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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校 名 称                   复旦大学                 

课 程 名 称                   临床法医学               

课程类型  √理论课（不含实践）□理论课（含实践）□实验(践)课 

所属院系、教研室         基础医学院法医系             

课 程 负 责 人                 沈忆文                  

申 报 日 期           2015年 1月 4日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制 

 



 

 

 

填 写 要 求 

 

一、 以 word文档格式如实填写各项。 

二、 表格文本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写，再次出

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三、 涉密内容不填写，有可能涉密和不宜大范围公开的内容，请在说

明栏中注明。 

四、 除课程负责人外，根据课程实际情况，填写 1～4名主讲教师的

详细信息。 

五、 本表栏目未涵盖的内容，需要说明的，请在说明栏中注明。 

 



 

1． 课程概况 

课程名称 临床法医学 课程性质 专业必修课 

课程对象 本科生 课程学时（学分） 34（2） 

选用教材及出版社 《法医临床学》第四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简述课程建设历史和获奖情况 

建设历史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法医学系前身为原上海医科大学法医学教研室。于二十世

纪五十年代初由张其英教授、胡三多教授创建，1960 年我国现代著名法医学家、

二级教授陈康颐为法医教研室主任，为临床医学专业开设《法医学》必修课程。 

1984 年在四部两院（卫生部、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指定下，我校成立法医学系，张其英教授任主任，同年开始招收法

医学专业本科学生。经过多年专业建设，本学科在教学、科研及司法鉴定各方面取

得发展。逐步建立了 6 个教学组（法医病理学、临床法医学、法医物证学、法医毒

物化学、法医毒理学、刑事科学技术学）、综合实验室、专业教学实习基地（上海

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并于 1992

年设立鉴定中心。现本学科为国务院学科委员会批准的硕士学位和法医学博士学位

授予点。 

本课程《临床法医学》是法医学本科生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自 1989 年始开课，

72 学时（当时为六年制），当时缺乏全国统编教材，使用由系里老师组织编写、油

印而成的教材，条件十分艰苦。1991 年启用我校孔祥麟副教授参编的国家统编教

材《临床法医学》第一版。1988 年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学制改为五年，相应地，

本课程的教学时数改为 34 学时，并一直沿用至今。 

本课程授课老师均为讲师职称以上资深教师，其中 87.780%由高级职称教师授

课；法医学专题讲座和进展内容由外聘教授主讲。教材现采用沈忆文副教授参编的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年出版的统编教材《法医临床学》第四版教材。 

 

获奖情况 
2009 年《临床法医学》获复旦大学校级精品课程。 

2011 年《临床法医学》获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课程立项，2012 年结题。 

 

 

 

 



 

课程近三年开课情况统计（学校教务处填写） 

学期 年级 学生数 
学生评教 校督导组评教 

其他 

评教 

填写排名情况（名次/总数） 

      

      

      

      

      

      

简述课程评教情况 

《临床法医学》课程教学质量法医学专业学生问卷调查汇总 

评价指标 平均得分（每项10分） 

课程目的性明确 9.42  

课程内容有价值、信息量大 9.26  

课程内容安排合理性 9.36  

讲课逻辑性强、条理层次清晰 9.44  

讲课重点突出、概念准确 9.34  

专业英语词汇应用情况 8.83  

选择实例恰当，理论联系实际 9.42  

讲课语言生动流畅、普通话标准 9.36  

讲解速度适中 9.40  

听课对我的理解有帮助 9.40  

板书规整、有条理、文字规范 9.44  

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效果好 9.31  

教师精神饱满、仪表庄重 9.56  

教师不随意缺调课 9.62  

执行课堂纪律、按时上下课 9.54  



 

总体上这门课程评价满意度 9.56  

 

另对历届分配到公安局、检察院、司法鉴定研究所等单位从事法医工作的 35

位毕业生进行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基础理论、专业理论水平，独立工作能力，职

业道德，动手实践能力等方面较好、好的评价占 94%；对待工作态度好及较好的占

93%；科研能力强及较强的占 71%；公共外语和专业外语水平好的占 11%、较好的

占 72%；计算机应用能力好的占 5%、较好的占 73%；与领导和同事共事能力好的

占 27%、较好的占 61%；工作后发展潜力大的占 15.7%、较大的占 63%；用人单位

满意程度好的占 10%、较好的占 89.4%。统计分析说明复旦大学法医学系在培养学

生时注重基础理论、实践操作能力、外语水平及综和素质培养，毕业生在工作岗位

有较大发展潜力，有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 

 

 

 

 

 

 

 

 

 

 

 

 

 

 

 

 



 

2.教学团队概况 

2-1课程负责人情况（其他主讲教师可参照填写，最多填写 3人） 

基本 

信息 

姓 名 沈忆文 性 别 女 出生年月 1966年 10月 

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职  称 
副教授/ 

主任法医师 
职  务 法医系副主任 

E-mail 
shenyiwen@ 

fudan.edu.cn 

电  话 54237402 手  机 13816134354 

所在院系 基础医学院法医系 研究领域 法医病理、法医临床 

授课 

情况 

1、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法医学专业本科生课程：《临床法医学》（2 学时/周）、《法医病理学》

（4 学时/周）《法医学概论》（2 学时/周）、《法医毒理学》（2 学时/周），5 届

学生，学生总人数约 60 人 

2）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五、八年制）必修课程《法医学》（2 学时/

周），5 届学生，学生人数每届约 250 人； 

3）MBBS 课程《Forensic Medicine》，（2 学时/周），学生每年 20 人； 

4）公共选修课《人身伤害的法医学鉴定》（2 学时/周），5 届学生，每

年授课学生人数 60 人左右； 

5）研究生课程《高级法医学》（4 学时/周）、《高级法医病理学》（4 学

时/周）、《高级法医临床学》（4 学时/周），5 届学生，每届学生 3-12 名。 

2、 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1）每年指导法医学专业班学生毕业论文课题设计、论文书写、论文修

改，每届 2－4 人；指导本科生发表论文 3 篇； 

2）近五年来，作为导师及导师组成员指导研究生的课题设计、开题、

中期检查、毕业论文预答辩、论文修改等，每年 1-2 名； 

3）指导本科生进行科研活动和社会实践：①2013 年国家基础科学人才

培养基金 J1210041 子课题“骨骼肌细胞内脂肪含量与死亡时间相关性研究”

