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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会在京召开。人民卫生出版社（简称“人卫

社”）荣获“全国教材建设先进集体”称号；58种教材荣获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其中特等奖1种、一等奖14

种、二等奖43种。同时，24位人卫版教材的主编获得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奖励。

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也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作为国家级医药卫生专业出版

社，人卫社在做好医药卫生教材出版、服务医药卫生人才培养方面负有天然使命。以助力健康中国、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出版强国建设为目标，教材体系建设是人卫社撬动发展、擦亮品牌的重要抓手。此次在全国

教材建设奖评选中取得“高分成绩单”，人卫社在教材建设领域的布局与深耕受到肯定。本期，我们采访了

人民卫生出版社副总编辑朱双龙，希望借此次复盘与展望，呈现出版业推进新时代教材建设的“人卫”样本。

出身即使命
打造立体化教材建设格局

走过68年，已发展为医药卫生出版传媒集团

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其诞生便与国家医药卫生教

育事业大局息息相关。在中国医学教育教材建设

过程中，人卫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

到精的发展历程，由此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成立至今，该社已出版教材2500余种，服务全国

数百家医学院校。人卫社教材受到全国医药院校

师生喜爱，成为校园中一道特别的风景线。

1953年6月1日，为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医学教材

急缺的问题，原卫生部组建成立人民卫生出版社，新中

国医学教材建设历程也由此开始。出版高质量医学教

材、服务卫生人才培养，成为人卫社的初心和使命。从

初期翻译和引进苏联教科书，到1956年提出要结合中

国实际走自己的路、率先编辑出版临床医学等8个专业

的百余种教材，从1980年本科各专业92种教材及专科

19种教材基本出齐，再到1987年原卫生部将教材办公

室设在人卫社，开启中国医学教育各阶段国家统编教材

的新纪元，人卫社的教材建设，始终服务国家医药卫生

人才培养大局，紧跟国家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步伐。

68年来，人卫社在医药学教材领域深耕细作，根

据医学人才培养目标、行业准入标准、社会用人需求，

结合多年积累，不断强化教材专业属性，推动教材形式

与内容创新，实现课程与思政并重、知识与技能融通。

目前，人卫社已经全方位规划并形成覆盖院校、毕业

后、继续教育三阶段，本科、长学制、研究生、高职、中职

五个层次，规划教材、配套教材、改革教材、实验教材、

创新教材、引进教材六大种类，以“5+3”为主体，“3+2”

