using a systematic search strategy. Two reviewers independently
screened all articles against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charted the data. Eligible articles were analysed
b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thematic analysis.
Results: 849 articles were identified following an extensive search. 131 articles were selected for
full-text review, with 27 eligible for inclusion. Over half of all articles origina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or Canada, and research most frequently explored identity development from sociocultural
orientations. Qualitatively, four themes were identified: (a)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ual
continuities; (b) Symbiotic relationship of responsibility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c) Becoming a
competent carer; and (d) Influence of LICs on career identity.
Conclusions: This scoping review adds weight to the supposition that participation in LICs
facilitates identity development, namely through contextual continuitie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students assume as they become co-providers of patient care. There are suggestions that LICs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an 'ethic of caring'. As little research compares comprehensive
LICs with other clerkship models, it remains difficult to say to what degree identity formation is
facilitated above and beyond other models. Future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research exploring
identity formation from divers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would add depth.
Medical Education. 2021 Feb 2.

论 ----------

Longitudinal integrated clerkships (LICs) are a successful form of clinical
education growing across the US, Canada, Australia, and in many other nations. LICs
use educational continuity to animate core principles from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restructure of clinical education.1,2 In LICs, students are connected to learn from
patients and teachers longitudinally closely and over time, rather than in short-term
blocks of time. Educational scholars and leaders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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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rtium of Longitudinal Integrated Clerkships meeting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USA) in 2007 developed a research definition; LICs are the central
element of clinical education whereby medical students: 1. Participate in the
comprehensive care of patients over time; 2. Engage in continuing learning
relationships with these patients' clinicians; and 3. Meet the majority of the year's
core clinical competencies, across multiple disciplines simultaneously through these
experiences.3,4 Across time, LICs produce important and significant benefits for
students’ learning, humanism, and professionalism and for teachers, patients, health
systems, and communities.2-6
LICs are rapidly growing and scholars are undertaking research to characterize
their number, size, and structural and regional diversity.7-9 Educational scholars now
seek to determine how LICs create their many observed benefits.4,8,10 Latessa et al.
described multiple “affordances” (i.e., “qualities of a workplace that promot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that may underlie LICs success; the authors noted students’
continuity with patients, preceptors, place and peers along with curricular flexibility
and integration. Most recently, Brown et al. undertook a scoping review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PIF) within longitudinal integrated clerkships.
considering 849 articles.11 Their review of 27 articles eligible for inclusion found 4
themes: “(a) the importance of contextual continuities; (b) symbiotic relationship of
responsibility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c) becoming a competent carer; and (d)
influence of LICs on career identity.”(p5).11 This review confirms and builds upon
earlier sentinel work1,10,12,13 and connects importantly to core theories of caring.14,15
Regarding LICs and PIF in general, Brown et al. extend our understanding and offer
useful recommendations for educators.
For medical educators, educational leaders, and scholars interested in
improving clinical education in medicine, the findings described by Brown et al.
offer new insights and reasons for the power, effectiveness, and importance of LICs.
References
1. Hirsh DA, Ogur B, Thibault GE, Cox M. “Continuity” as an organizing
principle for clinical education reform. N Engl J Med. 2007;356(8):858-66.
2. Hirsh DA, Singh TA, Saravanan Y, Walters L. Longitudinal Integrated Clerkships.
In Dent JA, Harden RM, Hunt D, eds. A Practical Guide for Medical Teachers. 6th
edition. Elsevier; 2021. In Press.
3. Hirsh D, Walters L, Poncelet AN. Better learning, better doctors, better delivery
system: Possibilities from a case study of longitudinal integrated clerkships. 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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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nstruments and their
measurement properties
Honghe Li, Ning Ding, Yuanyuan Zhang, Yang Liu, Deliang Wen

Abstract
Background: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various instruments were developed and employed to
assess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but their measurement properties have yet to be fully evaluated.
This study aimed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se instruments' measurement propertie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their related studies within a universally acceptable standardized
framework and then provide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Methods: A systematic search of the electronic databases PubMed, Web of Science, and
PsycINFO was conducted to collect studies published from 1990-2015. After screening titles,
abstracts, and full texts for eligibility, the article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e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instrument's usage. A two-phase assessment was conducted: 1) methodological
quality was assessed by following the COnsensus-based Standards for the selection of health
status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COSMIN) checklist; and 2) the quality of measurement
properties was assessed according to Terwee's criteria. Results were integrated using bestevidence synthesis to look for recommendable instruments.
Results: After screening 2,959 records, 74 instruments from 80 existing studies were included. The
overall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these studies was unsatisfactory, with reas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unknown missing data, inadequate sample sizes, and vague hypotheses. Content validity,
cross-cultural validity, and criterion validity were either unreported or negative ratings in most
studies. Based on best-evidence synthesis, three instruments were recommended: Hisar's
instrument for nursing students, Nurse Practitioners' Roles and Competencies Scale, and Perceived
Faculty Competency Inventory.
Conclusion: Although instruments measuring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are diverse,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studies were methodologically sound. Future studies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systematically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existing instruments and to longitudinal studies.
PLoS One. 2017 May 12;12(5):e0177321.

