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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生与医学教育 
 

第一部分 医学教育和临床医学  



Luke Fildes的油画-《医生》（1891， UK） 



The four guises of the Physician(医生画像） 



A physician handles a critically ill man. The pulse is being 
taken while the family look on in anguish. To the right we 
see a surgeon with his assistants examining a man with a 
head wound, while another treats a patient with a broken leg.  

The doctor is 
represented as the 
person who can save 
them. 
 

治疗病人 



The doctors are seen 
as hard at work and 
patients and family 
see them as 
ministering angell（救
死扶伤的天使 ） 

救死扶伤的天使  



The patients well on the 
way to recovery.  
 
They no longer regard 
the physician as a 
supernatural being but 
a mortal who has done 
his work as a healer 
satisfactorily 

病人：医生是健康的看护者 



The patients are fully 
recovered and no longer 
remember how serious 
their illnesses were. The 
physicians now want to 
be paid but their bills 
are considered to be too 
high.  

病人：忘记了病痛，抱怨医疗费用太高（医患关系） 



中国名言：“不为良相，就为良医。” 

鲁迅,孙中山等都学过医。 

医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戴季陶先生题词：“救人救国救世,医病医身医心” 

http://www.uobuy.com/browse/61097.aspx
http://www.jl2sy.cn/jajb/xiaoxue/tupian/lijindai.htm


医生：具有一定专业知识技能，具有行使临床医疗
权力，对病人进行检查、诊断、治疗的专业人员 
 
受过专业教育 
接受过专业培训（住院医师培训） 
获得国家签发的医师执照 

1. 协助患者为自己

的医护方案做出

决定 

2. 培训下一代医生 

3. 管理医疗资源 

4. 提高医护质量  



教育（education)是人类社会特有的培养人的活动，
是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
（价值观念，知识和技能）基本途径。教育也是现
代社会个人成长的基本途径。 

医学教育（medical education）是按着社会的需求
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医药卫生人才的教
育活动。一般多指大学水平的医学院校教育。 

医学教育 



医学教育是终身教育、是连续的统一体 
 
三个阶段: 
 
• 医学院校教育(学校教育) 
   3,5(学士),8年(博士,MD) 
 

• 毕业后医学教育 
 

• 继续医学教育  



中国医学教育的办学层次及任务 

“以三年制为过渡,五年制为主体,八年制为发展重
点”的学制改革方案 

三年制任务:培养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基层普及型医
师,主要服务社区和农村（3+2） 

五年制:具有进一步深造条件的高级医学专门人才，
毕业生就业主要面向城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5+3） 

八年制:具有宽厚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基础、
扎实的医学理论知识基础、较强的临床能力、较大
的发展潜力、较高的综合素质的高层次医学专门人
才(研究型医师,8+2)。 

研究生（硕士生/博士生；专业型/学术型）  



二、国际与中国临床医学教育标准  
 

第一部分 医学教育与临床医学  



医学教育的要求  

2002年4月,国际医学教育组织(IIME)发表了《全
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  

2008年9月,为了推动中国医学教育事业与国际接
轨，在与医学教育全球标准保持一致的前提下，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教育部、卫生部的印发了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

并以此开展临床医学专业认证。 

http://wenku.baidu.com/view/7dfd40bd1a37f111f1855b9
0.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7dfd40bd1a37f111f1855b90.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7dfd40bd1a37f111f1855b90.html


全
球
医
学
教
育
最
低
基
本
要

求

1999年6月，纽约中华医
学基金会（CMB）理事会
资助成立了国际医学教
育专门委员会制定本科
医学教育的“全球最低
基本要求” 
 
包括7个宏观的教学结果和能力领域： 

① 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 

② 医学科学基础知识 

③ 沟通技能 

④ 临床技能 

⑤ 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 

⑥ 信息管理 

⑦ 批判性思维和研究 

 



执业医生考试 

行业准入，行医资格 

基础知识和临床技能 

合格的医生 

住院医师培训 

专科医师培训 

好医生 

精湛的医术 

良好的医德医风 

医学科学家 

治疗疾病、发展医学 

 

基础知识 

(自然科学\基础\临床学科) 

终身学习能力 

临床思维与技能 

职业素质 

交流技能 

预防观念 

科学方法 

科学思维 

卓越的医科人才：博爱、有
才、有领导能力、有创新意
思和能力、有参与国际竞争
的能力 

国际竞争能力 

沟通能力 

科研能力 

大医学观念 



医师资格考试的性质是行业准入考试，是评价申请
医师资格者是否具备从事医师工作所必须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的考试。医师资格考试分实践技能考试和
医学综合笔试两部分（两段考）。 
 
两级四类：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每级分为临床、中医、口腔、公共卫生四类 
 
实践技能考试采用多站测试的方式，考区设有实践
技能考试基地，根据考试内容设置若干考站，考生
依次通过考站接受实践技能的测试。每位考生必须
在同一考试基地的考站进行测试。 
 



执业医师考试/规范化培训（两证） 

全科医生（社区医生） 

专科医生（肾内科、呼吸科、脑外、妇科、
产科。。。。。 

 

执业医师制度的出现 



医师资格考试 



三、中国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  
 

第一部分 医学教育与临床医学  



培养目标 

培养目标: 

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的

，符合国际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标准和发展趋势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较熟练掌握医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备较好的职业道德素养和

终身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的未来高素质临床医师。 

 

