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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数
（所）

毕业生数
（人）

招生数
（人）

在校学生数
（人）

预计毕业
生数（人）

高等中医药院校总计 — 134796 183078 586090 148484
博士生 16 1133 1281 4317 1714
硕士生 25 10389 11716 33118 11257
普通本科、 专科生 45 84585 98236 384476 91708
成人本科、 专科生 34 34769 67473 148471 43805
网络本科、 专科生 1 3920 4372 15708 —
其中： 民族医院校 — 7639 9988 34560 7804
博士生 1 3 4 15 6
硕士生 1 15 30 69 18
普通本科、 专科生 5 5973 7283 26221 5727
成人本科、 专科生 4 1648 2671 8255 2053

中医教育如何打通“任督二脉”

■本报记者 刘博智 杨国营

一场关于“中医诊脉验孕” 的争论日
前从线上蔓延至线下。 起因是北京一名烧
伤科医生在网上赌5万元， 要随机测试中
医诊脉验孕的准确率能否超过80%， 北京
中医药大学一名中医学副教授声称愿意应
战。

在这场争论中， 中医和西医的支持者
纷纷“站队”。 吊诡的是， 支持西医的人
群中， 有不少竟然是正在学习中医的学
生。 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 某中医院
校做过调查， 刚入学时， 70%的学生相信
中医， 临近毕业时， 这一比例竟降至
30%。

中医难道已经失去“理论自信” 了
吗？

复兴中国传统医学的根本路径是教
育， 但目前中医教育却陷入了“西医化”
的泥潭， 从政策导向到人才培养模式、 课
程设置、 教学方式、 教材、 师资、 中医从
业人员继续教育等， 各方面普遍存在“重
西轻中” 的倾向。 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甚
至痛心地表示， “中医教育在培养中医的
掘墓人”。

中医教育该如何通过改革来纾困？

部分中医学生为何逃离中医？

今年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陈薇学习
中医的第十个年头。 对她来说， 中医这条
路充满了艰辛和无奈， 回首身后， 自己的
本科同学已经有三分之一脱队， 他们纷纷
选择改行或者投身西医。

“与其他班同学相比， 这个比例算低
的。” 她认为， 部分同学选择转行， 主要
是迫于现实压力， “说白了就是中医这一
行满足不了他们的现实需求”。

根据 《中国中医药年鉴》 资料显示，
从2002年至2010年， 中医执业 （助理）
医师人数增加了42253人， 这个增幅还不
到西医的1/12。 在全国卫生资源中， 中
医医疗机构只占4.5%， 中医药从业人员
只有7.5%。

在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胡刚看来， 中
医教育式微的根源在于“西医为主， 中医
辅助” 的“科学主义潜意识” 作祟， “在
中医药文件法案中常被提及的‘中西医并
重’， 还只是我国医学发展的远景。”

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 北京市中
医研究所副所长李萍认为， 由于在中小学
阶段接触的数、 理、 化、 生等科目都属于
现代科学知识范畴， 不少学生在学习中医
之前， 就习惯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眼光审视
中医， 对其科学性和价值持怀疑甚至批判
态度。 “心存偏见， 又怎能学好中医？”
李萍说。

此外， 中医经典著作多用古文写成，
涉及阴阳、 五行、 八卦等中国传统知识，
蕴含“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损有
余而补不足” 等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学生
若是缺乏这方面的积累， 学起来难免吃
力。 “要是长时间摸不到门径， 兴趣逐渐
耗损， 有人半途而废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萍说。

对于当前中医人才培养的不景气， 李
萍认为是多重因素造成的， “学习门槛高

难度大、 成长周期长、 就业面窄、 收入不
及西医等， 都是切实存在的阻力”。

微观层面上， 投入和产出的不成比例
也是很多学生逃离中医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薇说： “你只要去看看中医大夫和西医
大夫的工资单， 就能明白为何中医缺乏吸
引力了。”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王省良说得更为
实在： “西医检查收费贵， 望、 闻、 问、
切需要花费很多心力， 刮痧、 拔罐等特色
疗法还需要花费不少体力， 但这些项目或
者不收费， 或者收费甚少， 收入与付出不
成比例。”

胡刚曾拜访过南京一位有名的针灸大
夫， 这位大夫每天要为300多个患者进行
针灸治疗， 每位患者的诊疗费用仅为个位
数， 这和美国推拿师的收入有天壤之别。

此外， 宏观的中医药教育政策和行业
政策的设计上还存在“门宽路窄” 的问
题。 “简单来说， 就是人才培养入口的计
划体制和就业出口的市场体制之间巨大的
鸿沟， 撕扯着中医教育。” 胡刚说。

