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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治疗专业中国传统康复医学教学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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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康复医学是康复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康复治疗专业学生更好地掌握该学科，并与临
床治疗有机结合，成为康复医学的教学重点和难点。本文分析了康复治疗专业本科生教育的现状、专业特点
和培养目标，针对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学科特点，以案例为引导，注重中西医结合讲解，突出中医药治疗与临
床康复治疗相结合的教学优势，总结康复治疗专业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的教学体会。
关键词：中国传统康复医学；康复治疗；教学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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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Experience for Rehabilitation Therapy Major in Rehabili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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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habili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
How to make students majoring in rehabilitation therapy master this subject better, and how to combine it with
clinical treatment organically have become the teaching keys and difficult points.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undergraduates in this major, professional features and training objectives of this major. Focusing on the
features of rehabilit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guided on the basis of some related cases, this article
emphasized explanation of rehabilitation of TCM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ighlighted the teaching advantages of combining rehabilitation of TCM and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therapy and
concluded teaching experience in rehabilitation of TCM in rehabilitation therapy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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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康复通过采用各种中医药特有的康复
方法及其他有效的措施，对残疾、老年病、慢性病及

1

中国传统康复治疗教学的现状

1.1 现代医学先入为主

急性病后期患者的机体功能衰退或障碍进行恢复，以

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康复治疗专业的学生

减轻功能障碍带来的影响，使之重返社会。从历史来

在大学三年级开始学习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他们之

看，中医学最早使用了“康复”一词。据《尔雅•释

前已经系统学习过解剖、生理、病理等西医基础理论

诂》
“康，安也”
，
《尔雅•释言》
“复，返也”
。康复即

学科。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在中医传统康

恢复平安或健康。随着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的发展，康

复治疗学的教学中，原本直观、形象的理论变成了抽

复疗法不断丰富，康复理论也在不断完善。直至今天，

象、朴素的、辨证的中医理论，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常

中国传统康复医学以独特的理念和临床疗效已经凸

常出现许多矛盾，如教师在讲解“心”、
“肾”功能时，

显现代康复医学无法替代的优势。如何让康复治疗专

学生总是不自觉地理解为西医心脏、肾脏的功能，或

业的本科生理解和掌握中国传统康复医学的精髓，并

和西医的“肝肾”进行比较；又如对“脾主运化”、

将其应用于康复临床实践是我们教学的难点与重点。

“心在志为喜”等中医脏腑生理功能感到不可思议。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和特色，很多学生容易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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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中医不科学的观念，甚至拒绝认同，学习积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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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五脏”时，如何理解五行中的木、五色中的青与

性不高，对中医也就失去了兴趣 。

五脏中肝的关系，可以讲到人生气时脸就会变青了，

1.2 教学时间短，内容多，任务重

这样用学生已知的知识，去认知和了解中医的基本原

目前，在首都医科大学康复医学院，康复治疗专

理和理念，学生才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并且容易接

业本科生的教育与培养主要侧重现代康复技术的学

受，中医抽象概念就会变得朴素易懂。

习，在西医基础上以物理疗法（PT）
、作业疗法（OT）

2.1.2

[2]

讲解中药学知识时应用取类比象法

用“五

等康复课程为主 。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仅为考查

色”来讲解中药，如与“青”有关的药物，青皮、青

课，共有 81 学时，其中授课 51 学时、见习 30 学时。

木香、青黛等色青入肝经，有疏肝行气的功效；与“红、

应用的教材为《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涵盖了中医

赤”有关的药物，如丹参、牡丹皮、赤芍、枸杞子等

基础理论、中药、方剂、经络、腧穴、针灸治疗、推

色红入心经或血分，有养血、活血、凉血止血等功效；

拿，以及内科、外科常见疾病的康复等内容。针对康

与“黄”有关的药物，如陈皮、黄芪、炒谷麦芽等色

复治疗专业本科生的教学，不能等同于中医院校的五

黄入脾经，有健脾养胃的功效；与“白”有关的药物，

年制。在较短的学习时间内，不能要求他们全面掌握

如生石膏、百合、白果、贝母等色白入肺经，有清肺、

中医理论并运用中医的思维方式来治病救人。针对学

养肺、润肺的功效；与“黑”有关的药物，如地黄、

时少、任务重的特点，教学重点是了解和认识中医学

桑椹、黑芝麻、何首乌等色黑入肾经，有补肾、益精

理论知识，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辨证

填髓的功效。

论治等思维和研究方法，了解中医药的临床实际应
用，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中医学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中

