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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
加拿大医学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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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加拿大医学研究生教育的学制与课程设置、教育质量、研究生教 育的国际 化趋势及我 国医学研究 生教育现 状
的比较, 提出了今后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优化培养模式的途径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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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paper compares g raduate med ica l education in Ch ina and the schoo ling sy stem o f C anad ian gradua te m edical education as w ell as its curricu lum set-up, teach ing qua lity and inte rnationalization o f gradua te education. It proposes the approaches for
optim izing the qua lity o f Ch ina. s g raduate m ed ica 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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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生教育是 我国医 学教育 结构中 最高层 次的教育,
担负着为社会培养高 素质、高层次医 疗人才 和发展 学科技 术的
双重任务。因此, 医学研究 生教育直 接关系 到我国 医学事 业的
发展前景。如何确保研究生教育质量已 成为当前研究生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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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结业, 如合 格则进入 博士论文阶 段; 第 三年进行 实验研究;
第四年完成论文并通过答 辩。当然, 这 不是绝对 的。 UBC实 行
完全学分制, 只 要修满所需的学分, 发表的论文数达到导师的 要
求, 便 可毕业。由于个人学习和科研能力 的不同, 有的人可 用 4

究的核心问题 。
美国、加拿大是研究生教育体系最完整、最规范且具有多样

年时间获得博士学位, 有的则需要 7年以上。
在课程设置上, 加拿大医学 研究生 教育的 突出特 点之一 是

化和灵活性的代表性国家, 因此, 这些国 家的研究生教育模式为
世界许多国家所 仿效。从 2004年 至 2007年 , 笔 者以 访问 学者

非常重视课程的学习, 特别是基础理论的学习, 确保了学生拥 有

和联合培养博士生的 身份来到加拿大不 列颠哥 伦比亚 大学 ( Un iversity o f Br itish Co lum b ia, UBC)脑研究中心, 接受了近三年的

了学生的知识面。如 U BC神经科学专业的博 士生需修读 / N eurosc ience5010, 这门课包括神经解剖、神经生 理、
神 经药理、生 物

博士研究生教育, 亲眼目睹 和亲身经 历了该 校医学 研究生 教育
的全过程; 并对加拿大排名 靠前的几 所大学 的研究 生培养 模式

化学、
细胞生物 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知识, 授课教师分别由 各

作了一番了解, 深深感到加 拿大医学 研究生 教育有 很多方 面值
得借鉴。
1 加拿大医学研究生教育的特点
1. 1 学制与课程设置

在其领域独立从事研究的本领, 而且课程覆盖面很广, 大大扩 展

专业的知名教授组成。特点之二是研究生要进行跨学科课程 的
学习, 以提高研究生广泛学习的兴趣和知识水平。除此之外, 在
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始终贯 彻学习 与科研 相结合的 原则, 即在 研
究中学习, 在学习中提高。
在课程内容上, 特 别注 重知 识的 更 新和 前沿 知识 的 讲解。
UBC每学期定期开展 一些 前沿 讲座、专 题 讲座, 聘 请一 些国 内

加拿大 U BC的 研究生 教育 分硕士 班和 博士班 课程。 硕士
研究生学制为 1. 5- 2年, 学分要 求 12 分, 第一年 修读 课程, 接

外知名的专家教 授来 校讲 学等 , 并根 据专 业来 设置 讲座 内容。

下来的半年到一年时间完成一 个简单的课题, 撰写毕业论文, 即
使没有发表文章也 可以毕 业。加拿大 对硕士 生的培 养目标是,

通过一系列讲座, 可以让研究 生系统全 面地了 解各自 专业的 发
展历程、前进方向以 及现 在国 际上 最新 的 研究 成果、科 研动 向

旨在为攻读博士 学位 作准 备或 培养 某一 专业 的应 用性 高级 人
才。相反, 对博士研究生的要求极为严 格, 博 士研究生学 制为 4

等。

- 8年, 学分要求 18分, 第一年修读 授课课程; 第二 年参加 一次
综合考试, 考察基础知识和实验能力, 如 不合格则可以考虑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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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研究生的教育质量
加拿大各医学院校非 常重视 研究生 教育的质 量, 体现在 研
究生的招 生制度、教学模 式和考核制 度、
对 研究生的 培养过程、
对导师的要求等多个方面。
严格的招生考试制度。加拿大的研究生入学选拔灵活性 较
大, 招 生工作各校自主。加拿大 UBC 的招生工作 完全由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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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决定。虽然没有全 国统一 的入学 考试, 但对研 究生的 报考
资格均有严格的要求。申请读研究生的 学生需向导师递交以下

