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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末，哈尔滨医科大学正式被教育
部、国家卫生计生委、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
为共建大学。通过共建，国家卫生计生委和
教育部进一步加强对学校的指导，通过政策
倾斜和项目扶持，深化学校教育综合改革，促
进学校根据卫生计生行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
结构、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黑龙
江省人民政府将哈尔滨医科大学纳入黑龙江
省特色水平大学建设项目及省政府重点建设
院校（参照“211工程”院校标准），积极支持
哈尔滨医科大学高层次人才培养与引进、国
际交流、学科建设、重点实验室建设、转化医
学平台建设等项目，并对建设项目予以政策
和资金支持。而这一切预示着哈医大的发展
将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近日，由哈尔滨医科大学与俄联邦伊·
米·谢切诺夫莫斯科第一国立医科大学共同
发起，由中国 51所医科大学和俄罗斯 50所医
科大学参与的“中俄医科大学联盟”在哈尔滨
医科大学正式成立。同时，中俄医科大学联盟
和哈尔滨医科大学中俄医学研究中心揭牌。

该联盟是中俄两国主要医科大学在自愿
基础上结成的非政府组织，旨在汇集中俄两
国主要的医科大学资源，培养高素质人才，推
进中俄医学交流与科研合作，加快医学新理
论和新技术在疾病预防和治疗中的应用，不
断提升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水平，保
障两国人民的身体健康，促进两国卫生事业
的共同发展。该联盟也是迄今中俄两国医科
大学间成立的规模最大、参与院校最为广泛
的合作联盟，构建了中俄医科大学交流与合
作的大平台，为中俄医药卫生领域交流与合
作架起了新的桥梁。

作为首任联盟主席，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
杨宝峰院士与俄联邦伊·米·谢切诺夫第一莫
斯科国立医科大学校长共同签署多份合作协
议，昭示着中俄近百所医科大学的合作进入
实质阶段，未来双方将通过互访、实习、培养等
形式实现国际网络医科大学平台下的新合
作。

此外，哈医大组建了中俄医学研究中心
（13 个研究所），到目前教师和学生赴俄交
流已达 767 人次，签署合作项目 25 项、科研
合作协议 27份，并举办大型国际会议 25场。

激流奋进九十载，而今扬帆再起航。今
日的哈医大，正在秉承“政治坚定、技术优
良”的办学传统，高扬“赤诚爱国、自强创业”
的精神旗帜，勠力同心，劈波斩浪，朝着部委
共建优秀高校的宏伟目标昂首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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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弄潮逐浪行 风劲帆满向未来
哈尔滨医科大学培育高质量医学人才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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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雪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九十载栉风沐雨，哈尔滨医科大
学满载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无限的创造活力，传承伍连德博士“赤
诚爱国、自强创业”的精神，发扬中国工农红军卫校“政治坚定、技
术优良”的光荣传统,师生携手走过辉煌的发展里程。

如今，一代代哈医大人用满腔的热血豪情和坚实的奋斗足
迹，担负起发展龙江医学教育事业的神圣使命，学海弄潮逐浪行，
风劲帆满向未来……

全面实施人才强校、特色发展、开放合作；加快建设以医学为
主，多学科协调发展；教学、科研、医疗并重。多年来，学校科研立
项的数量与层次大幅提升，科研成果获奖数目显著增加，研究质
量持续提高，转化途径日益拓宽，服务经济社会的能力和意识不
断增强，创新平台和团队建设取得全新突破，科研管理体系不断
完善，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打
造出一批批高质量的医学专业人才。

如果说人才培养是医学发展的根基，那么办学质量
则是衡量高校综合实力的根本准则。

2015年，哈医大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231名、硕士
研究生 1401名，在职申请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128 名，公共卫生硕士（MPH）49 名，普通教育招生 1650
名，成人教育招生 1000名，留学生 147名。

新增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积极申报医学信息工程和
儿科学专业。组织申报麻醉学、医学影像学、预防医学、
药学、医学影像技术、临床医学、精神医学等专业规划教
材主编 33人次，副主编 79人次，编者 103人次。

推进形态学实验教学改革，开展理论与实验一体化
教学；制订临床医学专业（“5+3”一体化）、基础医学专业
（“5+2”本硕连续培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增设创新创业课程、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专题
辅导课程；引进 6门网络在线选修课程，教学效果良好。

获批国家级药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医学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获第六届全国医学院校临床技能竞赛全

国总决赛二等奖、莫斯科国际“医学生奥林匹克金色技能
大赛”银奖、“口腔奥林匹克竞赛”个人全能一等奖、首届全
国护理技能大赛一等奖、第四届全国医药院校实验技能竞
赛一等奖、第十四届全国“挑战杯”竞赛三等奖、数学建模
竞赛国际三等奖各1项；获省首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学校成立创新
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制订《创新创业教育实施方案》并
组织实施；加强创新创业平台与孵化基地建设。

接受省政府教育督导室的学风建设专项督导，完成
《学风建设自评报告》和学风建设评估的佐证材料准备，
迎评工作和材料准备受到专家组的一致好评。与中国人
民解放军医学院（301医院）共建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

近年来，哈医大不断提升社会服务水平，展示出哈医
大人拳拳的亲民、爱民、利民心。特别是 2016年初以来，
哈尔滨医科大学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工
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响应省委关于扶贫开发工
作实施意见，认真谋划，统筹安排，调动各种医疗资源，采

取有力措施，通过医疗精准扶贫到县、扶贫到户来破解我
省贫困地区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以精准医疗
扶贫帮助贫困户早日脱贫, 助力龙江发展。

