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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教育发展历程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DOI:10.12337/zgkqjxjyzz.2021.04.017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始建于 1941 年，前身是

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齿科诊疗室。建院 80

年来，伴随历史的进程，从最初的“国立北京大学

医学院附属医院齿科诊疗室”起步，历经“齿学系”、

“牙医学系”和“口腔医学系”直至“北京大学口

腔医学院”的变迁，一个个脚印记载了在党的领导

下，几代北大口腔人为中国口腔医学教育事业孜孜

以求、不断进取的奋斗历程， 也勾勒出北京大学

的口腔医学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成熟、

走向辉煌的发展轨迹。

1  新中国成立前的口腔医学教育
（1949 年之前）

20 世纪初辛亥革命后，一批留学归国的医学人

士怀着洗雪国耻、复兴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1912

年创办了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

部的前身）。这是是中国政府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办

的第一所专门传授西方医学的国立医学院校。卢沟

桥事变后，学校被收并为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

1941 年，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设立齿

科诊疗室，占地面积 360 平方米，治疗椅 10 台，

职工 20人，两个科室——口腔外科和保存补缀科。

1943 年，齿学系成立并招生，第一届学生 20 名，

学制为四年。1946 年收并入北京大学，更名为北京

大学医学院牙医学系，毛燮均教授任系主任，学制

改为六年制。学生前三年接受没有实习的医学临床

课，后三年接受口腔专业基础和口腔专业课程，包

括口腔外科、义齿学、诊疗学、充填学、口腔病理学、

齿牙解剖学、继架学、冠桥学、材料学、齿科药物学、

矫正学共 11 门。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系主任

在简陋的条件下办学，教师们认真授课、严格要求

并重视医德培养，培养了医学院最早的一批骨干人

才。他们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广博精深的知识和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为北大口腔的奠基人（图1）。

2  新中国成立后的口腔医学教育 
（1949-1977）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社会全面发展的

时代要求与人民士气高昂的建设热情成为推动事业

发展的巨大动力。政府对北京大学医学院进行了一

系列重大改革，医学教育得以快速发展。

与医学领域其它学科相比，国内医学界历来将

牙医视为医匠。而毛燮均教授在《中华医学杂志》

第35卷第7期《中国今后之牙医教育》中写道：“革

新牙医教育是发展牙科为口腔医学专门”。他提倡

和促成这一新的观念：牙医学不仅仅是研究和治疗

牙齿本身的疾病，而是扩展到整个口腔，甚至颌面

系统。这一教学理念至今仍然具有创新性。

通过毛燮均等一代北医口腔人锲而不舍、呕心

沥血的努力，强化了口腔医生对一般医学知识、口

腔专业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的掌握，大大提升了口

腔医学在国内医学界的地位，使社会对口腔医疗工

作者的认识从医匠转变为医师。同时，也使北京大

学口腔医学学科在国内医学界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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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47 年春节前 牙医学系牙科诊所全体师生及部分家

属合影 图 2  卫生部批复北京大学

同意将牙医学系改称口腔医

学系 (1950 年 7 月 )

图 3  教育部批复北京大学

同意将牙医学系改称口腔医

学系 (1950 年 8 月 )

