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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编者按】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口腔历经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取得了巨大

的成功，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口腔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刊

特设立“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70 年巡礼”专栏：口腔院校风采展（“我”与新中国共发展系列报道），

选取东、中、西部地区几个历史悠久的口腔院校，介绍其随着新中国成立的发展历程、所在地区的特

色以及在口腔医学方面取得的成就。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始建于1907年，

创始人是加拿大牙医学博士Ashley W.Lindsay（艾

西理·渥华德·林则）。华西口腔是中国第一所高

等口腔医学院校，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培养了大批

栋梁与精英，被誉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与

摇篮。

新中国成立前：学开现代引新风

1907 年，建立中国第一个西式牙科诊所——成

都四圣祠仁济牙科诊所，牙科诊所初创时条件非常

中国第一个西式牙科诊所——成都四圣祠仁济牙科诊所 第一个牙学院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 华大牙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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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陋，医生仅林则博士一人，设备也仅仅够一人之

用，后于 1923 年迁入华西坝。

1917 年，正式建立华西协合大学牙科系。1919

年，牙科系独立，正式成为与医科并列的学科，建

立中国第一个牙学院——华西协合大学牙学院，是

中国最早的口腔医学专业。

1936 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口腔医学研究室——

华西协合大学医牙研究室，开展口腔医学领域的基

础与临床的研究工作。

1946 年，创办我国第一本口腔医学英文杂志—

《华大牙医学杂志》。

新中国成立后：挺立潮头辟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华西口腔积极响

应国家政策，全力提升教育质量，加大人才培养力

度，弥补口腔科研领域空白，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

持下，一批批华西口腔校友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推动了新中国口腔医学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 西南援朝医疗队

中国第一个口腔医学研究所——四川医学院口腔医学研究所

第一届全国口腔学术会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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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华大牙医学杂志》（46 年创刊）

更名为《中华口腔医学杂志》。1953 年中华医学会

出版《中华口腔科杂志》，总编辑毛燮均、宋儒耀。

遵循人民政府指示，为避免重复，华西口腔主办的

《中华口腔医学杂志》1953 年出版第 4 期后在成都

停刊，所有遗留稿件交移北京中华医学会审用，华

西口腔的《中华口腔医学杂志》编辑部撤销。

1950 年，响应我国高等教育缩短学制改革，快

出人才，由原七年制，逐步分别缩短为六年、五年

和四年。

1951年，人民政府正式接办私立华西协合大学，

学校更名为华西大学。牙学院更名为华西大学牙 

学院。

1951 年，由华西口腔宋儒耀担任队长并负责选

拔的西南援朝医疗队，赶赴后方战地医院进行医疗

工作，援朝一年，手术队救治了上千名颌面部创伤

及烧伤伤员。

1953 年，华西大学更名为四川医学院，牙学院

更名为四川医学院口腔医学系，华西大学牙学院的

8个系更名为 8个教学研究室。

1955年，参照前苏联培养副博士研究生的办法，

我院口腔医学系开始了研究生培养。

1958 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口腔医学研究所——

四川医学院口腔医学研究所，研究所建立龋病研究

室、牙周病研究室、高级神经活动实验室和动物饲

养室，在我国最早开展了实验性牙周病的动物实验，

开当时中国之先河。

1963 年，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口腔学术会议

在华西口腔召开。

1966 年，建立我国首座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

的口腔专科医院大楼，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医

院设有口腔治疗椅 113 台，病床 100 张。

1977年，恢复本科招生，学制由3年恢复为5年，

并受卫生部委托在成都召开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口腔

医学教材会议。

改革开放后：不忘初心勇担当

改革开放新时代，祖国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华西口腔以新的作为、新的担当、新的面貌，在教育、

医疗、科研方面进一步开拓进取，实现跨越式发展。

1978 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口腔颌面外科学、

口腔矫形学、口腔内科学、口腔正畸学批准为硕士

学位授权点。

1981 年，教育部批准华西口腔口腔内科学、口

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口腔正畸学为博士学

位授权点。

1989 年，卫生部批准华西医科大学建立卫生部

口腔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成为全国口腔医学

领域唯一的部级重点实验室。

1989 年，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被批准

为国家重点学科。

1992 年，成立卫生部口腔种植科技中心，中心

的主要任务是面向全国推广华西研究开发的人工种

植牙产品和技术。

2002 年，获批中国第一个教育部口腔医学重点

实验室——口腔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

2007 年，建立中国第一个口腔医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华西

口腔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创新型人才培养的重要 

平台。

四川医学院口腔大楼落成典礼 (1966 年 5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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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卫生部口腔医学重