 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培养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

的，符合国际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标准和发展趋势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具有较扎实厚重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坚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

基本技能，较强的临床思维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与终身

学习能力，能参与国际竞争的未来高层次临床医学人才。 



培养方案（临床5年制） 

 

 

 自然科学公共基础课 

 英语、计算机和信息科技 

 人文社科（两课、医学伦理学
、医学史、大学通识课程） 

   

通识通修课程群  
临床课程群 

 

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分
子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生
物信息学、遗传学  

生命类 

解剖、组织胚胎、 生理、 

病理、微生物、免疫学、药
理、病理生理、生物统计 

医学基
础类 

分子医学技能、实验生理
科学、医学文献检索、生
物信息学、生物安全 

实验技
能类 

医学基础课程群 

临
床
必
修 

临
床
选
修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内科4周 

外科4周 

妇产科2周 

儿科2周 

神经1周 

精神1周 

传染1周 

耳鼻喉1周 

皮肤1周 

肿瘤1周 

眼科1周 

实习资格
考试1周 

临床技能
培训1周 

内科学 

外科学 

儿科学 

妇产科学
诊断学 

传染病学 

精神病 

肿瘤病 

眼科学 

耳鼻喉 

中医学 

…  

单
科
轮
回
见
习
20
周 

内科12周 

外科12周 

妇产科6周 

儿科6周 

传染科2周 

神经科2周 

精神心理2周 

选科6周（其
中社区全科2

周） 

临床实习 
48周 

第五学年 



培养方案（临床8年制） 

人文与自然科学 

公共课程 

医学基础课程 

临床专业课程 

临床提升
课程 

人文社科： 

医学伦理学 

医学史与导论 

医学文献检索 

专业基础主干
课程 

预防医学类 

科研方法类 

早期接触临床 

选修课程 

临床各科 

理论课 

专业核心 

专业选修 

 

二级专科
轮科 
考核 

毕业论文
设计 

答辩 

   预见习  见习  实习 

  

单科轮
回见习
20周 

内科4周 

外科4周 

妇产科2周 

儿科2周 

神经1周 

精神1周 

传染1周 

耳鼻喉1周 

皮肤1周 

肿瘤1周 

眼科1周 

急诊1周 

实习资格考
试1周 

临床技能培
训1周 

临床实习 
48周 

内科12周 

外科12周 

妇产科6周 

儿科6周 

传染科2周 

神经科2周 

精神心理2周 

选科6周（其
中社保2周） 

 

 

 预见习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第六学年 第七学年 第八学年 

在生命、物理、化
学三个学院学习（
相当于欧美的“医
预科”） 

早期接触临床 

全程导师制 



• 医学物理学 
• 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 
• 人体解剖学 
• 组织学和胚胎学 
•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 生理学 
• 医学微生物学 
• 医学免疫学 
• 病理学 
• 药理学 
• 病理生理学 
• 分子医学技能 
• 实验生理科学 
• 人体寄生虫学 
• 医学遗传学 

 

• 诊断学 
• 临床技能培训 
• 内科学 
• 外科学 
• 妇产科学 
• 儿科学 
• 神经病学 
• 眼科学 
• 耳鼻喉科学 
• 传染病学 
• 医学影像学 
• 医学心理学 
• 精神病学 

专业课程: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课程 



知识技能（专业内容）： 

 掌握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掌握常见病诊断治疗的临床基本技能 

 具有对急、难、重症的初步处理能力 

 熟悉国家卫生工作方针、政策和法规 

 掌握医学文献检索、资料调查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

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27 



一、中山大学医科历史与中山医学院 
 

第二部分 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教育  



    学校基本情况简介 中山大学  
Sun Yat-sen University 

University Motto校训 

Study Extensively 

Enquire Accurately 

Reflect Carefully 

Discriminate Clearly 

Practice Earnestly 

 

新格局：三校区五校园 

29 



30 

中山医学院  

八年制临床医学、五年制临床医学、法医学和基础医学专业 

 

医学院（深圳校区） 

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 （深圳） 

光华口腔医学院  

护理学院  

药学院 、药学院（深圳） 

八个医科学院 十家大学附属医院 
 
第1-3，5-8医院、肿、眼、口 

中山大学医科 





32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广州校区北校园) 

负责全校医科各专业临床前期教学，统筹临床教学              

负责基础医学学科建设、协调组织临床医学学科建设 



中山医学院使命 

为世界一流医学人才培养提供优质的 教学平台 

 学科支撑 

医学成果 

 为世界一流医疗服务提供强大的 

为世界医学发展提供一流的 

33 



第四轮学科评估： 并列第四 

排序 学校名称 

A+ 
北京大学  

北京协和医学院 

A  复旦大学 

A- 

中山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 

B+ 华中科技大学 

其他第三方评价 

ESI全球医学院评估总排名： 

全国第2，全球第224 

7个相关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其

中，临床医学进入前0.1%，全球第

224名 

上海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基础医学第3名 

            临床医学第2名 

“双一流” 学科：全国4家之一，南方唯一 

学科声誉 

34 



师资队伍与学科人才 

专任教师 193人 

教授 82人 

副教授 82人 

讲师 25人 

专职科研 55人 

博士后 70人 

本科生 3415人 

硕士生 301人 

博士生 264人 

长江学者：黎孟枫、蓝田、李隽 

万人计划：王庭槐、李隽、项鹏 

国家杰青：颜光美、李隽、项鹏、周家国 

国家优青：李博、曾谷城、李勃兴、田国宝、赵萌 

973首席/重点研发计划负责人：余新炳、吴忠道、李博、曾谷城、

项鹏、曹楠 

千人计划6人、青年千人16人 

国家级教学名师：王庭槐、詹希美 

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黎孟枫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总体专家组和领域专家组成员：黎孟枫、张辉、

