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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江 民 族 医 学 院 
——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优秀高校 

右江民族医学院创建于1958年，是一所以医学学科为主，拥有医、文、管

等多个学科门类，集教学、科研、医疗于一体的高等医学院校，已有59年的办

学历史和39年的本科教育经验，具有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外国留学生资格，

是荣获教育部临床医学专业认证6年期限的学校。 

学校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的中心和枢纽城市——百色市，是邓小平同

志领导百色起义的发源地。学校是桂、滇、黔三省交界地区最大的高等医学教

育中心、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医学科学研究中心，是区域医药卫生专门人才培

养的重要基地。学校设有10个二级学院，4个系（部），开设27个全日制普通

本、专科专业及专业方向。拥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

权点，涵盖21个二级学科，有临床医学、口腔医学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近五年来，我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位居广西前列，连续5年获“广西普通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15年获“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

验高校”（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50强）、 “全国文明单位”等荣誉。直属附

属医院（临床医学院）为桂滇黔三省交界和中越两国边境地区最大的三级甲等

医院，拥有床位1900张，为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全科医学培训基

地，曾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医

院文化建设创新奖”等荣誉。 

学校注重科研平台建设，目前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建设学科2个、广

西重点学科9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三级1个和二级实验室2个、广西高校

重点实验室6个及培育基地1个、广西中医药科研二级实验室2个；国家民委人

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1个、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培育基地1个。 

我校研究生教育始于2006年，与广西医科大学、暨南大学、广西中医药大

学等六所院校开展联合培养研究生教育。目前我校各硕士点均有良好的教学和

科研条件，科研经费充足。学校科学实验中心面积3400多平方米，拥有激光扫

描共聚焦显微镜、流式细胞仪等仪器设备1132台（套）。已建立细胞生物学技

术、基因组学技术、蛋白组学技术、免疫学技术等医学科研实验技术平台，可

满足各类医学科研需求。 



 

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一、招生人数 

2018 年我校拟计划招收硕士生 150 人，实际招生名额以教育部下达的正

式招生计划为准。我校获批“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以

下简称“大学生士兵计划”）2人，专门招收退役大学生士兵攻读硕士研究生。

我校将根据当年的考试情况适当调整各专业招生计划，采取学校宏观控制招生

总数，各院系、专业之间根据合格生源情况相互调剂招生人数的原则。 

二、培养目标 

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

品德良好，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

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从事科学研究、教学、管理等

工作能力的高层次学术型专门人才以及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

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一)学术学位研究生 

侧重于培养具有坚实的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技能，能运用

必要的研究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具有一定的科学创造能力及较高职业素养的高

层次学术人才。毕业时，获得硕士毕业证书和学术学位证书。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 

侧重于培养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

作、具有良好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其中，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旨在培养具有医学科学思维能力、扎实医学理论知识和临

床技能的高层次临床医生。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口腔医学（专业学位)在达到

相应培养要求的条件下可获得医师资格证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硕士毕业证书和专业学位证书（简称“四证合一”)。 

三、报考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http://www.med126.com/zhuyuan/�


 

2.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

遵纪守法。 

3. 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招生单位规定的体检要求。 

对考生身体健康状况的要求按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执行。 

4. 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必须在录取当年 9 月以前获

得学士学位，入学注册时要验原件）；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往届毕业生和毕业 2年或 2年

以上的成人高校本科生(均须获得学士学位)。 

四、报考学科要求 

1. 考生不允许跨专业报考（基础医学除外）。 

2. 报考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学科的考生必须具备国家规定可以报考临床

医师资格证书的专业背景条件。 

3. 临床医学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学科学术学位及其对应的专业学位（招

生专业代码前四位为“1002”及“1051”)接收本科毕业专业为临床医学且获得医

学学士学位的考生报考。 

4. 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麻醉学、康复医学专业的医学学士学位考生

可报考对应专业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或专业学位研究生，理学学士学位考生只能

报考对应专业的学术学位研究生。 

5. 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对象为符合医师资格考

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的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对于 正在规培或已经获得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人员原则上不得报考临床医学和口腔医学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否则后果自负。 

