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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云南中医药大学 学校代码 10680

邮政编码 650500 学校网址
http://www.ynutcm.

edu.cn/

学校办学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地方院校

公办 民办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现有本科专业数 27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217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2126 学校所在省市区

云南昆明云南省昆明市

呈贡新城雨花路1076号

已有专业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法学 教育学 文学 历史学

     理学 工学 农学 医学 管理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理工 农业 林业 医药 师范

     语言 财经 政法 体育 艺术 民族

专任教师总数 683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430

主管部门 云南省 建校时间 1960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60年

曾用名

学校简介和历史沿革

（300字以内）

云南中医药大学创建于1960年，是云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

高校。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18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2007年

获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优秀”，2013年、2015年中医学、中药学

专业通过教育部认证，2017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学校有17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14个省级重点学科、3个省级A类高原学科；

1个中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4个专

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有各类实践教学基地146个。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历程

中，逐步形成了“情注边疆，培养‘四得’人才”，传承和发展云南民族医

药和“三全育人”的办学特色。

学校近五年专业增设、

停招、撤并情况（300字

以内）

增设专业：学校围绕云南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和打造健康生活目的地需要，

优化专业结构，形成了服务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专业布局。学校现共

有27个专业，近五年来增设中医儿科学、中医养生学、中医康复学、健康服

务与管理、运动康复5个新专业。

隔年招生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中药资源与开发、中草

药栽培与鉴定实施隔年招生。

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100201K 专业名称 临床医学

学位 医学 修业年限 五年



专业类 临床医学类 专业类代码 1002

门类 医学 门类代码 10

所在院系名称 第一临床医学院

学校现有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1专业名称 中医学 开设年份 1960年

相近专业2专业名称 中西医临床医学 开设年份 2002年

相近专业3专业名称 针灸推拿学 开设年份 1996年

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医学院校、医学科研部门等单位从事医疗、预防保健、

康复、教学与科研等工作

人才需求情况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虽然政府不断加大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训力度，

但相较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云

南省医疗人才仍然缺乏。

1.基层群众就医难 根据对2005—2015年云南省医疗卫生机构数量的统计数

据，全省总量从2005年23584个增加到2015年24187个，新增机构603个。明

显增多的主要是以民营医院数为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出现波动，表现为

总体减少的趋势，乡镇卫生院在减少，基层群众就医困难问题仍然突出。

2.卫生技术人员比例下降 根据对2005—2015年云南省卫生人员数量的统计

数据，全省卫生人员数总量明显上升，从2005年的142176人增加到2015年的

304599人，执业( 助理) 医师数从54265 人增加到2015年79570人，卫生技

术人员从2005年的118429人上升到2015年的228043人，但卫生技术人员占卫

生人员的比例从2005年的83. 30% 下降到2015年的74. 87%。由此可见，卫

生技术人员需求量仍然很大，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 

3.临床医学本科人才缺乏 云南省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每千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数低于全国和西部平均水平；根据云南省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

人员学历构成情况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

19.38%，大专57.83%；中专21.44%；其他1.35%。云南省卫生技术人员总量

不足，人力资源各地区分布不均衡，高级人才缺乏，卫生技术人员年龄有老

年化的趋势。需要合理规划配置卫生人力资源，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

4.临床医学本科人才需求预测 据预测到2020年全省医师数增量需达到4万。

预测：云南省血栓病医院等10余家医院每年共需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约30-

40人；怒江州人民医院等60余家医院每年共需要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约

1000-1500人；华宁县人民医院等100余家县级医院每年共需要临床医学专业

毕业生约3000-4000人。根据调查资料，昆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

2017年881人，2018年959人；大理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2017年563

人，2018年632人；昆明医科大学海源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2017年212人，

2018年356人；云南中医药大学增设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基层医务人员不足的现状。

年度招生人数 60



申报专业人才需求调研

情况

预计升学人数 10

预计就业人数 50

昆明市第二人民医院 10

安宁市人民医院 10

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 15

蒙自市人民医院 15



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

专任教师总数 167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 32 比例 18.08%

具有副教授及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 109 比例 61.58%

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教师数 66 比例 37.29%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 11 比例 06.21%

35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数 18 比例 10.17%

36-55岁教师数 146 比例 82.49%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10:167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21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78

4.2教师基本情况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拟授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学历

最后学历毕

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领域

专职

/兼

职

王华宁 女 1966-04
内科学 

传染病学
教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硕士

西医内

科、传染

病

专职

李易 男 1964-11 内科学 教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硕士
心血管内

科
专职

朱兴宝 男 1966-09
外科学 

神经病学
教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硕士 神经外科 专职

范 源 男 1966-02 内科学 教授 研究生
昆明理工大

学

环境生物

学
博士 内分泌学 专职

徐万所 男 1972-09
外科学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外科 专职

李成刚 男 1971-06 急诊医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急诊医学 专职

杨树安 男 1972-09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外科 专职

张卫平 男 1971-01
医学影像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西医结

合
学士 医学影像 专职

杨文雨 男 1975-12
医学影像

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医学影像 专职

程 勇 男 1964-09
医学影像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大理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医学影像 专职

尹光平 男 1975-08
医学影像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学士 医学影像 专职

其他副高



肖维霞 女 1973-07 妇产科学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妇产科 专职

沈富春 女 1971-07 妇产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妇产科 专职

李燕茹 女 1974-03 妇产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妇产科 专职

申丽萍 女 1965-06 妇产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广播电

视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妇产科 专职

李 燕 女 1976-02 妇产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妇产科 专职

邓 莉 女 1974-12
医学影像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学士 医学影像 专职

徐 璈 女 1970-04
医学影像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学士 医学影像 专职

王 惠 女 1971-01
医学影像

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科大

学
预防医学 学士 医学影像 专职

解晋芸 女 1969-07
医学影像

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学

院
中医学 学士 医学影像 专职

赵志坚 男 1965-03
医学影像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急诊医学 专职

李雁琳 女 1974-04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大理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李晓蓉 女 1971-01 急诊医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急诊医学 专职

李克儒 女 1969-01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消化内科 专职

李剑峰 男 1976-01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学

院
中医临床 学士

中西医结

合
专职

黄 波 男 1971-04 内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西医结

合
学士

中西医结

合
专职

张 蕾 女 1977-07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外科 专职

李光泽 女 1975-11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口腔医学 学士 口腔医学 专职

汤爱金 男 1982-09 内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口腔医学 学士 口腔医学 专职

熊云枫 女 1966-09 内科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口腔医学 学士 口腔医学 专职

李 锋 男 1973-12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麻醉学 学士 麻醉学 专职

陈春泉 男 1970-02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麻醉学 学士 麻醉学 专职

谢延琼 女 1977-09 内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麻醉学 学士 麻醉学 专职

杨茂萱 女 1968-01 儿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大理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儿科学 专职

浦玉梅 女 1905-05 皮肤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皮肤病学 专职



刘应忠 男 1972-08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预防医学 硕士 心血管内

科

专职

杨 艳 女 1973-12 内科学
其他正高

级
研究生 南开大学 医院管理 硕士 消化内科 专职

郑 荣 女 1969-01 内科学
其他正高

级
研究生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硕士 呼吸内科 专职

夏显周 男 1980-07 神经病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遵义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张毓珩 女 1969-01 外科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普通外科 专职

郭 勇 男 1971-03 外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泌尿外科 专职

杨 川 男 1972-04 外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云南省中医

学院

中西医临

床医学
学士 普通外科 专职

彭 杰 男 1972-01 急诊医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急诊医学 专职

马海林 男 1974-03 外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泌尿外科 专职

杨 艳 女 1972-07
耳鼻喉科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科大

学
口腔医学 学士 耳鼻喉科 专职

高秀云 女 1972-08 眼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眼科 专职

黄浩波 女 1965-02 神经病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周丽坤 女 1973-04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研究生 南开大学 医院管理 硕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徐 苗 女 1975-11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唐 艳 女 1982-07 神经病学 其他中级 研究生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硕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刘 蕊 女 1972-11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刘海鹏 男 1973-01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内分泌科 专职

顾玉梅 女 1977-07 神经病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黄帮君 女 1977-11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风湿免疫 专职

李 春 男 1982-02 内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刘 莉 女 1975-07 内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李江龙 男 1983-09 神经病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贵阳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张兴莹 女 1974-04 儿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儿科 专职

王世刚 男 1978-11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和红英 女 1971-07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侯春香 女 1965-09 神经病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其他副高



曾 葵 女 1970-06 神经病学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陈芳芳 女 1977-11 神经病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何 庆 男 1961-09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蒋旭皎 女 1975-11 神经病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刘嘉瑞 男 1974-02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法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刘艳梅 女 1977-06 神经病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熊 燕 女 1984-02 神经病学 其他中级 研究生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硕士 神经内科 专职

陈晓云 男 1974-07 内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西医 学士 中医临床 专职

杨 莹 女 1966-03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陈晓林 男 1972-06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麻醉学 学士 麻醉学 专职

何青芩 女 1972-05 预防医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预防医学 学士 预防医学 专职

顾植昳 女 1970-09 内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急诊内科 专职

罗启德 男 1966-05 外科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口腔医学 学士 口腔医学 专职

刘建云 男 1964-01 外科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泌尿外科 专职

葛良栋 男 1968-07 外科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普通外科 专职

陶文彪 男 1963-09 神经病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杨立新 男 1968-12
医学影像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石家庄医学

专科学校

医学影像

学
学士 医学影像 专职

毕 飞 男 1983-12 预防医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预防医学 学士 预防医学 专职

柳红丽 女 1988-02 神经病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专职

李 欢 女 1988-04 外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成都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心内科 专职

王 静 女 1986-02 儿科学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海源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儿科学 专职