为补充，以规划教材为主体，配套教材、网络增值服务、

慕课、各类医学教育平台等相关服务共同组成的立体

化教材建设格局。

“十三五”时期，人卫社全面贯彻医教协同和新一轮医

学教育改革方针，适时启动了五年制本科临床干细胞教

材、器官—系统整合教材、新一轮职业教育中职、高职系列

规划教材的出版工作，不断完善中国医药学教育教材建设

模式，推动专业建设、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医药卫生教

材出版的强有力支撑下，人卫社交出“十三五”期间出版主

业总产值年均增长6.5%的答卷，社会效益方面也成果丰

硕。经过几代医学专家的共同努力和多轮修订，人卫多系

列教材成为中国教材建设的标杆和精品力作，如第九轮本

科临床医学专业教材、第八轮预防医学、口腔医学专业教

材等。裘法祖院士等老一辈医学教育专家赞誉人卫版本

科临床医学教材是中国医学教育的“干细胞”教材。

源头保质量
构建教材建设多重驱力

教材体现国家意志,是铸魂工程。教材建设

作为长线工程，也需要从导向、人才、机制、智力支

持等多方面不断输送驱动力。

正确导向驱动。在教材体系建设中把好方向导向，

是发挥教材育人作用的基础。朱双龙表示，人卫社不断加

强教材内容意识形态管理，严把政治关。一方面，对参与

教材编写的人员严格政审；另一方面，加强课程思政，对书

稿中可能出现的政治性、民族性、宗教性问题严格把关。

专业团队驱动。据了解，人卫社目前内设医学教

育中心、中医药中心、药学中心等以教材建设为主的编

辑中心，全方位推动西医、中医、药学等专业教材建

设。医学教育中心内部又下设高等医学教育部、职业

教育部（护理教育部）和继续教育部，深入推进西医、现

代医学不同阶段、不同层次教材建设。经过多年努力，

人卫社已培养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具有医学

专业背景的专业化教材编辑队伍，现有专业编辑人员

190余人，其中高级编辑职称人员50余人。

有效机制驱动。教材出版是一项责任重大、复杂艰

巨的任务，需要在体制机制等方面不断探索。据朱双龙

介绍，人卫社提出了教材编写“三基”“五性”“三特定”原

则，成为全国医学教材遵循的基本原则；制定了《人卫社

规划教材主编、副主编管理规定》等教材建设管理制度，

完善各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高度重视教材的整体规划

和全程管理，从源头确保内容质量；注重教材编写队伍的

培养，建立了严格的编者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落实“九

三一”质量控制体系和三审三校制度，确保教材编校、设

计和印装质量。整体来看，人卫社已形成依据国家相关

标准、落实行业用人需求、行业组织和专家把关、院校专

家广泛参与、出版社组织论证、项目编辑负责、编委逐级

审批、教材“三会”（主编人会、编写会、定稿会）保障、内容

严格审校、精心设计出版的基本准则与标准。

创新研究驱动。教材出版需要“久久为功”，以适应

时代和行业发展、匹配师生需求。作为推动教材建设的

排头兵，出版机构更应以长效创新、深入研究，做好教材

建设，拓展教材服务，集聚专家学者、行业组织机构力

量，便是重要路径之一。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

专业委员会的支持下，人卫社于2000年成立“全国高等

医学教材建设研究会”，团结全国医学相关政府主管部

门、医学院校、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开展教材建设研究、

实践。研究会坚持每年召开年会，研究探讨医学教育、

教材编写、教育改革等热点问题，已成为医药卫生健康

相关机构集中交流、相互沟通的平台。在该平台基础

上，人卫社还牵头陆续成立了多个教育教材相关专家委

员会；同时，全面支持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教育部高

等学校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卫生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划拨专门资金重点支持教学标准、

教育质量等医学教育重难点问题的研究，以出版时代需

要、读者认可的高质量医学教材。

变革即机遇
满足医药卫生教育深层次需求

近年来，无论是教育政策变化、医药卫生人才

需求变化，还是信息传播载体的不断拓展，都对医

药卫生教材出版提出了更多、更高要求，也对出版

社的教材出版与服务抛出更多考验。

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人卫社的教材建设工作

排兵布阵也紧跟新变化，服务新需求。朱双龙透露了

该社教材建设积极适应变化的几个方向：一方面，积极

配合初具规模的线上线下混合教育课程体系建设，以

规划教材为主体，做好配套教材、改革试验创新教材和

引进教材的出版工作，巩固并进一步扩大人卫版教材

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建立高质量、纸数融合、线上线

下互补的立体化医药院校教材体系，涵盖融合教材、电

子教材、慕课与题库等新媒体，适应现有医学各专业，

前瞻性布局新兴医学相关专业，并根据社会卫生人才

需求适时调整教材规划与编写内容，如加强公共卫生

与预防医学人才培养。此外，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

以住院医师、全科医师培训教材为重点，保持学术和市

场主体地位，巩固和拓展学历和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

相关市场。为满足医药卫生行业人才需求，人卫社及

时调研并推出了中国各医学专业的首套教材，如临床

医学专业八年制教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材、乡村

医生培训教材、全球健康专业教材、器官—系统整合课

程（PBL）教材等，用教材建设来积极推动中国医学教

育教学的改革与发展，获得全国院校的认可与好评。

近年来，人卫社将完善教材出版产品体系、深化医

教协同作为重要任务，并取得一系列成效。例如，为推

进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教育教学改革，人卫社构建了

以“5+3”为主体、以“3+2”为补充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

体系，加大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全科医师、乡村医生培

训教材的出版力度，着力问题导向的整合教学教材。为

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着力加强医学紧缺专业教材

建设的同时，重点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医学教育工作，出

版了《生理学》（汉藏对照版）等产品；此外，以推动医学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为追求，人卫社还出版了全国首套

符合教学实际、成体系、高质量的英文版规划教材。

在国家全力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大背景

下，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化卫生职教教材体系是人卫

社教材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朱双龙表示，卫生职业

教育处在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必

须充分体现校企合作、“双元”编写新理念，适应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要求，多层面全面发力，注重衔接与贯

