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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历史与现状

中西医结合的开端最早见于
!%

世纪中期的中西医

汇通派。当时的中西医汇通派，多数是一些学习西医的

中医人士，初衷仅是迫于当时的社会形式，被动地学习

西医之长，丰富中医内容。这种形式的中医与西医的融

合，便是中西医结合的萌芽形态，也是中西医结合教育

的雏形。在这种模式下，一批优秀人物开始在中西医结

合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如：张锡纯、恽铁樵、陆渊雷等。

其后，毛主席作出的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指示，奠定了

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发展基础，也大力推广了中西医结合

事业。
!%"(

年，原国家教委正式开展中西医结合硕士、

博士学位教育，使得中西医结合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登上

医学教育的舞台。短短的几十年间，培养出了一大批优

秀的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也正是得益于这批优秀人

才的带领，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加速发展。此后大批的

中医工作者遵循“西学中”的重要批示，汲取中医、西

医优秀理论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开始中西医结合之路，

使中西医结合事业不仅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取

得了不错的成效，而且在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等方面，

获得了卓越的成果。时至今日，当初五六十年代的中西

医结合人才大多年事已高，中西医结合人才急需注入一

批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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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结合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现实必要性

随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生教育的不断发展壮大，逐渐

显现出不足。就目前来看，存在的不足主要有［)*$］：
!

教

学模式单一。中西医结合研究生教育是高层次高等教育，

但当前的授课模式仍大多采取“一对多”和“灌输式”

的本科教学方式，不利于研究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创新

能力的培养。
"

自我学习能力不够。在传统的教育模式

下，研究生习惯于老师提出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法，再按

部就班地进行实践，以致研究生缺乏理性思维，不懂得

如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

科研能力锻炼

不够。目前培养模式下的科研能力培养缺乏一定的监管

机制，研究生严重缺乏严谨的科研态度，灵活的科研思

维。
$

未明确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以充分调动

发挥研究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
%

缺少活跃的

学术交流，待完善的信息沟通体制，是阻碍研究生创建

创新平台的挡路石。正是由于这些不足的存在，导致当

前的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教育缺乏创新意识，综合素

质得不到更多的提高［3-4］。

另外，在
$&!+

年
"

月下发的 《关于深化研究生教

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浅探※

胡 琦 朱定耀 宋炜熙 肖玉洁 邓奕辉 ,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8）

摘 要
!

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教育的迅速发展，培育出了一大批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人才。然而在此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现

有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结合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历史与现状，分析目前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从修订培养方案、

设置专业课程、建设导师队伍、提高实践技能和科研能力、营造创新教育环境等方面，为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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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改革的意见》中指出：现阶段“研究生教育还不能完

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培养质量与国际先

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多年来，中西医结合人才培

养虽然硕果颇丰，但仍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医疗保健的需求。

1

中西医结合专业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具体模式

应对当前中西医结合研究生培养模式的不足，应该

在科学设置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充分发挥导

师的职责、加强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营创良好的创

新教育环境等方面着手，加强研究生在学习、科研、创

新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5］。

3.1中西医结合研究生培养方案的修订 要想培育优秀的

中西医结合研究生人才，首先得践行科学的人才培养方

案。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改革培养思路的基石，研究

生培养有别于本科生培养，虽同属高等教育的范畴，但

本科生培养是基础，以基础教育和初级专业知识传授为

重，意在通过逐步引导，培养通识性人才。而研究生培养

是深入，注重在所学专业技术领域不断学习，加强专业

素养，以及加强科研及创新能力的培养，意在培养高素

质人才。前者注重基础全面性，侧重课堂教学；而后者注

重专业针对性，侧重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科研能力。

培养模式应有学硕、专硕之分，学术型硕士应从加

强科研素养、提升科研能力方面着手。而专业学位型硕

士应侧重于实践技能。在培养过程中，学术型研究生应

该灵活的掌握培养方式，以迅速提高科研能力，而专业

学位型研究生应严格按照培养要求，增强实践技能。

研究生培养模式不应一概而论，而要针对各不同专

业，制定特定针对中医、西医不同来源学生的培养方案，

明确不同专业学员应当学习、熟悉、掌握的专业技能、

科研素质。

3.2中西医结合研究生的课程设置 这一点也与本科生教

育明显不同。本科阶段一般集中人员，统一授课，因课

程数量多，时间安排集中，学生课余时间相对欠缺。而

研究生教学多采取小班授课，因其课程少，时间短，研

究生可有充分的时间安排科研及临床学习。研究生课程

设置应充分反映人才培养目标，强调实践和能力培养并

加大素质教育的培养。设置的课程应具有两大特性，即

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设课应按照需求，合理安排，

杜绝因人设课的不合理设计。对课程设置的优化，是为

了满足中西医结合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的要求，使其与学

位特点相统一，使得临床技能得到充分提高。因此，可

在开设中西医学基础必修课的基础上，完善技能类选修

课程的设置，并探索基础理论与临床医疗相结合的契合

点；其次，要合理分配时间，把握基础理论学习时间，

利用充分的时间进行实践学习；第三，分配一定的时间

用于扩宽研究生在所学专业领域的眼界，深化和扩展专

业知识，充分了解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动态，以及临床

研究的最新进展。

3.3导师队伍建设 研究生导师作为培养研究生的主要中

坚力量，其各方面的发展都影响研究生的成长。无论是

导师的学术水平，还是政治思想觉悟，都对其培养出的

研究生质量具有明显的影响。因此，可从提高导师的学

术水平、严格生活作风、提高政治素养着手，建设一批

高质量、好作风的导师队伍，这也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培

养工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要建立一支优良的研究生导

师队伍，首先就得完善选聘和考核制度，做到严而精，

也从源头上对导师的质量进行了筛选。再通过定期的考

核，使导师时刻保持负责态度，完成研究生培养工作。

与此同时，要改变导师队伍的现有结构。改变传统的

“一对一”的师徒式培养模式，可开展多元化的教学体

制，根据教学需要，分工合作，设置导师、副导师，分

别负责研究生教学、实践和学位论文指导，使研究生的

培养工作更加高效、科学。

3.4实践技能和科研能力培养 在实践技能培养方面，为

研究生开展相关的技能实践训练课程，如基因组学、细

胞生物学实践技术、分子生物实验技术、蛋白质组学、

临床诊疗新技术、代谢组学实验技术等前沿课程，引导

和帮助学生对现代新技术的掌握。在科研能力培养方面，

在培养学生基本科研能力的基础上，加强学生科研选题、

循证医学、中西医结合科研思路等方面的训练，从根本

上加强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科研水平。

3.5营造良好的创新教育环境 定期开展各学术活动，举

行前沿讲座、读书报告会、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等，营造

广泛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浓厚的学术争鸣气氛，培养研究

生科研活动的自主性，从而激发思想碰撞的火花，挖掘

出创新潜力。

中西医结合医学作为一门新生学科，中西医结合研

究生的培养虽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仍存在诸多

可完善的空间。通过剖析现有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模式

存在的一些不足，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以期为中西

医结合专业研究生培养提供些许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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