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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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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17〕63号）首次提
出了“鼓励探索开展基于器官/系统的整合式教学和基于问
题的小组讨论式教学”，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号）进
一步强调“加快基于器官系统的基础与临床整合式教学改
革”。从两次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文字表述关注到，聚焦
“器官系统整合式教学”改革的程度从“鼓励开展”到
“加快”，足见国家对这项改革实施的迫切性和该项改革
在医学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
课程整合是在一定教育理念下，为实现教育目标而实
施的课程设计，是一种组织课程的方法。整合课程是将两
种或两种以上的学科，融入到课程整体中去，改变课程内
容和结构，变革整个课程体系，创立新的课程。整合课程
具有联结(connection)、转化(transformation)、超越(transcendence)这三
个特征，医学整合课程也不例外。医学整合课程模式旨在
消除各学科知识之间的界限,使学生形成关于对医学某个领

域的整体认识和全息观念, 并养成深刻理解和灵活运用知识综
合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器官-系统整合课程模式将不同学科
的教学内容，按照人体的“系统”或“器官”进行综合和重
组，整合成若干课程单元，实现微观与宏观、功能与形态、
正常与异常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无论是传统学科课程模式，
还是器官系统整合课程，其核心价值均在与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只是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的发展、知识总量的膨
胀，器官系统整合课程模式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便于开展
临床问题为导向教学，训练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促进自主学习，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
我国的医学整合课程研究与实践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
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在21世纪初到达高潮，约有一半医学院
校曾做过该项改革试点或实践，以“器官”“系统”为线索
的整合课程居多。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院校投
入课程体系改革，整合课程已成为当前医学教育改革的主流
趋势，整合课程的体系性改革与突破，包括培养方案、教学
模式、师资队伍、体制机制等方面综合改革。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吕毅
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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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ature Article

“基于器官系统整合课程和PBL”的全方位医学教育
教学改革与实践
颜虹 吕毅

概要
1

自2001年起，西安交通大学结合自身医学教育积淀，明确提出了“少
教多学，导学互动”的人才培养理念，面向全体临床医学学生开展改革。
历经十余年教育教学改革，系统地构建全新的管理架构，并建立了基础临
床融通的器官系统整合课程体系与PBL教学模式。该模式涉及培养方案、
课程模式、教材、教学方法、学习方式、考核评价、教学组织、教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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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障等八个方面的综合改革，为全国兄弟院校的整合课程改革提供范例，
在我国医学教育史上将具有里程碑意义。

【关键词】器官系统整合课程；问题导向式学习；医学教育改革

A Feature Article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21,20(10):1123-1127.

---------- 评

论 ----------

构建胜任力为导向的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医学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健康中国是实现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前提和条件。全民健康是人民美好生活
的基础和保障。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是卫生健康工作的核心理念。医学要实现
从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根本转变，医学人才的培养也要适应卫生健康
事业的总要求。
医学教育既要贯彻国家教育强国战略要求，也要符合健康中国的内在需要。
医学教育是由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构成的连续统一体，各阶段具
有内在联系和各具特色的不同任务。院校教育是整个医学教育的基础和关键，
是医学人才的奠基工程和基本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医学人才培养，国务院
建立了医教协同机制，制定了加强医教协同促进医学教育改革和创新发展的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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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和34号文件，为高等医学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突出了人文引领能力导向，
回归临床重视实践，促进全面发展等要求。
国际医学教育经历着以学科为中心，以器官系统问题为中心和以胜任力为
中心的三波改革浪潮，每一轮改革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完善和创新。胜任力要
求是未来的方向，在国内已形成共识，但需要观念的深刻转变，目前正在探索
之中。基于器官系统的课程改革，在国内有许多实践。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模
式仍是很多院校的现状。其实，以学科为基础，器官系统为抓手，以胜任力为
导向，相互联系补充，循环上升发展，可能是一种常态。西安交大基于器官系
统的课程整合提高学生胜任力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值得总结推广。一是
借鉴国际医学教育改革的经验，引入PBL教学方法；二是继承本校以问题为中心

四是率先开发并推广了全国高等学校器官/系统整合教材；五是建立熟悉PBL教
学和和整合课程的师资队伍；六是构建了一套新型的考试评价体系。
考核评价是保证教育质量的有效工具。根据评价目标的不同可采取不同的
评价过程和评价方式。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是医师法规定的医师准入制度，对加
强医师队伍建设、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与水平、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意义重大。

A Feature Article

的改革实践；三是牵头成立了全国整合课程联盟，研讨课程整合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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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教育考核评价是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的有效保障，与培养模式密切相关，
主要是评价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终极目标是促进院校教育质量的提
高。西安交通大学基于整合课程体系，建立整合试题研发的团队，开发基础与
临床、临床与预防、专业与人文相互融合整合的新型试题，参与国家医学考试

A Feature Article

中心分阶段考试实证研究和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水平测试项目，科学测评学
生的医学人文等综合素质、医学知识综合运用和临床思维能力，全程考核临床
基本技能，并进行全面及时的反馈，引导学生全面素质的养成、建立系统的临
床思维、掌握基本的临床操作。通过多年的实践逐步建立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
性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考核体系和命题方式为国家医学考试改革提供了借鉴，
从2016-2021年西安交通大学参加国家医学考试中心组织的临床医学专业执业医
师分阶段考试第一阶段实证研究暨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水平测试结果分析，
该校理论考试涉及的四个一级学科（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人文、公共卫
生）教改班均有优势，二级学科中教改班83%有优势；技能考试六站中教改班
82%有优势。 通过一系列改革，该校毕业生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有了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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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全国前列。
器官系统整合课程与PBL教学模式、整合式考试考核，与国家医师资格考试
改革方向高度契合。院校考核制度的改革研究，将成为医学考试制度建设、标
准制定和政策研究重要依据。国家级考试机构与院校的合作研究，将成为医教
考大协同的新特征。

