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目及项目负责人、项目组简况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项目类别 一般类教改项目 

起止年月 2017.12-2019.12 

项 

目 

申 

请 

人 

姓名 倪进东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8.11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教授/副院长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博士/中国 

所在 

学校 

学校名称 广东医科大学 手机号码 15817668208 

通讯地址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城大道 1号 

主要教学

工作简历 

时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时 所在单位 

2008-至今 流行病学 预防医学本科 72/年 广东医科大学 

2008-至今 社会医学 预防医学本科 36/年 广东医科大学 

2008-至今 循证医学 临床医学本科 54/年 广东医科大学 

2008-至今 科研设计 预防医学本科 30/年 广东医科大学 

主要教学

改革和科

学研究工

作简历 

时间 项目名称 获奖情况 

2009-2011 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现场实践技能培养的研究 
 

2011-2013 
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进行公共卫生执业医师资

格技能考试训练的研究  

2013-2014 
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需求挖掘及预防医学课程体

系调整研究  

2015-2017 
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基于社会需求变化的预防

医学常规实践技能培养模式研究》  

2013-2014 
Th 细胞分化相关基因 MiRSNP 与乙肝疫苗免疫

弱应答关联的研究  

2016-2018 
PD-1 调控 T 细胞活化介导乙肝疫苗弱应答及

其表观遗传机制研究  



 

 

 

 

 

 

 

 

 

 

 

 

 

 

 

 

 

 

 

 



 

二、立项依据（项目研究的意义、现状分析）1 

1.项目研究的意义 

公共卫生事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人群健康、社会和谐的重大问题。在经历了 SARS 疫情、禽流感、

汶川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灾难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全社会更加充分认识到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性，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卫生事业改革的深入开展，各级卫生机构对预防医学专业人才需求激增, 尤其是基

层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部门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更为突出。如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为社会输出

高质量的应用型预防医学专业人才, 是摆在医学高等院校面前的重要课题。虽然我国医学高等院校开办

有预防医学专业已有几十年历史，不同学校预防医学专业课程体系虽不尽相同，但都基本沿袭前苏联预

防医学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优点是课程体系条理清楚，教学过程容易组织。但其缺点也十分明显，

并且随着社会发展、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形势变化越发突出，其主要表现为：课程间缺少相互融合；教学

过程偏重知识的传授和掌握, 轻视实际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与实际有脱节。为适应当前公共卫生服务

需求变化形势，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公共卫生领域应用性、复合型，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能

在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社区卫生服务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高层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本项目

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 2011 年出台的《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

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纲领性文件为指导，着重体现服务于地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色，推进预防医

学专业教学模式改革，以改革促建设、促发展，研究建立适应广东省社会经济建设和公共卫生事业发展

要求，与国际医学教育、社会卫生服务需求、国家公共卫生执业资质要求接轨，对同类高等医学院校相

关专业建设具有示范作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 

2.现状分析 

1、应用型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明显上升。我国预防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大致分为两类, 

即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预防医学专业研究型人才的要求越来越

高, 大学扩招，预防医学专业毕业本科生数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本专业研究生数量也显著增加，预防医

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获得研究性岗位已十分困难。同时，随着我国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卫生服务得

到迅猛发展，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本专业毕业生需求增加，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在基层卫生防疫机

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业人数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一消一涨，预防医学本科生就业疾病防治网络“网

底”基层单位构成明显增大。因此，在就业市场的导向下，把预防医学专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

应用型人才是大势所趋。 

                                                             
1 表格不够，可自行拓展加页；但不得附其他无关材料。下同。 



 

2、就业岗位的变化，潜在带来专业技能要求的变化。长期以来，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侧重于：

