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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签字：

学校名称（盖章）： 华侨大学

学校主管部门：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专业名称： 临床医学

专业代码： 100201K

所属学科门类及专业类： 医学 临床医学类

学位授予门类： 医学

修业年限： 五年

申请时间： 2016-07-31

专业负责人： 许瑞安

联系电话： 1390508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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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教师表

 

学校名称 华侨大学 学校代码 10385

邮政编码 362021 学校网址 http://www.hqu.edu.cn
/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þ部委院校 o地方院校 þ公办 o民办 þ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o 985 o 211

现有本科专业数 90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招生
人数

6157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毕业
人数

5419 学校所在省市区 福建泉州福建省泉州市
丰泽区城华北路269号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þ哲学 þ经济学 þ法学 þ教育学 þ文学 þ历史学

þ理学 þ工学 þ农学 þ医学 þ管理学 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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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685

学校主管部门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建校时间 1960年

首次举办本科教育年份 1960年

曾用名

学校简介和历史沿革

华侨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综合性大学,创办于1960年，直属国侨办领导
，廖承志、叶飞亲自担任首、次任校长。校区坐落于福建省厦门市和泉州
市。学校设有研究生院，有34个学院，140个研究院所中心；21个博士学
位授权点；11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0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90个本科
专业；12个学科门类。学校现有国家重点学科、省部级重点学科共41个
，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国务院侨办侨务理
论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旅游安全研究基地。有双聘院士5人。是全
国境外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是国家面向海外开展华文教育重要基地，国
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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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医学学院

姓名 性别 年龄 拟任课程 专业技术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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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生 男 63 肿瘤免疫学

副院长
（本科生
教学）、
教授、博

导

奥克兰大
学（博士
、博士后

）

生物医学 博士
临床医学
、生物医

学
专职

Phil
Kaprano

v
男 43 生物信息学

教授、博
导、国家
外专千人

美国密兹
根大学 生物学 博士 生物信息

学 专职

罗嘉 女 43 生理学 教授、博
导

托马斯杰
佛逊大学
（博士后

）

医学 博士 生理学 专职

刁勇 男 47 药理学

党委书记
、副院长
、教授、
博导、福
建省科技
领军人才

中国药科
大学 药理学 博士 药学 专职

邱殷庆 男 62 组培学、病理学 教授、博
导

加拿大
Western
Ontario大

学

医学 博士 临床医学 专职

崔秀灵 女 44 有机化学与药物合成

副院长
（研究生
教学）、
教授、博
导、闽江
学者

郑州大学
（博士
）、欧洲
新里斯本
大学（博
士后）

有机化学 博士
有机化学
与药物合

成
专职

许瑞安 男 67 医学微生物学、分子医学

院长、教
授、博导
、福建百

人

Otago大学
（博士
）、加拿
大（博士
后）

分子医学 博士
分子医学
、医学微
生物学

专职

何春艳 女 42 精确医学与医学大数据
教授、博
导、青年
千人

美国哈佛
大学

分子和遗
传流行病

学
博士

分子遗传
学与流行
病学

专职

柯荣秦 男 35 分子诊断学 教授、青
年千人

瑞典乌普
萨拉大学
（博士
）、美国
（博士后

）

医学 博士 分子诊断
学 专职

陈锻生 男 55 生物信息

计算机学
院副院长
、教授、
博导

中国科技
大学 计算机 博士 生物信息 专职

张金顺 男 53 生物统计学
数学学院
院长、教
授、博导

厦门大学 数学 博士 生物统计
学 专职

陈道明 男 56 英语 教授 复旦大学 英语 博士 外语 专职

杜吉祥 男 38 计算机 副教授、
院长助理

中国科技
大学 计算机 博士 计算机 专职

曲光 男 57 免疫学 教授、博
导

美国衣阿
华大学 医学 博士 生理学\免

疫学 专职

王立强 男 38 药理学 副教授、
主任药师

沈阳药科
大学 药学 博士 药学 专职

马必胜 男 56 临床中医学
校医院副
院长、主
任医师

北京医院
进修 中医学 学士 临床中医

学 专职

李招发 男 43 分子生物学 副教授、
院长助理

吉林大学
（博士
）、军事
医学科学
院（博士
后）

分子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博士 分子生物
学 专职

曾庆友 男 39 有机化学、药物合成工艺 副教授
浙江大学
、华大在
职博士生

生物化工 硕士 药物合成 专职



庄贞静 女 37 无机化学 系副主任
、副教授 四川大学 化学 博士 化学 专职

王连会 男 31 有机化学 讲师 德国哥廷
根大学 化学 博士 化学 专职

戚智青 女 52 分子生理学 教授、博
导

日本鹿儿
岛大学

分子生物
学 博士 分子生理

学 专职

张景红 女 47 分子药理学 教授、副
主任药师 兰州大学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博士 药学 专职

程国林 男 32 仪器分析 副教授 清华大学 化学 博士 化学 专职

蔡双凤 女 30 微生物学 讲师 中科院大
学 遗传学 博士 微生物学 专职

牛荣丽 女 40 毒理学 副教授、
执业药师

中国科学
院 化学 博士 毒理学 专职

李文华 女 28 细胞学 讲师 中国科学
院大学 遗传学 博士 细胞学 专职

吴四海 男 29 无机化学 讲师 中国科学
院大学 有机化学 博士 无机化学 专职

邱飞 男 35 药物释控 讲师 南京大学 有机化学 博士 医用化学 专职

邱雅凰 女 36 营养学 副教授 台湾海洋
大学 营养学 博士 营养学 专职

唐明青 男 28 微生物学 讲师 华侨大学 生物化工 博士 分子医学 专职

徐先祥 男 36 中药分子药理学 讲师

中国药科
大学（博
士），中
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
研究所
（博士后

）

中药学 博士 中药学 专职

陈娜 女 30 分析化学 讲师 法国巴黎
大学 有机化学 博士 化学 专职

郭雅斌 男 42 分子遗传学 教授 北京协和
医学院 医学 博士 遗传学 专职

刘接卿 男 35 中药学 副教授

首都师范
大学（博
士），中
科院（博
士后）

遗传学 博士 中药学 专职

杨会勇 男 37 生物工程 讲师 中国药科
大学 药学 博士 生物工程 专职

马俊杰 男 29 药物分析与合成 讲师 沈阳药科
大学 药物化学 博士 药物化学 专职

程若琳 女 28 生物大数据 讲师 浙江大学 生命科学 博士 生物信息 专职

解丽娟 女 43 医用化学 副教授 华东理工
大学 应用化学 博士 物理化学 专职

Fazin
Farzane

h
男 58 分子医学/病理学

教授、博
导、国家
外专局专

家

Universit
y of
Sussex

细胞分子
生物学 博士 分子医学 专职

Remi
Chauvin 男 56 药物化学

教授、博
导、国家
外专局专

家

Paris 11
Universit
y (Orsay)

化学 博士 化学 专职

徐东宇 男 45 外科学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导

德国汉堡
大学 医学 博士 临床医学 兼职

李文良 男 42 肿瘤学与病毒学 特聘教授

美国辛辛
那提大学
（博士
），哈佛
大学（博
士后）

医学 博士 肿瘤学 兼职

黄诸侯 男 45 临床医学 主任医师 福建中医
药大学 医学 硕士 临床医学 兼职



朱雄鹏 男 51 内科学
主任医师
、教授、
博导

福建医科
大学 医学 博士 临床医学 兼职

Nagy
Habib 男 57 外科学 特聘教授 Edinburgh

RCS 外科医学 博士 儿科 兼职

肖卫东 男 47 病毒微生物学 教授、博
导

美国北卡
大学国会
山分校

病毒微生
物学 博士 微生物学 专职

孙学英 男 48 病理解剖学 教授、博
导

山东大学
（博士
），奥克
兰大学
（博士后

）

临床医学 博士 肿瘤外科 兼职

王振华 男 37 内科 主任医师
、教授

德国哥廷
根大学 医学 博士 临床医学 兼职

张慧 女 49 无机化学 教授 北京师范
大学 化学 博士 药物化学 兼职

崔永光 男 52 病理生理 教授、主
任医师

华中科大
同济医学

院
医学 博士 病理生理 兼职

陈文斌 女 53 病理生理 教授、博
导

澳大利亚
昆士兰大

学
医学 博士 病理生理 兼职

叶迎安 男 50 神经内科 主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医疗 学士 神经病学 兼职

蔡红萍 男 43 神经内科 主任医师
、博导

福建医科
大学 医学 博士 临床医学 兼职

张卫风 男 35 医学影像 特聘教授 中国科技
大学 生命科学 博士 医学影像 专职

周剑虹 男 45 口腔颌面外科 副教授、
主任医师

第二军医
大学 颌面外科 博士 口腔颌面

外科 兼职

程君涛 男 46 烧伤整形科 主任医师 第三军医
大学 烧伤学 博士 烧伤学 兼职

陈先礼 男 44 传染病学 副主任医
师

福建医科
大学

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
物学

博士 传染病学 兼职

何谦 男 38 普外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三军医
大学

外科学(普
外) 博士 普通外科 兼职

任常群 男 42 口腔颌面外科 副主任医
师

第四军医
大学

口腔颌面
外科 博士 口腔颌面

外科 兼职

庞有旺 男 44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四军医
大学 解剖 博士 骨科 兼职

李维娜 女 38 眼科 副主任医
师

上海五官
科医院 眼科学 博士 眼科 兼职

林荣凯 男 40 泌尿外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普外 博士 临床医学 兼职

沈建坤 男 41 传染病学

副院长、
副教授、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传染病学 硕士 传染病学 兼职

曹晖 女 43 妇产科 副主任医
师 北华大学 病理学 硕士 妇产科 兼职

阮志芳 男 38 神经内科 副主任医
师

福建医科
大学 神经病学 硕士 神经内科 兼职

杨照田 男 44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中国医科
大学 骨外科 硕士 骨科 兼职

艾建国 男 38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三军医
大学

外科学
（骨科） 硕士 骨科 兼职

陈少谊 男 45 血液内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二军医
大学 血液 硕士 血液病学 兼职