王县成（国家医学考试中心主任）

值得借鉴的整合课程体系系统改革的有效路径
医学关乎“大国计、大民生”，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受到国家高度重视。面
向国际医学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对照20世纪初世界医学联合会颁布的《本科医
学教育国际标准》，针对我国医学教育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我国在2008年公布
的“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中，鼓励医学院校开展基于
器官系统的整合课程改革。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和2020年先后发文强调器官
系统整合式教育改革的重要性，明确“加快基于器官系统的基础与临床整合式
教学改革”，为新医科建设规划了路径。之后部分国内医学院校先后开展了基
于器官系统的整合课程改革探索，既有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分别整合的“双循
环”模式，也有基础临床融通的“单循环”整合模式，这些探索有力地推动了
我国医学教育教学改革。
本文系统介绍了西安交通大学开展器官系统整合课程改革、实施PBL教学方
法改革历程和具体经验，文章追溯了该校50年代萌芽期的器官系统课程改革和
PBL教学方法探索，阐述了自2008年开始的“基于器官系统整合课程和PBL”的
全方位医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思路。在对医学教育改革背景和动因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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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基础上，学校确定了开展基于器官系统的基础与临床整合式教学和基于问
题的小组讨论式教学的医学教育改革思路，从培训教师转变理念、器官系统整
合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学业考核评价、体制机制改革、教学资源调
配、教学团队建设、教材建设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实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该
校牵头搭建了中国医学整合课程联盟，牵头出版了两版高质量整合课程教材，
该校的改革有效推进了器官系统整合课程和PBL教学改革，为国内医学院校的整
合课程改革提供了范例。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等医学院校开展的基于器官系统的整合课程教学和基
于问题的小组讨论式学习尚处于探索阶段。西安交通大学的改革历程和不断优

到第二阶段的单循环，体现了学校在器官系统教学改革方面的不断探索和努力。
单循环整合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有赖于医学院校对附属医院强有力的管理。
PBL教学方法的大面积推广，有赖于相对较少的学生人数、较多且有丰富经验的
教师和足够的教学场地和设施设备等教学资源。西安交通大学的“基于器官系
统整合课程和PBL"的全方位医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对于综合性大学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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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实施路径，尤其是在整合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方面，从第一阶段的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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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借鉴意义。同时还应该看到，由于地方医学院校招生数量相对较多，如何
大面积推广这项改革，让更多医学生受益，更有力地推动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也是我们急需探索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医学教育改革任重道远，可喜的是我们既有部属院校又有地方院校矢志不

A Feature Article

渝地积极开展器官系统课程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他们的坚持和努力必将推动
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

邓世雄（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以国家级器官-系统整合规划教材建设
引领医学整合教育改革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和加拿大医学院校即开始以器官-系统为基础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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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综合性课程（organ-system-based curriculum，OSBC）和以问题为导向的
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改革，并取得成功。随后的医学教
教育改革不断将OSBC与PBL紧密结合，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整合课程与PBL结合的
典范，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医
学教学体系。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部分医药院校即开始OSBC教学实践；20世
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一大批医药院校开始尝试不同模式的OSBC和PBL教学，旨在
培养医学生职业素养和岗位胜任力，提升临床思维能力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
能力。西安交通大学即是早期实践者之一。
但长期以来，缺乏一套根据OSBC要求重新整合的国家级规划教材一直是制
约我国OSBC和PBL教育发展的瓶颈。如《“基于器官系统整合课程和PBL”的全
方位医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文献所述，人民卫生出版社与西安交通大学组
织国内62院校的588位专家，于2015年共同编写出版了第一套适合我国医学教育
发展的OSBC和PBL国家级规划教材。这套教材的出版实现了国家级器官-系统整
合规划教材从“无”到“有”，解决了器官-系统整合教学开展难度大问题。奠
定了我国临床医学专业教材的两大体系：即以传统学科类课程为中心的53种
“干细胞”教材和28种以器官/系统课程为中心的教材体系。将相关教材和课程

中重复的内容有机整合，在扩大了知识点和病种覆盖的基础上大幅压缩了字数，
也使理论课教学时数得以压缩。学生得以有更加充足的学时进行自主创新性的
PBL学习和接受临床实践操作训练，实现了“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教
材编写注意坚持“淡化学科，注重整合”，每种教材编委既有临床专家亦有基
础专家，努力实现基础与临床知识的有机整合。根据我国医学教育当时存在的
OSBC和PBL师资不足以及传统教学机构设置等实际情况，第一版教材将各系统基
础课程与临床课程暂时分开编写，以适应医学整合教学的“双循环”，同时也
兼顾“单循环”教学。
第一版器官-系统整合教材的出版引起了我国医学教育界的热烈反响，医药
院校要求在教材编写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医学整合教育教学改革的相关问题。由
人民卫生出版社、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和西安交通大学共同发起，全国医药院校
共同参与的中国医学整合课程联盟即于2015年10月成立。联盟每年召开年会，
分享院校进行医学整合教育教学改革经验，讨论存在的问题，开展师资培训，
研讨新一版教材编写的方案，有力地推动了器官-系统整合课程和PBL教学在全
国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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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医学整合课程和PBL教学发展，我们于2019年启动了第二轮教材的编
写。第二版教材编写旨在强化医学教育立德树人、课程思政和医学人文，以教
材建设引领和促进医学整合教育改革，临床导向、基础临床融通，通过纸数融
合形式压缩纸质教材内容，构建立体化教材体系。第二版教材将原来的28种教
材进一步整合为20种纸数融合教材，以大量的数字化内容扩展了知识点和相关
内容。为进一步适应PBL教学实践，建设了数字化在线版“中国医学教育PBL案
例库”。9位院士担任主审、5位院士担任主编，全国87所院校的612位专家参与
编写。200余名专家参与数字化PBL案例库编写和审定。
国家级器官-系统整合规划教材的建设引领和促进了我国医学整合教育教
学改革与发展，西安交通大学“基于器官系统整合课程和PBL”的全方位医学教

刘

水（人民卫生出版社医学教育中心高级策划师）

杨

晋（人民卫生出版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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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器官系统整合教育模式新发展
纵观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历程，目前高等医学教育模式主要由三种:以学科

