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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２０１９ 年度中国医药院校医学教育论文发表数量排名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决定ꎬ从 ２００８ 年起每年公布我国医药院校年度医学教育论文发表数量排名情况ꎬ以提高医药

院校对医学教育研究工作的重视程度ꎬ促进医学教育研究工作的开展ꎬ提高医学教育研究的水平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

育专业委员会决定ꎬ从 ２０１３ 年起ꎬ共同参加此项活动ꎮ
２０１９ 年ꎬ我国共有 １６ 种正式出版的医药教育类学术期刊ꎬ即«中华医学教育杂志»、«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医学教育研

究与实践»、«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基础医学教育»、«中医教育»、«药学教育»、«卫生职业教育»、«继续医学教育»、«中
华护理教育»、«浙江医学教育»、«中国继续医学教育»、«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中国医学教育技术»、«医学教育管理»
和«中国毕业后医学教育»ꎻ同时ꎬ«复旦教育论坛»、«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医学研究与教育»、«全科医学临床与

教育»和«中国循证医学杂志»开辟有医学教育类专栏或发表有医学教育类文章ꎮ ２０１９ 年ꎬ在这些期刊上共发表了 ６ ３７０ 篇

医学教育论文ꎮ
按照本科西医院校、中医药院校、高职高专医药院校、中等卫生学校、附属(教学)医院的类别ꎬ对上述 ２１ 种期刊发表的

６ ３７０篇医学教育论文进行了统计ꎬ２０１９ 年度我国医药院校发表医学教育论文数量的情况如下所示ꎮ
本科西医院校等 １９９ 所ꎬ共发表 ４ ２１９ 篇医学教育论文ꎬ按照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 １２０ 位的学校和论文数量分别是:
(１)锦州医科大学ꎬ２０５ 篇ꎻ(２)首都医科大学ꎬ１９８ 篇ꎻ(２)中国医科大学ꎬ１９８ 篇ꎻ(４)西安交通大学ꎬ１６８ 篇ꎻ(５)滨州医

学院ꎬ１５２ 篇ꎻ(６)徐州医科大学ꎬ１４８ 篇ꎻ(７)北京大学医学部ꎬ１２４ 篇ꎻ(８)重庆医科大学ꎬ１２２ 篇ꎻ(９)哈尔滨医科大学ꎬ１２１
篇ꎻ(１０)海军军医大学ꎬ１０６ 篇ꎻ(１１)遵义医科大学ꎬ９１ 篇ꎻ(１２)上海健康医学院ꎬ８９ 篇ꎻ(１３)中山大学ꎬ８４ 篇ꎻ(１３)昆明医科

大学ꎬ８４ 篇ꎻ(１５)南京医科大学ꎬ８２ 篇ꎻ(１６)齐齐哈尔医学院ꎬ７７ 篇ꎻ(１７)浙江大学ꎬ７６ 篇ꎻ(１８)广州医科大学ꎬ７１ 篇ꎻ(１９)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ꎬ７０ 篇ꎻ(２０)广西医科大学ꎬ６７ 篇ꎻ(２１)四川大学ꎬ６３ 篇ꎻ(２２)陆军军医大学ꎬ６２ 篇ꎻ(２３)潍坊医学院ꎬ６０
篇ꎻ(２４)济宁医学院ꎬ５７ 篇ꎻ(２５)内蒙古医科大学ꎬ５５ 篇ꎻ(２６)新疆医科大学ꎬ５４ 篇ꎻ(２７)南方医科大学ꎬ５３ 篇ꎻ(２８)福建医科

大学ꎬ５１ 篇ꎻ(２９)山西医科大学ꎬ５０ 篇ꎻ(２９)大连医科大学ꎬ５０ 篇ꎻ(３１)武汉大学ꎬ４９ 篇ꎻ(３１)空军军医大学ꎬ４９ 篇ꎻ(３３)天津

医科大学ꎬ４５ 篇ꎻ(３４)华中科技大学ꎬ４４ 篇ꎻ(３５)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ꎬ４３ 篇ꎻ(３５)温州医科大学ꎬ４３ 篇ꎻ(３７)苏州大学ꎬ４１
篇ꎻ(３７)中南大学ꎬ４１ 篇ꎻ(３９)安徽医科大学ꎬ３９ 篇ꎻ(４０)山东第一医科大学ꎬ３３ 篇ꎻ(４１)北京协和医学院ꎬ２６ 篇ꎻ(４２)山东大