（2012 级法医学本科生）；②DNA(STR)降解与死亡时间关系的研究(正谊+

曦源项目)等。 

 



 

教学 

研究 

1、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2009 年负责的法医学专业课程《临床法医学》获复旦大学精品课程； 

2）2011 年负责的《临床法医学》获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课程立项； 

3）2012 年获医学院教改项目“法医学整合教学探讨”立项； 

4）2014 年负责的《人身伤害的法医学鉴定》获复旦大学校级精品课程； 

5）2014 年法医学专业本科生整合式教学改革全面启动。 

 

2、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2009 年负责的《临床法医学》被评为复旦大学校级精品课程； 

2）2009 年 9 月被授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优秀教师”称号； 

3）2009 年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青年教师英语授课大奖赛三等奖； 

4）2009 年获上海市教学成果奖三等奖：拓展型立体化的法医学专业课

程建设；排名第二； 

5）2013 年获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优秀团队银奖； 

6）2014 年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PBL 教案撰写大奖赛“优胜奖”。 

 

3、主编参编的教材 

    1）主编教材《人身伤害的法医学鉴定》，2008 年，复旦大学出版社； 

2）参编国家规划教材《法医临床学》第四版，2009 年，人民卫生出版

社； 

3）参编《实用法医学》，2014 年，科学出版社； 

4）参编数字化教材《法医学》，2014 年，军医出版社； 

5）参编《Forensic Medicine》，2014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6）参编国家规划教材《法医学》，2014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学术 

研究 

1、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尺神经损伤预后影响因素研究及其法医学

意义”（81072512），项目负责人；2011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microRNA-1 在病毒性心肌炎中的表达及法

医学应用研究”（81172897），主要参与者；2012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人体死亡时间数学模型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81172896），主要参与者；2012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4）上海市现场物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XCWZ20）项目“人骨骼肌

细胞内脂肪含量变化与死亡时间相关性研究”，项目负责人；2012 年 7 月 1

日-2014 年 6 月 30 日。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束缚应激致大鼠杏仁核和心肌细胞凋

亡的分子机制研究”（81430047），合作申请人；2015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 

 

2、在国内外主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1）Anaphylactic Deaths in Maryland (United States) and Shanghai (China): 

A Review of Forensic Autopsy Cases from 2004 to 2006.Forensic Sci. Int. 第一

作者；2009 年； 

2）大鼠尺神经不同损伤平面和修复时间对爪内肌细胞凋亡的影响. 中

国法医学杂志，国内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9 年；  

3）大鼠尺神经不同损伤平面和修复时间对爪内骨骼肌细胞凋亡的影响. 

中国法医学杂志；国内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09 年；  

4）法医病理学尸检对保险理赔的影响. 上海保险；第二作者；本科生

毕业论文指导老师；2009 年；  

5）大鼠尺神经损伤平面与修复时间对传导速度的影响. 中国法医学杂

志，国内核心期刊；第一作者；2010 年；  

6）疟疾致死法医学鉴定 1 例. 中国法医学杂志，国内核心期刊；第二

作者；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老师；2011 年；  

7）美国马里兰州涉及电击枪死亡案例分析.法医学杂志，国内核心期刊；

第三作者；2011 年；  

8）上海市 188 例未成年人他杀案例法医学分析. 中国法医学杂志；国

内核心期刊；通讯作者；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老师；2012 年；  

9）MicroRNA- 1 represses Cx43 expression in viral myocarditis. Mol Cell 



 

Biochem. 第三作者；2012 年；  

10）交通事故致主动脉破裂法医学鉴定 2 例. 法医学杂志，国内核心期

刊；第二作者；2012 年；  

11）人体组织切片的 Giemsa 染色法诊断输入性疟疾. 临床与实验病理

学杂志. 第二作者；2012 年； 

12）Effects of siRNA-mediated knockdown of jumonji domain containing 

2A on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the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CF-7. Exp Ther Med. 第八作者；2012 年； 

13）MicroRNA- 1 represses Cx43 expression in viral myocarditis.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chemistry. 第三作者；2012 年； 

14）Effects of siRNA-mediated knockdown of jumonji domain containing 

2A on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the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CF-7. Experimental and Therapeutic Medicine. 第八作者；2012 年； 

15）The selection of endogenous genes in human postmortem tissues. Sci 

Justice. 第八作者；2013 年； 

16）Expression of JMJD2A in infiltrating duct carcinoma was markedly 

higher than fibroadenoma, and associated with expression of ARHI, p53 and ER 

in infiltrating duct carcinoma. Indian J Exp Biol. 第八作者；2013 年； 

17）The selection of endogenous genes in human postmortem tissues. 

Science & justice : journal of the Forensic Science Society. 第八作者；2013 年； 

18）Poloxamer 188 attenuates in vitro traumatic brain injury-induced 

mitochondrial and lysosomal membrane permeabilization damage in cultured 

primary neurons. J. neurotrauma. 第九作者；2013 年； 

19）Expression of JMJD2A in infiltrating duct carcinoma was markedly 

higher than fibroadenoma, and associated with expression of ARHI, p53 and ER 

in infiltrating duct carcinoma. In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第八作

者；2013 年； 

20）JMJD2A contributes to breast cancer progression through transcriptional 

repression of the tumor suppressor ARHI. Breast Cancer Res. 第四作者；2014

年； 

21）A Time Course Study Demonstrating mRNA, microRNA, 18S rRNA, 

and U6 snRNA Changes to Estimate PMI in Deceased Rat's Spleen. J. forensic 

sci. 第六作者；2014 年； 

22） JMJD2A-dependent silencing of Sp1 in advanced breast cancer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3601718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23601718


 

promotes metastasis by downregulation of DIRAS3.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第

四作者；2014 年； 

23）MicroRNA-21 regulation of the progression of viral myocarditis to 

dilated cardiomyopathy. Mol Med Rep. 第七作者；2014 年； 

24）Complete mitochondrial genome of Red-rumped Swallow, Cecropis 

daurica (Passeriformes: Hirundinidae). Mitochondrial DNA.  通讯作者；2014

年； 

25）双手第 1 骨间背侧肌代谢物的氢质子磁共振波谱. 法医学杂志；通

讯作者；2014 年； 

26）上海地区 354 例女性被杀案例的法医学分析. 法医学杂志；通讯作

者；2014 年。 

 