他进一步解释说： “国家卫计委曾经
出台文件， 要求县及县以下的医院都要按
照比例配备中医师， 但是真正落实的却没
有几个。 在没有设岗定编的前提下， 即便
中医药院校培养出足够的学生， 毕业之后
也没有足够的岗位去容纳他们。”

李萍告诉记者， 北京西医医院的数量
是中医医院的20多倍。 北京全部五六十
家三甲医院中， 只有北京中医医院一家是
纯粹的中医医院。 虽然北京各区县都有中
医医院， 但规模、 条件和数量远不如西医
医院， 这在全国各地是普遍现象。

由此， 中医院校毕业生就业面之狭
窄， 可想而知。 “一些中医专业学生改换
门庭转学西医， 甚至彻底转行， 也就不难
理解了。” 李萍说。

今年初，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开始在
全国范围内试水。 今年9月， 教育部和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文， 启动了卓越医
生 （中医） 教育培养计划项目， 明确把中
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纳入卓越中医培养
模式。 这意味着， 今后中医专业学生毕业
后， 必须在以三甲医院为主的培训基地接
受以提高临床实际能力为主的系统性、 规
范化培训， 考核通过后才能行医。 尽管这
是一条造就高水平临床医生的必由之路，
但是对更多的中医专业应届毕业生来说，
此项政策最直接的影响， 是院校学习之后
还有3年的规培生涯等着自己。

“医学生都明白规培的重要， 也都希
望有规范的培训， 只是不愿意在每天担忧
自己衣食住行的情况下进行。” 刚从北京
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的李晓媛， 面对即将
到来的规培， 心里还是打鼓， “每个月只
能拿到两千多块钱的基本工资， 又要租
房， 又要吃饭。 一规培就要3年， 想想都
觉得太难熬了”。

上海中医药大学针对附属医院286名
研究生的调查显示， 上海籍的学生比外省
籍的学生更愿意接受规培； 规培实施后想
留在上海做临床医师的人数仅为23.43%。

对于部分学生毕业后改行， 王省良觉
得不应过度夸大问题的严重性， 这并非中
医药教育特有的现象， 其他学科专业也
有。 “中医院校的毕业生， 全干中医是素
质教育的悲哀， 多数不干中医是中医教育

的悲哀。 对于部分学生毕业后转行， 我们要
理解和尊重。”

中西医结合沦为中西医凑合？

现在想想当初选择了中西医结合专业，
云南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赵恒多少有些后
悔。 “当时觉得中西医结合多牛啊！ 既能学
中医， 又能学西医， 可谓‘双剑合璧’ 呀！”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到了找工作
时， 中西医结合专业却变得“姥姥不疼、 舅
舅不爱”。 整整一个暑假， 赵恒都在四处奔
波投递简历， “中医医院嫌你中医学得不
精， 西医医院嫌你西医只学到了皮毛”。 虽
然找工作四处碰壁， 但让他略感欣慰的是，
中西医结合专业的毕业生考研时可以转报西
医专业， 而纯中医专业的学生连这个机会也
没有。

我国1956年就提出了中医药教育要中
西医结合的理念， 一些学校也相继开设此类
专业和方向。 教学上“两条腿走路” 的想法
虽好， 但是实施起来却走了样。 胡刚认为，
从市场层面看， 医院里并没有设立中西医结
合的岗位， 培养出来的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
生， 市场上根本无法消化。 从教学上看， 中
西医结合缺乏主次， 培养出了大量的中西皆
可、 中医不精的人才， 中西医结合也就变成
了“中西医凑合”。

曾任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就对现行中医
教育体制提出过疑虑， 认为中医院校培养出
来的学生只能达到两个中专的水平， 即： 中
医是中专水平， 西医也是中专水平。

实际上， 不仅是中西医结合专业， 整个
中医教育都存在西医化的倾向。 王省良认
为， 中医现代院校教育起步较晚， 到现在还
不到100年， 一些地方存在克隆西医教育的
现象。 “中医教育受困于西方医学的理论藩
篱， 盲目地削中医之足， 以适西医之履”。

原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吕炳奎曾将这种现
象形象地比喻为“让牧师领导和尚”。 中医
药院校的中医专业所开设的课程中， 近一半
是西医课程， 而人文学科课程开设不足， 投
入不够。 学生重视英语、 计算机的考核， 却
忽视中医古文、 “四诊八纲” 的训练， 等
等。

中医院校毕业生成长、 成才的关键是什
么？ 李萍认为，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攻读经
典。 她指出， 古代中医培养中， 以四部经典
为核心的中医重要著作都需要学生背诵得滚
瓜烂熟， 然后在实践中慢慢领悟、 参透。 但
如今中医院校基本不再对学生提出这么高的
要求， 导致很多学生学习中医多年， 对中医
经典的理解和掌握依然停留在较低水平。