位; 取得博士学 位后曾作为副导师参与指导过博士生; 科研成 绩
显著, 发表过高 影响因子 的论著; 有独立从 事科学研 究的能力;

材料: 大学 学 习成 绩 证 明 ( 只有 本 科 优 秀 的 学生 才 有 报 考 资
格 )、
大学文凭及学位证书、TOEFL 和 GRE成 绩 (这 是选拔 学生

并有一定的研究经费。申请人通过学校认可的答辩委员会组 织
的答辩后, 由学 校发给教育部 长和校长 联合签 名的博 士生导 师

的重要标准 )、三 名 教授 的推 荐 信、个 人简 历 和本 人 的 申请 书
( 应阐明学习目的和计划、
研究 兴趣等 ) 。导师对上 述材料 审阅

资格证书。只有高水平的教授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研究生 。
1. 3 研究生教育的开放化与 国际化

后, 再进行 1- 2次面 试。他们注 意对考 生的全 面考查, 尤 其注
意考察考生的学习能 力, 使录取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开放化和国际化是当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积 极
吸引外国留学生到本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被看作是与国际 接

严格的教学模式和考核制 度。研究 生的课堂学习十分注重
培养独立思考、结合实际 工作分 析解决 问题的 能力。教师 讲课
学时不多, 但学生感到负担很重。主要是因为教师讲得扼要、精

轨的一条重要途径。扩招海外留学生不仅有利于文化教育的 交
流和教育 国际化, 更有利于 扩大政治、经济、文化 和科技等方 面
的影响。加拿大在这方面走 在了前 列。据统 计, U BC 的外国 研

炼, 而要求学生自己读的文献资料很多, 并要写出读书报告。教
师鼓励学生发 挥想 象力, 鼓 励其 提出 问题, 勇 于发 表自 己的 见

究生一般占研究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从导师来看, 外籍教师也 占
了相当比例。各研究生院经常举行国际性学术交流和专题报 告

解。研究生有一半的课 程为听 课考试; 另一 半课程 免去考 试用
答辩办法。原以为答辩办法容 易对付, 实际相反, 因为这种课程

会, 邀 请国内外 著名学者、教授参 加, 这 些学术报 告大都代表 了
该领域的世界一流水 平。这是其 学术地 位提高 的必然 结果, 同

包含大型综合课题 作业。完成 后制成 多媒体 课件, 并向导 师和
助教们当面进行演示和讲解。主试人随 时提出若干概念性或深

时也更加促进了学术水平的提高, 并扩大了学校的国际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加拿大 的研究 生导师 还积极 鼓励自 己

层次问题, 并要求当场回答, 只有圆满答 复让主试人满意方可通
过。如加 拿 大 UBC 的 神 经 科 学 专 业 的 研 究 生 选 修 N euro-

的学生采取各种方式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 如提交会议论文、
参加会议交流和发言等。研究生的每篇会议论文都算是科研 项

sc ience501, 对该门课的考 核除笔 试外, 老师 还给 每位 研究生 指
定一个课题, 要求学生在 10周内撰写一份标书 (包括立论依据、

目的成绩。这种鼓励机制加强了研究生对本研究领域最新动 态
的了解, 拓宽了研究生的学术交际空间。

课题设计方 案、技 术路 线 及具 体 的实 验 步骤 ), 并 要 求 口头 汇
报。为完成这一作业, 研究生不仅需要查阅大量文献, 而且迫使

2 我国医 学研究生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与加拿大一流的医学 研究机 构相比, 不难 发现我 国的医 学

他们进入实验室进 行实践, 以验 证设计 方案的 可行性。这 样的
要求有助于学生将平 时所学的 内容用 于课题设 计中, 直接 为以

研究生教育存在诸多不足:
2. 1 学分和课程设置存在问 题

后的实验室工作打下 了基础。
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严格性 。加拿大 的研究生教育强调学生

在研究生教育中, 学分制在 短期内 会刺激 研究生 的学习 积
极性, 但相当一 部分研究生为修学分而学习, 甚至在自主的选 修

的自主性与创新性。在 学位论 文研究 的开题 之前, 指导教 师会
向学生介绍本专业学术发展情 况以及研究的前沿课题。给学生

课方面为了完成学分而选 择轻松 且与研 究方向无 关的课 程, 忽
视了在研究生阶段学习课程是为了研究作知识储备的目的 。同

提供一个比较自由的选题空间 , 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兴趣
和特长, 选择研究课题。在 研究过 程中, 从资料 的查找, 实 验的