陈祖琨 男 1966-07 外科学 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学

院
中医学 学士 中医临床 专职

袁嘉丽 女 1963-03

免疫学基

础与病原

微生物学

教授 研究生 云南大学 生态学 博士
微生态研

究
专职

赵文娟 女 1981-09

免疫学基

础与病原

微生物学

其他初级 研究生 云南大学 临床医学 硕士
微生态研

究
专职

免疫学基
微生态研



羊忠山 男 1985-10 础与病原

微生物学

讲师 研究生 云南大学 微生物学 博士 究 专职

杨 云 女 1964-10 生物化学 副教授 研究生
北京师范大

学
生物化学 硕士

生物化学

及分子生

物学

专职

姚 政 女 1977-11 生物化学 副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师范大

学
环境科学 学士

生物化学

及分子生

物学

专职

张丽娟 女 1978-11 生物化学 讲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生物化学 硕士 生物化学 专职

马 洁 女 1977-12 生物化学 讲师 大学本科 云南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生物化学 专职

韩 峻 女 1963-12
细胞生物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大学 生物学 硕士

生物学 

细胞生物

学

专职

吴 静 女 1966-04
细胞生物

学
副教授 大学本科

西南师范大

学
生物学 学士

生物学 

生物统计

学

专职

周 萍 女 1978-01
细胞生物

学
讲师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

带植物园

植物学 硕士 生物学 专职

武煜明 男 1965-10
系统解剖

学
教授 研究生

上海中医药

大学

中西医结

合基础
硕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和凤军 男 1970-07
系统解剖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硕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杨恩彬 男 1975-06
局部解剖

学
副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学

院
中医学 学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陈学秋 男 1978-08
局部解剖

学
讲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硕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程建军 男 1980-02
局部解剖

学
讲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人体解剖

与组织胚

胎学

硕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陈 滟 女 1976-08
局部解剖

学
讲师 研究生

泸州医学

院、

人体解剖

与组织胚

胎学

硕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唐柱生 男 1976-09
组织学与

胚胎学
讲师 大学本科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学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褚 鑫 男 1984-02
组织学与

胚胎学
助教 研究生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西医结

合基础
硕士

解剖学与

组织胚胎

学

专职

郑 梅 女 1962-07 生理学 教授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生理学 专职



陈 嵘 男 1975-05 生理学 副教授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生理学 专职

海青山 男 1981-11 生理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学

院

中医临床

基础
硕士 生理学 专职

李 菊 女 1979-07 生理学 讲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药物化学 硕士 生理学 专职

尧雪洲 女 1981-06 生理学 讲师 研究生 云南大学 公共管理 硕士 生理学 专职

李 莉 女 1968-04 生理学 讲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药学 学士 生理学 专职

汝 晶 女 1986-10 生理学 助教 研究生
天津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硕士 生理学 专职

李明泓 男 1981-07 生理学 助教 研究生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硕士 生理学 专职

贾 勇 男 1962-06
生理学、

病理学
教授 大学本科 四川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生理学及

病理学
专职

石安华 男 1977-06
生理学、

病理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硕士

生理学及

病理学
专职

雷 玲 女 1967-03

病理学、

病理生理

学

副教授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病理学 专职

刘 涛 女 1970-08

病理学、

病理生理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病理科 专职

季 恩 女 1975-06

病理学、

病理生理

学

讲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病理学与

病理生理

学

硕士 病理学 专职

谭丽萍 女 1984-04

病理学、

病理生理

学

讲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硕士 病理学 专职

孟卓然 女 1986-06

病理学、

病理生理

学

助教 研究生
吉林大学白

求恩医学院

病理学与

病理生理

学

硕士 病理学 专职

朱晓松 女 1986-07

病理学、

病理生理

学

助教 研究生
浙江中医药

大学

中西医结

合基础
硕士 病理学 专职

淤泽溥 男 1957-09 药理学 教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药理学 硕士 药理学 专职

曹 东 男 1961-10 药理学 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学

院
中医学 学士 药理学 专职

何晓山 男 1973-10 药理学 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药 硕士 药理学 专职

李秀芳 女 1978-01 药理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上海中医药

大学
中药学 博士 中药 专职

代 蓉 女 1976-08 药理学 副教授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西医结

合
学士 药理学 专职

孙晓菲 女 1979-12 药理学 讲师 研究生 贵阳医学院 药理 硕士 药理 专职

医学微生 病原生物



韩妮萍 女 1978-07 物学、免

疫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大学 临床医学 硕士 学与免疫

学

专职

邢海晶 女 1984-07

医学微生

物学、免

疫学

讲师 研究生
云南中医学

院

中医临床

基础
硕士

中西医结

合基础
专职

程 羽 男 1983-05

医学微生

物学、免

疫学

讲师 研究生
上海中医药

大学

中医基础

理论
博士 中医基础 专职

张晓梅 女 1986-01

医学微生

物学、免

疫学

讲师 研究生 云南大学 微生物学 博士 微生物学 专职

陈 静 女 1978-08

医学微生

物学、免

疫学

讲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硕士

病原生物

学与免疫

学

专职

彭 静 女 1981-09

医学微生

物学、免

疫学

讲师 研究生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西医结

合基础
硕士

病原生物

学与免疫

学

专职

田守征 男 1988-01

医学微生

物学、免

疫学

讲师 研究生 云南大学 微生物学 硕士 微生物学 专职

于 睿 女 1983-02
医学心理

学
助教 大学本科

山东师范大

学
心理学 学士 心理学 专职

王志静 女 1988-10
医学心理

学
助教 大学本科 吉林大学 心理学 学士 心理学 专职

童晓云 女 1973-07
全科医学

概论
副教授 研究生

广州中医药

大学

中医内科

学
博士

中医内科

学
专职

杨雪松 女 1976-05 流行病学 其他中级 研究生
泰国宋卡王

子大学
流行病学 博士 中医外科 专职

熊光轶 男 1972-12
医学统计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流行病学 博士

流行病

学 生物统

计学

专职

何 敬 男 1962-08
医学影像

学

其他正高

级
研究生 北京大学

临床医学

专业
硕士

医学放射

影像诊断
专职

李 云 男 1962-05
超声诊断

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专业
学士 超声诊断 专职

袁丽萍 女 1961-01
超声诊断

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中医学

院
中医专业 学士 超声诊断 专职

林 云 男 1967-09

诊断学

（实验诊

断）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检验 专职

尹智平 男 1981-06

诊断学

（实验诊

断）

其他中级 大学本科
第三军医大

学

医学检验

专业
学士 检验 专职

诊断学
重庆医科大 临床检验



黎玉叶 女 1985-03 （实验诊

断）

助教 研究生 学 诊断学 硕士 检验 专职

吕红玲 女 1974-07

诊断学、

医学影像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硕士 诊断学 专职

闵晓黎 女 1978-07

诊断学、

医学影像

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硕士 诊断学 专职

李 潇 女 1979-08

诊断学、

超声诊断

学

讲师 研究生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西医结

合
硕士 超声诊断 专职

俞 桦 男 1961-12
诊断学、

内科学
副教授 研究生 遵义医学院 临床医学 硕士 临床医学 专职

吴玉涛 女 1975-11
诊断学、

内科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西医结

合
硕士 老年病科 专职

姜 毅 女 1966-12
诊断学、

内科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肿瘤科 专职

王 燕 女 1965-08
诊断学、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风湿科 专职

余 群 女 1968-01
诊断学、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心肺科 专职

和春芳 女 1986-05
诊断学、

内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临床医学 专职

冯 妮 女 1975-11
诊断学、

内科学
讲师 研究生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西医结

合
硕士 肿瘤 专职

张馨予 女 1978-06
诊断学、

内科学
讲师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心肺疾病 专职

潘博希 女 1964-11
内科学、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贵阳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脑病 专职

李晓燕 女 1975-02
内科学、

老年病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西医结

合
硕士 老年病 专职

陈文玲 女 1978-11
内科学、

传染病学
讲师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传染病学 专职

陈 维 男 1979-10
内科学、

神经病学
讲师 研究生

成都中医药

大学

中西医结

合
博士 内科学 专职

万启南 女 1961-03
内科学、

老年医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老年病 专职

苏玉杰 男 1979-08 急诊医学 副教授 研究生
成都中医药

大学

中西医结

合急症
硕士 急诊 专职

胡 瑞 女 1982-08 急诊医学 讲师 研究生
成都中医药

大学

中西医结

合
博士 急诊 专职

解欢琼 女 1983-05 急诊医学 其他初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急诊 专职

赵文韬 男 1977-11 外科学 副教授 研究生
云南中医学

院

中西医结

合
硕士 骨伤 专职



符开伦 男 1954-05 外科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外科 专职

张 玲 女 1980-05
耳鼻喉科

学
其他中级 研究生 昆明医科 临床医学 硕士

耳鼻喉科

学
专职

高碧青 女 1976-10
医学伦理

学
讲师 研究生

云南师范大

学

教育学原

理
硕士

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

学研究部

专职

黄劲松 女 1966-10 卫生法学 副教授 大学本科
西南师范大

学
思想政治 学士

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

学

专职

白 燕 女 1969-05 精神病学
其他副高

级
研究生

重庆医科大

学
精神病学 硕士

精神病学

与精神卫

生学

专职

李玉卿 女 1979-04 预防医学 讲师 大学本科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学士 预防医学 专职

王茂生 男 1981-03 外科学
其他副高

级
研究生

昆明医学大

学
临床医学 硕士 普通外科 兼职

杨振雄 男 1976-11 外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大理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肝胆外科 兼职

张 谦 男 1979-06 外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肝胆外科 兼职

姚永良 男 1976-12 外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大理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普通外科 兼职

