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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研究·

基于科学发展观对中医药行业特色型
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思考
杨静
【摘要】 本文试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精神实质，阐释新形势下建设高水平特色型中医药大学
的重要意义。通过比较与其他高校在历史地位、发展路径、办学特色和服务行业之不同，在建设和发
展中找定位，坚持优势，突出特色，进一步处理好继承、发展、创新的关系，规模、效益与发展的关
系，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的关系，特色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等。
【关键词】 中医药；特色型大学；建设和发展

Thinking 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y of TCM based 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YANG J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Chengdu 611131,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interpreted th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y of
high level on the new situation, from the content and spiri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The article proposed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TCM should adhere to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highlight the developing demand
of characteristic university,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to other universities in historical status, development path,
characteristics and service industries. Thus correct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of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he relationship of scale, efficiency and development, the relationship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and medicin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acterist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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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型大学指具有鲜明行业背景和突出学科
优势的大学。特色型大学不同于综合型大学，有
其独特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的行业要求。中医药高
等院校是有着浓厚中医药行业背景的特色型大
学，基于科学发展观理论，进一步思考和探索高
水平中医药特色型大学的建设与发展问题，营造
有利于中医药高等院校发挥优势和彰显特色的环
境和机制，对进一步突显高等院校在中医药事业
振兴中的重要依托和生力军力量有重要意义。
1 科学发展观对中医药特色型大学建设和发展
的内在要求
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高等中医药
院校作为中医药行业的特色型大学，要达到高水
平的建设目标，不能简单地遵循综合性大学的既
有发展模式。在发展形式上，中医药院校须立足
行业与社会的需求，以特色发展为主线，确立自
己的特色型办学定位，明晰学校的特色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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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学校服务社会的指向。在国家高等教育快速
发展和体系结构布局不断优化的形势下，中医药
院校要坚持将特色发展转化为自己的办学观，坚
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先为、有所后为”
的理念，以特色与优势带动中医药事业的继承、
发展与创新。发展方向上，中医药院校的特性决
定了其发展既要突显其厚重的历史基础，又要实
践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与其他高校的发展路径
有所不同。从而，如何处理好继承、发展与创新
的关系成为了中医药院校办学中的一个永恒命
题。继承是发展，创新也是发展，如果离开了继
承谈创新，或者只言继承不举创新，最终都有悖
于中医药特色型大学的科学发展。评价标准上，
现代医学模式正向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相结
合的模式转变，中医药院校的特色发展理念是否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关键在于是否顺
应了现代医学理念从“疾病治疗”为中心向“健
康促进”为中心的转变，在于是否满足以质量为
指向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医药医疗和“治未病”
服务的需求。按照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
求，中医药高校的发展目标不仅定位于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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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学研究领域，更要求加紧学科链、技术链、
产业链有效对接，通过实施重点突破，带动整体
发展，进一步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和中医药的竞争
能力，更好地发挥其在国家中医药卫生事业和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人才库、智力源和研发中心的功
能，推进中医药的国内贡献率和国际影响力。
以人为本的核心内容是尊重人，是对人的目
的地位的肯定。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在我国各族人
民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
成并不断丰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
了重要的贡献。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发展史就是
一部以人为主线和目的的寓中医学和传统哲学、
古典文化为一体的历史长卷，中医药和民族医药
所承载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价值，所蕴含的人类对
生命和健康的认识理念，所体现的预防、治疗、
保健、养生、康复等维护健康的综合性疗效，以
及所采用的药物、非药物等多种诊疗方法，在提
高防治疾病的效果、避免和减少化学药物的毒副
作用、降低医疗成本和费用、丰富卫生保健内涵
等方面显示出其特色与优势，深刻体现了以人为
本、维护健康的卫生工作宗旨，是我国特色医药
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人的目的地位，
必须关注人的发展愿望和多样性需求，而最基本
的要求是对人生命的尊重，即让人人都能公正、
平等地享有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作为特色型
大学的中医药院校，除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医疗卫生和服务社会各领域进一步弘扬和创新中
医药特色与优势以外，还要进一步强化特色型大
学的责任意识，坚持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公
平享有最基本卫生服务努力”作为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在培养层次上，除了对研究型、
创新型等高级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外，要面向基层，
实行政府主导与发挥院校作用相结合，共同培养
一批留得下、用得着的初、中级中医药人才，在
农村建立以中医药为主体、中西医并行的医疗卫
生保健服务体系，以加快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
疗卫生制度的建设。
全面发展，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目
标。就中医药院校而言，在培养体系和内容设计
等方面要体现和促进中医与中药的全面协调发
展。
“皮之不存，毛将安附？”中医和中药发展如
同皮、毛同出一体，休戚相关。药为医用，发展
中药首先是为了促成更好的中医临床疗效，其次
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医，后者才是目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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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但从中医、中药发展情况尤其是中药现代
化的多年实践看，存在着轻医重药的倾向。通过
实验研究提取其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
某病的“新型中药”模式，可能失去中医辨证论
治、辨病用药的根本，中药学研究也将逐步失去
自身理论基础、脱离特有临床经验体系特点，中
药科研可能导致异化，最终影响到中医药整体的
研究发展和传承创新进程。全面发展对中医药院
校、学科、专业的科学布局和协调发展提出了更
高要求，中医药院校属于特色型大学，学科专业
数量较少、规模相对较小，强调专业对口，社会
需求指向明确，与行业互动大，这些特性要求我
们在发展规划、学科、专业结构上要防止出现片
面发展、盲目发展、只顾眼前发展等问题。
科学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要求高等院校发
展的目光一定要放得远，要有全面和长远的视野
理清发展思路，要以适度超前的眼光求发展。作
为具有特定行业背景的专业院校，行业特色将是
立身之本，中医药院校只有把自身发展放在全国
发展的大局和中医药行业的需求之中来谋划，才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否则拘泥于小圈圈内可
能会犯舍本逐末、求大求全、特色淡化或与社会
需求脱节的问题。因此，中医药院校践行特色发
展理念必须强调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创
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强调以特色立校求发
展。这种可持续性发展不仅要体现于中医药院校
顶层设计的办学定位、特色定位和特色建设中，
也必然具体为微观层面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
培养模式等。
2 对中医药特色型大学建设的思考
2.1 以特色型大学建设为要求进一步强化中医药
院校的质量观：从某种意义上讲，质量观的变革
是高教理念的革命。不同的质量观形成不同的教
育观念、人才培养目标、发展路径和发展结果。
质量观不明晰或含糊，必然造成院校整体发展思
路的不清。一般说来，伴随大众化教育时代的到
来，高等教育质量观正从精英教育的一元质量观
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多元质量观转变，即从绝对、
标准的知识结构质量观转变为相对、因材施教的
多元质量观。
医学教育由于学科的特殊性，其教育质量观
应该是大众化时期的精英教育。在当前人民群众
对健康卫生需求大、医疗卫生发展水平还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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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情况下，要求特色型中医药院校在大众教
育、精英教育方面需兼而有之。中医药作为一种
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传统医学，其培养的人才应
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宽阔的学术视野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同时，为了避免培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过窄的专业教育”、“过强的功利主义”、“过弱
的文化底蕴”等不利问题，中医药高等教育质量
观应以特色明显、复合式、分阶段、分类分层次
为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以特色教育质量观为主线，
实施前期通识教育质量观和中、后期大众化与精
英教育质量观的结合，最终实现以能力为核心统
筹知识、素质的协调发展。如在学生进行专业学
习前，实施通识教育，开设一些分类必修课、经
典名著、医古文、素质拓展等，提供综合性知识
教育，为后期专业学习做准备。在这一过程中，
也要注意避免综合化和通识教育的过度化，以免
导致中医药专业和传统特色的弱化。
2.2 以特色型大学建设为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医药
院校的特色建设：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要求高校依
据社会需求和自身的办学情况确定自己的发展战
略，进行科学合理的发展定位，确定一条可持续
的发展道路。中医药院校特色建设可分为两个层
面，一是取决于所在的中医药行业、专业大局的
特性和要求，二是由自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比较持
久稳定的发展方式和被社会公认的、独特的、优
良的办学特征来确定。特色不只是观念上的东西，
大学的办学方向、办学定位就是其在办学水平、
层次和规格上的特色。有专家认为，特色是由物
质形态、组织形态、观念（精神形态）三大部分
构成并融会和体现于这三大部分。以中医药人才
培养为例，其特色主要反映在规格的差异方面，
如果列出一个方程式，可以把人才规格作为一个
主要变量，即人才规格＝F(专业＋层次＋培养途
径)，中医药院校对其专业、层次与培养途径三个
要素的不同配置，将构建成不同质量规格的人才
培养模式。中医药院校教育由于中医药专业自身
独具的特性，在确定自己的人才培养规律和知识