胡刚告诉记者： “别说是熟读背诵 《伤
寒论》、 《金匮要略》 这些经典了， 很多科
班生就连简单的方歌都背不下来， 还谈什么
临床？ 不少中医学专业的学生不愿背汤头、
读经典， 诊病不是望、 闻、 问、 切， 治病不
按理法方药。”

记者对一所学校的中医课程进行统计后
发现， 学习经典著作的5门课程， 5年制学
习共288个学时， 7年制学习共360个学时，
分别占学生在校总学时的8.4%、 7.3%。 相
对而言， 其他选修课的总学时也有400学时
以上。 在校学生普遍没有完整精读过中医经
典著作。

王省良主张： “中医课程最好能以学习

《伤寒论》、 《金匮要略》、 《温病学》 等中
医经典为主， 同时突出区域特色， 满足中医
根据个体、 时间、 地域采取不同治疗方法的
需要。”

而在临床阶段， 很多中医院校都在套用
西医的“基础、 临床、 实习” 三段式教学模
式。 很多专家都认为， 这种“打好地基再盖
大楼” 的阶段学习法并不适合中医。 中医的
知识体系是一个整体， 基础知识和临床知识
不容易分割。

王省良表示， 西医从事基础研究和教学
的人员可以不从事临床工作。 中医则不同，
基础课的老师不会开方看病， 很难讲好中医
理论。 上课从理论到理论， 学生不太容易掌
握中医学说对疾病发生、 临床治疗的价值。
中医的命脉在临床， 中医教学应该反复临
床， 培养中医思维。

胡刚认为， 巩固理论知识、 强化实践环
节是两位一体， 只靠集中一年或一年半的实
习是不行的， 中医临床要做到“早临床、 多
临床、 反复临床”， 但目前的中医临床有

“跟着西医走” 的倾向。 中医院校学生有近
一半时间在西医医院， 即使在中医院也是在
病房学习如何用西医方法诊疗病人， 真正的
中医临床可谓少之又少。

针对这一问题， 一些学校也开始尝试突
破三段式培养模式。 南京中医药大学从大一
的基础课开始， 增加临床见习课时， 如中医
基础理论课增加了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 脏
腑理论、 气血津液理论等相关的临床见习的
课时， 学生可以通过住院和门诊病人的诊疗
过程， 理解上述中医理论的具体运用， 从而
加深对课本知识的理解。

中医教育既教中医也教西医的出发点是
好的， 希望学生掌握中、 西两套医学本领，
但这样做也有一个明显缺陷， 学生同时学习
中、 西两套医学理论， 容易产生混淆。 而
且， 西医理论相对而言比中医理论容易接
受， 很多人先入为主， 接受西医后对中医产
生怀疑。 王省良认为， 理想的培养模式是，
首先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 让学生对中医充
满自信， 愿意“原汁原味” 地使用中医， 成
为坚守中医理论的“铁杆中医”。

李萍建议， 培养中医人才要从娃娃抓
起， 比如医学院校可以创办附属中学、 小
学， 或通过开展“中医文化进校园” 等活
动， 让学生从小耳濡目染中医知识， 对孩子
们进行中医文化启蒙。 一部分有兴趣、 有天
赋的学生长大后再进入中医院校学习。 “学
中医需要深厚的国学功底， 以及对中国传统
哲学的了解， 这些也应在中小学阶段尽早培
养。” 李萍说。

据了解， 有的中医院校已经在做这方面
的尝试。 比如北京中医药大学与北京市142
中学 （宏志中学） 联合举办了杏林班， 拿出
几门中医学课程向高一、 高二学生讲授， 让
中国传统文化进入到中学去。

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如何调和？

如果说“基础、 临床、 实习” 三段式教
学模式适合西医教育， 那么适合中医教育的
教学模式是什么？ 如果你去问10个中医专
家， 10个专家都会告诉你： 是师承教育。

中医学是一门传承性极强的医学科学，
而“师带徒” 是传承与发展中医学一种比较
成熟的模式， 因为只有通过师传学习， 才能
真正领悟中医精髓。 对以师带徒、 口传心授
方式的优点和重要性， 胡刚深信不疑。 他举
例说： “徒弟在给病人把脉、 抄方侍诊中，
可以及时了解老师的思维方式、 治病用药方
法及各种脉象的细微差异， 在临床实践中继
承老师的医术， 并不断增强徒弟的从医信

