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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使用说明 

 

1. 本手册适用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全日制在读

本科生，也可供教职工参考。 

2. 本手册收集了同学们在日常学习中遇到的共性

问题，并针对问题进行回答，同学们的个性化

修业问题则可向教务处或所在院系教务部门进

行咨询。 

3. 本手册仅供参考，其问题及解答内容可能会随

相关规定和培养方案等内容的变更而进行相应

修改。 

4. 本手册中如若出现错误或不足，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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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方案 

1. 什么是培养方案？有什么作用？ 

 培养方案是在学校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

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

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

和。每个专业都有各自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主要包

括了专业的培养目标、修业年限和时间分配、主干学

科和主要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毕业认定和学位授予、

课程设置等内容。 

 学生可通过查阅所在专业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

了解本专业的修读课程及教学安排。 

课程设置为计划内容，如有变化，以实际教学安

排为准。 

 

2. 如何查询专业培养方案？ 

 登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后简称医学院）教务

处网站（http://www.shsmu.edu.cn/jwc/）→专业设置，

根据所在专业与入学年份查看“培养方案”与“教学

计划”。 

 

3. 本科期间修读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学分要求？ 

 各专业选修课和必修课的学分要求不同，视专业

而定，具体参考各专业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 

 选修课学分要求参照《关于选修课程修读的说明》

（http://www.shsmu.edu.cn/jwc/default.php?mod=article

&do=detail&tid=16788225）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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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修课如何分类？ 

 选修课课程性质一般有指定选修课（指选）和任

意选修课（任选）两种。指定选修课无需参加选课，

教学安排时与专业自动绑定，任意选修课则需要学生

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网上选课，选课时间会统一通知。 

医学院学生的选修课课程类别除“军训”和“社

会实践”外主要有三类：人文社科类、基础类、专业

类。一般来说，在闵行校区修读的课程（社科类、自

科类、工科类、理科类、人文类等）以及他校选修课

程（须由医学院教务处认定，如上海市高校共享课程、

好大学在线 MOOC 课程、上海西南片高校选修课程

等）基本均属于“人文社科类”。重庆南路校区开设的选

修课均有课程类别，可供参考，多数属于“基础类”。

各临床医院和系部开设的课程则多数属于“专业类”。

各专业的选修课类别毕业要求学分不同，需学生在选

课时自行考量，满足自身兴趣爱好的同时达到毕业要

求。 

 

5. 如何查询自己已修读选修课的学分？ 

 可登陆 http://cjcx.shsmu.edu.cn/login.asp“成绩查

询”网站查看。具体选修课课程类别待医学院新教务

系统完成开发运行后进行通知。 

    一般每个学期按要求修读 1-2 门选修课，基本可

以达到选修课学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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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修读与选课 

1. 交大闵行校区与医学院重庆南路校区的课程安排

有何不同？ 

    交大闵行校区各专业的教育模式一般为“学分

制”，即以选课为核心，教师指导为辅助，通过绩点和学

分，衡量学生学习质和量的综合教学管理制度。故闵行

校区通过推荐课表来安排各专业课程，建议学生按照

推荐课表上的课程时间选课，也可自行调整，但后果

自负。医学院一年级新生在闵行校区进行通识教育时

按照交大闵行校区的模式进行教学管理。 

 医学院重庆南路校区因医学教育的特殊性，教育

模式为“学年学分制”，即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每学期

的学分数都有规定，不能多学少学，不能提前毕业，

保障了医学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知识的扎实性。故医学

院各专业培养方案内均有明确的课程设置阐明分学期

课程修读计划，因此重庆南路校区的课程安排以医学

院下发课程表为主，学生和教师都严格按照课程表顺

序和时间上课。 

 

2. 如何查看每学期/每周/每日课程安排？ 

交大闵行校区可登陆“教学信息服务网”进行查

看。 

医学院重庆南路校区及后期临床阶段可查看各院

系下发“课程表”及“教学日历”。 

医学院重庆南路校区还可登陆“教学辅助中心”