程莉 女 45 肾脏内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血液透析 硕士 肾脏内科 兼职

何明颖 女 37 医学影像诊断 副主任医
师

第四军医
大学

影像医学
与核医学 硕士 医学影像 兼职



黄令坚 男 59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贵阳医学
院 骨外科学 硕士 骨科 兼职

林大东 男 39 皮肤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二军医
大学 皮肤 硕士 皮肤 兼职

林巧雅 女 36 眼科 副主任医
师

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

院
眼科 硕士 眼科 兼职

刘爱刚 男 41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二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硕士 骨科 兼职

徐建锋 男 44 眼科 副主任医
师

第四军医
大学 眼科学 硕士 眼科 兼职

尤瑞金 男 45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三军医
大学 骨科 硕士 骨科 兼职

张少波 男 46 普外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二军医
大学 外科学 硕士 甲状腺、

乳腺外科 兼职

刘爱刚 男 41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二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硕士 骨科 兼职

刘甲兴 男 46 心血管内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二军医
大学 内科学 硕士 心血管内

科 兼职

吕宏升 男 37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四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硕士 骨科 兼职

范军华 男 39 眼科
医务处主
任、副主
任医师

第二军医
大学 眼科学 硕士 眼科学 兼职

赵桂梅 女 34 医学检验学 主管技师 北京大学
医学部 肿瘤学 硕士 医学检验 兼职

魏开鹏 男 35 病理学 主管技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

细胞生物
学 硕士 临床病理

学 兼职

庄岳鹏 男 46 检验学 主任技师 第二军医
大学 医学检验 硕士 医学检验 兼职

马良赟 男 44 胸外科 主任医师 中国医科
大学 外科学 硕士 胸外科 兼职

黄以群 男 50 传染病学 主任医师 第二军医
大学 传染科 硕士 传染科学 兼职

李家胜 男 35 口腔颌面外科 主治医师 大连医科
大学

口腔颌面
外科 硕士 口腔颌面

外科 兼职

刘琦 男 34 普外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泌尿外科 硕士 普通外科 兼职

李超 男 36 眼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眼科学 硕士 眼科 兼职

李玉堂 男 32 重症医学科 主治医师
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
医学院

药理学 硕士 重症监护 兼职

杨爱武 女 39 肿瘤内科 主治医师 暨南大学 中西医结
合临床 硕士 肿瘤 兼职

林惠玉 女 33 眼科 主治医师 辽宁医学
院 眼科学 硕士 眼科学 兼职

施建设 男 37 普外科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 外科学 硕士 重症监护 兼职

周伟 男 36 眼科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 眼科学 硕士 眼科 兼职

钟福炉 男 39 眼科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 眼科 硕士 眼科 兼职

戴为正 男 32 神经内科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
医学院 神经病学 硕士 神经病学 兼职

卓凤婷 女 36 内分泌科 主治医师 南方医科
大学

内分泌与
代谢病学 硕士 内分泌 兼职

董少良 男 49 外科学
院长、教
授、主任
医师

福建医学
院 医学 学士 泌尿外科 兼职

张诚华 男 55 普外科
教授、硕
导、主任
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普通外科 兼职

胡团敏 女 62 消化内科
教授、硕
导、主任
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医疗 学士 消化内科 兼职



李学喜 男 59 眼科
教授、硕
导、主任
医师

第二军医
大学 医疗 学士 眼科 兼职

闫红 女 52 重症医学科 教授、主
任医师

哈尔滨医
科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重症医学

科 兼职

何文钦 男 53 神经内科 教授、主
任医师

第二军医
大学 军医 学士 神经内科 兼职

李小毅 男 54 烧伤整形科 教授、主
任医师

第二军医
大学 医疗 学士 烧伤 兼职

卢昆林 男 59 妇产科 教授、主
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军医 学士 妇产科 兼职

辛加龙 男 67 儿科 主任医师 福建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儿科学 兼职

王云 男 51 儿科 主任医师 西安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儿科学 兼职

邓超雄 男 51 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泌尿外科 兼职

李华东 男 65 医学影像 主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医学影像 兼职

裴玉玲 女 57 妇产科 主任医师 广西右江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临床医学 兼职

陈汉民 男 52 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军医 学士 神经外科 兼职

洪原城 男 50 呼吸内科 主任医师 福建医学
院 医疗 学士 呼吸内科 兼职

黄书润 男 45 烧伤整形科 主任医师 福建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烧伤 兼职

潘兴南 男 51 传染科学 主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传染病学 兼职

阙镇如 男 52 耳鼻喉科 主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军医 学士 耳鼻喉 兼职

芮磊 男 51 内科学 主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军医 学士 心血管内

科 兼职

吴琦琦 男 53 皮肤科 主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军医 学士 皮肤 兼职

吴耀建 男 52 输血检验 主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军医 学士 输血检验 兼职

张江灵 男 49 肿瘤内科 主任医师 第四军医
大学 军医 学士 肿瘤内科 兼职

郑季南 男 52 骨科学 主任医师 第二军医
大学 军医 学士 骨科 兼职

赖江琼 女 47 超声学 副主任技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医学影像 学士 超声学 兼职

凌月明 男 44 检验学 副主任技
师

第三军医
大学 医学检验 学士 医学检验 兼职

曹杰 男 46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 兼职

吴耀建 男 52 输血检验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输血检验 兼职

陈建洪 男 38 麻醉科 副主任医
师

福建医科
大学 麻醉学 学士 疼痛科 兼职

陈一杰 男 40 普外科 副主任医
师

贵阳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普通外科 兼职

黄国河 男 43 神经外科 副主任医
师

贵阳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外科 兼职

廖泽飞 男 39 胸外科 副主任医
师

贵阳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胸外科 兼职

曹清 女 41 妇产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妇产科 兼职

陈吉婷 女 39 眼科 副主任医
师

福建省中
医学院 中医 学士 眼科 兼职

陈佳娜 女 38 眼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二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眼科 兼职



陈金勇 男 46 核医学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医学影像 学士 核医学 兼职

陈昆 男 44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 兼职

陈云萍 女 37 肿瘤内科 副主任医
师

广州第一
军医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肿瘤内科 兼职

方钧 男 43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三军医
大学

外科学
（骨外） 学士 骨科 兼职

葛亮 男 36 泌尿外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三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泌尿外科 兼职

洪庆南 男 46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福建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 兼职

黄莹 男 45 医学影像诊断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医学影像 学士 医学影像

学 兼职

黄永德 男 45 消化内科 副主任医
师

福建中医
学院 中医 学士 消化内科 兼职

李奕鑫 男 47 传染病学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中医 学士 传染病学 兼职

廖圣芳 男 45 神经外科 副主任医
师

江西赣南
医学院 医疗 学士 神经外科 兼职

刘国安 男 46 超声科 副主任医
师

第四军医
大学

生物医学
工程 学士 超声学 兼职

王浩 男 41 烧伤整形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三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烧伤整形 兼职

王文锋 男 43 口腔颌面外科 副主任医
师

第四军医
大学 口腔 学士 口腔颌面

外科 兼职

吴志云 男 46 麻醉科 副主任医
师

江西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麻醉学 兼职

谢允平 男 45 耳鼻喉科 副主任医
师

江西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麻醉学 兼职

许正锯 男 50 传染病学 副主任医
师

第四军医
大学 医疗 学士 传染病学 兼职

张丽婷 女 45 内分泌科 副主任医
师

福建中医
学院 中医 学士 内分泌 兼职

赵枫 男 50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四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学 兼职

陈昆 男 44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 兼职

苏金荣 男 49 烧伤整形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医疗 学士 烧伤 兼职

王森林 男 49 骨科 副主任医
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医疗 学士 骨科 兼职

吴双 女 35 医学检验学 主管技师 福建医科
大学 医学检验 学士 医学检验 兼职

张纯瑜 女 41 医学检验学 主管技师 福建医科
大学 医学检验 学士 医学检验 兼职

姜明建 男 33 医学检验学 主管技师 南昌大学
医学院 医学检验 学士 医学检验 兼职

郭勤华 男 33 医学检验学 主管技师 南昌大学
医学院 医学检验 学士 医学检验 兼职

梁礼平 男 41 医学影像科 主管技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医学影像 学士 医学影像 兼职

廖丽红 女 40 心血管内科 主管技师 第二军医
大学 护理 学士 心电图 兼职

王建福 男 33 检验学 主管技师 第三军医
大学 医学检验 学士 医学检验 兼职

黄菊芬 女 40 眼科 主治医师 安徽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眼科 兼职

林丹琪 女 45 耳鼻喉科 主治医师 第四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耳鼻喉 兼职

庄逸辉 男 51 泌尿外科 主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泌尿外科 兼职

余丽萍 女 38 超声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医学影像
学 学士 超声学 兼职



黄进发 男 32 传染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传染病学 兼职

刘理冠 男 34 传染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传染病学 兼职

肖奕增 男 35 骨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 兼职

黄文铖 男 34 呼吸内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呼吸内科 兼职

黄鑫成 男 36 呼吸内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呼吸内科 兼职

黄种杰 男 34 呼吸内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呼吸内科 兼职

许培阳 男 33 麻醉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麻醉学 学士 麻醉学 兼职

黄灿坡 男 32 普外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普通外科 兼职

傅懋林 男 33 神经内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内科 兼职

吴国鑫 男 31 神经外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外科 兼职

黄思付 男 34 消化内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消化内科 兼职

王耿杰 男 34 胸外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胸外科 兼职

王华玲 女 39 眼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眼科 兼职

薛炜翔 男 32 康复医学科 主治医师 福建中医
学院 针灸推拿 学士 康复医学 兼职

林友聪 男 34 康复医学科 主治医师 福建中医
学院 针灸推拿 学士 康复医学 兼职

汪美华 女 40 眼科 主治医师 福建中医
药大学

中西医临
床医学 学士 眼科 兼职

陈才军 男 32 耳鼻喉科 主治医师 赣南医学
院

临床医学
（眼耳鼻
喉）

学士 耳鼻喉科 兼职

毛小成 男 37 骨科 主治医师 赣南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 兼职

赵国平 男 39 急诊科 主治医师 赣南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急诊医学 兼职

许福生 男 36 麻醉科 主治医师 赣南医学
院 麻醉学 学士 麻醉学 兼职

刘江涛 男 31 烧伤整形科 主治医师 赣南医学
院 临床创伤 学士 烧伤 兼职

吴述洪 男 36 肾脏内科 主治医师 赣南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临床医学 兼职