A Feature Article

为中心的课程模式、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课程模式、以问题为中心的课程模式。
从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开展了 “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
医学整合课程模式改革和“基于问题学习的”PBL课程模式改革，至70年代这些
改革曾波及世界许多地区和学校。器官系统课程模式改革打破了学科界限，根
据人体的器官系统重组课程内容，实现了机能与形态、微观与宏观、正常与异
常、生理与病理等多种整合，既避免了横向学科之间的内容重复，又解决了纵
向基础与临床相脱节的弊端。器官系统整合课程模式和PBL课程模式均节省了教
学时间，强化了培养目标，体现了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和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的素质教育精神，因此备受医学教育专家的关注，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推广的教
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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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两种教学模式相继引入中国，并在国内许多院校开
始探索实施。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就是国内最早开展PBL教学改革的院校之一，
在此基础上，学校历经10余年的探索与实践，系统构建了全新的医学教育改革
与实践的管理架构，并建立了基础临床融通的器官系统整合课程体系和PBL教学
模式。本文概要介绍了西安交通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历史，系统阐述了
了改革的背景和动因、改革思路、改革的实施过程、以及改革的主要成效与应
用。纵观本文涉及的培养方案、课程模式、教材、教学方法、学习方式、考核
评价、教学组织、体制机制等八大综合改革，足见学校改革理念先进、改革思
路清晰、改革内容系统、改革措施得力、改革成效显著。
值得读者重点关注的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器官系统整合课程体系实现了基
础临床完全融通，并做到了 “五个不断”，即课程思政不断、医学人文不断、
临床贯穿不断、临床实践和技能不断、临床案例不断。第二是在器官系统整合
课程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同步编写了由60余所院校参编的器官系统整合教材，
并实现了第一版的28本 “双循环”系列规划教材与第二版的20本“单循环”教
材和一个PBL电子案例库的有效对接。教材与PBL电子案例库建设为兄弟院校探
索开展器官系统整合课程和PBL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有利支撑，有效解决了制约

我国器官系统整合课程教学改革落地的“瓶颈”。第三是学校体制机制改革的
经验值得学习借鉴。教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教学模式一方面对教
师自身掌握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设计组织实施教学的能力提出了挑战，另一
方面对学校管理的体制机制和教师的激励机制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西安交
通大学认真做好顶层设计、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管理机构、加强制度建设、
保障资源调配、形成内生机制、促进高水平整合教师团队建设，确保了教育教
学综合改革的顺利进行。
总之，本文介绍的全方位医学教育综合改革模式为全国兄弟院校的整合课
程改革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例。相信西安交通大学的综合改革实践对于推动我
国医学教育改革的进程，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
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34号）文件精神，在教学实践层面具有很强的指
导意义。

曲巍（锦州医科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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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zing learning communities to deliver an integrated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hi Braunreiter, Sathyanarayan Sudhanthara, Brad Rileya, Kelly Armstronga, Brian Mavisa,c and Jonathan Golda

概要
Aim: Learning communities (LC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 structure to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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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wellness as well as create a pos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have
been increasingly adopted in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UGME). In
2016,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 Medicine made curricular
changes which integrated basic, social, and clinical sciences. One of the major
strategies adopted to deliver this integrated curriculum was to create LC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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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d as a central scaffold for students’ academic development. Our primary
aim is to describe how the school utilized LC faculty to deliver this core
integrated curriculum. In 2016,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
Medicine made curricular changes which integrated basic, social, and clinical
sciences. One of the major strategies adopted to deliver this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urriculum was to create LCs that served as a central scaffold for students’
academic development. Our primary aim is to describe how the school utilized
LC faculty to deliver this core integrated curriculum.
Methods: Students were surveyed about their perceptions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LCs in delivering an integrated science curriculum. Student academic
performance in the new curriculum was compared to that of students from the
legacy curriculum as a measure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curricular changes.
全文链接: doi: 10.1080/10872981.2021.2011606

Results: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in each class who responded to
surveys ranged between 78.7% and 95.8%. Mean Likert responses (1 =
strongly disagree; 5 = strongly agree) for statements ‘the Faculty Fellow is
effective in helping me learn the scholar group content’, ‘the Faculty Fellow
is an effective teacher in our scholar group’, and ‘the Faculty Fellow is well
prepared for our scholar group’ ranged from 4.37 to 4.78, 4.72 to 4.76, and
4.81 to 4.86, respectively. In addition, a comparison of summative exam
scores of the new curriculum’s students to the legacy curriculum’s students
demonstrated comparable or better performances in the new curriculum.
Conclusions: Utilizing LCs to deliver an integrated science curriculum is an
underutilized strategy in UGME. Surveys on student satisfaction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re encouraging. Additional outcome measures are
planned to continually evaluate this innovative multifaceted integration.
MEDICAL EDUCATION ONLINE. 2022, 27, 201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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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

论 ----------

全球本科医学教育多采用2年的课堂内基础课程学习再加2年的教学医院临
床实习，这种传统教学模式导致基础-临床脱节、教学内容重复，使学生学业
压力增加，无暇涉猎专业外的领域，导致学生临床思维和综合能力欠缺。面对
医学模式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开始思考，如何促进基础医学和临床医
学的深入融合，提升学生的岗位胜任力。哈佛大学医学院的“New Pathway”，
约翰霍普金斯的“Gene to Society”以及西安交通大学在前期实践基础上创
建的“全融合、全临床、沉浸式”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都是在这方面的积极
探索。

课程改革的核心，推行将基础、临床和社会科学有机整合的新课程体系。在入
学时被分配到一个学习社群中，并进一步分配到学习小组（7-9名学生），每
个小组都分配有一名临床教师、基础教师和社会科学家担任学生的顾问、教练
和导师。学习社群中的教师在学生的生活中扮演着许多重要角色，包括充当榜
样、提供建议和指导。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充分互动会对学习环境产生积极的影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2016年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医学学院（MSU-CHM）开始以学习社群作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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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首先，教师为学生提供时间和空间来复盘他们的临床经历，并将接诊患
者的经历与课程内容之间建立联系。其次，学生积极参与基于案例的协作学
习，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发展和应用临床推理技能，同时将基础和社会
科学知识融入以患者为中心的临床场景中。问卷调查显示，“教师能有效地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帮助我学习内容”、“教师是我们学习社群的有效教师”和“教师为我们的
学习社群做了充分的准备”都获得了新整合课程学生的充分肯定。此外，新
课程学生与传统课程学生的总结考试成绩的比较表明，新课程的表现相当或
更好，说明该改革的效果是令人鼓舞的。同时，学习社群的应用有利于为学
生创造积极的学习环境，帮助其形成职业认同感和幸福感及团体意识。
MSU-CHM的改革模式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其核心理念与西安交通大
学的“全临床、沉浸式”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在强调临床问题贯穿始终，临
床场景全程植入。在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探索中，我们需要进一步破除沉疴，
锐意进取，走出一条适应健康中国发展战略需求的新路径。
颜虹（原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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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萌（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副教授）

