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医科大学——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

蒋红梅



问题问题11：你们了解你们的家吗？：你们了解你们的家吗？问题问题11：你们了解你们的家吗？：你们了解你们的家吗？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国家

陷入深重灾难。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失守，沦陷

区学生纷纷失学，流离失所。“……有鉴于医药

人才之缺乏，为谋战时急切之需，并树立西南之

医学基础，救济沦陷区医学生之学业，乃有设立医学基础，救济沦陷区医学生之学业，乃有设立

贵阳医学院之意。”



国立贵阳医学院，始建于1938年3月，是隶属

于教育部的九所国立医学本科院校

之一，开创了贵州高等医学教育之先河。

 首任院长、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

著名热带病学家李宗恩教授。著名热带病学家李宗恩教授。



我武维扬，国势方张。

吾校应运，设于贵阳。

发扬民族文化，树立科学信仰，

适应时代需要，责任在吾党。适应时代需要，责任在吾党。

推行公医制度，保障边民健康，

适应地方需要，责任在吾党。

敦励学行诚为宝，服务人群忠是尚。

展思将来，敬念既往。

谆谆校训，毋忘，毋忘。



 “诚於己”——诚实做人治学和自我约束；

 “忠于群”——忠于国家民族、忠于学校的事业
和群体；

 “敬往思来”——尊重先辈、传承事业,开创未来。



沙河桥头，几度徜徉；花溪道上，百般骋想。

七十余载，风雨荡尽忧伤；十年百年，壮心唯谱华章。



 贵州省唯一拥有医学学士-硕士-博士完整人才培

养体系的省属重点大学。



问题问题22：贵医这个大家庭，想把你：贵医这个大家庭，想把你问题问题22：贵医这个大家庭，想把你：贵医这个大家庭，想把你

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们培养成什么样的人？



• 发展目标： 有明显特色、西部一流、在国内外有

影响力的高水平医科大学。

• 服务面向定位： 立足贵州，服务全国，面向世界。• 服务面向定位： 立足贵州，服务全国，面向世界。

•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和健康体魄的高素质应用型、

复合型人才。



• 以医学为主，理学和社会学科（法学和教育学）协

调发展，文学、工学和管理学相互支撑。

学科
门类

专业名称
批准设置
时间

基础医学（医学生物技术）2003年

预防医学 1985年

临床医学 1938年

临床医学（眼耳鼻喉学） 2001年
理学

医学检验技术 2012年

生物技术 2012年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 2013年

卫生检验与检疫 2012年

护理学 2001年

药学 1978年

药学（营销方向） 2007年

药物制剂 2007年

医学

临床医学（肿瘤学） 2001年

临床医学（急救医学） 2003年

临床医学（医学心理学） 2003年

临床医学（儿科学） 1958年

临床医学（重症医学） 2012年

临床医学（全科医学） 2012年

麻醉学 1999年

医学影像学 1995年

医学影像学（医学影像技
术）

2012年

口腔医学 1999年

法医学 2001年

医学检验 1986年

儿科学 2016年

理学 药物制剂 2007年

中药学 2013年

药事管理 2013年

护理学（助产方向） 2014年

食品卫生与营养学（食品质量与安全方向）2014年

医学实验技术 2014年

化学生物学 2014年

康复治疗学 2016年

社会学
（法学、
教育学）

法学（医事法律） 2002年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户外运动） 2008年

休闲体育 2013年

应用心理学 2013年

文学

英语（医学英语） 2002年

英语（翻译） 2012年

翻译 2014年

工学 生物医学工程 2003年

管理学 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 2009年



问题问题33：学校给你们提供了怎样的：学校给你们提供了怎样的问题问题33：学校给你们提供了怎样的：学校给你们提供了怎样的

学习和生活环境？学习和生活环境？



 全日制在校生19097人，本科生17075人。

 专任教师1067人，临床教师833人，外聘教师298人。

生师比15.72∶1。

 专任教师平均年龄39岁

 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为61.11%

低于16:1就达标了哦！

 教师中具有高级职称的比例为61.11%

 有博士学位的比例为24.27%，硕士学位占54.73%

 有海外留学经历的比例为7.87%

 医学检验学院有1个国家级教学团队，学校还有5个

省级教学团队

年轻、高职称、高学历，逐步走向国际



 南、北两个校区，占地面积1868亩。

 多媒体教室：218间，PBL教室11间

 校内实习实训室：41个，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3.09
亿元。

