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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与医学教育 

 国际与中国临床医学教育标准 

 中国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目标和

课程体系 

第一部分  
医学教育和临床医学专业  

第二部分  
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教育  

 中山大学医科与中山医学院 

 中山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

培养特色与成效 

 为什么选择中山医学院 

讲座内容 



一、医生与医学教育 
 

第一部分 医学教育和临床医学专业  



Luke Fildes的油画-《医生》（1891， UK） 



The four guises 

of the Physician 

Anonymous, 

based on the 

drawings of 

Hendrick Goltzius, 

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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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治疗病人的人 



The doctors are seen 

as hard at work and 

patients and the family 

see them as 

ministering angel.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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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令人满意的治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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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ngrateful patients now 

see their saviours as the 

devil incarnate. 

D. 魔鬼的化身 



（唐） 孙思邈：大医精诚（精通医术，诚心救人） 



中国名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 孙中山先生 柯麟医生 

http://www.jl2sy.cn/jajb/xiaoxue/tupian/lijindai.htm


• 钻研学习医学科学技术，挽救生命以治病为业的人 

• 接受过高度专业化教育（在所有职业中时间最长） 

• 接受过专业培训（住院医师培训、专科医生培训） 

• 获得国家签发的医师执照 

医生（Doc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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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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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论学制长短的院校医学教育（大学本科教育） 

• 规范化的毕业后医学教育（住院医师与专科医师培训） 

• 终身的继续医学教育（继续职业发展） 

医学教育三部曲 



• “以三年制为过渡,五年制为主体,八年制为发展重点”的学制方案 

• 三年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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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医学教育 



1001 基础医学 

1002 临床医学 

1003 口腔医学 

1004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医学专业门类：8个一级学科 

1005 中医学 

1006 中西医结合 

1007 药学 

1008 中药学 



二、国际与中国临床医学教育标准  
 

第一部分 医学教育和临床医学专业  



Flexner报告（ 1910） 

• 现代科学引入医学教育 

• 医学教育两段法 

• 医学教育从学徒转变为学术模式 

 不能指望医学院校造就出得到充分训练的医生 

 最多只能期望以有限的知识在方法上和医学精神上训练他们，促使他们在

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成为主动的学习者、观察者、阅读者、思考者和实验者 

国际医学教育改革的发展 



全
球
医
学
教
育
最
低
基
本
要

求

2001年11月，纽约中华医学基金会（CMB）资助成立的国际
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发布本科医学教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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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医学教育改革的发展 

注：只是本科医学毕业生的要求 



中国医学教育的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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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fd40bd1a37f111f1855b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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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 

• 依据社会需求与期望培养
医生 

• 妥善应对日新月异的医学
理论知识与技术 

• 培养医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 培训医生应用新信息技术
的能力 

• 根据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
变化调整医学教育 

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发展 



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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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住院医师与专科医师培训 
规格合格，功夫到家 

医德高尚，医术精湛， 培养人才 
掌握先进医学技术与研究方法 

引领学科，创新疾病的诊疗模式 
发展医学，有国际竞争力 

医学科学家 

优秀医生 

合格医生 

Doctor’s Pyramid 

医科毕业生 
有基础知识、理论与技能 
获得终身学习能力 
获得行业准入、行医资格 



三、中国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  
 

第一部分 医学教育和临床医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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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目标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 
《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 

3.全类型推进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1）夯实本科人才培养在医学人才成长中的基础地位，推进以胜任力为

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提升医学生职业素养和临床实践能力。 

 （2）深入推进八年制医学（九年制中医学）教育改革，培养少而精、高

层次、高水平、国际化的医学未来领军人才；深入推进“医学+”复合型

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培养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 

培养目标 



医科院校 

北京市：北京协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  

天津市：天津医科大学 

广东省：南方医科大学  

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 

安徽省：安徽医科大学  

辽宁省：大连医科大学  

江苏省：南京医科大学 

综合性大学（双一流高校） 

北京市：北京大学  

上海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广东省：中山大学 

湖南省：中南大学 

湖北省：华中科技大学 

浙江省：浙江大学 

四川省：四川大学 

内地开设临床医学专业的著名院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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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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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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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培养方案（五年制） 

通识通修课程群  



   预见习  见习  实习 

  

 预见习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四学年 第五学年 

全程导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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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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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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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导师制 

人文与自然科学 

公共课程 
(相当于欧美的医预科) 

