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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什么是中小学生研学旅
行？研学旅行该怎么开展？要注意哪些问题？近日，教育
部等 11 部门印发 《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
提出要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通过加强研
学旅行基地建设，规范研学旅行组织管理等方式，推动研学
旅行快速健康发展。

《意见》 指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
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
的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开展研
学旅行，有利于促进学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激发学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之情；有利于
推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的深度
融合；有利于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从小培养学
生文明旅游意识。

《意见》 要求，各中小学要结合当地实际，把研学旅
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
虑，促进研学旅行和学校课程有机融合，灵活安排研学时
间，一般小学四到六年级、初中一到二年级、高中一到二
年级，并根据学段特点和地域特色，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
乡情为主、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
情为主的活动课程体系。

同时，《意见》 要求，各地要根据育人目标，依托自
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红色教育资源和综合实践基地等，建
设一批安全适宜的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基地，并探索建立基
地的准入标准、退出机制和评价体系，打造一批示范性研
学旅行精品线路，形成布局合理、互联互通的研学旅行网
络。各基地要将研学旅行作为重要的教育载体，根据小
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的研学旅行目标，有针对性地开
发多种类型的活动课程。

在组织管理方面，《意见》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
要探索制定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规程，做到“活动有方
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学校组织开展研学旅行可
采取自行开展或委托开展的形式，但须按管理权限报教育
部门备案。学校自行开展研学旅行，要与家长签订协议
书，明确学校、家长、学生的责任权利；学校采取委托形
式开展研学旅行，要选择有资质、信誉好的企业合作，并
与企业签订协议书，明确委托企业或机构承担学生研学旅
行安全责任。 （相关报道见三版）

教育部等11部门印发《意见》

研学旅行将纳入
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

从今年起，出身中医世家的
汕头大学中医教研室主任、汕头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肖
咏博士决定，不再收徒弟。

作出这个决定之前，肖咏的
内 心 曾 有 过 一 番 激 烈 的 思 想 斗
争——一边是面对社会上一些唱
衰中医的言论，他想用自己所学
改变这一现状；另一边是朋友们
介绍来的徒弟，其意不在系统学
习中医，只是想用最短的时间学
几个“独门”药方，然后自己开
诊所赚钱。

徒弟们学医的急于求成，让
肖咏对中医的未来充满忧虑：在
西医学加速东渐、现代医疗装备
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作为国粹
的中医在这场现代化进程中还能
否保持“中国味道”？

一些中医药专业学生
“硕士不硕、博士不博”

让肖咏感到忧虑的，不只是

徒弟们期待通过学几个中医药方
实现一夜暴富。他最揪心的是，
作为教师和附属医院医生亲眼目
睹到的中医药教育现状。

连续几年担任中医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考官后，肖咏发现，一
些 中 医 专 业 的 研 究 生 “ 硕 士 不
硕、博士不博”。在中医执业医师
资格考试的临床答辩环节，只要
问及书本上的脉诊知识，大多数
考 生 能 把 100 多 种 脉 象 倒 背 如
流，但问到中医脉诊的每个指头
对应哪个脏器、怎么搭脉时，大
多数考生不知所措，甚至有人对
此一无所知。

“这些考生在中医专业学了三
五年甚至八九年，如果连脉诊都摸
不准的话，就甭提让他们准确判断
各种脉象背后的病理了。”肖咏认
为，这与社会上一些人对中医疗法
的否定和排斥有关，也反映出中医
药院校课程设置过于偏重西医，
忽视中医经典教学以及与中医药

相关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
记者在一些开设中医药专业

的高校调查时发现，北京中医药
大学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等高校中
医学所开设的专业课程中，中医
和西医课程比例为 6∶4；也有学
校开设的解剖学、生化、化学实
验等西医课程约占专业课程总数
的一半；还有些中医药院校开设
了名为“临床医学”的纯西医专
业。

