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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转化医学研究生培养的探讨
刘正芸ꎬ王

欢

[ 摘要] 目前ꎬ转化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学科ꎬ促进了医学事业的快速发展ꎬ但我国的转化
医学在发展中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对转化医学发展十分重要ꎬ作者重点从培养
意义、培养困境和解决策略几个方面详细的介绍转化医学研究生培养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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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医学(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是近 ２０ 年来
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理念ꎬ是把生物基础研究
的最新成果快速有效地转化为临床医学技术的过
程ꎬ即从实验室到病床( ｂｅｎｃｈ ｔｏ ｂｅｄｓｉｄｅ) 再从病床
到实验室( ｂｅｄｓｉｄｅ ｔｏ ｂｅｎｃｈ) 的双向连续过程ꎬ简称
为“ Ｂ￣ｔｏ￣Ｂ” [１] ꎮ 转化医学在临床应用和基础研究间
搭起了沟通的桥梁ꎬ促进了医学事业的发展ꎬ培养了
当今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ꎮ
１

转化医学的起源与发展
转化医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学科ꎬ是
将基础研究和临床工作紧密联系ꎬ以此来打破基础
研究与药物研发、临床实践之间的屏障ꎬ促进研究成
果从实验室到临床的快速转化ꎬ为开发新药品、新器
械及诊疗新策略开辟出新途径ꎮ
转化医学发展史上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①
１９９２ 年ꎬＣｈｏｉ 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 杂志上首次提出“ Ｂ￣ｔｏ￣Ｂ” 的
概念 [２] ꎻ②１９９４ 年ꎬＭｏｒｒｏｗ 和 Ｂｅｌｌｇ 正式提出用“ 转
化医学” 的概念指导癌症防控ꎬ标志转化医学逐渐
被认识和理解 [３] ꎻ③１９９６ 年ꎬＧｅｒａｇｈｔｙ 在 Ｔｈｅ Ｌａｎｃｅｔ
杂志上首次出现“ 转化医学”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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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名词 [４] ꎻ④２００３ 年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ｅ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ＩＨ) Ｚｅｒｈｏｕｎｉ 在 Ｓｃｉｅｎｃｅ 杂志上
发表题为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ＩＨ Ｒｏａｄｍａｐ 的文章时对
转化医学进行专门定义ꎬ标志着转化医学的现代医
学概念正式确立 [５] ꎮ
近年来ꎬ转化医学发展火热ꎬ相关的专业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２００３ 年)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０７ 年 ) 、 Ｓｃｉｅｎｃｅ 的 子 刊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９ 年) 等先后问世ꎮ 我国第一本
转化医学相关期刊« 转化医学杂志» 也于 ２０１２ 年创
刊ꎮ 并且ꎬ很多 ＳＣＩ 收录的期刊和核心期刊都针对
转化医学研究开辟了专栏 [６] ꎮ
目前ꎬ美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是国际
上开展转化医学研究的主要国家ꎬ研究主要涉及生
物标志物的鉴定和应用( 包括肿瘤) 、个体化医学的
开展、心血管疾病转化研究和干细胞应用等ꎮ ＮＩＨ
提出转化医学发展路线图以及多项转化研究计划ꎬ
并且提出优先发展转化研究 [７] ꎮ 英国国家健康研
究院建立了综合性和专科性的生物医学研究中心、
苏格兰与惠氏制药公司合作ꎬ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
转化医学合作研究中心 [８] ꎮ
我国的转化医学研究还处于发展阶段ꎬ与国际
上研究转化医学的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ꎮ 就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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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而言ꎬ我国转化医学研究主要偏重于肿瘤领
域ꎬ其他领域的研究比例相差悬殊 [７] ꎬ且我国的转
化医学研究主要依托于医院或者学校进行密切合
作ꎮ 目前ꎬ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机构有:中国科学
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合作
成立的健康科学研究所建立的生物医学转化研究平
台、中南大学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依托于湘雅医院)、
协和转化医学中心( 依托于北京协和医院) [９] 等ꎮ
２

转化医学人才队伍现状
目前ꎬ我国转化医学的人才队伍主要依靠各个
领域的学术带头人牵头ꎬ依托于医院或学校的转化
医学研究中心开展工作ꎮ 比如:曹雪涛院士、陈志南
院士以及魏于全院士等ꎮ 在这种环境下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９ 日中国转化医学联盟(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ＣＵＴＭ) 在浙江省杭州市成立ꎬ李继
承教授当选 ＣＵＴＭ 第一届理事会主席ꎮ ＣＵＴＭ 秉承
着为了团结和组织广大转化医学科技工作者ꎬ以经
济建设为中心ꎬ为繁荣促进转化医学科学事业的发
展ꎬ普及转化医学知识ꎬ促进转化医学科技人才的成
长和提高ꎬ为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贡献
的宗旨ꎮ ＣＵＴＭ 一经成立就组织举办了各种学术会
议和高峰论坛ꎬ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转化医学的发展ꎮ
但国内转化医学作为一个新兴研究方向ꎬ其发展现
状受到人才缺乏的限制ꎬ出现后续力量不足的情况ꎮ
对每个行业而言都一样ꎬ后续力量一般主要来
源于学生ꎮ 我国研究生教育目前分为专业学位和学
术学位ꎬ即一般说的临床型和科研型ꎬ前者重心在于
医疗技术的提升ꎬ而后者在于基础医学的探究ꎮ 目
前ꎬ我国对于转化医学研究生的培养相对较少ꎬ加大
对转化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力度十分必要ꎮ

