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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与国外医学教育的
认知定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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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近年来，我国医学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对外交流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国外医学教育
的成功经验与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进行对比，而对中外医学教育差异的认知是进行对比的前提，对中外
医学教育关联的认知是对比的重心，对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的反思是对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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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Cognitive Orientation Betwee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of TCM and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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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School of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China’s medical education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exchange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use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to review China’s TCM education. The cognition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for comparison, the cogni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education is the focus of comparis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of TCM is the purpose of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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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 50 年代中叶筹建中医学院以来，我

人才，促进了中医药发展的国际化进程[1-2]。随着我

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已经走过了 60 多年，虽几经

国医学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对外交流的发展，越

挫折，但时至今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注意到其他国家在医学教育

不但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创新

理念和做法上的可借鉴之处[3-6]。然而，要更好地消

了中医药高等教育模式，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

化吸收这些成功经验，并有针对性地运用于我国中
医药高等教育改革事业，就需要我们对参照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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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此，从这一立足点出发，就不难理解国外医

的历史文化、民族性格、生活习俗、政治环境、经

学教育模式与国内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的先天性差

济水平及选择什么样的高等医学教育发展道路等各

异，进而发现两者之间的定位差异。

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之间有时相互支

1.1 区别对待中西医学的知识系统与教学侧重点

持，有时也相互限制。因此，并没有一种标准格式

中医学和西医学是两种有着鲜明差异的医学知

可以套用。美国医学教育经历了从殖民地时代的师

识系统。西医学主张从生物学角度分析人体功能、

徒传承，到 19 世纪的私立医学院，到 20 世纪早期

疾病病因与防治策略，属于生物学模式，以因果关

的本科医学教育＋见习医生制度，再到第二次世界

系作为思维方式的基础；中医学则比较注重心理、

大战后的现代住院医师制度，再到今天的正规研究

环境、行为、社会等因素对人体疾病和健康的影

生教育的发展历程 [9] 。这就要求在学习、借鉴他国

响，注重非生物学因素。西医学在手段上与数学、

的成功做法时，不能一味地模仿或照搬，而是应当

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形成基础学

认真研究其医学教育模式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研

科、技术学科和应用学科既壁垒鲜明又联系密切的

究其与所处的历史、文化、民族、政治、经济等社

统一体；中医学则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学科和

会环境及切实的社会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方可把

临床学科之间并无明显的学科界限。西医学强调实

握医学教育模式的内在脉搏。

验教学，对学生有严格的实验训练；中医学则更重

2 对中外医学教育关联的认知是对比的重心

[7]

视加强临床实践等 。这些差异的存在导致中西医

正是因为以上差别的存在，使我们从辩证的视

学在学习方式、教育模式上存在差异，从而也成为

角审视从西方国家现代医学教育借鉴的经验，对建

国外西医学教育模式与国内中医教育不能完全等同

设有自身特色的中西医学教育体系有更准确的定位

和照搬的先决条件。

和更深入的思考。

1.2 客观分析西医学教育模式

2.1 注重医学教育的普遍规律

西方国家的医学教育模式之间虽各有特性，但

中医药高等教育首先是一种医学教育，需要遵

基本都是以西医教育为基础的。比如，以现代医学

守医学教育的普遍规律和医学人才培养的一般规

教育两大流派之一的欧洲体系为例，其中最具代表

范。中医学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和健康的科学，其研

性的是英、法、德三国。三国的医学高等教育既有

究对象和服务对象是人，它首先是一门医学。对于

遵循医学人才培养规律的共性，如公平就学、中学

医学教育普遍适用的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中医学高等

与大学紧密衔接、专业选择自由、综合性与灵活性

教育，包括培养周期长、实践性要求高、教育投资

并存等，也有各自特性。如学位制度方面，英国有

大、办学规模小及国际合作性强等[10]。因此，中医

医学学士和医学博士学位，法国只有医学博士学位，

药高等教育具有其他医学教育所具有的综合性、复

但有各种医学系证书作为补充，而德国只有医学博

杂性特征，不但知识体系庞杂，知识量巨大，而且

士学位；又如学制方面，英国一般为 5 年和 3 年，

课程门类多，专业性强，实践性要求高。中医药高

法国则分为 3 个阶段，全部完成约 9～14 年，而德

等教育在人才培养上不但立足于一般的大学自然科

国一般为 6 年；再如学习阶段方面，英国一般分为

学教育和人文科学教育，而且还要求中医药人才具有

临床前期和临床期 2 个阶段，法国分成学校教育和

较高的知识、技能、个人修养及良好的心理素质。

临床住院学习两大部分，德国则包含基础理论学

从这一角度审视，大力发展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出发

[8]