 

课程主讲教师情况（1） 

基本 

信息 

姓 名 贾建长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8年 5月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职  称 讲师 职  务 教学秘书 

E-mail jiajianzhang@ 

shmu.edu.cn 

电  话 54237403 手  机 13671640104 

所在院系 基础医学院法医学系 研究领域 法医病理、法医临床 

授课 

情况 

1、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法医学专业班的法医学专业课程《法医病理学》（4 学时/周）、《法医

临床学》、《法医毒理学》（2 学时/周），5 届学生，学生总人数 60 人； 

2）临床医学本科生（五、八年制）课程《法医学》（2 学时/周）的教学，

5 届学生，学生人数每届 250 人左右； 

3）非临床医学专业《简明法医学》公共选修课教学（2 学时/周），5 届

学生，每年授课 1-2 轮，学生人数每轮 100 人左右； 

4）MBBS 课程《Forensic Medicine》（2 学时/周），每年 20 人左右； 

5）《人身伤害的法医学鉴定》公共选修课教学（2 学时/周），5 届学生，

每年授课学生人数 60 人左右。 

 

2、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每年带教法医专业班专业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1 人，五届学生共计 5 人。 

 



 

教学 

研究 

1、教学研究项目 

1）2010 年获上海医学院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1006，“社

会网络“争议”事件法医学辨析--基于法医学知识分析社会网络“争议”； 

2）2014 年获校级本科教学教改项目“网络争议事件的法医学辨析素材

库建设”。 

 

2、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2013 年获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优秀团队银奖； 

2）2014 年 12 月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第一届 PBL 教案撰写大赛“三

等奖”。 

学术 

研究 

 

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尺神经损伤预后影响因素研究及其法医学意义”

（81072512）；2010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主要参与者。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microRNA-1 在病毒性心肌炎中的表达和法医学应

用研究”（81172897）；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主要参与者。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急性一氧化碳和治疗过程中含硫氨基酸

及其衍生物的变化研究”（81102295）；2011 年 1 月-2013 年 12 月，主要参与

者。 

 

 



 

课程主讲教师情况（2） 

基本 

信息 

姓 名 陈龙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年 11月 

学历/学位 研究生/博士 职  称 副教授/ 

主任法医师 

职  务  

E-mail chenlong@ 

shmu.edu.cn 

电  话 54237566 手  机 13601669684 

所在院系 基础医学院法医学系 研究领域 法医病理、法医临床 

授课 

情况 

1、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法医学专业班的法医学专业课程《法医病理学》（4 学时/周）、《法医毒理学》（2 学

时/周）、《法医临床学》（2 学时/周）、《法医学概论》（2 学时/周）的教学，5 届学生，学

生总人数约 60 人；临床医学本科生（五、八年制）的专业课《法医学》（2 学时/周）的

教学，5 届学生，学生人数每届 250 人左右；非临床医学专业《简明法医学》公共选修

课教学（2 学时/周），5 届学生，每年授课两轮，学生人数每轮 100 人左右。研究生课

程《高级法医病理学》（4 学时/周）每届学生 3－12 名左右。 

2、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承担法医学专业班的法医学专业课程《法医毒理学》（3 学时/周）的实验课，5 届

学生，学生人数共 75 人；每年带教法医学专业班学生实习 1-2 人，5 届学生；课程设计

方面，主持每年每学期的教学备课工作，传帮带年轻教师；每年带教法医学专业班学生

毕业论文及毕业设计 1-2 人，5 届学生。 

教学 

研究 

1、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2014 年获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PBL 教案大奖赛“三等奖”； 

2）2013 年获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优秀团队银奖。 

2、主编的教材 

1）参编《Forensic Medicine》(英文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年 5 月，

第 1 版； 

2）《实用法医学》，科学出版社，2014 年 3 月，第 1 版； 

3）参编《法医鉴定文书制作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2 年 12 月，

第 1 版； 

4）参编《辞海》第六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法医学词条，2010

年 4 月，第 1 版； 

5）参编《法医病理学》（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人民卫生出版

社，2009 年 7 月，第 4 版； 

6）参编《法医学词典》，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学术 

研究 

1、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人体死亡时间数学模型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81172896），项目负责人；2012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窒息死亡特异性 microRNA 标志物和死亡

时间推断内参指标的鉴定”（81373242），项目负责人；2014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 

 

2、在国内外主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1）A time course study demonstrating mRNA, microRNA, 18S rRNA and U6 

snRNA changes to estimate PMI in deseased rat’s spleen. J. Forensic Sci；通讯作

者；2014 

2）不同温度下大鼠皮肤 5 种 RNA 指标与 PMI 的相关性， 法医学杂志，

通讯作者；2014； 

3）Death from a special mechanical asphyxia during suspect restraint: a case 

report. Romanian journal of legal medicine；通讯作者；2014 

4）Duan Ma and Guoying Huang. Association of promoter methylation 

statuses of congenital heart defect candidate genes with Tetralogy of 

Fallot.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通讯作者；2014 

5）Postmortem interval determination using 18S-rRNA and microRNA. 

Science & Justice；通讯作者；2014（3） 

6）mRNA 和 microRNA 在机械系窒息死推断中的研究进展。中国法医

学杂志，通讯作者；2014； 

7）不同死因大鼠心肌内多种 RNA 相对表达量变化与 PMI 的关系. 法医

学杂志，通讯作者；2014； 

8）Guang-zhao Huang. Poisoning by toxic animals in China - 18 autopsy 

case studies and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Forensic Sci. Int. 通讯作者；

2013； 

9）The selection of endogenous genes in human postmortem tissues， 

Science & Justice, 通讯作者；2013； 

10）MicroRNA expression profiling and target genes study in congenital 

microtia. Int. J. Pediatric Otorhinolaryngology.第一作者，2013； 

11）分子解剖技术在遗传性心律失常猝死鉴定中的应用 法医学杂志，

通讯作者；2012； 

12）组织 RNA 检测用于死亡时间推断的研究进展. 中国法医学杂志，通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1655876


 

