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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医学高等教育检验医学专业
学生论文发表情况调查
谢而付袁蒋

理袁王 芳袁黄珮珺袁潘世扬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医学检验系袁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学部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医学论文写作和发表是衡量成人医学教育学生是否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遥 采

用匿名问卷调查的形式袁 对 苑愿 名 圆园园怨 级成人医学高等教育检验医学专业学生在临床工作中论文
发表情况进行调查袁发现已经发表论文的学生比例为 圆愿援圆豫渊圆圆 辕 苑愿冤遥 未发表论文的主要原因是不
知道如何书写遥 成人检验医学教育学生论文发表率较低袁需要在授课过程中进行这方面的培训遥 在
已发表论文的 圆圆 名学生中袁工作年限为 缘耀圆园 年袁平均 员缘援源 年遥 此外袁有 苑源援源豫渊缘愿 辕 苑愿冤的学生近五
年有发表论文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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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医学高等教育是中国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

因此袁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针对成人检验医学教

组成部分袁是普通全日制医学高等教育的补充袁也是

育专业学生在临床工作中的论文发表情况袁 为课堂

医务工作者参与继续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袁为学生

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

学历提高和专业知识的更新及能力提高做出了较大

养袁以增加授课形式的多样化遥

贡献 咱员暂遥 成人医学高等教育根据专业不同又可分为
临床医学尧护理学尧检验医学和影像医学等专业遥

目前袁接受成人检验医学高等教育的学生大多
为从业人员袁有相对固定的工作袁已经经过中专或专
科阶段的学习袁初步具备相应的检验医学基础理论尧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袁大多数在医疗单位从事一线

一尧 调查对象与方法
渊一冤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对象为南京医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检验
医学专业专科起点本科班就读的 圆园园怨 级 苑愿 名学生遥
渊二冤 调查方法

临床工作袁拥有一定的实践经验遥 而长期以来袁对于

采用匿名问卷调查的形式袁 对学生的年龄尧性

成人检验医学高等教育形式主要局限于课堂的书本

别尧获得专科文凭的年限尧供职医疗单位的性质尧单

知识讲解以及后续的用以评估学生学习效果的闭卷

位级别尧发表论文数目尧论文形式尧发表论文的期刊

考试 遥 成人医学教育野专升本冶毕业后可以授予学士

等级袁以及至今未发表论文的原因等因素进行调查遥

咱圆暂

学位袁 学生应该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 遥
咱猿暂

二尧 结 果

而论文写作和发表是对成人医学教育学生是否具有
科研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袁同时也是医务
工作者进行职称晋升的要求遥 此外袁论文发表也是
衡量医院业务水平的重要标准 咱源暂遥 对于成人医学教
育学生的论文发表情况的研究袁目前尚没有报道遥

渊一冤 学生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见表 员袁学生的年龄为 圆猿耀源园 岁袁平均年

龄 圆愿援源 岁袁拿到专科学历的年限为 圆耀员源 年袁平均 源援猿
年袁工作年限为 圆耀圆园 年袁平均为 苑援员 年遥 苑愿 名学生中袁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医学检验学基础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项目渊允载圆圆圆圆苑园园苑员冤曰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 圆园员园 年度医学教育立

项课题渊允载圆圆圆圆园员园圆圆冤曰南京医科大学野十一五冶教育教学研究课题渊晕再圆圆圆圆园员员园员苑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怨原员园

作者简介院谢而付渊员怨苑愿原 冤袁女袁安徽定远人袁讲师袁医学硕士曰潘世扬渊员怨远源原 冤袁男袁江苏射阳人袁教授袁研究方向为检验医学

教育袁通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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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愿圆援员豫渊远源 辕 苑愿冤供职于公立医疗机构袁有远圆援缘豫渊源园 辕
远源冤供职于基层医疗机构渊民营医院和公司未计入冤遥
基本情况

表员

学生基本信息表

性别

发表的比例较小袁 在基层医院工作年限短的职工发
表论文难度较大遥 近五年有发表论文需求的比例为
苑源援源豫渊缘愿 辕 苑愿冤袁说明许多学生都有为了晋升职称而
发表论文的迫切需求遥因为有论文发表的需求袁所以

人数

大部分学生选择了无所谓哪个专业和临床基础检验

男
女

员远
远圆

中级
初级渊师冤
初级渊士冤

员圆
员愿
源愿

新的检测技术较少遥

缘圆
园愿
园源
员员
园猿

渊员愿 辕 圆圆冤 的学生认为成功发表的原因在于晋升职称

职称

供职单位性质
公立医院
疾病控制中心
其他公立医疗机构
民营医院
试剂或仪器公司
供职公立单位等级
省级
市级
区县级
镇与街道
从事检验亚专业
微生物学检验
免疫学检验
临床基础检验
生物化学与分子检验
血液与细胞学检验
几乎检验科亚专业都涉及

