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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中药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讨
孔招娣，刘凤杰，张荣华，杨丽，蔡宇*
暨南大学药学院，广东 广州 511443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培养创新型硕士研究生已成为各高校的首要任务。文章分析
总结了目前中药学硕士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问题，提出从优化课程设置、创新教学方式及实施导师制度构
建创新型中药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以满足当今社会对中药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要求，为社会培养集
科研与创新能力于一身的中药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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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raining Mode of Innovative Postgraduates in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KONG Zhao-di, LIU Feng-jie, ZHANG Rong-hua, YANG Li, CAI Yu*
(College of Pharmac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44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 cultivating innovative postgraduates has
become the primary tas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postgraduate training of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and proposed to construct an innovative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 of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from the aspects of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innovat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lementing supervisor system,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urrent society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s in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o cultivate talents of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who are equipped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for the
society.
Key words: science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ostgraduates; innovation; training mode
2003 年 4 月 7 日，国务院颁发并实行以鼓励中

对中医药传承、发展与创新的高度重视。2016 年国

西医结合和保护、扶持及发展中医药事业为主要内

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1]

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 ；2015 年通

年）》（以下简称《纲要》），把中医药传承、发展与

过了继承弘扬中医药并强化政策支持的《中医药法

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4] 。这些举措在加

（草案）》[2]；2016 年 12 月 6 日，发布了较全面介

快中医药向世界传播及实现中医药现代化进程的同

绍中医药历史、发展现状等的《中国的中医药》白

时亦将中医药的发展推至“黄金时期”。

[3]

皮书 ，体现了我国的中医药制度愈加完善及国家

创新是国家科技进步的源泉，创新型人才是实
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的关键。中药学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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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作为创新型人才的一部分，在中医药现代化中发

2020 年暨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培育项目

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中药学硕士研究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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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意识普遍薄弱，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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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在眉睫。本文分析总结中药学硕士研究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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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几点建

模式中学生是被动接受者，参与性不高，且一味被

议，以期为高校中药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提供参考。

动地接受知识而无自我探索及思考过程易扼杀研究

1 中药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生的创新能力。中药学硕士研究生缺少批判精神，

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可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 2

很少对授课教师传授的知识质疑，很容易按照教师

种 ，二者的培养目标稍有不同，学术型硕士研究

的思维进行相关科研活动进而错失锻炼创新能力的

生偏于理论研究，重在培养研究型人才，如科研人

机会 [8] 。中药学硕士研究生数量激增，导致研究生

员、大学教师等；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偏于应用研

导师数量相对不足，出现一位导师同时指导多个学

究，重在培养特定职业的专门从业人员，故学术型

生的情况，这种“一对多”模式使导师没有足够精

硕士研究生和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在培养模式、课程

力和耐心指导每一位学生，加之中药学硕士研究生

设置、培养目标、论文选题及考核方式等方面有很

的生源质量有所下降，更加凸显中药学硕士研究生

大差异。尽管有学者研究中药学人才培养模式，以

科研及创新能力的匮乏。

期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求，但其培养过程仍存在诸

2 创新型中药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

多问题。

2.1 优化中药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5]

1.1 课程设置亟需优化

中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且涵盖内容多的学

中药学是经过不断摸索和总结逐渐发展起来的

科，就某一味中药而言，要深入了解这味中药，需

学科，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宝贵经验，因而与其他以

要学习中药学、方剂学、中药化学、中药炮制学、

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学科略显不

中药鉴定学及一些交叉学科的知识，但目前中药学

同。中药学的创新离不开对传统中医药知识深入而

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比较单一，较少涉及交叉学

透彻地了解，因此课程设置需兼顾传统知识与前沿

科，不利于研究生系统地学习。⑴对于必修课和选

领域知识，在注重培养学生中医药思维的基础上引

修课比例失调（必修课比例多、选修课比例少）的

导其对传统中医药知识进行继承与创新

[6-7]

。中药学

问题，可参考借鉴中药学学科发展较好的高校，调

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设置需进一步优化：⑴必修课与

整必修课与选修课的比例，也可通过数据分析国内

选修课比例不合理，必修课主要包含该学科的基础

外各高校二者的比例以寻找最佳的课程设置方案，

知识及一般性的方法等基础内容，旨在让学生打好

还可调查师生对中药学知识等方面的需求，综合考

基础，选修课则可作为必修课的补充，适当扩充基

虑，从而使中药学硕士研究生对本专业有深入地了

础知识以外的内容，拓宽学生视野，激发科研兴

解，在学习传统知识和前沿领域知识的基础上在中

趣，引导创新。⑵理论课与实践衔接不紧密，理论

药学领域有所创新，培养其对科研的兴趣。⑵对于

知识可以指导实践操作，而实践操作能验证理论知

理论课程与实践衔接不紧密的问题，可与专家学者

识的正确性并对知识加以巩固。理论知识与实践操

共同讨论理论课与实践课课时的比例，并根据研究

作相结合既可巩固所学理论知识又可锻炼学生的动

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更新，逐渐摸索出最佳

手能力及灵活运用理论知识的能力。⑶涉及的交叉

比例，使理论知识为实践操作服务，以巩固所学的

学科课程偏少，中药学经过几千年的积淀而成为我

理论知识，考查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及锻

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涉及的学科知识较广，不仅

炼学生实践操作能力。⑶中药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

局限于中药学领域的知识，与化学、药理学、生理

过程包括文献阅读与研究总结、确定课题、制定研

学、生物学等学科知识均有交叉，要实现中医药现

究技术路线、可行性分析、实践操作及分析数据得

代化也需要在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中穿插其他专业的

出结论、撰写论文等，因此所学知识不能局限于本

前沿知识。学科交叉易产生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思

学科的内容。对于涉及的交叉学科课程偏少的问

路及研究主题等，因而也可作为中药学硕士研究生

题，可通过增加交叉学科课程、定期组织学术讲座

获得创新灵感的来源。

及开放网络教学平台等方式弥补。中药学硕士研究

1.2 教学方式及导师制度有待优化

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注重传统中医药知识的学习和与

与西方国家倡导的自由式教育（如案例式教

中药有关学科的前沿发展动态，如学习中药葛根

学、讨论式教学、问题式教学、反思教学等）不

时，不能只掌握葛根的采收季节、来源、功效、鉴

同，中国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灌输式”教学

别、炮制方法、代表方剂及临床应用等知识，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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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其黄酮类成分葛根素的理化性质、常用提取分

扬中医药传统文化的责任，亦肩负着创新中医药使

离方法及现代药理作用，加强中药学与化学、生物

中医药走向现代化的使命，改革中药学硕士研究生

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促进中药学与其他学科的融

培养模式已成为各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响应

合，使研究生系统地建立中药知识网络；也可定期

国家“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模式优化导师制度、

或不定期组织中药学相关学术讲座，邀请校内外前

加强理论课程与实践操作的联系及改变传统教学方

沿领域的专家学者分享交流最新学术进展和研究成

式等一系列措施，可以弥补现有硕士研究生教育模

果，使研究生及时了解学科的发展动态，从中获得

式中存在的不足，培养创新能力及创新意识较高的

创新灵感；还可开放网络教学平台，如慕课、智慧

中药学硕士研究生。

树、学习通等，使研究生根据自己的需求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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