王周清 男 1975-05 外科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省大理

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心胸外科 兼职

王 波 男 1979-01 外科学
其他副高

级
研究生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硕士 泌尿外科 兼职

张 彬 男 1976-12 神经病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大理医

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病学 兼职

胡佳菊 女 1974-05 妇产科学
其他正高

级
大学本科

云南省大理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产科 兼职

唐 香 女 1979-11 眼科学
其他副高

级
研究生

昆明医科大

学
临床医学 硕士 眼科 兼职

阮改祥 男 1976-02
耳鼻喉科

学

其他副高

级
大学本科 昆明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耳鼻喉科

学
兼职

4.3专业核心课程情况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

时

课程周学

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

期

系统解剖学 80 5 宋波、陈学秋、唐柱生 1

组织胚胎学 48 3 褚鑫、唐柱生、陈普 2

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

学
96 6 杨云、姚政、张丽娟 2



生理学 80 5 郑梅、陈嵘、李菊、海青山、汝晶 3

病理生理学 32 2 雷玲、季恩、贾勇 4

病理学 72 4 孟卓然、石安华、张珊、谭丽萍、朱晓松 3

药理学 54 3 林青、曹东、何晓山 4

医学微生物学 40 2 韩妮萍、邢海晶、程羽 3

医学免疫学 40 2 袁嘉丽、张晓梅、羊忠山 3

医学统计学 32 2 熊光轶、陈宗翰、姚政 8

流行病学 32 2 熊光轶、杨雪松 8

预防医学 48 3 熊光轶、杨雪松、李玉卿、刘国华 5

诊断学 128 8 李山梅、吕红玲、俞桦、王燕、黎玉叶、解玲 5

医学影像学 48 3 何敬、李云、杨燕、吴欣、郑继坤 5

内科学 176 6
王华宁、范源、李易、吴玉涛、李晓燕、冯妮、

陈文玲
6、7

外科学 176 6 朱兴宝、黄敏、陈天波、张春和 6、7

妇产科学 64 4 罗福兰、周晓娜、计文映 7

儿科学 56 3 李小珊、杨若俊、杨明明 7

传染病学 32 2 王华宁、冯妮、陈文玲 7

神经病学 32 2 林亚明、朱兴宝、潘博希 7

急诊医学 64 4 叶勇、吴英、陈晓华、董琼芬 6



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王华宁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主任

拟承担课程 内科学、传染病学
现在所在单

位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16年06月毕业于昆明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内科疾病及传染病的临床、科研、教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情况：2012年参与云南省中西医临床实践教学能力提

升工程；2015年参与云南省中医实践教学服务中心建设项目；2016年参与云

南省中医学卓越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6年参与云南八大重点产业引领品牌

专业建设项目。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14年主持云南省科技厅项目1项，2015年主持云南省卫计委项目1项。在国

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12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2 部。2019年

获云南省卫生科技成果奖三等奖共1项。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6.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326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4

姓名 范源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担课程 内科学
现在所在单

位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87年06月毕业于昆明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内分泌疾病的临床、科研、教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情况：2012年参与云南省中西医临床实践教学能力提

升工程；2015年参与云南省中医实践教学服务中心建设项目；2016年参与云

南省中医学卓越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6年参与云南八大重点产业引领品牌

专业建设项目。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13年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项目1项，2015年主持云南省科技厅项目1项，2017

年主持云南省科技厅项目1项，2014年主持昆明市科技项目1项，2016年主持

昆明市科技项目1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 30 篇；出版专

著（译著等） 2 部。获2018年云南省卫生科技成果奖三等奖。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0.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95.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337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17

姓名 李易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副主

任、科室主

任

拟承担课程 内科学
现在所在单

位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5年07月毕业于昆明医学院心血管内科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心血管疾病、心血管介入的临床、科研、教学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情况：2012年参与云南省中西医临床实践教学能力提

升工程；2015年参与云南省中医实践教学服务中心建设项目；2016年参与云

南省中医学卓越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6年参与云南八大重点产业引领品牌

专业建设项目。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17年主持云南省科技厅项目1项，2019年主持云南省教育厅1项；2003、

200/6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09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1项。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0.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2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231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22

姓名 朱兴宝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教研室副主

任、科室主

任

拟承担课程 外科学、神经病学
现在所在单

位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5年07月 昆明医学院 外科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神经外科临床；神经外科显微镜手术、神经内镜、神经调控、神经介入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教

材等）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情况：2012年参与云南省中西医临床实践教学能力提

升工程；2015年参与云南省中医实践教学服务中心建设项目；2016年参与云

南省中医学卓越人才教育培养基地；2016年参与云南八大重点产业引领品牌

专业建设项目。

从事科学研究及获奖情

况

2014年主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1项；2014年主持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1项；2004年参与新加坡卫生部技术项目1项，2015年获实用新型专利1

项；2016年获实用新型专利2项；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共32

篇；出版专著（译著等）4部。

近三年获得 近三年获得



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0.0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0.0

近三年给本

科生授课课

程及学时数

314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0



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3590.0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85（台/件）

开办经费及来源

学校形成了以财政拨款、教育事业收入、科研事业收入为主，经营收入和其

他收入为辅的多渠道经费来源体系，近年学校实际获得的综合生均拨款均高

于云南省综合平均水平，办学经费来源稳定可靠,常规收入逐年递增，为学

校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

学校遵循“目标引领”、“保障教学投入”的原则，合理配置各类资源，在

保障教学日常运行经费投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财务指标在经费使用过程中

的导向作用，确保教学经费支出达到合理水平；在预算分配中持续加大教学

专项投入，并不断完善教学经费投入保障机制，将新增经费优先保障教育教

学和人才培养工作；学校还通过提高办学质量、整合资源优势等，努力争取

中央财政及云南省财政教育专项资金支持。

综上，学校在经费投入上始终坚持教学中心地位，重视内涵建设，资金投入

能够满足课程、专业、学科等专项建设的需要。

生均年教学日常运行支

出（元）
4000.0

实践教学基地（个） 4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及保

障措施

1.遵循“目标引领”和“保障教学投入”的原则,严格执行预算制，制定合

理的核拨制度和标准，优先保障本科教学投入.2.教学经费优先向实验运

行、实习和毕业环节倾斜；3.校院两级投入，加强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工程建

设。

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硬膜外麻醉和椎管穿刺

训练模型
P61 2 2019 25.0

环甲膜穿刺和切开模型 261-01001 3 2019 15.0

气道管理模型 25000033 3 2019 48.0

自动体外除颤训练器 94005033 12 2019 13.0

高级无线半身心肺复苏

模拟人
124-01650 4 2019 160.0

血型血清学离心机 TD-3A型 1 2019 15.0

低速冷冻离心机 TDL5M 1 2019 38.0

微量高速离心机 TG12 1 2019 20.0

全自动特定蛋白即时检

测分析仪工作站
Ottoman-1000 1 2019 21.0

全自动生殖道分泌物工

作站
AutowoMO 1 2019 16.0



匈牙利·朗迈全自动尿

分析仪+全自动尿液沉渣

分析仪

UriSed 3，

LabUMat 2
1 2019 640.0

全自动快速血沉分析仪 Roller20 1 2019 118.0

检查床、检查椅一套

（多功能电动超声床1

张，超声医师

EU-EU2/C PC1 1 2019 34.0

移动交互式心肺复苏训

练及考核系统
EMS0300046ADC 3 2018 53.0

高级无线全身心肺复苏

模拟人

171-01250+170-

30050
1 2018 61.0

高级全自动电脑心肺复

苏模拟人
KAS/CPR490S 6 2018 17.0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

统

西门子ACUSON 

Oxana 2
1 2018 2853.0

动态心电盒子 深圳博英RAC-3012 10 2018 298.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罗氏cobas c702 1 2018 1006.0

血气分析仪 i-STAT300G 1 2018 150.0

便携式数字化医用DR射

线摄影系统
BTDY1000P上海百腾 1 2018 387.0

腰椎穿刺仿真标准化病

人
JC-CK811 4 2017 10.0

腹腔穿刺训练模型 JC-CK813 4 2017 5.0

背部胸腔穿刺电子标准

化病人
JC-CK812 4 2017 10.0

透明洗胃模型 DM-NS6036S 3 2017 6.0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东芝APLIO 500TUS-

A500
1 2017 2886.0

经颅多普勒超声
德国DWL DoppIer-

Box
1 2017 348.0

临床技能OSCE考试管理

系统
AmBuf V3.0.4 1 2016 1036.0

腰椎穿刺仿真标准化病

人
INS0300011ADC 6 2016 14.0

背部胸腔穿刺电子标准

化病人
SY/CK812 6 2016 23.0

电脑心肺听诊仪（二十

人以上教学用）
KAS-HLY-3 4 2016 4.0

多种心电图电脑模拟人 KAS/XDI 4 2016 18.0

低频治疗仪 HL-III 1 2016 68.0

血液透析机 MultiFiltrate 1 2016 407.0



复苏安妮（成人心肺复

苏模型配电脑报告仪）

171-01250+202-

30015

2 2016 55.0

全自动蛋白电泳分析仪
法国SEBIA(赛比

亚）CAPILLARYS
1 2016 823.0

经颅多普勒血流仪 深圳德力凯EMS-9A 1 2016 238.0

激光胶片打印机 视畅自动取片系统 1 2016 450.0

CT工作站 飞利浦原装 2 2016 120.0

心脏除颤器监护仪 XD110 1 2015 100.0

呼吸机 PB-760 2 2015 404.0

呼吸机 PB-840 2 2015 698.0

多功能呼吸机 Evita 4 1 2015 360.0

心脏除颤器监护仪 XD110 1 2015 100.0

无创心排量检测仪 NICOM 1 2015 434.0

除颤起博监护仪 普美康XD110xe 1 2015 78.0

急性透析和体外血液治

疗机
Ci-Ca 1 2015 435.0

数字化DR射线摄影系统 SR-1000 1 2015 361.0

中央监护仪 MB-800 1 2015 150.0

呼吸机 PB760 1 2015 179.0

除颤起博监护仪 普美康XD110xe 1 2015 78.0

全自动血液体液分析系

统
XN-10 1 2015 1330.0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汕头 Apogee5800 1 2015 883.0

