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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基层军医培养模式对我军的启示与借鉴
罗益滨ꎬ王新伟ꎬ陈德玉
[ 摘要] 基层军医是部队后勤保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ꎬ在保存有生力量、减少官兵伤亡、提高战斗力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 强化基层部队军医的综合素质是保持军医队伍可持续性建设的重要途径ꎮ 通过分析
我军基层军医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不足ꎬ借鉴美军基层军医的培训经验ꎬ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化预备军医本科医
学教育、获得更多继续教育、深度参与军民融合发展等ꎬ对我军给予启示和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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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ꎬ国际影响力的逐步扩大ꎬ

在战略层面制定了一系列培养计划ꎬ把军事医学研

在“ 和平建军、永不扩张” 的理念指导下ꎬ中国特色

究纳入了整个国防科学技术体系ꎬ对形成完善的培

强军道路稳步推进ꎮ 人民解放军不仅在国内进行精

训体系做出了有力的推动ꎻ②拓展了军队医疗人才

兵强将的改革ꎬ也逐渐在海外执行维和、援建、巡航

的来源及继续教育途径ꎬ通过和地方高等学府联合

等国际性的任务ꎮ 执行众多任务需要有一支强大的

培养、从地方招募培训合格的医生入伍( 和我军的

后勤保障力量ꎬ军医是十分重要的环节ꎮ 目前我军

特招入伍有所不同) 等途径迅速募集军医ꎬ并且支

基层军医的培养模式主要是军医大学毕业生、国防

持他们入伍以后不断学习ꎻ③加大对军医和军事医

生、特招入伍、卫生员提干等多种途径ꎬ基层卫生保

学研究的激励ꎬ美军设立了优厚的条件ꎬ对基层工作

障力量配备从无到有、从有到优ꎬ得到了长足的发

突出的军医和取得军事医学研究较大突破的人员给

展ꎮ 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ꎬ如基层军医任职热情不

予奖励ꎮ 总的来说ꎬ美军的基层军医为官兵们提供

高、战救保障能力较差、基层生活适应困难、继续教

和地方基本相同的医疗服务ꎬ但加入军队前要接受

育缺乏等

[１]

ꎮ 而美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在全球首屈

特别的训练ꎮ 不同的是ꎬ美军军医可能在本国国内

一指ꎬ战场救治技术也成为各国军队效仿的对象ꎮ

外任何一个美军基地或者直接进入战场工作ꎮ

１

２

概述
自海湾战争后ꎬ美军对基层军医的培养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重视

[２]

:①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医院学会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８１４７２１２８)
[ 作者单位] ２００００３ 上海ꎬ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骨科( 罗益
滨ꎬ王新伟ꎬ陈德玉)
[ 通讯作者] 王新伟ꎬＥ￣ｍａｉｌ:ｍｅｄｍａｇ＠１６３.ｃｏｍ

２ １

美军基层军医的培养模式 [３￣７]
获得一个学士学位

这是进入美国任何医学

院的必经之路ꎮ 美国没有医学本科ꎬ医学预科生在
本科期间通常学习医学相关的基础科学课程ꎬ想要
将来从事医学ꎬ预科生们还要在医学中心或者其他
类似的医疗部门做一段时间的义工ꎮ 为确保候选资
格ꎬ预科生们一般会取得双学位或者更多的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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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ꎬ以便将来进入医学博士计划ꎮ

２ ２

获得一个医学学位

 １１９

验仍对我军军医的培养有一定的参考作用ꎬ值得我

地方人员进入美国军队

成为军医通常需要获得军方认可院校的一个医学学
位ꎮ 和中国一样ꎬ在进入军医学校正式学习之前ꎬ不
是所有学生都需要获得来自军校的学位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和中国军医大学的免费教育不同ꎬ美军的军医
学校学员需要申请军方的资金资助来帮助完成学
业ꎬ前提是毕业后为军队服务ꎮ 美军的医学教育和

本科一样也是 ４ 年左右ꎬ一般来说ꎬ前两年会学习相

们思考和借鉴ꎮ

３ １

强化预备军医的本科医学教育

医学生的本

科教育是“ 厚基础ꎬ宽视野” 的重要阶段ꎬ而美国的
“４ ＋ ４” 医学教育模式一直是广为称道的经典模式
( 本科 ４ 年加医学教育 ４ 年) ꎬ它给学生提供了一个
完整的本科教育ꎮ 正是这扎实的本科教育ꎬ使学生

