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校的学科交叉体现在哪些方面
学校充分认识多学科交叉与渗透对促进中医学学科

发展的重要性，在办学格局上，已形成了中医药学科为主
体，兼有理、工、管、文等多学科门类的专业体系。 在教学
机构设置上，设有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院、民族医药学
院、人文与管理学院、中药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信息技术
学院、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护理学院、针灸推拿康复学
院 11 个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和体育部 2 个
教学部，营造出多学科并存、相互交融的学术环境。

在制定中医学专业课程计划时，注重知识、能力、素
质三者的协调发展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 全程关
注对学生传承能力、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临床能力、创新
能力的培养，尤其反复强化对学生临床能力的培养，构建
了以中医药为主体、 多学科交叉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
体系。 设置人文社科类课程，体现了人文社会学科与中医
学的结合；设置自然科学课程以及现代医学课程，体现了
自然科学、现代医学与中医学的结合；设置信息检索与利

用、循证医学概论、医学统计学等课程，积极实施科学方
法教育。

学校鼓励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积极将本学科特色和优
势的科研成果、科研方法和手段运用于教学实践，鼓励其
它学科教师积极参与中医药科学研究和中医药文化建
设。 鼓励学生走进实验室参与科研，早期介入科学研究，
注重科学素质、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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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医学院成立于 1960 年， 建校之初即设
置了本科五年制的中医学专业。 我校根据本科教育
标准及我校的办学定位，结合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对中医人才的需求，遵循“前期趋同，后期分化”
的专业培养模式，先后设置了中医学、中西医结合、
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男科学、傣医学等五个专业方
向。 随着中医学专业建设的不断完善，中西医结合
和傣医学专业方向逐渐发展壮大，现已独立设置中

西医临床医学和傣医学专业。 目前中医学专业有中
医学、 中医骨伤科学和中医男科学三个专业方向。
1986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通过，国家教委批准建立

“中医儿科学”硕士授权点，1987 年开始招收中医儿
科学硕士研究生。 2006 年中医学一级学科被批准
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2009 年中医学一级学
科成为云南省省级立项建设博士授权学科。

学校坚持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适应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需要作为中医人才培养的根本目标，努力
探索中医学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不断进行中医学人
才培养改革与实践：1994 年实行中医专业文理兼收
的招生改革， 2000 年实施中医本科学分制培养，
2005 年实行学年学分制，2010 年实行中医药“一专
多能” 人才培养模式，2011 年中医学专业纳入云南
省一本招生，2011 年起招收中医学专业农村订单定
向免费医学生。

历经 53 年的建设， 我校中医学专业的学科基
础明显加强，师资力量日益雄厚，教学条件显著改
善，人才质量不断提升，办学特色更加突出，在“厚
基础、宽口径、前期趋同、后期分化”的专业建设思
路指导下，培养了一大批应用型中医人才，为云南
边疆地区的中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建立适应 21 世纪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知识全面，
特色鲜明，适应性强，知识、能力、素质并重，富于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的中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 按照“大
专业，多方向”及“厚基础、宽口径、前期趋同、后期分化”
的办学思路。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职业素养，具
备系统的中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对常
见病证进行中医临床诊疗的能力，能在医疗卫生领域从
事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强能力
的中医学专门人才。

我校中医学专业的建设目标

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需要，把握中医学科特点，遵循中医高等教育规律和中
医人才成长规律，坚持“厚基础、宽口径、前期趋同、后期
分化”的专业建设思路，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师资队伍为
抓手、教育改革为动力、条件建设为保障，积极推进中医
学专业的综合改革和建设，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
养质量。

学校坚持“让学生明确发展方向，让学生得到发展
机会，让学生增强发展动力”的素质教育理念，实行“早
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实践教育模式，理论学习与
实践训练有机结合，促进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质的
有机结合，着力培养学生的高尚医德和职业道德，强化
以临床思辨能力及学习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应用型人才
培养。

我校中医学专业的建设思路

学校遵循中医药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积极适
应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求，努力探索多样化的五年制中
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其中：

