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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周纯先，王春华。程先进，江城梅。张月英，孟莉。孔刚

[摘要]目的：探讨预防医学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与毕业生就业的关系。方珐：根据预防医学专业毕业实习生的实习和就业的需

要，在省外江苏、浙江和七海(江、浙、沪)发达地区建立专业实习基地，为毕业生就业创造有利的条件。结果：预防医学专业在

上海市和江苏省等五省市的市(区)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和临床实习医院等建立了14个实习基地(涉及40个实

习单位)。连续三届毕业生就业率均为100％。毕业生在省外的就业率从2005首届28．1％上升到2007届61．1％，而其中在

江、浙、沪专业实习基地及其周边地区就业者均高达93％以上。站论：实践证明．专业实习是本科教育的重要环节，加强实习

基地建设是专业实现教学目标、教学质量的保证，也是增强专业学生综合能力、提高专业学生就业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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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unee of co璐truction practice bases for preventive medicine specialty on graduates employment

ZHOU Chun—xian，WANG Chun-hua。CHENG Xian-jin．JIANG Cheng-mei，ZHANG Yue—ying，MENG Li，KONG Gang

(Faculty of Prevent&e Medicine，&ngbu Medical College，＆，196“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construction practice bases for preventive medicine specialty with graduates

employment．Methods：According to the necessity of preventive medicine specialty students practice and employment，the specialty

practice bases was bulled in the developed area of Jiangsu。Zhejiang and Shanghai(Jiang，Zhe。Hu)for graduates employment tO create

favourabale conditions．Results：The 14 practice bases(deal with 40 practice units)of preventive medicine specialt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Shanghai，Jiangsu。et al five area(including central of disease preventive and control，sanition supervise bureau or institute and

clinical practice hospital)．The graduates employment rate Was all 100％for three years．The graduates employment rate in out Anhui

privince is going up from 28．1％of 2005 year first graduates to 61．1％of 2007 year graduates．but over 93％of graduates employment

was in the Jiang，Zhe。Hu and priphery area．Conclusions：The practice was proved that the specialty practice Was an important link for

undergraduates educmion．Not only the strenghening practice bases construction can ensure to achieve specialty education goal and

education quality，but also practice bases construction was to strenghen general ability of specialty students and to raise employment rate

of specialty graduates．

[Key words]preventive medicine；practice bases construction；graduates；employment

实践教学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莺要环节，也是提

高学生职业素质和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实习基

地建设对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

力具有重要作用，是进行实践教学的根本保障，是学

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条件⋯。

加强实习基地的建设是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

是实现办学目标的需要，是学校与社会互动的需要，

也是拓展毕业生就业渠道的需要。随着学校办学规

模的扩大，加强实习基地建设已成为当前实践教学

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2 o。实习基地建立对学生

就业会有实质性帮助。直接作用方面是实习生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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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习单位录用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因为通过实

习，用人单位可以直接考察学生，而这种直接考察在

用人单位看来比在人才市场招聘相对可靠，也促使

学生实习期间扎实肯干。I'日j接作用方面就是学生在

实习基地能力的培养，对学生来说是受益终身的，也

是走上工作岗位后，用人单位评价自己，衡量自己的

一个标尺。基于实习基地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专业

实习基地基本上都是找专业对口的单位去实习，一

些实习基地还建立了制度化的实习生管理办法，这

一点不管是对实习生还是实习基地都是非常有益

的。本文就预防医学专业实习基地建设、毕业生就

业率、专业实习基地建设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实习基

地建设存在的问题、加强实习基地建设的对策等作

一总结与探讨。

l 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和毕业生就业率

1．1 预防医学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为了保证预防

医学专业学生的毕业实习和就业的需要，目前我校

已在上海市虹口区、南汇区、杨浦区，山东省青岛市

 



黄岛区，江苏省徐州市、连云港市、扬州市、镇江市和

常州市，浙江省绍兴市、嘉兴市，安徽省马鞍山市、芜

湖市和蚌埠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和

临床实习医院等建立了14个实习基地(涉及40个

实习单位)。

1．2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 预防医学专业

2005首届和2006届、2007届毕业生就业率均为

100％；毕业生在省外的就业率从2005首届28．1％

上升到2007届61．1％，而其中在江、浙、沪专业实

习基地及其周边地区就业者均高达93％以上。

2结果

2．1 预防医学专业三届毕业生省内、外就业情况

2005届毕业生省外就业占28．1％，省内就业占

71．9％。2006届毕业生省外就业占57．1％，省内就

业占42．9％。2007届毕业生省外就业占61．1％，

省内就业占38．9％。三届毕业生省内、外就业构成

见图1。

图1 三届毕业生省内外就业分布

2．2三届毕业生就业分布2005首届57名毕业

生省内、外就业分布见表l、2，其中省外就业者中

江、浙、沪就业者占93．75％，省内就业者中市级及

以上单位就业者占51．22％。2006届56名毕业生

省内、外就业分布见表3、4，其中省外就业者中江、

浙、沪就业者占93．75％，省内就业者中市级及以上

单位就业者占54．17％。2007届54名毕业生省内、

外就业分布见表5、6，其中省外就业者中江、浙、沪

就业者占93．94％，省内就业者中市级及以上单位

就业者占61．90％。

表l 2005届毕业生省外就业分布

表2 2005届毕业生省内就业分布

表3 2006届毕业生省外就业分布

表4 2006届毕业生省内就业分布

表5 2007届毕业生省外就业分布

表6 2007届毕业生省内就业分布

3讨论

3．1 专业实习基地建设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3．1．L建设实习基地是专业实现教学目标、教学质

