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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程

深化高等医学教育改革
纯, 杨定海

( 南通大学, 江苏 南通 226001)
[ 摘要 ]

高等医学教育改革,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

加快医学教育信息化建设, 注重多学科合理整合、融合, 并注意整合社会医疗卫生资源, 大力实现实施国际
化战略, 从而促进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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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科学发展观, 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我们各项事业的理论指
南。 科学发展观不仅对于经济建设, 对于高等医学教育的改
革和发展, 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文章编号 ] 100221701 ( 2004) 0620016203

一流大学了吗? 在实践中, 亦存在医学院校被合并后发展受
到阻碍, 发生“休克”的现象。
专业设置的功利性。医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掌握
最基本的知识、技能和方法, 基本上是一种通科教育。而在一

一、科学发展观为高等医学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些医学院校, 受争设新专业的浮躁风和就业市场等因素的片

科学发展观具有丰富的内涵, 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面影响, 设置新专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带来的后果是基础

发展的各个领域。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

教育不扎实, 专业技能难以向更高水平发展。 由于培养方向

本内容。 全面, 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全面推进经济、政

不明确、专业口径过窄、知识技能单一, 不能适应人才市场的

治、文化建设, 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包括教育的发

变化, 造成人才浪费。

展、卫生状况的改善和人民健康水准的提高。 协调, 就是要坚

毕业生去向的欠合理性。 表现有二: 一是挤向经济发达

持“五个统筹”, 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地区而不愿去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在江苏, 连来自苏北地区

相协调。 可持续, 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实现经济发展

的毕业生也不愿回去而想到苏南就业。二是挤向城市大医院

和人口、环境、资源相协调, 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而不愿去社区和农村, 导致大医院“人满为患”而急需专业人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全面、协

才的基层医院却招不到人, 等等。

调、可持续发展, 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与

二、立足全面、协调发展, 深化高等医学教育改革

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

发展中的问题必须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对高等医学教

一, 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因而, 科学

育改革中的问题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通过深化改革, 求

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得圆满解决。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

1. 全面正确地把握医学学科的特殊性, 培养医学创新人

质、科学文化素质、人口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人们的健康素质

才。 医学学科最大的特殊性就在于, 它既不是纯粹的自然科

既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又为实践科学发展观服务。 党的十

学, 也不是完全的社会科学。 它同时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

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对医疗卫生服务

会科学两种性质, 是两大科学门类相结合的科学。

和人们的健康素质设置了新标准, 从而也为医学教育改革提

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十分明显。首先, 人是作为生物有机

出了更高的要求, 指明了方向。高等医学教育改革, 经过前一

体生活在自然之中, 人的生命活动、疾病演变、健康转归等等

阶段的实践,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为社会输送了大量德才兼

生理变化都具有其本身的生物学基础, 甚至可以通过科学的

备的人才。 但是用科学发展观的标准来衡量, 高等医学教育

手段加以测定, 予以控制。人的生命活动和健康状况无时无刻

改革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些问题既有认识上的偏

不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与环境的密切关系不可分割。 其次,

颇, 也有实践中的误差, 比如:

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是人类认识自我, 揭示健康与疾病的

医学院校合并的负面性。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极大地促进

奥秘的有效工具。 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以自然科学的发

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但在医学院校的合并中也存在着非

展为基础。尽管如此, 医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征也是非常显

理性行为, 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一流大学都有一流的医学院,

著的。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 而且是社会存在物。人不只是自

一流的医学院都在一流的大学里面, 这种理念的本身没有

然的适应物, 而且有精神活动, 能够主动地改变环境。 人的生

错, 问题是, 并进来一所医学院, 二流大学就能一蹴而就成为

命活动、健康与疾病都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人文社会科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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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认识人的健康和疾病的重要工具, 是医学发展的基础。

面临的挑战。中国高等医学教育要实现全面、协调、持续发展,

医学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属性的认识, 已经越来越被人们

在国际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 必须大力实施国际化战略。在引

所接受, 医学模式的演变可以证明这一点。 生物医学模式是

进、消化国际标准的同时, 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

完全排斥人的社会性的, 而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则将

中国标准, 为全球医学教育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 然而, 在医

3. 适应现代化要求, 加快医学教育信息化步伐。 江泽民

学教育活动中, 对医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性质的主动实践还是

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 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伴随着信