学ꎬ２５ 篇ꎻ(４３)海南医学院ꎬ２４ 篇ꎻ(４４)宁夏医科大学ꎬ２３ 篇ꎻ(４５)杭州医学院ꎬ２１ 篇ꎻ(４５)蚌埠医学院ꎬ２１ 篇ꎻ(４５)石河子大

学ꎬ２１ 篇ꎻ(４８)皖南医学院ꎬ２０ 篇ꎻ(４９)广东医科大学ꎬ１９ 篇ꎻ(４９)贵州医科大学ꎬ１９ 篇ꎻ(４９)兰州大学ꎬ１９ 篇ꎻ(５２)华北理工

大学ꎬ１８ 篇ꎻ(５２)同济大学ꎬ１８ 篇ꎻ(５２)新乡医学院ꎬ１８ 篇ꎻ(５５)吉林大学ꎬ１７ 篇ꎻ(５５)吉林医药学院ꎬ１７ 篇ꎻ(５５)桂林医学

院ꎬ１７ 篇ꎻ(５８)河北医科大学ꎬ１６ 篇ꎻ(５８)牡丹江医学院ꎬ１６ 篇ꎻ(５８)川北医学院ꎬ１６ 篇ꎻ(６１)南通大学ꎬ１５ 篇ꎻ(６１)湖北医药

学院ꎬ１５ 篇ꎻ(６１)西南医科大学ꎬ１５ 篇ꎻ(６４)河北大学ꎬ１３ 篇ꎻ(６４)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ꎬ１３ 篇ꎻ(６４)厦门医学院ꎬ１３
篇ꎻ(６４)西安医学院ꎬ１３ 篇ꎻ(６８)佳木斯大学ꎬ１１ 篇ꎻ(６８)郑州大学ꎬ１１ 篇ꎻ(６８)河南大学ꎬ１１ 篇ꎻ(６８)平顶山学院ꎬ１１ 篇ꎻ
(６８)南华大学ꎬ１１ 篇ꎻ(６８)汕头大学ꎬ１１ 篇ꎻ(７４)大连大学ꎬ１０ 篇ꎻ(７４)杭州师范大学ꎬ１０ 篇ꎻ(７４)右江民族医学院ꎬ１０ 篇ꎻ
(７７)沈阳医学院ꎬ９ 篇ꎻ(７７)扬州大学ꎬ９ 篇ꎻ(７９)南京大学ꎬ８ 篇ꎻ(７９)青岛大学ꎬ８ 篇ꎻ(７９)长沙医学院ꎬ８ 篇ꎻ(８２)河北北方

学院ꎬ７ 篇ꎻ(８２)长治医学院ꎬ７ 篇ꎻ(８２)延边大学ꎬ７ 篇ꎻ(８２)江苏大学ꎬ７ 篇ꎻ(８２)南昌大学ꎬ７ 篇ꎻ(８２)青海大学ꎬ７ 篇ꎻ(８８)
丽水学院ꎬ６ 篇ꎻ(８８)三峡大学ꎬ６ 篇ꎻ(８８)广西科技大学ꎬ６ 篇ꎻ(８８)成都医学院ꎬ６ 篇ꎻ(９２)山西大同大学ꎬ５ 篇ꎻ(９２)赣南医

学院ꎬ５ 篇ꎻ(９２)齐鲁医药学院ꎬ５ 篇ꎻ(９２)武汉科技大学ꎬ５ 篇ꎻ(９２)湖北文理学院ꎬ５ 篇ꎻ(９２)湖南师范大学ꎬ５ 篇ꎻ(９２)湖南

医药学院ꎬ５ 篇ꎻ(９２)西藏民族大学ꎬ５ 篇ꎻ(９２)西北民族大学ꎬ５ 篇ꎻ(１０１)清华大学ꎬ４ 篇ꎻ(１０１)中国科学院大学ꎬ４ 篇ꎻ(１０１)
东南大学ꎬ４ 篇ꎻ(１０１)绍兴文理学院ꎬ４ 篇ꎻ(１０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ꎬ４ 篇ꎻ(１０１)厦门大学ꎬ４ 篇ꎻ(１０１)暨南大学ꎬ４ 篇ꎻ(１０１)
深圳大学ꎬ４ 篇ꎻ(１０１)攀枝花学院ꎬ４ 篇ꎻ(１０１)大理大学ꎬ４ 篇ꎻ(１０１)甘肃医学院ꎬ４ 篇ꎻ(１１２)承德医学院ꎬ３ 篇ꎻ(１１２)内蒙古