高压注射器
MEDRD Stellant D

双筒
1 2015 320.0

全自动尿液分析工作站 LabUMat 2+UrSed 2 1 2015 603.0

除颤起博监护仪 普美康XD110xe 1 2015 78.0

全自动血液体液分析系

统
XN-10[B3、B4] 1 2015 1347.0

生物安全柜 HF safe-1800A2 1 2015 73.0

有线移动单板DR MXHF-1500DR 1 2015 1580.0

全自动凝血分析仪 STA-R Evolution 1 2015 524.0

动态血压分析系统 24-HR ABPM 1 2015 113.0

中央监护仪 MB800 2 2015 314.0

心电监护和体外除颤复

苏模型（进口）
PP00100 4 2013 27.0

中心静脉插管模型（进

口）
LF01087U 6 2013 15.0

全身CPR模拟人 LF03711U 6 2013 28.0

数字遥控式电脑心肺听

诊触诊模拟人（男性）
KAR/XF 3 2013 4.0



数字遥控式电脑腹部触

诊模拟人（女性）
KAR/FB 10 2013 8.0

心电监护和体外除颤复

苏模型（进口）
PP00100 4 2013 27.0

外周穿刺、中心静脉穿

刺插管模型
GD/L69C 4 2012 7.0

数字遥控电脑胸部心肺

听诊模拟人
GD/Z990 2 2012 5.0

骨穿刺及股静脉模型 GD/L65A 4 2012 2.0

高级气管插管训练模型 250000 4 2012 11.0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ACUSON SEQUOIA 

512
1 2012 2100.0

标准急救人（进口） LF03953U 1 2012 29.0

肝脾触诊电动模型 JC5000/F 16 2011 11.0

心肺触诊听诊电脑模拟

器
JC5000 16 2011 17.0

半身复苏安妮 LAE 310016 3 2011 3.0

单导心电图机 ECG-6951D8 8 2011 8.0

黑白超声诊断仪 DP7700 1 2011 105.0

除颤型复苏安妮 320055AH 1 2011 215.0

尿11项检验仪 优利特 200B 1 2011 13.0

核磁共振影像系统一套
1.5T（包含空调，

水处理）
1 2011 10162.0

梗塞训练模型 SB10234U 2 2010 4.0

CPR模拟人+监测考核打

印仪
LF03953U 1 2010 34.0

心肺听诊训练模型 LF01142U 6 2010 24.0



7.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云南中医药大学增设临床医学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一、增设临床医学专业的必要性分析 

（一）开办临床医学专业符合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需求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达到人人

具有良好健康状态、人民群众获得良好卫生服务，医疗卫生事业和医学教育的发

展是重要保障。根据《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 年）》，经

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由医院（包括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院）、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组成的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但是医

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与布局不合理、服务体系碎片化、部分公

立医院单体规模不合理扩展等问题依然突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2020 年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面临新的历史任务，要在“病

有所医”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必需在坚持健康

需求导向、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坚持系统整合、坚持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上进

行总体布局，对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机构设置、床位配比、医疗

卫生人员配备和人才使用等方面要求有所不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进行分

工协作，在防治结合、上下联动、中西医并重、多元发展、医养结合等多方面功

能整合，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系统、连续、全方位的医疗卫生服务。同时，这也

对高等医药院校的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人才培养必需适合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日益增长的要求。 

目前，我国人口增多和平均寿命延长带来的社会老龄化问题，国家经济水平

提升、生活条件改善带来居民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工作生活压力增加带来

亚健康人群的增多和疾病谱的改变，导致心脏病、高血压、内分泌疾病、恶性肿

瘤等慢性病逐年增多，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服

务需求。为弥补临床医学专业人才的不足，目前全国已有 2/3以上的中医药院校

开设了临床医学专业。因此，云南中医药大学开办临床医学专业，顺应社会发展

需求，顺应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求。 

（二）开办临床医学专业符合国家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需求 

我国是一个拥有 13.6亿人口的大国, 以人为本、大力发展医药事业和大健

康产业， 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包括构建和谐社会是党和政府重视的大事。

国家近几年也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强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全国健康教育



与健康促进工作规划纲要》、《健康中国 2020》、《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

展的若干意见》、《全民健康素养促进行动规划（2014-2020年）》等重要文件，

大力扶持推动我国健康产业的发展。2013年 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

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2020年我国健康服务业规模将达到 8 万亿。2014

年多项国家级项目完成了产品转化并将于 2015 年投入使用，同时我国大健康产

业近年来的蓬勃发展充分反映了人民正迫切期待多元化、个性化的健康服务。

2015年健康服务从“概念”化服务阶段走向“高新技术服务”实际落地阶段，

以“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起居、环境、经络”等全科管理为核心的健康管

理将成为主流。2016 年 6 月 17 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金小桃介绍发展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的有关情况，

到 2020年将建立国家医疗卫生信息分级开放应用平台，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体

系初步形成，《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即将出台，《指导意见》提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会进一步有利

于改善人民群众的健康医疗服务。 

“大健康”产业以维护、改善、促进与管理健康，预防疾病为目的，是提供

产、学、研产品与相关健康服务的行业总称，涵盖医疗、非（跨）医疗、传统保

健品、健康管理等方面。随着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医药产业的研发重心已

经逐渐转移到医疗保健和疾病预防及早期诊断、干预的医疗器械上；医疗方式也

从单纯对疾病的院内治疗，逐步转向院前预防、急救，院内诊断、治疗，院外检

测、康复以及日常家庭医疗保健等多元化、多层次的现代医疗保障体系；人们对

亚健康状况的逐步了解以及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大大促进了保健、养生、健康管

理等产业的迅速发展。这种转变将直接影响包括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技术引

进、高科技应用等多方面，这也意味着高等医学院校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

高毕业生创新创业能力，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卫生人才的需求。 

大健康产业也被列为“十三五”云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八大产业之一。

我校开办临床医学专业，将培养从事基层医疗和社区卫生服务，并具有一定中医

药知识和健康管理知识的临床医学人才，能为国家和云南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人

才的支撑和储备。 

（三）开办临床医学专业能改善云南省缺医少药的现状，符合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和云南省卫生事业发展需要 

云南省位于我国西南边陲，是全国民族最多的省份，近年来，虽然政府不断

加大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培训力度，积极推进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云南省卫生技



术人员总量逐年增加，人员总体素质不断提高，高中级卫生人才数量明显增长，

高学历高职称人员比例不断升高。但相较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云南省医疗人才仍然缺乏。目前云南省每千人口卫生

技术人员、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低于全国和西部平均水平；与国家“十

二五”规划制定的每千人口医生 1.88 人的目标相比，云南省还相差 0.44 人。

云南省卫生技术人员总量不足，人力资源各地区分布不均衡，高级人才缺乏，卫

生技术人员年龄有老年化的趋势。需要合理规划配置卫生人力资源，加强高层次

人才培养。 

同时，云南省面向“三亚”、肩挑“两洋”，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

省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具有四大战略机遇：一是可

以依托桥头堡建设，在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方面，做好

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二是可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区域合作高地作用，

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升级版。三是可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睦邻外交

战略通道作用，推进孟中印缅经济合作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开拓新的战略

通道和战略空间。四是可以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先行先试区作用，着力提

升沿边开放步伐。云南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努力成为面向

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医疗卫生事业带来了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发展的机遇。 

“十三五”期间我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对

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需求剧增，特别是基层医疗单位对临床医学人才有大量的需求，

据预测到 2020年全省医师数增量需达到 4万。为了改善云南省缺医少药的现状，

主动适应新形势下云南高等医学教育发展、现代化医院建设和大健康服务的需求，

充分利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高等教育专题规划》、

《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等政策支持，在云南省各级政府

部门给予卫生事业发展和医学人才培养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条件和大力支持下，

云南中医药大学对照教育部医学教育标准的相关办学要求，在原有中医学、中西

医临床医学、中药学等专业开办的基础上，增设临床医学专业，可以增加基层医

疗机构本科医务人员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可改善基层医务人员不足、本科基层

医务人员较少、卫生技术人员年龄老年化趋势的现状，生源和就业市场前景良好。 

（四）开办临床医学专业，有利于中医学现代化、科学化的持续发展 

中医和西医是现代人类生活的两大医疗保健体系，相互补充又不能相互取代。

中医是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长期斗争的经验积累，在长期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医学理论体系，具有“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中医以阴



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理论的核心，以脏腑经络学说为生理病理基础，以辨证论治作

为指导临床诊治的基本规范，其医学模式为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思维方式为形象

思维，研究方法为观察法即直接领悟、取类比象的方法。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

已经证实中医中药在治病、防病、养生等方面都是有效可行的。 

西医是一种实验医学，思维方式为逻辑思维方式，以实验研究、分析的方法

研究人体解剖结构，从器官、组织、细胞、亚细胞及分子水平，说明人体结构和

功能以及疾病的发生诊断、预防和治疗，对疾病本质的认识更直观化，更易于为

人们接受。所以随着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入中国，西方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

方法构成了对中医学的挑战。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奖，是传统中医药走向

世界的难得机遇，中医学的发展态势已逐渐为全世界所关注，如何发扬传统、吐

故纳新、中西结合、面向当代，将中医、西医两种医学模式、两种思维方式、两

种经验结合在一起，融汇贯通，为人类健康服务，需要努力去探索。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中医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已经不能满足

