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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诊断学是根据中医基础理论，学习诊察病情、辨别病证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的一门学
科。课程思政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重点强调的高校教育新理念、新模式，各
类课程都要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协同合力。教研室的老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课程思政教
育，并将其贯穿专业教学的信心教育、目标教育和方法教育的全过程，力求培养综合素质较强的中医人
才，以期为全民健康事业的发展和完善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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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Teaching Reform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Diagnostics of TCM
WU Yong-gui, ZOU Xiao-juan, DAI Hong, JIANG Rui-xue, LIU Yan-yun, KOU Mei-jing, ZENG Ming-xing,
HU Xia*
(College of Basic Medicine in 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Wuhan 430065, China)
Abstract: Diagnostics of TCM is a course studying the basic theories, basic knowledge and basic skills of
diagnosis based on TCM basic theorie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a new concept and new
mode of higher education emphasiz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n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ll kinds of courses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ing together in harmony.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 property and status of
the course, faculty i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hav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ing the daily teaching process and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of
confidence education, target education and method education, striving to cultivate TCM talents with strong
comprehensive quality,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success of the health cause of the public.
Key words: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of TCM; education of medical
ethics; humanistic education; diagnostics of TCM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方位育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

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

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

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

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
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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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2017b02）

应” [1] 。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专业的一门主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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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程间的桥梁，旨在培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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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医诊断思维和技能的中医人才。学生在学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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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要学习必须的专业知识，更要升华自身思想境界

整体，三者共同制约着人的健康和疾病 [9] 。这种思

和塑造健全人格，最终达成“大医之德”“大医之

想与中医的整体观念之间存在高度统一性。中医学

体”“大医之术”的“精诚”准则。老师在教学过

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与自然、社会相统一。

程中应注意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的全过程，使

中医学在认识生命、诊治疾病的方方面面均以整体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建立其中医自信，健全其医德医

观为指导，将“天人合一”思想运用于对人类健康

风，完善其医技水平，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笔者

与疾病的认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思维模式

所在湖北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十分

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思维模式。综上，当下

重视中医诊断学课程的思政教育。根据学校的办学

主导医学模式与中医医学模式之间已愈来愈统一，

方向和培养目标，中医诊断学教研室初步拟定了课

也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2]

程思政教学方案，以期与政治课程同向同行 ，协

准”，提示人们不必要执着于中医的“存废之

同合力，为社会输送高素质的中医人才。

争”，而应坚定中医自信，进一步完善医学模式，

1 中医诊断学课程思政教育的信心教育

服务社会。

1.1 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2 中医诊断学课程思政教育的目标教育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陷入了山河破碎、民不

2.1 用毕生去建立中医思维

聊生的深重苦难，而各路救国救亡之举均功败垂

中医思维，是以扎实的中医理论、丰富的临床

成。吹尽狂沙始到金，直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

经验和正确的立法处方等为基础，贯穿于临床诊疗

国革命走上了康庄大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

的整个过程，要求每一位中医学者去全身心求索和

新征程。事实证明，革命理想高于天，历史的选择

科学构建。在中医思维的指导下，中医临床的基本

[3]

是正确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华
[4]

诊疗过程为：以四诊收集到的疾病信息为依据，以

民族的优秀文化才得以流传 。高校，是思想交流

病因辨证初辨伤寒病、温热病和内伤杂病，再分别

和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既需要承担文化复兴的重

运用六经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和脏腑辨

任，又要将提升大学生文化自信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证，对疾病的病机进行辨析，结合阴阳辨证，明确

[5]

来开展 ，通过对象性文化的认知、批判、反思、

疾病的病性[10]。因此，中医临床思维模式具有临床

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使当代大学生形成对自身

资料收集的整体性、临床思维过程的取象性、临床

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及肯定的稳定性心理

思维方式的辩证性、临床思维方法的多样性和临床

[6]

[7]