民族大学ꎬ３ 篇ꎻ(１１２)辽宁何氏医学院ꎬ３ 篇ꎻ(１１２)湖州师范学院ꎬ３ 篇ꎻ(１１２)山东协和学院ꎬ３ 篇ꎻ(１１２)河南科技大学ꎬ３
篇ꎻ(１１２)黄河科技学院ꎬ３ 篇ꎻ(１１２)信阳农林学院ꎬ３ 篇ꎻ(１１２)吉首大学ꎬ３ 篇ꎻ(１１２)延安大学ꎬ３ 篇ꎻ(１１２)河西学院ꎬ３ 篇ꎮ

中医药院校等 ３９ 所ꎬ共发表 ８５１ 篇医学教育论文ꎬ按照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 ３５ 位的学校和论文数量分别是:
(１)河南中医药大学ꎬ１０１ 篇ꎻ(２)北京中医药大学ꎬ９２ 篇ꎻ(３)广州中医药大学ꎬ６２ 篇ꎻ(４)上海中医药大学ꎬ５０ 篇ꎻ(５)辽

宁中医药大学ꎬ４４ 篇ꎻ(６)湖南中医药大学ꎬ４２ 篇ꎻ(７)浙江中医药大学ꎬ３９ 篇ꎻ(８)长春中医药大学ꎬ３３ 篇ꎻ(９)南京中医药大

学ꎬ３１ 篇ꎻ(９)山东中医药大学ꎬ３１ 篇ꎻ(９)广西中医药大学ꎬ３１ 篇ꎻ(１２)天津中医药大学ꎬ２９ 篇ꎻ(１３)中国药科大学ꎬ２６ 篇ꎻ
(１４)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２１ 篇ꎻ(１４)甘肃中医药大学ꎬ２１ 篇ꎻ(１６)山西中医药大学ꎬ２０ 篇ꎻ(１７)贵州中医药大学ꎬ１８
篇ꎻ(１８)安徽中医药大学ꎬ１５ 篇ꎻ(１８)陕西中医药大学ꎬ１５ 篇ꎻ(２０)湖北中医药大学ꎬ１４ 篇ꎻ(２１)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
１２ 篇ꎻ(２１)广东药科大学ꎬ１２ 篇ꎻ(２３)河北中医学院ꎬ１１ 篇ꎻ(２４)福建中医药大学ꎬ１０ 篇ꎻ(２４)云南中医药大学ꎬ１０ 篇ꎻ(２６)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ꎬ９ 篇ꎻ(２６)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９ 篇ꎻ(２６)江西中医药大学ꎬ９ 篇ꎻ(２６)成都中医药大学ꎬ９ 篇ꎻ(３０)
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ꎬ６ 篇ꎻ(３１)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４ 篇ꎻ(３２)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ꎬ３ 篇ꎻ(３２)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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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ꎬ３ 篇ꎻ(３４)江西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２ 篇ꎻ(３４)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２ 篇ꎻ(３４)广东省江门中医药学校ꎬ２ 篇ꎮ
高职高专医药院校等 １６１ 所ꎬ共发表 ８１１ 篇医学教育论文ꎬ按照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 ７０ 位的学校和论文数量分别是:
(１)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６１ 篇ꎻ(２)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ꎬ３７ 篇ꎻ(２)河南护理职业学院ꎬ３７ 篇ꎻ(４)漯河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ꎬ３５ 篇ꎻ(５)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３０ 篇ꎻ(６)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２１ 篇ꎻ(７)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ꎬ１８ 篇ꎻ
(７)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ꎬ１８ 篇ꎻ(９)甘肃卫生职业学院ꎬ１７ 篇ꎻ(１０)江苏医药职业学院ꎬ１６ 篇ꎻ(１０)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