现代医学需要。中医院校增设临床医学专业就是为了搭建中医、西医共同发展的

平台，中医西医优势互补，广泛吸引现代医学人才，加强学科建设，解决中医理

论领域的关键问题，支撑学科发展。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应用和现代医学的先进方

法来完善中医基础理论，使中医朝着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实现中医学与

现代医学的成功接轨。 

（五）增设临床医学专业，是我校完善学科专业结构、服务区域社会经济

的需要 

云南中医药大学现有一级学科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药学硕士学位

授权点 4个，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8个，分别是中医内

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五官科学、

全科医学和中西医结合临床，博士授权点 1 个。长期以来，我校中医学专业人才

培养方案都设置有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

科学等西医理论知识的教学，有利于中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很快适应临床工作；

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根据国家本科医学教育的专业设置标准来

制定和修订，注重中西并重，合理设置中医、西医的理论与实践教学, 虽然学生

毕业也能够较好从事基层中西医临床医疗工作，但是由于本科学习阶段对中医、

西医的学习时间有限，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够深刻，存在一定局限性。所以

在充分利用学校现有条件资源和办学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增设五年制本科临床医

学专业，加强专业建设，加强对西方现代医学新成就、新技术的学习，培养具有



一定中医素养的高素质临床医学专业人才，符合我国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和医疗

卫生事业的发展的需求。 

目前云南省的高等医学院校，开办五年制本科中医学专业、中西医临床医学

专业的仅仅只有云南中医药大学，其他西医院校的临床医学专业仅开设一门中医

学课程。云南中医药大学开办临床医学专业，有利于完善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为

学校临床医学硕士学位点建设奠定基础，有利于促进中医、西医学科的融合和跨

越式发展，为探索复合型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方式方法提供新途径，

顺应中医药进入世界医疗主流体系的趋势，能更好地服务区域社会经济。 

二、增设临床医学专业的可行性分析 

（一）具备增设临床医学专业的基础办学条件 

学校始建于 1960 年，是全国第二批成立的高等中医药本科院校，办学历史

悠久，2007 年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为“优秀”，2013年中医学专业通过

国家教育部专业认证，2015年中药学专业通过国家教育部专业认证。2016年成

为云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高校，2017年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

审核评估，2018年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更名为云南中医药大学，成为国家

中医药临床研究基地。现有白塔、呈贡两个校区，总面积 800余亩，建筑面积共

计 20余万平方米。校舍、教室、教师、教学设备设施等教学资源、图书馆资料、

信息资源及服务平台，能满足临床医学专业办学的基础条件。 

（二）具有开办临床医学专业的专业建设基础 

学校办学至今，课程教学体系一直都有西医基础课程及大部分临床医学课程

教学，如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医用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学、

药理学、医学微生物及免疫学、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预防医学、西医诊断学、

内科学、外科学、急诊医学等。教研室设置有医用化学及生物化学教研室、医学

生物学与统计学教研室、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研室、生理病理教研室、正常人

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教研室、药理学教研室、西医诊断学教研室、西医内科学

教研室、外科教研室、妇科教研室、儿科教研室等，师资力量雄厚，具备开办临

床医学专业的教学条件。 

学校于 2002年即已成功申报开设了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备系统



的中、西医基础理论知识，掌握中医和西医临床诊疗基本技能、一定的人文社会

科学、自然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具有良好的医学职业道德，具有较强实践

能力和较大发展潜力，能从事中西医临床、教学、科研等工作，知识、能力、素

质协调发展的富有创新精神的中西医临床专门人才。该专业 2007年被列为省级

重点建设专业，2010 年被列为省级特色专业。为培养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

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具有良好的医学职业道德，熟练掌握临床医学

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积极创新精神，具备初步临床

工作能力、终生学习能力、良好职业素养及一定中医素养的高素质应用型临床医

学人才奠定了基础。 

学校现有省级及以上质量工程项目 200 余项，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 2个，国

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1个，省级特色专业 5个，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3 个，

云南八大重点产业引领品牌专业 2个，省级教学名师 8 人，省级教学团队 4 个，

精品课程 17项，省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8 项，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16项

等。学校现有纸本藏书 980596册，纸质期刊 384种，馆藏线装古籍图书 1.8万

册，电子资源总量 61.78TB，拥有中外文数据库 51个，电子图书 323 万册（镜

像 42万册，远程使用 103万册），是国家教育信息化试点单位。学校有省级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医药临床评价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公共科技

服务平台各 1个，省级创新团队 2个，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三级实验

室 2个，院士专家工作站 9个，院士工作站站点 1个，省级 2011协同创新中心

2个，省级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1个，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 1个，省技术转移

示范机构 1个，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 8个，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 5 个。

以上资源为开办临床医学专业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三）能满足临床医学专业的校内实验实训需要 

学校临床技能综合模拟实验教学中心、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中药学实验

教学中心均为云南省高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实验教学条件良好，能满足临床医

学专业的校内实验实训教学需要。临床技能综合模拟实验教学中心，也是“云南

省中西医临床实践教学能力提升工程中心”及 “云南省高校中医实践教学服务

中心”，建筑面积 4000 ㎡，教学用房面积 3500 ㎡，设有内科、ICU、外科、妇科、

儿科、骨伤科、五官科、针灸科、推拿科、诊断室、功能影像科、模拟药房、护

士站、模拟病房、中医临床思维模拟实训室等教学实验室 38 间，拥有教学、实

验仪器设备 1200 余台（件），临床各科教学光盘、软件 400 余套，中医、西医、

民族医药经典图书 2000余册，固定资产 1200 余万元，可开展中、西医实验项目



203项，学生各项操作训练尽可能地模拟真实的临床操作。2016年 5 月，搭建了

我校首个 OSCE 考站管理平台，为实施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奠定硬件建设基础。

能满足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学校实验室实训和岗前培训、毕业综合技能考核。 

（四）能满足临床医学专业的临床实践教学需要 

学校现直属附属医院 2所、非直属附属医院 16所、18所教学医院、26所实

习医院和 14个合作基地，医学类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能够满足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的临床见习、毕业实习实践教学需要。 

云南中医药大学附属曲靖综合医院（曲靖市第二人民医院），为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占地面积 56亩，业务用房面积 87902 m2，设有机关职能科室 20个、临

床专业科室 28个，医技科室 10个。其中肝胆外科于 1991年 2月率先在中国开

展了“腹腔镜胆囊摘除术”，享有“中国微创外科发源地”的美誉。全院现有职

工 1197人，在编人员 51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473人，教授 30人，副教授

98人，讲师 197人，硕士研究生 35人，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 1人，省政府特殊

津贴 2人，市政府特殊津贴 8人，市级突出贡献专业技术人员 6人，市中青年学

术技术带头人 7人，曲靖市首席专家 8人。医院编制床位数 800张，拥有 1.5T

超导核磁共振、多排螺旋 CT、ECT、DSA、C 臂 X光机、DR系统、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等设备，2007 年建成曲靖市首家静脉药物配制中心。2011年，建成省内一

流的净化手术室、数字化手术间及影像传输系统满足临床及学术需要，同年建成

省内首家药房自动化和小车轨道物流配送系统。系上海消化内镜诊疗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曲靖基地、暨南大学微创外科研究所基地、广州国际减重与糖尿病外科治

疗中心曲靖基地；上海消化内镜诊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曲靖市二院合作中心、云

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系曲靖市微创外科临床诊疗中心、曲靖市眼科疾

病临床诊疗中心、曲靖市健康体检中心；肝胆外科、临床护理专业为曲靖市临床

重点专科；普通外科、血液内科、消化内科专业为云南省省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四级妇科内镜技术、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技术、永久性起搏器植入技术等 12项二

类技术获准机构和人员资质准入。2007年以来有 30余项科研成果获省市级科学

技术成果奖，其中 2014年肝胆一外科《腹腔镜肝叶切除的临床研究》荣获云南

省政府科学技术奖三等奖。为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临床课程教学、临床见习、毕

业实习实践等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始建于 1947 年，是全国

建设历史较长的省级中医医院之一，为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现有光华

院区和滇池院区两个院区。2007年被云南省卫生厅授予“云南省中医名院”称



号，2009年被列为云南省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2012年通过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三甲医院复审，是集云南省 102家省、州（市）、县（区）中医院和相关

单位为一体的云南省中医医疗集团总医院，目前实行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中医医疗集团总医院、云南省针灸推拿康复医院、

云南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五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运行模式。系国家药物临床

试验机构、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云南）基地中药新药 GCP中心及国家中医

药国际合作基地、中医医院信息化示范单位、中医药文化建设示范单位、中医药

标准研究推广基地建设单位、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能力建设单

位、全国城市社区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示范基地。目前，光华院区实际开放床

位 742张，2014年年门诊量 120万人次、年出院患者 2.3万人次。现有职工（含

离退休）1600人，其中在职职工 1278人，有专业技术人员 1255人。国家级和

省级、院级名中医 54人、传承博士后导师 1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3 人、硕士生

导师 114人。设有 27个临床及医技科室、1 个中医药健康服务中心；9个临床教

研室、1个模拟实验中心，2个社区门诊部及 1个能生产 14种剂型 80个品种的

现代化中药制剂中心。在全院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有建成和在建的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 4个和国家中医药重点学科 10个、重点专科 10个、重点研究室 1个、名医

工作室 12个、中医药特色优势学科继续教育基地 3个、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

工作室 1个，以及云南省名医工作室 5个、中医名科 8个、重点专科（专病）27

个；有国家级特色专业 1个、国家教育质量工程建设项目 2个、省级特色专业 2

个、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点 8个、省级重点学科 2个，云南省中医、中西医结合

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中心 11个，云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教学团队、重点实验

室建设项目各 1个。具有独立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格，主持有国家“863”

计划重大科技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等科研项目。有飞利浦 MRI、美国 GE64排 128 层全身螺旋 CT、飞利浦 64排 128

层全身螺旋 CT、西门子 DR 机、彩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

广福路滇池院区设置床位数 1200张，一期建设已完成并于 2015年 12月投入使

用，开放床位 500张，二期正在建设过程中。2017年 4月 6日，医院与云南省

第一人民医院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合作期限内，利用各自优势，在教学、

医疗、科研等方面建立合作关系。以上条件为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临床课程教学、

临床见习、毕业实习实践等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云南省血栓病医院)，始建于 1970 年 9月，