（网址：http://jfzx.shsmu.edu.cn/）的“教室管理”查

看每日课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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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知晓考试时间安排？ 

一般情况下，各院系教学办公室会在一定的时间

内进行排考，排好后通知各院系学生和教师。如有需

要，可至学生所在院系的教学办公室进行咨询。除实

习外，医学院一般教学安排（含考试）19 周，19 周内

学生非特殊情况不得离校，以免耽误学业和考试。 

 

4. 如何查看成绩？GPA、学积分、综合测评的作用？ 

交大闵行校区可登陆“上海交通大学教学信息服

务网”进行成绩查询。 

医学院重庆南路校区及后期临床阶段可登陆“学

生成绩查询系统” （http://cjcx.shsmu.edu.cn/login.asp）

进行成绩查询。如忘记登录信息和密码，可至医学院

教务处（重庆南路校区东 2 楼 6 楼）进行处理。 

GPA 即平均积点，主要用来评定学生的学习质量，

目前主要作为学生转专业、辅修、退学等的依据。具

体计算方式可查看《学生手册》内“学分制课程修读

管理规定”的“学分与成绩”。 

学积分，主要用来评定学生的学习质量，目前主

要作为学生推免（即推荐免试直升研究生）的依据。

具体计算方式可查看《学生手册》内“学分制课程修

读管理规定”的“学分与成绩”。 

综合测评，主要用来评定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

“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基础与专业知识技能”、“综

合能力与素质拓展”、“附加奖励分”四个部分。目前

主要作为学生评定奖学金的依据。具体评定方式可向

医学院学指委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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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补考与重修：如何办理？成绩如何计算？ 

补考：一般于正常课程考试后的下一个学期开学

第一至第三周进行。正常课程考试不及格者，可于学

期初向学院提出申请补考，经学院及教务处审批同意

后，可参加补考。进行补考通过后，该课程分数按 60

分计，GPA 计 1.0。正常考试未申请缓考或申请缓考未

经同意而缺考的学生，视为旷考，不得参加补考。 

 重修：未通过正常课程考试、补考后仍不及格的

学生可申请该课程重修。需重修学生应于开学始前三

周向学院提交申请，经学院及教务处审批同意后进行

重修，重修与正常课程修读教学安排一致。重修课程

考试通过后，该课程成绩以重修成绩计入。 

具体规定可参照《学生手册》“学分制课程修读管

理规定”。目前，学校不鼓励重修已通过的课程。 

 

6. 如何申请免修？ 

医学院学生必修课程一般不予免修，若存在以下

情况，可提出申请免修：港澳台学生修读思想政治类

课程；转专业或外校转入学生，经医学院教务处学分

认定后的课程。 

申请免修者需在开学第一周内提出，至医学院教

务处网站（http://www.shsmu.edu.cn/jwc/default.php）

“学生服务”模块选择“表格下载”，下载打印《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免修申请单》，填写完毕经院系同意签

字盖章后交医学院教务处审核，通过后方可免修申请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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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选课流程及注意事项。 

 闵行校区选课设三轮，依次为“海选”、“抢选”

与“第三轮”选课。海选没有时间差别，通过推荐课

表选课；抢选和第三轮选课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同时

只能通过“必修课、限选课” 等模块进行选课。三轮

选课的时间分别位于上一学期 14 周、16 周与开课学

期第一周内，夏季学期选课安排在当年的春季学期进

行，具体选课时间与安排请参见交大闵行教务处主页

发布的当学期选课通知。 

大一闵行校区新生的秋季学期课程由教务处统一

安排，仅通过选课系统选择“新生研讨课”、“通识核

心课程”、“形势与政策”。 

 黄浦校区设有选课流程的课程为体育课与通选

课，均有两轮选课。第一轮选课于上一学期期末开始，

采取先到先得原则，具体选课安排由基础医学院教学

办公室通知；第二轮选课设于开课学期之初，由上学

期因故未参与选课的学生个人向基础医学院教学办公

室提出申请，进行补选课。课程选好后，原则上不得

随意更改或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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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评教 

