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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高等中医院校
教育传承实践研究
袁亚美，方向明*，蔡标
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230001
摘要：在中国传统医学世家流派中，新安医学以丰富的医典及德行相宜的医家而闻名。为继承发扬
新安特色，传承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医学文化与医技，深入研究地域性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及
培养模式尤为重要。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提出应以地方性中医药高等学校为中心，建立世
家传承教育改革试点，从德、行、技、艺着手，建立符合地域性医学世家传承特点的教育模式，发扬新
安地域医学非物质文化。
关键词：新安地域；医学世家；非物质文化；教育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22)04-0056-04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22.04.01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Study on Educational Inheritance and Practice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Xin'an Region
YUAN Ya-mei, FANG Xiang-ming*, CAI Biao
(Anhu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TCM families and schools, Xin'an Medicine is famous for its rich medical scriptures and
virtuous doctors.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Xin'an and inherit the TCM culture and medical
skill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eeply study the intangible inheritanc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ode of regional famil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this article proposed that local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the center to establish a pilot reform of
family inheritance education. Starting from morality, behaviours, skills, and arts, an education model that
conforms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medical family inheritance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carry
forward the intangible medical culture of Xin'an region.
Key words: Xin'an region; medical families; intangible culture; education inheritance
古徽州文化积淀深厚，新安医学底蕴精深 [1] ，

注重师承，尚德行，求儒医；世家医者皆医技精
湛、术有所承。以地方志、新安医著等统计，在新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gxyq2021186）；

安地域的世医家族传承达 30 多代，可见其医家之

安徽省质量工程（2020kcszyjxm142）；安徽省教学研究项

众，文化遗产之丰富[2]。

目 （ 2021jyxm0821 ） ； 安 徽 中 医 药 大 学 人 文 社 科 重 点

而家族传承及流派的持续性发展，须遵循道、

（2020rwzd05）

法、术合为一体[3]。以道为根本，以法为路径，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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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灿果，才可使世家传承的质量和内容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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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族为链的新安医学流派重视传承创新，强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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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求本；重视未病防护，强调中医药特色文化的传

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其继承本地域的传承文化思

承；重视中医药学术思想的交流融汇，强调医家德

想，成为文化教育的核心；另一方面，也承担着地

行修为的传扬。在医技上结合各家之精华，成就一

域内非遗的传播与继承、创新与发展的责任。安中

家之长，具有家族特色；在临证处理突显奇效，既

医将徽州地域本土文化，特别是与中医药相关的新

体现师承的发扬，又重视自身的创新探索；在特色

安医学非物质文化作为主要研究方向，结合自身优

文化上，既有医学之貌，又有精湛技艺之内涵。

势资源，从基础调查、理论研究、医技传承、文化

1 高等教育对新安医学传承教育的作用

渗透、思想深入等角度着手，构建完整的非遗保护

2019 年全国中医药大会强调，依据习近平总书

体系；加强师生与非遗传承人的深入交流，提升师

记关于中医药的重要指示，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

生对非遗文化的深层次理解，立足地域文化，寻求

求，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坚定文化自信，深化改

与世家传承发展新的结合点，在促进非遗活化的同

革创新，扎实推动《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时，也促进传统医学文化的转型升级。不同学院将

[4]

意见》落地见效，走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发展路子 。

自己的专业特点与保护工作的侧重点充分结合，如

同时提出改革院校和师承教育、提升临床诊疗水

中医学院倾向于理论及世家医技研究，着重于梳理

平，挖掘民间方药、建设道地药材基地等政策，从

经典古籍文献；针灸学院规整古法导引，以融入大

而促进科技创新和开放交流，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

健康产业；护理学院进行更多的新安传统文化的挖

[5]