不够的, 其直接后果就是医学教育框架不尽合理, 医学人文

息化社会的到来, 高等医学教育必然冲破封闭的藩篱, 转向

社会教育薄弱, 医疗卫生服务和医学研究的视野局限, 直接

开放, 并呈多样化、社会化发展。这些变化无疑都将极大地影

影响医学事业的发展。

响着医学生智能结构和整体素质的变化。

医学的人文社会科学性质就是“医学以人为本”的性质, 加

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基础是现代化教学设施建设, 如多

强医学人文教育是“医学以人为本”性质的彰显、贯彻和落实。

媒体、超媒体建设, 校园网建设和国际互联网的接入等。 但现

这个过程也是实现医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 所以, 医学教育中

代化的设施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现代化的一种手段, 实施

必须大力加强人文社科方面的教育, 尤其是要营造起浓厚的人

的效果取决于我们的理念。 如果只是满足于让现代化的媒体

文教育环境, 教育学生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

为教师“代言”
、代为板书, 书本内容盘片化, 仅仅讲述一些书

法论研究和解决医学中的问题; 牢固地树立尊重人、关怀人的

本上现成的、甚至过时的东西, 那就大错特错了。 应当借助现

意识, 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 珍惜有限的医疗资源为最大多数

代化媒体的优势, 建构起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教学结构。网络

人服务; 能够熟练地运用心理治疗等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疾病

教室建成了, 必须有大批高质量的电子化的教学资源相支撑,

的治疗, 等等。医学人才人文社会科学功底深厚, 不但对于自身

便于学生随时上网自主学习, 才能发挥现代化媒体的最佳效

的全面发展, 而且在给患者和社会提供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

益。更进一步, 我们还不能仅仅满足于给学生提供课程学习的

提高服务质量, 推动医学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材料, 还要在同样发展目标的控制下, 为学生提供可以自由选

2. 引进国际标准, 实施医学教育国际化战略。 在经济全

择的不同的课程学习模式, 彻底打破时空界限。如美国俄亥俄

球化的背景下, 医疗卫生领域同样受到国际化进程的深刻影

大学医学与公共卫生学院向学生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基础课程

响, 未来的医疗全球化已成定势, 医学教育国际化势在必行。

轨道, 即: 讲课加讨论课程轨道、独立学习课程轨道和以问题

医学教育国际化的前提是医学教育标准的国际化。 目

为基础的课程轨道, 学生可以完全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 选择

前, 在世界范围内, 已经形成了几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

和确定学习的时间和进程, 受到学生的欢迎。

标准。 ( 1)《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本科医学教育国际标准》于

4. 相互交融, 探索医学院校在综合性大学中学科建设的

2001 年 6 月公布, 提出了本科医学教育在 9 个领域 36 个亚

新路子。随着大批医学院合并进入综合性大学, 医学学科建设

领域中的国际标准。 这一标准侧重于院校层面的评估, 是医

不容忽视。毋庸讳言, 不会因为一所医学院合并进入一所综合

学院校必须达到的国际基本标准, 以及应努力达到的高质量

性大学, 大学的办学水平即刻就有大幅度提升; 也不会因为进

国际标准。( 2)《医学院教育评估指南》于 2000 年 7 月由澳大

入综合性大学, 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综合能力等立刻发生质的

利亚西太区医学教育协会公布, 明确提出了本科医学教育中

飞跃。这里, 有一个学科整合、融合的问题。学科的合理整合,

的 5 条总体目标, 以及相关目标共 35 条。该指南既有对院校

有利于医学院提高办学质量, 也有利于大学的发展。 当今时

层面的评估, 又有对每一位毕业生基本知识、技能和职业态

代, 人类知识的结合已由单一的线性发展走向多维的非线性

度的评价指标, 因此, 它既是学院标准又是医学生在毕业时

拓展。任何重大的科学发现和重大问题的解决, 都呈现出借助

必须达到的标准。 ( 3)《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于 2002

多学科协同作战的趋势, 医学学科的加入推动了高校学科发

年 2 月由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 该标准界定了医学教育的

展格局从树状结构发展为立体网状结构的进程。但是, 在合并

7 个基本方向, 阐述了毕业生必须具备的 60 种核心能力。它

之初, 尤其要注意避免人们由于受医科“并非重要的理论前

侧重于对毕业生质量的检测, 属于教育结果评估, 具有较强

沿, 又不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思维定势影响而导致医学学

的操作性。此外, 美国医学院协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在

科建设被停滞、甚至被削弱的情况出现。要深入探讨医学学科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长达数年的医学院培养目标研究, 并于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关性、相融性和互补性, 尊重医学学科自

1998 年起连续向全球公布了 3 份医学院培养目标研究报

身内在规律, 认真研究医学学科在综合性大学中应有的位置,

告, 提出了有较强操作性的、详细全面的 21 世纪医生的知

积极支持优势学科, 扶持薄弱学科, 在多学科的融合互动和多

识、技能、素质结构方面的标准共 18 条 66 款 102 项。

向交流中, 促进医学科学发展和学科的繁荣。

这些国际标准的共同目的都是提高和保障全球医学教育

5.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社会急需人才。 统计资料显

的质量。按国际标准衡量和评价医学院校和他们的毕业生, 是

示, 截至 2001 年, 我国每千人口医师数达到 1. 68 人 ( 江苏省

国际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必然

为 1. 62 人) , 高于世界平均 1. 38 人的水平。而我国医师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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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层次普遍较低, 只有 40% 左右达到本科及以上水平。因此