培养方案（八年制） 



依据国家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标准设置五大课程群 

课程体系 

1. 自然通识课程：高等数学，医用物理学，基础化学，有机化学等 

2. 生物医学课程：細胞生物学人体解剖学、 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理学，生物
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遗传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医学微生物学，人
体寄生虫学，医学免疫学等 

3. 临床医学课程：诊断学，医学影像学，內科学，外科学，儿科学，妇产科学， 
医学影像学、眼科学，耳鼻咽喉、皮肤性病学，中医学，神经病学，精神病
学，核医学，急诊医学，传染病学、康复医学等 

4. 公共卫生课程：预防医学、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等 

5. 医学人文课程：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循证医学与临床思維能力，医学
文献检索，卫生法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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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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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临床医学毕业生的要求 



医师资格考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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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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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通过考试获得住培证书（同期可攻读临床医
学硕士学位） 
 

• 选择职业方向，参加专科医师培训（普外科、肾内科、麻醉科等），通
过考试获得专培证书（同期可攻读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一、中山大学医科与中山医学院 
 

第二部分 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教育  



中国内地前10大学，三校区五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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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 

医科 文科 理科 



中国第一所西医医院 

（1835年） 

中国首家西医医学院 

（1866年） 

中国最早的医科教材 

中国近代民族民主主义革命的开拓者，

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曾在此学医并从事革命工作 

中国西医的发源地 

中国第一位留英学习

西医并获得医学博士

学位的黄宽博士在此

工作至去世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双双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 

*全国仅四所院校：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 

 临床医学ESI 全球学科排名前0.5‰，上海软科排名全国第2 

 临床医学资源 

• 10 所附属医院 

• 52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 13473 张床位 

• 出院量： 64万人/年 

• 门诊量： 1932 万人次/年 

• 手术量： 117 万次/年 

 科研教学平台 

• 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 1 个国家临床试验研究中心 

• 2 个国家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 4 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 

• 4 个国家试验教学示范中心 

• 68个省部级重点研究平台 

中山大学医科 



 —— 八个医科学院 ——  

• 中山医学院（广州） 、医学院（深圳） 

• 公共卫生学院（广州） 、公共卫生学院 （深圳） 

• 光华口腔医学院（广州）  

• 护理学院 （广州） 

• 药学院（广州） 、药学院（深圳） 



附属一院 
（全国第6，华南第1）   

附属口腔医院 
（全国第5） 

附属六院 附属五院 
（珠海） 

附属眼科医院 
（全国第2） 

   

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国最早医院） 

   

附属三院 

附属肿瘤医院 
（全国第3） 

附属七院 
（深圳） 

附属八院 
（深圳） 

10个直属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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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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临床医学学科建设 

中山医学院 附属一院 



办学历史 

1866年：博济医学堂（中国最早） 

1957年：中山医学院 

1985年：中山医科大学 

 
2001年合校：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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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英语教研室 
医学人文教研室（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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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专任教师 185人 

教授 83人 

副教授 72人 

讲师等 30人 

专职科研 55人 

博士后 57人 

本科生 3415人 

硕士生 301人 

博士生 264人 

中科院院士：宋尔卫 

长江特聘：黎孟枫、宋尔卫、李隽、蓝田 

万人计划：王庭槐、宋尔卫、李隽、项鹏 

国家杰青：颜光美、宋尔卫、李隽、项鹏、周家国、匡铭 

国家优青：李博、曾谷城、李勃兴、田国宝、赵萌、蔡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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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高层次引进人才：张辉、袁岩、杨天新、奚志勇 

国家高层次引进人才（青年）：李义平、李博、杨克礼、赵蔚、 

         赵萌、丁俊军、陈小舒、 李勃兴、曹楠、董俊超、王继厂、 

         杨建荣、陈俊、丁涛 、 叶小菁、唐忠辉 

教育部奖励计划青年项目：邓凯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高国全、周家国、李隽、项鹏、信文君 

珠江学者：李隽、项鹏、周家国、匡铭、信文君、邓凯、张宏波 

珠江人才：李勃兴、李伟忠、李淼新、杨建荣、王金凯、张晖 

国家级教学名师：王庭槐、詹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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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2018年1月 2018年9月 2018年 10月   黎孟枫         2018年3月 宋尔卫    周洁                2018年1月 

2019年4月 项   鹏 宋尔卫  郑小英/奚志勇          2019年7月 2019年 6月 

2018-2019年部分高水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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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实验室论证已通过，正在筹建办过程中 