特征 。象思维是中医学思维方式的核心 ，因此文

思维结果的两面性（阴或阳）等特点；中医临床思

化自信是中医自信本源所在。而中医诊断学相关原

维由中医诊察思维、中医辨证思维和中医治疗思维

理，如司外揣内，便是象思维的具体应用。因此在

三部分组成；识法、立法、用方可谓中医临床诊疗

中医诊断学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引导学生坚定其

的 3 个关键。由上可知，要科学地构建中医临床思

对“象性文化”的信心。

维模式，必须做到：⑴求本溯源，传承中医传统思

1.2 中医自信，社会进步

维模式；⑵法于阴阳，辨析运用阴阳思维模式；

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⑶衷中参西，把握西医思维模式的优势；⑷去伪存

部分，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事业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

真，明确影响中医临床思维模式的因素。只有做到

事业作出巨大贡献。随着鸦片战争后西方医学的传

以上四点，才能有效构建中医临床思维模式。

播，出现了对中医的不自信，甚至有人高举“中医

中医诊断学是中医专业学生的主干课程，其学

是伪科学”的牌子而打压中医甚至要求废除中医，

科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因此，在本课

实在令人痛心。科学发源和发展有东、西、早、晚

程的思政教育中，要学生明确构建中医思维的学习

之分，表现形式可有不同，但其科学性内容本质上

目标，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引导其构建并不断完

[8]

具有统一性，且其最终衡量标准就是实践 。中医

善中医思维，正确揭示生命规律，为建立以中医学

与西医的研究对象相同，且最终都统一于科学实

为主导的新医学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而奋斗不息。

践。如从医学模式的发展来看，目前主导医学发展

2.2 服务于全民健康事业

的医学模式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该医学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强调人是由生物、心理、社会三种因素构成的统一

央进一步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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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创性、时代性、实践性、理论性的新理念、新

过长易使患者劳累，还会影响舌象的呈现。因此，

主张。其中，习近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

需向学生强调，以精进望舌技能为前提，必要时可

民健康事业的重要论述，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

请患者休息后再伸舌，而不可不懂装懂，敷衍蒙

奋斗目标有深远影响。实现全民健康不仅是改善和

蔽，从大医之“诚”的角度融入医德教育；⑶当患

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更是中华民族获得持续

者的舌象视觉效果不甚美观，甚至不忍多视时，作

发展的根基。当前我国健康领域的突出问题集中在

为医生，应“视人犹己”，不可表现出排斥、歧

人口结构、医疗水平、医疗资源的分配等方面

[11]

。

视、羞辱等情绪或语言，要求学生不断地完善自我

其中，提升医疗水平及服务质量，是中医教育的核

职业素养。

心目标。因此，中医诊断学课程在培养学生治未

3.2 服务健康，以人为本

病、治已病、治末病基本能力的同时，要注重课程

良医济世，功同良相。古代许多医家都反复强

思政教育，使学生从思想上觉醒，并不断地提高医

调医生的道德标准是“忧国忧民天下先”。家事国

疗服务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全民健康事

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爱国是每一个公民的必需道

业服务。

德情操，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对于医家来

3 中医诊断学课程思政教育的方法教育

说，爱国亦是必须具备的医德要素。实现全民健康

3.1 诊断教育，德育为先

已被提上国家战略层面，每一位医生都应心怀天

无德不成医，万善德为先。“医乃仁术”是中

下，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以服务健

医的基本医学价值观，“大医精诚”是中医的基本

康为己任。因此，在中医诊断学课程的教学过程

职业价值观。《万病回春》曰：“一存仁心，乃是

中，应时刻警醒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过硬的医

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二通儒道，儒医世

技水平，是每一位医学生都应追崇的目标。例如在

宝，道理贵明，群书当考……十勿重利，当存仁

四诊的教学中，应注重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12]

列出“医家十

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收集患者的临床表现，从而为

要”，从德、道、行、义等角度指出了对医家的基

后续辨证或辨病提供可靠的依据。同时，医学是性

本道德要求，即仁心、儒道、仁义，对现代中医教

命所托，以人为本、尊重生命是中医医德的思想基

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警示意义。另外，《医门法

础和最突出的人文特征。中医诊察疾病是收集诊断

律》云：“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

依据的基本手段，亦是其必备技能。而在诊察过程

[13]