---------- 评

论 ----------

William Burdick, MD, MSEd
(Vice Secretary-General, The Network: Towards Unity for Health (TU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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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nge of behaviors and skills represented by the term “professionalism”
creates a challenge for comparison of instruments purporting to measure it. The list is
long and while there is often some overlap, many of the “professionalism”
instruments measure different things. They may include communication with patients
or peers, attitudes of subordinated self-interest, case presentation, maintenance of
medical knowledge, ethics, time management, research, patient advocacy, medical
expertise, feedback skills, surgical skills, office management skills, safety culture,
teamwork, error disclosure, or others. This wide range of skills is symptomatic of the
use of an umbrella term that means different things in various settings. It makes
comparison between instruments that are trying to measure this umbrella concept
difficult at best.
As educators, we decide in which domains we want our learners to achieve to a
specified level of mastery. Once the domains are determined, we would like to be able
to perform a high quality assessment of those domains. As Li and her colleagues point
out in their study, the evidence for quality of the assessment is often not there. The
most common quality indicator is measurement consistency, or reliability. This is a
good start, but while measurement consistency is a pre-requisite, we may be
consistently measuring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reflect the attribute in question – that is,
the inference from our assessment tool may not be valid.
Our challenge is therefore two fold. First, clearly defining the skills, behaviors,
attitudes and other attributes that we desire in our graduates. A learning institution
may wish to group these attributes under the rubric of professionalism but use of that
rubric should not influence the individual measurement of the sometimes disparate
traits it encompasses. Consistent measurement through observer training, item clarity,
and uniform application of scoring standards is an essential start. Second, we need to
seek evidence that the inference we are drawing from this assessment is valid - a much
more difficult, and often more expensive task. Generating evidence for inference
validity demands follow up assessments in authentic settings, or parallel assessments to
look for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scores on the examination in question and scores in
other related measurements. As this paper indicates, while our measurement tools
regularly provide evidence for reliability, researchers need to focus attention on the
challenge of generating evidence for validity of our i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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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professionalism: From where
have we come - to where are we going? An
update from the Ottawa Consensus Group
on the assessment of professionalism.
Brian Hodges, Robert Paul, Shiphra Ginsburg, The Ottawa Consensus Group Members

Abstract
Background: In 2009, an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IWG) on the Assessment of
Professionalism began collaborating and published recommendations in 2011. Nearly a decade
later the IWG reconvened to take stock of the state of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impact of the 2011 report.
Method: A bibliometric study identified all publications on assessment of professionalism since
2011, noting those that cited the original report. Articles were coded to identify the reason for
citation and new trends in assessment. Bibliometric data were supplemented by discussion groups
held at key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eetings.
Results: Six-hundred publications on the assessment of professionalism were found in Google
Scholar and 164 in Web of Science since 2011, of which 177 (30%) and 84 (50%) respectively
cited the original IWG publication. English language publications were most common (83%), but
there were articles in 13 other languages by authors from 40 countries. The report was cited
commonly to justify attention to professionalism in general (41%), assessment of professionalism
(38%) and to explore professionalism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professions (25%). A thema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of 9 research areas recommended in 2011, 7 of 9 categories were represented
with a large increase in research 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onclusions: Though the assessment of professionalism remains a challenge the research base
continues to grow, especially related to professionalism across cultures and languages, and a large
percentage of publications cite the IWG recommendations. There remains a gap in research and
writing about patients' perspectives.
Medical Teacher. 2019 Mar;41(3):249-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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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职业精神来源于医疗实践，是反映医学本质和社会对医疗行业要求
的职业理念和行为准则。由于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制度、生活形态不同，
会对医学职业精神产生不同的影响，但其核心内容应该是相同的，包括人道
主义、利他主义，救死扶伤、服务健康，爱岗敬业、恪尽职守，患者至上、
大爱仁心，等等。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的发展，医学职业精神的内容也在
不断丰富和发展，但其强调医学要技术精湛，更要有人文关爱，是仁术、技
术和艺术的统一，倡导有温度医学的本质是不变的，这也是医学的社会价值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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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职业精神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从理念规范层面到文化层面、物化层
面，最后到行为层面，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精神到行动，从行为准则到
具体行动的不断递进过程。由此可见，医学职业精神不是一个空泛的东西，
而是要落实到医疗实践中，变成广大医务人员的行动。这就意味着职业精神
既是理念、理想和态度，也是行为规范和标准，是行业的行动指南，也是医
务人员群体和个人的行为准则。
要推进医学职业精神从理念变成医务人员的共识和行动，评价显得格外
重要，也是研究的难点。从发展趋势来看，为了保证职业精神评价的客观性、
公正性和指导性，不仅需要以医学职业精神的准则作为评价标准，还要有评
价主体的多样化，即评价中有同行医护人员、管理者、病人、病人家属、社
会等多主体的共同参与；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如采用观察、问卷、访谈、现
场考察等多种方式和手段；评价内容的多元化，既要评价技术方面的内容，
也要考察医患沟通、服务态度等非技术方面的内容，既要考察诊疗过程，更
要评定结果。总之，医学职业精神要真正落实到医疗实践中，需要从医学生
的职业素质培养开始，更需要在医疗实践中通过客观的评价、正确的指导和
科学的管理加以落实。