前身为“云南省交通中心医院”；1990年省卫生厅又授予成为“云南省血栓病医

院”，1995年被省卫生厅评审为三级乙等综合医院，2001年 11月医院主体搬迁

到目前所处的东郊路 161号，2015年经省卫计委复评审确定为三级乙等综合医



院。2018年 6月 13 日正式成为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保留“云南省血

栓病医院”牌子，2019 年 1月随上级学院升级更名为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经过近 50年的发展，医院已成为一所以中西医结合治疗为鲜明特色，集

脑血栓急救、治疗、康复、预防为一体，心血管、外科、肛肠、泌尿、神经外科、

骨伤、妇产、内科、针灸推拿等专科齐备的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为省、市医保

定点医疗机构，并建有 120东区急救站，参加全市急诊医疗网，承担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和灾害事故的紧急救援任务。医院有东西两个片区。现有编制床位 455张，

职工 478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425人，正高 15人，副高 58人，中级 94人。

医院设有 14个职能科室，23个临床医技科室。临床特色科室有血栓病专科和康

复科，其他还有外一科、外二科、妇产科、急诊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ICU）、

口腔科、皮肤科、五官科、儿科、体检中心等科室；医技科室有检验、医学影像

科、药剂科和功能科等科室。医院现有菲利普 DSA、西门子核磁共振、东芝 80

排螺旋 CT、东芝彩超、奥林巴斯电子腹腔镜、电子胃肠机、ＧＥ公司ＤＲ、上

下康复机器人等医疗设备。 

云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红河州第三人民医院（原云锡总医院），始建于 1940年，

为三级乙等综合医院，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肺癌防治合作中

心、云南肿瘤综合治疗中心红河（个旧）基地、云南中医药大学非直属附属医院、

红河州肿瘤防治研究中心、红河州职业病治疗中心、个旧市血液净化中心、云南

省助理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是红河州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

分会主任委员单位。医院占地面积 2.15万平方米，现有建筑面积 4.14万平方米，

红河州儿童专科建设项目建成后，医院建筑面积将达到 6.67万平方米；医院编

制床位 650张；设有 30个临床医技科室、15 个职能科室；现有在岗人员 810人，

具有高、中级技术职称 229人，返聘专家 20 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人，云

南省政府特殊津贴 2人。现有固定资产 2.5 亿， 2015年总收入 2.48 亿，其中

业务收入 2.23亿。拥有 SPECT、CT、直线加速器、磁共振成像仪、大型 X线血

管造影机、电子内窥镜、彩超等先进诊治设备 850余台（套），已购置 320排/640

层高端 CT、3.0T磁共振。医院重视学科建设，设立了 4个专家工作站，2013年、

2015年医院肿瘤学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先后被评为云南省临床重点专科，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肾内科、肿瘤科跻身“红河医学特色专科”之列。目前在肿

瘤、职业病防治，心血管介入治疗、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治疗、病理诊断、血液病

透析、中医康复治疗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专科特色，部分专科在红河州处于领先

水平。医院重视临床教学工作，坚持医教协调、医教相长，共促发展，建立了院

领导--教学管理科--教研室--教研组的四级教学管理体系。医院具有一支精医重

教的兼职教师队伍近 300人，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医技、护理等



11个教研室，23个教研组，先后有大批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级、省（部）级及

州、市级科技进步奖励。 

云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开远市人民医院，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有着 66年发

展历史。医院是“国际急救网络医院”，“国际急救中心”，“爱婴医院”，“上海复

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鼻内窥镜技术合作单位“、“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合

作单位”、“中国十年百强重点项目之糖尿病综合防治计划合作单位”、“云南省文

明单位”。 实际开放床位 800张，拥有员工 600余人，其中高级职称 32人，医

院总资产达 1亿多元，其中固定资产 8000万元。设有妇女康复中心（妇科）、母

子康复中心（产科）、儿童保健康复中心（儿科）、鼻内镜治疗中心、肿瘤微创综

合治疗中心、120 急救中心和骨外科（外二科）、普外科（外一科）、泌尿外科、

心血管结缔组织内科（内一科）、消化肾血液内科（内二科）、神经内外科（脑系

科）、呼吸内分泌科、糖尿病专科、感染肝病科、五官科、肛肠科、口腔科、中

西结合康复理疗科等特色中心和科室。尤其是妇女康复中心、母子康复中心（产

科）、儿童保健康复中心（儿科）和鼻内镜治疗中心的医疗技术水平在滇南地区

处于领先地位。拥有飞利浦 16排螺旋 CT、西门子 1.5T核磁共振、数字减影血

管造影机（DSA）、数字胃肠 X线机、数字化 X线成像机（DR）、全自动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系统、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彩色 B 超 8台、妇科阴道 B超、钼靶机、高

压氧舱、电神腹腔镜、体外震波碎石机、高频移动式 C型臂 X线机、放射性粒子

治疗计划系统、远程会诊中心等医疗教学设备。 

云南中医药大学实习医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1985年云南省卫生厅评定

为首家省级“文明医院”，昆明市人民政府授予“文明单位”称号。1992年在云

南省率先评为三级甲等医院，1999年荣获昆明市“十佳医院”和全国“百佳医

院”称号。医院占地面积 75.64亩，现有编制病床 1500张，年平均门诊量 79万

人次，出院病人 1.9 万人次，设门、急诊、临床科室 35个，医技科室 15个，其

中云南省重点专科 12个。设有云南省临床检验中心、医学影像研究中心、老年

病学研究中心、围产医学遗传诊断中心、血液学研究所、胃肠动力研究中心、肝

脏外科研治协作体和中西医结合第一临床研究基地。现有在编职工 2000人，其

中专业技术人员 1800 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800余人。高级职称 300 余人、

中级职称 800余人，硕、博士 100余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3人、云

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1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2 人、享受云

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 15人。云南省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 5人，硕士研究生

导师 20人。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现设医疗业务科室 61个。其中，省内重点专科

12个：呼吸内科、血液内科、内分泌代谢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肝胆外



科、胸心外科、普外科、骨科、眼科、耳鼻喉科、生殖遗传科。遗传诊断中心被

省科技厅批准为“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遗传与生殖健康研究创新团队”及云南省

出生缺陷与遗传病研究重点实验室。经省卫生厅等部门批准，内设研究中心及研

究室 25个。院内遴选优势学科 12个，坚持年均 600万元用于扶持院内优势学科

发展，打造优势学科群，带动全院新技术、新业务和科研教学全面发展。云南省

第一人民医院拥有美国 GE公司 3.0T和西门子 1.5T超导磁共振仪，双排、16排、

64排螺旋 CT，荷兰飞利浦 SPECT/CT，德国西门子直线加速器、日本日立公司 7600

生化分析仪、瑞士罗氏公司 2010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医用空气加压

氧仓，全数字编码彩色超声诊断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国内外先进的医疗设备

数百台（套）。 

云南中医药大学实习医院昆明市延安医院前身为上海市延安医院，1970年

从上海整体内迁，经过 40余年的建设，目前已发展成为学科门类齐全，技术力

量雄厚，诊疗设备先进，科研实力强大的综合性临床及科研教学医院。医院于

1993年被卫生部评为国家三级甲等医院，是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文明

单位、国家级冠心病介入专业培训基地、国家级结构性心脏病介入专业培训基地、

国家级心律失常介入专业培训基地、国家级心脏移植中心、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基地、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单位、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备案机构、

国家级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国家级临床药师培训基地、国家级全科医师培训基地、

云南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昆明市基层医师培训基地、昆明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昆明医科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基地、云南心血管病医院。医院地

处昆明市中心，占地 78亩，核定床位 1498 张，40个临床和医技科室，31个国

家级、省级和市级临床重点专科，3个省级和市级重点实验室，8个省级和市级

创新团队，25个省级和市级内设研究机构、技术中心。有国家级、省级、市级

有突出贡献者和享受国务院、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8人，云岭名医 7人，云南

省医学领军人才、带头人和后备人选 9人，省级和市级学术和科学技术带头人和

后备人 44人，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 107 人。 

三、临床医学专业建设规划 

（一）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

有良好的医学职业道德、较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较宽厚的社会科学素养、

系统的群体健康知识，熟练掌握临床医学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有较

强的实践能力和积极创新精神，具备初步临床能力、终生学习能力和良好职



业素养的高素质应用型医学专门人才。毕业后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能

在医疗卫生单位、医学院校、医学科研部门等单位从事医疗、预防保健、康

复、教学与科研等工作。 

（二）学科及课程设置 

主干学科：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核心课程：系统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生理学、病

理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医学微生物 、医学免疫学、医学统计学、流行病

学、预防医学、诊断学、医学影像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传

染病学、神经病学、急诊医学 

课程设置：必修公共课 11门，必修基础专业课 26门，必修专业课 15门。 

（三）学制学位 

学制五年，完成学业并符合我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毕业授予临床医学学

士学位。 

（四）生源及人才去向 

招收参加全国高校统一考试的普通高中毕业生，成绩合格者，择优录取。在

培养过程中严格按照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要求和目的对招收学生进行培养。学生

经过 5年学习培养，毕业后主要面向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医学院校、医学科研部

门等单位，可从事临床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与科研等工作。通过对临床

医学专业的持续建设，计划 5年内发展规模为 500人。 

四、人才需求预测情况 

1.基层群众就医难 根据对2005—2015年云南省医疗卫生机构数量的统计

数据，全省总量从2005年23584个增加到2015年24187个，新增机构603个。明

显增多的主要是以民营医院数为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出现波动，表现为总

体减少的趋势，乡镇卫生院在减少，基层群众就医困难问题仍然突出。 

2.卫生技术人员比例下降 根据对2005—2015年云南省卫生人员数量的统

计数据，全省卫生人员数总量明显上升，从2005年的142176人增加到2015年的

304599人，执业( 助理) 医师数从54265 人增加到2015年79570人，卫生技术



人员从2005年的118429人上升到2015年的228043人，但卫生技术人员占卫生人

员的比例从2005年的83. 30% 下降到2015年的74. 87%。由此可见，卫生技术

人员需求量仍然很大，但是从事卫生行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逐年减小，不能满

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仍然需要扩大对卫生技术人员的培养。 

3.临床医学本科人才缺乏 根据云南省医学信息研究所“云南省2016年卫生

机构人力资源现状分析”，云南省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每千人口执业（助理）

医师数低于全国和西部平均水平；根据云南省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构成

情况的不完全统计，2018年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19.38%，大专57.83%；中