具有对影响人体健康的各种因素进行卫生学和流行病学的调查分析和研究，提出并组织实施有效的疾病

预防措施的能力。相应课程体系设置中也多注重对分析人群疾病、健康分布规律，探寻影响因素或病因，

采取相应防控策略与措施，并评价干预效果相关能力的培养。即相应课程体系设置偏向于研究型人才培

养目标，但随着，预防医学本科生就业单位下沉，更多的学生将来从业工作中，偏宏观管理的成分逐渐

削弱，面对的人群范围越来越小，像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这些单位更多的是面对个体，基层单位服务人

群数量（样本量）已经不足以抽象概括疾病等发生、发展规律，其工作重点、岗位技能要求发生了根本

性改变。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学者从社区卫生服务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拓宽基础，加强临床，优化专

业”的预防医学人才培养的新思路。强调预防医学人才需要更多的临床知识和技能来面对疾病谱更加复

杂化的人群，这种模式比较适合社区卫生服务发展对预防医学人才的需要。可见，预防医学专业课程体

系调整势在必行。 

3、疾病谱改变带来对预防医学专业人才技能要求变化。随着人类疾病谱的改变，以及医学模式由

过去生物医学模式向现代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工作重点发生了转

移。人群常见、多发慢性非传染性病的预防和控制任务越来越重。预防医学的工作范围也从传统的劳动

卫生、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儿童少年卫生、流行病扩展到慢性非传染性病、精神病、心理疾病的控制、

合理膳食营养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等领域。这些变化同样影响着专业人才技能要求，比如慢

性传染性病、精神心理疾病的控制中，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的执行与落实更需要个体的参与，这使得健

康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相应的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这门课程，也越来越成为预防

医学专业学生不可或缺的专业技能。 

4、人口老龄化引起的老年卫生学问题。我国从2009年步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起，伴随着20世纪

50年代中国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人群步入老年，我国老年人口进入快速增长期。在相当长时间内，人口

老龄化将成为社会人口结构常态。老年人群由于身体机能衰退，多患有多种疾病、对外界适应能力减弱

以及生理心理的特殊性，当老年人群数量进一步累积增大，老年卫生保健问题已然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

卫生问题。人群中因为生理结构原因，儿童少年、妇女和老年人是三个相对弱势人群，预防医学一级学

科下设有儿童少年与妇女卫生保健学二级学科，但老年卫生学尚为建立。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迫

切要求医学院校的预防医学专业积极探索、建立完善老年卫生学学科建设，并开展对预防医学专业人才

相关培训。 

5、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重理论轻实践问题。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技能培养是目前我国医学高等

院校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重普遍存在的问题。与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教学相比，大多数医学高等院校都



 

设有不止一所附属医院，临床医学专业的课程一般由有附属医院身在临床一线、具有临床实践经验、技

术职称在中级以上的医师授课。而同样偏重专业技能培训的预防医学专业课程，其授课教师大多没有疾

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一线岗位从业经验，这些教师从专业学习到职业生涯一直局限在大学校园内，除

了仅有的几个月大学专业实习，他们对其所教授课程内容的实践应用的了解和理解大多来自文献资料。

其自身知识储备不能满足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实践技能培养要求。同时，缺乏持续接触实践机会，导致对

公共卫生需求变化无法及时把握，传授的相关知识因此也无法及时更新。 

综上所述，我国原有预防医学专业教学模式已不能很好适应当前公共卫生事业发展要求，改革是必

然的选择。 

要改革、建立适宜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的改革是关键，应结合本专

业学生主要就业岗位主要工作任务和技能要求，调整传统课程教学重心，提升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等课

程的专业地位，探索建立、开展老年卫生学课程教学，增加创新性实验教学比重，结合大学生课外科研

活动创造条件开展模拟实践教学工作，改革教学方式，引进实践单位师资参与理论教学，促进高校专业

教师参与实践单位业务工作。 

 

 

三、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改革目标 

建设适应社会公共卫生服务要求变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型公共卫生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 