院ꎬ１６ 篇ꎻ(１２)四川护理职业学院ꎬ１５ 篇ꎻ(１３)北京卫生职业学院ꎬ１４ 篇ꎻ(１３)菏泽医学专科学校ꎬ１４ 篇ꎻ(１３)常德职业技术

学院ꎬ１４ 篇ꎻ(１３)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１４ 篇ꎻ(１７)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ꎬ１３ 篇ꎻ(１７)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ꎬ１３ 篇ꎻ
(１９)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１２ 篇ꎻ(２０)湘潭医卫职业技术学院ꎬ１１ 篇ꎻ(２１)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１０ 篇ꎻ(２２)安
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９ 篇ꎻ(２２)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９ 篇ꎻ(２４)洛阳职业技术学院ꎬ８ 篇ꎻ(２４)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ꎬ８ 篇ꎻ(２４)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ꎬ８ 篇ꎻ(２４)铜仁职业技术学院ꎬ８ 篇ꎻ(２８)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７ 篇ꎻ(２８)江西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ꎬ７ 篇ꎻ(２８)濮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７ 篇ꎻ(２８)湖北职业技术学院ꎬ７ 篇ꎻ(２８)长沙卫生职业学院ꎬ７ 篇ꎻ(３３)江
苏护理职业学院ꎬ６ 篇ꎻ(３３)黄山职业技术学院ꎬ６ 篇ꎻ(３３)皖西卫生职业学院ꎬ６ 篇ꎻ(３３)江西卫生职业学院ꎬ６ 篇ꎻ(３３)赣南

卫生健康职业学院ꎬ６ 篇ꎻ(３３)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６ 篇ꎻ(３３)佛山科学技术学院ꎬ６ 篇ꎻ(３３)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ꎬ６
篇ꎻ(３３)毕节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６ 篇ꎻ(４２)辽宁医药职业学院ꎬ５ 篇ꎻ(４２)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５ 篇ꎻ(４２)泰州职业技术

学院ꎬ５ 篇ꎻ(４２)合肥职业技术学院ꎬ５ 篇ꎻ(４２)菏泽家政职业学院ꎬ５ 篇ꎻ(４２)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５ 篇ꎻ(４８)沧州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ꎬ４ 篇ꎻ(４８)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ꎬ４ 篇ꎻ(４８)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４ 篇ꎻ(４８)金华职业技术学院ꎬ４ 篇ꎻ
(４８)漳州卫生职业学院ꎬ４ 篇ꎻ(４８)泰山护理职业学院ꎬ４ 篇ꎻ(４８)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４ 篇ꎻ(４８)黄冈职业技术学院ꎬ４
篇ꎻ(４８)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ꎬ４ 篇ꎻ(４８)岳阳职业技术学院ꎬ４ 篇ꎻ(４８)深圳职业技术学院ꎬ４ 篇ꎻ(４８)黔南民族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ꎬ４ 篇ꎻ(４８)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ꎬ４ 篇ꎻ(６１)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３ 篇ꎻ(６１)亳州职业技术学院ꎬ３ 篇ꎻ
(６１)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３ 篇ꎻ(６１)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ꎬ３ 篇ꎻ(６１)永州职业技术学院ꎬ３ 篇ꎻ(６１)江门中医药职业学

院ꎬ３ 篇ꎻ(６１)清远职业技术学院ꎬ３ 篇ꎻ(６１)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ꎬ３ 篇ꎻ(６１)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ꎬ３ 篇ꎻ(６１)保山中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ꎬ３ 篇ꎻ(６１)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ꎬ３ 篇ꎻ(６１)咸阳职业技术学院ꎬ３ 篇ꎻ(６１)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ꎬ３ 篇ꎮ
中等卫生学校等 ８３ 所ꎬ共发表 ２２１ 篇医学教育论文ꎬ按照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 ３０ 位的学校和论文数量分别是:
(１)广东省珠海市卫生学校ꎬ１３ 篇ꎻ(２)广西桂林市卫生学校ꎬ１０ 篇ꎻ(３)广西玉林市卫生学校ꎬ９ 篇ꎻ(４)成都铁路卫生学