通，积极应对职教高考、“1+X”证书制度等的新要求。

同时，评审和出版严格贯彻教育部教材管理办法，重视

教材评优、推优、奖优，让优秀教材进学校、进课堂。例

如，2015年，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被列入教育部《专业

目录》，2019 年《专业教学标准》公布，人卫社紧跟变

化、及时联系专家调研相关情况。2020年备案设置老

年保健与管理专业的院校达90所，行业专家一致建议

尽快启动专业教材编写。鉴于此，人卫社于2020年10

月召开教材评委会会议对套系教材进行宏观论证与规

划，同期落实编写工作，之后陆续召开编写会与定稿

会。据悉，全国高等职业教育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规

划教材即将出版。

创新拓服务
传递人卫教材品牌势能

新时代，教材出版已不是单单出版“一本书”，

出版机构还要在配套服务上下功夫：一是要创新

营销宣传手段，推动教材更广泛有效地到达师生

手中；二是要创新内容输出手段，以融合技术拓展

服务形式，适应不同场景需求。

创新营销服务，拓展人卫教材品牌影响力。教材

的营销宣传工作，需要不断拓展更精准、长线的服务路

径，覆盖线上线下场景，融合多元手段，帮助师生提高

信息接收效率。例如，以满足院校全方位需求为目标，

人卫社启动了“全国医学院校优秀生扶贫工程”。具体

营销宣传注重从实际、细节出发，朱双龙以职业教育教

材建设为例，介绍了人卫社在教材营销服务方面的举

措。针对生源层次、学习习惯、教学组织等不同特点，人

卫社持续开展针对性教材发行宣传与师生服务。以护

理专业为例，结合职教层次护理专业学生通过护考需

求，该社多方位综合拓展护考服务：通过线下护考全国

宣讲、区域师资提升、校内考生串讲；克服疫情影响邀请

护理大家、抗疫英雄、护考名家线上线下讲成长经历、名

家故事、英雄事迹；通过融合教材、医学教育题库、医学

考试、人卫慕课、医学教育资源库、人卫3D解剖、3D经

络腧穴学、人卫临床知识库等多学科、多功能综合性平

台不断拓展教学服务水平与能力。结合职教教材学校

统购统销为主的特点，这些综合措施有效克服了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

深化融合发展，探索教材数字化转型路径。2020

年疫情期间，人卫社整合数字教学资源，响应“停课不停

教、停课不停学”，免费开放学习平台3个，教材、慕课等

网上读物776种，考试辅导课程2000余小时，为医学相

关院校提供多样化的免费在线教学服务。能够以丰富

数字资源助力公共突发卫生事件应对，得益于该社在教

材出版数字化探索中的积累。朱双龙表示，人卫社作为

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始终坚持重视教材建设模式的

创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教材建设改革。

在教材出版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探索中，人卫社经

历了几个里程碑式的发展跨越。2013年，人卫社在五

年制本科临床医学专业第八轮教材首次采用“网络增

值服务”。2014 年，人卫社启动数字教材项目。2016

年末，逐步提出从“纸质教材+网增+数字教材”模式，

转变为“纸质教材+数字资源=融合教材”模式，数字内

容阅读转为以移动端扫描二维码APP为主。2018 年

秋，人卫社在第九轮教材出版中首次尝试加入AR、完

整测试卷、英文索引发音等新功能。目前，人卫社融合

教材出版初现规模，逐渐被编写者与使用者接受，成为

中国医药学教材的独特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为服务后疫情时代教学改革与人卫

社“十四五”重点教材套系纸数融合出版的发展，2020

年，人卫社成立了医学教育纸数融合项目组。该项目组

以本科医学影像学专业第五轮规划教材的修订为契机，

首次试点尝试通过探索出版流程改革，落实纸数出版在

产品、机构、人员等各方面的深度融合，实现“一个内容，

多种形式，充分利用，深度开发”。通过打造精品教材，

提升数字内容编写创作质量，同步建设题库、虚拟仿真

实验室、数字课题与教学资源库等，将教材和教学融合

衔接，满足教与学的双重需要。

职业教育规划教材信息化建设，同样是教材数字

化建设的重要阵地。目前，人卫社已实现全体系覆盖

以一书一码为特色的融合教材，在此基础上形成多资

源、多平台的综合信息化。同时，融合教材、医学教育

题库、医学考试、人卫慕课、医学教育资源库、人卫3D

解剖、3D经络腧穴学、人卫临床知识库多资源、多平台

的综合信息化，使人卫社教材信息化达到了新高度。

需求即市场
谋划医药卫生教材建设新支点

近几年，高校“双一流”建设、职业教育成“新风

口”、高等教育扩增新专业等话题被热议，需要教材

出版机构及时捕捉信息，跟上需求。同时，国家医

药卫生教育事业、医药卫生人才培养也不断迎来新

变化，需要教材出版在内容、形式等方面及时革新。