（2）改革内容 

1）现行预防医学课程体系评价及调整优化论证：调查分析近年预防医学本科生就业

单位与就业岗位，分析主要就业岗位专业知识与技能要求，评价当前教学课程体系与就

业岗位适应情况，并提出调整方案。 

2）教学内容分析与调整优化论证研究：随公共卫生需求变化和就业岗位变化，对预

防医学专业课程授课内容进行分析论证，并形成调整建议。 

3）实践技能培训内容与方式改革研究：探索能有效弥补预防医学高等院校教学实践

技能培训与实践单位脱节的途径方法；适应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就业岗位变化，探索建立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习的运行机制。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明确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就业单位和岗位变化带来的专业理论和技能要求变化，

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计划等调整。我国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体系呈金字塔型结构，不同

层级承担的工作任务和职能既相互联系，又分工明确。相应的不同层级单位、岗位所需

专业知识结构和技能要求也明显不同。既往三十多年来，尽管预防医学专业课程内容随

社会和相关研究的深入不断更新发展，但总体的人才培养定位、培养内容等变化不大，

随大学本科扩招，学生就业单位更趋向基层，迫切需要对教学课程体系进行针对性改革、

调整。 

2）探索建立适宜的预防医学专业实践技能培训方式。医学高等院校在预防医学本科

生在实践技能培养方面存在不足，是我国当前普遍现象，一方面与高校教学重理论轻实

践，以及预防医学缺乏像临床医学那样附属教学医院等运行机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

高校预防医学专业教师大多缺乏实践工作经验密切相关。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

探索弥补实践教学方式不足以外，还要加强专业教师实践技能水平，如本项目通过与实

践单位不同途径的交流合作等，让专业教师有更多机会接触实践，从而提升他们对实践

工作的认识。 

2.实施方案、实施方法、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1）实施方案和实施方法 

项目研究设计思路：本项目拟采用社会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原理和技术，利用文献

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专家论证，主要研究方法为： 

1）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就业趋势调查：利用就业信息，追踪毕业学生就业单位和就业

岗位情况；因本校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绝大多数就业省内单位，开展一点数量的抽样调查

复核就业信息，获得学生就业动向和主要就业岗位信息。 

2）文献研究:通过查阅国内外有关论著和文献，收集涉及学生主要就业单位的政策

性文件、相关的工作计划与安排，相关工作规范等，分析、界定主要就业岗位专业知识

与技能要求，为本次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3）现场走访：采用抽样调查方式，抽取若干类型有代表性主要就业单位进行走访，

调查用人单位对本校毕业生评价，了解他们对相关专业知识、技能培养的要求和意见；

并了解毕业学生的意见。 

4）课程体系调整的初步意见论证：随公共卫生需求变化、防病重点内容的变化以及

医学模式改变的影响，健康教育的作用在公共卫生领域越发凸显，计划进一步提升《健



 

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专业课程地位，聘请从事健康教育实践工作的专业人员参与理论课

程教学，联合开展健康教育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改革研究探索。 

5）适应人口老龄化变化形势，探索开设老年卫生学课程：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且老龄化进程呈现加速态势，老年人群因身心功能衰退、多患有慢性疾病等原因，卫生

服务需求明显高于一般人群，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下设有妇女、儿童两个相对

弱势人群卫生学二级学科，但目前尚未建立老年这个弱势人群卫生学，老年人群因其所

具有的特殊性，其所需公共卫生、预防医学服务内容明显不同于其他人群，随着老年人

群数量增加，老年人群卫生服务已经成为受到各方关注的社会问题，本项目奖研究建立、

开设老年卫生学课程。提前布局，发展特色。 

6）探索设立附属公共卫生教学机构的可行途径：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医学高等院校

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生实践技能培养不足这一问题，考虑公共卫生学院一直未建立如同临

床医学那样附属教学医院，可能导致实践技能培训方面的缺陷。结合随着我国卫生体制

改革进程，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态势，以及目前预防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越来越多就业于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业岗位变化特点，本项目将以校园为社区单位，拟与学校门诊部

相关部门合作，探索建立模拟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组织，实战型开展校园社区公共卫

