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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迅速推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也建立了

国际化一带一路正畸专科课程，并对课程的设置，应试，推广和发展做出大量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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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政策是习总书记提出的，指依靠

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

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

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

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

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围绕“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真正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关键在于人文交

流，特别是教育领域的交流及合作 [1]。

2  口腔正畸学专科教学在一带一路
国家政策中的现状

口腔正畸学是口腔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与其

它口腔专业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与一般医学基础

学科及生物学科也有着广泛的联系。它的学科内容

是研究错畸形的病因机制，诊断分析及其预防和治

疗，而错 畸形是指儿童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由先

天的遗传因素或后天的环境因素 [2]。

近现代口腔正畸学的发展是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开始的。美国学者 Angle 将口腔正畸学发展

为口腔医学的分支科学。我国的口腔正畸学发展始

于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错 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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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高，随着新中国经济，文化水平的迅速发展，

要求正畸的人群总数也越来越多，这也成为发展我

国正畸学科的客观需要。目前在全国医学院校，口

腔专科医院及综合医院口腔科，甚至基层的医务单

位，均开展了口腔正畸医疗工作，我国口腔正畸学

科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治疗技术，治疗方法，

治疗水平与国际相接轨，也吸引了许多留学生来华

进修与学习口腔正畸学 [3]。

因此，在口腔正畸学教育方面，结合“一带一路”

建设要求，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

原则，大力发展国际化口腔正畸学教育，是市场需

求和政策支持双重有利环境下的必然趋势。

3  具有一带一路特色口腔正畸学专
科教学模式的建立

具有一带一路特色的口腔正畸学专科教学模式

建立，需要强有力的学科基础以及团队。上海市第

九人民医院口腔正畸科作为国内首批成立口腔正畸

专业的科室，在正畸专科教学的一带一路模式建立

上，进行了许多探索。

3.1  建立目标

为充分发挥口腔医学院的学科优势和九院的临

床特色，通过在国内理论授科，操作培训和在国外

举办学习班等形式，设立和推行“口腔正畸高级文

凭国际课程”，以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一

方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口腔全科医生培训

口腔正畸专业知识，增加与这些国家的正畸专科医

生间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也凸显九院口腔正畸科

的学术水平和临床技能。

3.2  学科优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正

畸科是我院国家级重点学科 - 口腔临床医学的重要

分支学科，是口腔正畸学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单位。

口腔正畸科现有医护人员 51 人，其中医师 38 人，

护士 13 人，博士 8人，硕士 12 人。

科室在国内和国际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有 38

名医生是中华口腔正畸专委会会员，31 人是国际正

畸联盟会员；科主任房兵教授是中华口腔正畸专委

会副主任委员、国际牙医学院院士、美国 Angle 口

腔正畸专委会委员，钱玉芬教授是上海口腔正畸专

委会主任委员单位。科室现有 4 名教授，9 名副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2 名，硕士研究生导师 3 名。

每年承担本科生教育 124 学时，招收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 22 名。拥有英国爱丁堡皇家外科学院的口腔

正畸专科考试中心和正畸临床培训中心。每年组织

10 余次学术活动，承担多项国家继续教育项目。科

室年门诊人次数11余万人次。科室建立了唇腭裂、

隐形正畸、正颌正畸、牙周和颞下颌关节等 5 个亚

专科，是具有鲜明专科特色的研究型专业科室，在

全国口腔正畸领域具有领先地位。科室研究方向包

括口腔力学和生物学，颌骨畸形缺损的再生 , 颞下

颌关节紊乱病的临床和基础研究等。依托国家口腔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上海精准医学研究院和上

海市口腔医学重点实验室的强大科研平台，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上海市科委基金等一批国家及省

部级科研项目。因此，上海九院口腔正畸科在国内

进行一带一路教学建立是十分有优势的事。

3.3  建立基础

九院正畸科“一带一路”的课程从 2017 年

11 月起开展，主要课程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

分为“一带一路”输出口腔正畸课程 （B & R 

Orthodontics Course out of China），课程主要

内容以正畸 I 类，II 类及 III 类错 畸形治疗的理

论知识及临床训练，如托槽定位，弓丝弯制为主，

总时长不长，主要重点在于培养学员临床思路，

提高学员临床水平。第二部分为外籍学生口腔正

畸专科文凭课程 （B & R Advanced Diploma 

Education in Orthodontics in 9th people’s 

hospital），第二部分总共分为牙颌面畸形诊断，

生长发育及生物力学，口颌肌肉及关节，正畸相关

材料，错 畸形的治疗和技术，I 类错 的治疗，

II 类错 的治疗，III 类错 的治疗，偏 和开 的

治疗，唇腭裂和颅面部综合征畸形，专题教学等 11

个模块（表 1）。第 1 模块时该课程招募了 10 名学

生，高质量课程受到了学生们极大的支持，学生自

己又带进 15 名学生注册进一步课程，所以在后续

课程又招到了25名医生，招生范围来自于马来西亚、

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这几个国家和地

区学生对九院正畸一带一路课程正投入越来越多的

关注。

两年的课程结束以后，本院单位有权利推荐学

生直接进入英国皇家爱丁堡外科学院口腔正畸专科

文凭考试，这也是课程在东南亚受到热捧的原因之

一。在此之前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的牙科院校

都有自己的临床培训和考试文凭证书，其中最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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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英国皇家爱丁堡外科学院的证书。十几年前

香港大学口腔医学院也有高级临床文凭证书，国内

几大院校的均派遣正畸科医师过去进修，受到国内

外一定程度的关注和欢迎。因此本课程设置的目的

在于在交大口腔医学院中设立这样一个正畸专科高

级文凭证书，考试规则与英国皇家爱丁堡外科学院

相类似，学习的医生拿到双证书，有利于在一带一

路上宣传交大口腔医学院口腔正畸专科教学，扩大

影响力，为一带一路专科教学模式奠定更好地基础。

3.4  未来发展

扩大教学规模，建立客观的考授方式，推动中

国专科医生考试在一带一路专科教学建设上的规范

化，标准化，国际化，一直是本课程未来发展的重点。

除了进行传统的授课和文凭颁发，怎样使中国专科

教学一带一路课程得到国际化认可，一直是课程设

置者们钻研的目标。除了与英国皇家爱丁堡学院合

作，可以尝试与更多国际知名牙科学院进行联合培

养，也可以邀请国际知名正畸专科专家来华授课，

扩大一带一路课程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招生规

模，使九院正畸专科一带一路课程成为国际正畸学

教育领域认可的课程。

4  结语

在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积极建

立全球化，国际化认可的口腔正畸专科教学体系，

一直是九院正畸科不断探索的领域。通过构建具有

交大医学院特色的国际化教学体系，开展多远教学

手段，扩大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一带一路国家的

留学生前来学习，提升九院正畸国际化教学水平，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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