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申请编号：

医药学研究生教育成果奖申请书

（研究类教育）

成果名称：

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公共卫生硕士（MPH）

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成果完成人：

胡志斌，陈峰，周建伟，高素琴，沈洪

兵，朱凤才，顾爱华，王建明，周明浩，

朱宝立，夏彦恺，马红霞，仝娜，赵丽

萍

成果完成单位（盖章）：南京医科大学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部门：江苏省教育厅

推荐单位（或三位委员）：南京医科大学

成果起止时间：2002 年 12 月- 2017 年 7 月

申请时间：2017 年 8 月 31 日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医药科工作委员会制



填表说明

1．申请编号由秘书处统一填写

2．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5个汉字

3．成果曾获奖情况不包含商业性奖励

4．成果起止时间指实践检验时间

5．申请书用 A4 双面打印，正文内容应不小于四号字。需签

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



一、成果简介（2000字）

1.开展研究的主要动因，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2.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3.创新点

4.成果应用、推广及贡献

1.开展研究的动因，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公共卫生硕士（MPH）最早起源于美国，旨在为卫生部门培养

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其培养目标是：一要“专”，

二要“需”，即既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又具有岗位胜任力，要掌握

公共卫生的管理方法和技能，能独立从事公共卫生的现场工作，能

结合公共卫生实际发现问题，并运用所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起

步较晚，2001年国务院制定了《公共卫生专业学位试行办法》，2002

年开始在包括我校在内的 22所院校开展首批试点工作。经过十余年

的发展，目前已有近 60个高校开展了MPH专业学位教育，但仍缺

乏统一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考核标准。同时，MPH教育实践过

程暴露出诸多问题，如自然、人文、管理等跨学科的课程较少、实

践能力培养落实不到位、导师水平参差不齐、培养质量保障体系不

完善等。教育理念、目标定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法、

评估指标等唯有改革创新，才能承载人类健康与社会发展所赋予的

历史使命。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如下：

 创新培养模式：既往MPH教育中存在“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狭窄、

公共卫生实践能力较差、职业素养和服务意识淡薄”等问题，因此

我们拟提出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专业知识－实践能力－职业素

养三方面融为一体的现代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优化课程设置：传统MPH教学中存在“课程单一、内容陈旧、弱

化实践、轻视人文”等问题，因此为适应新形势下公共卫生事业发

展的需要，需进行课程设置的优化。

 改进教学方法：过去的MPH教育通常以教师为中心、以讲授书

本知识为主要手段、以理论考试为最终目的，因此需通过改进教

学方法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使MPH教学的组织形式从以

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导师的带教能力是保障公共卫生硕士教育质

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亟需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导师的教学水平和对

公共卫生实际工作的认识程度，解决教师知识结构单一，实践经

验不足等问题。

2．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课题组经多年探索和实践，提出了新形势下符合我国国情的现

代MPH教育理念，即“以职业胜任力为导向，促进专业知识、工作

能力和职业素养全面协调发展”，重新定位专业学位人才培养目标，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强化公共卫生实践，

营造良好育人环境。具体方法包括：



 创新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提出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

的专业知识－实践能力－职业素养三方面融为一体的现代公共卫

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坚实专业基础以及全面职业素养

的实用型、复合型人才。

 优化课程设置，完善学生知识结构：围绕学科前沿，以亟需解决

的公共卫生问题为中心，以拓宽学生知识面为目的，合理增加人

文课程，更新教学内容；改革理论授课，分层次、分类型教学，

根据每届学生的来源，有针对性的调整课程，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增加公共卫生实践及公共卫生讲座等有针对性的实践能力培养课