The Clinical Anatomy and Imaging Laboratory: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Preclerkship Curriculum
Deborah S. Barry, PhD, John M. Dent, MD, Mark Hankin, PhD, David Moyer, DC, Neeral
L. Shah, MD, Anne Tuskey, MD, Victor Soukoulis, MD, PhD*

概要
Introduction: As medical schools implement integrated curricula, anatomy
education especially has experienced increased pressure to make foundational
content clinically relevant. We designed a novel type of integrative anatomy
laboratory experience where students could use foundational anatomy
concepts in concert with modern imaging/diagnostic techniques to enhance
important clinical concepts. Methods: We selected a process called Lesson
Study to develop the multidisciplinary Clinical Anatomy and Imaging Laboratory
(CAIL) in the cardiovascular and gastrointestinal systems. We utilized softembalmed cadavers extensively for their highly realistic tissue appearance and
texture, which allowed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to perform a wide arra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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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s in case-based scenarios similar to practicing clinicians. We
conducted field observations of participating students, focus-group discussions,
and knowledge-based exams to examine efficacy of the CAIL. Results:
Approximately 150 first- and second-year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each of the
CAIL activities on an annual basis. Most focus-group participants felt the CAIL
was a great learning experience. They commented on how the lab provided
relevance to anatomy knowledge and helped integrate prior classroom learning
more deeply. Instructors noted that students asked more advanced, clinically
relevant questions than in a typical anatomy lab. Knowledge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CAIL, although it is unclear if this translates to summative
exams. Discussion: The CAIL creates a unique learning experience where
imaging and diagnostic techniques to reinforce important clinical concepts. We
have continued to integrate CAIL experiences into more clinical systems in our
medical school curriculum.
MedEdPORTAL. 2019 May 15;15:10824.
全文链接： DOI: 10.15766/mep_2374-8265.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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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use prior foundational anatomy knowledge in conjunction with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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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

论 ----------

相较于传统学科课程体系，整合课程能够为学生带来更符合认知规律的知
识体系，目前我国不同程度开展整合课程教学改革的院校已经超过100所。除了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整合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各自学科内容之间的横向整合之外，改革践行者们更
为关心并已深入探索的是融通基础临床的纵向整合课程计划。纵向整合课程计
划蕴含着医学教育向以能力为基础、结果为导向的转变，可分为两种形式：一
个是将基础知识后移，帮助学生在临床实践中学习、掌握各种疾病的临床表现，
理解疾病发生、发展的因果与机制；另一方面则是将临床知识前移，能够帮助
学生理解临床表现的内在基础理论，提升学生对基础知识学习的热情和兴趣，
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并提升学习效果。无论是那种形式的整合，都将面对学时不
断压缩和要求不断提升这一矛盾，尤其是解剖学这样一门内容庞杂的基础课，
教学过程中既需要有充分的课时，以便学生掌握基本内容，为后续的临床学习
打下基础；又需要贯彻早临床的理念，将临床知识前移。而这两点在整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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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学时的大环境下成为了完全对立的两个方面，世界范围内的医学院校都在
努力寻找解决这一冲突的路径或方法。
弗吉尼亚大学(UVA)医学院的临床解剖学和影像实验室(CAIL)实践项目，
为解决这一冲突，真正实现基础临床之间纵向整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值得借鉴和推广。作者在教学中发现11门基础段器官系统整合课程中有7门都涉
及解剖学内容，但是学生们在解剖学考试中表现不佳，其背后原因可能是解剖
课上学的知识与临床知识之间缺乏直接有机的联系。据此作者在二年级心血管
系统课程和一年级消化系统课程中尝试开展多学科CAIL课程，在解剖课堂中引
入临床元素，由解剖学教师、临床医生和/或教学助理共同组成了多个工作站
（每个工作站负责一个待学习的知识点）。学生在进实验室前1周会收到描述实
验室病例的材料，并被鼓励在课程前一天晚上复习这些材料，鼓励他们完成自
行决定的课前教科书阅读作业。心血管实验室讲师选择用一个连贯的案例(或故
事)来开发4个工作站，供学生学习。例如，一名假想患者经胸超声心动图
（TTE）诊断为主动脉狭窄，随后进行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心导管造
影检查确认，行主动脉瓣置换（AVR）手术，并且发生了心包填塞的术后并发
症。胃肠病学实验室讲师则采用四个典型微型病例来开发8个工作站点。在2小

时的实验室练习期间，学生在这8个工作站（①胃组织病理学-急性上消化道
出血；②腹腔镜阑尾切除-急腹症的影像学诊断； ③肝组织活检-肝脏大体与
组织学关系；④胃管和三腔两囊管置入-三腔两囊管置入和门静脉高压血管
变化）之间轮流进行。CAIL活动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好评和反馈。实施第
一年后，大多数学生认为，CAIL活动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经历，增加了动手
实践的机会，同时实验室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在临床背景中使用解
剖学知识，将课堂知识与他们的解剖学研究相结合，以临床问题引导基础知
识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基础知识的价值，从而激发学习兴趣。此外，与典
型的解剖实验室相比，学生在CAIL中会问到更有深度且和临床密切相关的
问题。CAIL活动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学习体验，让学生将先前的基础解剖学
知识与现代成像和诊断技术相结合，以强化重要的临床概念。这项活动得到
了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和老师非常积极的反馈，已计划在更多器官系统课程中
推广。
比较而言，整合课程在西安交通大学已经开展了14年，最近刚经历从基
础临床双循环到单循环的巨大转变，将基础和临床完全彻底地整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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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艰辛唯有自知，尤其是如何将临床内容巧妙融入基础课程。我们采用的
基础临床双师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进程，而作者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
带来启迪和思考。本文主要反映的是北美医学教育体系下垂直整合的范式，
其中观点和做法是否能完全转化到我国的医学教育，仍需要各位读者审辩式
看待，但是取长补短为我所用，还是值得一试的。

闫剑群（原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医学部基础医学院教授）
刘进军（西安交通大学医学课程整合办公室主任，医学部基础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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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itudinal integrated clerkships
Judith Nicky Hudson, Ann N. Poncelet, Kath M. Weston, John A. Bushnell & Elizabeth A Farmer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概要
There is increased interest in longitudinal integrated clerkships (LICs)
due to mounting evidence of positive outcomes for students, patients and
supervising clinicians. Emphasizing continuity as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an LIC, this article reviews evidence and presents perspectives of LIC
participants concerning continuity of care,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and
con- tinuity with peers and systems of care. It also offers advi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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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or evaluating existing LIC programs.
Med Teach. 2017 Jan;39(1):7-13.