17
郭永松（浙江大学医学院医学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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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医学生的全人教育,塑造医师职业精神
王维民

摘要：全人教育作为一种强调个人全面发展,个人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教育思想,旨在培养博
雅通达、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即所谓的"全人",即培养德才兼备、身心健康、服务社会、善
于创新的人.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生,接受全人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将奠定未来医师职业

精神的基础。
中华医学杂志,2013,93(10):73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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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estic Highlights

王维民的文章“实施医学生的全人教育,塑造医师职业精神”追溯了全人教育
的历史、内涵及要素。文中指出全人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目标， 2500 多年前孔
子提出,教育要"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西方的全人教育思想可以追溯
到古希腊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从人性和人的自由出发,将人的个性全面发展作为教
育的目标。笔者认为：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在《184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中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他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
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就是说人的发展体现出人的本质和全面性两个维
度的统一。王维民的文章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同时联系到医
学生的培养目标和过程，非常值得学习。
文中提出以全人教育思想培养医学生的医师职业精神，贯穿到医学生和医生的
整个职业生涯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目标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 以“ 人之为人"
传授知识"健全人格" 为核心内容的全人教育思想是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 教育不
是单纯的知识传授,“ 仁智兼养, 德理双修, 为人为学统一" 才是教育的真谛。这
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文中提出的培养途径：医学基础阶段,在全面实施医学基础课程整合和实验教
学改革的同时,应特别强调在专业知识传授的过程中进行职业态度和专业素质的引
领,教师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在隐匿性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逐步树立良好的
职业精神和态度。这也是当今的医学教育改革的重点。总而言之，王维民的文章值
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借鉴。
孙宝志（中国医科大学原副校长）

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的现实审视及其路径
田怀谷,黄新建,汪文新

摘要：医学生的职业精神较为重要，进而学生在医学院校学习中需要按照学校的职业精神
培养路径进行学习，为学生之后的学习、工作奠定基础。本文通过职业认知偏差、教育脱
离生活实际，两个方面对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又从构建科学的评
价体系、进行自我心理疏导、发挥出职业精神课程体系的实际意义，三个方面对医学生职
业精神培育路径进行讨论，希望为关注这一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5):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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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强调了为应对卫生资源和医疗服务的逐渐市场化，医学生职业
精神培养需要构建更加合理科学的培育体系。作者首先分析了现阶段高等医
学院校中医学生职业精神培育存在的一些不足，包括医学生对于职业认知的
偏差，尤其是职业价值取向和学医目的模糊；部分医学院校相关教育脱离实
践，一方面只靠书本的知识灌输，另一方面使用职业生涯规划等课程试图代
替职业价值观等内容，难以实现教学目的；最后，指出了我国尚未形成全方
位的职业精神培育课程体系和职业精神的科学评价体系的尖锐供需矛盾。
基于以上问题，作者从“知信行”理论的角度对现有问题提出了措施建
议。从医学生职业精神知识、到内部价值观和外部行为实践多个层面，分析
了学校引导、课程体系优化、校园环境营造、临床实践整合以及评价体系建
立对于医学生职业精神提升的潜在作用。