吴年冬 男 36 儿科 主治医师 赣南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儿科学 兼职

齐树青 女 41 医学影像科 主治医师 广州第一
军医大学 医学影像 学士 医学影像 兼职

黄钦辉 男 42 耳鼻喉科 主治医师 贵阳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耳鼻喉科 兼职

陈婉红 女 42 妇产科 主治医师 贵阳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妇产科 兼职

庄小平 女 41 妇产科 主治医师 贵阳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妇产科 兼职

杜振双 男 37 普外科 主治医师 湖北省长
江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普通外科 兼职

林艺 女 36 消化内科 主治医师 暨南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消化内科 兼职

陈远钦 男 36 病理科 主治医师 江西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临床病理

学 兼职

徐涛 男 37 传染科 主治医师 江西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传染病学 兼职

范海鹏 男 36 急诊科 主治医师 江西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急诊医学 兼职



查本俊 男 35 麻醉科 主治医师 江西医学
院 麻醉学 学士 麻醉学 兼职

余锦刚 男 42 神经外科 主治医师 江西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神经外科 兼职

刘海波 男 38 骨科 主治医师 牡丹江医
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 兼职

何志安 男 34 超声科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超声学 兼职

范洪涛 男 34 呼吸内科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呼吸内科 兼职

黄国亮 男 35 急诊科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急诊医学 兼职

谢平 男 32 麻醉科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
医学院 麻醉学 学士 麻醉学 兼职

许荔 女 34 麻醉科 主治医师 南昌大学
医学院 麻醉学 学士 麻醉学 兼职

陈巧妮 女 37 医学影像 主治医师 山西长治
医学院 医学影像 学士 医学影像 兼职

林洪光 男 35 骨科 主治医师
上海同济
大学医学

院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 兼职

肖飞鹏 男 40 骨科 主治医师 上海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 兼职

胡燕 女 35 妇产科 主治医师 扬州大学
医学院 临床医学 学士 妇产科 兼职

庄海滨 男 31 麻醉科 主治医师 遵义医学
院 麻醉学 学士 麻醉学 兼职

陈敏葵 男 36 骨科 主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医疗 学士 骨科 兼职

陈育霞 女 40 传染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医疗 学士 传染病学 兼职

黄春福 男 36 骨科 主治医师 第二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骨科 兼职

黄艺峰 男 36 医学影像诊断 主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医学影像
诊断 学士 医学影像

学 兼职

李达 男 39 骨科 主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医疗 学士 骨科学 兼职

林慧 男 33 病理科 主治医师 第四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临床病理

学 兼职

冉骞 男 35 耳鼻喉科 主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中医学 学士 耳鼻喉 兼职

宋媛媛 女 32 呼吸内科 主治医师 第三军医
大学 临床 学士 呼吸内科 兼职

王永盛 男 45 麻醉科 主治医师 江西医学
院 麻醉 学士 麻醉学 兼职

徐谦 男 34 骨科 主治医师 第三军医
大学 临床医疗 学士 骨科 兼职

杨毅 男 35 医学影像诊断 主治医师 第一军医
大学 医学影像 学士 医学影像 兼职

张乐 男 35 胸外科 主治医师 第二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胸外科 兼职

张智斌 男 33 耳鼻喉科 主治医师 第四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耳鼻喉 兼职

章晓良 男 32 肾脏内科 主治医师 上海第二
军医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肾脏内科 兼职

郑维斌 女 39 肿瘤内科 主治医师 福建中医
学院 中医学 学士 肿瘤内科 兼职

郑媛媛 女 34 消化内科 主治医师 第四军医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消化内科 兼职

李松川 男 50 外科学 主任医师 福建医科
大学 临床医学 学士 外科 兼职



 

 

 

核心课程表

 

 

 

 

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学期

人体系统解剖学 126 4 徐东宇教授、蔡士杰教授、王振华副
教授

组织胚胎学 54 3 张碧涛教授、周放副教授、李文华讲
师 3

病理解剖学 108 6 孙学英教授、邱殷庆教授 4

生理学 54 4 罗嘉教授、张卫风教授、戚智青教授 3

病理生理学 54 3 崔永光主任医师、朱雄鹏主任医师、
陈文斌教授 5

药理学 108 6 刁勇教授、王立强主任药师、张景红
教授 5

医学免疫学 54 3 曲光教授、孙涛教授、林俊生教授、 4

医学微生物学 54 3 许瑞安教授、肖卫东教授、李文良教
授 4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8 6 何春艳教授、柯荣秦教授、李招发副
教授 4

无机化学 54 3 张慧教授、庄贞静副教授、吴四海讲
师 1

有机化学 54 3 崔秀灵教授、程国林副教授、王连会
讲师 2

诊断学 72 4 朱雄鹏教授、柯荣秦教授、黄诸侯副
主任医师 5

外科学 162 4 陈峻严主任医师、廖圣芳副主任医师
、黄鸿源主治医师

内科学 162 4 胡团敏主任医师、程莉副主任医师、
施养圳主治医师

妇产科学 72 4 卢昆林主任医师、曹清副主任医师、 8

儿科学 72 4 洪杨文副主任医师、王鸿飞副主任医
师、林利平主治医师 8

传染病学与预防医学 54 3 曲光教授、罗金光主任医师、张小英
副教授 8

中医学 54 3 马必胜主任医师、黄诸侯主任医师、
曾棠棣主任医师 7

全科医学概论 36 2 林俊生教授、黄永德副主任医师、施
养圳主治医师 5

英语（境内生） 320 4 黄小晶教授、陈道明教授、谢添福教
授

姓名 林俊生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博
导 行政职务 副院长

拟承
担课程 分子免疫学、免疫学 现在所在单

位 华侨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7年毕业于奥克兰大学，生物医学博士；2000年奥克兰大学医学，博士
后

主要研究方向 临床医学、基础医学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2015年作为核心成员入选福建省“高端外国专家团队引进计划”项目
；2006年获批FGF8的药效与创伤外用（国家专利）；2007年获批适体的制
备与应用（国家专利）；2007年获批重组FSH的制备（国家专利）；2010年

获批从墨草所提取的一类植物蛋白其制备方法及用途（国家专利）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承担兽用长效促卵泡刺激素的中间实验项目（福建省高校产学合作科技重

大项目）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承担基于抗精子适体的新型外用避孕药物的基础研究科研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承担核酸药物实验室科研项目（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项目
）；承担通用型核糖开关式基因表达调控系统的构建及相关机制的研究科

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4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95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324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

姓名 Philipp
Kapranov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博

导 行政职务 所长

拟承
担课程 生物信息学 现在所在单

位 华侨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East Lansing, MI, 2000

主要研究方向

Systems biology and genomics in the context of gene expression
and discovery of new RNA species (both protein-coding and non-
coding) and their functions,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human

disease, particularly cancer.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2103年入选国家外专千人； 2014年受聘为国家人事部高级科技专家
；Methods, flow cells and systems for single cell analysis（
Publication number: US 2012/0028822 A1 Filed: November 4,

2009）；Methods for analyzing transcripts （Publication number:
US 2006/0134665 A1 Filed:  November 8, 2005）；Methods for

determining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Publication number: US
2006/0105363 A1Filed:  September 23, 2005）；Methods for
analyzing global regulation of coding and non-coding RNA

transcripts involving low molecular weight RNAs( Publication
number:  US 2008/0261817 A1 Filed:  October 31, 2006)；Methods
and compositions for profiling transcriptionally active sites of

the genome （Publication number: US 2004/0235008 A1 Filed:
November 14, 2003）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grant fromHEEL GmBH, Germany（德国HEEL公司的研究项目）；grant

from St Laurent Institute （圣劳伦特研究所项目）；“国家外专千人
” （国家外专局）；“国家外专千人”配套资金 （华侨大学）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50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168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

姓名 刁勇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博
导 行政职务 副院长、

书记

拟承
担课程

文献写作专题、生物医药进展、文
献阅读与综述、药物动力学

现在所在单
位 华侨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2年毕业于中国药科大学，药理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药物制剂与生物医学工程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199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注射液的研制，中试
生产及临床应用）；1998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两种细胞因子产品质量
控制体系的研究及应用）； 1997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重组人红细胞
生成素注射液的研制，中试生产及临床应用）1997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

奖（氧氟沙星薄膜包衣片的研制及其人体内药物动力学研究）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承担马蓝药效物质形成分子机制的阐释及优异种质创新研究科研项目（国
家自然基金联合基金）；承担基于病毒免疫逃逸策略设计新型双功能重组
腺相关病毒载体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承担核糖开关与基因药

物的表达调控科研项目（国家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300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12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

姓名 崔秀灵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副院长/副

主任

拟承
担课程

文献阅读与讨论、新药研究与开发
、有机化学、有机化学基础实验

现在所在单
位

华侨大学/分子药物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99年毕业于郑州大学,化学系博士；2000-2006葡萄牙新里斯本大学，博
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有机化学、医用化学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河南省教育厅科技成果一等奖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2010年入选福建省“闽江学者”；2009年被评为河南省教育厅学术带头人
；河南省青年科技奖、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科技成果二等奖

，省优秀青年科技专家称号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承担基因治疗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科研项目（国家863计划）；承担福建省
闽江学者支持计划科研项目（福建省特聘教授）；承担手性胺配体的设计
合成及其在药物合成方面的应用研究科研项目（厦门市科技局）；承担海
洋抗乙肝抗病毒药物研发科研项目（国家海洋公益项目）；承担厦门市海
洋小分子药物中间体与蛋白质纳米配方创新协同中心科研项目（国家海洋
公益项目）；承担无外加氧化剂的C-H键官能团化反应研究科研项目（国家
基金委）；承担医药中间体或天然产物中一些杂环化合物的绿色构筑科研