黄曦 

35 



36 

2018年1月 2018年9月 2018年 10月 

     黎孟枫               2018年3月 

宋尔卫 

2018年已发表的高水平论文 

   周洁                      2018年1月 



学科平台 

国家级 省部级 

科研平台 

 临床医学分子诊断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临床与转化医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  

 热带病防治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干细胞与组织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脑功能与神经疾病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7个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4个广东省高校重点实验 

教学平台 

   基础医学 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临床技能 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医学虚拟仿真 国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37 



二、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特色与成效 
 

第二部分 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教育  



人才培养（年招生规模） 

我院本科规模 学制 年招生人数 

  临床医学（八年制） 八 100 

临床医学（五年制） 五  420 

临床医学（MBBS） 六 60 

基础医学 五 25 

法医学 五 30 

合计 635 

公共卫生学院 140 

光华口腔医学院 90 

护理学院 90 

医学院 400 

公卫（深圳） 100 

合计 820 

我院研究生规模 年招生人数 

硕士研究生数 120 

博士研究生 80 

合计 200 

39 



教学组织架构 

中山医学院 

医学实验教学中心   实验动物中心 

公共教学平台 

公共教学平台 
基础医学实验中心 
临床技能中心 
专业实验教学中心 

科研支撑体系 

科研仪器管理中心 
生物安全实验室 
动物实验室 
核医学实验室 
电镜实验室 
转化医学技术平台 

临床医学-八年制                  
临床医学-五年制 
临床医学-全英留学生 
        （MBBS） 
基础医学 
法医学 

 14个教研室 
（前期教学） 5个专业 

人体解剖学教研室 
组织胚胎学教研室 
生理学教研室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药理学教研室 
寄生虫学教研室 
免疫学教研室 
遗传学与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微生物学教研室 
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病理学教研室 
医学信息学教研室 
外语教研室 
医学人文教研室（共建） 

40 



“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 

传承百年办学历史，恪守中山大学医训 

 “医病医身医心”：杰出能力 + 高尚医德 + 人文素养 

 “救人救国救世”：精英意识 + 担当意识 + 引领意识 



 目标: 培养“基础厚、能力强、后劲足”的未来卓
越医师 
 

基础厚：过硬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用“

厚基础”顶破毕业后职业发展的“天花板”  

能力强：临床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知识整合能

力、实践能力，善于解决复杂的临床实际问题 

后劲足：人文素养、创新意识、书面与口头表达能力、

终身学习能力，具有成为行业精英和领军人物的潜质 

明确的培养目标 



三早 

目标：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医学人才 

定位：医学精英教育 

特色：三基三严三早 

早期接触临床 

早期接触社会 

早期接触科研 

三严 

严格要求 

严密方法 

严肃态度 

三基 

基础知识 

基本理论 

基本技能 

基础厚  能力强  后劲足 

人才培养 

43 



优厚的办学条件 

 临床医学专业师资力量雄厚（医科整体办学） 

 学科优势明显（临床医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 

 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成绩斐然 

 高质量的实验实践教学基地（实验示范中心和临床附属医院） 

 人才培养质量受到业界和海内外的广泛认可、社会声誉高 



2003年，广东省名牌专业； 

2007年，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 

2009年，临床医学专业的基础医学课程教学团队获国家

级教学团队；2010年，广东省高等学校本科特色专业； 

2012年，临床医学专业（八年制）获广东省专业综合改

革试点项目；2013年，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2015年，通过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国际认证（8年） 

2017年，双一流（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专业） 

建设成绩显著： 



人才培养成效——学术创新能力强 

本科教育 
• 全国“挑战杯”比赛获得特等奖、一等奖等 

• 全国基础医学知识竞赛获得一等奖等 

• 全国基础医学科研设计竞赛一等奖等 

• 全国医学生临床技能大赛蝉联四连冠 

 

研究生教育 

• 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3名 

• 全国百优博士论文1篇，提名奖4 篇 

• 广东省优秀博士论文6篇 

• 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博士25人、硕士31人 

• 省部级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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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成效——毕业生质量高 

科目 2006-2011执业医师考试答对率统计（6年平均） 
满分 较全国平均分高出分数 较全国平均分高出百分率 

微生物学 9 1.09 12.1% 

免疫学 9 0.93 10.3% 

药理学 11.5 1.12 10% 

生物化学 13 1.27 10% 

生理学 19 1.59 8.3% 

病理学 21 1.7 8.1% 

内科学 195 20.19 10.3% 

妇产科学 57 5.43 9.5% 

儿科 57 5.1 8.9% 

外科学 137 9.68 7.1% 

基础课 临床课 
科目 较全国平均分高出百分比 科目 较全国平均分高出百分比 

微生物学 12.1% 

内科学 10.3% 
免疫学 10.3% 

生物化学 10% 妇产科学 9.5% 

药理学 10% 儿科 8.9% 

生理学 8.3% 

外科学 7.1% 病理学 8.1% 

平均 9.8% 平均 8.9% 

我校医学毕业生参加国家执业医师考试，连续七年平均成绩居于全国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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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成效——社会美誉度好 