时缺乏对知识的积累, 形成 / 学完 忘完 0的 局面, 学习效 果很差。
另外, 研究生的 有些课程设置 和课程结 构明显 不适合 现代科 技

设计, 具体实 验步骤的 实施, 实验结果的 提取、分析直到论 文的
撰写、答辩、
修改, 都是学生自己先做方案, 然后请 教导师。加拿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 如必修课太多选修课太少, 流于形式 的
课程多等; 再者, 我国 研究生课程 教学中还 存在着本科 生、
硕士

大学生经常会 问教师 / 您 看我 这样做 怎么 样? 0, 而 不是 问教 师
他该做什么, 怎么做。

生和博士生课程重复 的问题。在 这种情 况下, 培养出 的研究 生
既缺乏扎实基础知识的支撑, 又接触不到前沿性知识, 怎能谈 得

在课题进行过程 中, 导师 和指导 小组全 面检查 和指导 学生
的研究进度。导师每周 举行会 议, 让 每位研 究生展 示一周 内取

上创新性的学习和研究呢?
2. 2 招考方式、教学模式、
评价体系存 在不足

得的原始实 验数 据, 并汇 报研 究进 度。此 外, 每月 举行 一次 讲
座, 由研究生向实验室全体成员介绍自己的课题、采用的研究方

我国现行的医学研究 生招生 制度过 分强调卷 面考试 成绩,
缺乏综合素质考察, 特别是 考生的 科研能 力和发 展潜力。虽 然

法、已取得的实验 数据 (必须 是原 始数据 )、实验 中遇 到的问 题
及未来的研究计划等 。对加拿 大 U BC 的博士生而 言, 在论 文撰

近年来招生单位增加了复 试在录 取中的 权重, 但由于 大多数 基
础医学专业报考人数少, 录取时仍流于形式。

写过程中, 论文的各章节内 容都必须 经过导 师和学 生讨论 后确
定, 对每章的观点都要举行实验室全体成员参加的公开报告, 这

从教学方式看, 教师讲课的 方式仍 然以填 鸭式教 学方式 为
主, 研 究生在课堂上基本是听、
记, 很少有机会发表见解, 更不 可

一操作机制促进了研 究生的学 术交流, 有效 地保障 了博士 论文
的质量。

能与教师在课堂就某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这种教学方法 使
得研究生 缺乏标新立 异、
独 辟蹊径、开拓进 取的勇气, 从而也 进

对导师的严格要求。导师在研究生 的培养过程中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研究生教育的成功与否 关键在于培养研究生的

一步影响到了研究生 创新能 力的培 养。在对研 究生的 考核中,
理论考试仍是主要的评估 手段, 缺乏大 型的综 合性题 目训练 及

质量, 而质量的保证,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导师的学术水平和教
学水平。因此, 许多国家都 对提高研 究生导 师素质 给予了 高度

课程论文撰写。
2. 3 导师队伍不稳定, 师资力量薄弱, 导师素质有待提高

的重视, 并采取了有 力的措 施。加拿 大 U BC 实行 公开 招募制,
不惜重金吸引著名学 者来校, 以建立 一支高 质量的 研究生 导师
队伍。加拿大许多大学 申请博 士生导 师的条 件是: 具有博 士学

我国研究生教育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导师问题。许多 医
科院校的师资队伍不稳定, 尤其是基础医学专业, 存在严重的 人
才流失现象, 再 加上连年的研究生扩招, 有些高校的师生比例 为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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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0。流失人才还呈现出年龄轻、学历高、
职称高的特 点。为解
决师生比例之间的矛盾, 许多学校降低了对导师的要求, 这样导

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鼓励学生有活跃和新颖的学术思想, 关 注
本学科前沿水平和进展, 开发创造性思维。在理论课考试时, 不

致在导师队伍中出现 一些不良 现象: 一些研 究生导 师对其 指导
的研究 生不闻不 问, 既 不关心学业, 也不 关心生活, 使研究 生对

仅要考属于知识记忆性和 技能技 巧性的 内容, 还应包 括一定 比
例没有标准, 可以让学生充分发挥想象的题目。在考试形式上,

导师失去了信心; 更有一些 导师则把 学生当 成自己 学术发 展的
工具, 把学生的科研成果作为自己的去发表, 对学生的学术水平

采取多种考试形式, 如笔试、
口试、开卷和实践能力考查等。
努力提高医学研究 生的培养 质量。首 先, 必 须加强 研究 生

发展情况则不予关心 。
2. 4 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严格性有待提高

创新能力的培养, 创新 性主 要体 现在 研究 方向 和论 文选 题上。
课题的选择应具有一定的 前瞻性 和新颖 性, 能 留出开 展创造 性

我国医学研究生 教育的质量与西方高水平大学的研究生质
量相比尚存在 较大 差距, 造 成差 距的 原因 主要 有: 由于 连年 扩
招, 研究生生 源的质量 较以往有所 下降; 另外, 许多导师由 于临