量的保证‘1’31。“实践性强”是预防医学专业的一大

 



特点，一定程度上讲，专业学生的职业素质不是

“教”出来的，而是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出来的。培养

具备专业素养与知识，能担任专业业务工作是专业

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要实现这一教学目标，必须重

视实习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实习基地为学生将所学

专业知识应用于实践提供了机会，而且也是对专业

教学质量的检验。建立实习基地是高校与实习带教

单位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学校对

教学效果进行定位观察，对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从而积累经验、总结教

训。实习基地的建立不仅能够促进学校在办学方

向、教育教学等方面的调整，也能有效地指明今后教

学的改革方向。

3．1．2建设实习基地是增强专业学生综合能力、提

高专业学生就业率的有效途径一J。预防医学专业

对学生实践能力要求较高，而这种能力是无法仅仅

通过课堂教学实现的，学生必须在不断的实践经验

积累过程中逐步提高。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一个良

好的综合实践场所，实习基地一般都具有在专业科

室设置、现代管理、专业技术人员结构、教育职能等

环节上，具有较强的整体实力，能够高质量的完成实

习教学任务，达到国内同类同级先进实习基地的水

平。学生能在真实的环境中实践、学习和体验，培养

自身从事工作的能力，实习基地里德才兼备的资深

专业技术人员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学习专业技能，更

会身体力行、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使其从一开始就

养成良好的职业素质。同时，实习基地建设有利于

专业学生顺利就业。对专业学生而言，工作经验就

是最大的就业砝码，大多数单位都青睐有从业经验

的毕业生，因此专业学生应充分利用好在实习基地

的学习机会，增强专业综合能力，为顺利就业奠定坚

实的基础。

‘3．1．3建设实习基地对促进实习基地自身建设也

具有重要作用。实习基地可以依托高校的师资和科

研能力，为自身的发展提供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和指

导，提高单位的管理水平，促进长远发展。而且通过

接收受过相关专业知识熏陶的专业学生实习，一方

面勿需花费人力投资就可以壮大队伍，另一方面也

方便选拔后备人才。从整个行业来看实习单位接

受、培养实习生对于行业长久发展、行业从业人员素

质的整体不断提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把实习生

制度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来抓，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

可以成为自身建设的内容之一。

3．2 当前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1

3．2．1 缺乏权责分明、长期有效、有资金保障的专

业实习生实习制度。第一，是学校重视程度不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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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把专业实习基地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第二，

少数实习基地没有把接待实习生的任务确定为常规

工作，视接收实习生为负担，再加上实习人数不断增

多，怕实习生“惹事”等；有的对接收的实习生“放任

自流”，实习指导老师由于自身任务以及带实习生

费用等问题，积极性往往不高。第三，高校对专业实

习基地建设也缺乏政策性支持，专项经费投入不足；

很多学校由于对专业自身投入的实习经费也不足或

不到位，不能切实满足实习基地建设的需求。

3．2．2缺乏稳定的互利互惠机制，实习基地积极性

不高。现行实习基地建设体制并没有使接收单位受

益，没有享受到政府以及学校的优惠政策，因此对实

习基地建设兴趣不大，学校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尤其

是非名校的实习基地建设往往是靠相关专业的领

导、教师等关系来进行联系，日积月累逐渐变成双方

的一种负担。高校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的优势在实

习基地建设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3．2．3实习生的思想准备不足，积极性易受挫。专

业学生大多存有“幻想”，往往沉浸在“天之骄子”的

美好憧憬之中，认为所到之处必然受人尊敬、欢迎，

却没看到专业日常工作的艰辛与不易，在真正进入

单位实习时发现理想与现实距离较远，再加上实习

生通常被指派做一些“鸡毛蒜皮”的日常工作琐碎

事务，到基层单位时对实习生也不那么热情，使之很

快陷入“心灰意冷”的状况。有的实习生依赖性强，缺

乏学习与工作的主动性及独立思考和工作的能力等。

3．3加强专业实习基地建设的对策

3．3．1建立规范化的专业实习基地制度。学校要

与实习基地签订长期合作的实习合同，并挂牌运行，

增加双方的法律约束，明确规定双方的责任、义务，

树立责任意识。此外学校还应制定相应的实习基地

建设管理条例，对可能涉及的问题进行详细规范。

学校除了自己要投入实习基地建设基金外，还要充

分调动学校、实习基地、学生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实

习基地能够正常运转。同时，要建立科学的实习评

估体制，制定切实可行的评估标准，做到有计划、有

组织、有指导、有切实可行的考核手段，每次实习结

束都要对学校、实习基地、实习生各层面进行全面、

深入的剖析，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资后鉴，不

断改善。

3．3．2学校与实习基地之间要建立互利互惠机制

高校具备专业雄厚的科研实力和教育资源，可以

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实习基地提供相应的服务和政策

倾斜。高校可以承担实习基地专业人员的继续教

育、员工培训的任务，在研究生招生上给予优先录

取。可以定期免费接收进修人员，学校主办的学术

 