全文链接：DOI: 10.1080/0142159X.2017.1245855

---------- 评

论 ----------

针对疾病全程管理的序贯性整合实习（Longitudinal integrated clerkships，
LIC）是临床医学教育的一种策略，最初由英国用于医学生实习阶段，目标为
培养乡村全科医生。现在世界各地的医学院越来越多地采用该策略进行多种类
型医学生的培养，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概念由Hirsh David A.等人于2007年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文章首次提出，LIC即跟随医疗组学习一个病人
从门诊到住院再到出院后健康管理的全过程，强调学生全程参与患者的诊治与
护理，并以患者的临床医生为导师，进行持续学习；同时学习多个学科的核心
临床诊疗能力。文章指出目前主要有两种 LIC 模式： 以社区为基础的 LIC模

式，学生以全科为基础，在当地社区和医院中学习和工作（通才模式）；以门诊
为基础的 LIC，学生培养主要在专科门诊，其门诊经验可与医院内的诊疗工作相
结合（并行流模式）。无论采用何种模式，建立 LIC 都需要关注连续性原则，
包括诊疗、课程、指导、理念、同学及诊疗体系的连续性。
作者指出诊疗的连续性旨在通过宣传和诊疗活动与患者建立联系，促进学生
学习。学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在学生建立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的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在学生与患者建立协作关系的过程中，患者是合作者而非学习的对象。
指导的连续性可有效建立导师-学生-患者的信任关系，并推动学生承担责任，从
“观察者”转变为“团队成员”。有效的指导包括临床管理、心理关怀、人际交
往能力发展、个人发展和反思等方面。课程的连续性基于详尽的课程框架，其中
基础课程先行，继而过渡至LIC，整个学习过程中，通过基于案例的学习（CBL）
方式，以核心病例为基础，在逐渐增加案例复杂性的过程中，引入关键概念。理
念的连续性将学生的服务愿望与学习愿望联系起来，以培养出具有高标准行为、
诚实道德、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生。同学的连续性指学生之间，共享“社会一致性”
和“认知一致性”，这对学生从课堂学习过渡到工作场所学习，建立职业认同感
至关重要。诊疗体系的连续性指学生沉浸在一个诊疗体系中，但又与其他多个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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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建立关系。这有利于这些未来的医生在复杂的医疗系统中发挥作用，并成为
变革和改进的有效推动者。
在详尽的介绍了LIC的概念、模式及其连续性原则之后，作者认为LIC对于
成功的实习至关重要。但学生人数和管理成本是开展LIC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
另外，对门诊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不足，医学院的传统组织方式与培养模
式，跨学科教学模式的缺乏，对医学教育及评估策略缺乏共识，对这种导师制模
式价值的认识不足，以及上级管理机构的支持力度不足，都是LIC面临的障碍。
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推行LIC开展，提高实习成效，培养具有高标准行为
和诚实的道德、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生。

医学教育背景，去建立适合的LIC模式，更好地提升医学教育的质量。
吕社民（原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院长，基础医学院教授）
孟列素（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教授）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文章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LIC及其连续性原则，并遵照该原则，结合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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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2.0: Integrating Basic Scientists and
Clinicians in a Simulation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Sathyanarayan Sudhanthar & Matthew Emery & Katherine Keller & Robin DeMuth
& Dianne Wagner & Michael Borgeld

概要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medical schools are implementing curricular
changes that better integrate clinical and basic sciences throughout all four
years of medical school.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reasons is to
improve medical student clinical reasoning skills while simultaneously
aiming to decrease the attrition of basic science knowledge. Multiple
pedagogical strategies have been explored to achieve this goal. We have
found that simulation is a viable medium to integrate basic science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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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ized patient encounters for early medical students.

Medical Science Educator (2020) 30:1367–1372

全文链接:

DOI: 10.1007/s40670-020-01042-8

---------- 评

论 ----------

自Flexner Report发布100余年以来，当代医学教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
器官/系统整合课程体系 ( organ-system based curriculum，OSBC)是以器官、系
统为框架，打破传统学科体系，将机能与形态、 微观与宏观、正常与异常、
基础和临床等多学科知识有机融合。目前OSBC整合是国外医学教育的主要发
展方向，诸多名校医学院都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如哈佛大学的Pathway、Johns
Hopkins 大学的Gene to Society和UCLA的Legacy体系。在国内至少有60%的高
校采用这种教学模式，但是由于课程整合所牵涉的面广，推行的形式和内容
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虚拟技术已经越来越多用于实验和实践教学。从厚重
枯燥的书本至PPT，再到3D视觉呈现和操作，知识正在以更加直观、生动、
有效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最终目的是要让学生参与到活动中去，从而刺激他
们将想学的知识和能力应用到不同的情境中。医学模拟教学可以将基本科学
概念和技能培训进行融合，学生可以在基于真实的模拟环境中完成各种项目，
增加学习经验，更好地掌握知识。但基于模拟的教育的复杂性和成本，有关
OSBC的模拟教学还尚未深入研究。按文中报道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 在
2018-2019年调查的151所医学院中，没有一所学校通过临床技能或临床情景模
拟作为基础医学知识的教学方法。
该文作者单位密歇根州立大学人类医学学院（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College of Human Medicine，MSU-CHM）在2016年进行了本科医学教育课程
改革，引入了新的融合课程体系，采用了“主诉和关注”模式，仿真模拟教
学团队在基础科学家的反馈和帮助下，以1-2个患者主诉为学生的关注点，开
发了与临床主题相关，具备丰富基础科学内容的仿真案例。典型的模拟教学
场景有48名学生和8名临床医生在3-4个模拟站点轮流进行。让学生在临床医生
的陪同下，与基础科学家和标准化病人见面，并配合模具进行技能训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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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的反馈报告看，参与的基础医学教师、临床医生和学生均给予的正面意
见，建议有更多此类的机会。学生们认为在模拟临床环境中整合基础科学，
有助于他们将基础医学概念直接与患者主诉联系起来，可能会提高他们的临
床推理能力，教师们认为这样的形式更容易找到基础与临床的融合点，促进
同事和学生之间的沟通。表明这种创新的课程方法能够加强医学生对与临床
技能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理解，是融合临床和基础科学之间间隔的一种有效方
式。
自教育部开展国家级虚拟实验教学中心的立项建设以来，国内高校陆续
开展了多种模式的虚拟实验建设项目。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模式推行的成本问
题，文中也提到这种模式的潜在障碍是模拟团队编写新案例所需的资源和前