传承规律方面，在对特色的凝练、确定、运用和
转化优势等方面会要求更高，需要院校进一步深
入挖掘，潜心去实践和探索。
2.3 以特色型大学建设为要求进一步强化中医药
院校的实践观：近百年来，随着西医进入中国，
更因许多国人自贬和歧视中医，中医药发展面临
严峻挑战。来自一份对东、中、西部 13 所高等中
医药院校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医院校学生的就业
形势不理想占 46.96%、较差占 14.09%；影响毕业
生就业率的因素中，市场需求占 41.12%、毕业生
质量占 30.04%、毕业生就业取向占 23.77%；中医
毕业生不被社会和用人单位青睐的原因中，中医
院发展不景气、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减少占 29.17%；
学生实际动手能力低下占 24.29%。这些数据透视
出院校在人才培养质量中学生质量不高、实践动
手能力较弱和学生专业信心不足等问题。
边实践边学习理论的师承教育模式一直是我
国中医培养的主要途径。历代名医的成长经历也
充分证明，早临床、多临床，先揣摩、后操作是
成为名中医的秘诀。中医学实践性强，搞好临床
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是实现培养中医师目标、造
就合格中医人才的基本保证。中医药院校教育的
临床教学，必须以中医药为主体，强化临床基本
功训练，教学基地应突出运用中医药防治疾病的
特点，从门诊到病房、从医疗到护理、从病历书
写到临床分析都要保持中医特色，运用中医的理、
法、方、药进行辨证施治，并积极挖掘和探索中
医治疗急症的经验，不断提高中医疗效、总结疗
效规律，培养学生在中医诊疗技术上有较强的适
应能力。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早临床、多临床、
反复临床”的中医药教育实践观，将实践环节贯
穿于培养的全过程，科学统筹公共课、专业基础
课、专业课、实践课等四大课程体系，形成一个
以实践为核心和要求的课程选修与课程必修相适
宜的立体课程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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