1. 如何进行网上评教？网上评教的时间安排？ 

交大闵行校区：登录教学信息服务网（http://electsy

s.sjtu.edu.cn），选择“学生评教”一栏；或直接登录交大

评教与调查统计平台（http://pingjiao.sjtu.edu.cn/#/）进行

评教。 

闵行校区每学期有两次评教，中期和末期。“课程中

期评教”从该门课程上课开始即开放，到课程的中期关

闭（具体时间网站上会标明）。“课程末期评教”在该门

课程的中期开放，在课程结束前一周关闭。 

在闵行校区，如未按时完成“课程末期评教”，会影

响学期末选课的“试选”、“海选”和“抢选”环节，需

要补评后，才能参加选课。 

医学院重庆南路校区：关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的“查询系统”，选择“学生评教”。

此外，部分课程结束的时候，老师会提供二维码，学生

直接扫码，以完成问卷的形式进行评教。 

重庆南路校区每学期一次评教，一般在期末，教务

处教学质量办会提前下发通知各各班学委。 

 

2. 学生评教的作用？ 

任教老师会根据学生的评教反馈结果对教学的方式

方法与教学安排作出适当的调整，以更好地完善“教”

与“学”的过程。在医学院重庆南路校区，除“学生评

教”外，部分课程负责人、院系、教务处还会组织学生

进行座谈会，了解学生的教学反馈、听取学生的提议，

合理的建议经研究后会进行落实。 

http://electsys.sjtu.edu.cn/
http://electsys.sjtu.edu.cn/
http://pingjiao.s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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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学生科研与创新训练 

1. 什么是 PRP？ 

PRP 的全称是本科生研究计划（Participation in Res

earch Program）。PRP 一般由教师立项，一至三年级学生

参与完成。可以培养科研兴趣和一些基础的技能。PRP

主要在闵行校区开展，医学院不组织申报。 

PRP 报名时间为教学周第 15-16 周。登录大学生创

新实践网（http://uitp.sjtu.edu.cn/innovation/index.html）查

看公布的立项项目。同一时间段只能参与一个项目，一

个项目一般长达半年或一年。 

 

2. 什么是“大创”？ 

“大创”的全称是大学生创新实践计划。大创分为

国家级、市级和校级，国家级和市级从校级中选拔。项

目应是学生在某个研究方向独立提出的课题，或者指导

教师科研项目中可由学生独立开展研究的子课题。 

医学院大创一般在大二下（即第四学期）的学期初，

由医学院学指委组织申报。可根据通知进行学生组队、

选导师、撰写综述；一般安排 7 月开题答辩；次年 4 月

中期汇报；第三年 4 月结题答辩。 

 

3. 什么是 RBL？ 

RBL 全称是探究为基础的学习（Research Based Le

arning），由基础医学院开设，主要面向临床医学长学制

学生，为指定选修课程，属“基础类”选修课学分。 

RBL 分为 A 类和 B 类。A 类为 3-4 人组队，在导师

指导下选题、实验、撰写论文、结题答辩（每组 1 篇），

http://uitp.sjtu.edu.cn/innova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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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3 学分；B 类为 3-4 人组队，在导师指导下参加听科研

讲座、实验观摩等活动，选题并撰写文献综述，计 1 学

分。 

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临八、法八）可修读 A 类或

B 类。口腔医学八年制（口腔）、临床医学硕博班（4+4）

目前仅限修读 B 类。 

 

4. 大创与 RBL 导师的选择范围是什么？ 

RBL 导师名单每年都会更新，在第四学期开学初，

基础医学院教学办公室组织全体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参

加宣讲会，公布导师名单（分 A、B 类）及联系方式。 

大创导师名单则一般参考医学院研究生导师介绍网

站（http://daoshi.shsmu.edu.cn/）或近年“大创”立项项

目简况。 

 