中心进行，而在国内医学院校的师资和硬件资源配比远低于此，如何优化资
源配置，实现模拟教学在OSBC中优势的最大化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李宗芳（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
张澍（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技能中心副主任）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置时间。MSU-CHM每年仅招收大约192名学生，平均分布在两个校区的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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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整合课程的实践
钮晓音，苏 懿，郁 松，郭晓奎

摘

要：从 20 世纪中叶开始，国内外多所医学院校相继开展了高等医学教

育的整合式教学改革，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历经多次整合课程教学改革，
结合我国和我院的实际情况，建立并最终全面推广适合 我国招生制度的基
于器官系统为基础的整合课程体系，在全国率先打通了器官系统整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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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果全面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这些实践可为相关院校教学改革提供
一定的借鉴 。
关键词：器官系统整合课程;教学改革;医教协同
中华高等医学教育,2018(4):001-003.

---------- 评

论 ----------

遵循医学教育规律和医学人才成长规律，理性思考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努

了整合课程起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整合课程改革历程以及器官系统整合课
程改革实践。50年代起，我国也开始了相应的改革和探索，由于历史的原因，
医学教育规律受到影响，改革缺乏系统性、持续性和连贯性。从20世纪90年代，
开始有了持续的研究和探索，主要特点是以院校研究、试点为主。上海交通大
学整合课程改革历程也基本代表了我国整合课程改革历程。

Domestic Highlights

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人民健康，一直是医学教育的使命任务。该文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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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的医学教育照搬了苏联模式，以学科为中心办学，基础
医学与临床医学并列设置，医学院机构分设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院，两者
的协同性直接影响着医学教育的整体质量。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整
合课程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改革的核心是保障了医学教育完整性，不仅

Domestic Highlights

保证了医学教育中基础医学教育不断线, 临床医学教育不断线,职业态度与
人文教育不断线, 科研训练和创新能力培养不断线。因此，器官系统整合课
程不仅仅是一项简单、单纯课程改革，涉及到教育理念更新、知识体系、师
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体制机制变革等多方面的综合改革，体系性的变革
才是实现医学教育质量整体提升核心价值。

王渊（西安交通大学医学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医学部人才培养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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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整合课程体系的设计与思考
鲁曼，王景超，刘虹

摘 要：自20世纪90年代ꎬ我国医学院校陆续开展了不同程度的课程整合ꎮ
北京大学医学部自2006年开始探索课程整合，2020年秋季学期全面实施由横
向整合、纵向整合和螺旋整合构成的整合课程体系。本文结合整合课程的特
征，梳理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整合课程体系的设计背景和设计思路，总结了课
程设计的关注要点与经验教训，提出了对课程整合体系的展望，希望能够为
其他院校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临床医学；整合课程；器官系统整合；设计；思考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21.41(9):78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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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

论 ----------

健康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目标。医学是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知识体系，是
对健康最重要的学科。其传承依赖教育的教、学过程，这种教学在不同的历史
阶段有不同在模式。人类初始，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现缓解疾病的方法，以
口耳直传的方式将医学传承了万年。到了古代，掌握医术的人形成了专门的职
业，医生以师徒的方式传承医学知识千年。其优点是简单、快捷，缺点是知识
局限、效率低下。学校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在医学院校，医学知

科课程安排，如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病理
生理学、免疫学、微生物学、人体寄生虫学、药理学、内科学、外科学等。学
科课程按照学术性质划分门类，具有系统性、理论性、独立性和完整性的特点，
学生学习后基础扎实；教师大堂讲授，知识传授效率高，既提高了培养质量，
也增加了培养体量。而经过百年的实践，逐渐发现学科课程体系亦有不足：过
分强调学科的独立性，学科间相互割裂，知识与病人分离较大，经数年学习后

Domestic Highlights

识体系以人体的结构、功能、病理、病原、免疫、药理、疾病的顺序，按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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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学生在面对真正的病人时仍一脸茫然，不知所措。而且各学科间知识点重
复多，占据了学时，加重了学习负担。
改革是永远的话题，国家重视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随着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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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件的颁布，整合课

Domestic Highlights

程越来越受到重视。整合是打破界线，相互融合，形成新整体的过程。器官系
统整合课程是将医学各学科的课程按照人体的系统或器官功能整合成的新的课
程体系。许多学校响应国家号召，积极进行医学整合课程改革。鲁曼、王景超
和刘虹发表在中华医学教育杂志的《临床医学专业整合课程体系的设计与思考》
介绍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整合课程的探索和实施。其整合于2019年启动，2020年
实施。整合分为3种模式：横向整合、纵向整合和螺旋整合。横向整合将基础阶
段的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等14门课程的总论部分整合成人体形态与功
能调节、医学分子细胞遗传基础、病原生物与医学免疫基础3门课程。纵向整合
是将这14门课程的各论部分与临床学科，按照骨骼肌肉系统、心血管系统、血
液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和代谢系统、泌尿系统、生
殖系统以及风湿病学、精神系统和儿童健康与疾病整合成12个模块。螺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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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医学伦理学、临床诊断学、科研训练等配合以上整合课程，从一至五年级
各学期螺旋式呈现。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医学教育改革设计目标明确，规划清晰，在参考国际整
合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学生和教学资源的实际，从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方法遴
选、教师培训、管理体制重建等多个层面联动，保障改革的实施。设计的三种
整合模式，主次分明，互得益彰。横向整合形成的形态与功能、分子细胞遗传
基础、病原生物与免疫基础3门课程，给学生先奠定医学基础。纵向整合是重点，
以人体系统为主线，按照结构、功能、病理、病原、免疫、药理、疾病的顺序
整合成12个模块，从正常到异常，从生理到病理，再到疾病和防治，逻辑清楚，
循序渐进。避免了基础学科知识与疾病的分离现实，有助于学生早期形成医学
的整体观，提高临床思维能力，并降低了知识点的相互重复。螺旋整合将伦理、
诊断、科研训练等整合后，自始至终贯穿各学年。该校的改革有效推进了医学
整合课程改革，为全国提供了范例，能为其他院校提供借鉴。
教育改革是教育发展的最大希望，但也存在预知和不可预知的风险，改革
也不可能十全十美。首先，“器官系统整合课程”的提法值得商榷。显然，横
向整合和螺旋整合均不是以器官功能为主导，纵向整合基本是以系统为主体进
行的整合。整个整合体系几乎看不到器官主导的内容。另外，在纵向的系统整

