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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主流媒体报道 

序

号 
名称 时间 

1 
新闻发布会：2020 年 5 月，南华大学加强医教研协同创新改革，

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2020-05-14 

2 
新闻发布会：2020 年 10 月 21 日，国家卫健委、湖南省人民政府

共建南华大学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2020-10-21 

3 《大公报》：南华大学实施医教研协同创新改革培养一流医学人才 2020-05-14 

4 
湖南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生态环境部、国家卫健委、共建南华大学

新闻发布会 
2020-11-21 

5 中国日报网：南华大学启动跨专业学医的“医+X”本科模式改革 2020-05-14 

6 腾讯网：启动“医+X”培养模式，南华大学加强医教研协同创新 2020-05-14 

7 
《三湘都市报》：启动“医+X”培养模式，南华大学加强医教研协

同创新 
2020-05-14 

8 人民网：服务国计民生，南华大学加强医教研协同创新发展 2020-05-14 

9 
中国新闻网：南华大学加强医教研协同创新启动“医+X”培养模式

改革 
2020-05-14 

10 
《新湖南》：培养复合创新型人才，南华大学创办“医+X”新医科

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验班 
2021-04-07 

11 中国教育在线：新起点！省部共建南华大学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2020-10-26 

12 《中国教育报》：人才强校战略引来“金凤凰” 2022-02-28 

13 《湖南日报》：南华大学：人才“聚变”活力迸发 2022-05-05 

14 人民网：19岁女大学生捐骨髓救 4岁孩子 2020-10-21 

15 
人民论坛网：全国人大代表张灼华：逐步实行“免费医学生教育”

改革 
2021-03-10 

16 
湖南省教育厅网：南华大学摘得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

赛“双金” 
2021-05-20 

17 
衡阳站：南华大学摘得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双金”载誉

归来话心得 
2021-05-18 

18 
《潇湘晨报》：赞！南华大学在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获两

项金奖 
2021-05-18 

19 
湖南省教育厅网：献血迎“五四”，南华大学 287 名医学生志愿加

入中华骨髓库 
2021-05-10 

20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筑牢抗疫的青春长城，南华大学近

2000名学生志愿者活跃在抗疫一线 
202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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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三湘都市报》：感动！南华大学医学生筑牢抗疫的青春长城 2021-08-09 

22 
人民日报，南华大学官方人民号：胸怀基层人民健康 医教研振兴

新农村——南华大学衡阳医学院服务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 
2022-09-20 

23 《光明日报》客户端：南华大学：医教研振兴新农村 2022-09-21 

24 《湖南日报》：献热血，致青春 2021-11-18 

25 
《光明日报》：南华大学衡阳医学院：坚持一“脉”相承，实现科

教双馨 
2022-01-27 

26 
《中国教育报》：文医融汇 德术融通 跨科融合——南华大学三招

致力破解临床技能培养难题 
2022-07-08 

27 《中国教育报》：多措并举让教师队伍强起来 2022-10-31 

28 
建议提案：全国人大代表、南华大学校长张灼华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建言献策 5份，其中：关于医学教育改革的几点建议 
2020-05-26  

29 关于逐步实行“免费医学生教育政策”改革的建议 2021-03-04   

30 
关于支持建设辐射--人类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打造该领域科技创

新新高地的建议 
2021-03-04   

31 关于探索“临床+预防”双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建议 2020-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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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对接新医科要求，创建“医+X”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南华大

学加强医教研协同创新改革，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2020 年 10 月 21 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卫健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建南华

大学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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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迎“五四”，南华大学 287 名医学生志愿加入中华骨髓库 

湖南省教育厅  时间：2021-05-10 15:13 

 

南华大学衡阳医学院的同学在开进学校的献血车上献血 

       通讯员（夏文辉 黄昕瑞）4月 30 日，南华大学衡阳医学院开展以

“弘扬五四精神 争做时代青年”为主题的无偿献血和志愿加入中华骨髓库活

动，287 名医学生主动报名献血，并自愿加入中华骨髓库，奉献青春热血迎接

“五四”青年节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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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南华大学校长张灼华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建言献策 

2020-05-26 

 

5月22日至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湖南省委主委、南华

大学校长张灼华出席会议并积极建言献策。在本次会议上，他提

交了五份建议，得到与会领导与代表的高度评价。 

 

张灼华在分组会议上发言 

张灼华提交的第一份建议是关于医学教育改革的内容。基

于在此次新冠疫情大考过程中暴露的我国在疫情防控、医疗救

治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的不足和短板，他认为其中一部

分问题与医学教育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反思和改革

医学教育，应对现代社会对疫情防控和疾病治疗的要求。为

此，张灼华提出三条建议：一是改革医学相关专业和学位设

置，通过将不同专业课程模块化（公共卫生，大数据，卫生管

理等等），以增加模块学习改变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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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培养复合型临床医生和医生科学家；二是开展毕业后教

