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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临床医学研究生对导师职责履行的
满意度调查分析
张琴，邓宇，程春燕，李正赤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成都 610041）

【摘要】 目的 了解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对导师各方面职责履行的满意度，为提升研究生导师
指导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对四川大学临床医学院 2014～2016 年的 1 589 名应届
毕业研究生进行调查。结果

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对导师职责履行的总体满意率为 90.94%，显著高于全国研

究生水平（P<0.001）；对导师思想道德修养的评价最高（满意率 96.55%），对导师落实关心生活状况职责的评价最
低（满意率 89.79%）；临床医学研究生对导师职责履行的满意度存在性别和学历层次的差异（P<0.001），男性研究
生的满意度高于女性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满意度高于硕士研究生。结论 四川大学加强导师教育职责的制度有
效，导师落实教育职责的执行情况较好，但还需进一步提升导师落实关心研究生心理健康和生活状况方面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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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find out the satisfaction of clinical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in Sichuan University
on tuto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utor’s guiding and the quality of graduate training. Methods

A total of 1 589

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e 2014 to 2016 session of West China School of Medicine in Sichuan University were
investigated by self-made questionnaires. Results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medicine was
90.94%,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s (P<0.001); The evalu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ultivation of tutor was the highest (satisfaction rate was 96.55%),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e about the living conditions was the lowest (satisfaction rate of 89.79%);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gender and educational level between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P<0.001), the satisfaction of male
graduate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doctoral stud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graduate students. Conclusion Sichuan University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mentor education responsibility
is effecti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ties of mentor to implement better, but ne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mentor to
implement the duties of the care of graduat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liv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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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其专业水平和能力直接影响着研究生教育

价考核制度不健全、师生关系异化等问题 [1-4]，严重
制约着医学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2013 年教育

的质量。近年来，我国处在研究生人数急剧膨胀的
阶段，但导师队伍建设发展相对缓慢，目前暴露出

部等国家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
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 号）指出导师是研究生

部分导师指导质量不高、导师责任心不强、导师评

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负有对研究生进行学科前沿引
导、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规范教导的责任 [5]。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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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在 2013 年《关于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导师思想
政治教育职责的实施办法》中明确指出研究生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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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基本职责体现在指导思想、指导人生、指导学

以上）作为划分总体满意与不满意的标准界值，将

习、指导科研、指导心理、指导生活 6 个方面。由于
研究生导师是决定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 [6] ，

各维度得分以 12 分（各维度 3 个问题均 4 分及以
上）作为划分各维度满意与不满意的标准界值。由

建设高水平的临床医学导师对提高医学研究生的
培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目前尚无对临床

表 2 可见，临床医学研究生对导师职责履行的总体
满意率为 90.94%；在 6 个评价导师职责履行方面，

医学导师职责履行和研究生满意度的研究，因此我
们对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对导师职责

对导师思想道德修养和指导科学研究职责履行的
评价相对较高，满意率分别达到了 96.55% 和 94.13%；

履行的满意度进行调查，以期提升导师队伍质量，
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并为今后临床医学研究

对导师指导其人生规划和专业学习也较为认可；
但对导师落实关心研究生心理健康和生活状况职

生导师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依据。

责的评价较低，满意率分别为 91.7% 和 89.79%。
采用卡方检验比较我校临床医学研究生与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了四川大学临床医学
院的应届毕业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限定为该校临
床医学院 2014 届、2015 届、2016 届共计 1 589 名毕
业生。
1.2 问卷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自编问卷，调查问卷条目参照
研究生满意度指标[7]和《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
报告（2016）[8]》中研究生满意度选项设置，由四川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院学位办、华西临床医
学院的专家共同讨论完成。问卷包括 6 个维度 18 个
问题，每个维度 3 个问题，问题内容主要针对导师
思想道德修养、指导人生规划、指导专业学习、指
导科学研究、关心心理健康、关心生活状况 6 个方
面职责履行的情况。采用 liker 五级评分法给出评
价值：非常不满意（1 分）、不太满意（2 分）、一般
（3 分）、比较满意（4 分）、非常满意（5 分）；所有
问题得分相加得到整体满意度，总分越高，表明研
究生对导师的职责履行的满意度越高。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满意度评
分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进行
统计描述。采用的统计方法包括卡方检验、t 检验
和方差分析，检验水准 α=0.05（双侧）。

2 结果
2.1 调查人群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星对 1 589 名毕业生进
行网络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 567 份（有效回收
率 98.6%）。纳入调查的研究生基本情况见表 1。
2.1 临床医学研究生对导师职责履行的满意度情
况
我们将问卷总分以 72 分（所有问题均 4 分及