合课程中，代谢系统和精神系统好像并不大符合人们对人体系统的认知。还有，
将生殖系统及风湿病学、精神系统和儿童健康与疾病整合，其关联性好像并不强。
“骨骼肌肉系统”是否称谓“运动系统”更好。
该文的第一段认为：“整合课程教学模式被视为解决医学知识爆炸与学生学
习时间有限矛盾的有效方式”，卑以为不妥。因为整合课程模式是把医学知识按
照新的体系进行了重新整合，并不可能囊括全部的医学知识。目前全球5.5万种
疾病，整合课程估计仅能包含百分之一、二，远谈不上解决。教会学生自主学习、
终身学习的方法才有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
以系统为主的整合课程，也可能会带来新的挑战。由于人体的系统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纵向整合能使学生早期接触疾病和临床，是其优点，但同时也存在隐
患。在初开的课程讲授时，学生没有其他系统的知识储备，不易理解，增加了教
学的难度。例如在介绍循环系统疾病时，学生还没有神经、内分泌的知识，自然
会难以理解血压的调节和高血压的药物治疗。在纵向整合课程上课前，诊断学没
有完全展开，学生缺乏诊断学的知识，必然会对各系统疾病的诊断学习带来不利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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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整合模式中以纵向的系统整合为主，按照结构、功能、正常、疾病的逻
辑关系整合，有利于学生的逻辑学习，但很可能会给未来的教学留下隐患。目前
各医学院校引进人才均以SCI论文为指标，新进教师多数不具有医学背景，对疾
病认识模糊，而纵向整合课程要求教师具备医学疾病知识，将来很可能会出现医
学院校“引进人才遍地，合格教师乏人”的尴尬局面，很有可能会成为阻碍整合
课程落实的隐患。因此，推行整合课程改革，须立即改变医学院校教师队伍构成。
仔细阅读论文后，还没有理解螺旋整合的含义，不知道伦理学、诊断学和科
研训练如何进行整合?如何命名，如何螺旋上课? 另外，课程最终以教材为标志，
没有教材的课程体系难以大面积推广，也不易形成共识。期望能尽快看到3种整
合课程的教材。

程百年，整合课程正在试探。医学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兴利避弊，大胆改革，
才会发展进步，但也不宜突飞猛进，偏离教育规律。医学教育改革任重道远，战
鼓已经擂响，尖刀部队的红旗已经插在前方，高高飘扬，他们的努力和坚持是我
国医学教育改革导向和榜样。
曹永孝（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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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口耳相传万年，师徒相传千年，学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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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视角下的医学教育整合课程改革
陈荟竹

Domestic Highlights

摘 要：医学生需要在学习中建立系统、整体的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全球医学
教育的必然发展趋势，同时也产生了整合阶梯和螺旋式整合课程等理论ꎮ
北京大学医学部于2020年秋季学期针对2019级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开始
施行“新时代”器官系统整合课程，以期实现学科之间的真正整合。本文以
学生的视角，从国外整合课程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医学部整合课程的实
践与经验、整合课程 的意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以及建议等方面进行
阐述。
关键词：医学教育；整合阶梯；整合课程；教学改革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21.41(9):78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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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

论 ----------

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一批医药院校相继从国外引入了以器官﹣系统为
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性课程（organ-systems-based curriculum, OSBC）和PBL教
学。2016年国内第一套“器官﹣系统”整合教材正式出版发行。然而，如何将
传统的医学知识进行合理、科学地整合，怎样设置医学整合课程等一系列相关
问题仍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国内一些医学院校在不断尝试和探索。本文作者
作为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参与了北京大学医学部施行“新时代”器官系统
整合课程，经过1个学期的学习与体验，以亲身感受阐述了对此次整合课程的认
识和理解。
1. 整合课程的目的之一是打破学科界线，有效解决学科间知识割裂、理论
与实践脱节等问题，使基础医学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助力学生建立整体化、
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北大医学部设计的基础课程、器官系统和跨学期课程3类课
程群构成的整合课程体系较好地达成这一目标。

2. 整合课程将内容相关的多学科结合在一起，使基础医学与相关临床医学
相互融合，同时将临床技能培养与临床思维训练融入在课程中，实现了文有知识、
武能操作、学以致用的目标。同时，通过课程优化加入了科研素养的培养，提高
学生的科研与创新能力。
3. 整合课程实践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
（1）缺乏配套的有效沟通与反馈机制，不能及时解答教师和学生在改革中
遇到的问题。
（2）个别课程整合不充分，仍存在知识点间的割裂。部分课程安排的时机
不尽合理，导致学生因基础知识储备不足，在临床医学学习的初始阶段难以准确
理解和掌握。授课与考试时间安排过紧，加重了学生压力和考试负担。
（3）医学教育实践性较强，医学生的能力培养始终是医学教育的主要目标
之一。临床能力应渗透在每一学习阶段中，并将无菌观念与人文关怀和沟通技巧
纳入其中，采用递进式或螺旋式逐步推进，以满足不同阶段对学生胜任力的要求。
（4）整合课程实施中应采取适宜的教学模式和评估方式，充分发挥形成性
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作用，并根据课程需要加入PBL、CBL，标准化病人（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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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模拟等教学手段。
整合课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知识点的融通与衔接、课程设置、课
时安排、教师间的沟通与协调、课前学生知识的储备与能力评估等方方面面，需
要我们教学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地去发现、反思和总结问题，发挥聪明智慧逐步
完善。
总之，作为此次教学改革的亲历者，作者从学生的角度看待和评价了北大医
学部的整合课程，这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有机会更加全面地审视这一教学改革，
并对国内其他院校的整合课程有较好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Domestic Highlights