6.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报考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可按

相关政策调剂到其他专业，报考其他专业（含医学学术学位）的考生不可调剂

到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 

 



 

五、报名  

1. 网上报名： 

考生必须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登录报名网站（公网网址：http：

//yz.chsi.com.cn，教育网址：http://yz.chsi.cn，以下简称“研招网”），按报名网

站的提示和要求如实填写本人报名信息，并缴费。逾期不再补报，也不得再修

改报名信息。 

备注：考生自行登陆“研招网”（http：//yz.chsi.com.cn，http://yz.chsi.cn）  

2. 现场确认：考生凭第二代身份证、网上报名编号，学历证书（应届生

还需出示学生证），到省级招办指定的报考点确认报名信息，并进行采集本人

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具体时间以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时间为准，请各考生及时关注本人

所选考试地点院校的通知。 

3.报考“大学生士兵计划”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其初试成绩

须达到我校规定相关专业所在学科门类（专业学位类别）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考生报名时应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学、入

伍、退役等相关信息。另外报考该专项计划的考生在现场确认时应提供本人《入

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原件或复印件。 

4. 经考生现场确认后的报名信息在考试、复试及录取阶段一律不作修改。

凡不按要求报名、网报信息误填、错填而造成不能考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

本人承担。对填报虚假信息者，我校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5. 考生填报志愿时须写明报考专业代码和名称以及业务课考试的科目代

码，并写明详细通信地址、邮政编码及联系电话，以便及时联系。 

六、考试 

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 

（一）初试 

考试时间为 2017年 12月底，具体以准考证为准。我校考试科目为：  

1. 学术学位 



 

基础医学（专业代码 1001）和临床医学（专业代码 1002） 

101思想政治理论（满分 100分）； 

201英语（满分 100分）； 

699联考西医综合（满分 300分）； 

2. 专业学位 

（1）临床医学（专业代码 1051） 

101思想政治理论（满分 100分）； 

201英语（满分 100分）； 

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满分 300分）； 

（2）口腔医学（专业代码 1052） 

101思想政治理论（满分 100分）； 

201英语（满分 100分）； 

352 口腔综合（满分 300分）。 

其中 101思想政治理论、201英语、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科目要

求以“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大纲”为准； 

699联考西医综合以我校研究生学院主页公布的《联考西医综合大纲为

准》； 

352口腔综合为我校自命题科目，含口腔内科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

腔修复学、口腔正畸学。 

（二）复试  

在初试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复试时间将在我校研究生学院网站上另通知。 

1.我校自行确定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复试基本分数线

及“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考生进入复试的成绩要求。在

生源充足的情况下，差额复试比例将不低于 1:1.2。 

2.复试内容包括专业课笔试（考试科目请看《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 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外语听力、综合能力面试（包括外语口语测试）、

临床技能操作（仅限报考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专业学位考生）等。不参加复试

或复试不合格的考生不能被录取。 



 

3. 我校将在复试时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携带本人

身份证（应届生同时还要学生证）、学位证、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应届本

科毕业生在入学报到时检查毕业证原件，交复印件），资格审查不合格的考生

将取消其复试及录取资格。 

4.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均须参加体检，体检由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

组织进行，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号）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

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

（教学厅〔2010〕2号）执行，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5. 复试时间、资格审查时间、体检时间由学校统一安排，集中进行。 

七、录取 

学校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招生规模，考生入学考试成绩（含初试和复试）并

结合政治思想表现、本人素质以及身体健康情况确定录取名单。思想品德考核

不合格和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八、 学费及奖助政策 

1. 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收费标准为：8000元/生/学年； 

  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收费标准为：13000元/生/学年。 

2. 奖助学金：我校将按照国家最新规定，设立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学业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广西英才助学金、三助岗位、绿色通道等制度，

建立多元奖助体系，支持硕士生完成学业。 

奖助学金政策会在我校研究生学院网页另行公布。 

九、招生咨询 

1. 有关我校硕士研究生招生各阶段信息（报名、考试、录取等）将在网

上公布，网址：http://www.ymcn.gx.cn/ 请考生注意上网查询。  

2.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776-2835991   0776-2835992 