显然，及时跟上变化甚至预判变化，是教材出版人

需要掌握的必备技能之一。在规划教材、创新教材中，人

卫社充分发挥“双一流”院校的优势和特色，充分挖掘“双

一流”院校专家资源，使其成为教材建设的引领者和主力

军。针对当下职业教育新趋势，人卫社也积极拓展规划

教材专业覆盖面，除了启动高职老年保健与管理、健康管

理等新专业教材编写，还出版了新型活页式护理同步课

堂辅导教材等，积极适应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新需求。

朱双龙表示，针对国家医药卫生健康领域的新发

展和新理念，人卫社教材建设也将不断突出中国特色，

总结中国经验，讲好中国故事，尤其是在卫生健康相关

专业，如预防医学、卫生管理以及中医药教材建设方

面。同时，在后疫情时代，通过教材修订，深入探讨预

防与临床裂痕在医学教育阶段的弥合，在临床医学专

业中加强中医药学传统文化课程等。

站在“十四五”开局节点，面对教育、医药卫生行业

新趋势，如何做好新时代的教材建设与出版？对于这

一问题，朱双龙认为，就是要做好人卫社教材的传承与

创新，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传承与创新并重。创新方

面，新时代尤其要注重落实思政教育，发挥医学教育立

德树人的作用，让思政进入专业、进入课程、进入教材，

做到专业思政、课程思政、教材思政全覆盖。立德树

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是教材建设的灵魂，落实课程

思政、提升人文内涵、铸就过硬技能、弘扬爱岗敬业是

应该一以贯之秉持的根本。

高等教育类

人民卫生出版社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获奖教材目录

奖项

一等奖

二等奖

教材名称

生理学（第9版）

医学微生物学（第9版）

流行病学（第9版）

内科学（第9版）

药理学（第9版）

口腔颌面外科学（第8版）

护理管理理论与实践（第2版）

人体寄生虫学（第9版）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第9 版）

系统解剖学（第9版）

传染病学（第9版）

皮肤性病学（第9版）

外科学（第9版）

儿科学（第9版）

临床药理学（第6版）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第8版）

流行病学（第8版）

法医病理学（第5版）

眼科学（第3版）

妇产科护理学（第6版）

健康评估（第4版）

内科护理学（第6版）

高级病理生理学

病理学

组织化学与细胞化学技术（第2版）

牙体牙髓病学（第5版）

温病学（第3版）

中医外科学（第3版）

中药学（第3版）

中医骨伤科学临床研究（第 2版）

生物化学（第8版）

主编

王庭槐

李凡、徐志凯

沈洪兵、齐秀英

葛均波、徐永健、王辰

杨宝峰、陈建国

张志愿

姜小鹰、李继平

诸欣平、苏川

周春燕、药立波

丁文龙、刘学政

李兰娟、任红

张学军、郑捷

陈孝平、汪建平、赵继宗

王卫平、孙锟、常立文

李俊

孙长颢

詹思延

丛斌

葛坚、王宁利

安力彬、陆虹

孙玉梅、张立力

尤黎明、吴瑛

赵岳、杨惠玲

来茂德

李和、周莉

周学东

谷晓红、冯全生

何清湖、秦国政

唐德才、吴庆光

王拥军、冷向阳

姚文兵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类

奖项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教材名称

生物化学（第4版）

康复医学（第4版）

妇产科护理学（第4版）

放射物理与防护（第4版）

外科学（第4版）

人体解剖学（第4版）

医学文献检索（第3版）

药物制剂技术（第3版）

内科学（第8版）

外科护理（第3版）

解剖学基础（第3版）

传染病护理（第2版）

基础护理学（第4版）

医学影像诊断学（第3版）

接触镜验配技术 (第2版）

眼镜定配技术(第2版)

药用植物学（第4版）

中医内科学（第4版）

药物分析（第3版）

病理生理学（第3版）

医用化学（第3版）

儿科护理学(第3版)

妇产科护理学(第3版)

精神科护理学（第3版）

健康评估（第3版）

临床医学概要（第2版）

循证医学(第3版)

主编

孔英

宋为群、孟宪国

夏海鸥

王鹏程、李迅茹

兰平、吴德全

黄文华、徐飞

赵玉虹

张健泓

韩清华、孙建勋

李勇、俞宝明

任晖、袁耀华

张小来

张连辉、邓翠珍

夏瑞明、刘林祥

谢培英、王海英

闫伟、蒋金康

郑小吉、金虹

陈建章

孙莹、刘燕

姜志胜、王万铁

陈莲惠

范玲、沙丽艳

张秀平

吕春明

张彩虹

闻德亮

杨克虎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张聪聪

/ 优案推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