讯作者；2012； 

13）实时 RT-PCR 常用内对照在死亡早期人心肌内的稳定性. 法医学杂

志，2 通讯作者； 

14）核酸及蛋白质在死亡时间推断中的应用. 法医学杂志，通讯作者；

2011； 

15）大鼠心肌组织中 microRNA 和 18SrRNA 的降解与死亡时间的相关

性. 法医学杂志，通讯作者；2010； 

16）雷公藤内酯醇药物血清对体外培养的大鼠肾上腺皮质细胞分泌功能

的影响. 中西医结合学报，通讯作者； 2010； 

17）雷公藤醋酸乙酯提取物对戊巴比妥钠处理大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轴影响. 中国临床药学杂志，第一作者； 2010； 

18）脑动静脉畸形的法医学鉴定 4例. 法医学杂志，第二作者；2009； 

19）雷公藤醋酸乙酯提取物对地塞米松处理大鼠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影响的实验研究. 中华医药杂志，第一作者； 2009 

20）雷公藤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关系的研究进展. 中国临床药学杂

志；通讯作者；2009； 

 

 



 

课程主讲教师情况（3） 

基本 

信息 

姓 名 薛爱民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74年 1月 

学历/学位 研究生/ 

博士 

职  称 讲师/副主 

任法医师 

职  务 法医系党支部 

书记 

E-mail amxue@ 

fudan.edu.cn 

电  话 54237402 手  机 13918141342 

所在院系 基础医学院法医学系 研究领域 法医病理、法医临床 

授课 

情况 

1、近五年来讲授的主要课程 

1）法医学专业班的法医学专业课程《法医病理学》（4 学时/周）、《法医

临床学》（2 学时/周）、《法医毒理学》（2 学时/周），5 届学生，学生总人数约

60 人； 

2）临床医学本科生（五、八年制）课程《法医学》（2 学时/周）的教学，

5 届学生，学生人数每届 250 人左右； 

3）MBBS 课程《Forensic Medicine》；每年学生 20 人左右； 

4）非临床医学专业《简明法医学》公共选修课教学（2 学时/周），5 届

学生，每年授课一轮，学生人数每轮 100 人左右；《人身伤害的法医学鉴定》

公共选修课教学（2 学时/周），5 届学生，每年授课学生人数 60 人左右。 

2、承担的实践性教学 

每年带教法医学专业班学生实习 1-2 人，5 届学生；每年带教法医学专

业班学生毕业论文及毕业设计 1-2 人，5 届学生。 

教学 

研究 

1、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本科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复旦大学与 UCSD 医

学院研究生助教工作的比较与调查”2009 年 1 月-2010 年 12 月。 

 

2、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2009 年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青年教师英语授课大奖赛三等奖； 

2）2013 年度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优秀团队银奖。 

 

3、主编的规划教材 

1）参编《Forensic Medicine》第一版，2014 年 5 月，人民卫生出版社； 

2）参编《实用法医学》，2014 年，科技出版社。 



 

学术 

研究 

1、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上海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院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心肌特异性

miRNAs 在心肌急性缺血早期诊断中的应用探讨”（编号：2014XCWZK13），

2014 年 6 月-2016 年 5 月，项目负责人； 

2）上海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开放课题项目“血管平滑肌细胞内 MLC 磷酸

化水平在冠状动脉痉挛诊断中的意义”，项目负责人；2013 年 1 月 1 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microRNA-1 在病毒性心肌炎中的表达及法

医学应用研究”（81172897）；参与者；2011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人体死亡时间数学模型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81172896）；参与者；2011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 

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尺神经损伤预后影响因素研究及其法医学

意义”（81072512）；参与者；2010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 

 

2、在国内外主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1）JMJD2A-dependent silencing of Sp1 in advanced breast cancer promotes 

metastasis by downregulation of DIRAS3.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共同通信作

者；2014 年； 

2）JMJD2A contributes to breast cancer progression through transcriptional 

repression of the tumor suppressor ARHI. Breast Cancer Research. 共同第一作

者；2014； 

3）Expression of JMJD2A in infiltrating duct carcinoma was markedly 

higher than fibroadenoma, and associated with expression of ARHI, p53 and ER 

in infiltrating duct carcinoma. Indian J Exp Biol. 第九作者；2013； 

4 ） Poloxamer 188 attenuates in vitro traumatic brain injury-induced 

mitochondrial and lysosomal membrane permeabilization damage in cultured 

primary neurons. J Neurotrauma. 第六作者；2013； 

5）Expression of JMJD2A in Infiltrating Duct Carcinoma was markedly 

higher than Fibroadenoma, and associated with expression of ARHI, p53 and ER 

in Infiltrating Duct Carcinoma. India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iology. 第八作

者；2013 年. 

6）Effects of siRNA-mediated knockdown of jumonji domain containing 2A 

on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the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CF-7. Experiment and Therapeutic Medicine., 第十作者；2012 年；  



 

7）3）MicroRNA-1 represses Cx43 expression in viral myocarditis. Mol Cell 

Biochem.，第四作者；2012 年；  

8）Effects of RNA interference-mediated gene silencing of JMJD2A on 

human breast cancer cell line MDA-MB-231 in vitro.J Exp Clin Cancer Res.第九

作者；2011 年； 

9）大鼠死后脑、心脏和肾组织 β-actin mRNA 的降解与早期死亡时间. 法

医学杂志；国内核心期刊；第五作者；2011 年；  

10）RNA 干扰沉默 JMJD2A 基因表达对人乳腺癌细胞 MCF-7 的影响.

中华实验外科杂志，第四作者；2010 年；  

11）SLC22A1 8 过表达对人乳腺癌 MCF-7 细胞化疗药物敏感性的影响.