王振宁（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肿瘤外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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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有别有临床知识和临床技能的培养，更加强调价
值观的内化。现阶段，全球的医学教育专家、学者已经认识到，职业精神的
培养已从过去传统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层次发展增加为第四个层次，即
职业身份形成（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mation）。这个层次就涉及到
了将职业价值观融入到自我身份认同、并内化于自我价值观中。这个过程需
要精巧且符合学生成长和认知规律的课程设计，进而建立多阶段、全教育周
期的职业精神培养模式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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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Sharing

《中国临床医生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与应用》
孙宝志、李建国、王启明 人民卫生出版社

确保高质量的医学人才能够进入医疗行业队伍之中，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一直是医学教育的重要发展目标。该书是编写团队第一次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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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31省市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大规模调查，是我国医学教育
领域第一次应用国际流行的岗位胜任力构建方法，全方位大规模的研究
构建取得的成果。该项目基于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标准接轨，提出了
临床医生需具备的八大能力、三级标准，为国内医学院校教育教学改革
提供参考，为临床医学教育5+3培养模式提供借鉴意义。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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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模式培养临床医学人才胜任力阶梯标准医学考
试方法研究》
孙宝志 王县成 人民卫生出版社
该书是在临床医生岗位胜任力模型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所做的临床
医学人才评价的应用转化。借鉴美国国家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
医学专科里程碑评价标准的理念，设计了中国“5+3”模式临床医学

人才培养胜任力阶梯标准。做出了医学生院校教育到规培阶段的胜任
力要求与评价标准、设计了基于岗位胜任力的分阶段考试大纲，介绍
了目前国际通用的新型、综合性的考试评价方法。帮助医学院校以培
养学生能力为目标，应用与国际接轨的教学评价方法，参与全球第三
代医学教育改革的实践。

闻德亮.《2018国际医学教育研究前沿报告》,科学出版社,
2018.
闻德亮.《2019国际医学教育研究前沿报告》,科学出版社,
2019.
闻德亮.《2020国际医学教育研究前沿报告》,科学出版社,
2020.
《国际医学教育研究前沿系列报告》是对医学教育学科领域整体态势及发展
变化的综合概括描述。本系列丛书利用科学计量学手段对目前国际上医学教育研
究的热点进行了总结概括，反映出国际医学教育的动态发展变化，旨在为国内外
所有从事医学教育研究、教学的工作者提供一个追踪热点前沿的平台：通过了解
全球医学教育近年来的研究现状、发展状态和前沿趋势，促进医学教育的快速发

展。
《国际医学教育研究前沿系列报告》于2018年起连续出版，在每一年度揭
示和报告医学教育领域不同主题的发展变化态势，如2018年聚焦全球医学教育
的整体发展脉络；2019年关注医学教育课程研究，并与时俱进地引入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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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ESI评价指标；2020年聚焦医学教育评价研究，并重点解析国际医学教育投
稿期刊的热点研究主题。通过多视角、多维度、多主题的动态分析，帮助全球的
医学教育研究者、工作者紧跟时代脉搏，把握国际医学教育的整体发展态势，并
对未来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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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professional identity
《医师职业精神培育：支持职业身份的发展》
Cruess, Richard L., Sylvia R. Cruess, and Yvonne Steinert, eds.

Resource Sha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2009年第1版Teaching medical professionalism《医师职业精
神培育》的发布，为医师职业精神的教学设计与实施注入了新鲜的血
液，在全球医学教育领域掀起了医师职业精神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浪潮。
Teaching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professional identity《医师职业精神培育：支
持职业身份的发展》作为医师职业精神培育的第2版著作，以医师职
业精神培育为主线，将职业身份形成和发展定义为职业精神教育的目
标，并作为全书的统一主题一以贯之。全书围绕医师职业精神教与学
的概念、理论和原则，并以案例研究的形式提供了促进职业精神提升
和职业身份形成的方式方法，体现了医师职业精神教育的连续性和动
态演变进程，为医学教育工作者开展职业精神教育教学提供了更多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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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经验和实践启示。

Understanding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理解职业精神》
Wendy S. Levinson, Shiphra Ginsburg, Frederic W. Hafferty, and
Catherine R. Lucey.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4.

