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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研究生“助研、助教和助管”
工作实践与探讨
王蕾，史青，夏蓉，刘凤琪
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北京 100069
摘要：研究生“助研、助教和助管”
（简称“三助”）工作的开展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研究生“三助”工作不但提高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同时对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也大有裨
益，实现共赢。本文对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研究生“三助”工作进行分析，针对“三助”评价体系
不完善、学生科研创新能力不足及“助教”岗前培训有待加强等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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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raduates as Research,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Assistants
WANG Lei, SHI Qing, XIA Rong, LIU Feng-qi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of graduate research, teaching and management assistants (namely Three-Assistants)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improvement of graduate training quality. It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of graduates, but also benefit the work about teaching,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work of graduate Three-Assistants in the TCM School of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The
improvement measures were proposed for the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evaluation system of
Three-Assistants, lack of innovation abilit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f graduates and pre-job training of teaching
assistants which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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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我国教育部将研究生“助教”细化为

1 研究生“三助”工作模式

“助研、助教和助管”
（简称“三助”），作为开展研

研究生教育在高校学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

究生教育重要的创新项目。早在 1988 年，国家教育

用，
“三助”工作是培养研究生的重要内容之一。我

委员会就颁发了《高等学校聘用研究生担任助教工

校研究生“三助”工作管理规定中指出，研究生的

作试行办法》，部分高等学校也已试行

[1-2]

。目前，

“助研”工作是参加导师的科研课题研究或相关任

大多数高校根据学科特点制定了研究生“三助”工

务，本工作也作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
“助

[3-5]

。“三助”工作的实施

教”工作是承担本学科相关课程的实验或实践教学

对于培养研究生的科研、教学和管理能力，提高研

任务及相关教学工作；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参加一

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首都医科大学于 2007

定的“助管”工作，即接受学校或学院管理部门分

年 10 月制定了研究生“三助”工作管理规定，中医

配的管理工作。

药学院经过多年实践，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

2 中医药研究生“三助”工作的实践

些问题和不足。

2.1 “助研”工作

作的规定并开展相关工作

“助研”工作贯穿中医药研究生教育全过程。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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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并聘任，由我校科技处备案。研究生入学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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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完成选修课程外，其余时间则进入科研实验室进

《科学引文索引》
（SCI）收入的期刊上发表论文。近

行中医药科研训练，包括实验室安全知识培训、仪器

10 年来，我院研究生每人发表 1～2 篇学术论文，有

设备使用方法、常规实验技术的学习等。通过团队组

研究生还在国际或国内学术会议上作交流发言，表现

会和竞赛等多种形式加深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提

突出者获得了国家奖学金或校级奖学金。自 2011 年

[6]

高其科研能力，以培养研究生基本科研素质 。进入

以来，我院有 10 余名研究生代表学校参与了北京高

研究生学习中期，根据导师的研究方向或课题制定研

等学校特色教育资源库建设，围绕中医药文化教育内

究生的课题方案，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了解和把握国

容提供相关文本、图片，制作动画，并编写出版著作，

内外本领域的研究动态，完善课题设计，在导师的指

发表相关论文等。我校是唯一连续获得两次优秀项目

导下进行课题研究。研究生在此阶段接受系统的科研

的学校。

锻炼，提高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培养和

3.2 “助教”工作实现教学相长

提高了科研创新能力。到研究生学习后期，整理课题

研究生在成为“助教”期间，从学生角色转为教

研究结果，撰写发表科研论文。部分研究生还协助导

师，不仅可以系统掌握和灵活运用专业知识，提高教

师撰写科研标书，参与课题设计等。

学能力，还有助于为人师表及道德情操的培养。实践

2.2 “助教”工作

表明，研究生“助教”在授课时充满激情和活力，教

我院研究生“助教”工作在二年级后开展。由各

学方式灵活机动，如中医临床基础专业的研究生在

学系申请，我校教务处聘任。根据课程特点，研究生

《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课程的实践课上，将

可承担本科生的中医、中药实验课，参与中药野外实

导师运用经方治疗疑难杂症的病例进行分析和讨论，

习带教，课堂病案分析实践课等。在正式上岗之前，

课件采用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展现，设计

研究生要撰写讲稿和教案，进行预实验或试讲，经学

新颖，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师在指导研究

[7]

系批准后方可带教 。此外，研究生“助教”还要协

生“助教”的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新知识，

助教师批改作业、补充习题库、监考、阅卷、课外辅

实现教学相长。在学生座谈会的反馈中，研究生“助

导、指导毕业设计、第二课堂和本科生创新项目、管

教”教学效果的满意度较高，网上的督导、同行评议

理网络课程、制作课件、整理教学文件等教学辅助工

及“学评教”的结果均达到优良。另外，研究生“助

作，时间为 10～30 学时。

教”还缓解了师资缺乏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

2.3 “助管”工作

教师的工作量。

研究生“助管”工作包括承担教学、科研、学生、
行政等各类管理事务工作。由所需部门聘任，我校人

3.3 “助管”工作实现管理能力提升
在培养和提高研究生专业能力的同时，加强学生

事处批准。我院承担“助管”工作的在读研究生较少，

综合事物处理能力的锻炼，也是促进综合素质提高的

他们主要协助基础科研楼管理人员对中医药实验室

重要方面。通过“助管”工作的实践，不但提高了研

运行维护和安全管理，或参与学生心理咨询等工作。

究生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养，还激发了他们的社会责

大部分“助管”工作由行政保研的研究生承担，他们

任感，使其综合素质得到明显提升，为进入研究生培

在保留学籍的两年内从事学校行政部门如学校办公

养阶段奠定了良好基础。研究生“助管”也充实了辅

室、学生处、团委的管理工作，或担任学院辅导员，

导员队伍。

负责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班级管理及

4 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措施

日常事物管理等工作。

4.1 补充和完善研究生“三助”的评价体系

3 研究生“三助”取得的效果
3.1 “助研”工作实现师生双赢

研究生“三助”工作开展 10 余年，许多高校的
[8]

评价体系尚不完善 。我校虽然将研究生“助教”的

研究生从事“助研”工作，不但加强了中医药专

评价纳入到教师的评价系统，但尚未针对研究生“三

业知识学习和科研技能，还能获得一定的助研费，保

助”建立全面系统的监督和评价体系，因此对研究生

障了生活基本需求；导师在研究生“助研”的协助下

的培养质量不利。今后学院和各学系应结合各自的学

完成课题，发表相关论文，获得科研成果。因此，研

科和专业特点，制定考核标准和细则，分别建立个性

究生已成为导师的得力助手。在导师指导下，研究生

化的研究生“三助”评价体系，对受聘“三助”岗位

能够独立完成科学研究，并在国内核心期刊或美国

的研究生加强管理和考核，以便做出有效的评价。

4.2 提高研究生“助研”的创新能力
目前研究生“助研”工作主要是完成导师的课题

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我院自开展
“三助”工作以来，研究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得

任务，课题的研究内容、指标和方法都是计划好的，

到了全面提升。近年来中医药研究生的就业率为

学生不动脑思考，只是完成即可，这样就导致研究生

100%，并获得用人单位的好评。今后还应更加完善

的创新能力得不到有效提高。针对这一问题，师生双

“三助”相关的监督和评价制度，更好地开展研究

方都需努力改进。一方面，强化导师的责任感，培养

生培养工作。

研究生从事科研的兴趣，指导其阅读文献，跟踪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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