中国实验外科杂志. 第四作者；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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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队伍情况 

教学队伍概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学位 职称 在教学中承担的工作 

沈忆文 女 1966.10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主任法医师 

6 门本科生课程理
论课授课；3 门研究
生课程 

贾建长 男 1978.5 研究生/硕士 讲师/ 

主检法医师 

教学秘书；6 门本科

生课程理论课授课 

陈龙 男 1963.11 研究生/博士 副教授/ 

主任法医师 

6 门本科生课程理
论课授课；3 门研究
生课程 

薛爱民 男 1974.1 研究生/博士 讲师/ 

副主任法医师 

6 门本科生课程理
论课授课 

朱广友 男 1953.8 研究生/硕士 主任法医师 专题讲座 

范利华 女 1958.1 研究生/硕士 主任法医师 专题讲座 

夏文涛 男 1967.6 研究生/硕士 主任法医师 专题讲座 

简述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师资配置情况（含辅导教师或实 

验教师与学生的比例）等 

《临床法医学》作为法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程，是学生掌握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基础知识并完成临床实习后，在大学五年级接触的法医学专业主干课程之

一。该课程主要研究涉及法律有关的人体伤、残以及生理病理状况，为刑事案件、

民事案件的侦察或审判提供医学证据，是一门基于临床医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学科。

这要求教师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法医学鉴定经验。鉴于此，本系选择中高

级职称教师进行授课，同时利用本系现有的教学基地人力资源（司法部司法鉴定科

学技术研究所），聘请具有高级职称的资深法医师作为兼职教师做专题讲座参与授

课。现有教师共 7 人，队伍年龄、知识结构合理，学历层次高，且均具有临床法医

学鉴定资格，并有多年法医临床鉴定经验，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1、教学队伍知识结构、年龄结构 

参与本课程教学的本校在编在岗教师 4 人，其中副教授 2 人（2 人均具有主任

法医师资格），讲师 2 人（具有副主任法医师资格和主检法医师资格）；外聘教师

3人（均为主任法医师）。其年龄及职称结构分布见表 1。 

表 1.授课教师的年龄、职称结构分布表 

年龄 职称 

50 岁-（3 人） 副教授 1 人，主任法医师 2 人 

40-49 岁（3 人） 副教授、讲师各 1 人，主任法医师 1 人  

30-39（1 人） 讲师 1 人 

2、学缘结构 

本校在编在岗教师 4 人，具有博士学位 3 人、硕士学位 1 人；外聘教师 3 人均

为硕士。其知识、学缘结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 2。 

表 2.授课教师的知识、学缘结构分布表 

学位 毕业院校 

博士 复旦大学 2 人，华中科技大学 1 人 

硕士 复旦大学 2 人，原上海医科大学 1 人，中国中医研究院 1 人 

 

3、师资配置情况 

本课程授课教师与学生的比例为 1∶3.4，理论教学 34 学时（含考试），在学

生课余，不定期安排学生在本系所属司法鉴定中心法医临床鉴定室观摩、见习鉴定

工作，了解法医临床鉴定的受理、实施等程序，并结合案例讨论增强认识。 

 

 

 

 

 

 

 

 

 

 

 



 

简述近三年来课程教学改革、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 

1、教学改革 

1）整合式教学  针对法医学专业课程《法医病理学》、《法医临床学》部分内

容重叠现象，2012年提出对该两门课程进行整合式教学，尤其是对涉及损伤的内容，

缩减理论授课时间，增加 CBL 和 PBL 上课内容，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带着问题找

寻教材及参考资料自助学习。该项目 2012年酝酿，2013年提出规划，2014年实施，

在实施过程中，学生与互动热烈，讨论积极，增强了分析问题和表达能力。根据结

束后的学生座谈沟通情况看，学生对该教改非常支持。目前具体课时安排见 3-2 课

程内容。 

2）小班开课、分组研习  结合法医学专业学生特点，讲述涉及法律有关的伤、

残、生理病理状况的变化及发展规律。重点讲解损伤程度、伤残等级评定的原则、

鉴定要点以及作为证据的鉴定文书在法律实施过程的意义。教学过程中，针对专业

学生人数较少的特点，实施小班开课、分组研习，带着问题进行教学示教，讨论经

典疑难案例，结合法医临床鉴定观摩和鉴定文书书写，增加学生分析问题和综合分

析能力，提高专业兴趣。 

3）专题讲座、拓宽知识  针对法医临床鉴定中涉及比较专业的重点、难点内容

（如视听、性功能等鉴定），充分利用教学基地充裕的人力资源，聘请司鉴所资深

法医师作为校外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共 3 次，约占理论课时的 35%），以扩大学生

知识面，增加实践经验的积累。 

4）观摩见习、理论实践相结合  为加强学生动手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

积极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本系所属司法鉴定中心的临床法医学鉴定工作，在指

导老师（又是鉴定人）带领下，参与案件受理、体格检查、临床资料审阅、报告文

书书写等具体工作，由指导老师对鉴定文书做出点评，就如同临床医学实习一般，

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在亲身经历的千变万化的具体案例中，领略法医临

床鉴定的奥秘所在，达到感性、理性认识的升华。 

 

2、教学研究成果及其解决的问题 

临床法医学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是要求学生掌握临床法医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技

能，通过案例讨论，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独立完成一般的法

医临床鉴定。为达到该目的，我们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形式，充分利用幻灯片、多媒

体教学及实际案例研习、分组案例讨论、PBL 及总结汇报等形式，并结合观摩见习

等实践活动，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达到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统一，同时

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以及表达能力。上课均采用多媒体课件，做到图文

并茂，并在校园网络课堂上与学生互动交流。 

除了在鉴定中心建系、观摩法医临床实践工作，让学生理论密切联系实践，我



 

们还密切结合现实，实时与学生讨论网络敏感事件。我们授课对象是易接受网络信

息传播及当前网等各种媒体传播内容的本科生，针对与我们课程内容相关的人身伤

害的网络热议、敏感事件教学课堂讨论，引导学生正确理性看待事件，用专业知识

明辨是非。如南京某医院陈姓护士被殴致瘫痪事件、交通事故碰瓷事件以及保险公

司骗保自伤案件等。学生反响热烈，讨论积极，效果明显。 



 

