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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讨了在我军医学院校 从以 / 学历 教育0 为 主向 / 学 历教育与 任职教 育并重0 的转
型过程中, 军事医学任职教育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构建军事医 学任职教育学科 体系的依 据,
并提出了一个军事医学任职教育学科体系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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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Up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Military Medicine Adaptable
to the Military Transform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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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o build up the discipline system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of military medicine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o- called / diploma education0 mode to a new mode which pays equal attention to both diploma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medical universities of the P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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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教育 与 训练 的根 本 目的 是 促进 部 队 战斗 力 的生

/ 一体化0 要求的新型后勤保障人才队 伍。因此, 在 开展军

成。培养和造就高素 质新 型军 事人才, 是 推进 中国 特色军
事变革的 根本 任务。因 此, 在我 军医学 院校 从以 / 学 历教

事医 学任职教育时应充分 考虑 军事 医学人 才的 成长规 律和
岗位发 展的 需要, 按 照 / 三军 联勤0 的 原则, 走 开兵 种互

育0 为主向 / 学 历 教 育与 任 职教 育 并重0 的 转 型 过程 中,
如何按 照 / 训 战一致0 的原 则, 构建 军事特 色鲜 明、适应
未来一体化 作战的需 要、符合 三军 联勤要 求的 医学 任职教

通、岗位互通 的培训 路子, 将 培训 重点放 在综 合能力 和创
新能力的培 养上。保 持教 学内容 的综 合性, 既 要注重 岗位
任职能力的 培养, 又 要满 足人才 的自 我发展 需要, 既 要突

育学科体系, 并实现 与现 有学 历教育 学科 体系的 衔接, 是
当前我军医学院校面临的一个重点问题。

出主干课程的主 体地 位, 又要 加大 与人才 胜任 岗位所 必需
的其它相关知识 的教 学力度。 这些 都对军 事医 学任职 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与背景

学科 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长期以来 , 我军 医学 教育 的培训 模式 是以学 历教 育为

在当前这场以信息 化为本 质和 核心的 新军 事变 革背景

主, 并在长期的发展中 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 现行学科 体系。
这一体系从框架 上看, 基 本按 照现 代医学 科学 的主要 分支

下, 从协同性联合 作战 向一体 化联 合作战 方向 发展 是未来
信息化条件 下作战样 式演 变的主 要趋 势。一体 化联 合作战

以及一般医疗机 构的 职业分 工而 设立, 对 执行 卫生勤 务的
特殊岗位支 撑不 足; 从内 容上看, 仅仅能 够满 足常规 的医

是系统与系 统、体系 与体 系的 对抗, 必须 依靠 诸军 兵种的
联合作 战。这 种联 合 作战 的特 性, 要 求 后勤 保 障 一体 化,

学教 育 需要, 所 包括 的 军 事 医学 内 容 实 质上 是 / 陆 军 医
学0 , 并不能满足三军联勤和未来一体化作战的需要。

从作战需要 的全 局 出发, 优 化 配置 和高 效 使用 后 勤资 源,
从而更好地保障军兵种的作战需要。

因此, 为了对 我军 卫生干 部开 展有效 的、针 对性 强的
军事医学 任职教 育, 规范 各类、各 层次 专业设 置, 特 别是

后勤保障一体化的 前提和 基础 是培养 和造 就一 支适应

生长 军官任职培训的专业 设置 和对 现职军 官逐 级培训 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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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设置, 搞 好相互 之间 的衔接, 使其 健康、 有序、快 速的
发展, 必须 建设 高 水平 的与 任 职教 育相 适 应的 学 科体 系,

了军事医学的保 障水 平, 提高 了军 事医学 在军 事系统 中的
地位 和作用, 使军事医学发展到了健康 医学的领域。 因此,

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任职教育的高水平和高质量。

卫生 防疫勤务和军事预防医学有关学科应重点加强。
( 3) 未来军事医学将拓展到能力医学

二、构建军事医学任职教育学科体系的
依据
1、军事医学理论体系的扩展
现代军事医 学的 概念 可以表 述为: 研 究军 事活动 条件

战斗力是军 队建 设的出 发点 和落脚 点, 军事 医学 不仅
要保护和再 生战 斗力, 还 要提高 战斗 力。从军 事医学 的角
度看, 军人需要提 高的能 力包 括通 常的基 础免 疫能力 和针
对生 物战剂、作战地 域自 然疫病 的特 殊免疫 能力, 还 包括
良好的冷、热、缺 氧等恶 劣作 战环 境的应 激适 应能力 和良