育，培训平战结合的防疫-医疗复合型人才；三是进一步改革住

院医生培训制度，打通医学院校的院校教育和住院医生培训。

对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认可院校教育和住院医生培训一贯

制。医学生可以选择在同一大学进行“5+3”的专业硕士或

“5+3+n”的专业博士培养。在一定程度上简化医学人才的培

养。 

在第二份建议中，张灼华提出了对《突发事件应对法》的

修改建议。他阐释了现行《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进一步修改该法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明确法定应急管理

机构的职权、进一步保障公民的权利、完善对行政应急权的监

督、优化应急预案、完善突发事件的确认制度等五方面修改提

议。 

第三份是关于构建新时代紧急状态法制体系的建议，张灼

华通过分析我国紧急状态立法的现状和考察域外紧急状态法律

体系，提出了构建新时代紧急状态法制体系的几点建议。如首

先在宪法中规定紧急状态条款，对紧急状态进行分类，并以此

为立法依据，及时制定一部《紧急状态法》，并对现有的《戒

严法》《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以及不同

层级的法规进行修改，以适应不同类型紧急状态的立法需要。 

第四份是关于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法律体系的

建议，张灼华在此份建议中分析了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六条具体的完善建议，一是

提高应急立法的位阶，二是及时修订和清理原有的法律规范，

三是尽快制定独立的《紧急状态应对法》，四是加快综合性法

律规范的建设步伐，五是增强应急法律制度与各常态法律制度

的衔接，六是理顺应急法律制度与应急预案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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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灼华提出的第五份建议是关于加大对洞庭湖生态修复投

入的相关内容。 

 

关于医学教育改革的几点建议 

湖南代表团 张灼华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

遇的转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

件。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

广大人民群众的奋力拼搏，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特别

是广大医务工作者，面对病毒肆虐的疫情，响应党中央号召，发

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精神，闻令而动、冲锋陷阵、连续奋

战。他们顽强拼搏、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

形象，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同时，新冠疫情大考过程中，

暴露了我国在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的

不足和短板。主要体现在：1. 初期科学防控缺乏预案，疫情防

控专业人员和设备不足。2.应急响应机制不通畅，信息不对称。

3.疫情防控和救治脱节。初期对疫情认识不足，疫情控制和病人

救治不够及时。4. 重症医学医生不足。呼吸系统传染病对重症

医学医生需求多。5. 应急防疫和医疗物资储备和供应不足。6.

一些干部专业化水平有限，缺乏决策能力等。这些问题，其中一

部分与医学教育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反思和改革医

学教育，应对现代社会对疫情防控和疾病治疗的要求。为此，我

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1.改革医学相关专业和学位设置。建议通过将不同专业课程

模块化（公共卫生，大数据，卫生管理等等），以增加模块学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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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复合型临床医生和医生科

学家。例如：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在完成医学专业培养同时/后增

加学习一个公共卫生专业模块，便成为一个具有公共卫生专业知

识的临床医生。同样，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在完成医学专业培养同

时/后也可以学习大数据知识，这样的临床医生将成为未来医学

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还有，对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进行科学研究能

力的培养，产生专注医学科学研究的医生科学家。对于这些学生，

可以根据情况在授予医学学位同时授予另一个专业的硕士学位

或博士学位。这样有助医学科学的发展，同时也提供他们更多的

发展和工作机会。 

2.开展毕业后教育，培训平战结合的防疫-医疗复合型人才。

建议在现有的临床医生中挑选一批，强化重症医学毕业后培训。

同时，选择一批临床医生，定期进行疫情防控的培训。他们平时

依然是医院的医生，疫情来临时他们就成为了疫情防控和重症医

学的骨干。 

3.进一步改革住院医生培训制度，打通医学院校的院校教育

和住院医生培训。对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认可院校教育和住院

医生培训一贯制。医学生可以选择在同一大学进行“5+3”的专

业硕士或“5+3+n”的专业博士培养。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医学

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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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逐步实行“免费医学生教育政策”改革的建议 

湖南代表团 张灼华 

 

医学教育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我国医学教育培养的医务工作者发挥了不可取代的

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办〔2020〕34 号）文件指出，“逐步扩大订单定向免

费医学生培养规模，中央财政继续支持为中西部乡镇卫生院培

养本科定向医学生，各地要结合实际为村卫生室和边远贫困地

区乡镇卫生院培养一批高职定向医学生，加快培养“小病善

治、大病善识、重病善转、慢病善管”的防-治结合全科医学人

才。” 自 2010 年国家发布《关于印发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

生免费培养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10 年间国家共为基层免费

培养 5.6 万名定向本科医学生，平均为中西部每个乡镇卫生院

培养 1.9 名本科生。这些政策的实施，为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助推分级诊疗制度有效落实，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看到，只在乡、镇、村实行