 基础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2个，学校还有7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心2个，学校还有7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基础医学院有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中心、虚拟实
验室

 科研实验平台：医学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贵州省
药物制剂重点实验室、贵州省干细胞与组织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贵州省再生医学重点实验室、天然药物化
学实验室均对本科生开放。 近3年有本科生851人次

进科研实验室训练哦！



 全国医学信息共享服务的省级中心。

 藏书174.54万册，电子图书43万册。外文电子图书
51 种。

中外文数据库15个：中国知网全库、万方数据知识
服务平台、维普资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
学文献服务系统、超星电子图书、书生电子图书镜

生均80册达标，我们
有82.81册呢！

学文献服务系统、超星电子图书、书生电子图书镜
像站点、爱思唯尔、英国医学会电子期刊库、
NATURE、OUP数据库等

 自习室5个、书刊阅览室16个、电子阅览室1个、多
媒体学习中心1个、教室1个、文献库3个、研修室
24个、研讨室12个；总计4000余位普通座位300个
研修研讨室座位。

 周开放时间90小时，网上资源24小时开放。



 直属附属医院9所，非直属附属医院10所，教学医
院11所，签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所。

 非临床实践

教学基地共

89个，其中89个，其中

校级基地

17个。





 学生宿舍面积生均11.24平方米

 校园网已覆盖两个校区所有教学办公楼、教师及学生宿舍，

信息点总数33246个。

生均6.5平方米达标

信息点总数33246个。

 校园网出口通过4条光纤线路实现与互联网的高速连接，

连接到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学生宿舍和教学办公区

连接贵州联通。

 WIFI全覆盖











面向本科生开设的课程832门

学校立项资助40门网络课程

省级精品课程17门

49门公共选修课

自2014年开始，学校每学期

开设4门大学城校际互选课程

2014年开始引进慕课54门。

超星慕课、网易公开课...





国际（境外）交流与合作：台湾嘉南药理科技大学、台湾辅英

科技大学等，至今共派出3批学生（40人）；2015年20名学生作

为贵州省2015年“千人海外留学计划” 赴国（境）外交流。

国内合作平台：与苏州大学，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国内合作平台：与苏州大学，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

学等交流合作。口腔医学院与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加入由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五所高校倡导

的“中国高校英语写作教学协同创新联盟”。

省属高校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贵安新区大学城课程互选。



构建校地合作网络：与多个州、市、县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与贵阳市政府签署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开展全方位合作。

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上海浦东周浦医院、广州市红十字会医

院、三亚市人民医院等；贵阳市多家社区服务中心签约挂牌成为院、三亚市人民医院等；贵阳市多家社区服务中心签约挂牌成为

学校全科医学实践教学基地；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组建妇儿临床

学院；与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东软集团签约共建大健

康学院及创客空间；与贵州科学院合作共建食品安全与云技术应

用教学基地；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签署合作协议。

社会捐赠渠道：积极争取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支持学校建设发

展，通过捐赠资金和物品，有力助推了学校发展建设



问题问题44：学校是怎样培养你们的？：学校是怎样培养你们的？问题问题44：学校是怎样培养你们的？：学校是怎样培养你们的？



（（11）教学改革，老师们想做什么？）教学改革，老师们想做什么？

“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授之以鱼）
转变为
“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授之以渔）

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
三严：严肃态度、严格要求、严密方法
三早：早期接触临床，早期接触科研，早期接触社会实践