柏宏亮（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技能实验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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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re on Duty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

西安交通大学是我国最早兴办、享誉海内外的著名高等学府，是国家教育
部直属重点大学。其前身是1896年创建于上海的南洋公学，1921年改称交通大
学，1956年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为交通大学西安部分，1959年定名
为西安交通大学。2000年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三校合
并，组成新的西安交通大学。学校是“七五”、“八五”重点建设单位，首批
进入国家“211”和“985”工程建设学校。2017年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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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A类建设高校，8个学科入选一流建设学科。学校是一所涵盖理、工、医、经、
管、文、法、哲、教、艺等10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医学教育是其
重要组成部分。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前身是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于1912年10月26
日，是中国政府举办的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1928年更名北平大学医学院。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反抗日本侵略，师生西迁陕西，组建西安临时大
学医学院，开创西北高等医学教育先河。后几经易名，1950年改称为西北医学
院，1956年改称西安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安医科大学。2000年4月西安医
科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陕西财经学院三校合并，更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

医学部拥有基础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临床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公共卫生学院、药学
院、法医学院、护理学系8个教学实体单位；设立转化医学研究院、Med-X研究
院、药物科学与技术研究院、生物证据研究院、全球健康研究院、精准医疗研
究院等6个研究院；建有实验动物中心、生物医学实验研究中心等教学科研机
构。

The Centre on Duty

2012年6月组建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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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部现有生物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
口腔、护理学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8个一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6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有6个一级学科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拥有4个国家重点学科（生理学、法医学、泌尿外科和皮肤病与性病

The Centre on Duty

学），25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2个国家级疑难病症诊治能力提升工程项目
（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12个省级重点学科，12个省级优势学科。
拥有13门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53门国家、省、校级“精品课程”，3门国家
级和省级双语示范课程，5个国家和省级优秀教学团队。临床医学、药理与毒
理学、生物与生物化学、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分子生物学与遗传学、免疫学等
6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行列。
医学部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职工9842余名，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者1877余人。师资队伍中有双聘院士8名，国家级人才30名，教育部创新团队2
个，国家“百千万工程”人才4名，全国优秀教师4名，国家教学指导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及委员15名，国家、省部级有突出贡献专家22名，省级教学名师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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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21余名。
医学部开设有临床医学（五年制、5+3一体化、侯宗濂医学实验班及留学
生）、口腔医学（五年制、留学生）、预防医学（五年制）、法医学（五年
制）、基础医学（五年制）、护理学、药学、制药工程、临床药学等9个专业，
临床医学专业获批首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口腔医学、法医学、护理学专
业获批首批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目前医学部在校学生总数7542名，其中本科
生3519名，留学生1087名，博士生972名，硕士生1964名。
2008年开启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改革，大力推进
基于器官-系统的课程整合与基于问题导向的教学。与人民卫生出版社共同规
划了首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二五”临床医学专业器官系统整合系列教材
（28本）。2015年西安交通大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国家医学考试中心共同发
起成立了中国医学整合课程联盟。与兄弟院校共同发起成立了“西北医学教育
联盟”、“西部医学教育联盟”、“陕西省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
会”，促进西部地区医学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医学部重视科学研究工作，长期以来，聚焦环境相关疾病防诊治研究，学
术氛围浓郁，研究平台先进。拥有环境与疾病相关基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
然血管药物筛选与分析、生物诊断与治疗、精准外科与再生医学等3个国家与

地方联合工程中心，国家生物安全证据基地，9个部省级重点实验室。近年来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承担国家、省部级基金项目2000多项，承担重大重点项目40余项。在“大剂量
维生素C静脉注射治疗极重型克山病研究”、“硒预防克山病”学说、大骨节
病病理学诊断标准、“穴位与针感”及“痛觉”等感觉生理、法医人类遗传学、
细胞膜色谱、器官移植、肿瘤、盐敏感高血压及血管生物学、脊柱创伤修复、
出生缺陷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近5年来获多项国家科技奖及部省级科研成
果奖，高质量论文年均1300篇以上。其中“关于动物胚胎发育成像”研究成果
在《Science》发表，“医药智能分析系统与装备”进入工程化阶段，P3实验
室获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
医学部直属的两所综合性临床医院和一所口腔医院，均为国家卫健委委管
的三级甲等医院。开放床位约6500余张，年门诊量近600多万人次，年住院患
者30万人次，年手术量近17万人次。第一附属医院入选首批“辅导类”国家医
学中心创建单位。签约省部委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12个。成立西安交通大学
医疗联盟，推动医疗技术设备研发进一步提升，成功实施世界首例全磁导航气
管插管术、世界首例完全可降解卵圆孔未封闭封堵器植入术，第一附属医院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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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发的体外膜肺氧合设备（ECMO）在国内率先进入临床阶段，世界首台输出
功率30W蓝激光手术设备投入临床使用。
在新冠疫情防治中，附属医院共有302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267名医护人
员驰援吉林，4位医护人员援助塔吉克斯坦等国家抗疫。一附院成功救治全国
使用ECMO时间最长的新冠肺炎患者，二附院成功实施新冠肺炎产妇剖腹产手术，
母婴健康出院。网络连线全球26个国家的医疗机构研讨临床救治与防控措施。
一附院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抗击新冠肺炎先进集体”称
号，3人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7人荣获“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新冠肺炎防控先进个人”称号。
医学部先后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瑞典、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
学院校和卫生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成立了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健康子联
盟，辐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服务国家、区域引领、世界一流”为定位和目标，以 “国家医学中心”和
“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建设为契机，为创建一流大学的医学学科而奋力前行。

The Centre on Duty

今天的医学部紧紧依托综合性大学办学资源和理工优势，以“扎根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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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研究联盟
理事单位及合作单位招募的通知
全 国 医 学 教 育 发 展 中 心 研 究 联 盟（ Association for 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 Research in China, AHPER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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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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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研究联盟
2022年1月5日
全文链接：https://medu.bjmu.edu.cn/cms/show.action?code=publish_4028801e6bf38
f43016c2d4f6f46038a&siteid=100000&newsid=cc121c3483a94448a97b814945
256e73&channelid=00000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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