哈医大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整合医疗资源，通过人
才扶贫、医疗扶贫、资金投入及精准扶贫到县、扶贫到户等方
式，与对接贫困县建立长期联系，针对贫困县具体情况制定
医疗扶贫措施，做到有的放矢。附属一院、二院、三院、四院
医学专家队伍分别到了明水县、青冈县、龙江县、泰来县，另
外研究生学院的博士团到了兰西县，民主党派“同心团”到了
巴彦县。6个医疗队伍100余名专家，分别在贫困县为百姓
咨询、义诊、健康知识宣传，对当地医疗技术人员培训。特别
是专家们深入到贫困户家中，对因病致贫的病人进行治疗，
提出合理治疗方案，有的医院还采取了减免措施。专家所到
之处，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在寒冷的冬天专家们给贫困
县送去了健康，给因病致贫的贫困户也送去了希望。医大四
院还对泰来县各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开展短期或长期的培
训工作，进行“一对一师”的专人带教制度。

倾力深化教学改革顶层设计 续写增强社会服务能力新篇

在第五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大会
上，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科技部联合表彰了 96个“专业技术人才先进
集体”和 99名“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哈尔滨
医科大学杨宝峰院士带领的药理学团队获得全国
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

早在 2011年，哈尔滨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室
就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评选为国家创新研究群
体，实现了东北三省医学院校零的突破。而今，该
团队已跻身国家重点学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创新群体项目承担单位，正在开始一段新的科研
里程。

回首艰难的奋斗历程，学科带头人杨宝峰院
士感慨良多：“要想在学术上、专业领域里有所斩
获，关键离不开两点，一是团队的紧密合作，二是
每个人的努力拼搏。”

近年来，聚集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药理学教研
室麾下的三十余位成员中，90%拥有博士学位，三
分之二为留学归国人员，不仅有多名博士生导师，
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学者等。目前，该团队
拥有多个用于重大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和药物研发
的高水平实验室，摘取了一个个骄人的奖项和成
果。

哈尔滨医科大学药理学科创建于 1938 年，
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7年与中国医学
科学院联合招收博士生，同年成为国家临床药理
学博士后工作站；2003年成为我省重点实验室，同
年成为科技部与黑龙江共建生物医药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心衰、心律失常、高血压等重大心血管疾病，
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基于这些疾病的危害和
发病机制不清的问题，多年来，药理学团队聚焦于
重点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致力于重大心脏疾病发病和防治基础研究；
心肌肥厚发生机制及防治措施研究和血管损伤及
修复机制研究等，经过多年努力，药理学团队视创
新为生命，先后发现了微小核苷酸是心律失常及
心源性猝死的重要调质；发现B受体阻断剂普萘
洛尔、美托洛尔很可能是通过抑制了 Β 受
体-CAMP-PKA信号传导通路，调节了异常升高
的微小核苷酸，进而发挥抗心律失常作用。对此，
国际著名生理学家认为，“这一发现为研究心律失
常和猝死相关的新分子信号通路迈出了令人兴奋
的一步，是医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突破，为心源性猝
死的防治带来了希望。”

他们还发现了“抑制 BMP4可以抑制压力负
荷诱导的病理性心肌肥厚”，该发现为心肌肥厚和
心衰的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高血压》杂志
编委会按照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和人群调查三个
类别评选出 2013年度最高水平研究论文，此举显
著提升了我国在高血压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影响
力。

如果说高校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那么高校
科研队伍就是人才的“储水池”，他们以忘我的工
作热情，助推着祖国医药事业阔步前行。

过去一年，学校共获各级各类科研课题 558
项，资助经费近 1.345亿元。其中有“973”首席科
学家计划项目、国家青年拔尖人才及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149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资助率
由 21.1%上升为 22.4%。共获得各级各类科技奖励
125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奖自然奖一等奖
1项，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三等奖各 1项，黑龙

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项、张亭栋教授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
及第六届中国中医科学院唐氏中医药发展奖—中药研究奖、夏求
明教授获中国器官移植“杰出贡献奖”、周晋教授获第十届“吴阶平
—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李殿俊教授获中国免疫学杰出学者
奖。任晓平教授的异体头身重建术研究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关注，
刘冰榕教授的经直肠入路纯NOTES保胆手术获全球内镜手术视
频大赛第一名。

科研论文数量、质量显著提升。2015年学校共发表论文 2599
篇，其中全国性学术刊物发表 1279篇，发表 SCI论文 1011篇，影响
因子 5.0以上 SCI论文 100篇，其中 10.0以上 SCI论文 3篇。撰写科
技论著 34部。

重点实验室建设成效显著。肝脾外科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建设项目顺利通过教育部专家组验收；黑龙江省生物医药工
程重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培育基地通过验收。博士
后进站 127 人，出站 83 人。获各级各类博士后经费资助 1524.84
万。在全国博士后制度实施三十周年评估工作中，药学、生物学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获评优秀。

学术氛围愈加浓厚。学校先后成功举办了“中国工程院咨询
研究重点项目启动会”、“伍连德研究所成立大会”等国际学术会
议，邀请巴德年院士、樊代明院士、高福院士、陈肇隆院士等国内外
知名专家来校讲学，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思想，严谨求实的科学态
度，让广大师生获益匪浅。

此外，获得专利授权59项，其中发明专利36项，实用新型23项。
分别参加北京科博会、中国深圳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黑龙江科
技成果招商对接会等展会，共展出科研成果20余项。获黑龙江省第
三届“知识产权杯”高校发明创新竞赛获二等奖2项，三等奖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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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杨宝峰院士带领团队成员进行实验。

获批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和黑龙江省政府共建医科大学建设启动会。

专家深入到巴彦县开展精准扶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