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 

2018 年度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招生简章 

 
为了让全国各高校优秀大学生加深对本院的学科建设和研

究生培养情况的了解，同时促进各高校大学生之间的思想和学术
交流，吸引和选拔更多优秀的本科生来我院读研深造，我院将于
7 月 16-18 日在天津医科大学气象台路校区举办“2018 年天津医
科大学代谢病医院暑期夏令营”活动，欢迎全国各地优秀学子踊
跃报名参加。 

 
一、学科简介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又名天津代谢病防治中心，于
1998 年 7 月正式开诊，是一所集医疗、科研、教学、预防、培
训于一体的大学附属专科医院。医院占地面积 7200 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为 1.2 万平方米。设立病床 241 张，日接待门诊量 2500
人左右，是全国首家以防治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为主的现代化三级
甲等专科医院。院所布局合理，学科齐全，专家医德高尚，医疗
技术精湛，科研力量雄厚，医疗设施先进。截至 2017 年 12 月，
院所在岗职工共计 412 人，拥有博士学位者 60 名，高级职称者
63 名，在职博士生导师 9 名。 
  现任院长是医学博士陈莉明教授，兼任中国微循环学会糖尿
病与微循环学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
会内分泌专业委员会常委等职务。医院主要诊治疾病：1 型和 2
型糖尿病及糖尿病所并发的各种急慢性并发症、甲状腺疾病、痛
风、骨质疏松、高血压、下丘脑、垂体及肾上腺等内分泌疾病。
医院设有临床、生化检验、放免室、特检室、心功能检查室及血



液透析室等，并拥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如：CT、CR（计算机 X
成像）、神经肌电图仪、骨密度仪、彩色多普勒、血液透析、心
脏危重症监护装置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高效液相分析仪、全自
动紫外分光光度计、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等。 
  2004 年，天津医科大学批准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与天
津市内分泌研究所合并。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于 1978 年成立。
第一任所长朱宪彝教授，是我国内分泌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天津
医科大学和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的缔造者、钙磷代谢之父，现任
所长为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章卫平教授。1951 年，朱宪彝教授
创建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1981 年，内科学（内分泌与代谢病）
确定为博士点；1993 年，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被批准为天津市
重点学科；1997 年，卫生部批准在研究所组建'卫生部激素与发
育重点实验室'；'九五'期间，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被列入'211 工
程'重点建设学科；1999 年，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进入国家博士
后流动站；2003 年，激素与发育实验室被列为天津市重点实验
室；2007 年，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培育）
学科。2015 年，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代谢病医院组建天
津市糖尿病防治国际合作基地；2015 年，以代谢病医院和内分
泌研究所为主要组成单位获批组建天津市代谢性疾病重点实验
室；2016 年，内分泌与代谢病学科与天津医科大学其他学科整
合，组建心血管与代谢性疾病基础与临床学科，并且入选天津医
科大学“十三五建设”一流学科引领计划；2017 年，作为天津医科
大学临床医学的分支，学科参与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 
  学科主要研究方向为四个，即：代谢失衡与肿瘤的互作机制
研究、糖尿病及其血管并发症发病机制研究、代谢性骨病表观遗
传调控机制研究以及甲状腺疾病病生理机制研究。 

二、夏令营招收专业及导师情况 



导师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招生专业 方向 学位类型 

王宝利 

（博导） 
男 46 研究员 

生物化学与

分子生物学 

骨发育及骨稳态的

表观遗传调控机制 
学术学位 

章卫平 

(博导) 
男 50 教授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术学位 

毋中明 

（博导） 
男 42 教授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于珮 

（博导） 
女 46 教授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术学位 

单春艳 女 47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术学位 

谢云 女 54 主任医师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林来祥 男 45 副教授 内科学 内分泌与代谢病 学术学位 

注：导师的详细信息请参考“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导师队

伍 - 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简介（ 2018 年版）”

http://gs.tmu.edu.cn/s/41/t/880/86/fd/info34557.htm 

三、学生申请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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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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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临床医学相关专业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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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通过国家英语六级考试，且成绩达到 500 分及以上； 

5.学术学位相关专业均可接收跨专业申请，临床医学专业学
位不接收跨专业申请。 

四、夏令营申请办法 
1.申请人填写《天津医科大学优秀大学生暑期夏令营活动申

请表》（见附件）； 
2.个人简介（着重介绍个人学术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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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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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学英语六级成绩单复印件；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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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材料电子版打包发至邮箱：snzl2007@126.com。签字

或盖章的纸质文件请上传 PDF 格式化的扫描件，并将原件于报
道日交给科教科管理人员。电子版材料接收截止日期为：2018
年 6 月 22 日，过期将不再受理申请。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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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前学院将通过校研究生
院网站公布入围者名单（入围学生需在 7 月 6 日前电话反馈学院
是否参加夏令营，联系人：孙老师，联系电话：022-23542769）。 

六、获优秀营员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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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夏令营时间安排及主要活动内容 

夏令营时间：2018 年 7 月 16 日-18 日 

时间 活动内容 备注 

2018 年 7 月 16 日 

受理时间：8:30-17:00 
开营报到 

地点：天津医科大学校园

内天津市内分泌研究所 1

楼会议室 

所需提交材料 

1、 身份证； 

2、 学生证； 

3、 意外保险证明； 

4、 父母知情同意书； 

5、 《天津医科大学优

秀大学生暑期夏令

营活动申请表》签

字纸质版； 

6、 加盖教务或学生部

门公章的本科阶段



成绩单纸质版； 

7、 大学英语六级成绩

单复印件； 

8、 其他证明材料纸质

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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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17 日上午 

（具体时间待通知） 

参加学校组织的开营仪

式（学校简况宣讲、参观

校史展等） 

 

2018 年 7 月 17 日下午 

（13:30-17:00） 

组织参观朱宪彝教授生

平事迹展室、代谢病医院

临床诊疗区、天津市内分

泌研究所各实验室等 

由代谢病医院科教科负责

组织 

2018 年 7 月 18 日上午 

（8:30-12:00） 

有遴选意向的导师做课

题组介绍 

导师每人 20 分钟 PPT 展

示,介绍课题组研究方向

及用人需求。地址：天津

市内分泌研究所 1 楼会议

室 



2018 年 7 月 18 日下午

（13:30-17:00） 
夏令营学员面试 

导师组考察学生综合素

质、内科学专业知识以及

相关领域科技英语能力。 

面试地址：天津市内分泌

研究所 1 楼会议室 

八、其他注意事项 

1.本次夏令营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提供营员的餐食费用
（30 元/人/天,不含本校生），并为外地营员提供在夏令营期间的
住宿（本校及天津地区高校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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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营报道时须签订《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
医院行为准则保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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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行为者将取消资格； 

4.营员须全程参加夏令营活动，不得提前或中途退出； 
5. 夏令营相关信息将在天津医科大学研究生网站

（http://gs.tmu.edu.cn/）上发布，请继续关注。天津医科大学代
谢病医院科教科电话：022-23542769，孙老师。 

6.夏令营相关工作的解释权归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科
教科。 

 
 

天津医科大学代谢病医院科教科 
                   2018.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