Understanding medical professionalism《理解职业精神》是
医师职业精神研究领域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旨在引导医学生
和临床医师通过开展专业的医疗实践提供高质量的病人诊疗和病人关
怀。本书围绕四项关键前提组织编写架构，为深层次理解医师职业精

神的概念内涵提供了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视角。通过呈现真实典型的
案例场景，直面医师职业精神诸多困境与挑战，为临床工作者积极应
对和解决这些困境与挑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对于培育医学
生和临床医师的职业精神，营造良好的职业环境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
导意义。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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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医 科大 学医师 职业精 神研究 成果和 经验
现阶段，我国卫生健康系统对医疗人才质量的提升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启动并推进以提升临床
医师岗位胜任力为目标的医师职业精神培养模式改革，是医学院校为人民健康提供优质卫生人力资源
的保证，是实现健康中国梦的必经之路和重要举措。多年来，中国医科大学研究团队主要围绕职业精
神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持续进行研究与改革：如何促进医师职业精神培养理念与时俱进，以适应社会
对具有高水平岗位胜任力医学卫生人才的迫切需要；如何有效构建医师职业精神培养的内涵框架，升
级培养理论与策略；如何努力推进医师职业精神培养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改革，提升教学整体水平及
层次；如何加强医师职业精神培养的长效发展机制，并持续完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
通过深入对外交流，积极引进先进医学教育思想，更新医师职业精神培养理念。学校选派骨干教
师赴美国外国毕业生教育委员会、美国哈佛医学院、德雷塞尔大学、丹麦奥尔堡大学等进行医师职业
精神评价与培养相关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研修；邀请美国医学教育与研究促进基金会副主席来华进行关
于医师职业精神的主题报告，并合作研究医师职业精神的评价与培养。通过与多个国外机构展开深入
合作，丰富我校及相关人员对医师职业精神培养理念的认识与理解，确定了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以
医学生为中心、“全周期、多维度”的医师职业精神培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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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邀请全国资深专家，科学系统性构建医师职业精神培养框架，锁定培养目标，升级培养理

论与策略。通过系统性综述收集目前国际上正在使用的评价指标体系，依据国际上医师职业精神内涵
框架，经过两轮邀请高水平相关专家对前期形成的内涵框架、维度和指标进行反复论证与探讨、筛选
与评价，最终形成了在临床医师岗位胜任力框架下的包含四个维度的内涵框架及40个医师职业精神行
为指标。该指标体系已通过两轮三轮，合计近万人的评价检验，最终建立起系统、科学和代表性强的
医师职业精神评价指标体系。
在建立了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多种途径和多种角度探索更加完善的医师职业精神教
学内容与方法。通过标准化的多轮专家咨询和实证研究，结合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需求，建立
针对于我国“5+3”医学教育模式下医学生多阶段的医师职业精神里程碑框架。遵循医学生个人成长

05

规律和教育和学习理论，该框架对基础医学期、临床前期和临床期的医学生的职业精神提出了由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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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能力要求。这一框架的建立能为不同培养阶段的职业精神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的制定提供理论框

架和指导意见，是评价体系和培养体系之间紧密联动的重要保障。运用多学科背景进行交叉，探索计
划行为理论、人际行为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在医师职业精神研究方面的应用，对现有的教学内容与方
以课题研究项目为引导，探索医师职业精神培养长效发展机制，完善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我
校医师职业精神的相关研究，涉及来自全国30余所医学院校、17个学科的医学教育、医师职业精神和
临床医学专家及学者。从2011年开始，通过连续多个国家级、教育部及省级课题进行引领和支撑，教
师和学生在参与教学改革过程中从理念、内容、方法、手段和评价等教学环节入手，通过课题研究项
目全面系统化推进教学改革，通过课题研究激励相关研究和管理人员持续性的对医师职业精神教学进
行改进，并形成了大量优质理论与实践成果，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累计引用次数超过500余次，并
翻译完成30万字的相关外文教材。
（中国医科大学 李鸿鹤）

Experience Sharing

法进行补充与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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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科大学
中国医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建的院校，是唯一以学校名义走完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全程并在长征中继续办学的院校，是我国最早进行西医学学院式教育的医学高校之一。建校以
来，我校始终秉承“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校训精神，培养了10余万高级医学专门人才，
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其中，担任副部级以上职务百余位，卫
生行业主管部门正、副部长10位，将军40余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17位。近年来，
学校在传承优良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办学特色，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根
本，以学术创新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不断加强内涵建设，致力于建设“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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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高水平、国际化，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医科大学”。
学校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护理学、生物学等
7个学科具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同时拥有相应的博士后流动站。学校是国家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实验区，是国家级临床医学拔尖人才培养改革试点单位和国家级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单位。现有本科专业22个，其中，13个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13门课程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连续11届共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13项。学校
现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1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1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卫生健康委重点实验室6个。现有3所附属综合性
医院和2所专科性医院，2019年我校附属第一医院和盛京医院成为首批委省共建国家区域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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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综合类别）建设单位，2020年附属盛京医院获批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东北区域）。
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2019年度中国医院排行榜》综合排名中，附属第一医院和附属
盛京医院分列第17位和第38位，附属口腔医院稳居口腔专科排名第9位，全校有9个专科位列
全国专科排名前十位，另有19个专科获得提名。

