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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医教协同提升中医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
探索与实践
王亮 1,2，闵文 1,2*，杨帆 1，魏文霞 2
1.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9；2.江苏省中医院，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在中医药院校构建一流中医本科教育、培养一流中医人才的背景下，在回答“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要求下，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从立德树人、完善教学管理体
系、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和教材建设、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与临床教学改革、学风建设、完善教学质量监
控体系与综合评价体系、教育教学保障等方面入手，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医教协同，提升中医
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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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Deepening the Cooperation of Hospital and School and Improving
Cultivation Quality of TCM Undergraduate Talents
WANG Liang1,2, MIN Wen1,2*, YANG Fan1, WEI Wen-xia2
(1.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9, China;
2.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first-class TCM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firstclass TCM talents in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under the request of “who to train, how to train, and for
whom to train”, 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has continuously
deepened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ion of hospital and school, and promote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talent trai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morality education,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of faculty team,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aterials, practical teaching
platform and clinical teaching reform, fostering of study style, enhanc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monitoring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and guarantee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Key words: cooperation of hospital and school; TCM; personnel training; practice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是教育系统的根本问题 [1] 。对于中医药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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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是如何培养有高尚医德的优秀中医人才。在

（2019JSJG157）；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优势学科教改课题

国家建设“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人们对本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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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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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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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基，各类高校都要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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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一流本科教育 [2] 。要创建一流本科教育就必须有

根据职称、年龄、学历、专业背景等结构要素，在

一流的专业、一流的师资、一流的课程、一流的课

临床科室、教研室分别建设临床教学团队和课程教

[3]

堂作为支撑 。南京中医药大学作为“双一流”建

学团队，提升老师的专业水平。为保证教学质量，

设高校，中医药特色鲜明。在“中医学”被确立为

本院要求新老师从事课程教学前必须取得教师资格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多门中医临床课程进入省级

证，并且需完成非课堂教学工作如听课、集体备

一流课程建设名单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医

课、教研室日常工作等 20 课时以上。除此之外，本

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

院还积极组织各类教学竞赛，以赛促教，提升老师

题。目前，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以下

教书育人的能力。

简称“本院”）已与附属医院充分融合，为进一步加

1.4

强医教协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教育部相关文

教材

件和南京中医药大学一流本科教育大会精神的指导
[4-5]

加快课程和教材建设，培育一流课程与高水平
按照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总体要求进行

，本院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对加强医教协

中医学课程建设。本院紧密围绕国家最新执业医师

同，提升中医学本科人才培养质量，创建一流中医学

资格考试大纲，同时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优势，积极

本科教育，助力“双一流”建设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开展线上、线下、线上线下混合课程及虚拟仿真项

1 医教协同育人的探索与实践

目等一流课程建设，从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

1.1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手段等方面不断拓展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激发学生

下

本院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医人才培养工作的

兴趣和潜能。本院在对包括中医内科学在内的重点

核心和根本，不断完善德育工作的制度规范，系统

课程内涵进行提升和优化的同时，提前培育一批校

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充分发挥

级一流课程，制定省级、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计

授课老师、临床带教老师、辅导员、学业指导老

划。南京中医药大学为新中国中医药高等教育编撰

师、教学管理人员、本科生导师的育人主体作用。

了第一套教材，在此基础上，本院积极开展床边教

将思政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和临床教学的全过程，深

材和符合案例式教学特点的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

度挖掘思政资源，尤其是中医临床的思政资源，将

育“十三五”创新教材建设，启动“新摇篮”教材

思政融入临床，着力彰显临床教学的思政元素，推

建设计划，编写中医学高水平教材，为培养中医学

动专业思政教育、课程思政教育与思政课程同向同

本科人才服务。

[6]

1.5 大力加强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与临床教学改革

行，相得益彰，提升立德树人成效 。

作为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国家级大学生

1.2 完善教学管理体系
不断加强教学办公室的教学管理职能，充分发

校外实践教育基地，本院以培养学生临床综合能力

挥督学办公室对教学的监督、指导作用。合理优化

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平台建设。通过优化

学院、学系、教研室的分层管理体系，在各临床科

相关课程实验实训、临床综合实训的模块设置，将

[7]

室设立教学主任，加强临床科室的教学管理 。学

原先较为分散的实验实训资源进行整合，提升了实

院制定教研室评级制度，根据教研室建设情况定期

践教学平台的服务能力和水平。创新开展虚拟仿真

评级，按照等级进行分类管理和资源调配。同时，

系统训练和动物临床实训，高度模拟真实临床情

加大对教研室和教研室主任的考核，各教研室定期

境，形成虚实结合、相互补充的培养模式，不断提

开展试讲、集体备课等教学活动。南京中医药大学

升学生的临床综合能力。从入校开始，本院即为中

前期成立了中医学部，本院院长任中医学部主任。

医学本科生配备校内本科生导师，进入床边教学期

同时，本院还牵头成立了附属医院教学联盟，制订

间配备床边教学导师，进入实习阶段配备实习生导

了统一的教学规范，发挥本院在各相关学院及附属

师，实现了中医学本科生全程导师制，充分发挥师

医院教学工作中的主导作用。

承教育在中医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和优势。医院各临

1.3 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培养一流师资

床科室针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生开设专门教

[8]

坚持外引内培、引培并举的原则 ，不断充实

学门诊，积极引入注重中医思维训练的案例式教

和加强本院师资力量，积极打造名师工程，定期进

学，不断加强临床能力的培养，积极拓展中医人才

行院级名师评选，并对相关人员进行表彰与宣传。

培养“蹊径”，切实提高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解决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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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素养。

表现突出的科室、个人予以表彰，并对成功经验和

1.6 深入推进学风建设，打造刻苦学习的良好氛围

优秀成果进行大力推广，积极推动学院教育教学的

加强对学生的严管、厚爱和激励，厚植“热爱

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对“双一流”大学建设的贡

中医、学习中医、传承中医、发展中医、成就中

献度。

医”的卓越信念，培育“求知、求精、求实、求

2 小结

新”的良好学习风貌，塑造“医者仁心、大医精

作为中医学教育的主体，本院不断深化医教协

诚”的崇高人文情怀。开展学风建设提升计划，把

同，在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教学内容与方法、教

学生优良学风的培养从学校延伸到附属医院，严格

学评价等方面进行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提升中医

过程管理、激发学习动力、提升学习能力、优化学

人才培养质量，在临床实践中培养中医人的专业自

习效果，提升中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信，培养适应临床需要、适应社会需求的高质量中

1.7 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与综合评价体系

医学人才。

本院设计了科学的教学质量监控方案，对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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