图 4  50 年代毛燮均教授与口矫教研组在一起备课研讨

图 5  苏联专家来举办卫生部高等师资进修班

1950 年，卫生部、教育部相继批复北京大学，

同意将牙医学系更名为口腔医学系（图 2-3），这

在全国尚属首次。随后我国口腔医学的学科范围扩

大，学科发展加速。同时，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北

大开始扩大招生，学制缩短为 5年。

1952 年院系调整中，北京医学院独立，遂更名

为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在教学方面，除扩大招

生外，成立了专门的教研组：口腔外科教研组、牙

体外科教研组、义齿科教研组、口腔病理牙周病教

研组、口腔正畸及儿童牙病学教研组。学系组织编

写了专业教材及实习指导，绘制挂图，制作标本模

型，建立文摘卡片，制作幻灯片，交流和研究教学

法等，这些教学方法使口腔医学教育教学逐步走上

专业化和系统化的轨道，为培养口腔医学专业人才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图 4）。

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当时只有

苏联肯援助中国。在这种国际政治背景下，毛泽东

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四次会议上发出了“要学习

苏联”的号召。随即，卫生部确定将北京医学院作

为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重点。从 1954 年起，

仿效苏联实行教育改革。

1955－1957年间，苏联专家柯斯赫来院工作，

其间举办了卫生高等师资进修班，为全国各地培养

了一批口腔颌面外科专家（图 5）。教学方面，教

研组也合并为 3 个：口腔颌面外科教研组、口腔矫

形教研组、口腔内科教研组。教学上，多采用苏联

教材。朱希涛教授编写的《冠桥学》《牙科材料学》

和钟之琦教授编写的《牙体解剖学》成为全国最早

的一批口腔医学课程教材。根据苏联经验，加强了

教学行政管理，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和体系，为我院

今后的教学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1958 年，上级将北京医学院附属平安医院划归

口腔系管理。作为培养口腔系学生临床教学的综合

医院，口腔专业与综合医院的结合在国内是一个创

举。一批口腔专业毕业生分配到平安医院担任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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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与全身系统病结合的科学发展任务，为在整体医

学基础上发展口腔医学专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

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随后，其他院校也相继效仿

这一模式。

全面学习苏联之后，国家对开展科学研究的重

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同时全国财政状况开始趋于好

转，科研工作开始提上日程。北医口腔系各临床教

研组结合临床需要和工作条件，开展课题研究，发

表了一批科学水平较高的论文。1959 年，北京医学

院被国家确立为全国 16 所重点院校之一，口腔正

畸学毛燮均教授、口腔病理学郑麟蕃教授招收了第

一批硕士研究生共 4人。

1962 年，口腔医学系门诊部更名为北京医学院

附属口腔医院，设病床 30 张。由此，医院的地位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1963 年，经卫生部批准，口腔

系成立了国内第一个口腔病理研究室，郑麟蕃教授

任主任。当时卫生部和北京医学院有明确批示：北

医口腔医学系主要负责培养高级口腔医学人才，学

制延长为六年制，招生人数宜控制在每年 60 名，

不宜过多。科研工作应加强，并指定口腔医学系负

责全国口腔科研十年规划项目。

1965 年 6 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把卫生工作重

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北医口腔系大量骨干教师

前往全国各地，赴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队队员向当

地赤脚医生讲解常见病及治疗。

“文革”期间，口腔医学系停止招生、停止科

研，用作临床教学的平安医院被迁往甘肃酒泉，使

口腔医学系失去了临床教学基地和口腔与系统病研

究基地。1974-1976年，口腔医学系招收了三年制“工

农兵学员”三期，充实医疗一线，完成医疗任务。

3  改革开放后的口腔医学教育
（1978-2008）

改革开放前后，口腔医学系恢复本科（五年制）

招生和研究生的招生。1981 年，口腔医学系成为全

国首批博士学位授权点，开始招收第一批医学博士

研究生。同时，国家首次选派访问学者，口腔医学

系选派曹采方、傅民魁两位同志赴美学习。

1978 年，北医口腔医学研究所成立。1982 年，

该研究所被世界卫生组织批准为我国口腔医学领域

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世界卫生组织预防牙医学科研

与培训合作中心”。 世界卫生组织多次派专家来

院办班讲学，为全国培养口腔预防保健人才 100 多

名，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口腔预防战线上的

骨干力量。至此，北医口腔系也实现了从学科单一

走向综合性、全方位发展的突破性进展，体现了医

教研防四位一体的办院模式。

80 年代开始，北医明确把进修教育与本科生教

育、研究生教育同列为学校的三条教育轨道，北医

口腔的进修生教育逐步进入全面发展时期。

1984年，北医口腔迁址到魏公村，新院建成后，

面积大幅增加，增加了椅位和大量先进的仪器设备，

建立了前期仿头模型实习室，教学环境大为改善，

为口腔医疗、教学和科研提供了良好的硬件环境，

在当时全国口腔医学领域独树一帜，成为众多口腔

专业医师和学生向往的高等学府。同年，北医口腔

培养出了我国第一名自己培养的医学博士马绪臣。

1985 年，北医被确定为国家第一批 10 所重点

建设大学之一，是其中唯一的医科院校。口腔医学

系率先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

1988 年，北医口腔又培养出了全国第一批临床

技能型医学博士。同年，北医的口腔医学与临床医

学专业一起获国家教委批准，成为首批举办七年制

口腔医学教育的专业。

1990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北医口腔“口腔组织

病理学”为全国重点学科。1996 年，北医口腔的口

腔病理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和口腔正畸学又被国家

列入“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1991 年，北医作为卫生部试点院校全面开展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口腔各学科也纳入培训体