“在大学学习时，中医学专业
学生学的主要是中医学基础、中
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
医内科学、针灸学等中医课程，
也开设了‘黄帝内经’‘金匮要
略’‘伤寒论’等中医经典课程，
同时还学了不少西医课程以及公
共课程。我大致估算了一下，本
科5年，英语、政治、计算机等公
共课程和中医、西医课程大约分
别占了 1/3。”湖北中医药大学毕
业生石晓燕说，“说实话，学了这

些课程确实是中西医似乎都懂一
些，貌似可以宽口径就业，但我
到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后发现，
不论中医还是西医，我都不怎么
精通。”

偏重西医的评价体系
加速中医“去中国化”趋势

实际上，一些中医药大学专
业和课程设置的“西化”倾向，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各种评价指
挥棒的影响。“在中医学界，现在有
种很不好的导向，就是在论证某个
病例时，只要谁不用西医所广泛采
纳的现代科学测量标准，谁便是落
伍者，或者被打上伪科学的标签。”
据肖咏介绍，西医标准在中医临
床教学上的广泛应用，导致了一
个目前尚不能准确评估的严重后
果——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思维的
退化，“中医思维的退化，对中医
药的发展是致命的”！

肖 咏 的 担 忧 ， 并 非 空 穴 来

风。记者在走访多家中医院及中
西医结合医院时发现，现在，真
正用中医手段和方法诊治疾病较
多的，还是那些年纪较长的老中
医。而大多数年轻的中医大夫主
要 依 靠 医 学 仪 器 设 备 和 体 检 报
告，代替“望、闻、问、切”。对
于仪器给出的诊断结果，他们往
往给患者推荐使用的是西药，很
少或基本不会用中药。

“当然，除了医疗行业以药养
医的潜规则驱使医生偏好使用西
药外，其实中医临床辨证论治思
维的退化和在科研项目立项审批
上过度强调现代科学指标导向，
以及中医药专业学生对中医价值
缺乏认同，也是中医加速‘去中
国化’的重要诱因。”广州中医药
大学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主任潘
毅说，如果中医专业学生对自己
所学专业缺乏信心和兴趣，就不
会立志一辈子从事中医。

（下转第三版）

专业和课程设置偏重西医，忽视中医经典教学以及与中医药相关的传统文化教育——

中医药教育能否留住“中国味道”
本报记者 柯进 万玉凤

■“传承中华文明 挽救中医国粹”系列报道·调查篇②

··广告广告··

一、招聘岗位

（一）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院长；
（二）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院长；
（三） 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四）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五） 计算机科学与教育软件学院院长；
（六） 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
（七）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八）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九） 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十） 经济与统计学院院长；
（十一） 法学院院长；
（十二） 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十三） 外国语学院院长；
（十四） 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

二、应聘条件

（一）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
（二） 熟悉高等教育规律，具有高等学校或科研

院所工作经历，能够准确把握招聘岗位所在学院相关
学科发展趋势，并在该学科相关领域具有国内外同行
公认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三） 开拓创新意识强，工作思路清晰，具备开展
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所需要的组织能力、管理水平和
专业知识及团队合作精神。有一定的行政管理经验。一
般应有担任重要科研机构负责人或本科院校相关学院院
长、副院长的任职经历（或相当职务任职经历）；

（四） 坚持原则，敢于担当，作风民主，公道正
派，清正廉洁，具有奉献精神；

（五） 应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和招聘职位相
关学科专业背景的博士学位 （国外应聘者职称条件可
放宽，个别学科或业绩特别优秀者学位条件可适当放
宽）；

（六） 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不超过 50周岁，特别
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七） 聘期内能全职到岗工作。