３ 培养转化医学研究生的意义
３ １ 转化医学教育能提高研究生基础研究和临床
应用紧密相连的意识以及激发学习兴趣 临床型和
科研型这两种研究生培养模式在我国医学专科人才
的培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ꎬ但当今社会越来越细
化的专业划分ꎬ使两种培养模式下研究生的视野越
来越局限ꎮ 科研型只会做实验ꎬ缺乏临床经验ꎬ研究
课题往往止步于论文发表ꎻ临床型只会看病开刀ꎬ缺
乏科研能 力ꎬ 对 临 床 上 的 问 题 不 能 进 行 深 入 的 学
习 [１０] ꎮ 因此ꎬ转化医学理念对医学研究生教育ꎬ特
别是转化医学研究生教育ꎬ具有重大意义ꎮ 转化医
学强调“ Ｂ￣ｔｏ￣Ｂ” 的概念ꎬ将在临床上发现的问题带
入实验室进一步研究ꎬ同时也将基础研究的最新进
展反馈到临床上ꎬ使其形成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的
良性循环ꎬ让研究生带着问题做实验ꎬ带着最新的研
究进展上临床ꎬ而这样的良性循环也能很好的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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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学习热情ꎮ
３ ２ 转化医学教育能培养研究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医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之间的密切合作ꎬ
一个手术的成功ꎬ一个课题的完成ꎬ需要的是一个优
秀的团队ꎬ一个优秀的平台ꎮ 转化医学作为基础和
临床的桥梁ꎬ它的定义就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医学
研究模式ꎬ这样的定义代表转化医学必然是一个需
要团队合作的医学研究领域ꎮ 让研究生在这样一个
团队里面学习ꎬ培养的不仅仅是科研技术和临床技
能ꎬ还有与人交流的能力和团结合作的精神ꎮ
３ ３ 转化医学教育能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转
化医学的教育理念和传统的教育理念不同ꎬ对研究
生进行转化医学教育ꎬ有利于学生把基础知识和临
床知识联系起来ꎬ拓展研究生的视野ꎬ培养其勇于思
考ꎬ善于探索的创新精神ꎬ形成一种多学科知识相结
合的思维能力ꎮ 当思维能力得到锻炼后ꎬ各方面素
质也能得到很好的提升ꎬ最终形成具有良好的团队
合作意识和组织能力ꎬ成为符合当代医学发展需求
的人才 [１１] ꎮ
４ 培养转化医学研究生的困境和解决策略
４ １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 转化医学研究生 ３ 年
教育中有一个学期的理论课学习阶段ꎬ这一阶段学
习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①教材落后ꎬ跟不上科学
技术的发展ꎮ ②教学方法与手段的单一ꎮ 针对这一
阶段的学习ꎬ除了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实验技能外ꎬ科
研方法和科研工具的学习也是必不可少的ꎮ 优秀的
文献检索以及综合能力、扎实的专业外语功底和熟
练的数据分析技术等都是成为一名医学科研人员的
必备技能ꎮ 至于教材问题ꎬ科学发展到教材编著出
版肯定存在时间差ꎬ这要鞭策教学老师紧跟科学发
展ꎬ在上课时加入最新的医学研究进展ꎮ 在教学方
式上ꎬ要注重培养研究生的自我思考能力ꎬ激发学生
的学习热情ꎬ而不是传统的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ꎮ
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或一个案例ꎬ开展小组讨论ꎬ最后
分批汇报的“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 或“ 以病例为基
础的教学” 方式ꎬ让老师起到一个引导方向的作用ꎬ
而不是一个直接的“ 灌输者” ꎮ
４ ２ 师资队伍 转化医学研究生 ３ 年教育中除一
学期的理论课学习阶段外ꎬ就是进入实验室或者科
室进行研究或学习ꎬ这也是研究生教育最重要的阶
段ꎮ 导师成为研究生这段时间接触最多的人ꎬ师资
队伍的强大与否和研究生能力的培养有重要关系ꎮ
导师团队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①高素
质人才的引进ꎬ为团队带来新的理念、知识和技术
等ꎻ②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ꎬ可以参加学术会议ꎬ学
术培训和聘请知名专家到校进行学术讲座ꎬ提升固
有师资队伍的能力ꎬ紧跟科技发展ꎮ
( 下转第 １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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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参与的过程ꎬ这不但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ꎬ
而且会占用教师大量时间ꎮ 教师如何统筹合理安排繁
重的临床护理工作和带教工作有待进一步探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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