项目（厦门市科技局）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283.39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270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

姓名 何春燕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博
导 行政职务 教研室中

心主任

拟承
担课程 遗传和分子流行病学 现在所在单

位 华侨大学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2009毕业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系，分子和遗传流行病学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 分子遗传流行病学和肿瘤流行病学的研究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Career2009 The Volunteer Leadership Award Scholarship,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2010 Leadership in Academic Medicine Program,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011 Finalist, NIH Stadtman Investigator Search in Epidemiology
Population Sciences

2012 Awardee, NIH Loan Repayment Program in Clinical Research,
NCI

2013 Selected attendee to the 1st AACR workshop on: Integrative
Molecular Epidemiology

2014 Awardee, NIH Loan Repayment Program in Clinical Research
(renewal), NCI

2014 Finalist Trustees’ Teaching Award, Indiana University
Fairbanks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2015 Awardee, NIH Loan Repayment Program in Clinical Research
(renewal), NCI

2015 Awardee, Career Catalyst Research Grant, Susan G. Komen for
Breast Cancer Research

2015 中国国家第十一批“千人计划”青年人才
2015 福建省“百人计划”优秀人才, 海外高层次人才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Identify Causal Epigenetic Markers for
Breast Cancer（美国NIH/NCI基金项目（R01））；Causal Changes in
DNA Methylation and Breast Cancer Development （Susan G. Komen
Foundation）；Environmental Influence on Epigenetic Marke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east Cancer（印地安那大学西蒙肿瘤中心）



 

 

 

 

 

其他办学条件情况表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1307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36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6

姓名 许瑞安 性别 男 专业技术职
务

教授、博
导 行政职务 院长/主任

拟承
担课程

分子医学；医学微生物学；微生物
药物设计；文献查阅与述评

现在所在单
位

华侨大学/分子药物教育部工程研究
中心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学
校、专业 1989.5毕业于 Otago大学，生命科学博士；1992年加拿大分子医学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 分子医学

获教学成果奖项情况

获科研成果奖项情况

2007年入选美国Marquis科学工程版的Who’s who(名人录)；2008年入选美
国Marquis国际版世界名人录；2010年获中国侨界双百奖（创新人才奖
）；2011年入选“科学中国人”2010年年度人物；2012年“许瑞安团队
”入选福建省省委省政府“百人计划”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2014年
“许瑞安创新团队”授予“中国侨界贡献奖”；2016年再度入选美国

Marquis科学工程版的Who’s who(名人录)

目前承担教学项目情况

目前承担科研情况

承担台湾海峡抗血栓纤溶酶基因库科研项目（国家海洋创新经济示范项目
）；承担福建省“百人计划”创新团队科研项目（福建省委省政府）；承
担探索一种新型、高滴度无rcAAV载体规模化制备系统科研项目（国家自然
资金）；承担厦门市海洋药物与功能食品公共创新服务平台科研项目（厦
门市科技局）；承担临床级别rAAV的制备科研项目（国家外专局）；承担
腺相关病毒--从病毒到临床科研项目（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委员会

）；承担引领型创新团队科研项目（华侨大学）

近三年获
得教学研
究经费
（万元）

0
近三年获得
科学研究经
费（万元）

2853.4

近三年给
本科生授
课（理论
教学）学
时数

108
近三年指导
本科毕业设
计（人次）

3

申报专业
副高及以
上职称(在
岗)人数

52 其中校外
兼职人数 3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
300（台/件）



主要设备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设
备总价值（万元） 4500

学校名称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华侨大学 全自动酶标仪 spectramax190 1 2007年

华侨大学 全自动酶标仪 spectramax190 1 2009年

华侨大学 立式大容量高速离心机（带淘洗转
头）

Beckman Avanti -J-
26XP

1 2007年

华侨大学 立式大容量高速离心机（带淘洗转
头）

Beckman Avanti -J-
26XP

1 2009年

华侨大学 立式大容量高速离心机（带淘洗转
头）

Beckman Avanti -J-
26XP

1 2014年

华侨大学 医用生物安全柜 Forma ClassⅡ,A2 3 2007年

华侨大学 医用生物安全柜 Forma ClassⅡ,A2 3 2009年

华侨大学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BIOBASE-SILVER 1 2009年

华侨大学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BIOBASE-SILVER 1 2014年

华侨大学 荧光倒置显微镜 & 激光共聚焦荧
光倒置显微镜

Nikon T-2000U 1 2008年

华侨大学 荧光倒置显微镜 & 激光共聚焦荧
光倒置显微镜

Nikon T-2000U 1 2015年

华侨大学 第三代基因测序仪及生物大数据处
理

美国 1 2015年

华侨大学 扫描电子显微镜 Hitachi S-3500N 1 2004年

华侨大学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1 2006年

华侨大学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1 2009年

华侨大学 高效液相色谱仪 Agilent 1200 1 2013年

华侨大学 离体心脏灌流装置 GL-2/GL-2B 1 2009年

华侨大学 流式细胞分析仪 BD Influx? Cell
Sorter

1 2009年

华侨大学 流式细胞分析仪 BD Influx? Cell
Sorter

1 2015年

华侨大学 开放式永磁型磁共振成像系统 OPER-0.35T 1 2006年

华侨大学 多功能数字化X光机 OPERA 1 2005年

华侨大学 数字化X线摄影系统 柯达Direct View
DR3000、岛津DR RAD
SPEED M

2 2008年

华侨大学 移动数字X射线摄像系统 晶睿DR-200M、
SIREMOBIL Compact

2 2009年

华侨大学 16层螺旋CT Brightspeed Elite CT 1 2008年

华侨大学 神经外科显微镜 瑞士莱卡 M525 F20 1 2010年

华侨大学 超声乳化机 美国爱尔康laureate 1 2010年

华侨大学 飞利浦彩超 HD11XE 1 2010年

华侨大学 高清腹腔镜系统 德国STORZ 1 2011年

华侨大学 麻醉工作站 美国欧美达 2 2011年

华侨大学 发光免疫仪 罗氏cobas 6000、罗氏
cobas 6000 +c501部件

2 2012年

华侨大学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 生物梅里埃 VITEK2
Compact

1 2010年

华侨大学 五分类血球仪 SYSMEX XT-4000i 1 2010年

华侨大学 特定蛋白分析仪 西门子 1 2012年

华侨大学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贝克曼DXC800、罗氏
cobas 8000 +c501

2 2005年

华侨大学 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 LOGIQ 5 1 2007年

华侨大学 全身X射线计算机体层螺旋扫描装
置（CT）

SOMATOM Emotion 16 1 2013年

华侨大学 专用手术台床 AT-6600 1 2010年

华侨大学 新生儿暖箱 C2000 1 2010年



华侨大学 呼吸机 拉斐尔--彩色 14 2010年

华侨大学 新生儿无创呼吸机 SIPAP 1 2010年

华侨大学 肺功能测试系统 MasterScreen 1 2010年

华侨大学 动脉硬化检测系统 VS--1000（动脉硬化电
子监测系统）

1 2010年

华侨大学 麻醉机 Aespire 6 2010年

华侨大学 高清电子结肠镜 EC-590WM 1 2010年

华侨大学 电子胃镜 V70 3 2010年

华侨大学 超声诊断仪器 20GI03 1 2010年

华侨大学 腹腔镜系统 1088X8000等 1 2010年

华侨大学 小儿呼吸机 sophie 2 2010年

华侨大学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LOGIC P5 1 2010年

华侨大学 高档双能X线骨密度仪 GE DPX-NT 1 2010年

华侨大学 高档超彩 LOGIQ P6 2 2010年

华侨大学 内窥镜主机 VP-4400 1 2010年

华侨大学 泌尿腔镜等离子电切 1 2010年

华侨大学 生物物理治疗仪 MORA 1 2010年

华侨大学 蔡司手术显微镜 S88 3 2010年

华侨大学 血液化验分析系统 ADVIA2120（血球计数
仪）

1 2010年

华侨大学 激光/脉冲光工作站 HXL 01701 1 2010年

华侨大学 四维彩超 E8 1 2010年

华侨大学 专用x线诊断设备 晶睿DR200M 1 2010年

华侨大学 数字化X线摄影系统 新东方1000 1 2010年

华侨大学 移动式X射线机 OEC9900 Elite 1 2010年

华侨大学 乳腺机 Seno DS PT 介入型 1 2010年

华侨大学 磁共振成像系统 1.5T 1 2010年

华侨大学 全身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系统 OPTIMA CT660 1 2010年

华侨大学 电子支气管镜 奥林巴斯 1 2014年

华侨大学 CRRT 百特 1 2014年

华侨大学 阴道镜 金科威 1 2010年

华侨大学 电子咽喉镜 奥林巴斯 1 2014年

华侨大学 DR 万东 1 2014年

华侨大学 消化内镜氩气刀 爱尔博 1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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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情况等方面的内容） 

一、华侨大学复办临床医学本科的主要理由 

（一）、贯彻落实中央政府关于复办华侨大学的决定 

华侨大学是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创办于 1960 年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直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领导。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我校就有实力雄厚的医学系，汇聚一批国内一流的医学专家。可惜

停办于文革期间。1978 年 4 月 17 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务院侨办《关于恢复暨南大学和华

侨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决定复办华侨大学。复办华侨大学包括恢复原有的医疗专业是我校必

须完成的任务。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办好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的意见》，

文件对华侨大学的办学宗旨、任务和方针做出了具体规定，文件明确指出：对于华侨大学“应当

作为教育战线的重点项目进行投资”。1984 年 10 月 4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关于办好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的报告的通知》指示两校的院、系设置，机构设置，科研规划等，

由学校确定，报所在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国务院侨办备案，医学教育工作报卫生部备案。两校