校ꎬ８ 篇ꎻ(５)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卫生职业技术学校ꎬ７ 篇ꎻ(６)山东省临沂卫生学校ꎬ６ 篇ꎻ(６)广东省东莞卫生学校ꎬ６ 篇ꎻ
(６)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ꎬ６ 篇ꎻ(６)广东省河源市卫生学校ꎬ６ 篇ꎻ(１０)山西省太原市卫生学校ꎬ５ 篇ꎻ(１０)浙江省桐乡市卫生

学校ꎬ５ 篇ꎻ(１０)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ꎬ５ 篇ꎻ(１０)广东省汕头市卫生学校ꎬ５ 篇ꎻ(１０)广西百色市民族卫生学校ꎬ５ 篇ꎻ(１０)甘
肃省临夏州卫生学校ꎬ５ 篇ꎻ(１６)吉林省通化市卫生学校ꎬ４ 篇ꎻ(１６)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学校ꎬ４ 篇ꎻ(１６)福建省福清卫生学

校ꎬ４ 篇ꎻ(１６)福建省龙岩卫生学校ꎬ４ 篇ꎻ(１６)江西省萍乡市卫生学校ꎬ４ 篇ꎻ(１６)广东省潮州卫生学校ꎬ４ 篇ꎻ(１６)重庆市医

药学校ꎬ４ 篇ꎻ(２３)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ꎬ３ 篇ꎻ(２３)山东省威海市卫生学校ꎬ３ 篇ꎻ(２３)河南省新乡卫生学校ꎬ３ 篇ꎻ(２３)广东

省湛江卫生学校ꎬ３ 篇ꎻ(２３)海南省卫生学校ꎬ３ 篇ꎻ(２３)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ꎬ３ 篇ꎻ(２３)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ꎬ３ 篇ꎻ(２３)甘
肃省天水市卫生学校ꎬ３ 篇ꎻ(２３)甘肃省酒泉卫生学校ꎬ３ 篇ꎮ

附属(教学)医院等 ５８３ 所ꎬ共发表 ２ ５９５ 篇医学教育论文ꎬ按照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 ２００ 位的医院和论文数量分别是:
(１)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１１０ 篇ꎻ(２)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ꎬ１００ 篇ꎻ(３)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７２

篇ꎻ(４)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ꎬ６８ 篇ꎻ(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ꎬ５７ 篇ꎻ(６)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５４ 篇ꎻ(７)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ꎬ４３ 篇ꎻ(８)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ꎬ４２ 篇ꎻ(９)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４０ 篇ꎻ(１０)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ꎬ３８
篇ꎻ(１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３２ 篇ꎻ(１２)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３１ 篇ꎻ(１３)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
２７ 篇ꎻ(１４)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ꎬ２６ 篇ꎻ(１５)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２５ 篇ꎻ(１６)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上海长海医院)ꎬ２３ 篇ꎻ(１７)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ꎬ２２ 篇ꎻ(１７)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２２ 篇ꎻ(１９)海军军医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ꎬ２１ 篇ꎻ(１９)武汉大学人民医院ꎬ２１ 篇ꎻ(１９)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２１ 篇ꎻ(２２)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ꎬ２０ 篇ꎻ(２２)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ꎬ２０ 篇ꎻ(２４)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ꎬ１９ 篇ꎻ(２４)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永川医院ꎬ１９ 篇ꎻ(２６)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ꎬ１８ 篇ꎻ(２６)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ꎬ１８ 篇ꎻ(２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协和医院ꎬ１８ 篇ꎻ(２６)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ꎬ１８ 篇ꎻ(３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ꎬ１７ 篇ꎻ(３０)空军军医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医院)ꎬ１７ 篇ꎻ(３２)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ꎬ１６ 篇ꎻ(３２)武汉大学中南医院ꎬ１６ 篇ꎻ(３２)中山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ꎬ１６ 篇ꎻ(３２)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ꎬ１６ 篇ꎻ(３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１５ 篇ꎻ
(３６)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１５ 篇ꎻ(３６)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１５ 篇ꎻ(３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ꎬ１５ 篇ꎻ(３６)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ꎬ１５ 篇ꎻ(４１)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ꎬ１４ 篇ꎻ(４１)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ꎬ
１４ 篇ꎻ(４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ꎬ１４ 篇ꎻ(４４)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ꎬ１３ 篇ꎻ(４４)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１３
篇ꎻ(４４)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ꎬ１３ 篇ꎻ(４７)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１２ 篇ꎻ(４７)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ꎬ１２ 篇ꎻ
(４９)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１１ 篇ꎻ(４９)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ꎬ１１ 篇ꎻ(５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ꎬ１０ 篇ꎻ
(５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ꎬ１０ 篇ꎻ(５１)河北大学附属医院ꎬ１０ 篇ꎻ(５１)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ꎬ１０ 篇ꎻ(５１)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ꎬ１０ 篇ꎻ(５１)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ꎬ１０ 篇ꎻ(５７)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ꎬ９ 篇ꎻ(５７)内蒙古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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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学附属医院ꎬ９ 篇ꎻ(５７)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ꎬ９ 篇ꎻ(５７)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ꎬ９ 篇ꎻ(５７)温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ꎬ９ 篇ꎻ(５７)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弋矶山医院)ꎬ９ 篇ꎻ(５７)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ꎬ９
篇ꎻ(５７)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ꎬ９ 篇ꎻ(６５)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ꎬ８ 篇ꎻ(６５)解放军总医院ꎬ８ 篇ꎻ(６５)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ꎬ８ 篇ꎻ(６５)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ꎬ８ 篇ꎻ(６５)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