生服务、监督管工作，在此过程中开展预防医学专业相关课程实践见习、实习教学活动。

为进一步开拓预防医学实践教学模式提供参考。 

7）适应就业变化趋势，开辟社区卫生实习教育：在原有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基础上，

论证建立预防医学社区卫生服务实习基地必要性与可行性，探索预防医学专业社区卫生

服务实习试点。 

8）调整教学内容，引入实践单位培训素材：引入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就业对口相关单

位实践工作中的专业技能培训材料；并鼓励专业教师录制相关理论与实践应用衔接的微

课程，供学生自学参考。 

（2）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2017.1-2017.6：完成毕业生就业情况信息收集与分析，并完成相关文献研究工作。 

2017.7-2017.12：完成主要就业岗位调查与意见收集、分析工作，开展课程体系和

教学内容改革专家论证。 

2018.1-2019.6：完成《老年卫生学》教材编写工作，相关改革内容开展试点试验。 

2019.7-2019.12：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并完成项目总结和相关教学改革论文

撰写工作。 



 

（3）可行性分析 

1）加强应用型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是当前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服务形势变化导致

的内生性需求，传统的培养目标和培训内容等与当前预防医学本科生就业岗位已经出现

了明显的偏离，只有通过对人才培养体系中的目标定位、课程体系、教育质量、教学管

理等方面进行研究，才能形成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应用型本科教育发展新机制。 

2）我校公共卫生学院一直以来把培养实践技能突出的应用型人才作为预防医学专业

人才培养目标，开展了一系列相关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工作，锻炼培养了一个高素质的

专业师资团队，正探索建立专业教师与实践单位交流学习的良性机制和渠道，不断提升

专业教师的实践技能水平，并通过与实践单位的沟通，建立了实践单位技能培训资料库。

通过科研项目合作形式，形成专业教师与实践单位专业人员交流机制。 

3）我校预防医学专业建立有 90余家覆盖全省和预防医学专业主要对口专业实践单

位的实习教学基地，为本项目相关实践单位意见调查收集提供保证；与东莞地区多家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了本科生社会实践基地，为进一步拓展建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实

习基地奠定了基础。 

3.项目预期成果及其实践运用预期（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1）形成预防医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改革意见。 

2）以校外为社区建立模拟社区实践教学基地，建立学生模拟社区卫生服务组织，并

开展常规性卫生服务工作。 

3）预防医学专业教师通过与实践单位开展科研合作、直接到实践单位短期工作等开

展实践技能培训。 

4）完成《老年卫生学》教材编写，并论证预防医学本科增设老年卫生学课程的科学

性、可行性。 

5）形成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习教学机制，完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实习内容和实习大纲编写工作。 

6）发表教学改革学术论文 1-2篇。 

7）在本校试点开展基础上，通过学术会议、发表论文进行成果推广，供同类医学高

等院校参考执行。 



 

4.本项目的特色与创新点 

1）探索建立以学生就业导向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案动态调整的教学改革模式。 

2）跟随我国卫生体制改革步伐，将面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专业

人才培养提到意识日程，积极探索面向基层预防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3）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积极探索老年卫生学专业相关人才培养内容与培养方

式。 

4）注重专业应用技能培养，不仅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着手改革，同时注重对专业

教师实践技能水平的提升与培训。 

 

 

 

四、项目建设基础 

1.与本项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绩 

（1）课题组既往曾开展多项预防医学教学改革及实践技能培训相关研究，如广东

省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研究项目（2010tij183）：《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现场

实践技能培养的研究》、广东医学院教学研究课题《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进行公共卫生

执业医师资格技能考试训练的研究》教学改革研究工作，一直致力于探索预防医学生适

应实践工作需求的专业技能培养模式，为本项目研究提供了相关教学改革研究的经验。 

（2）公共卫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目前正着手整合现有实验教学资源，尝试建立“卫