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学校管理等，均由学校自行确定。 

华侨大学经过三十年多的努力，逐步得以恢复和壮大。恢复医学教育是圆满完成复办华大历

史任务的最后一场攻坚战。为此，华侨大学进行周密部署，逐步走向成功。2006 年引进国际知名

分子医学家许瑞安教授，揭开了华侨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建设序幕；填补华侨大学药学、医学、

生物医学工程、海洋学科空白。中共华侨大学 2007 年 9 月第四届委员会第六次全委会中确定将

生物医学和分子药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列入学科建设的重点。2007年 10月 16日许教授领军申

报的“分子药物教育部工程中心”获得教育部正式批准立项建设。陆续引进医药学高端人才，师

资队伍迅速扩大。通过教育部专家组对该中心的实地验收，为华侨大学复办医学专业奠定第一块

基石。与此同时华侨大学充分利用现有的生物化工二级博士点，从 2006 年开始开始招收分子医

学、转化医学、基础医学、药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方向的博士生；2009年拥有第一届自已培养

的两名博士毕业，并在一年内双双获得国家青年自然资金，表明所培养的博士生质量完全符合国

家要求。2009 年入选“福建省生物医药工程研究生创新培养基地”，一跃成为福建省 60 个最重

要的培养研究生创新培养基地之一； 2010 年获教育部批准新设本科药学专业和生物工程专业硕

士点；2012年生物医学工程入选福建省重点学科；2013获得目录外的生物医学材料二级博士点；

同年在全国重点学科、一级学科评估中，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参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

华中科大、天津大学、华南理工、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

学、浙江大学、中南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太原理工、西北大学、东北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37 所高校的全国重点学科、一级学科评估，名列第 17，并荣获其中一个单项

全国第一的佳绩！迄今初步形成华侨大学生物医学领域的“本-硕-博”培养体系。2015年参加福

建省四年一度的重点学科评估，被正式评为 “优秀”学科。 

应海外侨胞和文革以前毕业医学系校友的要求，2012 年 4 月 28 日正式成立生物医学学院，



 2 

院长许瑞安教授特意邀请诺贝尔物理奖 2004年得主 David J Gross 和诺贝尔医学奖 2005年得主

Robin Warren 共同见证华侨大学生物医学学院诞生。华侨大学关于贯彻落实《福建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支持高校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华大综(2012)96 号] 提出要“进一步整

合多种资源，筹办和推进医学学科建设”。据此，学校兴建三理一剖、生化、分子生物学、微生

物、免疫、遗传、细胞生物、生物信息、医学检测、生物医学工程等本科生基础医学教学设施，

一方面满足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医学材料、药学教学需要，另一方面也为恢复医学系打下了坚实

基础。申时度势，条件已备，现提出申请恢复本科临床医学专业。 

（二）、华侨华人对医学生的需求和祖国和平统一的需要 

华侨华人遍布世界各地，截止 2007年，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约 4543万，其中大部分在东南亚，

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 73.5%左右。他们对祖国改革、开放起到巨大的作用。福建是著名的侨乡。

改革开放以来，有不少的闽籍华人企业集团或相关企业到故乡进行大规模投资，许多华人中小企

业家也到家乡兴办起各种企业，形成了一股股侨乡投资热潮，为改变传统侨乡的落后面貌起了先

锋作用。 

在港澳台、东南亚国家、西方国家，医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优越，收入稳定，影响力大； 海

外侨胞大都心仪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成为医生! 但是所属国招生数目少，入学竞争激烈。甚至某

些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等，曾经出自政治、种族的需要，严格限制，扼杀华侨华人子弟进入政

府公办医学院校的机会，逼使他们进入西方国家就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承认中国大学文凭，

例如马来西亚政府宣布承认中国 146所大学文凭，其中包括华侨大学。在东南亚这些华侨华人国

家，即使培养的华人医生只为华侨华人（东南亚华侨华人总数约 3348.6万）服务，按照每 10万

居民需要 350-510医生的标准【源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数据】至

少需要 11万位临床医生。广大华侨都殷切希望祖国能够提供机会将自己的后代培养为临床医生。

华侨大学恢复临床医学专业有利于增加侨胞对祖国的向心力。有利于祖国海疆，尤其是南海周边

国家永续稳定和平。 

近年来，来华留学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学习医学专业的学生成为来华留学生群体中除语言类

别外的第一大群体，并呈逐年增长态势。目前华大有各类在校生 3万余人，来自 35个国家和地

区的华侨、港澳台和外国学生近 5000人，是全国境外学生最多的大学之一。他们对华侨大学有

强烈的认同和学医的期望！例如，在华侨大学 50周年校庆时，征求意见的所有老校友都非常盼

望华侨大学招收医学生。另外通过我校国际交流学院的调查也证实，99%的在校境外生都愿意学

临床医学专业，尤其是来自港澳台、东南亚国家的学生。 

此外，华侨大学所在地闽南是台湾同胞的主要发源地和祖籍地，仅以泉州一地为例，45%台

湾同胞的祖籍地来自泉州；华侨大学恢复医学专业，对弘扬祖国文化，尤其是中医药，增强祖国

和平统一的软实力有着重大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意义。 

国立华侨大学地处祖国闽南金三角，隔海与台湾相望，是中国政府重点建设大学。担负着弘

扬民族文化、与国际一流学术接轨、展示祖国和平崛起和国家实力、加强海外华夏子孙对祖国凝

集力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战略宣示意义和样板作用等重大任务，临床医学是华侨大学建校初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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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闪亮的专业，文革以前毕业的校友遍布全球，为华侨大学和福建走向世界提供十分重要桥梁、

窗口和连接纽带，蜚声海内外。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技术迅猛发展与巨大突破，临床医学进入一个

广阔而美好的发展黄金时代，呼唤华侨大学临床医学学科的提升与发展，籍以满足海外华侨，尤

其东南亚一带华侨子弟的殷切希望，为构筑海峡西岸经济区现代医学的教育与产业体系，促进港

澳台同胞、海内外华人、华侨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福建省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 

历史上福建省一直缺乏医疗人才、医疗技术欠发达，现在情况虽有所改善，但是福建省医疗

人才现状是年龄偏大、人才严重不足，较大比例的医生必须自外省引进。 

福建省乡村人口占 42.91%, 如三明、漳州、南平、龙岩等地区都在 100-200人/平方公里之

间，这些地区都处于绵延不断的大山、丘陵地区，医疗人才更缺乏。2011年《福建省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乡村卫生所设备简陋，建设不规范，影响了农村医疗服务需求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质

量。尽管 2011年全省乡镇卫生院和 5076所村卫生室完成标准化建设，新增医疗机构床位 7400

张，2012-2013年还要扩大 8500张才能实现每个行政村均有一所达标卫生室，这需要大量的全科

医生。目前，很多乡村医生是由以前“赤脚医生”转岗而来，医疗技术水平较为有限；根据调查，

在永春县现有乡村医生中，大部分是上世纪 60、70年代参加工作的，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

大专以上学历的不到 7%。 

医疗人才缺乏和医疗技术欠发达与福建省医学院校少、招生规模小有直接关系。福建省人口

为 4800万，新招收医学生与人口比例为 0.27人/万人。而其他省份，例如山东省人口 9600万，

2011年医学专业招收 12000 人左右，新招收医学生与人口比例为 1.25人/万人，是福建省的 4.6

倍。目前福建省的县级综合医院平均每张床位配备的执业（助理）医师数为 0.3人，根据《 2011 

— 2015 年福建省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按实际开放病床数计，一二级医院每张床位至少配备 0.4 

名执业（助理）医师，由此可见，医师数量还存在较大的缺口。提升农村卫生综合服务能力是福

建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的战略举措。为了缓解基层医生的严重短缺，目前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千

名医师帮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即从城市三级医院选派医师帮扶 50所县级医院，从县级医院选

派医师帮扶 360所乡镇卫生院。长远规划则是改善医学教育包括增加招收医学生。华侨大学恢复

本科临床医学专业符合福建省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 

（四）、华侨大学自身建设与发展的需要和国立大学办学服务于国家最高战略的需要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所华侨高等学府，国立华侨大学以“面向海外、面向港澳台”为办学

方针，因侨而立、以侨而兴。近年来，华大十分重视生物医学学科建设，努力造就富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适应境内外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海内外华侨对医学专业的需求，办

好临床医学是华大学科规划建设任务的重中之重。 

众所周知，21世纪是生命科学发展最为迅猛的世纪，而医学是生命科学的皇冠，涵盖及涉及

生物学、医学、药学、生物工程、化学、生物医学工程 6个一级学科，正是“万舸竞流、百川归

海”。生物医学已逐渐成为海内外众多知名高校迅速提升高校综合实力和知名度的引擎和主战场。

华大作为一个在海内外华人华侨中享有盛名的综合性大学，历来以“重视基础、拓宽专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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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高素质”为人才培养目标。华侨大学复办筚路蓝缕 38年，劈荆斩棘 38年，已拥有 88

个本科点，111个硕士点，21个博士点，3个教育部工程中心，办学规模达 3万余人，海内外办

学影响日隆。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学、医学、药学、生物工程、有机化学已蔚然成型，选择生命

科学的最为重要核心学科---“临床医学”作为重点学科升腾的突破口，又可以集各学科之大成，

华侨大学在这巧遇“二次腾飞”和华丽转身的关键时刻，复办临床医学势必推动相关学科更上一

层楼，又快又好地发展。 

 (五)、 社会对全科医生的需求 

医学教育的最高标准是满足社会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人

均医疗卫生服务要求的范围和水平也越来越高。同时，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特别是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的比例在我国快速增长，对医疗卫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和服务体系

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临床医学教育必须直面经济领域的变革、结合我国的医疗现状、满足社会的

需求。因此，2011年国务院决定建立全科医生制度，逐步形成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基层医疗卫生

队伍，这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缓解人民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为群众提供连续协调、方便可及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具有战略性意义。根据

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到 2020年，我国将初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

科医生制度。建立全科医师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其首要工作是人才培养。目前我国的全科医生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城乡基层医疗服务的需求。这给我们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提出