The Centre on Duty

附：中国医科大学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简介
中国医科大学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是中国医科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及管理的机构，兼有
组织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承担决策咨询的双重职能。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始建于1981年的医
学教育研究室，1984年更名为医学教育研究中心，于2017年正式成立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
目前，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下设4个研究所，分别为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评价与管理研究所、
教育技术研究所和教育政策研究所。
课程与教育研究所致力于开展医学相关的课程理论和国际比较研究，课程整合与教学方
法创新研究。1999年借鉴美国哈佛大学经验，对课程进行整合，形成了由九大模块构成的楔
形整合课程体系，为我国众多医学院校进行课程整合改革提供了参考的模板。2003年，成立
中国北方医学教育发展中心。2004年，牵头全国医学院校开展PBL教学方法改革。2008年，

承办第七届亚太地区PBL国际研讨会。2012年和2014年，受教育部、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和美
国中华医学会支持，我校联合中国30余所院校共同构建中国医师岗位胜任力模型，并且完成
其里程碑标准的制定，为中国医学教育的培养标准提供了重要参考。1997年开设的《临床医
学导论》课程教学团队荣获“2009年度国家级教学团队”。
评价与管理研究所，致力于国内外先进医学考试评价技术与方法研究，进行医学考试题
库开发、建设与推广应用。1997年率先引进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开展相关考试内
容设计、试题开发、以及学生评价工作。2012年承担国家医学考试中心项目，开发了计算机
模拟病例（CCS）模板，为我国分阶段考试提供了重要参考。2016年,受人民卫生出版社委托，
联合16所国内知名医学院校共同建设国家级标准化医学题库，题库总试题量达到18.8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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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45门学科，目前已经面向全国发行。
教育技术研究所，致力于教育技术理论和学习资源的开发与研究，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
育管理的效率、质量和科学化水平，加速推动教育信息化进程。主编教学挂图16套，规划教
材11本，图谱专著39本。曾获得国家图书奖1项，国家科技图书奖3项，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
1项，辽宁省科技进步奖2项，科技成果奖1项，其中《系统解剖学图谱》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提名。
教育政策研究所，以建设国家级智库为目的，致力于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研究国
家及区域教育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问题，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建议，致力于服务国家重大教育战
略需求，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重大教育决策提供科学支持。自2012年起，参与临床医学专业认
证标准制定工作，并于2018年参与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参与完成辽宁省教育厅《辽宁

省高等学校分类指导意见》和《辽宁省高等学校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文件的制定。
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先后承担CMB课程10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百余项，经费近
年开始，连续8届获得国家教学成果奖，其中一等奖2项。
国际医学教育研究院严格秉承 “学术为本 开放包容 创新引领 协同发展 资政育人 服务社
会”的宗旨，借鉴国际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经验，深入研究解决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难题，
与国内外医学院校携手，致力于全面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在中国建设世界一流的医
学教育研究院”的美好愿景。

The Centre on Duty

3000万元。主编医学教育研究方面专著15部、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教材30余部。自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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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
理事单位及合作单位招募的通知
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简称“联盟”）是由全国20
家高等医学院校联合发起的学术团体组织，正式成立于2019年5月16
日。联盟挂靠并依托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开展工作，旨在凝聚各
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力量，推动中国医学教育研究的专业化、科
学化与可持续发展，促进医学教育研究成果转化与实践推广，引领
和推动中国医学教育发展。
联盟工作任务包括：聚焦国内外医学教育热点问题，合作开展
医学教育相关课题研究；搭建医学教育研究交流平台，举办医学教
育学术会议，组织开展医学教育国际交流活动；开展医学教育研究
人员及教师教学研究能力培训，提升医学教育研究规范化和科学化
水平；推进医学教育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构建医学教育话语
体系和理论体系。
现公开招募理事单位及合作单位，具体要求及程序详见联盟网
页。
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教育研究联盟
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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