规模中匆忙建立起来的教学、实习医院的带教条件、师资水

总体而言, 我们不缺医师, 而是缺高质量的医师。 这里, 有两

平等也参差不齐, 对提高办学质量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方面的含义: 一是一流大医院普遍缺少叫得响的高级医学人
才; 二是合格的全科医学人才奇缺。

高等医学教育离不开社会医院的支持。 因此, 有必要对社
会医疗卫生资源进行科学的整合, 促进高等医学教育的持续发

建设惠及十几亿人的全面小康社会, 高等医学教育责无

展。 ( 1) 对社会大中型医院进行科学定位, 从法律或政策层面上

旁贷。 直接为社会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高等医学教育, 必须

明确其医学教育职能。明确社会医院特别是大中型医院是承担

主动适应社会需要, 方能全面、协调、持续发展。必须坚持“稳

医、教、研三项职能的学术医疗机构, 而不仅仅是医疗单位, 把

定规模, 调整结构, 深化改革, 提高质量”的方针。 其中, 结构

承担医学教学任务纳入其“本职”范围, 并享受一定的教育单位

调整的着力点在于: 实施精英教育的发展思路, 稳定五年制

的优惠待遇。 这样, 既从法律或政策层面上明确社会医院承担

本科教育, 扩大七年制、八年制硕士以上高级人才培养规模。

医学教育任务的责任和义务, 又调动医院主动承担教学任务的

同时, 通过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等途径加快培养下得去、用

内在积极性, 使医院经济上不吃亏, 社会声誉得到提高。明确社

得上、留得住的高质量社区医学人才。

会医院的教学职能, 也是医院发展的需要。实践证明, 承担教学

三、整合社会资源, 保障高等医学教育可持续发展

任务的临床医师知识更新的愿望强烈, 临床思维活跃, 业务水

国际上, 医学教育有其共同的特点, 作为大学的医学院,

平提高快, 对医院的良性发展颇有益处。所以有人说, 医疗是医

其独立性很强, 而与大型社会医院的关系却很密切。这是医学

院的今天, 教学、科研是医院的明天。( 2) 实行准入制度。对承担

教育的社会性特征使然。 同时, 医学教育的实践性又很强, 医

医学教育任务的医院必须有一定的要求, 或者说资格认证。 如

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必须通过实验、实习, 尤其是临床教学

医院规模、床位数、病种情况、带教人员的职称结构等都要达到

和实习的环节来进行。在现阶段, 我国医学教育对毕业生住院

相应的标准。接受学校的教学指导、监督和评估。通过必要的程

医师的临床技能培训要求在学校毕业前完成, 这更决定了一

序, 获得教师资格证书, 评聘相关职称。 ( 3 ) 互相合作, 共同发

所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其和社会医院的合作情况具有密切的联

展。社会化医院拥有充足的医疗资源, 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师, 活

系。医院的教学水平对医学教育的持续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

生生的病例, 各种各样的病种, 等等, 这些都是医学教育中十分

建国以来, 我国的高等医学教育逐渐形成了高校与社会

宝贵的财富, 也是医院承担教学任务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社会

医院松散的临床实践基地相结合的办学模式。这是在计划经

医院一般都缺乏学术情报资料和科研条件, 制约了医务人员科

济体制下形成的, 扩招后, 高校为了解决学生的临床教学和

研活动的开展和临床工作能力的进一步提高。后者正是医学院

实习之需, 这种合作方式被迅速扩大。 这种做法的优点是社

校的优势。 在合作中, 医学院校可以在学术资料和科研合作方

会医院不计经济成本, 把接受临床教学和实习当作义务来承

面给予医院以更多的方便和支持, 对医务人员的继续教育给予

担。 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卫生体制的改革转型, 社

更多的关心, 使他们在进行教学和医疗工作的同时, 自身的业

会医院日益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 与学校的经济利益矛盾也

务能力得到提高, 从而促进教学和医院的工作。这样, 通过优势

逐渐显现, 承担教学任务的积极性、自觉性有所降低。在扩大

互补, 实现双赢, 求得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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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for the developm en t of h igher voca tiona l m ed ica l educa tion
Zhang N a i2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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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 igher voca tiona l m edica l educa tion is the im po rtan t p a rt of h igher m edica l educa tion in ou r coun try. H igher
voca tiona l m edica l educa tion m u st have its cha racteristics including 6 a sp ects a s fo llow s: o rien ta te cha racteristic tra in ing
ta rget, estab lish cha racteristic dom inance sp ecia lty, set up sp ecia l tra in ing m ode, bu ild up teachers w ith cha racteristics,
crea te sp ecia l teach ing m ethod, and m ake u se of m anagem en t w ith cha racteristic concep t. T he developm en t of h igher
voca tiona l m edica l educa tion m u st have its cha racteristics, and p u t effo rts to cu ltiva te sp ecia l p ersonnel fo r h igher techn ica l
app lica tion w ith h igh m ak ing and facu lty needed in the fron t line of m edica 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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