简述近三年来培养青年教师的措施与成效 

我系一直注重年轻教师队伍的培养，结合法医学专业的特点，制定了青年教师

培养计划，为每一位年轻教师配备副教授以上的资深教师作为导师，在教学、科研

及司法鉴定等方面进行指导与帮助。同时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提升空间。 

1、培养措施 

1）日常培训  系内积极开展多种教学研究活动，使青年教师在教学活动中达到

培养、锻炼和逐渐成熟，这些教学活动包括：定期集体备课、调整学时安排、检查

教案和备课笔记、多媒体教学、疑难案例集体讨论、示范性讲课等。青年教师必须

经过听课-试讲-考核合格过程后，才能走上讲台为学生授课。此次整个教改过程中，

青年教师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教学秘书，贾建长老师在查阅、调研国内外众多相

关学科班课教学活动后，制定教改计划初稿，全体教师多次会议集中讨论优化才得

以完善实施的。在此过程中，青年教授得到了锻炼，能力显著提高。 

2）继续教育  系里提供年轻教师继续接受岗位培训、攻读学位等进一步深造的

机会，并要求在职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在编在岗的授课教师 3人，2 人已获得博士，

另 1 名在职攻读博士，已完成毕业论文答辩。除此之外，系里有计划的选派青年教

师到兄弟院校法医学系或学院学习有特色的教学经验及先进科研技术，或参加专项

业务培训。近三年三名授课老师均参加 PBL教学培训课程并获证书。 

3）科学研究  我们积极鼓励青年教师开展科研及教学改革，要求年轻教师积极

申请国家、省市级、校、学院各级科研基金项目。沈忆文 201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 1 项“尺神经损伤预后影响因素研究及其法医学意义”（81072512），

2012年获上海市现场物证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XCWZ20）项目 1项“人骨骼肌细胞

内脂肪含量变化与死亡时间相关性研究”。薛爱民老师 2013年获上海市法医学重点

实验室开放课题 1 项“血管平滑肌细胞内 MLC 磷酸化水平在冠状动脉痉挛诊断中的

意义”。 

4）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  我们积极鼓励青年教师（但不限于）参加校内外教学

院就及教学改革，近三年成绩斐然，3 名主讲教师中均有教改课题。沈忆文主编教

材并负责的课程《人身伤害的法医学鉴定》，2009 年成为校通识教育选修课程，2009

年负责的《临床法医学》获复旦大学精品课程，2011年负责的《临床法医学》获上

海市教委重点课程；2012 年“法医学整合教学探讨”获医学院教改项目。青年教师

贾建长于 2010年获上海医学院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1006，社会网络“争议”

事件法医学辨析--基于法医学知识分析社会网络“争议”）；2014年获校级本科教

学教改项目“网络争议事件的法医学辨析素材库建设”。薛爱民老师 2009年获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本科课程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复旦大学与 UCSD医学院研究生助教工

作的比较与调查”。 

5）国际交流  利用多渠道有计划派遣青年教师到国外深造，加强国际间合作，



 

或与国外知名法医局开展学术交流与课题合作，多方位培养青年教师。如 2009年、

2000年和 2012年多次组织美国资深法医专家来我校开展法医学研讨会，通过组织复

旦大学 FIST课程，聘请国内外专家来访并为英语专题讲座及研究现状的主题演讲，

提高老师的专业水平。 

 

2、培养成效 

经过多年培养，我系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好，专业知识广，职业道德高。在人

才培养方面，本课程的授课老师中，青年教师都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且都申请到

校、学院科研及教学改革项目，能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学生对上教师上课质量评分

基本在 4.5—5分之间。多名青年教师获得多种奖励： 

1）2009年沈忆文、薛爱民分别获得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青年英语授课大奖赛

三等奖； 

2）2009年沈忆文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优秀教师称号； 

3）2009年沈忆文负责申请的《临床法医学》获复旦大学校级精品课程； 

4）2011年沈忆文负责的《临床法医学》获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课程； 

5）2014年贾建长、陈龙和沈忆文老师分别获得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PBL教案大

奖赛三等奖和优胜奖。 
 



 

3.课程描述 
3-1 简述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中的定位、课程教学目标 

复旦大学把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作为教学的根本目标，注重加强

学科间的渗透、交叉、组合，发挥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特色和优势。按照“厚基

础、宽口径、重能力、求创新”的教学理念，将综合教育和文理基础教育为特色

的通识教育和宽口径专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调整课程设置、开放选择专

业、推行学期开课制、设立自由选修学分等多种途径，从各个教学环节上落实学

生个性发展，给学生以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同时，学校注重课堂内外教育的结合，

鼓励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设立了“学生科技创新基金”，“大学生暑

期社会实践基金”，“正谊”、“晨曦”等矿床项目，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

践和实验课题，施以德育为核心，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德、智、体、美相

互渗透的素质教育。努力以一流的师资，一流的管理，培养出一流的复旦人才。 

 

1、课程定位 

《临床法医学》是法医学专业主干课程之一。本课程以活体为研究对象，主

要研究涉及法律有关的人体伤、病、残及生理病理状况，如人身故意伤害损伤程

度鉴定、意外伤害伤残等级评定、医疗损害鉴定、涉及保险业的伤、残等状况的

鉴定，以及损伤时间推断、致伤物推断、损伤方式推断、疾病与损伤关系判断等，

为民事或刑事案件处理、审判提供科学、公正的医学证据。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将教书育人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言传身

教，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 

 

2、课程目标 

通过理论授课、专题讲座、CBL、PBL、观摩见习、分组讨论等多种教学形式，

要求学生明确临床法医学的基本内容、基本操作技能及其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

的作用。具体要求： 

1）掌握各种损伤表现；损伤程度鉴定和伤残等级评定原则；常见损伤的临

床法医学鉴定；法医学活体体格检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2）熟悉法医学鉴定书的编写原则；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法医学鉴定人

职业道德。 

3）了解与法医学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各种卫生法规。 

 

 

 



 

3-2 课程内容（包括知识模块顺序及对应的学时；实验或实践项目名称和学时；

含实践教学活动的课程需说明实践教学的设计思想与效果） 
 

模块 授课内容 学时 

总论 绪论 2 

各论 

颅脑损伤 4 

脊髓损伤及周围神经损伤 2 

骨损伤 2 

口腔颌面部损伤 2 

其他非致命伤 2 

眼损伤 2（专题讲座） 

耳鼻咽喉损伤 2（专题讲座） 

性功能异常、性犯罪 2（专题讲座） 

讨论研习 
鉴定书书写、CBL、PBL 8 

鉴定中心观摩、见习 课余 4 学时 

尽管在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中，并没有实验课程，但由于《临床法医学》是

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经过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我们认为在教学过程中

一定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互动，重点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分析问题能力、