传    真：0776-2835992 



 

联系部门：研究生学院      Email: youyixkb@163.com 

联系人员：黄老师、郭老师、孙老师、苏老师 

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城乡路 98号   邮编：533000 

十、附件： 

附件 1：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年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报考专业 

附件 2：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报考专业及住培方

向 

附件 3：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学术型） 

附件 4：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专业型） 

附件 5：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校外导师） 

附件 6：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广西医学创

新中心） 

 

右江民族医学院研究生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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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 年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 

招生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形式 
拟招生人数（2017
年招生计划，仅供考

生参考） 

1001 基础医学 

全日制 拟招生 10 人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100102 免疫学 

100103 病原生物学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002 临床医学 

全日制 拟招生 25 人 

100201 内科学 

100202 儿科学 

100204 神经病学 

100208 临床检验诊断学 

100210 外科学 

100211 妇产科学 

100215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100218 急诊医学 



 

附件 2 

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 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及住培方向 

招生代码 专业名称 住培方向 学习形式 

拟招生人数
（2017 年招生

计划，仅供考生

参考） 

1051 临床医学  

全日制 拟招生 62 人 

105101 内科学 内科 

105102 儿科学 儿科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放射科、核医学科 

105109 外科学 
外科、神经外科、胸心

外科、泌尿外科、整形

外科、骨科 

105110 妇产科学 妇产科 

105111 眼科学 眼科 

105112 耳鼻咽喉科学 耳鼻咽喉科 

105113 肿瘤学 放射肿瘤科 

105114 康复医学与理疗学 康复医学科 

105116 麻醉学 麻醉科 

105117 急诊医学 急诊科 

105127 全科医学 全科 

105128 临床病理学 临床病理科 

1052 口腔医学 
口腔全科、口腔颌面外

科 
全日制 拟招生 7 人 



 

附件 3 

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学术学位） 

所在院系 一级学科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称 研究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

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基础医学

院 

1001 基础医学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

胚胎学 
 

体质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研究、骨质疏松研究（黄秀峰）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系统解剖学与组织胚胎

学。 
注：标*导师复试笔试专业课：系统解剖学

与组织胚胎学或流行病学与医学统计学。 

环境人类学（陈秉朴） 

脂代谢与骨代谢异常机制研究（王金花） 

神经退行性疾病与微量元素及纳米医学检测（凌雁武） 

断层影像解剖学与体质人类学（钟斌） 

植物性雌激素对老年性疾病基础及临床研究（李海） 

管理流行病学、伤害流行病（邓砚*） 

环境与遗传因素对行为的影响（郭蕊*） 

  中药抗微生物机制研究（赵丽娟）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免疫学。 

 

100102  
免疫学 

抗矽肺分子免疫机制研究（黄世稳） 

  天然药物免疫机制研究（黄锁义） 

 1001 基础医学 病毒与宿主免疫研究（曾怡） 

  中草药抗肝癌实验研究（罗艳红） 
  

细胞信号转导及基因表达调控的分子机制（李根亮）   



 

 
 

所在院系 一级学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

称 
研究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

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基 础 医 学

院 
1001 基础医学 

100102  
免疫学 

中药治疗糖尿病实验研究（钱力）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免疫学。 骨代谢异常、骨转换与骨质疏松（解继胜） 

100103  
病原生物学 慢性肝病发生的分子生物学机制及防治（廖长秀）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病原生物学。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老年性痴呆病理机制研究（黄忠仕）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病理学或病理生理学。 
注：标*导师复试笔试专业课：病理学或病理

生理学或流行病学与医学统计学。 

消化系统肿瘤基础与临床病理研究（罗春英） 

职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病理学研究（邓树嵩） 

神经病理生理学（黄俊杰） 

神经内分泌病理生理学（赵爽） 

中西医结合病证基础研究（唐汉庆） 

慢性痛机制研究（余双全） 

肿瘤免疫（王居平） 

职业流行病学及职业危害因素致组织损伤的病理和病理生理学

机制研究（漆光紫*） 



 