念。”
一些中医院校已经意识到这种传统教学

模式的价值。 以北京中医药大学为例， 从
2011年起开设“岐黄国医班”， 从大一开始
就给学生配备导师， 不仅带着学生出诊， 而
且学生的学习、 生活各个方面， 都由导师负
责。 学校遴选一些德高望重的导师， 把他们
的材料公布， 由学生来选择。 南京中医药大
学从2008年起开办“精诚计划” 班， 突破
三段式教学方式， 采用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
化、 临床课程与临床实习一体化、 科室轮转
与名师传承一体化的三化式教学运行方式，
学生入校后， 即全程跟师学习， 取得较好的
教学效果。 2008级精诚班学生朱金记得第
一次见到导师周学平时， 她说的第一句话就
是“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你们跟在我后面
也一定得认真”。 5年求学期间， 平均每个月
导师都会与学生见一次面， 谈学习、 带门
诊、 讲志趣。

但是， 当中医进入现代大学， 这种模式
开始变得不现实。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杜雅薇博士认为： “学校要生存发展， 就必
须强调规范化现代教育， 这就使传统中医教
育变为单一的院校培养模式， 如统一教材、
统一学术观点、 统一教育模式等， 其结果是
离传统文化、 传统中医越来越远， 于是中医
教育陷入两难境地。”

高校扩招也让师承教育实施的难度明显
增加。 在很多中医院校， 课堂上常见的场景
是： 一个大教室里有上百个学生， 教师照本
宣科， 讲完课就走人， 师生之间的交流少得
可怜。 陈薇告诉记者， 直到研究生阶段， 有
了专门的导师， 才可以跟着导师做科研、 学
习理论知识、 出诊， 学习效果好多了， 但也
不尽如人意， 因为有不少导师担任行政职
务， 有时还要参与一些社会活动。

“不过， 将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简单对
立， 认为院校教育一文不值的观点显然也不
对。” 胡刚告诉记者， “过去一个徒弟只跟
一个或几个老师学习， 像叶天士那么优秀的
临床大家， 在他学习期间也只‘凡更十七
师’。” 而现在的学生在大学5年期间， 要听
50位以上老师的理论课， 实习期间要跟30
位左右老师临床， 学习机会大大增加。 “加
上基础、 临床和实习的过程均有明确教学目
标和质量监控要求， 故能够确保学生的基本
质量。” 胡刚说。

“院校教育好比‘高速公路’， 可以快速
培养大量的标准化人才， 但处理不好， 培养
出来的学生容易‘千人一面’； 师承教育好
比‘闲庭信步’， 有利于中医思维和个性的
传承， 但处理不好， 培养出来的徒弟容易

‘挂一漏万’。” 在王省良看来， 院校教育和
师承教育各有利弊， 办中医教育应切合国
情， 符合规律， 兼顾规范化和系统性。 因
此， 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应该紧密结合， 取
长补短。

在名师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各地也在绞
尽脑汁，让师承和院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一
些中医院校以短学期制和导师制的形式缓解
名师资源短缺问题。比如，广州中医药大学尝
试把本地名师带徒和跨地区拜师等方式结合
起来，组织“名师共同带徒、弟子集体跟师”，
创立“一代带二代、跨地跟名师”的师承教育
模式。 2013年，学校又将附属深圳中医院建
成深圳临床医学院， 先后招收两届120余名
学生，学生上午跟师门诊（查房）、下午参加课
堂学习，实践课时增加一倍。

近年来， 大规模网络课程的风靡也为中
医师承教育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但据记
者了解， 目前这方面仍是空白。 王省良就此
曾多次建议， 应该推进中医“慕课” 试点，
建立教学直播录播系统， 打破教学的地域、
场地等限制。

焦海洋 绘

（摘自《2013年全国中医药摘编》）

■学习门槛高难度大、
成长周期长、 就业面窄、 收
入不及西医等， 都是培养中
医人才切实存在的阻力。

■理想的培养模式是，
首先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
让学生对中医充满自信， 愿
意“原汁原味” 地使用中医，
成为坚守中医理论的“铁杆
中医”。

■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
各有利弊， 办中医教育应切
合国情， 符合规律， 兼顾规
范化和系统性。

高等中医药
院校

设置中医药专业的
高等西医药院校

设置中医药专业的
高等非医药院校

总计 45 93 122
普通高等学校 45 93 122

其中： 大学 17 21 73
学院 9 20 18
独立学院 9 5 4
高等专科学校 9 25 1
高等职业学校 1 22 26

2013年全国高等中医药校数及开设中医药专业的
高等西医药院校、 高等非医药院校机构数 单位： 所

2013年全国高等中医药校数统招研究生、本科、专科毕业、招生、在校学生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