刊物可优先发表实习基地专业人员的稿件。另外，

高校在举办专业学术交流会议、申报教学科研项目

时宜积极邀请实习基地共同参与课题研究，还可以

委派教师定期到实习基地去带教实习和作学术报告

等。学校还可以考虑聘请实习基地高职称的专业技

术人员担任专业的兼职教授、副教授，为学生授课，

参加学生毕业论文答辩等。学校还可与实习基地实

行图书等优势资源共享，免费向实习基地专业人员

开放校图书馆等。

3．3．3对实习生要建立合理奖惩制度，督促其珍惜

机会、坚定意志、规范行为。学校可以考虑将实习与

常规课程一样进行严格评定，规范实习生的实习纪

律和考核标准及毕业论文的质量要求，并将实习中

出现的有违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列入校纪处分，真

正做到将实习表现、考核成绩和毕业论文的质量等

与能否顺利毕业挂钩，加大对优秀实习生的奖励尺

度。实习基地也可以通过一些奖惩机制激发实习生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于表现优秀的实习生可考虑

单位聘用，或推荐给下属单位作为招聘人员的人选

等；对于违背职业道德、行为恶劣的实习生应给予通

报批评，严格要求实习生按照本单位职工日常工作

的职业规范进行实习，使其在起点上就树立崇高的

职业道德意识。

此外，在专业实习前学校对实习生应做好充分

的实习动员工作，强调实习的重要性，讲清实习的基

本运作规则和注意事项，提醒学生对实习工作的艰

苦性要有清醒的认识，做好吃苦的准备，使其能够较

快地调整从实习中带来的心理落差。

新时期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应该

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具有坚

实的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

技能，应该在宏观思维、组织管理、宣传教育、行政执

法、信息获取与分析、突发事件的处置等方面更具优

势，具有“上医治未病”的理念，具有服务大众、无私

奉献精神的复合型人才∞J。因此，必须深刻认识

到，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在教学基地的实习，不仅仅

是知识系统的构建，而更重要的是在能力和素质的

培养。围绕新时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以“有利于人文素养、科学素养的提高，有

利于创新能力、实践能力的培养”的原则，科学合理

地制定实习计划。

3．4专业实习基地建设有利地促进了毕业生就业
3．4．1 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实践教学改革研究与实

践。按照安徽省教育厅2007年度“预防医学专业

本科实践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重点省级教学研究

课题的实施方案，重点是进一步加强专业各实习基

地的内涵建设，加强学校、系与专业各实习基地在教

学、科研、交流与服务等方面的合作。积极开展学术

活动，加强与专业实习点的学术交流，邀请专业技术

人员来系进行学术讲座；邀请专业实习点的兼职教

授、副教授来系承担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等。

选派部分青年教师到专业实习基地带教锻炼，一方

面可以培养教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另一方面

可以加强对学生实习的管理和带教，并将其纳入正

常的教学管理和考核。

3．4．2加强实习基地建设。预防医学专业从2004

年6月首届57名毕业实习生开始，就将专业实习基

地建设和有利于毕业生就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来考

虑，首次在上海市虹口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江

苏省徐州市、连云港市、扬州市和安徽省蚌埠市的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局)所和临床实习医院

等建立了6个实习基地(涉及18个实习单位)，此

后随着专业招生和毕业实习学生人数的增加，又先

后建立了上海市南汇区和杨浦区，江苏省镇江市和

常州市，浙江省绍兴市和嘉兴市，安徽省马鞍山市和

芜湖市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局)所和临

床实习医院等8个实习基地(涉及22个实习单

位)，保证了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毕业实习和就业

的需要。

3．4．3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几年来，我们以有利于

专业毕业生就业为导向，面向江、浙、沪等国内经济

发达地区，建立了专业实习基地，并有力地促进了毕

业生就业率。2005届、2006届、2007届三届毕业生

就业率均为100％，毕业生在省外的就业率从2005

首届28．1％上升到2007届61．1％，而其中在江、

浙、沪专业实习基地及其周边地区就业者均高达

93％以上。

我们的目标是进一步强化专业实习基地建设，

拓展毕业生就业渠道。计划2008年下半年在省内

外新建专业实习基地2—3个，2009年上半年再新

建实习基地2～3个，以全面解决学生专业实习的需

要，为促进毕业生就业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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