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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医学“双一流”
建设论坛在复旦上医举行

聚焦新时代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与人才培养
医学
“双一流”
建设联盟是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下组建的非盈利性医学高等教育与医
学学科建设协作组织，
2018 年 10 月 24 日在北京成立。联盟宗旨是
高质量建设，
引领新时代
推进医学
“双一流”
的加快建设、
特色建设、
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
医学高等教育与医学学科建设改革创新发展，
设与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医学教育改革如何顺应时代
“双一
发展，
承担时代使命？医学
流”
建设怎样推进？医学顶尖人才
如何培养？12 月 13 日，
第二届医
学
“双一流”
建设论坛在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举行。会议由医学
“双
复旦大学上
一流”
建设联盟主办，
海医学院承办，来自全国近百家
医学教育单位的 500 余名代表齐
‘双一流’建设
聚一堂，
围绕
“医学
“医学
‘双一流’
与服务国家战略”
“一流学科
建设与学科特色发展”
建设与特色医学人才培养”等主
题展开研讨，共商共议新时代中
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与人才培养
中国医药学研究生教
大计。会上，
中国医药学研究生
育信息网发布，
在线教育平台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荫 着眼于国家医学发展大方向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原副委
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医学
“双一流”建设联盟专家咨询委员
会主席、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
教育部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主任
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林蕙青出
席论坛并讲话。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徐维清，国家卫
健委科教司副司长陈昕煜，上海
市教委巡视员蒋红，北京大学常
务副校长、
医学部主任、
中国工程
院院士詹启敏，复旦大学常务副
校长、上海医学院院长桂永浩在
“双一流”
建
开幕式上致辞。医学
设联盟单位高校领导以及医科兄
弟院校领导出席会议。
韩启德指出，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医学高等院校在开展医学
教育的过程中，要对医学发展进
程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思考，助
力新思想产生。他通过医学前沿
发展领域的五个生动案例，提出
了一系列医学教育当下面临的问
题和挑战。他指出，在医学教育
过程中，医学高等院校遇到的共
性和个性的问题，
“双一流”联盟

都应该思考、
调研并提出针对性、
可行性建议。他表示，医教协同是
医学人才培养的核心关键环节，
医学“双一流”
联盟高校应着眼于
国家医学发展大方向，不断提出
新的思想，
同时通过联盟发声，
为
我国的医学事业发展发挥更大的
“双一流”
联盟
作用。他希望，
医学
在工作机制等方面不断有所创
新、
有所作为，
取得更大的成绩。
林蕙青指出，加快形成更高
水平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加快
推进医学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
医学教育强国，是我国医学教育
发展的时代新使命。要对标对表
世界一流，切实增强培养一流人
种
才的紧迫感。要坚持改革创新，
好八年制医学拔尖人才培养的试
“双
验田，
把八年制医学教育作为
一流”建设人才培养工作的重点
一
加强建设，
加快实现一流生源、
流师资、一流培养模式和有利于
一流人才成长的管理体制机制。
她希望，
“双一流”建设高校要不
断转变观念，
整合优化课程体系，
创新教学方法，建立更加科学的
教学评价体系，大力提升教师的
教学能力，在国家新一轮医学教
育改革中走在前列，
当好领跑者。

荫 新时代赋予医学教育新使命
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
上海医学院党委书
记袁正宏主持。
在开幕式上，桂永浩代表复
旦大学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向出席论坛的领导、专家学者和
兄弟院校的同行表示欢迎。他表
示，复旦医科“双一流”建设以整
体协同推进为指导思想和实施路
径，以核心科研平台建设和高端
人才引育为抓手，以促进原始创
新、学科交叉融合、
重大项目和重
大成果产出为导向，以加强临床
医教研体系建设为重点，力争在
一批学科领域率先达到或接近世

界一流水平，加快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医学院。他指出，
复旦师
生肩负着探索综合性大学办好医
学院新路的使命，将抓住部委市
三方共建托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及其直属附属医院的重大机
遇，
苦练内功，
用好用足综合性大
学办医学教育的整体优势，同时
按照遵循医学教育规律、保障医
学教育完整性的要求，着力深化
学校内部医学管理体制机制改
革，通过理念创新、体制创新、机
制创新和政策创新，最大限度激
发医学办学活力。
詹启敏指出，教育强国战略、
健康中国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
为医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发展
提供了极佳的时代背景，也赋予
了新的历史使命。本届论坛共同
探讨加快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体
制机制改革，探讨破除制约医学
教育和科技创新事业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充分激发医学教育发
协同推进医学
“双
展的生机活力，
一流”建设，完善医学教育质量标
准体系和以质量、贡献为导向的
通过
医学科技评价机制。他希望，
此次论坛，
共同思考当前挑战、
共
议未来发展，积极探索我国高层
次卓越创新型医学人才的培养规
律，创新和优化适应现代医学发
展需要的交叉型、复合型人才培
养模式，领航我国医学教育事业
的改革发展。
蒋红对三方共建托管复旦大
学上海医学院一年来取得的成绩
上海市政府
给予肯定。过去一年，
认真落实三方共建托管协议，积
极统筹资源，支持复旦大学上海
医学院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快
深化直属附属
推进
“双一流”
建设，
医院的公立医院改革。他强调，
在
通往全面小康和全民健康的征程
中，离不开一流医学院校和医学
学科的坚实支撑。医学
“双一流”
“双一流”
加
建设联盟在推进医学
高质量建设，
引
快建设、
特色建设、
领新时代医学高等教育与医学学
科建设改革创新发展等方面承担
发挥着重要作用。希
着重要使命、
望通过本届论坛进一步加强交
流、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形成合