全科医师免费培养还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 

1.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数量不多。与国家公费师范生相比，

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数量少。以 2020 年湖南省和河南省招生数

据为例，两省招生公费师范生和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人数分别

为 5703 人、550人；5000 人、180人。 

2.生源质量相对不足。公费师范生录取分数一直居于高

档，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订单定向医

学生的高考录取线明显低于同类医学普通班学生（有的院校多

年需降分录取），不利于做到让最优秀的学生学习和从事“人

命关天”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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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良学风带动能力不够。根据我校的实践和调研其他高

校的情况，尽管我们精心制定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方案，但

是，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在校成绩均低于临床医学普通班学

生，在医学院中难以带动形成优良学风。 

4.就业岗位吸引力不强。订单定向医学生毕业违约的情况

一直存在，受到工资待遇、职业发展前景、工作环境、子女发

展等因素的影响，基层就业岗位对订单定向医学生吸引力不

强。 

我校坚守服务“国计民生”的初心使命，坚决贯彻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刻认识到国家“把医学教育摆在关系教育

和卫生健康事业优先发展的重要地位”的责任与担当，坚持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2019年底出台

了《南华大学医教研协同创新改革的意见》，2020 年 5 月，召

开新闻发布会，获得社会广泛赞誉。从 2020 年起，南华大学在

全国率先实施免费医学生改革，当年新录取的 288 名优秀临床

医学生免交学费和住宿费。这一改革为一大批矢志投身医学的

优秀学生免除了后顾之忧，吸引了一大批高分考生报考南华大

学衡阳医学院，有效提升了学校生源质量。高分考生数量增加

明显，2020 年学校在全国高考总分为 750 分的省份共录取 600

分以上考生 91 名（其中湖南省 36 名），位列省属高校前列。

在湖南省录取 600分以上考生的数量位居省属高校第三名，仅

次于湖南师范大学和长沙理工大学。 

基于南华大学在免费医学生教育改革的成功探索，提出如下

五点建议： 

1.参考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确立“免费医学生教育政策”。 

2007 年国家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 6 所教育部直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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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试点，“十三五”期间，这 6 所师范大

学累计招收公费师范生 3.7 万余人。2018 年教育部制定《教育

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对师范生公费教育

政策予以改进和完善，标志着我国师范生“免费教育”升级为新

时代“公费教育”。借鉴这一模式，建议在现行面向基层订单定

向免费培养医学生的基础上，由国家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部委

联合制定免费医学生教育实施办法，选取部分双一流大学医学院

（部）和国家卫健委与地方政府共建的医科类院校开展“免费医

学生教育”试点，由国家设立专项，免除临床医学、中医学等专

业学生的学费、住宿费，发放生活补助。 

2.建议将南华大学作为国家“免费医学生教育改革”样板高

校。鼓励、支持我校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在免费医学生

培养方面进行系统集成、全面探索，深化医教研协同创新改革，

以服务需求为导向，以新医科建设为抓手，着力创新体制机制，

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 

3.建议将免费医学生教育改革与面向基层培养紧缺人才和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统筹结合。加强医学人文教育，改革课程体系，

强化基础临床融合，进一步激发医学生的专业自豪感、专业自信

心，确保面向基层培养的免费医学生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

统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

2.0”等改革任务，加快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实现拔尖

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在科技创新“四个面向”中发挥引领作用。 

4.加大政策保障力度。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广大医务

人员白衣为甲、逆行出征，舍生忘死挽救生命，再次用血肉之躯

筑起阻击病毒的钢铁长城，诠释“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面对疫情提出的新挑战、实施健康

中国战略的新任务、世界医学发展的新要求，免费医学生教育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8%E8%8C%83%E7%94%9F%E5%85%8D%E8%B4%B9%E6%95%99%E8%82%B2/24151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C%E8%B4%B9%E5%B8%88%E8%8C%83%E7%94%9F/566721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3%E8%B6%8A%E5%8C%BB%E7%94%9F%E6%95%99%E8%82%B2%E5%9F%B9%E5%85%BB%E8%AE%A1%E5%88%922.0/229427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7%A1%80%E5%AD%A6%E7%A7%91%E6%8B%94%E5%B0%96%E5%AD%A6%E7%94%9F%E5%9F%B9%E5%85%BB%E8%AE%A1%E5%88%922.0/229435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7%A1%80%E5%AD%A6%E7%A7%91%E6%8B%94%E5%B0%96%E5%AD%A6%E7%94%9F%E5%9F%B9%E5%85%BB%E8%AE%A1%E5%88%922.0/229435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8%E8%8C%83%E7%94%9F%E5%85%8D%E8%B4%B9%E6%95%99%E8%82%B2/24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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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基层紧缺和国家高素质卫生健康专业人才的一项重要改