习、临床培训与实验室诊断以及实习 3 个阶段等 。

点与西方国家发展西医的立足点并无本质的不同。

这些以西医教育为目标设立的体系适应于西医学的

2.2 中医药高等教育属于优质英才教育

知识结构并与其社会需求衔接，因此，它们对于国

中医药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门类，需要

内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借鉴意义需要辩证客观看待。

承担起为国家培养人才的社会使命。我国高等教育

1.3 理性认识国情和历史对医学教育的影响

同其他国家高等教育一样，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教

中国相对于西方各国的特殊国情和历史发展阶

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是其基本使命。例如，

段，是我们在借鉴西方经验时需要客观认识的。不

德国立法规定，高等学校的任务是通过科研与教学

同国家的医学教育水平不同、形式各异，说到底是

来扶植和发展科学艺术，使学生在科学知识和科学

各国具体国情不同导致的。换句话说，是各国不同

方法或艺术创造能力等方面得到训练，以适应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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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需要。与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起步较晚，

程，也应有适当的长远考虑。

不但在高等教育普及率、教育质量、弹性学制、教

3.2 重新整合中医学内外资源

Vol. 46

No. 1

学形式、教师水平等方面有较大差距，而且在学校

一方面，目前对于传统中医学知识系统和学习

分工、专业设置、学校管理、学术评价、国际交流

手段的回归和利用方面，既不充分也不坚决。美国

[11]

。即便如此，中医药高等教

医学教育也曾经历过从师徒传承到学院式课堂再到

育同样以培养具有较高社会期望和较好综合素质的

偏重于临床实习的发展阶段，而国内现有的教育体

人才作为目标。换言之，无论是国外医学教育还是

系却未能充分利用师徒传承这种教育手段。另一方

国内中医药高等教育，都致力于培养素质全面、品

面，在中医学知识体系之外，如何利用好西医和自

德高尚、知识广博、人文修养良好及富有团队合作

然科学的各种知识为中医学习服务，如何将中医理

和自我奉献精神的人才，从事医学研究或临床工

论与中医临床实践相结合并获得发展，也需要从知

作，这一点并无国家或文化的分别。

识结构、学习方法及认识论层面进行切实思考和大

2.3 中医药高等教育关系社会服务的层次和效果

胆尝试。

等方面也有很多不足

中医药高等教育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环节，直接

3.3 重新审视评估学位分类体系

关系社会服务的层次和效果。一方面，中医学的服

我们需要逐渐调整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

务对象是人的生命和健康，从业者水平和素质高低

成的固有观念，不再把“大而全，小而全”作为衡

直接影响社会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质量，进而影

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的标准，转而把注意力放到建

响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中医药高

设有成绩突出、特色鲜明、人才涌现的学科、专业

等教育是从学校教育到临床实践连续学习的过程，

甚至课程上。考虑到中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和广大从

其教学效果优劣不仅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从事医疗

业者需要兼顾教学、科研和临床的现实，分开设立

行业，更重要的是影响学生在从事医疗行业后是否

科学学位和专业临床学位，在“全才”难遇的情况

具备将教育获得的基础理论与知识灵活转换为临床

下，前者以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为主，后者以从事

思维的能力，关系到学生能否将临床实践方法和经

临床为主，既有利于用人单位准确选拔合适人才，

验转化为个人认知的积累和提升，进而运用已有的

也有利于学校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培养。

知识和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未知的、临床疑难问题的

4 小结

能力。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使

对比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与国外医学教育的认

命和意义并不亚于西医学对于西方社会的价值，二

知定位问题，首先要认识到中、西医学是两种有着

者之间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可以互相沟通。

鲜明差异的医学知识系统。二者虽有共性，但由于

3 对中医药高等教育发展的反思是对比的目的

国情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我们在借鉴西方经验时

有鉴于此，看到国外西医学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需要客观认识，认真研究其医学教育模式形成的社

的同时，就应该充满信心，认真反思自身存在的问

会背景及其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医药高

题，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进一步将中医药高等

等教育是精英人才教育，需要对现有的学制系统加

教育事业做大做强。

以必要的反思和改进，整合中医学内外资源，建设

3.1 反思改进中医学学制系统

特色更为鲜明的教育评估体系和学科分类体系。

反思的焦点在于，什么样的学制系统既可以提
高学生的人文自然科学素养及专业知识技术水平，
又能够服务于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人群的不同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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