 热带病防治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2020年已获推荐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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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个 

 广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4个 

联合实验室 
 SYSU-MSU（密歇根大学）热带病虫媒控制联合研究中心 

 SYSU-HKU（粤港）传染病监测联合实验室 

 东南亚热带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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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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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附属一、二、三院） 
 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示范基地（附属一院） 
 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临床项目建设单位（附属一院） 
 全国高校附属医院临床实践教育联盟副理事长单位（一院） 

学术与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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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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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 （1928） 

 基础厚、能力强、后劲足的一流医学人才（2008） 

人才培养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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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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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学使命 



卓越名医 

引领行业发展 

临床骨干 

胜任研究型医院 

基础学科拔尖人才 

医学科学家 

人才培养模式 

临床医学 
八年制 

临床医学 
五年制 

基础医学 
五年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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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传统 



• 我校医学毕业生参加国家执业医师考试，
连续8年平均成绩居于全国前三名 

• 我校医科实习生获得“全国医学大学生
临床技能大赛”四连冠，获CCTV报道 

人才培养质量 



中央电视台2014“寻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获奖10人中，中山大学医科校友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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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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赞誉度高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罗益锋副主任医师 
 

呼吸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最美逆行者 

司向 
中山一院危重症科主治医师 

易慧 
中山一院呼吸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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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教育部“双一流”专业 

临床医学专业建设成效 



三、推荐澳门医学生选择中山医学院 
 

第二部分 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教育  



• 临床医学专业师资力量雄厚 

• 学科优势明显（临床医学、基础医学、预防医学） 

• 国家级实验实践教学基地（实验示范中心和临床附属医院） 

• 学术氛围浓，科研实力强 

• 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成绩斐然 

• 人才培养成效受到业界和海内外的广泛认可、社会声誉高 

中山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实力强 

推荐理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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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生人数多，近年成为广东地区澳门医学生最多的院校 

2. 实习医院：中山大学附属医院+澳门镜湖医院（目前只接

受中山医学院和暨南大学的实习生） 

3. 粤港澳比邻，同宗同源，饮食、文化、生活习惯一致 

4. 中山医与澳门社会关系源远流长，澳门医学生有专项奖 

 

澳门医学生在中山医学院就读有优势 

推荐理由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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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世安特首出席中山一院柯麟楼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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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授予： 临床医学专业医学学士学位 
 

就 业 

 内地行医：医师资格证、规培证 

 澳门行医：通过当地相关考试 

升 学 

 推荐免试研究生比例35% 

 毕业当年升学率80% 

澳门医学生在中山医学院毕业有优势 

推荐理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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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山医为澳门输送了一批批优秀毕业生，在澳门的社会声

誉优势突出。 

2. 在大湾区发展的际遇下，越来越多的同学可以考虑在内地

深造，在中山医体系的研究生体系中完成培养，无论在内

地执业还是回澳门发展都有很好的前景。 

3. 在内地深造后返回澳门进行科研，也是部分优秀医学生的

选择，当地大学也承认中山医的学历和资历。 

中山医学院澳门毕业生就业有优势 
推荐理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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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届临床医学澳门生毕业生去向 

澳门第八届《临床医学进阶实践课程》成绩排名前
10名中有5位是中山医2019届毕业生（箭头标出） 

• 12位成功考取『第八届临床医学进阶实

践课程』(即俗称MT，为公立医疗系统

的培训课程) 

• 3位成功考取镜湖医院的培训医生(每年

名额只有10个) 

• 1位于私人医疗机构任职 

毕业生人数： 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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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中山医学大学本科毕业，北京

大学硕士，中山大学博士 

• 以首位澳门专科医生身份，荣膺“英国

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院士衔。 

• 澳门最大的青年社团之一——澳门中华

新青年协会会长。 

杰出校友 

罗奕龙，呼吸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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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医学院2005年本科毕业，2011年博士毕业 

• 现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

粤港澳大湾区事务办公室主任 

• 回归后首批赴内地升学的澳门大学生 

• 广东首名澳门籍执业医生 

杰出校友 

谈雅莉，外科医生 



心怀梦想  追求卓越  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Seeking Excellence with Dreams,  Seizing Youth with Minutes 



68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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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邮箱zsyrs@mail.sysu.edu.cn
mailto:邮箱zsyrs@mail.sysu.edu.cn
mailto:zdykyjs@163.com
mailto:zdykyjs@163.com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