点实验室 -1989 年卫生部口

腔生物医学工程重点实验室

1992 年成立卫生部口腔种植科技中心

获批中国第一个教育部口腔医学重点实验室——口腔生物医学工程

重点实验室

建立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口腔疾

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获批教育部首个口腔医学类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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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获批教育部首个口腔医学类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0 年，创办中国大陆第一本 SCI 数据库收录

口腔医学英文刊物《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al 

Science》。

2013 年，创办 SCI 数据库收录口腔医学英文

刊物《Bone Research》。

2014 年，获批教育部首个口腔医学类国家级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2014 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获中华全

国妇女联合会颁发的“‘三八’红旗集体”。

2016年， 获批教育部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2017 年，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荣列

A+、获批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第一

批入选教育部“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获中华全

国总工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国家卫健委

2015-2017 年度“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

2018 年，华西口腔在全国首次口腔医学专业学

位水平评估中荣列A+。        

今日华西口腔：恰趁风劲再扬帆

IJOS 12013 年华西口腔创办 Bone Research 英文期刊，目前是亚洲

第一的骨科学学术期刊，Nature 系列合作的 SCI 收录期刊，入

选“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获批教育部首个口腔医学类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华西口腔新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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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卫健委委管的三级甲等口腔专科医

院，首批次获得了口腔类别全部 8 项“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项目，是中国口腔疑难疾病诊疗中心、

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药物临床试

验机构、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基地、国家医师资格考

试实践技能考试与考官培训基地（口腔类别）、国

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国家专科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卫生部国际紧急救援中心网络医院、国

际应急医疗队成员单位、四川省口腔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等。

持续引领口腔医学发展，在教育部一级学科评

估中连续 20 年排名第一，在全国首次口腔医学专

业学位水平评估荣列 A+，入选教育部“双一流”

建设学科名单，连续五年蝉联中国医院科技量值

（STEM）口腔医学第一名，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口

腔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第五

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口腔医学专业召集人单位、第

二届教育部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指导委员

会主任委员单位。此外，在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

自然指数（Nature Index）排行榜位、全国医院科

研产出排行榜、复旦医院管理排行榜中，华西口腔

均位列口腔院校前列。 

拥有口腔医学领域唯一的口腔疾病研究国家重

点实验室、首批国家口腔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

6个国家级科研平台。主办了6本国内外学术期刊，

其中 2 本英文 SCI 学术期刊始终保持在 Q1 区。拥

有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教学名师、“973”计

划首席科学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万人计划”、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

长江学者青年项目、全国创先争优奖获得者、教育

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优秀专家学

者和教学团队。

医院秉承“热忱·关爱”的服务理念，坚持“一

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宗旨，坚持公立医院的公

益性，首创医联体建设和扶贫工作相结合的华西模

式。已构建口腔疾病防治初级网络，建设适宜的口

腔疾病防治结合服务模式，目前华西口腔专科联盟

单位共计 200 余家，覆盖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积极开展援疆、援藏、援黔、援滇、甘阿

凉等专项行动，建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西藏分

院，帮助西藏大学建立口腔医学系，帮助成立西藏

远程中心会诊

医生门诊看牙 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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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口腔医学会，帮助新疆医科大学建立口腔专

科医院，在四川甘阿凉地区建立华西口腔标准化连

锁分院，构建三级口腔医疗服务模式，为西部和民

族地区口腔事业发展和民族稳定作出积极有益的探

索和贡献。

作为亚洲牙科中心主席单位、ICD 国际理事、

中国区主席单位、IADR 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区

主席单位以及国际生物医学研究协会主席单位，先

后与 30 余所国际一流大学研究机构签订合作备忘

录，开展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并协助成

都市政府成功获得 2021 年第 99 届国际牙科研究会

（IADR）年会的举办权，这将是 IADR 第一次在

中国举办。

建院 112 周年以来，华西口腔以国际化人才培

养质量、高精尖临床治疗技术水平和雄厚科学研究

实力蜚声国内外，是中国最著名的口腔医学院和口

腔医院之一，将紧密围绕世界一流口腔医院建设目

标，面向人类重大口腔疾病难题和广大人民群众口

腔健康的迫切需求，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

口腔健康服务，助力口腔医学事业高质量内涵式发

展，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