下, 有生力量 健康 保 护、伤 病 防 治、提 高 作 业 效能 理 论、
技术和组织 管理 的 特种 医学。 是医 学的 综 合性 分 支学 科,

好的平战时强烈 心理 应激的 适应 能力, 以 及高 效的军 事作
业能 力。军事 医学的 任务 谱应在 伤病 救治、健 康维护 的基

军事后勤学 的重要组 成部 分。其基 本任务 是为 卫勤 保障提
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以保护、再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

础上 扩展到能力提高。
不难看出, 军 事医 学正在 向全 维保障 的方 向发 展。军

军事医学 的 发展 一方 面 要满 足医 学 发展 的 基 本要 求,
另一方面还 要满足特 定的 任务群 体和 研究对 象的 要求, 无

事医 学从过去的专注于战 伤救 治扩 展至今 天的 全维战 斗力

论战时还是平时, 军事医学始终要给部队 提供良好的 准备,
随时应对任 务所 需。按照 军事 行动的 三个 层次划 分, 军事

医学, 是社 会 发展 的结 果, 是 科 学技 术 发展 的 必然 结 果。
军事医学不仅关 注士 兵的生 理健 康, 而且 关注 于军事 作业

医学也可 划分 为战术、 战役、战 略三个 层次: 战 术层 次主

和军事行动带来 的精 神和心 理问 题, 军事 医学 给战士 所提
供的健康准备已 经超 出传统 意义 上的 健康内 涵, 转而 以战

要是指医 学的 直接应 用, 包括 直接 的伤员 护理、 后送; 战
役层次包括 医学人员 给指 挥员提 供专 业化的 医疗 建议, 如

士作战效能 的提 高为目 标。因此, 军事医 学任 职教育 学科
体系 应该体现出这种发展趋势。

伤亡估计、预防疾 病、规划 医疗 后勤、根 据战地 计划 布置
医院等; 战 略层次主要围绕疾病威胁的预 测开展医学 研究、

3、军事医学人员能力谱的改变
新军事变革的发展和 军事 医学 任务谱 的变 化都对 军事

针对可能的军事行动提供所需要的医疗伴随保障等。
综上所 述, 现 代军 事医 学是由 理论、技 术和 组织 管理

医学人员的能力 与素 质提出 了新 的要 求。这种 改变也 是构
建军 事医学任职教育学科体系的重要依据。

所组成的多 学科的集 成系 统。军事 医学不 仅包 含卫 勤学术
的理论性研 究, 更是 以大 量的 技术性 学科, 包 括卫 生装备

根据我军军 事医 学人员 面临 的环境 与任 务, 至少 应该
具备 以下能力与素质:

的研发活动, 作为军 事医 学的 支撑。管理 学方 法与 理念的

( 1) 专业实践能力

引入, 使得 军事 医 学成 为一 个 丰富 而又 复 杂的 学 科群 体。
军事医学理论、技 术与 组织的 交互 作用使 军事 医学 的核心

能够研究和 合理 使用在 高、低技 术环 境都适 用的 规范
性的 治疗、护 理和保 障方 案, 既要 掌握在 后方 医院现 代化

任务不断得到深化, 极大地促进了军事医学的发展。
2、军事医学任务谱的发展

条件下工作 的知 识和技 能, 又要 适应 战场环 境, 能在 现代
战争中军队 医疗 机构分 散、独立 配置 的情况 下, 在伤 病员

军事医学任务谱的 发展反 映了 不同历 史时 期战 争形态
发展对军事 医学的需 求。这种 需求 正是今 天我 们建 构军事

分级救治的 各个 环 节为 他 们提 供高 质 量的 急救 医 疗保 障,
以及 完成部队防疫任务和后送任务等。

医学任职教育学科体系的出发点之一。
当前军事医 学尚 处于 健康医 学的 初级阶 段, 军事 预防

( 2) 健康促进能力
在战时, 军事医 学人 员应 该能全 面了 解部队 在行 动中

医学等代表 性学科尚 在迅 速发展 与完 善过程 之中。 但军事
系统的变革已经向军事 医学提 出了 军人能 力医 学维 护的新

可能面临的 各种 威胁, 包 括医学 的和 非医学 的。能识 别和

任务, 军事医学应在 保持 较高 的伤病 医学 水平、加 强健康

处理正在出现的 疾病 和环境 威胁, 了解战 场上 部队防 护这
些新威胁的 相关 问题, 能 识别其 综合 症和症 候群。能 够依

医学建设的同时, 积极向能力医学拓展。
( 1) 传统军事医学以伤病医学为中心

靠一定的实 验手 段, 诊断 和治疗 不断 出现的 疾病 威胁, 诊
断和处理 新 出现 的武 器 技术 造成 的 疾病 和 损伤。在 平 时,

冷兵器战争中, 军 事医 学任务 谱是 金创 伤救 治, 疾病
防治; 火器 战争中, 军 事医 学任 务谱是 火器 伤救 治、疾病

军事医学 人 员应 能做 好 卫生 防疫 工 作, 积 极向 官兵 宣 讲、
传播 健康知识。

防治; 机械化战争中, 军事医 学任 务谱是 大量 火器 伤员救
治, 疾病防 治; 核生化 战争 中, 核生 化伤 员的救 治是 军事

( 3) 组织管理能力
任何的军事医学人员 都应 该具 有一定 的卫 勤组织 和管

医学的主 要任 务。野战 外科学、 野战内 科学、军 队流 行病
学、三防医学是传统军事医学的代表学科。

理能 力, 了解 不同军 兵种 卫生勤 务的 相关知 识。在平 时能
够参与军队卫生 行政 工作, 在 战时 能够面 对复 杂和不 断变

( 2) 现代军事医学开始迈入健康医学
传统的军事 医学 是军 队战斗 力再 生的重 要手 段, 但不

化的战场环 境, 为各 级战 斗指挥 员提 供卫勤 保障 建议, 参
与制订各类保障 计划 和预案 等, 从 而为不 同类 型的军 事行

是保护军队 战斗 力的 有力措 施。军事 预防 医学、军 事医学

动提 供卫勤保障。

心理学等的 重要作用, 就是通 过维 护军人 的身 心健 康达到
保护军队战 斗力的目 的, 这些 新领 域大大 扩展 了军 事医学

( 4) 职业发展能力
掌握应用医 学和 与医学 相关 的多学 科知 识。熟悉 与军

的任务谱, 由传统的 伤病 救治 扩展到 健康 维护, 显 著提高

事有 关的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等前沿知识 和技术的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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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这些知 识与技术 在军 事医学 中的 应用。能 够使 用各种
教育工具和方式通过自我教育, 实现终身学习。

三、军事医学任职教育学科体系的框架

2008 年第 2 期 ( 总第 148 期)

病学、军队卫 生统 计学、军 事医学 地理 学等; 军 事作 业医
学包括军 事航空 医学、军 事航 海医 学、航天医 学、潜 水医
学、军事劳动 生理 学、军事 医学心 理学、军 事人 机工 效学
等。

通过对 军 事医 学任 职 教育 本质 的 认识 和规 律 的探 讨,

4、特种武器损伤卫生防护学科群
核、化学、生 物 等 大 规模 杀 伤 性 武 器, 激 光、 微 波、

结合军内研究人员的 研 究成 果, 提出 以下 学科 体系 ( 如图
1) :

电磁 脉冲、次 声波等新概念武器等致伤的诊断、救治措施。
主要包括: 核 武器 损伤卫 生防 护学、化 学武 器损 伤卫

1、军事医学临床技能学科群
现代常规火器伤的病理、伤类特征和 救治与护理 措施;

生防 护学、生 物武器 损伤 卫生防 护学、新 概念 武器损 伤卫
生防 护学等技术和应用学科; 军事毒理学等基础学科。

重大传染病 病因 诊断 和防治 措施, 以 及各 军兵种 特殊、常
见病的防治与护理。

5、卫勤组织与管理学科群
平战时军队 卫生 工作的 组织 管理和 实施 方法; 以 及与

主要包括: 野战外科学、野战内科 学、军事传染 病学、
野战护理学、野战输 血医 学等 应用和 技术 学科; 军 事病理

部队 卫勤保障工作紧密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
主要包括 : 军 队卫 生勤务 学; 军 队医 院管 理学; 军队

学、军事微生物学等基础学科。
2、军事医学保障学科群

药材 管理学; 军事医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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