生学实验教学模块”、“生物学实验教学模块”和“流行病现场调查实验教学模块”三个

基本实验教学模块，本项目研究将成为流行病现场调查实验教学模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该模块相关建设工作将为本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师资、设备条件支持。 

（3）广东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与东莞市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大学生社会

实践基地，有着常规性工作交流，已着手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社区卫生服务技能培养探索

工作。 

（4）公共卫生学院2013年底专门召开了珠三角往届毕业生回母校座谈交流会议，

了解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并根据目前工作经历对我校当前预防医学课程设置等教学

情况进行讨论、评价，并收集相关建议。 

（5）目前我公共卫生学院与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惠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番禺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东莞市的大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寮步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麻涌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多家单位

建立了稳定的科研合作关系，相关科研合作项目的开展为专业教师及学生参与社区公共

卫生实践提供了平台保障。 

 

 

2.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

关文件），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根据学校政策规定对省级教育教学研究立项课题予以经费资助。并对相应项目严格执行开题专

家审核指导、过程监督及财务审查。 

3.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目情况 

项目负责人近年主持的相关科研项目： 

1. 主持 2015 年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5A030313516）：PD-1 调控 T 细胞活化介导

乙肝疫苗弱应答及其表观遗传机制研究。 

2. 主持 2011年度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S2011040002978）：Th细胞分化相关基

因 MiRSNP与乙肝疫苗免疫弱应答关联的研究。 

3. 主持 2010年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010815214）：疫苗耐受现象及其发生机制研究。 

4. 主持 2011年度东莞市科技计划重点项目（2011105102003）：基于疫苗后时期流行特征的消

除麻疹补充免疫策略研究。 

5. 主持 2012年度广东省卫生厅医学科研基金项目（A2012422）：TH细胞分化关键基因 MiRSNP

与乙肝疫苗免疫应答关联的研究。 

6. 主持 2009年广东医学院博士启动基金项目（XB0814）：疫苗远期副效应及其发生机制研究。 

7. 主持 2013 年度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2013KJCX0091）：

Mir-146a基因多态性在乙肝疫苗无应答发生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8. 2013年东莞市科协科普活动项目：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科研设计及论文写作技能培训。 

9. 主持东莞市民政局委托项目：东莞市老龄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研究。 

http://oa.gdmc.edu.cn:8083/download.jsp?attachSeq=67571
http://oa.gdmc.edu.cn:8083/download.jsp?attachSeq=67571


 

10. 与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开展 2012 年度东莞市科技计划重点项目

（2012105102020）：MicroRNA与乙肝疫苗无/弱应答关联及其可能作用机制的研究。 

11. 与大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开展 2014 年度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2014108101040）：

MiR-146a基因多态性影响乙肝疫苗免疫应答的表观遗传机制研究。 

12. 与大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合作开展 2016 年度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已公示）：分级照护

医养结合居家养老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13. 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度研究项目（2010tij183，教改）：预防医学专业

学生现场实践技能培养的研究。 

14. 校 2009年度教学研究课题：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进行公共卫生执业医师资格技能考试训练

的研究。 

15. 校 2011年度教学研究课题：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现场流行病学技能培养。 

16. 校 2012年度教学研究课题：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需求挖掘及预防医学课程体系调整研究。 

17. 主持校级精品视频共享课程《流行病学》，2013 年。 

18. 主持校级教学成果培育项目《基于社会需求变化的预防医学常规实践技能培养模式研究》，

2014年。 

五、经费预算 

预算经费总额 （万元） 

序号 支出科目 预算 支出用途 

1 资料费 0.2 
购买、收集相关规范、标

准图书资料 

2 调研差旅费 2.0 
实习、用人单位现场调查，

效果评价 

3 小型会议费 0.5 项目启动、培训会议 

4 版面费 0.6 发表论文版面费 

5 印刷费 0.25 调查问卷、宣传材料 

6 参与人员劳务费 1.2 现场调查、编写教材劳务 

7 管理费 0.25 5%的管理费 

合计  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