 

所在院系 一级学科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

称 
研究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

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临 床 医 学

院 
1002 临 床 医

学 

100201  
内科学 

冠心病基础与临床研究（黄照河）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ARDS （廖品琥） 

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HP 致病与耐药研究（黄赞松） 

急性胰腺炎发病机制及诊治（覃月秋） 

肾脏病基础与临床研究（林栩） 

慢性肾脏疾病的基因、免疫及分子机制研究（尤燕舞） 

肾小球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王洁） 

糖尿病基础与临床（吴标良） 

100202  
儿科学 

儿科肾脏病及儿童免疫性疾病（刘运广）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儿科学。 

儿童支气管哮喘与免疫性疾病（林娜） 

小儿急危重症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黄月艳） 

100204  
神经病学 

脑血管疾病发病及癫痫发病机理与临床研究（李雪斌）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神经病学。 

神经血管介入研究及难治性癫痫发病机制研究（黄建敏） 

脑血管疾病基础与临床研究（蒙兰青） 



 

 

所在院系 一级学科名称 
专业代码及

名称 
研究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

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临床医学

院 
1002 临床医学 

100208  
临床检验诊

断学 

临床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检验（韦叶生）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临床检验学。 

生殖发育的分子遗传学研究（王俊利） 

基因诊断与治疗（邓益斌） 

生殖免疫研究（陈文成） 

100210  
外科学 

普外科疾病防治研究，创面修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唐乾利）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外科学。 

肝胆疾病基础与临床（浦涧） 

骨肿瘤与脊柱骨关节疾病（唐毓金） 

骨与关节结核基础与临床研究（蓝常贡） 

脊柱脊髓损伤，组织工程与新材料研究（刘佳） 

泌尿系统疾病、男科学（黄群） 

颅内肿瘤及颅脑损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罗起胜） 
100211  
妇产科学 不孕不育流行病学研究（陈发钦）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妇产科学。 

100215  
康复医学与

理疗学 

骨科疾病康复（黄芳艳）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康复医学。 疾病康复、预防保健（陆青梅） 

  



 

 

 

 

 

 

 

所在院系 一级学科名称 
专业代码及

名称 
研究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

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临床医学

院 
1002 临床医学 

100215  
康复医学与

理疗学 

糖尿病心血管病并发症的中西医结合康复治疗（符显昭）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康复医学。 

脊源性疾病中医康复基础与运用研究（张红参） 

糖尿病护理（蒙连新） 

母婴专科护理（罗琳雪） 

100218  
急诊医学 

脓毒症（廖品琥）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附件 4 

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专业学位） 

所在院系 专业学位名称 
专业代码及

名称 
专业学位住培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

下） 

临 床 医 学

院 
1051 临 床 医

学 
105101 
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病）（黄照河）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病）（潘兴寿）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病）（王若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呼吸系病）（廖品琥）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呼吸系病）（罗维贵）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病）（黄赞松）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病）（周喜汉）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病）（岑朝）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血液病）（王小超）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血液病）（陶丽菊）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肾病）（林栩）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肾病）（杨发奋）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肾病）（王洁） 



 

所在院系 专业学位名称 
专业代码及

名称 
专业学位住培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

下） 

临 床 医 学

院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肾病）（尤燕舞）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内分泌与代谢病）（韦华）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内分泌与代谢病）（吴标良） 

105102 
儿科学 

儿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刘运广）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儿科学。 

儿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李 强） 

儿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林 娜） 

儿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黄月艳） 

儿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梁玉美）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李雪斌）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黄建敏） 

神经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蒙兰青） 

105107 
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 
核医学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罗章伟）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医学影像诊断学。 

 



 

 

所在院系 专业学位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称 专业学位住培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临床医学院 1051 临床医学 

105109 
外科学 

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唐乾利）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外科学。 

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浦涧） 

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汪建初）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唐毓金）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蓝常贡）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刘佳）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罗群强）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谢克恭） 
整形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黄志群） 

神经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黄海能） 

神经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罗起胜） 

泌尿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黄群） 

泌尿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吴军） 

胸心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罗世官） 

105110 
妇产科学 

妇产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施桂玲）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妇产科学。 