系，培训时间统一规定为5年，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

一阶段 3 年、第二阶段 2 年），合格者获得卫生部

颁发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

1999 年，北医的口腔医学一级学科获批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

2000 年，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北医

口腔也随之更名为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获得了难

得的发展机遇（图6-10）。2001年，获教育部批准，

首批招收口腔医学八年制本博连读生。

2001 年，口腔颌面外科获批成为卫生部首批国

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试点），2003 年口腔内科

和口腔正畸科获批成为第二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基地，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成为拥有国内口腔界仅

有的三个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单位。

2002 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北京大学的口腔临

床医学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2007 年，口腔医

学一级学科成为全国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全国仅两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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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六十年代的医疗环境 图 7  八十年代的医疗环境

图 8  九十年代的医疗环境 图 9  新大楼现代化的医疗环境

4  改革深化期的口腔医学教育 
（2009-2021）

作为国家首批“双一流”建设学科，北大口腔

的学科建设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师资力量雄厚，

人才辈出。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不断引领着中

国口腔医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2012 年培养出我国

第一位口腔医学双博士，开创了口腔医学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和口腔医学八年制本博贯通式培养体系。

目前，北大口腔拥有临床教研室（组）和基地

30 个，在岗博士生导师 72 人、硕士生导师 72 人和

一大批学术造诣高、国内著名、国际知名的学术带

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人

才、中组部“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国家级重大人

才计划人才、科技部“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 31 名国家级人才

和教学团队。多年来，北大口腔一直吸纳着来自五

湖四海最优秀的学生，以“崇尚创新、引领未来、

扎根祖国、面向国际”为育人目标培育新时代的卓

越口腔医学人才。在培养的历届毕业生中，他们心

系国家、胸怀四海，积极为国际、国内口腔医学事

业发展贡献着北大口腔人的磅礴力量。他们当中已

有两院院士 2 名、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 2 名、国家

一级学会会长、副会长 14 名。

北大口腔是国家口腔医学中心，拥有国家口腔

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等十余个

国家级平台或基地，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口腔医学

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单位，全国口腔医学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拥有国家级教

学团队、国家临床教学示范培训中心、十门国家级

课程；首批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和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是国家首批口腔科住院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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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化培训基地（7 个专业基地）；是北京市高等

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中国医师人文医学职业技

能培训基地，并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2017）、全国首次专

业学位水平评估（2018）中均荣列“A+”。自“牙

医学”学科列入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起，北大口

腔一直处于国内领先位置（有5次位列世界前20名，

最高第 13 名），其中“毕业生雇主评价”指标广

受世界同行认可（2021 年为世界第 3名）。

作为国内口腔医学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北大

口腔与海外 40 余所口腔医学院校签署了学术合作

谅解备忘录，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

已建成 4 个国际专科医师、国际学者培训基地：世

界卫生组织预防牙医学科研与培训合作中心、国际

口腔颌面外科医师协会肿瘤与修复重建培训中心、

国际内固定学会颅颌面分会培训中心、国际口腔种

植学会国际学者培训中心，培训海外青年学者数十

人；9 人任职国际口腔医学领域重要学术组织领导

和委员，17 人受聘海外院校客座教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今的北京大学口腔

医（学）院已成为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四位一

体的大型口腔医学院，是目前国际上口腔专科医疗

服务规模最大的口腔医院，成为我国口腔医学对外

交流的重要窗口。建院 80 年来，北京大学口腔医

学院不但赢得了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地位，培养了大

批口腔医学人才，且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医院文化。

“厚德尚学、精医济世”的院将激励北大口腔学人

开拓进取、追求卓越、再创辉煌。

图 10  砥砺前行中的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