展 。政策的支持为新安地域医学世家文化的传承

掘，设计中医护理实践等等。依托非遗项目，加强

教育提供了机遇。高校教育是传承医学文化、医学

专业建设，突显各自特色，多角度、多维度传承新

技艺的主要模式，但缺乏对医学文化传承的稳定性

安医家文化。

与长期执行性，为了确保新安地域医学世家传承的

医学世家流派文化的内涵是非遗保护的核心，

持续性发展，使其可应对快速变化的现代文化思

在医学教育中，要重视生命与疾病、养生与治疗、

想，避免在开放性的思想洪潮中被淹没，以地方高

用药与制药之间的关系。虽说世家流派重视医技，

等中医院校——安徽中医药大学（以下简称“安中

但非遗着重保护传统文化理念，提升道德素养，在

医”）为新安医学传播示范点，在医学高等教育中

教育中以思想传承为基本，此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原

普及世家医学传承教育已成为亟需之措。

则和根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在传承
的过程中，其保护方式多样，与高校职能之间存在
[6-7]

3

安中医以德、行、技、艺为点，延续新安医学世

家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高校作为保护传承的主

在教学过程中，有效融入新时期医学发展理念

体，其优势在于：集教学、科研于一体，以研促

的同时，注重添加新安底蕴文化相关思想元素，特

教，以教助研，而高校教师作为传承的主体力量，

别应凸显各世家文化领域及行医技术上的特色性、

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对单纯依靠家族传承而导致

典型性；同时以特色文化创新技术的深入研究来增

传承人不足是极大的补充；另一方面，高校与地方

强实际教学设计的空间性与实践应用价值，进一步

合作，实现高校对社会经济发展、文化传播、技术

提高学生的基本的专业文化素养；通过讲述代表性

创新等方面的服务职能。高校本身重视文化基础，

医家的特色文化修为，促使学生对新安医家有深入

强调医学文化的重要性，与非遗保护和传承工作在

的理解，将其作为行知合一的补充和体现，进一步

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以安中医为点，研建高校

融入今后的临床工作。

着许多相似点和切入点

平台的非遗传承教育传承体系，有利于新安医学世

新安地域世家医学文化非遗为安徽地域高等中医

家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从而为新安医学进一步

药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体现了医学文化教育

传播、增强地域文化自信添砖加瓦。

的地域性特色，促进地域性文化的传承与发展[8]。但

2

教育资源尚缺乏对其特色文化全方位的理解与发扬，

新安地域医学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内容与

要点

基于此，应从教学内容、过程、形式等多方面加大改
因非遗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当地的特色文

化内涵及特有的环境氛围亦是保持其传承及发展的
根本。地方高校受本区域内文化、思想、科技等多

革力度，让学生感受地域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3.1 创新以传承为根
新安医家的良好德行品行、医德医风，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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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承的传统美德，来自古新安地域淳朴的民

源的开发、利用、弘扬等可持续发展模式。

风，来自代代传承人对“医”这一职业的深刻认

3.3 注重文化素养提升，突显新安特色

知。在课堂教学中，要体现文化继承上“承先知融

3.3.1

今昔”，流派特色上“显个性亦交融”，人才培养

设新安医学班，其课程体系与高校班级特色相符[13]。

上“世家院校共进”，传承方法上“跟师课堂同

新安班级实施“导师制”，积极推动了学生对新安

行”，文化修为上发展个人特色。强调经典学习，

医学及其文化的深入了解，成为安中医新安教育普及

重视实践，充分发挥传统中医世家的传承模式优

的代表。这一工作的开展，得到了学校与诸新安传承

[9]

文化普及为先驱，不同方向为长远

安中医

势，不忘传承之根本 ，在医技上有所创新，使学

工作室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后期，将扩

生充分认知文化价值并践行。

大课程推广范围，不仅在本校及医学相关院校，同时

3.2 以院校教育为基础，促进传承教育模式改革

将物质文化传承辐射省属各高校、各医院及相关单

安中医传承教育以新安王氏、郑氏家族为代

位，深入发掘医学世家特色文化的多种研究方向。

表，在现代医学院校教育的基础上，重视家族传

3.3.2

加强文化思想学术研究，新安医学得以宣传

承，因而弟子众多，世家特色得以发扬，可谓桃李

展示

以对新安医学世家的前期研究为基础，在深

[10]

