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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履约现状调查分析

丁楠楠1,刘摇 峰1,赵摇 睿1,陶仪声2

[摘要]目的:通过调查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定向毕业生)的履约现状,了解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定向医学

生)免费培养政策的实施效果。 方法:通过自编问卷对蚌埠医学院 2015 届、2016 届、2017 届的定向毕业生进行调查。 结果:接
受全科医学的系统学习后,75. 18%的定向毕业生表示课程设置不够成熟,有待改革。 定向毕业生实际履约率为 86. 13% ,政
策认同度是影响意愿履约的重要因素。 6. 57%的人认为政策合理,67. 15%认为不太合理,26. 28% 的认为政策不合理。 年级

与家庭收入不同学生对政策的认同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政策认同度高的意愿履约率高于认同度低的履约率

(P <0. 01)。 而性别、生源地、家庭收入与定向医学生意愿履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规范化培训结束后,调查者

中仅有 33. 58%愿意履约服务基层。 结论:对于定向医学生的培养,高校应完善培养模式,优化课程设置,重视学生思想素质

教育;政府应加强政策宣传力度,完善招生、教育、规范化培训、就业等保障、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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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performance status
of order鄄oriented free medical graduates in rural areas

DING Nan鄄nan1,LIU Feng1,ZHAO Rui1,TAO Yi鄄sheng2

(1. Department of General Medicine,2. Department of Path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performance status of order鄄oriented free medical graduates in rural areas,and know the imple鄄
mentation effects of the policy. Methods:The order鄄oriented free medical graduates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in 2015,2016 and 2017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self鄄made questionnaire. Results:After systematic study of general medicine,the 75. 18% of order鄄oriented free
medical graduates thought that the curriculum was not mature enough,and should be reformed. The 6. 57% of graduates thought the pol鄄
icy was reasonable,the 67. 15% of graduates thought the policy was not very reasonable,and 26. 28% of graduates thought the policy
was unreasonabl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ecognition of policy in different grades and family incomes student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鄄
cant(P < 0. 01). The performance rate in students with high recognition of policy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students with low recognition of
policy(P < 0. 01),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erformance rates in different genders,origins and family incomes students were not statis鄄
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After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the 33. 58% of investigators were willing to performance. Conclusions:
For the order鄄oriented free medical graduates,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mprove the training model,optimize the curriculum,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tudents忆 thinking and quality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policies publicity,and improve
the policies of enrollment,education,standardized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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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0 年起,高等医学院校响应国家政策开展农

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 (定向医学生) 的培养工

作[1],旨在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下得去,用得

上,留得住冶的全科医疗卫生人才。 目前已培养了 3
届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毕业生(定向毕业生),毕

业后这部分医学生是否履约按照政策要求,在参加

全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束后是否能留任基层,
以切实改善基层医疗水平,缓解基层卫生人才短缺

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 蚌埠医学院作为安徽省

属医学高校,自 2010 年起连续 7 年承担安徽省定向

医学生的培养工作,本研究对蚌埠医学院 2015 届、
2016 届、2017 届定向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访谈,了
解他们在入学前、本科教育过程中和毕业后对专业、
相关政策、服务基层的一些看法。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对象 摇 以蚌埠医学院 2015 届、2016 届、2017
届共 179 名定向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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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应答 147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7 份,回收率

93. 2% 。
1. 2摇 方法摇 采用自编问卷调查法,非结构化的访谈

为辅。 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课程学习评价,意
愿履约,毕业后去向,政策认同度,规范化培训后服

务基层意愿及影响因素等。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全科医学专业课程设置、课程学习评价摇 在接

受全科医学的系统学习后,18. 25%的学生认为专业

课程设置和课程学习系统且全面;而 75. 18% 则表

示课程设置不够成熟,有待改革。
2. 2 摇 对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政策的认同度 摇
6. 57%的学生认为政策合理,67. 15% 认为不太合

理,26. 28%的认为政策不合理。 年级与家庭收入不

同学生对政策的认同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定向医学生政策认同度单因素分析[n;百分率(% )]

项目 n 合理 不太合理 不合理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77
60

8(10. 39)
1(1. 66)

52(67. 53)
40(66. 67)

17(22. 08)
19(31. 67)

5. 09 > 0. 05

年级

摇 2010 级 30 1(3. 33) 11(36. 67) 18(60. 00)

摇 2011 级 53 3(5. 66) 35(66. 04) 15(28. 30) 29. 81 < 0. 01

摇 2012 级 54 5(9. 26) 46(85. 19) 3(5. 55)

生源地

摇 城镇

摇 农村

25
112

2(8. 00)
7(6. 25)

17(68. 00)
75(66. 96)

6(24. 00)
30(26. 79)

0. 16 > 0. 05

家庭年收入 / 元

摇 < 2 800 26 2(7. 69) 15(57. 69) 9(34. 62)

摇 2 800 ~
摇 30 000 ~

37
56

4(10. 81)
2 (3. 57)

23 (62. 16)
8 (67. 86)

10(27. 03)
16(28. 57)

17. 58 < 0. 01

逸80 000 18 1(5. 56) 16(88. 88) 1(5. 56)

2. 3摇 意愿履约与毕业后实际履约情况摇 被调查对

象中,意愿履约的有 96 人(70. 07% ),考虑意愿履

约与性别、生源地、家庭经济状况、政策认同度因素

有关,单因素分析发现,政策认同度高的意愿履约率

高于认同度低的履约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而性别、生源地、家庭收入与定向医学生意

愿履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2)。
摇 摇 毕业后实际有118人履约,目前正在参加全科

表 2摇 定向医学生意愿履约情况分析[n;百分率(% )]

项目 愿意人数 不愿意人数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53(68. 83)
43(71. 67)

24(31. 17)
17(28. 33)

