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天津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2018 年度优秀大学生招生夏令营简章 

重要提示：天津医科大学将对参与夏令营正式营员提前面试选拔，欢迎有意

报考我校 2019 级研究生的同学积极申请。 

   

天津医科大学的前身天津医学院创建于 1951 年，是新中国

成立后原国家政务院批准建立的高等医学院校。著名内分泌学家、

医学教育家朱宪彝教授为首任校长。1994 年 6月天津医学院与

天津第二医学院正式组建成立天津医科大学。1996 年 12 月成为

天津市唯一的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市属院校，2015 年 10

月成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家卫生计生委和教育部共建高校，

2017 年 9月入选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始建于 1946 年，为

当时全国五大中央医院之一。经过 70 余年的发展，总医院已成

为天津市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于一体的综合性三级

甲等医院和天津市医学中心。医院现占地面积 77,881.93 平方米

（116.82 亩），建筑面积 27.55 万平方米。全院 36 个临床科室，

11 个医技科室，10 个研究所和 3 个省部级研究基地，拥有 3 个

国家级重点学科、4 个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8 个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设有 2 个博士后流动站、29 个博士学位授权

点和 30 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全院在岗职工 4164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0 人，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 1 人，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人，国家优

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人。 

医院在多学科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医疗特色，神经外科颅脑

损伤机理及临床研究等 30 余项医疗技术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平。



2017 年门急诊量达 345.13 万人次，出院患者 7.62 万人次，手

术达 4.47 万台。医院有博士生导师 83 名，硕士生导师 226 人，

2017 年在院博士研究生 368 人，硕士研究生 1116 人，本科生 210

人，留学生 193 人，规培住院医师 1007 人。临床医学专业为国

家级特色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内科学、外科学为国家级来华留学

全英文教学品牌课程。 

“十二五”以来，医院获得科研项目 1000 余项，其中“973”

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首席主持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主

持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项，优秀青

年科技基金项目 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

流项目 3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300 余篇。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将于 2018 年 7月 16 日--7 月 19 日在

天津医科大学和总医院举办 2019 年研究生招生夏令营活动，旨

在为一批德才兼备、热爱医学事业、科研基础扎实、综合素质全

面的优秀应届毕业生近距离了解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医疗、学术、

科研环境和日常学习生活环境的机会，为大家继续深造和发展搭

建平台、创造机遇。活动举办期间，将全面介绍我院布局和学科

发展近况，请营员走进专业培训基地、实验室、医学前沿技术中

心，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开设专题讲座、学术论坛；同时，还

将组织参观考察、导师见面会、优秀学长交流会等活动。参与合

格营员将有机会被我校提前面试录取为 2019 级硕士研究生。 

     请 申 请 人 认 真 阅 读 以 下 内 容 和 总 医 院 网 站

http://www.tjmugh.com.cn 关于导师的介绍，欢迎报考天津医

科大学总医院。 

一、申请基本资格条件 

1.具有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的全国重点高校（含本校）2019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 

http://www.tjmugh.com.cn/


    2.具有良好的品德，在学期间学习成绩优秀，截止目前本科

总评成绩排名（班级或年级）前 30％，身体健康； 

3.具有生物学、医学等相关专业背景，对生命科学和医学有

浓厚的兴趣，愿意从事临床医疗工作或基础医学研究工作；本科

阶段有突出学术成果、论文或特殊专业特长者；或在全国、地区

重大科学研究、专业技能竞赛中获奖者；或具备推荐免试攻读研

究生优先。 

     4.英语水平良好，达到英语六级水平（成绩≥500 分）。 

5.对从事学科学术研究有浓厚兴趣，具有一定创新力和潜能。 

6.学术学位相关专业均可接收跨专业申请，临床医学及口腔

医学专业学位不接收跨专业申请。 

二、申请程序 

     1.申请人于 6月 15 日前下载并填写天津医科大学优秀大学

生夏令营活动申请表.doc 及个人信息汇总表.xls，并将电子版

发送至邮箱：zyyjiaoxuechu@163.com； 

2.个人陈述（关于个人学术背景、曾经做过的研究工作以及

未来学习和研究的计划、目标等）； 

     3.专家推荐信.doc2 封，即需要 2 位相关或相近专业副教授

（含）及以上职称的专家分别推荐，且密封并在封口骑缝处签字； 

     4.本科阶段成绩单（截至目前），专业排名证明，需加盖教

务或学生部门公章； 

     5.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单或其他英语水平证明（如近两年内

TOEFL 成绩或近三年内 GRE 成绩等）复印件； 

     6.其他证明材料（如体现自身学术水平的代表性学术论文或

其他原创性工作成果复印件、获奖证书复印件等）。 

        以上材料纸质版按照顺序左侧装订，所有材料一经提交

不再退还，邮寄材料前请再次确定是否有意向参加我校夏令营，

http://gs.tmu.edu.cn/picture/article/41/ab/b3/f49743ce41e396506132c20e985c/9a6b3202-de6c-488c-ac78-65cfe64b2f94.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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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前（以邮戳为准）寄至以下地址：天津市

和平区鞍山道 154 号，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收件人：教学处，

邮编：300052。过期不再受理申请，请使用中国邮政的 EMS 方式

邮寄，其它快递不予受理。 

    三、资格审查 

     我院将根据申请者提交的材料，以申请者的教育背景、学业

水平、科研能力、综合素质等为主要评价依据，由学科专家组对

申请者进行资格评审。2018 年 7月初学校将在研究生院网站及

我校研招办微信官方公众号公布入围者名单。 

四、暑期夏令营主要活动安排（如有变动，以办理报到时公

布为准） 

时间 内容 地点 

7 月 16 日 报到(17 时前) 总医院教学处（行政教

学综合楼 505 室） 

7 月 17 日上午 学校统一组织开营仪式 天津医科大学校本部 

7 月 17 日下午 医院总体介绍、参观考察、

专家讲座、学长经验分享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7 月 17 日下午

-18 日 

导师见面会  

7 月 18 日-19 日 办理毕营手续  

五、营员享受的待遇 

     1.获得优秀营员者，如获得所在学校的研究生推荐免试资格，

报考相同专业、学位类型可优先拟录取为我校推荐免试硕士研究

生；如未获得所在学校的研究生推荐免试资格，但通过参加全国

统考硕士研究生，报考相同专业、学位类型，考试成绩达到我校

当年该专业复试基本分数线（含总分、单科分数）标准后，需参

加复试资格审查和体检，审查和体检合格后将不再参加复试其他

环节，优先拟录取。 



     此外，我校录取的学术学位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

表现优秀者，可优先申请硕博连读、公派出国等项目。相关说明

参见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 

     2.免费提供住宿（天津地区高校学生不安排住宿）； 

     3.活动期间每人每日补助餐费 30 元（直接存入就餐卡中，

本校学生除外）； 

     4.获得优秀营员资格者，入学报到后报销本次往返硬座火车

票（动车或高铁仅限二等座）费用。 

六、其他  

     1.我校 2018 年度研究生暑期夏令营活动，将在医院招生工

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2.学生报到时需携带在校购买的意外保险证明复印件及父

母签字的知情同意书，学员在夏令营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及因个

人行为导致的意外事故，由学员本人或其派出单位承担； 

     3.所有申请学生需确保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如发现有不诚

信行为将取消一切资格； 

     4.本方案解释权属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教学处所有； 

     5.咨询方式：电话：（022）60362351 

                 E-mail：yzb@t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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