五年制中医学专业班：本专业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和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系统掌握中医药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具有一定的西医学基本知识， 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
学、自然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能从事中医临床、教
学、科研等方面工作，具有良好的医学职业道德，具有较
强实践能力和较大发展潜力，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的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医专门人才。

五年制中医学专业农村定向生班：为了适应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需要，满足农村基层对中医全科型人才的需
求，学校于 2011 年开办中医学专业农村定向生班，实行

“定单培养，免费定向，注重全科，面向农村”培养模式，
培养的学生毕业后主要在乡镇卫生院从事中医全科医
疗卫生服务工作。

学校五年制中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学校通过暑期“三
下乡”、阶段实习、课间见习、岗前培训、毕业临床实习、
毕业前临床技能考核等环节加强中医学专业学生的实
践能力培养，实现“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 在新一
轮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过程中，增加了第 1、第 2 学年
暑假各 2 周的实践活动，由指导教师指导，学生以生源
地为主自己联系医疗机构实习。 通过接触患者、体验医
疗环境、熟悉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培养学生对未来职业
环境的感性认识、激发学习兴趣。

学校在中医学专业教学中如何贯彻
“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

（1）学科基础扎实，专业实力雄厚
中医学专业于 2005 年列为云南省省级重点专业，

2008 年列为云南省省级特色专业，2009 年获准为国家级
特色专业建设点，2010 成为云南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
验区，2012 年成为国家级和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单位。
拥有中医基础理论、方剂学、中医诊断学、温病学、免疫学
基础与病原生物学、正常人体解剖学、病理学、药理学、中
医内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妇科学 11 门省级精品课程。

本专业拥有扎实的学科基础，有中医老年病学、中医
儿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推拿学、中医预防医学、中医痹
病学、中医肾病学、中医心理学、中医药微生态学、中医文
化学、中医男科学、傣医学、中医西传学 13 个局级（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有中西医结合、中医内科学、中医
基础理论、民族医学、针灸推拿学、中西医结合基础 6 个
省级重点学科，其中“中西医结合”为省级“十二五”优势
特色重点学科，民族医学、中西医结合基础、针灸推拿学、
中医内科学、 中医基础理论 5 个学科为已挂牌的省级重
点学科。 拥有中医临床教学团队、中西医基础医学教学团
队和药理学基础与实验教学团队三个省级教学团队、中
医临床技能综合模拟实验教学中心及基础医学实验教学

中心两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一个省级高校中医药
学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2）师资结构合理，科研成果丰硕
中医学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33 人（含实验技术人员

16 名），其中正高职称 19 人、副高职称 41 人，高级职称比
例达到 45.11%；有博士学位 9 人、硕士学位 76 人，45 岁以
下硕博士学位比例达到 77.45%；有省级教学名师 7 名，形
成了一只结构合理的高素质、高水平专业师资队伍。 中医
学专业相关教师具有较强科研能力， 取得了丰收的科研
成果，“十一五”以来，基础医学院教师共承担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课题 7 项，省部级基金 22 项；临床医学院教师共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3 项，省部级基金 3 项；附属
医院教师共承担省部级基金 1 项。相关研究成果水平显著
提高，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8 项（基础、临床、附院教师）。

（3）教改成果丰硕，教材建设加强
近三年来，本专业教师先后承担各级教育教学研究项

目 40 项，其中省级 26 项，厅级 14 项，累计科研课题经费
29.9 万元。 先后获得教学成果奖 36 项，其中省级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5 项，校级教学奖 29 项。“十一五”以来，我校
教师参加编写中医类教材共 136 部， 其中规划教材 112
部，高等中医药院校西部精品教材 12 部，全国普通高等教
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 5 部，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教
材 3 部，院内教材 4 部。

（4）人才培养质量逐步提升，社会影响日益
突出

本专业毕业生在参加全国中医师资格考试中， 近三
年来，学生毕业率均为 100%；学位授予率分别为 97.75%、
100%、98.74%； 中医执业医师综合笔试通过率分别为 60.
32%、77.27%、67.39%。 近三年来，本专业毕业生年终就业
率分别为 89.9%、88.9%、95.0%。