105113 
肿瘤学 

放射肿瘤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韦忠恒）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肿瘤学。 



 

 

 
 

所在院系 专业学位名称 专业代码及名称 专业学位住培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想

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临床医学院 1051 临床医学 

105114 
康复医学与理疗

学 
康复医学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覃兴乐）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康复医学。 

105116 
麻醉学 

麻醉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黄泽汉）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麻醉学。 

105117 
急诊医学 

急诊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廖品琥）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急诊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李军） 

急诊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林起庆） 

105127 
全科医学 

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韦华）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

（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口腔医学系 1052 口腔医学  

口腔全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廖明华）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52 口腔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

学、口腔正畸学、口腔内科学 口腔全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黎淑芳）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李俊）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52 口腔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口腔颌面外科学。 



 

 
 

附件 5 
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校外导师） 

 
所在院系 

专业学位名

称 
专业代码及

名称 
专业学位住培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附 属 西 南

医院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病）（黄桂忠）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病）（余贤恩） 

105109  
外科学 

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黄权）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外科学。 神经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李廷阳） 

胸心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黄元鲁） 

附 属 河 池

医院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病）（梁涛）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病）（唐秀革）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肾病）（蒙如庆） 

105109  
外科学 

骨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卢长巍）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外科学。 

105110  
妇产科学 

妇产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蒋军松）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妇产科学。 



 

 

 

所在院系 专业学位名称 
专业代码及

名称 
专业学位住培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附属玉林

医院 

1001  
基础医学 

100104 病理

学与病理生

理学 

中药炮制、中药基础理论研究及计算机在医药领域的应用

（赖昌生）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病理学或病理生理学。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病）（张华）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105109 
外科学 

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姚清深）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外科学。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邹崇祺）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梁博伟） 

附属文山

医院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病）（卢京）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105109 
外科学 

胸心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陈锡霖）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外科学。 

105112  
耳鼻咽喉科

学 
耳鼻咽喉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李志祥）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耳鼻咽喉科学。 



 

 

所在院系 
专业学位名

称 
专业代码及

名称 
专业学位住培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附属梧州

医院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病）（叶少武）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呼吸系病）（伍桂雄） 
105107 
影像医学与

核医学 
放射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李瑞雄）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医学影像诊断学。 

105110  
妇产科学 妇产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庞义坚）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妇产科学。 

105113 
肿瘤学 放射肿瘤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张康）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肿瘤学。 

广西科技

大学医学

院 

1052 
口腔医学 

 口腔颌面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姚金光）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52 口腔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口腔颌面外科学。 

解放军第

四二二医

院 

1051  
临床医学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郑良成）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梧州市红

十字会医

院 

1052  
口腔医学 

 口腔全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邓文正）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52 口腔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

口腔正畸学、口腔内科学。 

深圳市罗

湖医院 
1051  
临床医学 

105127 
全科医学 

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尹朝霞）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所在院系 
专业学位码及

名称 
专业代码及

名称 
专业学位住培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区人民医

院 

1051  
临床医学 

105101  
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病）（梁列新）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105109  
外科学 

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钟晓刚）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外科学。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尹东） 

105112  
耳鼻咽喉科

学 
耳鼻咽喉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瞿申红）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耳鼻咽喉科学。 

105128 
临床病理学 临床病理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莫祥兰）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病理学。 

1052 
口腔医学 

 口腔全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黄敏方）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52 口腔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口

腔正畸学、口腔内科学。 



 

附件 6 
右江民族医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广西医学创新中心） 

 
所在单位 一级学科 

专业代码及

名称 
招生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右 江 民 族

医学院 

1002 临床医

学（学术学

位） 

100201  
内科学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廖品琥）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肝癌基础与临床研究，HP 致病与耐药研究（黄赞松） 

慢性肾脏疾病的基因、免疫及分子机制研究（尤燕舞） 

糖尿病基础与临床（吴标良） 

100202  
儿科学 

儿科肾脏病及儿童免疫性疾病（刘运广）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儿科学。 儿童支气管哮喘与免疫性疾病（林娜） 