工作的空间, 在 这一点上, 导师应与研究生充分论证后才进行 预
实验, 然后再进入正式实验阶段。其次, 加强研究生培养过程 的
监督和指导工作, 一定要坚持对学生高标准、
严要求。在学术 思

床工作或教学任务繁重, 或由于所带的研究生过多, 疏于对研究
生实验过程的检查和指导, 因此研究生的课题缺少创新性, 实验

想的提出、实验 步骤的设计、实验 结果的分 析上, 要求学生以 理
论为依据, 以实 验事实为准绳, 不鼓励学生凭空设想或对实验 结

数据可重复 性 及 可信 度 差。再 者, 在 研 究生 教 育中, / 严进 宽
出 0的现象比较普遍, 甚者有 / 没有毕业不了 的研究生 0的说法。

果做一相情愿的推理。对 学生想 法中明 显的错 误, 要 尖锐地 指
出其错误所在。要求学生做好实验记录, 并经常检查实验过程。

受此观念的影响, 有的研究生入学后就不再认真学习, 只是在准
备论文的紧要 关头 才 / 临时抱 佛脚 0, 任意伪 造数 据; 请他人 代

再者, 在培养过程中实施 / 淘汰制 0, 严把毕业关。
加强导师队 伍建 设。学校 应对 导师 队伍 建 设作 出长 远 规

写论文。有些研究生在 导师不 知情的 情况下 发表文 章, 且 一稿
多投; 虚开发表文章接受函; 未参加工作 而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中

划, 明 确导师队伍在年龄、学历、职称、知识 结构上 的优化 目标。
废除导师 终身制, 对凡是符 合导师条 件的人员, 只明确 资格, 统

署名等。这些都与我们的培养 目标遥不相及。
2. 5 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

一纳入导师人才库。与此 相适应, 建立 有效的 导师激 励机制 和
约束机制。定期对导师进行考核, 对不称职、
不合格的导师暂 缓

我国对研究生教 育国际化 的关注 从 2001年 开始 逐渐 呈上
升趋势 [ 2] 。但由于种种原因, 目前仍 有许多 高等医 科院校 尚未

或停止招生, 连 续多年没有完 成指导工 作量的 取消指 导教师 资
格, 而 对做出突 出成绩的给 予表彰和 奖励; 同时, 积极吸引海 外

招收海外研究生, 没有与国际医学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 更谈
不上聘请外国知名学者加入到 导师队伍, 同时, 送出国外培训的

学者加入导师队伍, 使导师队伍建设与国际接轨。
提高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程度。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最 初

研究生数量仍然很小 。
3 借鉴与启示

表现形式和显著标志 是学生 和教师 的国际间 交流。因 此, 今 后
应积极鼓励研究生更多地 参与国 际学术 交流、出国访 问考察 和

通过以上比较可 以看出, 中加两 国的医 学研究 生教育 有很
多明显的不同。借鉴加拿大医学研究生 培养模式的一些有益经

合作研究, 正确 引导研究生在国际重要刊物发表文章, 创造条 件
招收海外医学研究生。同 时, 聘请国际 著名学 者尤其 是海外 校

验, 我国医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把好入学关, 以提 高生 源质 量。实 行 / 入 学考 试 + 综合 测

友加盟导师队伍, 以加速研究生教育资源国际化; 聘请国内外 知
名的专家教授、归国学者和海外学者来校讲学。

试 + 复试 0相结合的招生制度。考生 除参加 每年国 家举行 的硕
士、博士入学 考试外, 招生单 位还可举行 综合测试, 着重考 查考

总之, 高水 平的研究生教育, 是加拿大高等教育的重要标 志
之一。探讨加拿大医学研 究生教 育的特 点, 无 疑会给 我国医 学

生掌握本学科、本专业在本科阶段所具备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 技能, 包括运用 所学知识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侧

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带来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们应该认 真
汲取其中的有益经验, 以此促 进我国医 学研究 生教育 的快速 发

重考查学生的科研能力倾向和 学术上的发展; 对合格者, 招生单
位再进行复试, 对考生的全面素质和能力进行检验。

展。

改革研究生的课程教学。设立完整 系统的专业基础理论课
程, 提倡交叉 学科选课, 注重 教学内容的 更新, 注重从国外 引进
好的教材, 鼓励回国人员为研究生开设新课。
改革教学模式和 考核体系。 课堂教 学尽量 运用启 发式、讨
论式教 学, 一 般知识要 求学生自学, 重点 内容深入讲 解, 难 点问
题加以分析, 在师生间形成一种教与学的双向交流, 调动学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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