还可以用形态类比法。中医学有“以形养形”，
“同气相求”的理论，结合民间“吃什么补什么”的

医，了解中医，进一步在康复实践中运用中医。

说法进行讲授。如核桃、益智仁形似脑而益肾补脑；

2 中国传统康复医学教学方法探讨

带“皮”的中药如茯苓皮、冬瓜皮、生姜皮利水消肿；

针对中国传统康复医学教学的特点和目的，结合

带“心”的中药如莲子心、栀子心清心降火；有“藤”

本专业学生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中西医结合

的中药舒筋通络；善穿行的中药地龙、穿山甲、全蝎、

讲解，转变思维方式。结合具体临床案例，突出中医

蜈蚣等因善行而通经活络，因久居湿地而有祛风除湿

的整体观点和辨证论治特点。将中医药治疗与临床康

的功效 。

复治疗相结合，并将其运用到康复治疗的实践中去。

2.2 以案例为引导，将中国传统康复导入康复治疗

2.1 中西医结合讲解，转变思维方式

[3]

结合康复医学专业的学科特点，重点教授针对

中国传统康复治疗学是在中医基础理论基础上

如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患者的康复治疗，

发展起来的学科，其中有大量的中医名词术语和概

同时注重突出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如在讲解

念，西医院校的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理解，更不

偏瘫康复治疗时，首先是将偏瘫病例引入，分析患

用说中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

者存在的功能障碍、危险因素，这样学生可以从整

如果过分强调某些中医名词和概念，学生们不仅感觉

体把握偏瘫这个疾病，这些患者常常表现为多方面

无法理解，枯燥乏味，无所适从，甚至对学习中医不

功能障碍，包括认知功能障碍、言语障碍、吞咽障

感兴趣，从而产生排斥心理。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强

碍、肢体运动功能障碍、感觉障碍、共济失调及平

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衡功能障碍、尿便失禁、情绪障碍等 。同时还将

2.1.1 抽象变朴素，
“玄”理论接地气 从阴阳讲起，

注意到患者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动脉

即日光的向背，朝向日光为阳，背向日光则为阴；阴

粥样硬化等疾病。由于康复治疗的学生因受到专业

阳属于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此消彼长，

方向的限制，大多着眼于存在的功能障碍，而没有

再逐步引申出阴阳的其他属性。在讲到脏腑时，常常

将患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势必在治疗过程中会

问道：
“大家心里在想什么？”实际上就是将中医的

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在康复治疗

“心”与西医的“心脏”区分开，这样学生就能够较

过程中同样如此，不能仅对患侧进行康复训练，而

快理解为什么中医说“心主神明”
。在讲到脾的生理

忽视了对健侧的功能锻炼，要将其作为整体进行训

功能“脾主运化”时，可以将脾的运化作用比作西医

练，这与现代康复训练中注意加强核心控制和关键

消化系统的消化和吸收功能。在讲到“五行”
、
“五色”

点控制都是强调双侧的协调运动相一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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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瘫早期，患者卧床，
《素问•宣明五气篇》中指

治疗效果不一定都好。因为如果下肢肌张力较高、足

出“久卧伤气”
，随之而来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如

下垂伴内翻时，针刺足三里会加重足下垂伴内翻症

肺部感染、骨质疏松、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患者久

状。现代研究表明足三里的针刺层次为皮肤、皮下组

卧，肌肉萎缩，中医理论“脾主肌肉”，因此可以通

织、胫骨前肌，而胫骨前肌不仅具有踝背伸的作用，

过补气健脾的方法改善患者的血液循环，从而促进患

还有加重足下垂伴内翻的作用。第三，我国康复医学

者的康复。偏瘫早期，中医辨证为痿症，
“治痿独取

专业本科生教育起步较晚，各方面条件均不健全，还

阳明”
，阳明为多气多血之经，故早期可以针刺阳明

需要继续努力，不断完善。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康

经，促进患侧气血的恢复，从而促进患侧的康复。偏

复医学高等教育必将为我国康复事业的发展提供丰

瘫后期，患者肌张力增加，中医治疗就应改补气养血

富的人力资源 。尽管中国传统康复医学与现代康复

为通经活络，养肝解痉。根据偏瘫的布氏分期，在不

医学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和康复治疗技术，但二者都

同时间段采用辨证论治的治疗，如：布氏Ⅰ期，上肢、

是以人的功能为研究对象，以改善功能障碍，促进病、

手及下肢处于迟缓期，无任何运动，因此该期的康复

伤、残者回归社会为最终目标。只有中西医康复有机

重点是促进神经肌肉的兴奋性，采用诱发肢体运动，

结合起来，才能大大提高康复疗效，推进中国传统康

中医可采用针灸或电针；而如果患者处于布氏Ⅲ期，

复医学的进步与发展。

异常运动模式达到高峰，痉挛加重，采用Ⅰ期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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