；新安郑氏建立了传承工作室，其在对祖

入新安文化的研究中，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追求，对

学的传承过程中得出新知，融会新知，合理运用，

传统文化的向往，对传承技法的感叹，使新安医学

使家族医学在传承中更适应现代社会需要。

这一瑰丽的文化遗产展现出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前

3.2.1

扩大新安医学的

期教学中成立的“墨轩成蹊”学习团队，师生共同

非遗影响力及宣传具有新安特色的传统医学文化，

参与，互通有无，齐心合力，积极宣传新安医学及

建立以高校为依托的传承培养体系尤为重要。安中

其文化思想，交流经验。研究出真知，实践出人

医作为新安医学传承平台的重要支撑，建立传承文

才，坚持出成果，在多年的学习、打磨后，具有传

化保护基地，对各院系学生进行新安医学的普及、

承文化内涵的学生逐渐成长，自主研究，积极发表

宣讲、展示、交流等，相比单纯依靠家族传承或仅

研究论文，汇集研究心得体会[14]，使新安医学世家

以高校师承的培养模式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和延

文化不仅在安徽地域及医学世家圈中有影响，同时

续性。同时，高校非遗基地建设联合共青团开辟学

亦形成了一支在校内外甚至全国皆有一定影响的教

生“第二课堂”，激发学生对地域性非物质文化遗

学科研医疗团队，吸引了众多学者关注，对其今后

产的兴趣，从而加入对地域性文化遗产保护的行

发展及普及亦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于此，在后期的

列。另外，非遗传承基地更要加强传承人的互通有

教学及实践中，应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新安医家文化

无、成果交流，发挥其重要的宣传纽带作用。

思想非遗保护工作中，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新安

3.2.2

建立现代教学研培体系，引导学生融合创新

医学的魅力，进一步加深对“非遗文化和技术”的

思想

安中医结合自身专业特色与优势，整合新安

满天下

构建传承基地，重视实践

地域医学世家非遗文化资源

[11]

，组织专家与高校教

师研究探讨，共同制定与本地域相关的课程设置及
传承培养计划。

认识与了解。
4 小结
安中医以政府的政策扶持为契点，结合高等教
育模式特色，探索并总结符合地域特点的医学世家

将世家非遗相关内容加入课程教学实践中，拓

传承培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对新安医学

宽学生视野，弘扬非遗文化，以培养具有精湛医技

文化传承的价值认知，提高其传承人的社会地位，

的传承人及全方位地展示非遗培训的教学效果，提

保持其非遗传承的持续性。但现今新安地域世家医

升非遗影响力及本校知名度，从而促进高校发展。

学非遗传承培养目标仍缺乏系统的计划性和专业评

通过传承世家工作室积累学术资源和实践成果，将

价的规范性，为了规范世家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体

传统医技与现代科学结合，同时发挥高校的科研、

系，应确定培养制度、培养计划、培养目标、组织

文化资源，推动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拓展和创

与实行及培养后的评价标准等[15]。此外，应避免发

新非遗传承的新领域和新方向[12]。另外，进行教材

生以下情况：着重于传承后的创新，而脱离传统本

编写、论文探讨、数据库建设、教学方法和模式的

身的研究；传承的培养过程复杂繁琐、要求多，不

探索等内容，共同完善与建立大数据时代下非遗资

利于文化的继承发扬；传承的培养只重专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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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其德行修为的引导；传承教育影响高校正常教
学活动，过度培养等。
以地域性世家医学非物质文化传承为根本，强
调文化育人，使文化得以继承创新、传播发展。良
医救人，具有文化内涵的良医可使人身心俱健，相
信在政府及高校的共同努力下，将培养高素质的新
安地域医学世家非遗传承人，做到以传承为根本，
以地域为特色，以发展为契机，以思想为支撑，促
进新安医学非遗的融合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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