5. 什么是本科生科研训练？ 

为提升临床医学五年制学生科研综合能力，加深对

科学研究的理解和掌握，为后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

打下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在进入后期临床（医

院/临床医学院）由医学院教务处通知各临床学院开设 2

学分为期四周的“科研训练”选修课程，一般安排在三

年级末四年级始之间的暑期，以学科基本理论为指导，

结合实验技术的观摩、操作，体验科研过程，初步掌握

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基本程序和基本方法。 

 

6. 学生科研实践活动的其他方式？ 

闵行校区还有开展“暑期本科生科研见习岗”等学

生的实践活动，可登录创新实践活动平台查询。 

http://daoshi.shs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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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成绩管理 

1. 如何查看考试成绩？ 

    方式一：可登陆“学生成绩查询系统”（http://cjc

x.shsmu.edu.cn/login.asp）进行成绩查询。 

    方式二：可向辅导员查询课程成绩、学期成绩单

和 GPA。每学期结束后，辅导员也会将学期成绩单邮

寄至学生家中，供学生查看核对考试成绩。 

    方式三：可至医学院教务处打印成绩大表，此方

式需填写“成绩大表打印申请单”，有特殊需要时才可

用此方式，申请单需经辅导员签字盖章确认后，由教

务处审核，通过者予以打印成绩大表。 

 

2. 如对考试成绩有疑问，如何处理？ 

    学生如对当学期成绩存有疑问，可在开学一周内

进行查分。首先在医学院教务处网站（http://www.shs

mu.edu.cn/jwc/default.php）“学生服务”模块选择“表

格下载”，下载打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查分申请

单》，填写完毕经院系教务员签字盖章后交教研室/教

学团队核查成绩。查卷的范围限于试题评阅、登分、

记分差错，评分尺度掌握的松紧程度不属复查范围。

学生本人或学生家长、亲友、同学等不得查阅原始考

卷。教研室/教学团队复核成绩结束后需填写查分申请

单，并反馈给学生，以及交院系教务员处存档。具体

规定参照《学生手册》。 

 

3. GPA、学积分、综合测评计入哪些课程成绩？ 

    GPA：培养方案内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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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积分：培养方案内必修课程，以及医学院组织

的医学综合考试。 

综合测评：具体成绩计算方式详见医学院教务处

网站《综合测评实施细则告知书》（http://www.shsmu.

edu.cn/jwc/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167

88424）。 

 

4．选修课如何达到毕业要求？ 

 选修课成绩合格即可取得相应学分，学生毕业前

需满足《关于选修课程修读的说明》（http://www.shsm

u.edu.cn/jwc/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1

6788225）中选修课学分要求，方可取得本科学历学位

资格。选修课不计入学积分、平均积点。 

http://www.shsmu.edu.cn/jwc/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16788424
http://www.shsmu.edu.cn/jwc/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16788424
http://www.shsmu.edu.cn/jwc/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1678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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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学籍管理 

1. 什么情况可以办理休学？在校期间休学有没有次数限

制？一次休学期限是多久？休学过后如何办理复学手

续？ 

详情参照《学生手册》。 

 

2. 什么是退学警告？什么情况下会被退学？ 

详情参照详见《学生手册》中《医学院本科生管理

特别规定》。 

 

3. 医学院学生是否可以转去院内其他专业？ 

可以，按《医学院本科生自主转专业管理规定》执行，

详见《学生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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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外游学 

1. 医学院主要有哪些海外交流项目可供选择？ 

详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国际交流处网站（http://w

ww.shsmu.edu.cn/gjjlc/）“学生交流项目”栏《XXXX 年

海外游学项目简介》，一般每年都会更新。 

 

2. 医学院的海外交流项目是否由学校资助？ 

因项目而异，补助目前在读期间最高为 3 万人民币。

详情可至医学院国际交流处咨询。 

 

3. 医学院的海外交流项目具体要求与费用如何？是否对

英语水平有要求？ 

费用根据项目而异，部分项目对于托福/雅思有分数

要求，可参照当年的《海外游学项目简介》。 

 

4. 海外交流项目学分转换以及成绩计算方法？ 

不同交流项目学分转换情况不同，学生可按照《《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因公派出学习交流本科生（含长