了新的课题和方向。华侨大学设置临床医学专业培养全科医生，符合社会对全科医生的需求。 

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oner）在境外已经是一种普遍的医疗制度。境外生家长都盼望祖

国有一所培养全科医生的大学。华侨大学恢复临床医学专业培养全科医生，顺应这个趋势，也符

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关于办好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的报告的通知》提出的“在

专业设置上，要从适应港、澳、台和国外就业的需要出发”的要求。 

二、华侨大学复办临床医学本科的基础 

（一）、学科基础 

2006年华大引进国际知名分子医学家许瑞安教授并任命其领军创建分子药物学研究所。从此

生物医学在华侨大学迅猛发展。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形成一定规模，科研力量、师资力量迅速

扩大。中共华侨大学 2007年 9月第四届委员会第六次全委会中确定将生物医学和分子药物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列入学科建设的重点。2010年该中心成功通过实地验收。同年，新设本科药学专

业获教育部批准，2012年正式招收本科生，为恢复医学系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药学专业已拥有

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解剖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分子医学、病毒学、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工程、细胞工程、基因工程、流行病学、分子遗传学、转

化医学、分子药物学、药理学、毒理学、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基因治疗等学科为培养临床医

学专业人才提供现成的基础支撑和过硬的师资班底。 

目前我们所有教学科研骨干均拥有博士学位/博士后资历，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海

内外著名高校，甚至哈佛大学、剑桥大学、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国际一流高校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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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崔秀灵教授为华侨大学第一个入选“闽江学者”；2011年许瑞安教授入选“科学中国人”

2010年年度人物；2012年宋秋玲老师入选“青年千人”计划；同年“许瑞安团队”入选福建省

高校唯一的“百人计划”创新创业团队。Phil Kapranov教授长期从事系统生物学和基因组功能

方面的研究，他发现人类基因组能够产生的大量的有功能作用的非编码 RNA，在概念层次上进行

重新定义了“基因”。他的这一发现被 Science选为过去 10年里的 10大发现之一。其研究成果

发表在 Cell，Science、Nature Genetics等国际科学研究的顶尖刊物上，并获得多项专

利;Kapranov教授在美国圣.劳伦特研究所和 Affymetrix高科技公司从事研发工作，近年被聘为

生物医学学院特聘教授，2013年入选“国家外专千人” 计划，为生物医学学院在医学、生物工

程、药学、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冲击国际前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2014年中心引进哈佛大学医学

院毕业的何春艳博士，回国前为印第安纳大学助理教授，长期专注于乳腺癌遗传流行病学的研究，

主要研究兴趣是乳腺的病因及其遗传易感性。其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Nature genentics 等

国际顶级刊物，相关研究引起许多媒体广泛报道。作为青年学者主持申请到美国 NIH，National 

Cancer QWAS Gran 等研究经费数百万美元，获得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美国国立卫生研究

院（NIH）等机构科研奖励，是该国际前沿研究领域青年学者中拔尖人才。 

我校拥有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哲学、历史学、农学、教育学、艺术

学、医学共 12个学科门类，形成理工结合、文理渗透、工管相济、协调发展的学科体系，形成

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协作、产学研用一体化的重大研发和应用平台。可利用的公共基础实力雄厚，

尤其是通识教育（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现代医学理念教育）资源丰富。利用华侨大学多科性的

学科优势设置临床医疗专业，有利于形成文理医结合的模式，有利于培养全科医生具备广博的医

学基础知识、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必要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备广泛的专业技能和扎实的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备为开展社会卫生工作所应有的良好的表达能力和人际交流能力等。 

（二）、师资力量 

    目前，华侨大学生物医学已经建立一支由教授、副教授、讲师、临床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

主治医师、客座教授、兼职教授、博士后、研究助理、博士、硕士生和访问学者组成的完备的教

学、医疗和科研团队；目前已拥有基础医学部骨干成员近 60 名。在编学术骨干均拥有医学或相

关学科的博士学位，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朝气蓬勃的高素质教学医疗科研团队。每个基础医学

教师的入选者，国外大学博士毕业必须在国际 SCI 发表影响因子﹥8.0 以上科研论文或拥有国际

的发明专利。学科、学术带头人和专业课骨干师资必需全部为医学专业毕业或具长期在国内外从

事医学的产学研单位的工作经验。附属医院临床医学教学队伍中高级职称医学专家超过 160人。

初步形成基础医学部与临床医学部两部强强结合、欣欣向荣景象。  

学科带头人许瑞安，华侨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知名分子医学家，回国

之前的 20 多年一直在国外著名的医学院校任职；现为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癌细胞与基因学会常

务理事(理事会由 25人组成)，北京协和医学院终身荣誉教授。近 20年来发表 SCI论文 100余篇，

影响因子总分超过﹥500分，其部分工作发表在 Nature medicine，Science，Hepatology，PNAS， 

Cancer Research 等等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作为国际口服基因疗法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其工作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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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选为 Nature medicine的封面。十年来获得和申报国际国内专利 26项，2007年入选美国 Marquis

科学工程版的 Who’s who (名人录)；2008年入选美国 Marquis国际版世界名人录；2010年获中

国侨界双百奖（创新人才奖）；2010年第二届国际定量药理学与新药评价会议主席； 2011年入

选“科学中国人”2010年年度人物；2012年“许瑞安团队”入选福建省省委省政府“百人计划”

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2014 年“许瑞安创新团队”授予“中国侨界贡献奖”。2016 年再度

入选美国 Marquis科学工程版的 Who’s who (名人录)。 

学术带头人林俊生，华侨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和澳大利亚注册医生，

国家“长江学者”通信评审专家，“青年千人计划”通信评审专家，国家“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

划”评审专家，中国检验检疫局福建局客座高级研究员、技术总顾问，福建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福建省骨科研究所副所长，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Journal of Nephrology and 

Therapeutics,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WebmedCentral Plus Cancer ，Reviewer Board Member 

of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 BIOCHEMISTRY， Journal of Current Gene Therapy 等多家生

物医学类期刊审稿专家，新西兰皇家科学院资深科学家。现在与其他作者合作有关 Connexi43的

研究，已进入申请美国 FDA二期临床试验阶段。2015 年作为核心成员入选福建省“高端外国专家

团队引进计划”项目。 

学术带头人、医学生物信息学专家、“国家外专千人”Phil Kapranov教授长期从事系统生

物学和基因组功能方面的研究，他发现人类基因组能够产生的大量的有功能作用的非编码 RNA，

在概念层次上进行重新定义了“基因”。他的这一发现被 Science选为过去 10年里的 10大发现

之一。其研究成果发表在 Cell，Science、Nature Genetics等国际科学研究的顶尖刊物上，并

获得多项专利。Phil Kapranov教授在美国圣.劳伦特研究所和 Affymetrix高科技公司从事研发

工作，近年被聘为生物医学学院特聘教授，为生物医学学院在生物工程、基因治疗、医学、生物

医学工程等学科冲击国际前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学术带头人刁勇，华侨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

主任药师，获得和申报国家专利 20余项，发表学术论文 100余篇，专著 3部。 

学术带头人崔秀灵，华侨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闽江学者、有机化学合成专

家，曾经在欧洲工作 6 年，获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科技成果二等奖，省青年科技奖和省

优秀青年科技专家称号，已发表包括 JAC ，Angew Chem, Chem Sci等在内的 SCI文章近 100篇，

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0项。 

（三）、临床教学和实习基地 

我校目前拥有附属医院 2所：华侨大学附属海峡医院（180）和华侨大学附属德化医院；并

正式缔结临床教学医院 3所：晋江市医院正式成为临床教学医院。泉州德诚医院、泉州滨海医院

签署附属/临床教学医院协议书。这些医院可以满足各专业课的见习需求。海峡医院和晋江市医

院负责主要的临床教学工作，包括专业课程的理论授课、见习指导和第五学年的实习带教。这两

家医院的教学楼和临床医学本科专业的学生宿舍均已落实。 

华侨大学附属海峡医院医院是一个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体检为一体的综合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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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甲等医院。医院学科齐全，设有 34个临床医技科室，45个专业，110余名高级职称医学专家。

展开床位 1400 张，年门诊量 63.8 万人次，年住院量 4.38 万余人次，年手术 2.3 万台次。医院

设备先进，门类齐全，拥有闽南地区最先进的 PET-CT、64排螺旋，飞利浦 3.0T 核磁共振，意大

利四肢关节磁共振，伽马刀直线加速器，高压氧治疗舱等价值 3.3亿元先进医疗设备。代表性技

术有肝脏移植、微创手术、介入治疗、人工关节置换、断肢断指再植、内窥镜下十二指肠乳头切

开取石术、重症肝炎、重型颅脑损伤、重度烧伤、严重创伤、肿瘤综合治疗、阴式子宫切除治疗；

血液透析、超声乳化白内障、人工晶体植入、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眼烧伤、小儿斜视弱视治疗等

已达到国内技术前沿。肝移植中心是全国第一批通过国家卫生部人体器官移植准入的 36 家医疗

机构之一，至今已开展肝移植 200余例；健康管理中心于 2010年被授予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

是福建省首家健康管理示范基地。医院拥有大批国际先进医疗设备，如：进口 16层多排螺旋 CT、

数字化影像摄片系统（DR）、东芝高端彩超、800mA 数字化 X光机 、数字化全景口腔影像系统、

Stryker腔镜系统、C臂 X光机、全自动化生化仪、六分类血球分析仪、全自动血凝仪 、发光免

疫分析仪、LQ骨密度仪、全智能高解析钼靶乳腺 X光机、电子数字化阴道镜、MD动态心电图 、

MD动态血压分析仪、子宫内窥镜、电子胃镜、电子肠镜、碎石机、数字眼底照相检查仪、纤维咽

喉镜及图像处理系统、眼科手术显微镜、耳鼻喉诊疗台及工作站、强生超声刀、进口关节镜、快

速切片机、脱水机、肺功能检测仪、呼吸机、儿科专用呼吸机、麻醉机等一大批大中型先进医疗

仪器设备。2016经福建省卫计委组织专家评估获得临床医学教学资质。 

晋江市医院位于中国经济百强第六的晋江市中心，建于 1936年，至今已有 70多年的建院历

史，是侨乡晋江市规模最大、集医、教、研、防为一体、三级的综合性医院。全院现有在编人员

404人，其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 35人，中级 106人，初级 232人。医院实施电脑网络化管理，