中央电视台2014“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获奖10人中，中山大学校友有5人： 

• 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主任詹红教授（1981级中山医校友） 

•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陈建屏教授（1984级中山医校友） 

• 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团队代表，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邓艳琴（1983级卫生系校友），广东省疾控中心刘隽

医师（2000级中山医校友） 

• 最美巡回医疗队代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冷金花教授（1979级中山医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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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教育资源丰富 

 

• 文化底蕴深厚 

 

• 包容性强 

 

• 吃在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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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广州？ 

毗邻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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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中山医？ 

• 地理位置佳 

• 科研实力强 

• 学术氛围浓 

• 学生资源优 

• 培养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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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加入中山医！ 

本科招生：020-87330733；邮箱：hejf@mail.sysu.edu.cn 

研究生招生：020-87333606 ；邮箱： zdykyj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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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口腔医学教育简介 

 中山大学 光华口腔医学院   

 洪筠 副教授、教学科副科长 

            

                2019.4.13 



口腔医学（Stomatology） 

• 是现代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 是生命科学的组成部分 

• 是应用生物学、医学、工程学 

  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 

  研究和防治口腔及颌面部疾病的专门医学科学 



“光华”的历史由来 

办学定位与培养目标 

办学特色 
 
教学条件 

教学基本建设 

 
 
 

口腔医学起源与发展简史 

中国口腔医学教育发展及
现代院系建设 

口腔医学书籍和教材发展 

讲 座 内 容 

第口腔医学教育史部分 第一
部分 

第二
部分 

中山大学口腔医学专业介绍 

人才培养质量 



第一部分  口腔医学教育史 



 一、 口腔医学起源与发展简史  



牙医学起源 

 公元前7000年，印度河文明记载由 

  技艺精湛的珠宝工匠使用弓钻治疗牙病 

 公元前5000年，苏美尔人记载龋齿是 

  由“牙齿蠕虫”造成 

 公元前2700年，中国人使用针灸治疗牙痛 

 公元前700-前510年前，意大利实施了 

  世界上最早的义齿修补术 

 

 

 

 



公元前9世纪玛雅人头骨的牙齿上 

镶嵌了许多翡翠和绿宝石 



牙医的演变 

  中世纪(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初期 

    牙科手术由受过 教育的僧侣实行 

  理发师因其善用剃头工具有利手术而担任僧侣的助手 

  专业分化后，一部分理发师参与拔牙行业 

   一部分演变为外科医生 

   至1655年，组成“外科医生与理发匠” 联盟 

 

 

 



     1839年Hayden和Harris 

     在美国创建了全世界第一所牙学院 

     巴尔第摩牙医学院 

   （Baltimore College of Dental Surgery） 

      

 

牙医学教育的萌起 



创建者Hayden 

院徽 

纪念碑 



    该校新设“牙医外科博士” 

     Doctor of surgery，D.D.S. 

     第一期招收5位学生，只有两位顺利毕业 

     其中之一 的亚瑟（Robert Arthur） 

     后创设了美国第三所牙医学院 ——费城牙科外科学院 

 

 

第一位女牙医外科博士 Dr. Lucy Hobbs Taylor 



    1839年   Harris帮助建立了 

            American Journal of Dental Science 

           世界第一份牙科期刊 

    1840年  Hayden和Harris携手成立了美国牙科外科     

           医生协会American Society Dental Surgeons     

           世界第一个牙医师的全国性组织 

世界第一所牙学院、第一份牙科期刊、第一个牙医师协会

这“三个第一”使牙医学从医学中独立出来，并成为口腔

医学教育的开端 



1867年  最早的大学附属牙科机构哈佛大学牙学院成立 

1894年  密歇根大学建立早期的毕业后牙医学教育 

1900年  美国工人的牙科学校有57所，国际牙科联合会     

             （FDI）成立 

1923年  美国牙科学院协会成立 

1930年  世界第一个牙科专业委员会 

               美国正畸学委员会成立 

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牙学院（摄于2015年） 
位于洛杉矶的UCLA牙学院 
（摄于2016年） 



 二、中国口腔医学教育发展及 
                 现代院系建设 



 公元前14世纪我国商朝武丁时代（公元前1324～1266）殷

墟甲骨文中有龋齿的记载（ “龋”是牙齿生虫的象形） 

 西汉名医淳于意在七诊籍中记录口齿疾病，用灸法和苦

参汤治疗龋齿，且指出病因为 

    “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漱” 

    我国最早的医书《内经素问》（公元前1066-206）   

     介绍了恒牙的萌出时间 

 

 

   中国牙科源起 



   现存最早的口齿科专著：明代  

    薛己《口齿类要》 

   公元5～10世纪隋朝巢元方等  

    所著《诸病源候总论》有专章   

    关于牙齿及口唇疾病如龋病、    

     牙槽脓肿、唇裂等记述 

   有关氟牙症记载来自嵇康的  

    《养生论》——“齿居晋而黄” 

 

 

 

 

 

   

 

 



中国口腔医学四大发明 

• 砷失活牙髓法：东汉时期（25-220年）张仲景《金匮要

略》以及明代《本草纲目》中均有记载 

• 牙签、牙膏及植毛牙刷：西晋南北朝（265-589年）始

有牙签记载；隋唐五代时期（581-979年）有“杨枝揩齿

法”；辽代（907-1125）驸马卫国王墓中出土世界上最

古老的牙刷 

 