综合应用临床知识及其相关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人沟通、表达能力。 

为达到这个目标，在教学中，我们除了强调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理论教学，课

堂上学生互为鉴定人、被鉴定人进行演习操作，还充分利用我系的法医学鉴定中

心，要求学生课余时间观摩、见习临床法医学鉴定工作，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

让学生更深刻理解法医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临床法医学鉴定的程序等知识，并

熟悉常见损伤的临床法医学鉴定。 

 

3-3 课程的重点、难点及解决办法 

《临床法医学》是一门基于临床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实践性应用学科。如何让

学生避免误认为临床法医学就是炒冷饭的学科就成为课程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

经过多年的教学经验总结，我们认为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教

学互动，重点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能力、综合应用临床知识及其相关知识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与人沟通、表达能力。为达到这个目标，在教学中，我们强调结合实

际案例进行理论教学，具体做法是：将学生分成若干学习小组，除了典型、疑难

案例研习、讨论，课堂上学生互为鉴定人、被鉴定人的演习操作，还充分利用我



 

系的法医学鉴定中心，要求学生课余时间观摩、见习鉴定工作，提高学生的专业

兴趣，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让学生在学习中了解法医鉴定人的权利和义

务，临床法医学鉴定的程序。见习过程中，学生会向指导老师提出各种问题，老

师也会向学生提一些启发性的问题，通过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加强沟通，开

阔了学生的思维，巩固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实践操作技能以及表达能力。 

 

 

3-4课程组织形式与教师教学、指导方法（举例说明本课程教学过程使用的各种

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施过程、实施效果；相应的上课学生规模；信息技术手

段在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教学方法、作业、考试等教改举措） 

1、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本课程针对教学对象规模较小的特点（近三年每年上课学生人数在 10 人之

间），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主要是理论课授课教学，结合外聘专家的专题

讲座类型授课，以及课余时间安排学生观摩、见习、典型案例研习、课堂讨论为

辅，使学生掌握临床法医学基本理论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与法医学鉴定有关的

法律、法规；教学过程中始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模式，提高感性认识：①

典型案例研习 CBP、PBL 讨论形式可增强学生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

生综合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②实践观摩、见习，可培养、提高

学生与人沟通能力；③专业性很强的专题讲座，可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了解国

内外最新法医学知识，拓宽学生视野。 

 

2、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教学改革 

1）凭借多年的教学实践和鉴定经验的积累，我们建立《临床法医学》校园

网络课堂，已经投入使用，每年更新。 

2）教学改革措施 

结合法医学学生的特点，应用该学科的理论、技术对法医学专业学生进行以

案例教学为中心，进行启发式、CBL 及 PBL 教学模式，将临床法医学理论知识贯

彻于案例研习、讨论中，通过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教师进行点

评分析，将问题通过实践上升到理论，将理论贯彻于实践。同时我们三年来完成

了教学改革“法医学专业整合式教学”，更加注重法医学专业学生系统学习、综

合分析判断及基本技能的训练，又提高的社会活动能力。通过上述模式培养，既

提高专业学生的专业兴趣爱好，又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和人际沟通能力，取得了良

好效果。 



 

3-5教学条件（含教材选用与建设；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

配套实验教材的教学效果；实践性教学环境；网络教学环境） 

1、教材选用与建设 

本课程《临床法医学》是法医学本科生专业主干课程之一，自 1989 年始开

课，当时缺乏全国统编教材，使用由系里老师组织编写、油印而成的教材。同时，

我系教师积极参与国家法医学专业统编教材的建设。1991年启用我校孔祥麟副教

授参编的国家统编教材《临床法医学》第一版。1999年起使用我校阎祖康副教授

参编的第二版教材；2004年使用沈忆文副教授参编的人民卫生出版社《临床法医

学》第三版教材。沈忆文副教授参编的第四版教材（更名为《法医临床学》）已

于 2009年秋季使用。2014年沈忆文副教授申请到第五轮法医学国家统编教材《法

医临床学》第五版副主编，将为该课程的建设增色。 

如上介绍，国家统编教材《临床法医学》每一版次均倾注了我系教师的心血。

除了《临床法医学》统编教材，沈忆文副教授另编著《人身伤害的法医学鉴定》

（于 2008 年 8 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教材主要向非医学专业学生介绍

人身故意伤害损伤程度鉴定，因此，既可作为《人身伤害的法医学鉴定》选修课

教材，也可作为专业学生学习《临床法医学》辅读教材。 

 

2、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扩充性资料使用情况 

1）参考教材及论著 

（1）邓振华、陈国弟主编.《法医临床学理论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陈连康、王德明、赵子琴主编. 《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争议案例评析》.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年； 

（3）沈忆文编著.《人身伤害的法医学鉴定》.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4）夏文涛 邓振华主编.《眼外伤的法医学鉴定》；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年；  

（5）朱光友主编.法医临床司法鉴定实务；法律出版社，2009 年； 

（6）《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适用指南；2013年； 

（6）丛斌主编. 《实用法医学》；科学出版社；2014年。 

2)相关杂志 

《法医学杂志》、《中国法医学杂志》、《法律与医学杂志》、《司法鉴定

实践》； 

3）复旦大学医科图书馆内有大量关于法医学的中、英文书籍和图谱，以及

相关医学、法学、社会学信息资源可供学生借阅（R89）。 

 



 

3、实践性教学环境 

本系所属鉴定中心临床法医学鉴定室是上海市司法局注册的面向社会服务

的司法鉴定机构，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鉴定人（本课程的校内授课教师均为第

一鉴定人），每年完成各类法医临床学鉴定 6千余例，可供学生课余时间观摩、

见习，并直接参与鉴定工作，了解临床法医学鉴定程序、熟悉掌握体格检查技巧

和法医学鉴定文书的书写，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使学生学以致用，并

加强与人沟通、团队协作精神的培养。 

4、网络教学环境 

作为复旦大学校级精品课程，《临床法医学》课件网上教学平台已经投入使

用，教师与学生在课余通过该途径及时沟通，增进互相了解，并就某些课程内容、

问题进行交流。同时，本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进度及教师上课的课件也均可于

复旦大学虚拟校园查询。 

1）复旦大学校级精品课程《临床法医学》http://10.108.0.74/s/60/main.jspy 

2）复旦大学校园网《临床法医学》http://elearning.fudan.edu.cn/portal 

3-6考核内容与方法 

根据学校教学统一安排，在学期末以试卷答题形式进行。 

 