力，
为国家医学教育事业、
卫生健
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陈昕煜指出，如何在综合性
大学办好医学院，三方共建托管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及其直属附
属医院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也是
推动医学教育回归初心和本质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步伐。她强调，
对
于医学人才的培养，数量固然重
要，但应更加看重培养质量。因
此，
国家层面要有相应的措施，
对
医学教育入门的质量提出合理的
要求。考虑医教协同也不应只是
教育和卫生部门的协同，还要有
培养和实用基地的协同，从而形
成一个广义概念上的大协同。对
要
“灿烂他的
于医学人才的培养，
，围绕质量
前景、严格他的过程”
和未来发展双管齐下。医学教育
作为深化医改、
“健康中国”建设
重要的基础，医教协同任重道远，
这是时代的呼唤。
徐维清指出，医学“双一流”
建设联盟是一流学科加快建设、
特色建设、高质量建设的重要平
台，也是政府和高校相互沟通的
重要桥梁。他强调，联盟要成为创
新医学教育理念的引领者，站在
医学教育改革发展的大局，服务
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全局，引领我
国医学教育快速健康发展。联盟
要成为医学学科建设和水平提升
的助力者，加强医学学科建设研
融
究，
促进医学与其他学科交叉、
合，助力我国医学学科水平全面
提升，
更好服务
“健康中国”
战略。
联盟要成为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的推动者，不断推进医教协同
培养模式改革，
积极探索创新型、
复合型、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模
式，积极参与医学人才培养的质
量标准制定，不断提升我国医学
人才培养的水平和质量。

“双一流”
建设
荫 推进医学高校
医学
“双一流”建设联盟秘书
长、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段丽
萍作医学“双一流”建设联盟
2019 年度工作报告。报告指出，
联盟的宗旨是推进医学高校“双
的建设，
“双一流”
一流”
构建医学
学科体系，引领我国医学高等教

育服务国家医疗卫生建设，支撑
国家重大战略与大健康产业发
服务国
展。目标是扎根中国大地，
家教育需求，在医学“双一流”建
设中起到决策支撑和政策评估作
用，
打造融合发展的国家智库。在
过去一年里，联盟举办了高端的
学术论坛、
搭建了交流平台、
开展
了系列研究、
启动了信息化建设。
当天，与会医学院校领导还
围绕“服务国家重大需求”
“高素
质人才培养”
“科研创新与学科体
系”
“坚持特色发展”四个专题依
次展开研讨。
据悉，
会上发布的中国医药学
研究生教育信息网致力于传播党
服务国家战略
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需求，
搭建经验交流和工作服务的
平台，
包括新闻动态、
政策文件、
质
交流培训、
评奖
量保障、
课题调研、
校园风采、
评优、
在线教育、
招生就
业等 9 大内容板块。中国医药学
研究生在线教育平台致力于为全
国医学院校提供在线教育服务，
目前准备上线的有来自 59 所院
校的 160 门课程，其中还有 10 门
国际课程，这些课程分别包括了
公共课、
通识课、
医药学位专业课，
未来希望通过学分互认机制，
让更
多院校参与到在线课程当中。
医学“双一流”建设联盟（以
下简称“联盟”
）是教育部学位管
理与研究生教育司 （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办公室） 指导下组建的非
盈利性医学高等教育与医学学科
建设协作组织，2018 年 10 月 24
日在北京成立。联盟的宗旨是推
进医学“双一流”的加快建设、特
引领新时代
色建设、
高质量建设，
医学高等教育与医学学科建设改
革创新发展，助力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与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联盟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由韩启德院
士担任。联盟首批成员单位为联
盟发起单位，
即北京大学（牵头单
复旦大学、
位）、
北京协和医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四
川大学等 9 所“双一流”建设高
吉林大学
校，
今年增补中南大学、
两所高校进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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