专21.44%；其他1.35%。云南省卫生技术人员总量不足，人力资源各地区分布不

均衡，高级人才缺乏，卫生技术人员年龄有老年化的趋势。需要合理规划配置卫

生人力资源，加强高层次人才培养。 

4.临床医学本科人才需求预测 据预测到2020年全省医师数增量需达到4万。

预测：云南省血栓病医院等10余家医院每年共需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约30-40人；

怒江州人民医院等60余家医院每年共需要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约1000-1500人；

华宁县人民医院等100余家县级医院每年共需要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约

3000-4000人。根据调查资料，昆明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2017年881人，

2018年959人；大理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2017年563人，2018年632人；昆

明医科大学海源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2017年212人，2018年356人；昆明理工大

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2017年123人，2018年182人；云南中医药大学增设五年

制临床医学专业，可以协同增加基层医疗机构本科医务人员的培养，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基层医务人员不足、本科基层医务人员较少、卫生技术人员年龄老年化趋

势的现状，生源和就业市场前景良好。 

根据以上分析，我校是以办学实力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紧紧围绕为

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为地区人群健康服务的根本宗旨进行科学设置专业，目前已

经具备开办临床医学专业的条件和能力，将通过增设临床医学专业，加强专业建

设，加强学科建设，搭建中医、西医共同发展的平台，充分利用中医西医优势互

补，努力为云南省乃至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云南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简介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高等教育专题规划》、《中

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 年）》的要求，结合教育部医学教育标准的相关办学

要求及我校的办学定位，本专业通过系统学习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不

断强化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有能力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合格

医学毕业生，完善适应我省临床医学专业人才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满足云南边疆少数

民族地区对临床医学专业人才的需求。 

二、专业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良好的医

学职业道德、较广泛的社会科学知识、较宽厚的社会科学素养、系统的群体健康知识，

熟练掌握临床医学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积极创新精神，具

备初步临床能力、终生学习能力和良好职业素养的高素质应用型医学专门人才。毕业后

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能在医疗卫生单位、医学院校、医学科研部门等单位从事医

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与科研等工作。 

三、培养要求及实现途径 

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及培养要求，学校提供了基本实现途径，但课堂学习不是获取

知识、获得技能、提升综合素质的唯一途径，应当注重培养和发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建立终身学习意识，积极主动创新。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

展。 

（一）素质要求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诚实守信，

热爱中医事业，将预防疾病、祛除病痛作为

自己的职业责任。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心理健康教育等

必修课程；网络课等选修课程；军事训练、入学教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含德育答辩）等实践活动。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2.重视患者的个人信仰、人文背景与价

值观念差异。尊重患者及家属，尊重生命。 

医学心理学、人文选修课及网络课等课程，学校

各类文化讲坛、讲座等第二课堂，中国知网、维普、

万方等网络资源。  

3.重视医学伦理问题。在医疗服务中，

贯彻知情同意原则，为患者的隐私保密，公

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位患者。 

医学伦理学课程；临床见习、暑期专业实践、阶

段实习、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岗前培训）、毕业实习等

实践活动；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4.具有终身学习的观念，具有自我完善

意识与不断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

工作态度。 

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入学教育、安全教育、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含德育答辩）等实践活动；社会职

业技能培训等第二课堂。 

5.尊重同事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

具有团队合作精神。具备依法行医的观念，

能够运用法律维护患者与自身的合法权益。 

卫生法规、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技巧、人文选

修课及网络课等课程；临床见习、暑期专业实践、阶

段实习、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岗前培训）、毕业实习等

实践活动；法律知识竞赛、运动会、学术讲座等第二

课堂。 

6.具有科学的态度，具有批判性思维、

创新与创业能力。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就业指导、创新创业基础

等必修课程；科学创新活动、跟师临床实践、第二课

堂等；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二）知识要求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1.掌握与临床医学相关的人文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本知识和科

学方法，并能用于指导未来的学习

和医疗实践。 

大学语文、中国医学史、医学统计学、循证医学等课程；

人文选修课及网络课等课程；跟师临床实践、科学创新活动等

第二课堂；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2.掌握必要的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基本知识及药理学知识与临

床合理用药原则。 

 

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病

理生理学、诊断学基础、免疫学基础与病原微生物学（含人体

寄生虫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物化学等课程；中国知网、维

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3.掌握各临床学科常见病、多

发病的病因、发病机理、临床表现、

诊断、防治原则及预防措施理论知

识；掌握常见传染病的发生、发展

以及传播的基本规律及防治原则。 

内科学、外科学、医学影像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传染

病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急诊医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

急诊医学等必修课程、校内外精品课程等网络资源；中国知网、

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4.熟悉必要的心理学与医学伦

理学知识、卫生法规，了解国家有

关卫生工作的方针、政策。了解临

床医学发展动态和行业需求。 

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卫生法规等课程；卫生工作方

针政策、中医药法讲座等第二课堂；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

网络资源。 

5.熟悉全科医学思想和全科医

生的工作任务、方式以及必要的预

防医学知识与常见传染病的防治

原则。 

传染病学、预防医学、全科医学概论、卫生法规等课程；

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6.熟悉中医学理论基本知识和

中医常用适宜技术，了解中医学术

思想发展历史和主要学术观点。 

中医学概论必修课；医古文、中医经典选读、针灸学、推

拿学、中医养生学、云南民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等选修课；中

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三）能力要求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1.具有全面、系统、正确地进行病

情诊查、病史采集、病历书写及语言表

达的能力，具有对常见病、多发病进行

诊治的能力。 

诊断综合技能训练、内科临床技能训练、外科临床技

能训练、医患沟通技能训练；临床见习、暑期专业实践、

阶段实习、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岗前培训）、毕业实习、毕

业临床技能考核等实践活动；临床技能竞赛等第二课堂 

2.具有运用临床医学知识和技能进

行系统体格检查的能力。具有合理选择

现代临床诊疗技术、方法和手段对常见

病、多发病进行初步诊断、治疗的能力。 

体格检查训练、外科学技能训练、医患沟通技能训练；

临床见习、暑期专业实践、阶段实习、临床技能综合训练

（岗前培训）、毕业实习、毕业临床技能考核等实践活动。 

3.具有对常见病进行辨证论治的基

本能力以及对常见危急重症进行判断

和初步处理的能力。 

急诊临床技能训练；临床见习、暑期专业实践、阶段

实习、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岗前培训）、毕业实习、毕业临

床技能考核等实践活动。 



培养目标 实现路径 

4.具有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效沟

通的能力，具有与同事和其他卫生保健

专业人员等交流沟通与团结协作的能

力。具有对患者和公众进行健康生活方

式、疾病预防等方面知识宣传教育的能

力。 

医患沟通技巧训练课程；临床见习、暑期专业实践、

阶段实习、临床技能综合训练（岗前培训）、毕业实习、毕

业临床技能考核等实践活动；社区义诊等第二课堂。 

5.具有信息管理能力及阅读医学文

献以及搜集、整理、分析临床医案和医

学相关文献的能力。具有运用一门外语

查阅医学文献和进行交流的能力。 

医学计算机应用基础、信息检索与利用、大学英语等

课程；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网络资源。 

6.具有初步的医学科学研究和实际

工作能力，及较强的自主学习、终身学

习的能力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医学统计学、循证医学概论等课程；通识课、公共选

修课等课程；科学创新活动第二课堂；中国知网、维普、

万方等网络资源。 

四、修业年限及授予学位 

修业年限：5 年，实行弹性学制，可在 5—7 年内完成学业。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学位。 

五、主干学科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六、核心课程 

系统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病理学、药

理学、医学微生物 、医学免疫学、医学统计学、流行病学、预防医学、诊断学、医学影像

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传染病学、神经病学、急诊医学 

七、主要实践环节 

（一）入学教育 

主要包括适应性教育、专业思想教育、安全法纪教育、校园文化教育、文明礼仪教育

等。 



（二）军事技能（含军事理论） 

主要包括军事理论、国家安全形势、军事科学技术和军事技能训练等。 

（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含德育答辩） 

主要以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主，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实践环节贯穿第一学期至第十学期，按照《云南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生德育答辩实施办

法》进行，答辩合格获得相应学分。 

（四）临床实践 

1.体验医疗环境：利用第一学年暑期，安排 2 周时间。指导学生以生源地为主自主联系

医疗机构实习。通过接触患者、体验医疗环境、熟悉基本医疗卫生体系，从而培养学生对未

来职业环境的感性认识、激发学习兴趣。 

2.熟悉医院诊疗过程：利用第二学年暑期，安排 2周时间。在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基础

上，指导学生以生源地为主自主联系医疗机构实习。通过熟悉医院诊疗过程，了解医患沟通

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培养服务意识。 

3.完成阶段实习：第三学年第六学期，安排 10 周时间阶段见习。学生进入附属医院、

教学医院、实习医院实习。按阶段实习大纲要求，完成以内科综合实践、相关科室轮转等为

主的实习内容，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学生对临床常见多发疾病的认识，巩固学生专业思