3-8简述本课程的主要特色及创新点，与国内外同类课程相比所处的水平 

《临床法医学》作为法医学专业本科生的主干课程之一，总学时 36。我校本

课程前期采用我系自编教材，自 1999年起，启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国家规划

教材《临床法医学》第 1-4版。各版教材均由我系教师参编。2014年本课程副主

任沈忆文副教授为该教材第五版的副主编。 

我校的《临床法医学》课程经过近 20年的历程，通过不断的教学改革，教学

内容和教学方式不断完善，逐步形成鲜明的教学模式，即小班授课+CBL+PBL+专题

讲座+实践观摩见习+网络课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

及科研思维，重点培养、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其操作技能、

与人沟通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精神，使学生成为综合型法医学人才。 

目前我国各医学院校所有法医学专业本科生，均开设《临床法医学》必修课，

与其他院校相比，我系开设的《临床法医学》课程无论在教学质量、教学方法等

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并得到校内外专家及学生们的好评。 

3-9简述课程存在的不足和问题以及今后改进的措施 

如果有可能，可对教学稍作调整，增加约 18 学时的实验课，以减少学生课余

负担。另外，需进一步加强双语教学尤其是外聘教师的英语授课水平。 

 

http://10.108.0.74/s/60/main.jspy


 

4.政策保障 

4-1简述学校在保障精品课程建设的政策及经费等方面的实施情况及效果 

复旦大学历来十分重视课程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精品课程的建设。 

1、积极组织精品课程评选与建设资助工作 

复旦大学参照教育部对精品课程的建设目标和具体要求，在全校开展校级精

品课程的动员与评选工作，并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强调校级精品课程的建设目标

是国家精品课程，要求各院系高度重视校级精品课程的建设工作。至 2014年 10

月，复旦大学全校共有国家级精品课程 38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19门)、上

海市级精品课程 124，上海市重点课程 101 门，校级精品课程 298门。通过精品

课程建设，不但提升了我校相关学科课程的品质，而且带动了校内其他课程的建

设，推动了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临床法医学》2009年被评为复旦大学校级精品课程，已收到学校资助的 3

万元，同时，法医学系为鼓励课程建设及实施，配套资助 3万元。 

2、搭建校级、院级本科课程教学研究改革的平台 

为进一步推动医学院课程教学研究改革工作，鼓励广大优秀教师积极开展教

学改革和建设，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自 2004 年起，每年设

置课程教学研究改革项目基金，资助本科生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建设。 

3、建立和开通网上课堂  

为适应现代化教学要求，进一步促进我校教学方式数字化、网络化程度，同

时也为各级精品课程提供较好的电子化服务平台，学校开发复旦大学 elearning

网上课堂系统。系统功能模块包括：学生管理、TA管理、学习资源（含课程大纲、

教案、课件、参考书等）、网上作业、FAQ问答、讨论区、答疑等模块。被评为各

级精品课程及国家理科基地创建名牌课程项目的课程负责人，必须把有关课程的

网上学习资源（含课程大纲、教案、课件等）上传到该系统。校信息办不仅保证

信息安全，而且有专人为此专门服务，以满足广大教师和学生的需求。目前，已

有 200多门课程进入了该系统，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了方便。  

4、开展“虚拟校园系统”教师培训工作  

为加快网上课堂的应用和推广，充分发挥精品课程等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的作

用，教务处联合人事处、信息办在教师中开展“虚拟校园系统”培训工作。已经

在国家精品课程、上海市精品课程、校级精品课程及国家理科基地创建名牌课程

的教师和已经申报网上课堂的教师中进行了第一批培训，受到老师们的欢迎。 

5、提供课堂录像技术支持，努力提高课件制作水平 

精品课程不仅要有一流的教师队伍和教学内容，而且要有先进的教学方法和

教学手段。因此，学校一方面鼓励教师投入大量精力，编制和设计好的教学课件，

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增加投入，提高教学课件的制作水平。 

校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及校外有关公司联系，努力改善和提高教学课件以及网

站架设的制作水平。 



 

4-2简述对本课程建设、遴选推荐和后续建设的规划等举措 

积极开展教师队伍建设：在学校教师编制有限的情况下，除了聘请司法部司

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作为兼职教授，我们积极培养现有教师队伍，提升现有教

师的综合素质。今后三年将派选教师到国外合作单位进修，提高专业水平和双语

教学水平。 

积极推动课程教学研究改革：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每年都设置课程教学研究

改革项目，本课程将积极申报有关项目，开展教学研究，鼓励教师撰写教学论文，

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对课程见习、实习点--鉴定中心的建设支持：学校和医学院对我系鉴定中心

申请鉴定机构以及实验室认定、认可的建设工作非常重视，在政策和经费上给予

支持，经过 1年多的筹备、建设，鉴定中心已于 2009年 11月通过国家认监委、

认可委的现场评审。通过鉴定中心认定、认可的建设，进一步改善了学生进行见

习和实习的实践教学环境。 

积极申请其他课程为精品课程，如本系的《法医病理学》正在积极准备申报

国家级精品课程。 

经费支持：学校和医学院高度重视法医学精品课程建设，在人力、物力、财

力等发面给与了大力支持。本课程《临床法医学》2009年获校级精品课程，得到

三万元资助，经费已全部到位，并且组织资深技术人员进行课程录像、网站制作

等技术支持，强有力地保证本课程的后续发展。 

 

 

5.推荐意见 

5-1课程负责人 
 

 

本人承诺：表中所填内容均真实有效，并将在精品课程荣誉有效期内继续承

担课程的主讲任务。 

 

 

 

 

签字： 

日期： 



 

 

 

5-2教务处意见 
 

 

本课程符合上海市级精品课程申报要求，已按相关程序完成了校内遴选推

荐工作（评审专家组名单、专家意见等附后）。 

课程申报材料等已于年月日至年月日在学校网站上公示。 

微课程视频将/已在学校招生宣传网站上发布。 

 

 

负责人签字（盖章）： 

日期： 

5-3学校意见 
 

 

 

 

 

 

 

主管校长签字（盖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