千年辽代骨质植毛牙刷 



• 牙齿再植术：记载于宋代《太平圣惠方》“牙才落时，

热粘齿槽中，贴药齿上，五日即定，一月内，不得咬

硬物”  

• 银膏补牙：659年《唐本草》中记载“其法用白锡和银

箔及水银合成之，凝硬如银，侃补牙齿脱落” 

  



 源于加拿大牙医学博士林则   

    （1884～1968） 

    1907年来华 

      在成都开设仁济牙科诊所 

      为中国最早建立的西式牙科诊所 

    开创了中国现代口腔医学 

林则博士：口腔医学教育家 

          中国口腔教育创始人 

中国现代口腔医学发展 



1911年   在华西协合大学创建牙科 

1917年   改建为牙科系 

1919年   扩建为牙医学院 

               学制7年，毕业授博士学位 

中国口腔医学的摇篮 



1928年    建立附属口腔医院 

1951年    华西协合大学改为华西大学 

                牙学院改为口腔医学院 

1985年    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2000年    更名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932年    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设立牙科系 

1952年    与上海牙医专科学校合并 

                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1935年 

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 

设立牙医本科及专科 

1954年 

合并为第四军医大学 

            口腔医学系 

2017年 

 改为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学院 



1943年 

北平大学医学院创建齿学系 

1950年 

改为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 



1960年 

湖北医学院 

建立口腔医学系 

1993年 

更名为湖北医科大学 

口腔医学院 

现为武汉大学口腔医学院 



1950年      根据卫生部高等院校教材编审会议精神 

                  统一口腔医学名称 

                  口腔医学系、口腔医学院、口腔科 

1985年起   北京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 

                 上海第二 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大学等 

                 先后升格为口腔 医学院 

至2004年   全国有22所口腔医学院 

 

 

 



至2017年全国共有42所大学开设了口腔医学专业 



中国口腔医学专业教育背景 

     1954年教育部、卫生部在北京联合召开 

     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大会 

     首次通过“口腔医学专业”教学计划 

     决定按照“前苏联”口腔医学教育组织架构 

     设置口腔医学专业课程 



• 提出中国高等口腔医学教育培养目标 

  使受教育者具有全面、系统的 

  现代医学基本理论知识及口腔专业知识 

  即以大医学为背景的口腔医学教学模式 

  首先是“医学生” 

  然后才是“口腔医学生” 

• 两大部分课程内容 

    临床医学：    基础课程、临床课程 

    口腔医学：    基础课程、临床课程 

 



 三    口腔医学书籍和教材发展 

               



牙科相关书籍的发展 

  1530年，第一本牙科专著The Little Medicinal Book for All 

Kinds of Diseases and Infirmities of the Teeth在德国出版， 是

理发师和外科医生所著，内容涵盖了口腔卫生、拔牙、钻孔和

黄金填料等 

 1685年，英国的Charles Allen撰写了The Operator for the 

Teeth，提及牙齿保存、拔牙， 

并展示了类似鹈鹕嘴的拔牙器械 

 

 

鹈鹕（音“提胡”） 拔牙器械（前牙用） 



 16世纪开始 

 解剖学、微生物学及其他领域的科学进步 

 为牙科治疗科学化和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促进了治牙术向牙医学发展 

 



    1728年   "现代牙科学之父" 

    法国的皮尔福查德 

   （Pierre Fauchard） 

    著写了牙科专著 《牙外科学》 

    介绍了牙齿的解剖、生理、 

    胚胎、口腔病理和临床病例 

 



1756年 德国普法夫 

    出版了《人类牙齿及其疾病的论述》 

1757年 法国波尔德特 

    出版了《牙科的研究与观察》 

    改良了银汞合金的制作 

    在正畸、修复、齿槽外科提出独特见解 

1778年 英国约翰•亨特 

     出版了《人类牙齿的自然》 

     其解剖学大部分观点迄今不变 



 现代口腔专业教材 

 专业分支日益精细 

 行业大咖、学术领头人主编 

 根据学科进展不断更新再版 

 结合电子化、信息化技术  信息量巨大 

 我院有11位专家主编、参编的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教材  

 



 

 

 
 

第二部分   中山大学口腔医学专业介绍 



“中山大学口腔医学专业”承教单位为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 

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中山大学口腔医学研究所 

 



一、“光华”的历史由来 



 

悠悠岁月栉风沐雨，百年光华源远流长 

 

 

 1907年冬天，广州发生一宗码头工人被英帝雇佣的

印藉警察踢死的惨案。外国医生硬说该工人是心脏

病突发致死，中国医生无权过问 

• 家人与民众要求讨回公道，无能的清政府却用暴

力禁遏民众，广州各界人士义愤填膺 

• 1908年，爱国贤达郑豪、梁培基、陈子光等 

     创办医社，名曰光华，为光我华夏之意 

 

     

郑豪博士（1878—1942） 



• 光华医社是我国第一所民间集资 

     中国人管理和执教的西医学校 

    其办学宗旨为： 

“合我华人之力，博彩世界文明医学， 

    创办医学院校，造就完备医材以 

    利国利民” 