想，培养学生初步的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基本操作技能。 

4.完成课间见习：第四学年的临床各科理论课学习阶段，教师结合床边教学、模拟实训、

案例讨论等方法，培养学生临床各科的专业知识、临床思维和实践技能。 

5.完成毕业临床实习：安排第四、五学年（第八学期 13周至第 26周、第九学期、第十

学期第 1周到第 10 周）进行毕业临床实习 50周（含社区实习 2 周）。强化岗前培训并综合

模拟实训考试之后，学生进入毕业实习，通过参与实际临床工作，培养学生对临床常见多发

疾病进行诊治、康复指导和健康教育的基本能力和初步进行临床研究的能力，基本达到基础

理论知识学习与临床实践的有机结合，要求毕业实习出科考试、考核合格。  

6.完成毕业综合考试：第五学年第十学期，完成毕业综合考试（含理论考核、临床技能

考核）。 

八、主要专业实验（实训） 

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教师根据课程培养目标，明确实验/实训教学环节

的学时，通过教师现场演示和学生动手操作的互动方式训练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在专业课程

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开展专业性强的科技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九、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是指在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与实践环节之外，结合所学知识，在教

师指导下利用业余时间所进行的科研和实践活动。通过晨读晚练等第二课堂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运用知识的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团队精神、实践能力。学生参加创新创业、社会实

践等活动及发表论文、成果，可以折算为学分。折算按照《云南中医药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

学分认定暂行办法》执行。 

十、考核评价 

期末考试统一安排考试时间，期末成绩占总成绩的 50％-60％；平时测验、提问、练习、

实验见习、专题讨论、论文等占总成绩的 40％-50％。总成绩合格者计相应的学分，具体按

照《云南中医药大学本科生教学形成性评价管理办法》执行。 

社会实践、阶段实习、毕业实习、毕业综合技能考核等单列考核及学分要求。 

十一、教学安排与时间分配（单位：周） 

学期 
入学教育/军

训/毕业教育 
教学 

考

试 
实习 

技

能

综

合 

岗前

培训 

假期 

实践 

假

期 
合计 

1 3 15 1     7 26 

2  18 1    2 5 26 

3  18 1     7 26 

4  18 1    2 5 26 

5  18 1     7 26 

6  9 1 10    6 26 

7  18 1     7 26 

8  9 1 14  2   26 

9    26     26 

10 1 4 1 10 1    17 

合计 4 123 8 60 1 2 4 44 251 

课程分类 门数 学分 总学时 
应修学

分 

分配 

比例 

必修课 

公共课 11 50 800 

194 61.3% 专业基础课 28 81 1296 

专业课 15 63 1008 



十二、学分结构与毕业学分要求   

 

 

 

选修课 
专业任选课 20 31 496 ≥12 

≥18 
16.6% 

公共任选课 13 20 320 

实践课 

军事技能训练 2周 2 

69 22.1% 

医疗环境体验 2周 2 

熟悉诊疗过程 2周 2 

阶段见习 10周 10  

技能训练、考核 1周 1 

岗前培训 2周 2  

毕业实习 50周 50  

毕业总学分: 293 

课程分类 门数 学分 总学时 
应修学

分 

分配 

比例 

必修课 

公共课 11 50 800 

194 61.3% 专业基础课 28 81 1296 

专业课 15 63 1008 

选修课 
专业任选课 20 31 496 ≥12 

≥18 
16.6% 

公共任选课 13 20 320 

实践课 

军事技能训

练 
2周 2 

69 22.1% 

医疗环境体验 2周 2 

熟悉诊疗过程 2周 2 

阶段见习 10周 10  

技能训练、考核 1周 1 

岗前培训 2周 2  

毕业实习 50周 50  

毕业总学分: 293 



十三、教学进程表 

课

程

性

质 

序

号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开设学

期 

学

分 

总

学

时 

理

论 

实验见

习指导

性自学 

考

核

方

式 

 

 

 

 

 

 

必

修

公

共

课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 3 48 42 6 考试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3 3 48 42 6 考试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4 6 96 72 24 考试 

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2 2 32 32 0 考试 

5  形势与政策 1-4 2 32 16 16 考查 

6  体育 1-4 8 128 8 120 考试 

7  大学英语 1-4 16 256 192 64 考试 

8  大学语文 1 3 48 32 16 考试 

9  计算机基础 1 4 64 40 24 考试 

10  信息检索与利用 2 1 16 12 4 考查 

11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4 2 32 32   考查 

必

修

专

业

基

础

课 

12  医用高等数学 1 2 32 32   考试 

13  医用物理学 2 3 48 36 12 考试 

14  
医用化学（含基础化学、

有机化学） 
1 5 80 48 32 考试 

15  细胞生物学 2 2 32 20 12 考试 

16  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 2 6 96 72 24 考试 

17  医学遗传学 2 2 32 20 12 考查 

18  系统解剖学 1 5 80 59 21 考试 

19  组织学与胚胎学 2 3 48 36 12 考查 

20  局部解剖学 2 4 64 40 24 考试 

21  病理学 3 4.5 72 56 16 考试 

22  生理学 2 5 80 64 16  考试 

23  病理生理学 4 2 32 32   考试 



课

程

性

质 

序

号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开设学

期 

学

分 

总

学

时 

理

论 

实验见

习指导

性自学 

考

核

方

式 

24  药理学 4 3.5 54 54   考试 

25  机能实验 3、5 5 80   80 考查 

26  医学微生物学 3 2.5 40 28 12 考试 

27  医学免疫学 3 2.5 40 31 9 考试 

28  人体寄生虫学 3 2 32 26 6 考查 

29  临床医学导论 1 1 16 16   考查 

30  医学心理学 4 2 32 32   考查 

31  医学伦理学 4 2 32 32   考查 

32  医患沟通 4 1 16 16   考查 

33  全科医学概论 5 2 32 32   考试 

34  卫生法 5 2 32 32   考查 

35  循证医学 5 2 32 32   考查 

36  预防医学 5 3 48 48   考查 

37  医学统计学 8 3 48 32 16 考查 

38  流行病学 8 2 32 32   考试 

39  康复医学 7 2 32 16 16 考查 

 

 

 

 

 

必

修

专

业

课 

 

40  
诊断学（含检体诊断、实

验诊断） 
5 8 128 80 48 考试 

41  医学影像学 5 3 48 32 16 考试 

42  

中医学概论（含中基、中

诊、中药、方剂、中医内

科） 

4 5 80 72 8 考试 

43  精神病学 5 2 32 24 8 考试 

44  急诊医学 6 4 64 48 16 考试 

45  皮肤性病学 7 2 32 24 8 考查 

46  传染病学 7 2 32 24 8 考查 

47  神经病学 7 2 32 24 8 考查 



课

程

性

质 

序

号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开设学

期 

学

分 

总

学

时 

理

论 

实验见

习指导

性自学 

考

核

方

式 

 

 

 

 

 

 

 

 

48  内科学 6、7 11 176 116 60 考试 

49  眼科学 6 2 32 23 9 考查 

50  
外科学（含外科学总论和

外科手术学） 
6、7 11 176 116 60 考试 

51  耳鼻喉科学 7 2 32 23 9 考查 

52  妇产科学 7 4 64 48 16 考试 

53  儿科学 7 3.5 56 40 16 考试 

54  老年医学 8 1.5 24 24   考查 

 

任

选

专

业

课 

 

 

 

 

 

 

 

 

任

选

专

业

课 

55  医学人文学 1 1 16 16   考查 

56  中国医学史 2 1 16 16   考查 

57  医学科技论文写作 3 1 16 16   考查 

58  社区保健 4 1 16 16   考查 

59  社区卫生服务 4 1 16 16   考查 

60  临床路径 7 1 16 16   考查 

61  医疗事故防范 7 0.5 8 8   考查 

62  口腔医学 7 2 32 20 12 考查 

63  社会医学 8 2 32 32   考查 

64  医院感染学 8 1 16 16   考查 

65  医院管理学 10 1 16 16   考查 

66  医古文 2 2 32 32   考查 

67  针灸学 5 4 32 20 12 考查 

68  推拿学 5 4 32 20 12 考查 

69  
云南中医药学术流派及名

家介绍 
6 1 16 16   考查 

70  中医美容学 6 2 32 32   考查 

71  
云南民族医药特色诊疗技

术 
7 2 32 32   考查 



课

程

性

质 

序

号 

课

程 

代

码 

课程名称 
开设学

期 

学

分 

总

学

时 

理

论 

实验见

习指导

性自学 

考

核

方

式 

72  中医经典选读 8 1 16 16   考查 

73  中医食疗养生学 10 1.5 24 24   考查 

74  中医体质养生 10 1 16 16   考查 

任

选

公

共

课 

75  中国文化概论  1 19 19   

76  对话先秦哲学  1 19 19   考查 

77  从爱因斯坦到霍金的宇宙  2 31 31   考查 

78  
从“愚昧”到“科学”-科

学技术简史 

 2 35 35   
考查 

79  魅力科学  1 19 19   考查 

80  美学原理  2 27 27   考查 

81  新伦理学  3 49 49   考查 

82  食品安全与日常饮食  1 15 15   考查 

83  现代大学与科学  2 41 41   考查 

84  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  2 27 27   考查 

85  学术基本要素  1 14 14   考查 

86  古典诗词与中医学  1 16 16   考查 

87  形象礼仪学  1 16 16   考查 

 

注：1. 执业医师分阶段考试涉及课程：系统解剖学、诊断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理

生理、药理学、内科学、儿科学、妇科学、外科学、骨科学、急诊医学、医学伦理学、医患

沟通技巧、卫生法规、神经病学、传染病学。 

2. 执业医师考试涉及课程：系统解剖学、诊断学、生理学、病理学、病理生理、药理

学、内科学、儿科学、妇科学、外科学、骨科学、急诊医学、医学伦理学、医患沟通技巧、

卫生法规、神经病学、传染病学。 

 



9.校内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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