建校以来，学校为我省培养了大批“下得去、留得住、
用得上、干得好”的中医药人才。 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
评价良好，认为他们不仅有扎实的临床技能，而且具有良
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敬业精神及团队合作精神。 多年来，
我校毕业生以踏实的工作作风和较高的诊疗水平， 获得
当地群众和领导的普遍赞誉， 诸多已成为当地知名的中
医师或单位骨干，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力。

我校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
人才培养的指导原则，借鉴国内外兄弟院校的专业建设经
验，结合云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坚持“加强基础、调
整结构、更新内容、精简学时”的思路，强化专业课和专业
基础课建设，将中医执业医师考试的必考课程作为校级重
点课程进行建设。 教学组织形式从“以课程、教师为中心”
转向“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进行了改革，采用案例教
学法、PBL 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床边教
学法等。 注重实践性教学，提倡“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
床”。 临床技能综合模拟实验中心现已建设成为“云南省
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该实验中心可开展 100 余
项临床技能操作训练，主要用于实验课教学和学生课余实
训，有效提高了学生临床实践能力。

长期的改革实践启示我们， 中医专业人才培养必须
体现中医教育特色，符合中医学科特点，遵循中医人才成
长规律。

（1）中医经典与思维训练有机结合，培养学生
中医思辨能力

在教学改革中， 将学习中医经典和开展中医思维训
练有机结合，构建了中医思辨能力培养体系。

加强传统文化课程教学。 我校通过开设医古文、中国
医学史、古典诗词与中医学、中医学的传统文化基础等课
程，强化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帮助学生全面、深刻
理解中医理论的内涵和精髓，为构建中医学思维模式奠定
坚实的文化理论基础。

加强中医经典课程教学。 改革中医经典课程教学，突
出经典课程与临床的结合，确立了以辨证思维能力培养为
核心的中医经典课程教学理念，在中医经典课程教学中采
用临床直观教学法、案例式、启发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强化
理论领悟及临床辨证思维能力的训练。

学校开展了“读经典、学经典、用经典”系列活动，以
第二课堂的方式营造浓郁的校园学习氛围，促进学生巩固
专业思想，苦练基本功，聆听先贤，勤求古训，领略雅韵，感
悟大医。

加强中医基础和临床课程教学。 在中医基础和临床
课程教学中，积极开展中医四诊技能训练、中医思维原理
教学、经典案例辨证思维训练、辨证论治情景模拟训练、中
医标准化病人诊治等多种中医思维能力训练，培养学生的
中医思维能力。 基础医学院自 2003 年以来每年以多种形
式开展经典原文默写、网络答题、经典原文吟诵、中医基础
知识竞赛、“仲景杯”中医经典知识竞赛等活动，激发学生
学习中医经典著作的兴趣，培养学生中医辨证论治思维，
提高中医临床技能。 临床专业课都有见习带教要求，由各

科挑选教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临床教师承担。 通过见
习，使学生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2）学校教育与师承教育有机结合，培养学生
中医传承能力

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形式， 传承中医药是中医
药院校的历史使命和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中医传承能力
主要包括中医的理论传承、文化传承、学术经验传承等。学
校教育以班级授课制为基本形式， 强调培养目标的统一
性、学科知识的系统性和培养过程的程序性，有利于规范
化、批量化地培养中医人才。 师承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融
合，重经典、重临床等培养方式，体现了中医人才培养的特
点。 我校在中医专业人才培养改革中，注重学校教育与师
承教育有机融合，培养学生的中医传承能力。

实行两段式教学。 上世纪 90 年代起，我校便开展中
医专业招生和培养模式改革，采取“3+2”培养模式，即前 3
年由基础医学院承担教学、管理，后 2 年由临床医学院承
担教学、管理，其中临床课阶段的实践教学采取导师制，紧
密结合课程内容实行个性化教学。

实行导师制培养。 我校在 2006 年开始实施本科生临
床实践导师制，利用医院的临床教学资源，充分发挥导师
和学生双向积极性，对实习生实施个性化教学。 培养对象
在完成实习任务的前提下， 通过定期跟师门诊和病房实
习，有助于熟练掌握临床操作技能、形成中医辨证思路，发
挥了传统中医“师带徒”的学习优势。