程；实践总课时比改革前提高了60%，医学人文课程较改革前增

加了一倍，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

 改革教学方法，完善学生认知结构：紧密围绕岗位胜任力为导向

的教学理念，充分利用学生的职业背景，以案例讨论、现场教学、

文献导入式教学方法为主，增加学生的教学参与程度，锻炼学生

的思辨能力；同时结合公共卫生专业学位学生的特点，与公共卫

生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等密切联系，联合带教，增加学生参与公

共卫生实践的机会；实施“双导师制”，增加实践能力考核环节，

从而真正实现知识、技能和胜任力的全面培养。

 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学生专业水平：通过导师培训班规范带

教过程；通过学术交流与讨论、学校导师与现场导师联合申请科

研课题来提升现场导师的科研水平，通过国际国内交流及教学培

训开阔导师的视野。年轻导师通过与现场导师共同带教，增加了



他们参与公共卫生实际工作的机会，提高他们对公共卫生实际工

作的认识程度，促进现场导师与学校导师全方位合作，达到互相

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

 完善质量保障体系，确保培养模式顺利实施：建立科学、规范的

管理制度、考核方法、评估体系和投入机制；利用网络资源，建

立了一套公共卫生硕士（MPH）过程管理系统，实现学生、导师

及管理人员的全方位互动和交流；以提高培养质量为目的，完善

包括培养系统、质量评价系统、质量控制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的

质量保障体系。同时，构建质量评估体系，设计质量评价问卷，

建立毕业生岗位胜任能力追踪调查机制，反馈培养质量。

3．创新点

 培养模式创新：新提出的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专业知识－实践

能力－职业素养三方面融为一体的现代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更加贴近国家对公共卫生人才的需求，更加符合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育理念，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

 课程体系创新：注重推行和实践课程体系改革，注重学生综合能

力的培养。创新的课程体系有效增加了学生接触社会和公共卫生

实践的机会，达到完善知识结构的目的，增强了学生专业理论水

平和综合业务能力。

 培养要求创新：对教师和导师提出更高层次要求，通过多种形式

的培训和交流，全面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促进知识结构多元化；

实施“双导师制”，充分利用公共卫生学院优质教师资源和公共卫



生与预防医学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实现现场导师与

学校导师的优势互补，科学有效的提高了公共卫生专业学位学生

的培养质量。

4．成果应用、推广及贡献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近年来，我校应用型公共卫生硕士（MPH）

研究生培养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已有 800余名研究生获得公共卫

生硕士学位，培养质量受到领域内同行和用人单位的肯定以及社

会的认可，并且 50%以上的毕业生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和重点培

养对象，为我国公共卫生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做出显著贡献。

 社会声誉日渐提升：报考我校公共卫生硕士（MPH）的考生数量

和质量一直保持在全国各试点单位的前列；在学员中，26%来源

于医院、25%来源于疾病控制中心、17%来源于高校、10%来源于

妇幼卫生系统、9%来源于卫生监督所、还有 13%来源于其他。全

国 20余家公共卫生学院来访学习交流，详细了解了我校的培养情

况，并就我校的培养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多次承办公共卫生会

议，与来自全国不同高校的老师进行MPH培养经验的交流。

 教学质量工程成果丰硕：近年来先后承担“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

等省级教改课题 3项，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MPH相关教学论文 5

篇，参与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江苏省教学成果奖等。此外，

基于MPH多年来的培养实践和经验，从 2017年起开展招收国际

MPH。



二、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1 )完成人

姓名
胡志斌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 年 4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
专业技术

职称
教授

联系电话 025-86868440
现任党

政职务
副校长

电子信箱 zhibin_hu@njmu.edu.cn 邮政编码 211166

通讯地址 南京市天元东路 818 号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2015 年，树兰医学青年奖

2015 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第 6 完成人）

2015 年，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第 7完成人）

2015 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第 1完成人）

2014 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4 年，教育部高校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 2完成人）

201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 9 完成人）

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 3 完成人）

2013 年，江苏省特聘教授

2013 年，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01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012 年，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2012 年，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 计划)青年项目首席科学家

2011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11 年，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第二层次）

2009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第 2 完成人）

2009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08 年，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第 2完成人）

2008 年，教育部高校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 2完成人）



主

要

贡

献

1、参与课题策划、组织和实施。担任公卫学院院长及副院长期间，积极推进教学管理

工作，倡导并推进 MPH 教育教学改革，重新梳理研究生课程、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进行教学改革等。

2、积极参与流行病学一线教学工作，还组织开设了《预防医学导论》、《预防医学概论》

等课程。

3、作为编委参与了人民卫生出版社《流行病学》（第 8 版）、军医出版社《流行病学》

数字化教材的编写工作。此外，还参与了专著《肿瘤分子流行病学》和《流行病学

大参考》等的编写。

4、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课题获国家

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本人签名：

年月日

注:主要完成人多于 1人时，此页可复制填写，主要完成人一般不宜超过 5人。



第(2)完成人

姓名
陈峰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 年 2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专业技术

职称
教授

联系电话 025-86868435
现任党

政职务
研究生院院长

电子信箱 dr.chenfeng@163.com 邮政编码 211166

通讯地址 南京市天元东路 818 号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201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 2 完成人）

2011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第 2 完成人）

2009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第 2 完成人）

2009 年，共同主编出版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用统计方法》

2009 年，主要成员之一获预防医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8 年，参加的预防医学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2007 年，共同主编出版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学统计学》

2007 年，主要成员之一获得预防医学国家级特色专业

2006 年，国家统计局全国统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 1 完成人)