• 1910至1949年间共培养34届毕业生658人 

 
20世纪20年代位于广州
市泰康路的光华医学院
校址 

20世纪初光华医社旧址 



历史沿革概览  

1908年  光华医社成立    

1929年  经教育部立案，命名为“广东光华医学院” 

1953年  华南医学院：由中山大学医学院、岭南大学  

               医学院、广东光华医学院三校合并  

1957年  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易名为“中山医学院”  

1985年  改称中山医科大学 

2001年  中山大学 

1908年  光华医学院  1985年  中山医科大学 

 

2001年  中山大学 



1974年  口腔医学系成立 

1988年  口腔医疗中心成立 

1996年  口腔医学院·附属光华口腔医院成立 

2001年  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成立 

2006年  口腔医学研究所成立 

1974 1988 1996 2006 



•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遵循口腔医院、口腔医学院、口腔医学研究所 

 “三位一体”的国内外先进办院模式 

 成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口腔医疗、教学、科研基地 

医疗 教学 科研 



二、办学定位与培养目标 



办学规模 

• 专业设置     口腔医学 

• 学制与招生规模       5年制本科生  60名/年 

                                    “5+3”制学生  50名/年 

• 拥有完整的本科、硕士、博士培养体系 

硕士：年约70名；博士：年约20名 

博士后：年约20名 

 



  办学定位 

• 传承中山大学医训 “医病医身医心  救人救国救世” 

• 践行“三基、三严、三早”的治学原则 

• 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口腔医学院 

 



入口质量 

入学招生成绩居中大各专业前列 

  2018年本科招生（广东40万考生） 

   5年制：(12/60) 636-644/临床5年：626-652 （前2300名）         

“5+3”制：(20/50) 638-658/临床8年：654-676 （前1500名）  



2018年中山大学广东理科（130专业）投档情况 

注：按平均分排序 



2016年全国高校学科排名 

 参评高校39所，包括全

国15所具有口腔医学 

      “博士授权”的高校 

 评估结果相同的高校排

序不分先后，按学校 

      代码排列 

 我院目前在第二梯队 

      我们的目标是第一梯队 

       



 培养目标和方案 

 1.  培养目标 

• 以“德才兼备、领袖气质、家国情怀”为导向 

   培养“基础厚实、能力突出、具有国际视野”的 

   卓越的口腔临床医学科学家  



2. 课程体系特色 

依托 中山大学优异的人文教育环境和 

         百年医科卓越的基础平台 

构建具有口腔“脸谱”特征的核心课程体系 

         国际标准的临床前实践教学中心和 

         国际先进的专业临床教学基地 

优于《中国口腔医学本科教育标准》 

形成具有光华特色的卓越口腔医学教育品牌  



3.总体课程设置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思想道德和人文综合课程群，共13门，822学时

占19.6% 

基础医学课程群，共23门

1646学时，占39.6% 

 

临床医学课程群 

共10门，620学时

占14.8% 

素质教育系列讲座 

临床小讲座+ 学科学科新进展 

菁英拓展课程 



三、办学特色 



（一 ）丰其羽翼—— 

  专业实践能力和 

  科研能力两手抓  



专业实践能力培养 

1. 加大实践教学力度 

• 与基础医学院协同调整教学计划，加大实践课程比重 

• 调整专业理论与实践课时比例，形成“重实践-精理论”的课

时格局专业基础课调为1:1.2，专业临床课调为1:2 

• 组织开展雕刻艺术系列讲座/ 户外写生实践活动 

    培养鉴赏能力与观察能力，重视“文化软实力” 

 

病例学专家李铁军教授从显微玻片摄影角度讲授《生命如诗》 我院包柏成教授讲授《医学与艺术的交融》 



 

2.打造虚实并重的实践教学平台 

(1) 虚拟仿真平台夯实临床前“厚基础” 

• 举办雕牙大赛培养动手能力和专业素养 

• 通过仿头模训练及虚拟仿真实验培训临床操作技能 

 



(2) 技能实训平台打造“强临床” 

• 以附属口腔医院为平台提供临床实践教学资源和同质化管理 

• 以 “口腔三讲”深化临床实践教学的内涵 

 

 
      “每天一小讲”：带教老师与学生探讨每天带教过程遇到的 

                               问题，或学生分享病例 

      “每周一中讲”：各教研室针对本学科常见疾病的基本诊疗 

                               规范、治疗进展等安排讲课 

      “每月一大讲”：学院每月组织讲座，就学科进展、素质培养 

                               等进行综合拓展学习 



3.  保障实践教学终末质量 

 

(1) “口腔三考”把控实践教学质量 

• 临床前训练合格考试 ，把控学生“出课堂”的质量 

• 专科轮训出科考试，把控学生“出专科”的质量 

• 毕业实习综合考试，把控学生“出学院”的质量 

   理论考包括专业知识、专业英语翻译 

   实践技能考包括病例报告、实践操作 

 



(2) 口腔临床技能大赛评估实践教学成果 

• 我院的品牌赛事，已在六届学生中开展 

• 2017年开始在省内普及并辐射至全国    

• 先后举办了省内6家院校参加的“光华杯”以及两届由全国

12家以及21家院校参与的邀请赛“华南杯” 