在科学、人文等方面得到全面的训练 [８￣９] ꎮ 在军医培
养上ꎬ美国军方沿用了平民医学院校的模式ꎬ也继承

关课程并初步和患者接触ꎬ课程内容包括微生物学、

了这种模式的优点ꎮ 但中国国情和军情的特殊性决

药理学、卫生法和伦理学等ꎻ后两年在高年资医师的

定目前不太适合采用这种长学制ꎬ部分基层单位缺

监管下在医疗机构实习ꎮ

乏军医的现象较严重ꎬ延长学习周期可能加重这种

２ ３

符合军方的聘用要求

美军军医和中国不同ꎬ

他们采用聘用制的模式ꎮ 美军各个部队对招收的军

情况 [１０] ꎮ 采取何种更为理想的本科教育模式ꎬ结合
军民融合的大背景ꎬ可以采用军地院校联合培养、任

医要求稍有差别ꎬ但身体健康、性格健全、年龄达标

职教育与学历教育并举、增加军事医学培训班等模

等条件是通用的ꎮ 另外ꎬ对预选的军医进行犯罪记

式的方式灵活进行ꎮ 最终采用何种方式ꎬ还需要国

录调查ꎬ相当于中国的政审ꎬ也是入伍前必须的步

家教育部门和军队相关部门进行顶层设计ꎮ

骤ꎮ 成为军医前ꎬ医学生还要获得和平民医师一样
的全国通行的美国医师执照并且得到行医许可ꎬ最
后才能和军方签订最少服役年限的合同ꎮ 相比之

３ ２

获得更多的继续教育项目

为基层军医提供

更多的继续教育项目有以下几个好处 [１１￣１２] :①不断
更新医学知识ꎬ毕业后的军医需要及时补充最新知

下ꎬ中国军队对军医是否考取执业医师证的要求不

识ꎬ特别是战救知识和技能ꎬ才能为基层官兵提供更

高ꎬ军医本人也相对缺乏考证热情ꎮ

好的服务ꎻ②从技术院校毕业到钢铁部队服役ꎬ基层

２ ４

和地方医师一样ꎬ美军军医也

军医的身心环境转换往往较为突然ꎬ继续教育能有

对普通的疾病进行诊治ꎮ 不同的是ꎬ军医还可以在

效弥合这个缺陷ꎬ实现从院校到基层部队的平稳过

潜水、热带环境或航天医学等特殊领域依靠自己的

渡ꎻ③随着军官职业化改革的推进ꎬ完善的继续教育

经验进行诊治ꎬ或接受这些领域的培训后开展医疗

体系有助于军医转岗转业后的再就业ꎬ解决军医的

正式加入军队

活动ꎮ 美军军方也在常见的专业如儿科、家庭护理
和神经科学领域雇佣了更多的军医ꎮ 加入部队后ꎬ
军医需要为现役军人及其家人提供医疗服务ꎮ 其执
业范围选择很多ꎬ包括医院船、国外的医学中心等ꎮ

“ 出口” 问题ꎮ 相比而言ꎬ美军为其基层军医提供了
十分丰富的继续教育项目:战场救护专题培训班、军
事医学新技术培训班、护理技能培训班等ꎬ为期 １ 个
月到半年不等ꎬ且建立了设备完善的卫勤训练基地

此外ꎬ军医还要进行国际人道主义救援ꎬ为自然灾害

和战场救护仿真实验室等ꎬ教学资源十分丰富ꎮ 和

造成的难民提供救助ꎮ 军医要保证士兵们的身体条

美军相比ꎬ我们的继续教育力度仍显不足ꎬ继续教育

件良好ꎬ并对战斗和其他紧急情况中出现的伤病进
行救治ꎮ 担任领导职务的军医可以指挥医疗救治小
组或者协调医务人员的部署和人事调度ꎮ

２ ５

在军队内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和其他指挥

军官一样ꎬ美军军医可以随着工作表现和服役年资
提升军衔并得到报酬ꎮ 此外ꎬ美军为军医创造了很

形式和内容有待丰富 [１３￣１５] ꎮ

３ ３

深度参与军民融合式发展的培养模式

根据

美军的经验ꎬ高年资基层军医参与更多社会项目符
合现代社会发展规律ꎮ 这一做法有几个突出的优
点 [１６￣１９] :①紧跟地方医学发展的水平ꎮ 部队医疗体
系在创伤救治等领域领先于地方单位ꎬ但其相对封

多施展才华的舞台ꎮ 富有经验的军医能在军校或者

闭的环境容易导致发展滞后ꎮ 基层军医深度参与社

其他军事单位进行授课或提供咨询服务ꎬ还能在退

会项目ꎬ比如社区义诊、在医疗单位做义工、专科进

出现役后在地方医疗机构继续从事医生生涯ꎮ

修、地方院校授课等ꎬ有助于紧跟地方发展的步伐ꎬ

３

也是地方人员认识部队卫生防护发展现状的窗口ꎮ
美军军医培养模式对我军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由于中美两国军队性质和建军宗旨差异较大ꎬ

招募和培养军医的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异ꎮ 但作为医
学、军事和后勤保障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ꎬ美国的经

②能更好融入地方的工作生活环境ꎮ 随着现代世界
战争态势的转变ꎬ和平成为长期的主旋律ꎮ 军民之
间的界限变得愈加模糊ꎬ通过融入地方获得军事医
学保障水平的提高成为必要途径ꎮ ③这一模式符合

 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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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职业化改革的基调 [２０] ꎮ 相信不远的将来ꎬ军医

不再局限于现役军官ꎬ做好保障社会化的准备工作ꎬ
军医的培养模式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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