国研究生对导师职责履行的满意度，常模来源于周
文辉等[9]对全国 109 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 57 067 名
研究生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我校临床医学研
究生对导师职责履行的整体满意率、思想道德修
养、指导专业学习和指导科学研究 4 个方面的满意
率均明显高于全国研究生水平（P<0.001），说明我
校导师对其学术职责履行较好。由于缺乏其他 3 个
方面的大规模常模研究，故指导人生规划、关心心
理健康、关心生活状况方面未能进行比较研究。
表 1 四川大学临床医学院 2014～2016 年应届毕业研究生的
基本情况
项目

例数

比例（%）

性别
男

623

39.76

女

944

60.24

硕士

1 079

68.86

博士

488

31.14

内科

666

42.50

外科

599

38.23

医技辅助

302

19.27

学术型

543

34.65

专业型

1 024

65.35

学历层次

学科性质

学位类型

表 2 四川大学临床医学院 2014～2016 年应届毕业研究生对
导师职责履行的满意度情况
条目

满意度评分
（X ±SD）

满意率
（%）

全国研究生
满意率（%）

P值

整体满意情况

82.51±8.25

90.94

84.3

<0.001

思想道德修养

14.25±1.27

96.55

90.9

<0.001

指导人生规划

13.67±1.90

92.85

–

指导专业学习

13.78±1.49

92.47

85.8

<0.001

指导科学研究

13.76±1.82

94.13

88.6

<0.001

关心心理健康

13.60±1.94

91.70

–

关心生活状况

13.46±2.05

89.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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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四川大学临床医学院 2014～2016 年应届毕业研究生对导师职责履行的满意度特征比较
条目

性别
男生（n=623）

女生（n=944）

整体满意情况

83.46±8.74

81.88±9.54

思想道德修养

14.35±1.20

14.18±1.31

指导人生规划

13.81±1.84

指导专业学习

13.91±1.44

指导科学研究

学历层次

P值

P值

博士（n=488）

硕士（n=1 079）

0.001

83.71±8.68

81.96±9.46

0.001

0.007

14.39±1.67

14.18±1.30

0.003

13.57±1.94

0.014

13.92±1.78

13.55±1.95

<0.001

13.70±1.52

0.004

13.97±1.40

13.70±1.53

0.001

13.90±1.74

13.67±1.88

0.017

14.00±1.68

13.65±1.88

<0.001

关心心理健康

13.80±1.83

13.46±2.01

0.001

13.70±1.90

13.54±1.96

0.146

关心生活状况

13.68±1.90

13.31±2.14

0.001

13.73±1.89

13.34±2.12

<0.001

2.2 临床医学研究生对导师职责履行的满意度特征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比较临床医学研究生对
导师职责履行的满意度是否存在性别、学历层次、
学科性质和学位类型的差异，结果显示研究生对导
师的满意度在学科性质和学历层次方面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因此进一步分析 6 个不同方面的满
意度在性别和学历层次的差异，见表 3。结果显示
男性研究生对各方面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女性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对各方面的满意度显著高于硕士研
究生。

3 讨论
导师队伍的建设成效是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
和科研质量的保证[11]。导师职责的落实情况直接决
定了研究生的培养教育质量。在实践性很强的临
床医学研究生教学活动中，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密
切，导师既要在日常的教学中让学生能尽早参与临
床科研，又要培养临床思维能力和临床操作能力。
本研究结果发现我校临床医学研究生对导师
职责履行的满意率高于全国研究生的平均水平，这
说明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加强导师思想政治
教育职责的制度有效、导师落实教育职责的执行情
况较好。其中研究生对导师“人品”的满意度最
高，对导师“指导人生规划和专业学习”也较为认
可，但对导师“关心生活状况”满意度最低，这与常
正霞等[13]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也反映了导师对学
生的指导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片面化，对研究生的指
导主要集中在学术科研上，缺乏对研究生日常生
活、心理情感、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关注，其原因可
能是临床医学的研究生导师面临着教学任务、科研

调查还发现，男性研究生对导师各方面的满意
度显著高于女性研究生，可能与男女性格的差异及
感受方式有关，男生坚强、偏重于逻辑思维，凡事
按理推断；女生则心思细腻、较脆弱，侧重于感性
思维，因而对导师指导的心理需求较高。博士研究
生对导师各方面的满意度高于硕士研究生，说明博
士研究生与导师的联系比硕士研究生密切。而硕
士研究生特别是专业学位硕士入学立即参加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轮转 33 个月，在导师身边学
习的时间短，也是满意度较低的原因。
导师不仅是对研究生科学研究、专业学习进行
指导，导师的人生观、世界观对研究生的成长也起
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在全面贯彻全
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现代教育理念
背景下，要适应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变，进一步强化
导师的思想政治教育责任，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生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健立健全研究生全面发展
的导师育人理念机制[14]、构建研究生纵向编班的教
育管理的新模式[15]、完善导师分类考评建立淘汰与
激励机制[16]、加强导师培训提高导师各方面指导水
平，通过构建导师在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的
长效机制，确保研究生导师能认真履行“六导”职
责，从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培养出优秀的、能
为医学事业奉献终身的医学人才，促进我国医疗卫
生事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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