• 充分锻炼学生的专业临床技能，展示学院实践教学成果 



• 鼓励参加业余科研和暑期科研项目 

• 引导学生关注口腔医学发展及科研动向 

• 多方位接触学科专业期刊 

1. 鼓励早期接触科研 

科研能力训练 



2. 光华文萃分享大赛  

• 光华口腔医学院延续了25年的传统项目 

• 学生进行文献检索、科技论文写作的科学训练 

• 了解新进展、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等 

• 竞赛成绩作为毕业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设立科研方法训练营 

• 包含《文献检索》、《实验设计与开题》、《实验结果分析和

统计》、《SCI论文的写作》四部分内容，培养科研基本技能 

• 3年来约50%学生直接参与，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

高,本科生参加国家级、省级项目20余项 

 

 



• 开展“遴选、培训、竞赛”三位一体的系统科

研训练模式 

• 2017年遴选171名学生进入71名导师团队 

5.  增设“菁英拓展系列课程” 

• 通过大咖讲堂深度接触医学最前沿，激发创

新性思维 

 

 

 

• 4. 构建科学研究训练平台 



5. 本科生科研设计大赛 

• 调动学生对科研创新的兴趣 

• 深度接触医学最前沿，激发创新性思维 



（二）拓其视野—— 

            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丰富完善第二课堂 

 



      1. 建设国际牙科交流平台，开阔师生国际视野 

•  建立教师海外教学培训合作基地 

    每年选派骨干教师赴合作院校短期教学进修 

    近5年选派30余名教师进修学习 

•  扩大双向国际交换项目，推进教学国际化教育进程 

    近5年接收国际交换生40名、外派43名     

国际交换生相聚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教师海外进修学习 



    2. 建设全英骨干课程群项目 

• 与美国太平洋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牙学院 

     等建立合作关系 

• 2017-2018年，UOP两次派出教学团队 

    赴我院进行为期一周的教学交流 



理论授课 



学术讲座  



临床示教/病例讨论  

• 拓宽学生视野，搭建与世界一流大学接轨的课程平台 



 3. 思政教育助力培养领袖气质 

• 在中山大学重点项目支持下，每年举办全国口腔医德医

风论坛 

• 通过名师讲座、医学美学实践课、医学博览之旅、社会

实践活动、团队训练等系列活动，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责

任和使命 

• 活动吸引南方日报、新浪新闻、搜狐新闻、中国医学教

育网、中大新闻等媒体报道 

 

沈曙铭老师讲座 
 

医学美学实践 新浪新闻报道 



  

• 举办研究生沙龙暨 “小咖面对面” 活动，邀请北京大学、

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优秀博士生作学术经验交流与

分享 

• 举办十五期奋斗的青春最美丽校友系列讲座，邀请优

秀毕业校友讲述其光华奋斗的历程，为学生医学道路

启航指点迷津 

4. 职业生涯教育 



四、教学条件 



（一）教师数量与结构 

•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300人，其中46%具有高级职称，70%拥
有博士学位，目前生师比1.77:1 

88% 

11% 1% 

学缘结构 

985高校 

境外高校 

其他高校 



（二）教授授课情况 

坚持推行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 

• 专业理论课教授授课率：100% 

• 专业实验课教授授课率：61% 

• 教授全程参与一到五年级全部教学活动 



1. 实验实训场地正在升级 

• 建有完善的现代化口腔医学临床前培训基地 

• 教学实验室总面积1072平方米 

 

（三）实验室和实习基地 

旧实验室 



新实验室（2019年下半年建成） 



  2. 实习基地 

• 附属口腔医院 

    承担全部临床专科门诊的临床实习，40周 

• 附属第一、二医院口腔科     

     承担5年制颌面外科学病房实习，8周 

 

附属一院 附属二院 附属口腔医院 



五、教学基本建设  



 7 门专业核心课程获评为各级精品课程 

• 国家级精品课程:《牙体牙髓病学》 

•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口腔修复学》《牙体牙髓病学》 

                                      《口腔黏膜病学》 

• 校级精品课程《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解剖生理学》  

                      《口腔材料学》 《口腔生物学》 

 （一）课程建设 



  1. 教材选用 

专业教学选用人卫版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比例为100% 

 教材建设 



姓名                教材 参编身份 

程    斌 《口腔医学》第3版、第4版 
《口腔科学》第9版 

主编 

副主编 

黄洪章 《口腔颌面外科学》第7版 编委 

凌均棨 《牙体牙髓病学》第4版 编委 

程    斌 《口腔黏膜病学》第4版 编委 

廖贵清 《口腔颌面外科学》第7版 编委 

林焕彩 《口腔预防医学》第7版 编委 

李     彦 《口腔修复学》第7版 编委 

阎    英 《口腔解剖生理学》第7版 编委 

胡    雁 《口腔生物学》第4版 编委 

赵    克 《口腔材料学》第5版 编委 

何宏文 《人体解剖学》第7版 编委 

2. 教材编写 

• 10位教师参加卫健委“十二五”规划教材的编写 



• 15位教师参加卫健委“十二五”规划数字教材编写 

姓名 参编教材 参编身份 

 陈小华 《口腔组织病理学》 编委 

 邓飞龙 《口腔种植学》 编委 

 付    云 《牙周病学》 编委 

 胡    雁 《口腔生物学》 编委 

 黄洪章 《口腔颌面外科学》 编委 

 李    彦 《口腔修复学》 编委 

 廖贵清 《口腔颌面外科学》 编委 

 林焕彩 《口腔预防医学》 编委 

 王    智 《口腔临床药物学》 编委 

 王    智 《口腔黏膜病学》 编委 

 韦    曦 《牙体牙髓病学》 编委 

 阎    英 《口腔解剖生理学》 编委 

 赵    克 《口腔材料学》 编委 

 赵    玮 《儿童口腔医学》 编委 

 蔡    斌 《口腔正畸学》 编委 



1. 临床前实践教学 

• 口腔实验中心共开设实验课14门，年均开放课时数1078学时 

• 训练项目覆盖所有口腔医学主干课程操作内容 

• 2011-2014学年，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开出率为93.38% 

• 已形成国际一流的数字化口腔医学实验教学平台 

 