2006 年，主持的医学统计学课程获江苏省精品课程

2005 年，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第 5 完成人）

2005 年，主编的《医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获教育部推荐研究生用书

2005 年，副主编《医学统计学》获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003 年，江苏省先进教育工作者



主

要

贡

献

1、参与课题策划、组织、实施和总结。参与本专业的培养方案修订、课程结构改革、

课程内容调整、共享平台的建设、课题调研等。

2、参与梳理教改理念、思路和措施。参与负责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工作，积极探讨

MPH 教学实践、改革教学方法等。

3、积极参与卫生统计学、医学统计学一线教学工作，推进教学改革。共同主编“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医用统计方法》、《医学统计学》教材；主编的《医用多元统

计分析方法》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材。

4、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创新教学模式，强化实践能力，提高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

教学质量”课题获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课题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本人签名：

年月日



第(3)完成人

姓名
周建伟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58 年 9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

专业技术

职称
教授

联系电话 025-86868421
现任党

政职务
无

电子信箱 jwzhou@njmu.edu.cn 邮政编码 211166

通讯地址 南京市天元东路 818 号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2014 年，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 8 完成人）

2012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一完成人）

2010 年，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

2006 年，江苏省跨世纪学术技术带头人“333 工程”中青年科技领军人

才

2006 年，江苏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

2006 年，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005 年，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2005 年，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第 1完成人）

2004 年，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第 1完成人）

2004 年，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者

主

要

贡

献

1、参与本课题策划和组织实施。

2、曾担任学院院长及研究生院院长，长期参加研究生教学改革工作；积极开展 MPH 教学

改革，策划建设学科共享平台。

3、共同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教材《预防医学综合实验》，该教材以全新的理念组

织综合实验内容，涵盖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一级学科的各二级学科，在国内同行中受到

广泛欢迎和推广使用。

本人签名：

年月日



第(4)完成人

姓名
高素琴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2 年 12 月 最后学历 本科

工作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

专业技术

职称
高级实验师

联系电话 025-86868411
现任党

政职务
无

电子信箱 yetong0528@126.com 邮政编码 211166

通讯地址 南京市天元东路 818 号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无

主

要

贡

献

1、参与完成了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MPH）培养方案及专业设置等工作。

2、参与完成了 MPH 教学模式改革与优化工作，并参与了以胜任力为导向理念的两项相关

课题的研究。

3、参与实施了导师及现场导师联合培养的导师制，为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

本人签名：

年月日



第(5)完成人

姓名
沈洪兵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4 年 5 月 最后学历 博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
专业技术

职称
教授

联系电话 025-86863179
现任党

政职务
校长

电子信箱 hbshen@njmu.edu.cn 邮政编码 211166

通讯地址 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路 818 号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2016 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2016 年，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 (第一层次)

2015 年，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第 1 完成人）

2014 年，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 1 完成人）

2014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第 1完成人）

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 2完成人）

2011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第 1完成人）

2011 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2011 年，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2011 年，江苏省先进工作者

2010 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0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第 1完成人）

2009 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2009 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09 年，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第 1完成人）

2009 年，主持获得预防医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8 年，教育部高校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 1 完成人）

2008 年，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第 1完成人）

2008 年，参加预防医学教学团队获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2007 年，负责人之一获得预防医学国家级特色专业

2007 年，负责人之一获预防医学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006 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004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主

要

贡

献

1、参与课题策划、组织并实施。负责梳理并提出“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公共卫生硕士

（MPH）”教改理念和思路。参与本专业培养方案修订、课程结构改革、课程内容调整、

共享平台的建设、课题调研等。

2、积极参与流行病学一线教学工作，推进教学改革，主持《流行病学》江苏省精品课程，

主编“十二五”和“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流行病学》（第 8、9 版）、《流行病学》

（双语）和《预防医学综合实验》教材，在整体推进实践教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教

学基地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3、主持的教改课题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和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一

等奖，主持获得《流行病学》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作为负责人之一先后获得“预防医

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9）、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2008）、国家级特色专业

（2007）、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2007）等。

本人签名：

年月日



第(6)完成人

姓名
朱凤才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5.02.12 最后学历 硕士研究生

工作单位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专业技术

职称
主任医师

联系电话 13951994867
现任党

政职务
中心副主任

电子信箱 jszfc@vip.sina.com 邮政编码 210009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鼓楼区江苏路 172 号

成果何时何地

曾受何种奖励

2017 年，江苏省科技奖一等奖（第 1 完成人）

2012 年，江苏省科技奖一等奖（第 1 完成人）

2014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第 1完成人）

2011 年，中国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第 1 完成人）

2008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第 1完成人）

2011 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第 1 完成人）

2015 年，江苏省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第 1 完成人）

2001 年，首届中华医学会科技奖二等奖（第 1 完成人）

2013 年，国家百万人才工程，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013 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12 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3 年，江苏省第四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