中，由于医生与患者接触较多，患者会初步判断医

从中医治疗切实角度，讨论了“重规范”和“以律

生的诊疗水平，也会察觉到医生的工作态度，对自

戒医”的重要医德思想。因此，在进行望、闻、

己是否尊重及关心。以上主观判断，常常决定了患

问、切四诊和辨证的教学过程中，应将医德教育融

者的依从性，从而影响疗效。因此，人文关怀（对

入教学全程，切实落实“以德树人”的重要思想。

患者的关怀）与医生的医技水平同等重要[14]。人文

义，贫富虽殊，施药无二。”

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

以舌诊的方法及注意事项教学为例：本部分内

关怀思想教育应融入中医诊断学课程教学的全过程。

容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法。课前老师在学习通应用程

以问诊的注意事项教学为例：采用翻转课堂教

序（APP） 班级课程中上传学习视频、课件等资

学法，老师提前在学习通 APP 班级课程中上传教学

源，要求学生结合课本预习、讨论、练习望舌。课

片、课件等资源，并设计预习提纲、设置问题，以

堂上直接让学生 2 人一组模拟望舌操作。老师对学

问题为导向指导学生预习相关内容、小组讨论，再

生的模拟情况进行点评，学生间互评，最后老师总

请各组代表上台讲解。老师对代表的讲课效果进行

结。课堂设计的医德教育细节主要有：⑴舌诊的客

点评，组间互评，最后老师总结并提供 2 则医案即

观性较强，对舌诊信息的准确把握有助于反映患者

兴考察学生的掌握情况。本次课堂设计的人文关怀

脏腑气血津液的病理状态。因此向学生强调掌握舌

教育细节主要有：⑴充分尊重患者，对某些不便当

诊技能的重要性，提醒学生反复练习，精进望舌诊察

众表述的病情，应单独询问，如婚姻状况；⑵关心

水平，从大医之“精”的角度融入医德教育；⑵对中

患者疾苦，针对主诉询问的同时，重视患者其他不

医初学者而言，舌象的观察内容较多，或患者的舌

适，耐心细致，严肃认真；⑶贴近患者认知水平，

象较为复杂，均可能导致望舌时间延长。伸舌时间

采用适当语言表达描述。如便溏等医学术语，应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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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询问，并且注意讲话态度，避

而通过上述对“术生德”“德御术”理论的分析，

免出现失当言语或表情，促进医患沟通和谐。

阐释了德术统一的重要性，而这与习近平同志所提

3.3 统一德术，平衡阴阳

出的课程思政教育思想高度一致。

“大医之德”“大医之体”“大医之术”是大

4 小结

医精诚的基本准则。德，仁德，即具有崇高理想、

中医诊断学课程思政教育应首先进行信心教

高尚品德，属中医狭义之神（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

育，坚定学生的中医自信，促进社会进步；其次应

动）的范畴；术，仁术，即具有博爱情怀、精湛技

明确目标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科学构建中

艺。德以术为载体，术以德为统御，只有德术统

医思维，完善社会医学服务体系，为全民健康事业

一，医生才能明辨患者阴阳之态，做到治病必求于

作贡献；最后在德术统一思想的指导下，使本学科

本。中医诊断学课程应致力于培养德术统一的精尖

方法教育得以正确落实，培养优秀的中医人才，最

人才，老师在学科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过程

终服务于全民健康事业。

中，应从 3 个方面培养德术统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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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病、辨证和病案书写等）不够精湛，则德的呈现
便会有失，如不自信、慌乱，甚至不作为，而直接
影响患者的诊治，影响患者的健康。
3.3.2

德御术

中医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应以德

为主导地位，即医德对医术具有统御作用。中医诊
断学课程基本内容四诊中，德御术无处不体现。如
望神时要以神会神，第一个神是指医生之神，第二
个神是指患者之神，即医生以自己的神去诊察患者
的神。那么，以神会神首先要求医生自己要全神贯
注，形神安静的状态下去诊察疾病。其次要求医生
的神要是健康之神，从而才能做到以常达变，准确
全面地收集患者神的临床表现，为后续辨证施治提
供可靠依据。
3.3.3

德术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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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乍一看，本学科更重视对学生医技的教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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