0. 13 > 0. 05

生源地

摇 城镇

摇 农村

79(70. 54)
17(68. 00)

33(29. 46)
8(32. 00)

0. 06 > 0. 05

家庭年收入 / 元

摇 < 2 800 22(84. 62) 4(15. 38)

摇 2 800 ~
摇 30 000 ~

27(72. 97)
37(66. 07)

10(27. 03)
19(33. 93)

5. 01 > 0. 05

摇 逸80 000 10(55. 56) 8(44. 44)

政策认同度

摇 合理 摇 9 (100) 摇 摇 0(0)

摇 不太合理 72(78. 26) 20(21. 74) 20. 64 < 0. 01

摇 不合理 15(41. 67) 21(58. 33)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5 人违约后考研读研;6 人违

约后至外地行医;8 人转行从事其他行业。 履约率

86. 13% ,违约率 13. 97% 。
2. 4摇 规范化培训后履约意愿及影响因素摇 规范化

培训 后, 调 查 者 中 愿 意 履 约 服 务 基 层 的 只 有

33. 58% ,意愿履约率明显低于毕业后的实际履约率

(86. 13% )。 履约到基层工作,最担心的问题及希

望得到的支持具体见表 3。

表 3摇 规范化培训后履约意愿及影响因素[n;百分率(% )]

项目 构成比

规范化培训结束后履约意愿

摇 非常愿意 11(8. 03)

摇 愿意 35(25. 55)

摇 无所谓 21(15. 33)

摇 不愿意 70(51. 09)

到基层工作最担心的问题

摇 事业发展前景 76(55. 47)

摇 经济收入 50(36. 50)

摇 工作环境 5(3. 65)

摇 个人婚姻问题 4(2. 92)

摇 生活环境 1(0. 73)

摇 其他 1(0. 73)

履约基层希望获得的支持

摇 提高工资待遇 132(96. 35)

摇 服务期满后的流动支持 107(78. 10)

摇 进修、培训方面的支持 102(74. 45)

摇 职称晋升的政策倾斜 97(70. 80)

摇 提供周转房等生活方面的支持 93(6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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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摇 讨论

摇 摇 本研究所调查的蚌埠医学院 2015 届、2016 届、
2017 届 137 名定向医学生毕业后实际履约率为

86. 13% ,与杨丽等[2] 报道的四川省 160 名 2015 届

定向医学生毕业时现实履约率 83. 1%相近,但低于

张超等[3] 报道的 2015 届 305 名定向毕业生的履约

率 99. 3% 。 通过比较我们看到不同地区定向毕业

生的履约率存在差异,政策了解度认同度是影响履

约的重要因素。 本文被调查的 137 名定向毕业生之

所以选择定向医学生培养主要是考虑家庭经济因

素,而志愿服务基层的人很少,表明起初定向生服务

基层的信念不足,对定向医学生培养的相关政策了

解不充分,因此各级招考部门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电
视电台、报刊杂志等各种媒体的作用,加大定向医学

生招生工作宣传力度,督促中学开展多种形式的政

策宣传解读,让考生和社会充分了解党和政府面向

农村实施专项计划的重要意义。 本调查显示,经全

科医学系统学习后,不同年级定向生政策认同度不

同,2011 级定向医学生对政策的认同度要高于 2010
级,2012 级高于 2011 级,表明我校全科医学专业对

定向医学生开展的政策解读、专业认知教育取得了

成效,所以高校在定向医学生的培养中,必须重视对

定向医学生的政策宣传、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认知

教育[4],促使学生形成志愿服务基层的荣誉感和责

任感,成为真正“下得去冶的基层医疗人才。
我国目前定向医学生的招生计划由各省结合当

地需求制定,招收农村生源,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

县生源。 本次调查的定向毕业生,农村生源达

81. 75% ,农村生源毕业后实际履约率为 84. 68% ,
城镇生源实际履约率为 96% ,与范文燕等[5] 对江西

省定向医学生城市生源与农村生源意愿履约率的调

查结果不同。 目前针对定向医学生履约率的调查大

多是意愿履约率,实际履约率的报道很少。 如果之

后有更多的研究和本次调查结果相近,我们可建议

定向医学生的招收需要扩大生源,不局限于农村生

源,应鼓励有志愿服务基层的考生报考。
调查中发现,75. 18%的定向毕业生表示全科医

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够合理,集中体现在与基层临

床关系不大的公共基础课程时数偏高,有关农村常

见病、多发病诊治的内容教学及教材涉及不足。 对

此我们要重视教学内容改革,优化课程设置。 在定

向医学生的教学中,可以适当压缩与基层临床意义

不大的公共基础课时,相应增加符合基层医疗实际

需求的教学内容,例如健康教育学、康复医学、预防

医学等知识,从而培养出真正“用的上冶的基层医疗

卫生人才[6 - 7]。
对于规范化培训结束后去向选择,只有 33.

58%的人有意向履约服务基层,而且他们进入基层

工作最关注的是事业发展前景,薪酬待遇,工作环境

问题,与刘红等[8] 的报道不同,考虑与政策在不同

地区实施状况不同有关。 调查中的定向生希望各级

政府组织能提供教育培训、改善薪酬、晋升政策倾斜

等支持以保障他们的基层就业。 因此建议各级卫

生、人事部门结合地区实际,提高基层医疗工作者的

薪资待遇,同时还要建立合理的流动、任用、晋升机

制以及有效的教育与培训机制[9],以保障“留得住冶
基层医疗卫生人才。

总之,要培养真正“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冶的
定向医学生,高校应建立健全定向医学生培养目标

和制度,优化专业课程设置,重视政策宣传和学生思

想素质教育;各级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基层医疗的投

入,完善毕业生长期服务基层的保障、激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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