革举措，需要在招生录取、人才培养、教育改革、就业履约、条

件保障等环节进一步完善政策。 

5.落实经费与待遇保障。支持优秀免费医学生参加国（境）

外交流学习、技能竞赛，集中最优质资源进行培养，切实提高免

费医学生培养质量。通过适时调整免费医生的生活补助标准、享

受非义务性奖学金、设立专项奖学金、免试推荐攻读学位、引导

社会各界出资奖励等方面措施，鼓励支持免费医学生坚守医学初

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矢志不渝投身医学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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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建设辐射--人类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 

打造该领域科技创新新高地的建议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农工党湖南省委会主委 

南华大学校长  张灼华 

 

人类生活的环境中普遍存在着各种射线和放射性物质，人体

的器官系统在一定剂量的辐射照射后, 会出现一系列生物学效

应。例如，氡及其衰变子体发射的α粒子会对人体呼吸道产生照

射, 诱发肺癌。矿山、岩洞、深水井中就存在高浓度的氡, 一些

矿渣砖、炉渣砖等建筑材料和含铀高的室内装饰材料（如花岗岩、

瓷砖、洁具等）也可造成室内氡污染，研究表明，肺癌发生率 10%

来源于室内氡的照射。再比如，雷达、通讯用的射频发射台、工

业用大型电器以及微波炉、电磁灶、电脑、电视、冰箱、手机等

电器的电磁辐射已经被称为继空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污染之后

的第四大污染。 

无处不在的辐射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而我国在辐射--人类

健康领域的研究相对薄弱，全国开设相关专业的高校也较少。

2020 年全国辐射防护与核安全专业大学排名中，全国仅有 6 所

开设了该专业的大学参与排名：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 东华理

工大学，3 成都理工大学，4 南华大学，5 兰州大学，6 南京理工

大学。这也表明，我省在该领域的研究有一定基础，如能及时、

有效整合我省在辐射、医疗专业的科研技术优势，有望打造出我

省在这一领域的科技创新高地。 

为此，建议：支持建设辐射--人类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具

体措施： 

1.中南大学、南华大学牵头，整合省内高校相关科研资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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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建设。 

目前，教育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单位部门在积极协商

推进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的改革、重建工作，在一些重要、新兴

学科领域新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我省应抓住机遇，由中南大

学和南华大学牵头，整合省内高校相关科研资源，建造辐射--人

类健康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南大学拥有矿业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国家重点一级学

科，“南湘雅”在全国也是久负盛名。南华大学拥有“核特色”

和“医品牌”两张名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核、医、环保"多学

科交叉优势。中南大学和南华大学在辐射--人类健康领域都有较

好的科研基础，在细分研究领域又存在优势互补。因此，由这两

所高校牵头，整合省内其他高校相关人才、技术资源，可在该领

域形成湖南科技创新高地优势，利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 

2.科技厅将辐射--人类健康列为科技计划项目重点支持领

域和优先发展主题。 

一些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科研项目的重大发现、理论突破往往

孕育着新的知识革命,知识革命意味着知识体系、知识结构的大

调整、大变革。辐射与人类健康中的生物信号传导、线粒体功能、

持续性基因组不稳定等诸多细分领域的研究突破，很可能引发生

命科学领域新的发展。因此，省科技厅在制定科技项目计划时，

应重点向这些领域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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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探索“临床+预防”双学位 

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建议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农工党湖南省委会主委 

南华大学校长  张灼华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场国家治理能力的大考。总体来看，

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优势在这场大考中充分体现，但

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在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和临床人才

培养方面存在的明显短板和不足。主要体现在我国公共卫生人才

培养体系和临床教育还需更加紧密的结合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与临床医学专业各自拥有相对独

立的人才培养体系，预防医学专业医学生的临床理论和临床技能

还有待加强，而非传染病学专业的临床医生对传染病防治也需保

持高度警惕。 

为此，建议： 

一、医学院校应积极探索“临床+预防”双学位复合型人才

的培养。 

高校及相关医疗机构要加强医学教育各个阶段对各类医学

人才（涵盖公共卫生管理人才、临床医护人员、全科医生等）的

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管理能力的培训，要始终坚持院校教育、

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一体化衔接，致力于培养传染病

防治复合型人才，对于此类人才可颁发“临床+预防”双学位。 

二、加强中国特色全科医生培养。 

增加预防服务能力、信息应用能力、卫生监督协管、医学人

文关怀等全科医生培养评价指标，对全科医师持续开展传染病和

公共卫生的继续教育,充分发挥全科医生作为健康“看门人”和

传染病“第一道门控”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