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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批同时拥有国家级基础医学、临床技能、预防医学三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院校之一

TMC is one of the fir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owning state-level experimental teaching demonstration centers of basic, clinical and preventive medicine

实验教学中心建设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 And Teaching Centers

学院积极推动与海外知名高校合作，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让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国际优质资源，提高医学生国际视野。

TMC promotes the cooperation with well-known universities overseas, taking a variety of measures t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gain insights. 

中徳国际卫生学研究生暑期学校

Sino-Germa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ummer School 

of Hygiene 

同济-乌尔姆大学研究生暑期学校、中德国际卫生学研究生暑期学校由德国联邦和州政府“创优计划”与中国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联合资助，至

今已分别举办了十届和七届。

Over the past decade, jointly supported by Excellence Initiative Plan of Germany and Graduate Education Innovation Plan of Chines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MC and tropEd 

of EU hosted 7 sessions of Sino-German Summer School of Hygiene and 10 sessions of Tongji-Ulm Summer School.

人才培养国际化
Training Of Medical Talents On A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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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优生在德国罗斯托克学习交流

Outstanding students on exchange program in Rostock, Germany

护理学院学生在日本金泽医科大学学习

Nursing students studied in Kanazawa Medical University, Japan

学生参加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暑期班获证书

Tongji students received summer school certificate 

from University of Duisburg-Essen

学生受吴阶平基金资助赴香港中文大学交流

Tongji students, financially supported by Wu Jieping 

Foundation, visite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院长Patrica授课

Dean of School of Nursing,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giving a 

lecture

荷兰莱顿大学终身教授为本科生授课

A professor from Leiden University, Holland, 
giving lecture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与法医学系学生进行模拟法庭实践活动

Professor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taking part in a moot court with students of 

Forensic Department

十年来共有168名学生在校际框架协议下赴德国
高校附属医院学习。图为学生在柏林

In the past decade, 168 students studied in hospitals 

affiliated to German universities under intercollegiate 

agreements. Medical students of TMC in Ber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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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赛、实验技术赛、实验技能赛、临床技能赛、病案信息管理技能等大赛中多次荣获特等奖、

一等奖，图为部分颁奖会现场与证书。

Award and certificates won in “Challenge Cup Competition” and competitions in extracurricular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projects, experimental skills, clinical skills, 

and medical record management

学生获奖

2007-2016届毕业生情况统计

2007-2016年毕业生就业单位去向统计

机关,418,
2.18 ％ 科研事业,66,0.34 ％出国,325,1.70％

自由职业,47,0.25％

自主创业,35,0.18％

基层就业,14,0.07％

部队,127,0.66％

三资企业,174,0.91％

国有企业,187,0.98％

其他事业单位,94,0.49％

其他企业,862,4.50％

升学,4500,23.48％

医疗事业,11330,59.11％

高教单位,
989,
5.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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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率 Employment Rate

协议就业率 Rate of students who signed employment agreements

升学出国率 Rate of students who studied abroad

Awards  Won  By  Students

Employment Status Of 2007-2016 Graduates

2007-2016 Statistics On Occupations Of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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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

学院拥有一支结构合理、高效精干、具有较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育引并举，在大力引进人才的同时，组织各种主题的教师培训活动和对外交

流活动，为师资的培养和发展搭建广阔的平台。

TMC boasts a team of high-quality and efficient faculty members. Effort has been made to not only attract outside talents but also encourage the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existing faculty members. A wide array of training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vents have been held to build up a platform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our faculty members.

陈孝平

中科院院士

 CHEN Xiaoping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高层次人才队伍一览表

FACULTY MEMBERS

A Team Of Top Faculty Members 

人才项目类别

中科院院士

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含外专千人)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国家教学名师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国家青年拔尖人才计划入选者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新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

名    单

陈孝平

鲁友明    胡丙长    杨庆林    R.Gilbert

马    丁    肖传国    宁    琴    邬堂春    陈建国 

龚非力    陈孝平    王建枝    胡丽华

陈忠华    王建枝    陈建国    王    伟    胡    豫    邬堂春    徐顺清    

黄    恺    方鹏骞    张勇慧  

魏庆义    胡丙长    邹伟平    蒋    进    蔡立慧    李晓江    李书明    

沈    康    叶克强    李顺成

龚建平    王建枝    孔维佳    肖传国    马    丁    罗小平    宁    琴    

李    和    黄士昂    陈建国    邬堂春    王    伟    张    旭    胡    豫  

施焕中    周剑峰    刘    争    程    翔

沈关心    陈孝平    孔维佳    马    丁    王建枝    罗小平    胡    豫  

宁    琴    邬堂春    徐顺清

彭    广    万    谦    王     琳   牟阳灵    史岸冰    杨想平    张    果   

陈    莉    韩芸耘    熊     博   潘    安    黄    海    孙书国    何西淼   

武    宁    荣岳光    郭     峥

缪小平    朱铃强    郭     欢

王    芳    黄    昆    程     翔    缪小平    陈莉莉    张    春   何美安

王    伟    徐顺清     胡俊波     黄志勇     刘烈刚    王国平    徐   钢 

周剑峰    王爱国     陈晓钎     陈卫红     黄    恺    郭晓东    田   青   

陈   刚     吕   斌     童强松     陈立波     段亚琦     方鹏骞    刘   争 

刘文琪    王小川     王友洁     黄   波     夏家红     姚   平    章小平

张勇慧    王    芳     项光亚     白   融     张    旻     陶   娟    程   翔 

缪小平    田    波     金    肆    朱铃强     张晓敏     胡   波    刘恭平 

梅素容    何美安     黄    昆    杨    操     郭    欢    覃吉超    卿国良 

徐   丽    姚    岚    史岸冰     董凌莉     邢毅飞     鲁   青

鲁友明 马丁  宁琴  邬堂春  陈建国 龚非力  

王建枝  陈忠华  王伟  徐顺清

张勇慧  方鹏骞  龚建平   孔维佳  罗小平

黄士昂  周剑峰  

胡豫

李和 刘争

LU Youming MA Ding NING Qin WU Tangchun CHEN Jianguo

WANG Jianzhi CHEN Zhonghua WANG Wei HU Yu XU Shunqing

ZHANG YonghuiFANG Pengqian GONG Jianping KONG Weijia LUO Xiaoping

LI He HUANG Shiang ZHOU Jianfeng LIU Zheng

GONG Feili

程翔
CHENG Xiang

黄恺  
HUANG Kai

胡丽华
HU Li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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