“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授之以渔）

师生的理念

教师“教”与学生“学”的习惯和方式

教学资源

“教”与“学”的效果评价方式

。。。。。。

我们一
起努力！



（（22）如何培养你们的创新意识？）如何培养你们的创新意识？

学校成立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大学生创新

创业能力培养相关工作。

积极建设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中心、大学创客中心：扩大

学生受益面，支持学生创新创业活动

开设《大学生创业教育》课程

利用科研实验平台、依托教师科研，培养学生创新性思维：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本科生毕业论文等

学校经费支持教师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组织学生参加学科科技竞赛、创新创业类竞赛

2012年-2016年，学生获国家立项大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71项，获省教育厅立项147项，获校级立项
145项，发表学术论文24篇。



（（33）如何培养你们的实践能力？）如何培养你们的实践能力？

课内实验 校内实验室

课内见习 校内实训场所、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毕业实习（论文）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课外实践 社会实践基地

岗位胜任力为核心！



（（44）如何培养你们健康的体魄？）如何培养你们健康的体魄？

体质合格率仅 53.52%！——2015学年



（（44）如何培养你们健康的体魄？）如何培养你们健康的体魄？

田径场3块、篮球场25个、排球场10个、网球场8

个

武术馆、瑜伽形体馆、健美操馆、体育舞蹈馆、乒

乓球馆、台球场、攀岩场、山地自行车场、轮滑场地、

拓展训练场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场

以及救援救护训练场等体育运动场馆



（（55）第二课堂开展情况如何？）第二课堂开展情况如何？

学校第二课堂体系包含五个模块：

科研创新、学科竞赛、创业训练、素质提高、职业技能。

科技创新创业活动促提升：“挑战杯”系列创新、创业竞赛为

代表的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竞赛

校园文化及社团活动显活力：围绕“多彩校园•闪亮青春”校

园文化活动月及“铭记历史•展望未来”暨纪念“一二•九”运动

的主题，“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主题群众性课外体

育锻炼活动，组织开展社团文化活动月、羽毛球接力赛、大学生

趣味运动会等系列活动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养情操：三下乡等



（（66）学长们就业情况如何？）学长们就业情况如何？

学校就业率稳定在较高水平，2013-2016年，初次就业率均在
91%以上，均高出省初次就业率；主要就业去向主要是事业单位
（以基层医疗卫生单位为主）。

届数 总人数 本校初次就业率（%） 省初次就业率（%）

2013届 1152 95.75 87.032013届 1152 95.75 87.03

2014届 1426 94.60 88.05

2015届 1532 95.76 89.07

2016届 2135 91.15 90.88

年度
毕业生总
数

政府
机构

事业
单位

企业 部队
灵活
就业

出国 升学
参加国家地方
项目就业

其他

2013 1152 7 756 193 20 7 1 144 15 9

2014 1426 45 811 295 22 4 0 180 9 60

2015 1532 38 995 252 7 24 2 171 9 33

2016 2135 125 1092 409 3 21 0 186 33 77



问题问题55：当你需要帮助时，你可以找谁？：当你需要帮助时，你可以找谁？问题问题55：当你需要帮助时，你可以找谁？：当你需要帮助时，你可以找谁？

学生指导与服务学生指导与服务



当你对你的专业有困惑时，你找谁？——你的专业老师

当你学习中遇到困难时，你找谁？ ——你的课程老师

当你在人际关系或心理方面需要帮助时，你找谁？ ——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当你的健康出了状况时，你找谁？——校医院

当你面临就业选择时，你找谁？——招生就业处就业指导中心当你面临就业选择时，你找谁？——招生就业处就业指导中心

当你经济上遇到困难时，你找谁？——大学生资助中心

别忘了，你的辅导员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贵医这个大家庭的家长

永远倾听你的声音（校领导办公日、校长书记信箱）

,你还可以通过学生座谈会、思雅医语师生餐会及共

青团“青年之声”平台等说出你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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