三、聘期

聘期四年，其中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后，经考
核合格正式聘用。

四、待遇

任职期间享受学校中层正职待遇。校外应聘人员
符合广州大学“百人计划”人才引进条件的，同时享
受学校引进人才的相关待遇，具体面议。

五、应聘程序

（一） 个人通过电子邮件报名。应聘者应提供以
下材料：

1.个人学习、工作简历；
2. 学历和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职务证书、获奖成

果证书等各类证书复印件 （原件面试时提供）；
3. 近五年教学科研成果清单和 3-5 篇代表作复印

件；
4. 近五年担任的行政职务、主要学术兼职及管理

工作情况；
5.应聘工作思路与预期目标。
（二） 学校审核，确定面试人选。
（三） 组织面试并了解拟聘任人员情况。
（四） 学校研究确定人选并经公示后，签订聘任

合同。

六、报名截止时间

2016年12月30日。

七、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230
号广州大学人事处

邮 编：510006
联 系 人：谭镜华 李增祥
电 话：86-20-39366265 39366213
传 真：86-20-39366216
E-mail：gdrsc@gzhu.edu.cn
学校网址：http://www.gzhu.edu.cn

广州大学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14位院长公告
广州大学是广东省政府部

门和广州市政府部门重点建设
的综合性大学。学校本部位于
广州大学城西南端，有大学城
和桂花岗两个校区。现有教职
工 2400 人，全日制在校学生
34000 人，具有本硕博多层次
人才培养体系。

为实现建设高水平大学的
发展目标，进一步深化干部人
事制度改革，拓宽选人用人视
野，吸引集聚海内外优秀人
才，加强相关学科的建设，学
校决定现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等 14 个
学院的院长。

本报讯 （记者 王琼） 近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发布公告，根据安徽省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发展实际情况，
2017 年，该省停止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安徽将成为国内
第一个停止全国英语等级考试的省份。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之所以停止
该项考试，是因为近年安徽省参加考试人数越来越少。根
据考务工作实际，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停止此项考试。

目前，我国的英语考试分为两类：一是全国英语等级
考试，二是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其中，全国英语等级考
试的应试者不分年龄、学历、户籍等背景，只要具备一定
的英语基础，均可选择适合自己的级别。全国英语等级考
试的主要应试者多是中小学生和校外人员，而四六级考试
则是为全国大学生举办的英语考试。

安徽省表示，虽然停止全国英语等级考试，但绝对不
会影响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安徽2017年停止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不受影响

一场关于长征的艺术展是什
么样的？墙上挂着油画、地上放
着雕塑？人们严肃地参观、沉默
地离开？如果这符合您对艺术展
的“成见”，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
们将给您一个惊喜。

12 月 23 日，以“艺术再长征”
为主题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胜利 80 周年·中央美术学院接力
系列展”将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央
美师生筹备近一年时间，再长征、
再创作，“使出洪荒之力”。

艺术展通常是展示成品，但
这次将有一座 3.5 米高的老红军泥
像以未完成的状态出现，参观者
可以现场参与创作。现场还会设
电 子 互 动 海 报 ， 以 时 下 流 行 的

“弹幕”方式滚动播出展品的历史
背景和观众的实时互动留言。

近年来，央美陆续组织了多
场各院系共同参与、与时代紧密
相关的艺术创作活动，通过“创
作科研”的方式，引导师生投身
时代、深入生活、感怀历史、关

切现实。

从“硬着头皮”到“情
动于衷”

“刚接到任务时，感觉是硬着
头皮上的。”造型学院基础部研究
生王莹说。

今年 8 月，王莹与 20 多名师
生一起，远赴四川阿坝州若尔盖
草 原 ， 进 行 《红 军 食 谱》 的 创
作。他们计划在这里完成 100 件
画作，回答红军长征路上“吃什
么”的问题。

画画不是问题，但困难接踵
而至。很多人出现高原反应：心
跳加快、恶心头晕、睡不着觉。
老师们赶紧租来 5 个吸氧设备，
给大家轮流使用。

若尔盖气候多变，师生们每天
在户外寻找红军食物并作画，时而
暴晒、时而大雨，有时还下冰雹。
一次，一个女生实在受不了，哭着
说从来没吃过这种苦。

（下转第三版）

中央美术学院将艺术服务人民理念贯穿创作、教学、科研全过程——

“艺术学府不应成市场包工队”
本报记者 唐琪

今年 5 月，中央美术学
院“艺术再长征”创作团队
在瑞金采风。 肖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