学制及4+4学生）的管理规定》及《学生手册》相关规定

提出申请。英五与法八专业有各自的必修项目，计入学

分。 

 

5. 海外交流如果和实习等课程内容冲突，回来怎么补之

前缺掉的课程？需要等下一年的同学再一起上课吗？ 

具体按照《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关于因公派出学习

交流本科生（含长学制及 4+4 学生）的管理规定》执行。 

http://www.shsmu.edu.cn/gjjlc/
http://www.shsmu.edu.cn/gjjlc/
http://www.shsmu.edu.cn/gjjlc/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16786313&md=6a0e0c
http://www.shsmu.edu.cn/gjjlc/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16786313&md=6a0e0c
http://www.shsmu.edu.cn/gjjlc/default.php?mod=article&do=detail&tid=16786313&md=6a0e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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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hsmu.edu.cn/jwc/default.php?mod=article&do

=detail&tid=16787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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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考研与保研 

1．符合什么样的要求可以申请推免直升研究生？ 

每年的名额和要求均有所不同，具体详见当年的相

关通知。 

 

2．专硕与学硕有什么区别？ 

专硕即专业学位硕士；学硕即学术学位硕士，属于

科研型。 

 

3．毕业保研与四六级的关系？其他语言考试的替代是否

认可？ 

毕业保研需要通过六级考试，其他语言考试的替代

是否认可需按照当年的相关通知。 

 

4．考研的要求和科目与分数？ 

根据报考不同专业研究生，科目与分数均不同，详

情请在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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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英语四六级考试 

1.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时间？ 

大学英语四六级级考试时间目前分为上、下半年两

次，上半年安排在六月的第三个周六，下半年安排在十

二月的第三个周六。具体的考试时间须以当年的通知为

准。 

 

2. 大学四六级考试如何报名、付费、核对信息、获取准

考证？ 

每次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报名开始前，教务处会下

发通知，并在教务处网站上发布，写明所有时间节点和

注意事项，请仔细阅读。 

 

3. 报名参加四六级考试有哪些限制条件？是否有次数限

制？ 

修完大学英语四级课程的学生才能报考 CET4（一般

为大一下学期开始参加 CET4）。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 425 分（含 425 分，即

合格分）的学生才能报考大学英语六级考试。 

大学英语六级成绩达到 425 分（含 425 分，即合格

分）的学生允许再次报考进行刷分。每位考生在大学阶

段只允许报名 3 次六级考试（包括因故或无故缺考）。 

具体以当年通知为准。  

4. 弃考后是否可以再继续参加报名考试？ 

当次报名未参加考试者，下次报名时将被限制报考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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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学英语四、六级需要完全靠自己准备吗？学校会开

设相关的指导课吗？ 

由学生自己备考，学校不开设相关指导课。 

建议学生准备时，熟悉题型并注意考试流程安排（如

听力结束即收答题卡 1 等）。具体信息可至 CET 官网（h

ttp://www.cet.edu.cn/）查看或关注相关公众号推送。 

http://www.cet.edu.cn/
http://www.ce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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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长学制专业 

1. 长学制专业（法八、临八、口八）的分流政策？ 

详见《学生手册》内“医学院关于在长学制学生中实

行分流制度的通知”。口八参照口七执行。 

 

2. MD 与 PhD 的区别？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取得的是 M

D 还是 PhD？ 

M.D.（Doctor of Medicine）是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

位，PhD（Doctor of Philosophy）是哲学博士，泛指科

学研究学术学位。具有 MD 学位的人才能参加行医资格

考试。临床医学八年制顺利毕业后将获得 M.D.学位。 

 

3. 八年制何时取得本科学位？后三年的安排是怎么样

的？ 

五年级本科阶段医学教育结束后满足毕业要求的获

得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并选择研究生导师。 

三年研究生阶段根据导师要求修读专业课程，并进

行二级学科轮转、完成研究生学位论文、参加毕业综合

考试。此外，法语班学生第七年经选拔后可赴法进行住

院实习医师培训一年。 

 