院ꎬ８ 篇ꎻ(６５)南通大学附属医院ꎬ８ 篇ꎻ(６５)河南省人民医院ꎬ８ 篇ꎻ(６５)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ꎬ８ 篇ꎻ(６５)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８ 篇ꎻ(６５)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ꎬ８ 篇ꎻ(６５)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ꎬ８ 篇ꎻ(７６)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ꎬ７ 篇ꎻ(７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ꎬ７ 篇ꎻ(７６)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ꎬ７ 篇ꎻ(７６)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ꎬ７ 篇ꎻ(７６)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ꎬ７ 篇ꎻ(７６)浙江省丽水市中心医院ꎬ７ 篇ꎻ(７６)蚌
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ꎬ７ 篇ꎻ(７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ꎬ７ 篇ꎻ(７６)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桥医院)ꎬ７ 篇ꎻ(７６)空军军

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ꎬ７ 篇ꎻ(７６)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ꎬ７ 篇ꎻ(８７)中日友好医院ꎬ６ 篇ꎻ(８７)牡丹江医

学院附属红旗医院ꎬ６ 篇ꎻ(８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ꎬ６ 篇ꎻ(８７)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院ꎬ６ 篇ꎻ
(８７)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ꎬ６ 篇ꎻ(８７)中山大学附属口腔医院ꎬ６ 篇ꎻ(８７)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ꎬ６
篇ꎻ(８７)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ꎬ６ 篇ꎻ(８７)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口腔医院)ꎬ６ 篇ꎻ(９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河北医科大学口腔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

民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徐州医科大学附属淮安医

院ꎬ５ 篇ꎻ(９６)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闽东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普爱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ꎬ５ 篇ꎻ(９６)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大坪医院)ꎬ５ 篇ꎻ(１２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北京大学口腔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北京大学第五临床医学院(北京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北京大学航天临床医学院(航天

中心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河北省人民医

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

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浙江省人民医院 /杭州

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温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浙江省温州市中心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中国科学院大

学宁波华美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浙江省荣军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浙江省台州市中心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浙江省台州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山东大学齐鲁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青岛大

学附属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湖北医药学院附属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桂林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南方医

科大学南方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贵州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ꎬ４ 篇ꎻ(１２０)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

院ꎬ４ 篇ꎻ(１６４)首都医科大学延庆教学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地坛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天津市口腔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ꎬ３ 篇ꎻ
(１６４)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徐
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新华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浙江省绍兴市中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浙江省诸暨市人民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浙江省丽水市人民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安徽医

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蚌埠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南昌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
山东省潍坊市中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三峡大学附属仁和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武汉科技大学附属

孝感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湖北省孝感市中心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ꎬ３ 篇ꎻ
(１６４)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ꎬ３ 篇ꎻ
(１６４)深圳大学总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四川省人民

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兰州大学第一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兰州大学第二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甘肃省武

威肿瘤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宁夏医科大学口腔医院ꎬ３ 篇ꎻ(１６４)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ꎬ３ 篇ꎮ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ꎬ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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