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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屈婷 田晓航 王阳） 战
胜新冠肺炎疫情离不开结构合理、
素质高超的医护人才队伍。 9 月 9 日
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要优
化医护人才培养结构， 提升医学人
才培养质量， 并对毕业后医学制度
做出突破性的新规定。

会议提出， 对经住院医师培训
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 在岗位
聘用、 职称晋升等方面与相关专业硕
士研究生同等对待。 “这是毕业后医
学制度的一种突破。” 中国医师协会
副会长齐学进说， 在不少城市和医
院， 仍然存在以学历而不是以临床能
力为主的用人导向， 导致越来越多的
医学本科毕业生热衷于报考临床专业
研究生。 而国内外临床医学人才的实
践证明， 只有建立以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为主体的毕业后医学制度， 才是
培养合格临床医师的必经途径， 也是
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医疗卫
生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治本之策。 齐学
进认为， 这一新规定将有助于扭转医
学本科毕业生 “重研究、 轻临床” 的
误区， 把临床医师培训路径真正转到
以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为主的正确道
路上来。

在优化医护人才培养结构方面，
会议要求， 加快高水平公共卫生人
才培养， 深化医学院校与疾控中心、
传染病医院的医教研合作。 中国疾
控中心研究生院副院长罗会明认为，
医与防不是简单的 “谁重谁轻 ”
“谁主谁辅” 的关系， 公共卫生医师
人才培养应与临床医师协调发展。

在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上， 会

议提出， 建立临床实践保障机制， 加
强高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职能， 推进
医学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 齐学
进说， 这意味着我们要围绕提升临床
实践能力， 健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制度。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要坚持统
一标准、 突出实践、 规范管理， 全面
提高住院医师的执业素质和实际诊疗
能力， 培养一支适应人民群众健康保
障需要的临床医师队伍。

会议还提出， 提高中医药专业教
学中经典课程比重， 建立中医药跟
师临床学习制度。 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重点学科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基
础理论学科带头人朱爱松教授认为，
提高中医药专业教学中经典课程比
重， 才能回归中医的本源、 让中医
姓 “中”， 这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唯有让中医经典滋养当下， 通过品
经典、 务临床、 跟名师， 才能参悟
经典的奥秘， 为当下所用。

“中医临床是中医理论产生的源
泉和出发点， 更是中医理论研究的
落脚点与目的地。” 朱爱松说， 中医
的临床思维是沟通中国传统文化和
中医临床诊疗的桥梁。 在跟师过程
中培养中医的临床思维模式， 是提
高临床疗效的捷径。 建立中医药跟
师临床学习制度， 符合中医药传承
发展的规律。

������本报讯 （通讯员 胡信群） 9 月 6 日， 湖南
省正式启动县级医院急性心肌梗死救治能力提
升 “导师制” 培训项目。 接下来的两周， 各县
医院学员分两批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进行集
中理论学习。 整个 “一对一” 带教及技术帮扶
将持续 1 年时间， 届时湖南省卫健委将对导师
和学员进行各项考核。

急性心肌梗死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健康， 从
2005 年开始， 急性心梗死亡率呈现快速上升
趋势。 由于大多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首诊在县
级医院， 部分县级医院急诊 PCI （经皮冠状动
脉介入治疗） 能力不足， 容易使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失去宝贵的救治机会。 基层医院尤其是县
级医院急诊 PCI 技术能力亟待提高。

为培养一支扎根基层、 PCI 能力又能够得
到持续提升的优秀医师队伍， 湖南省政府在国
内率先提出全省县级医院急性心肌梗死救治能
力提升 “导师制” 培养新模式。

该项目主要负责人，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周胜华教授介绍， 项目将采取 “定人定责， 定
点包干” 的原则， 由湘雅二医院牵头， 确定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 湘雅三医院、 湖南省人民医
院、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附属第二医院等
6 所湖南省大型医院为 “导师” 派出医院， 遴
选在心脏介入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 25 位专家
作为导师。 同时经过考核评估， 确定全省第一
批 28 家具有心脏介入资质的县级医院为 “学
员” 医院， 每家医院推荐 1 名培训对象， 实行
医院与医院、 导师与学员 “一对一” 对接， 双
方签订培训协议， 在 1 年时间内 “导师” 帮助
“学员” 所在县级医院开展急诊心脏介入治疗，
提升县级医院急性冠脉综合征的临床救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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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今日本报 02版《坚守肿瘤防治一线》》

�������胡春宏， 医学博士，
一级主任医师、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肿瘤中心精
准医学研究室主任， 中
国医师协会湖南肿瘤分
会首任会长， 有关肺癌
的基础和临床研究获湖
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肿瘤专家
胡春宏

�� 据中新网消息 “疫苗接种， 我建议分
层进行。” 9 月 12 日， 以 “疫苗创新与公众
健康” 为主题的首届大湾区疫苗峰会在深
圳举办。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疾控中心
主任高福在会后对当前新冠疫苗研发、 疫
苗接种应分层进行等进行了阐述。

当前世界多国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新冠
疫苗的研发， 国内的数支疫苗研发也取得非
常积极的进展， 不过， 高福表示， 在当前国
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 现有的疫苗
还没有到普通人大规模接种的阶段。

“这就是一个风险和收益平衡的问
题。” 高福称， 假如再次出现武汉疫情那样
的严重状况， 相关地区就应该对民众进行
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而现在国内的疫情控
制得很好， 就暂时没有必要在现在这个阶
段大规模接种。

同时， 高福建议， 疫苗接种应分层进
行。 如需要前往疫情高风险的海外地区工
作的人群， 从事与疫情相关的医务防疫工
作人员等特殊人群， 是应该第一波建议接
种的； 此外， 从事餐饮、 安保、 清洁等保
障社会基本运转的人员； 接着是政府公务
员等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以及学校等人员密
集区域的工作人员， 可视情形看需要分阶
段接种。

湖南启动县级医院急性心肌梗死
救治能力提升“导师制”培训项目

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守望湘间的花蕾”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启动
守护妇女儿童公益联盟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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