拥有进口螺旋 CT机，磁共振、数码 X光机、罗氏全自动生化仪，贝克曼全自动生化仪、数码 B

超、彩超，电子胃镜、肠镜及支气管镜、24小时动态心电图及脑电图，全自动血球计数仪等国内

外先进诊疗仪器 60余件（台），设备水平位居省内同级医院前列。目前已征地 300亩，投资 20

亿元人民币，正式开工建设拥有 1950张病床的三甲医院。 

附属德化医院是一所集医疗、急救、保健、科教为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占地面积

22440㎡，核定床位数 500张，开放病床数 600张。全院共有职工 592人，其中在编 305人，编

外 287人，高级职称人员 43人，中级职称人员 123 人。2012年门急诊总数 351，680人次，同比

增长 10.68%，住院总数 19，694人次，同比增长 19.1%。 

医院拥有美国 GE 64排 128层螺旋 CT、1.5T超导磁共振、西门子核磁共振、美国 GE全身 CT、

乳腺钼靶机、直接数字化 X线摄像系统、GE LOGIQ400MD全数字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等先进的医疗设备。 

医院在临床各专业领域均衡发展，不断引进新技术、新项目，在心血管内科、骨科、神经内

科、泌尿外科、神经外科、肿瘤外科等专业领域具备了较强的技术实力。神经内科在全省县级医

院率先建立卒中单元，提高了脑血管病的诊疗效果。2006年引进腹腔镜、关节镜系统，目前已开

展了后腹腔镜肾囊肿去顶减压术、胸腔镜下肺大泡切除术、关节镜下韧带及半月板手术等，大力



 8 

提高了医院的诊疗水平。骨科创建于 1958年，业务范围拓展至周边十几个县市。医院辐射服务

人口约 40万人。 

2012年 7月新落成的门诊病房综合大楼，建筑面积共 15层 27345平方米，楼内配备了中央

空调、中心供氧、中心吸引、排队叫号系统等设施。同时，为方便患者就医，新大楼与现用住院

部通过无障碍天桥连接，通过“绿色通道”将急救、门诊、住院、辅助检查等医疗功能集中在两

幢楼房内，为更好地建立方便、快捷、高效的医院服务流程提供了硬件保障。 

泉州德诚医院是经福建省卫生厅批准设立的一所非营利性综合医院（闽卫函[2008]553号）,

按照三级医院建设，列入泉州市“十二五”规划重点。医院位于泉州市惠安县新城市中心，紧邻

泉州，交通便捷，人口集中，城市配套设施完善，是一所现代化、花园式、数字化综合性医院。

医院的建设得到各级医院的鼎力扶持，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与德诚医院签订全面协作协议，福

建省肿瘤医院与德诚医院紧密合作，获省卫生厅批准设立“福建省肿瘤医院泉州德诚分院”（闽

卫函„2012‟109号）。医院规划用地 200亩，一期建设用地 130亩，设置床位 1000张，门诊住

院综合楼单体建筑面积近 10万 m² ，现已完成部分设备、特殊科室装修等招标工作，主体工程内

外装修已处于收尾阶段，拟于 2013年 6月份进行试营运，7月份正式开业。医院拟以肿瘤、心脑

血管、创伤、妇产、康复、养老等为重点发展学科，设有急诊医学科、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

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血液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免疫

学专业、变态反映专业、老年病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神经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

外科专业、胸外科专业、整形外科专业）、妇产科、儿科、中医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

皮肤科、麻醉科、康复医学科、预防保健科、肿瘤科、临终关怀科、疼痛科、医疗美容科、感染

性疾病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 

（四）、基础教学用房与实验室用房、实验设施有保证 

生物医学学院已拥有培养学生研究专用研发平台 3,000平方米，药理药物研发中试车间总建

筑面积 500平方米。海洋基因工程药物研发平台设置于厦门校区生物化工实验大楼 9楼，使用面

积 1,200平方米。 除了公共课可利用学校的公共教室外，学校另安排主校区 6,000平方米用房

于医学学科建设，完全可以保证教学用房和实验室用房的需求。特别是泉州校区内现有的临床医

药学的实验室如解剖、生理、无机、物化、有机、生物化学、微生物、病理、药理、毒理、分子

医学、转化医学、细胞工程、基因工程、生物信息学等等实验室可以满足医学本科基础教学的需

要。 

（五）、境外合作 

培养具有国际合作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国际型临床医学工作者，是目前临床医学教育工作者面

临的现实问题。我校在美国、泰国、印尼、菲律宾及香港、澳门等地设有办事机构，在海外打响

了华侨大学的优势品牌。华大充分利用与海外联系的历史渊源和人脉关系，全方位开展国际学术

交流与科技合作，包括引进国际上优质的医学教育模式、多样化的电化教育和计算机辅助教学。

目前已与境外国家和地区的 30余所高校建立了校际友好合作关系。在临床医学方面，华侨大学

多年来与牛津大学医学院、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新加坡大学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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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中心、台湾阳明大学、台北荣民总院等高等医学院校有着密切的医学学术联系与合作。 

双语教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迎接新世纪挑战和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行双

语教学有利于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我校通过引进海外精英，生物医学和药学的

教学团队日益壮大，研究生的许多基础课如分子免疫学等已经采用全英教学，深得好评。按照学

校的战略部署，自 2014年本科药学专业开始招收全英教学班。 

（六）、依托分子药物（医学）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设立了生物医学工程与药学专业，为医学专

业铺垫的基础起点高、后劲足 

    我校已于 2007年获教育部批准许瑞安教授领军立项建设华侨大学分子药物工程研究中心，

这为培养生物医学工程和药学专业人才提供全新的机遇。目前，分子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已建立一

系列成熟的分子、细胞、病毒、活体取样、离体器官和整体动物现代化新药筛选体系，以及在基

因工程、细胞工程、基因治疗、个体化治疗、分子诊断、医学检测、生物信息学等方面见长的技

术平台，可为抗肿瘤、抗病毒、抗炎症、抗器官纤维化新药研发、工艺流程优化设计、药品质量

监督检测和临床前用药、临床药物安全性评价等提供优良、专业的指导、培训与实践操作。华侨

大学已确定将分子药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列入学校学科建设的重心，目前科研教学团队同心同

德、集中力量按照国际标准建设成为一个集科研开发和教学培训为一体的现代化分子医学研发基

地，实现产、学、研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为医学研发机构、制药企业、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新

药研发机构提供具有全面医学与药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本科教团队多年在科研、生产第一线的经验为生物医学学院储备了一系列具有良好市场前景

的科研成果，目前本团队获得和申报国际、国家专利 48项；张景红研究员正在从分子水平筛选

鉴定中药秘方 22个；一批蛋白工程药物、病毒载体药物、天然药物、核酸药物、化学合成药、

分子诊断试剂正在紧锣密鼓地筛选或整理申报专利中，可为本科生们提供最活生生的教材。本科

教团队申请的美、欧、日、中专利“肝纤维逆转药物”，利用具有特异的细胞靶向性的基因运载

系统携带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症双重功能基因抑制星状细胞激活达到防止肝硬化目的，颠覆了目前

纤维化治疗的传统思路，具有巨大的市场开发潜力；可用于血栓治疗的海洋药物国家专利，效果

比现有的药物更加有效而副作用更小；基因重组 FSH，对妇女不孕具有确切临床价值。目前已提

交得到验证的抗病毒和抗细菌感染药物的专利申请，中试、临床试验和报批国家新药的工作正在

筹备中，并有望按照欧美标准在国外注册和销售。 

王立强主任药师在国内率先进行口腔崩解片研发，在该领域有独创性的成果以取得多项专

利， 部分成果已投放生产，经沈阳天一药厂等企业转化，每年产值过亿元。在合成药物方面也

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已发明有效的抗癌药物肉桂酸乙酯衍生物的绿色合成工艺。该发明具有原料

价廉易得，工艺操作简单，催化剂和溶剂均无毒，成本低，无污染，符合环保要求等特点。以该

发明工艺取代现行工业生产工艺，将推动工业肉桂酸酯生产的绿色化，市场行情十分看好。目前

在研国家 863、国际科技合作，国家自然资金等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纵向经费每年均超过超过

1,000万元。2015年升至近 3,000万元。在此基础上又获批许瑞安教授、崔秀灵教授负责的“福

建省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厦门市海洋药物与功能食品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厦门市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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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分子药物中间体与蛋白质纳米配方创新协同中心”；并获得国家海洋创新经济示范项目资助

1,350万元，创建世界上首个海洋抗血栓纤溶酶基因库。 学校又不失时机地成立以林俊生教授领

军的华侨大学干细胞研究所，刁勇教授领军的华侨大学海峡两岸天然药物与功能食品研究所，崔

秀灵教授领军的华侨大学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所；许瑞安教授直接与国际细胞与基因治疗学会对

接，成立“华侨大学国际细胞与基因治疗联合实验室”，正在筹建“华侨大学国际细胞与基因治

疗研究院”。 

综合以上对办学历史、区位特点、学科优势和现有的资源条件以及恢复临床医学专业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的分析，十年磨一剑，特此申办，感谢支持！ 

                                                     

  

 



培养方案表

 

 1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教

学计划等内容， 文件要求为 PDF 格式）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扎实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对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预防的基本技

能，境内生能够胜任医疗、预防、医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工作、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和良好职

业素质的高级医学专业人才。境外生能够考取当地的临床医师资格。 

二、基本要求 

1、具备高尚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敬业精神，遵纪守法。 

2、专业素质方面：系统地、扎实地掌握临床医学所必需的学科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