（3）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提升学生
临床能力

我校在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注重基础理论与临床
实践有机结合，培养学生临床能力。

基础与临床结合。 在教学理念上，强调基础与临床教
学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结合。 在基础教学阶段，突出基础为
临床服务，在临床教学阶段强化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复习与
巩固。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案例教学法、PBL 教学法，通过
多种方式进行中医思维训练，将基础与临床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 在师资队伍建设上，要求中医基础课教师必须有临
床实践，鼓励并组织中医临床课教师学习中医经典，在临
床课教师的继续教育中提出学习中医基础的要求。

构建临床能力培养体系。 临床能力是中医学专业学
生的生命线，我校历来重视对学生临床能力的培养。目前，
我校建立了中医综合实验教学（中医技能实验教学、中医
思维实验教学、中医综合性创新性实验教学）体系；设置了
课间实作模拟实训、进入实习前的临床技能培训、毕业临

床实习和毕业临床技能考核等实践教学环节，以加强学生
临床思维能力和技能培训，形成了“强调理论教学、重视实
验室技能实训、加强临床实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4）学习方法与学习资源有机结合，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

注重学习指导。 在课堂教学中，本专业教师注重教学
内容和方法的优化， 通过开展案例教学法、PBL 教学法等
教学方法，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在课外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各种知识竞赛活动， 如大学生职业生涯导航设计大
赛、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中医经典吟诵比赛等。在临床实
践中，我校利用附属医院的临床教学资源，实施本科生导
师制。 通过这些举措，使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了极大
提高。

加强学习资源建设。 我校图书馆围绕专业人才培养
的需要，加强图书文献资源建设，馆内设有 5 个藏、借、阅
一体的综合借阅区，2 个电子阅览室，1 个中心机房，1 个基
藏书（样本书）室，1 个古籍书库和陈列室。 现有纸质藏书
58.5 万册，纸质期刊 600 余种，馆藏线装图书 1.8 万册，其
中 39 种为珍善孤本。 同时也大力加强数字化学习资源建
设，目前电子资源总量达 35TB，拥有 16 个中外文数据库、
2 个电子图书库、云南少数民族医药单验方数据库等特色
数据库，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自主学习资源。 我校现有的
省级精品课程设立了网络课堂， 学生可以在课外自主学
习。

（5）科研方法与科技活动有机结合，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注重科研方法培训。学校通过开设医学统计学、信息检
索与利用等课程，使学生具备初步的科研意识和能力；同时
开设中医综合实验、现代医疗技术、循证医学、科学技术简
史等选修课程，使学生构建批判性思维与科学实证方法。

丰富科技活动形式。 学校鼓励和支持学生参与全国
“挑战杯”竞赛、云南省青年学术科技节、云南大学生创业
计划大赛、校级“杏林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节和创业计
划大赛等课外学术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学术科研能
力和创新创造意识。学校还组织评选“学术科技标兵”、“杏
林杯”创业之星，开展“杏林讲坛”系列学术讲座、中医药知
识竞赛等多种学生实践活动。建立了以中医学专业为主体
的大学生社团（疑难病症协会、中西医交流协会、百合之家
中医养生协会等），通过讲座、技能演练、专业知识交流等
形式开展各类中医学相关的科技活动。学校在构建校院两级实验教学平台中， 高度重视

中医学特色实验（实训）室的建设，目前拥有中医临床
技能综合模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基础医学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两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一个中西医临
床实践教学能力提升工程中心；拥有中医诊断实验室、
中医综合实验室、中药标本室、针灸推拿康复实训室、
护理实训室、医学心理学实验室、中医美容实训室 7 个
中医特色的实验（实训）室，用于中医、针灸、推拿、康复
等课程实验（实训）教学和识药认药基地。 中医临床技
能综合模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护理实训室等用于中
医内科、中医外科、中医妇科、中医儿科、急症、护理等
方面临床技能训练。 这些中医学特色实验（实训）室的
建成为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培养学生中医临床思
维、中医综合素质提供了较好的平台。

我校中医学特色实验（实训）室有哪些？

我校中医学专业建设取得的主要成绩

我校在培养中医学人才方面的探索

我校中医学专业建设的实践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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