 

 （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2. 临床实践教学 

    附属口腔医院临床教学资源丰富，配置和建设规范 

• 4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牙体牙髓病科、口腔颌面外科、口腔修复科、口腔正畸科 

• 3个基地 

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 

中华口腔医学会颌面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 

亚洲口腔颌面外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 



    理论教学质量监控 

• 学院领导、督导、教学主任随堂听课 

• 评价教与学过程中的亮点和存在问题 

• 教学科收集专家听课表并反馈给教研室 

• 推广先进的教学方法，整改存在的问题 

 

（三）教学质量监控 

开展教学查房 领导专家听课 



     临床实习质量监控 

• 临床实习教学坚持严格过程管理 

• 强化临床准入的二级培训 

• 加强实习过程的三级管理 

• 综合考核能力确保实习质量 

 

 

2011级本科生临床实习 



    医院培训 

• 院长训辞，医院介绍，医德医风教育 

• 医院管理规定和医院感染控制知识 

• 法律知识宣教及医疗风险规避 

• 实习生的日常工作注意事项和经验介绍等 

 

 

 

2级准入培训 



     科室培训 

• 病历书写、实习手册填写、教学目标实现 

• 患者十大安全目标和手术安全核查制度 

• 临床工作纪律和诊疗规范 

• 接诊流程、爱伤观念和医患沟通技巧 

• 急救、消防知识 



六、人才培养质量 



 （一）毕业生总体情况 
 

• 2011-2014年， 

我院毕业生参加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20% 

1. 毕业生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分析
（因数据不易获取  未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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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毕业生流向情况分析 

•  2013~2018年，毕业生升学率逐年攀升，最高82.5%，其中90%

在“985”高校深造。近3年我校五年制学生外校升学人数合计

（不含19届考研）北京大学 18 人、四川大学 10 人 、             上

海交大5人、武汉大学 3人、首都医科大学 1人 

• 历年就业率均在97%以上，高居中山大学前列，毕业生遍布北

上广深等发达地区的口腔专科医院或综合性医院 

• 90%以上选择985高校继续深造 

• 海外升学包括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波士顿大学等知名学府 



2014-2017届毕业生去向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合计(%) 

思想政治素质 98.5 1.5 0 100 

医德医风 98.5 1.5 0 100 

敬业精神 97.7 2.3 0 100 

吃苦耐劳精神 96.2 3.8 0 100 

工作态度 98.5 1.5 0 100 

竞争意识 94.6 4.6 0.8 100 

心理素质 96.2 3.8 0 100 

理论知识 99.3 0.7 0 100 

实践动手能力 99.2 0.8 0 100 

独立工作能力 95.4 4.6 0 100 

创新能力 91.6 7.6 0.8 100 

科研能力 88.5 10.7 0.8 100 

适应能力 97.0 3.0 0 100 

协调沟通能力 94.7 5.3 0 100 

组织管理能力 91.6 8.4 0 100 

发展后劲或潜力 95.5 4.5 0 100 

综合评价 97.7 2.3 0 100 

光华口腔医学院本科毕业生总体素质评价表 

3. 用人单位满意度 

《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问卷》满意度 

    思想政治素质  98.5%     医德医风  98.5% 

    理论知识  99.3%，实践能力  99.2%，发展潜力 95.5% 

    敬业精神  97.7%     综合评价满意度高达  97.7% 



 （二）学生综合素质 

1. 学科竞赛 

• 近五年年我院学生参加各项学科竞赛 

累计参与人数3500余人次，参与率35.6% 

累计获奖人数94人次，获奖率26.2% 

• 包括中山大学口腔医学临床技能大赛 

中山大学医学本科生实验技能大赛等 

 



2. 科技创新 

近五年 

• 获大学生创新训练国家级立项21项、省级立项25项 

• 发表SCI收录论文7篇、获国家授权专利2项 

• 段松伟等同学参加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 

分别获得省级特等奖、国家级三等奖、省级三等奖 



2010级段松伟同学2013年5月获 

大学生挑战杯课外科技作品大赛

广东省特等奖、全国三等奖 

2011级朱晓蕊同学2014年1月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一项 



3. 课外科研 

       2013-2017年 

• 学生参与课外科研活动竞赛38项、获得校级奖励43项 

• 中山大学医学本科生科研设计大赛 

口腔医学本科生科研设计大赛等 



4. 文化活动 

• 近五年 

学生参与文化活动累计600余人次，参与率45.45% 

获奖累计250人次，获奖率41.67% 

• “益暖中华”全国大学生公益创意大赛、 

广东省志愿服务交流会、广东省医学生公益种子计划 

中山大学十大提案等30余项 

• 国际合唱大赛、全国英语辩论赛等比赛 



 

薪火相传 

百年延绵始有成！ 

欢迎莘莘学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