100204  
神经病学 

脑血管疾病发病及癫痫发病机理与临床研究（李雪斌）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神经病学。 

100208  
临床检验诊

断学 

临床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检验（韦叶生）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临床检验学。 基因诊断与治疗（邓益斌） 

100210  
外科学 

普外科疾病防治研究，创面修复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唐乾利）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699 联考西医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外科学。 

骨肿瘤与脊柱骨关节疾病（唐毓金） 

骨与关节结核基础与临床研究（蓝常贡） 

 



 

 

 

所在单位 一级学科 
专业代码及

名称 
招生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右 江 民 族

医学院 

1051 临床医

学（专业学

位） 

105101  
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呼吸系病）（廖品琥）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病）（黄赞松）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肾病）（尤燕舞）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内分泌与代谢病）（吴标良） 

105102  
儿科学 

儿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刘运广）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儿科学。 儿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林  娜） 

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李雪斌）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神经病学。 

105109 
外科学 

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唐乾利）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外科学。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唐毓金）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蓝常贡） 

1052 口腔医

学（专业学

位） 
 口腔全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廖明华）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52 口腔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口

腔正畸学、口腔内科学 

 



 

 

 

所在单位 一级学科 
专业代码及

名称 
招生方向及导师 

考试科目（初试笔试科目公共课：①101 思想政治理

论；②201 英语一；③专业课如下） 

自 治 区 人

民医院（广

西 医 学 创

新中心） 

1051 临床医

学（专业学

位） 

105101  
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心血管疾病）（林英忠）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内科学。 内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消化系病）（张国） 

105109 
外科学 

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钟晓刚）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外科学。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尹东） 

骨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李宏宇） 

胸心外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林辉） 

105110 
妇产科学 

妇产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胡晓霞）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妇产科学。 妇产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王琳） 

105111 
眼科学 

眼科临床技能训练与研究（李敏）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06 临床医学综合能力（西医）。 
复试笔试专业课：眼科学。 

1052 口腔医

学（专业学

位） 
 口腔全科临床医疗技能训练与研究（周嫣） 

初试笔试专业课：③352 口腔综合。 
复试笔试专业课：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口

腔正畸学、口腔内科学 

 



 

复试参考用书 

说明：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学校不提供考试科目参考书，以下书籍仅供参考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笔试参考用书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

胚胎学 

《人体解剖学》，柏树令，应大君主编（第 8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胚胎学》邹仲之，李继承主编（第 8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100102 免疫学 《医学免疫学》，曹雪涛主编（第 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100103 病原生物学 
《医学微生物学》，李凡主编（第 7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人体寄生虫学》，诸欣平，苏川主编（第 8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100104 
病理学和病理生

理学 
《病理学》李玉林主编（第 8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100201/105101  内科学 《内科学》，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出版 

100202/105102  儿科学 《儿科学》，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出版 

100204/105104  神经病学 《神经病学》，第六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出版 

105107  医学影像诊断学 《医学影像诊断学》，第三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出版 

100208  临床检验学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检验基础》/第

五版，2012出版 

100210/105109  外科学 《外科学》，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出版 

100211/105110  妇产科学 《妇产科学》，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出版 

100214/105113  肿瘤学 
《外科学》中的肿瘤基础知识以及相关知识，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8出版 

105116  麻醉学 《麻醉学》，第三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出版 

100218/105117 急诊医学 
《内科学》中的急诊基础知识及相关知识，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出版 

105127 全科医学 《内科学》，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出版 

105128  临床病理学 《病理学》，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出版 

1052 
口腔医学（口腔颌

面外科方向） 
《口腔颌面外科学》，第 7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1052 
口腔医学（口腔全

科方向） 

《口腔颌面外科学》，第 7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口腔修复学》，第 7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口腔正畸学》，第 6版，人民卫生出版社；《牙

体牙髓病学》，第 4版，人民卫生出版社；《牙周病学》，人民卫生出

版社，第 4版；《儿童口腔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4版。 

 


	《神经病学》，第六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