领域进行论文发表袁 这也符合基层医院医学检验科
工作的现状袁大部分为一些常规的检测项目袁而一些
渊三冤 论文发表与未发表原因分析
进一步对已发表论文和未发表论文的学生进行
原因调查分析袁在成功发表论文的学生中袁有 愿员援愿豫
的要求遥 而在未发表论文的学生中袁 有 缘苑援员豫渊猿圆 辕

缘远冤的学生认为论文写作太难袁不知道如何下笔袁有
猿圆援员豫渊员愿 辕 缘远冤的学生认为袁虽然晋升职称需求袁但
是自己还没有到晋升职称的时间遥

园远
员愿
圆员
员怨

三尧讨

论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袁 成人高等教育
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袁 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和地位日渐明显遥 成人医学高等教育是我

园远
园远
圆远
园远
园圆
猿圆

国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随着终身教育体
系的构建和学习型社会的逐步建立袁 对医学从业人
员的要求也随之提高袁 成人医学高等教育越来越多
地受到重视 咱缘暂遥 成人医学高等教育中的检验医学专
业旨在提高中专起点或者专科起点的检验医学从业

渊二冤 论文发表情况

人员的基础理论尧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袁学生主要为

对学生的论文发表情况进行统计袁见表 圆遥 已经

学历相对较低的基层检验医学从业人员袁 同时也为

论文的 圆圆 名学生中袁 工作年限为 缘耀圆园 年袁 平 均

成人检验医学高等教育授课的对象大部分来自

发表过论文的学生比例为 圆愿援圆豫渊圆圆 辕 苑愿冤遥 在已发表

他们知识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遥

员缘援源 年袁参加工作时间较短的医务工作者中有论文

各级基层医院袁尽管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单位的

表 圆 继续教学学院检验医学专业学生论文发表情况调查表

法的训练袁缺乏基础与临床科研的实践活动遥 而目前

发表论文情况
是否发表过论文
是
否
近五年内有无发表医学论文需求
有
无
想在哪个亚专业发表论文
微生物
免疫
临床基础检验
生化与分子
血液与细胞学
无所谓哪个亚专业

人数
圆圆
缘远
缘愿
圆园
园员
园猿
圆圆
园苑
园员
源源

骨干袁但这些学生几乎没有接受过医学科研理论和方
成人教育只是局限于给定参考教材的课堂教学袁对于
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创新思维的提高效果不明显遥 医学
论文是对医学领域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袁 经过分析尧论
证尧推测尧总结后得出的文章咱远暂遥 通过对成人高等教育
中的检验医学专业的学生进行论文发表情况的调查统
计袁可以初步了解他们的医学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遥
本 次 的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袁苑愿 名 学 生 中 有 愿圆援员豫

渊远源 辕 苑愿冤供职于公立医疗机构袁 远圆援缘豫渊源园 辕 远源冤供职

于基层医疗机构渊民营医院和公司未计入冤袁与其他
研究调查成人高等医学教育专业学生来源于基层结
果相近 咱苑暂遥 因为基层医院接受到检验医学方面新理
论和新检验检测方法机会相对较少袁 增加了他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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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论文的难度遥 本次调查中已经发表过论文的学生
比例为 圆愿援圆豫渊圆圆 辕 苑愿冤袁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遥 发表论

窑愿缘窑

提高学生写作水平遥
我们提倡各位授课老师在上课时袁 理论课讲授

文的 圆圆 名学生的工作年限为 缘耀圆园 年袁 平均 员缘援源

结束后袁讲解一些关于论文写作方面的知识袁对学生

年袁说明虽然发表论文难度很大袁但是通过在实践中

灌输一些科研思维袁 同时选用可能在临床检验工作

不断的积累还是可以发表论文的遥 此外袁近五年有

中可以写作论文的方向袁让学生自己去总结和实践袁

发表论文需求的百分比为 苑源援源豫渊缘愿 辕 苑愿冤袁说明许多

还可以对已经发表的论文进行讲解袁 通过这一系列

学生都为了晋升职称而有发表论文的迫切需要遥 因

教学手段可能会对学生发表论文有所帮助遥

为有论文发表的需求袁所以大部分学生选择了无所
谓哪个专业发表和临床基础检验专业发表袁这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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