4. 长学制学生如何选取导师？ 

导师推荐名单经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的老师自愿申

报、各临床医学院或科教科推荐审核、教务处审核形成。 

 学生选导师以师生双向选择与分配相结合，以充分

调动和发挥师生双方的积极性。为了保障学生的利益，

坚持以优秀生优选，公平公正为原则，学生可根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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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和专业要求，总体上按照学生总评成绩排序，依

次进行选择。学生选择后，组织面试，导师在全面了解

学生情况后，确立师生关系。据此进行二轮选择后，第

三轮学生选择以分配为主，导师不具有选择权。 

具体以当年相关通知为准。 

 

5. 临床医学八年制学生何时可考取医师资格证？ 

    按照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求，取得临床医学本

科学历、医学学士学位证书后，在临床岗位工作一年可

向所在医院报名参加国家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考试通过

者，有资格获得医师资格证书。 

 

6. 长学制学生是否可以报考校外其他专业研究生？ 

需要先提出分流申请获得批准后，获得本科毕业证

书及学士学位证书后，方可报名参加其他学校研究生考

试，各校报考要求不同，可根据自身情况及目标学校要

求进行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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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证明与证件办理 

1. 如何办理成绩证明以及学历学位证明？ 

医学院在读本科生可至医学院教务处办理中文成绩

证明，如需英文成绩证明，可携中文成绩证明至医学院

档案馆办理。 

另，徐汇校区档案馆也可办理，电话：62933032，

具体办理方式详见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主页。 

医学院已毕业学生可直接至医学院档案馆办理成绩

证明及学历学位证明。 

 

2. 如何办理在读证明？ 

办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院在读证明（落款为

医学院学生工作处）：需先在辅导员处开申请单，后至医

学院学生工作处（重庆南路校区东四 313）办理。 

如需办理上海交通大学在读证明（落款为上海交通

大学），辅导员处开申请单并在学生工作处签字盖章后，

再前往闵行校区新行政楼办理。 

 

3. 如何补办校园卡以及学生证（副证）？ 

闵行校区同学需在网络信息中心（新图书馆旁）补

办校园卡；学生证（副证）办理地点在新行政楼。 

重庆南路校区同学可至图书馆 4 楼办公区补办校园

卡。学生证（副证）办理可于值班时间（工作日 12:00-1

3:00, 17:00-20:00, 周末 13:00-17:00）前往第一餐厅前体

育馆一楼爱心屋办理，具体办理流程咨询爱心屋。 

 

4. 如何补办、充值火车优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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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校区同学需在新行政楼补办、充值火车优惠卡，

也可在学生服务中心充值。 

重庆南路校区同学可于值班时间（工作日 12:00-13:

00, 17:00-20:00, 周末 13:00-17:00）前往第一餐厅前体育

馆一楼爱心屋办理，具体办理流程咨询爱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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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 

1. 医学院同学是否可以修读二专？有什么注意事项？ 

交大辅修二专，可以登录教学信息服务网报名。 

西南片高校辅修二专，可根据医学院教务处网站发

布的各西南片高校招生信息选择合适的辅修学校和专

业。 

辅修二专时，必须顺利取得一专（即所在在读学校

和专业）学历学位后，才有资格获得二专学位。 

 

2. 经常听说的 CBL、PBL、RBL 是什么？有什么区别？ 

CBL、PBL、RBL 都是为实现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而采用的先进的教学方法。 

CBL 全称 Case Based Learning，即围绕案例，以学

生小组讨论的形式为主，巩固和延伸相关的课堂知识，

培养一定的临床思维。 

PBL 全称 Problem Based Learning，教师提出问题，

引导学生分组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并演讲展示，培养学生

的思考探究能力。 

RBL 全称 Research Based Learning，在导师指导下

进行选题、实验、撰写论文、结题答辩等，培养学生科

研能力。 

医学院部分专业课程组织安排一定的学时进行以课

堂讨论或展示的 CBL 和 PBL 教学活动。RBL 则作为选

修课加强长学制学生科研能力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