本技能，能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诊治常见病、多发病；能基本处理疑难重病；有一定的预防

医学和中医学基本知识；具有与患者有效沟通和合作技能、基本的疾病预防和健康宣传教育

能力；获得医学科研能力的初步训练；具有以实际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自主学习、独立分析、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医学科学研究能力，并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掌握一定的外语、

计算机应用能力和获取专业信息的基本技能；具有自主学习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科学思维

方法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3、文化素质方面：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基础，初步了解文学、

历史、哲学、艺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了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视野

开阔、思维活跃、有较强的创新意识；有较好的文化修养和道德情操，行为端庄，举止文明 

4、身心素质方面：掌握体育锻炼的基本要领和技能，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育锻炼和军事训

练合格标准，体魄强健，人格健全，意志坚定，有正确的自我意识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具有

较强的情绪自控能力。 

三、修业年限 

1、修业年限为五年。 

2、时间安排： 

公共基础通识课程 0.5 年； 

公共基础课程、医学基础、临床理论和见习，时间 3.5年； 

毕业实习 1年。其中内科 15周、外科 12周、妇产科 6周、儿科 6 周、传染科 3周、急

诊科 2周、心电图 2周、放射科 2周、机动 2周。 

四、授予学位 

医学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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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干学科 

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六、主要课程 

人体系统解剖学、人体局部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病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

药理学、医学免疫学、医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诊断

学、外科学、内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传染病学、中医学、全科医学概论、英语（境内

生）、中国传统文化（境外生）。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基础医学实验、临床课间实习、毕业实习 

七、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 

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实验课，每个自然班由一名教师和一名实验员带教。采取多

媒体、3D、讨论、假设、实验操作、验证等形式进行。基础医学课程至少拿出 5%的学时组织

课堂讨论，讨论课采用“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形式，以临床问题为引导，达到启发学生深

刻理解基础理论的目的。社区医疗服务的见习和实习安排在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熟悉全

科医疗的服务模式、掌握全科医疗服务的开展内容及实施方法。临床课都在医院上。医院床

边见习每组学生不超过 10 名，手术室见习每组不超过 3名，由指定的临床医师带教。临床医

学的实践性教学通过病房实战教学：通过分析病例，反向分析疾病进程所涉及的致病微生物、

致病基因等致病原因和检测方法；细胞学、生物化学、代谢、免疫、分子生物学等实验室检

验方面的证据；病人临床症状、体征与解剖组织病理学变化、病理生理进展、影像学（X 射

线、CT、MRI、PET、SPECT） 变化特点之间的关系；疾病的诊断依据、鉴别诊断、临床治疗

原则的确定，急救治疗、药物、手术治疗等具体治疗实施，不良预后的前瞻性预防措施、随

访记录；病人问诊、病历记录、巡视病人、病情临床基本操作。临床实习期间住在医院，在

每个科室实习后都要有严格系统的理论、分析、操作能力考试。医德和通识教育贯穿于教学

全过程。 

八、成绩考核及学位授予 

为检查教学效果，衡量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学生应按各门课程的教学进程表规定进

行考核。考核形式分考试、考查两种。考核可采用闭卷、开卷等方式进行。必修课均为考试

课程，按百分制记分。学生必须取得必修课的总学分，方可毕业和申请学位。选修课为考查

课程，按百分制记分并折算学分（包括指定选修课），学生在毕业前必须修满 18 个学分。在

每一科实习结束进行床边考查临床思维和操作能力。各门课程可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要求，

重点考察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以及学生自学、综合分析问题和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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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德、智、体合格，按时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且成绩合

格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者，授予医

学学士学位。 

 

 

九、教学计划 

 

临床医学（本科）教学计划表（Δ 境内生，* 境外生） 

课

程

类

型 

课程名称 

学



分 

 学时数 各学期周学时分配 

课程

总学

时 

讲授 

实

验

课 

课

程

实

践 

第

一

学

期 

第

二

学

期 

第

三

学

期 

第

四

学

期 

第

五

学

期 

第

六

学

期 

第

七

学

期 

第

八

学

期 

第

九

学

期 

第

十

学

期 

公

共

基

础

课 

                

信息技术应用 2 42 24 18   2         

计算机基础 2 36 36   2          

计算机基础实验 1 36  36  2          

互联网+：引论 2 42 24 18   2         

生命关怀与心理健

康 1 16 8  8 1          

医学物理(一) 3 54 54             

医学物理实验（一） 1 18  18   1         

医学物理(二) 3 54 54     3        

医学物理实验（二） 1 36  36    2        

基础化学 3 54 36 18  3          

高等数学 A4 4 64 64   4          

Δ 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 3 54 42  12 3          

Δ 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 2 36   6  2         

Δ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3 54 39  15   3        

Δ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54 42  12     3      

Δ 英语听说（一） 1.5 48 16 32  2          

Δ 英语听说（二） 1.5 48 16 32   2         

Δ 英语听说（三） 1.5 48 16 3    2        

Δ 英语听说（四） 1.5 48 1 32     2       

Δ 英语阅读（一） 2 2 32   2          

Δ 英语阅读（二） 2 32 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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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英语阅读（三） 2 32 32     2        

Δ 英语阅读（四） 2 32 32      2       

*当代世界与中国文

化 2 36 36   2          

*英语听说（一） 1.5 32 32   2          

*英语听说（二） 1.5 32 32    2         

*英语听说（三） 1.5 32 32     2        

*英语听说四 1.5 32 32      2       

*英语阅读（一） 1.5 32 32   2          

*英语阅读（二） 1. 32 32    2         

*英语阅读（三） 1.5 32 32     2        

*英语阅读（四） 1.5 32 32      2       

*当代世界与中国法

制 2 36 36    2         

*当代世界与中国经

济 2 36 36     2        

*当代世界与中国政

治 2 36 36      2       

体育选项（一） 1 32   32 2          

体育选项（二） 1 36   36  2         

体育选（三） 1 36   36   2        

体育选项（四） 1 36   36    2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一） 0.5 0    0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二） 0.5 0      0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三） 0.5 0        0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四） 0.5 0              

                

基

本

素

质

与

社

会

实

践 

(选

修

课)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2   

2

周  0          

△文史哲经典与文

化传承 
2 

 
36 

            

△社会科学理论与

实践 
2 

 
36 

            

△艺术与审美 2  36             

△当代世界与中国 2  36             

△创新与创业 2  36             

*文史哲经典与文化

传承 
4 

 
72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

践 
2 

 
36 

            

*艺术与审美 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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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与中国 4  72             

*创新与创业 2  36             

大学语文 2  30             

Δ 军事理论与训练 

（必选） 2   

2

周  0          

毕业教育（必选） 0.5            0   

大学生就业指导与

创业教育（必选） 1  16  4      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必选） 1  16   0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与管理（必选） 1  16  4 2          

公益劳动（必选） 0.5          0     

入学教育（必选） 1     0          

社会实践（课外科技

创新活动）（必选） 2          0     

 分析化学 3 54 36 18   3         

 有机化学 3 54 36 18   3         

专

业

基

础

课 

细胞生物学 3 54 36 18    3        

系统解剖学 4 54 54     2 1       

系统解剖学实验 3 72  72    2 2       

组织胚胎学 3 54 36 18    3        

生理学 3 54 36 18     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  72 72      4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实验 2 36  36     2       

医用微生物学 3 54 36 18     3       

医用免疫学 3 54 36 18     3       

人体寄生虫学 1 18 12 6      1      

病理学 5 72 72       4      

病理学实验 2 36  36      2      

病理生理学 3 54 36 18       3     

药理学 3 54 36 18       3     

诊断学 4 72 72       4      

诊断学实验 3 58  58      3      

局部解剖学 2 36 12 24       2     

卫生统计学 2 36 36        2     

外科总论 2 36 36        2     

外科总论实验 2 36  36       2     

专

业

基

础

选

医学心理学 2 36 32 4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 1 18  2            

循证医学 1 18 16 2            

分子肿瘤学 2 36 32 4            

社区人群保健 1 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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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课 

医学伦理学 1 18 18             

 

 

 

医学遗传学 2 36 32 4            

科研设计基础 2 36 36             

 
流行病学 2 36 36             

肿瘤学基础 2 36 36             

专

业

课 

内科学 8 16 126 36        6 2   

外科学 8 62 126 36         2   

核医学 1 18 12 6      1      

传染病学与预防医

学 3 54 36 18         3   

妇产科学 4 72 54 18         4   

儿科学 4 72 54 18         4   

皮肤病学 1.5 26 20 6         1.5   

中医学 3 54 50 4        3    

眼科学 1.5 28 22 6        1.5    

耳鼻咽喉科学 1.5 26  6        1.5    

全科医学概论 2 36 24 12      2      

专

业

选

修

课 

口腔科学 2 36 24 12            

急诊医学 2 36 24 12            

肿瘤学基础 2 36 24 12            

康复医学 2 36 24 12            

整形外科学 2 36 24 12            

 临床营养学 2 36 24 12            

 法医学 2 36 24 12            

临

床

实

习 

内科 15 周                

外科 12 周                

妇产科 6 周                

儿科 6 周                

传染科 3 周                

急诊科 2 周                

影像科 3 周                

心电图 1 周                

机动 2 周                

                 

 

实习医院带教负责人： 

内科   胡团敏主任医师、程莉副主任医师、施养圳主治医师 

外科   陈峻严主任医师、廖圣芳副主任医师、黄鸿源主治医师 

妇产科 卢昆林主任医师、曹清副主任医师、吴淑玲副主任医师 

儿科   洪杨文副主任医师、王鸿飞副主任医师、林利平主治医师 

传染科 罗金光主任医师、张荣文副主任医师、张宇鹏主治医师 

急诊科 闫红主任医师、吴耀建副主任医师、王毅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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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 杜秋波主任医师、刘甲兴副主任医师、丁百炼主治医师 

影像科 黄莹副主任医师、陈烟辉副主任医师、杨元锰主治医师 

精神科 林泽涯主任医师、欧阳筠淋主任医师、许国安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