（第 1层次）

2010 年，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2011 年，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发展贡献奖

2014 年，中国流行病学杰出贡献奖

2003 年，江苏省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先进个人（享受省级劳动模范待遇）

2008 年，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2012 年，第十届江苏省级优秀科技工作者



2011 年，江苏省第三期“333 工程”突出贡献奖

2011 年，江苏省第四期“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2017 年，“十二五”期间“科教兴国”工程先进科研团队

主

要

贡

献

1、参与本课题策划和组织实施。参与本专业培养方案修订、课程结构改革、课程内容调

整、共享平台的建设、课题调研等。

2、长期参加研究生教学改革工作；长期担任 MPH 导师，积极开展 MPH 教学改革。

3、积极参与流行病学一线教学工作在整体推进实践教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教学基地

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与实践。

本人签名：

年月日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1）完成

单位名称
南京医科大学 主管部门 江苏省教育厅

联系人 刘继永 联系电话 025-96969227

传真 02586868409 电子信箱 bsh@njmu.edu.cn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天元东

路 818 号
邮政编码 211166

主

要

贡

献

长期以来，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树立“坚持以人为本，强调胜任力教育，培

养应用人才”的教育理念。实现“实际工作经验－理论－实践－应用”的教育目标；提

出了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的公共卫生硕士培养模式；激发了教师投身教学、开展教学研

究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创造一切条件，为学生的自主学习、自由探索、创新实践提供

了高水平平台和场所，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认知结构和能力结构，取得了显著成效，

各项质量指标均位居全国同类学科前列。

本项目实施以来，学校全方位地支持学院的各项教学改革和实践。在资源整合上，

支持学院积极探索学科重组，建立了实验教学平台、科研平台、社会服务平台三个共享

平台，为人才培养提供有利支撑；在师资队伍建设上，积极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创造条

件，落实青年教师培养和教师发展各项工程；在经费投入上，优先确保教学经费，近5

年中央和地方教学专项经费、省优势学科经费、教育部划拨经费、省教育厅划拨经费以

及我校以及学院投入用于人才培养、教学仪器设备购置、教学实验室维护、学生实验、

社会实践等经费总额达到4695万元；在政策和管理上，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和投入机制，

建立科学、规范的教学管理制度、评估体系和考核办法。

总之，学校全方位地支持、鼓励本专业的各项教育教学改革工作，并为提供了

各项条件和保障，确保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联合申请项目此页可复制填写，主要完成单位一般不宜超过 3个。



第（2）完成

单位名称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管部门

江苏省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

联系人 戎彧 联系电话 02583759465

传真 02583759406 电子信箱 Rongyu@jscdc.cn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苏路 172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主

要

贡

献

为实现本项目“实际工作经验－理论－实践－应用” 的研究目标，创新现代公共

卫生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承担公共卫生实践及公共卫生讲座等有针对性的实践能力培

养课程，增加学生参与公共卫生实践的机会。实践“双导师制”，进行实践能力考核，

真正实现知识、技能和胜任力的全面培养。推进实践教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教学

基地建设。

参与 MPH 培养方案修订、课程结构改革、课程内容调整、共享平台的建设。鼓励

中心各位专家参与 MPH 带教和 MPH 教育教学改革，为“胜任力为导向”的 MPH 教育模

式构建提供技术保障和条件支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四、推荐、评审意见

推

荐

意

见

本课题组经多年探索和实践，提出了新形势下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卫生

硕士教育理念，创新了以胜任力为导向的公共卫生硕士（MPH）培养模式，

更加贴近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对人才的需求，树立“坚持以人为本，强

调胜任力教育，培养应用人才”的教育理念，实行“双导师制”, 实现公

共卫生硕士(MPH)培养的过程管理创新,显著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素养、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明显拓展了学生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社会服务意识。

经过多年实践和检验，本成果人才培养质量和应用效果好。学生创新

能力显著提高，职业素养显著提升，岗位胜任力显著增强；成果辐射影响

大，社会声誉日渐提升，用人单位广泛认可，影响面广，为公共卫生专业

学位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模式。

推荐申报医药学研究生教育成果奖。

推荐单位公章/三位委员签字：

年月日

初

评

意

见

评审组签字：

年月日



复

评

意

见

复评答辩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月日

审

定

意

见

会长签字：

年月日

五、附件目录

附件一：成果总结（5000字）

附件二：各类证明材料（获奖证书复印件、已发表文章、专利证书复印件、

正式出版的专著、同行意见及成果应用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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