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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内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及培养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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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我校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现存培养模式及成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 ，并从
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管理角度 ，就培养体系及模式作出了设想和探索 ，提出应从建立有效的研
究生临床教学管理运行机制、制定规范的管理制度、制定具有学科特色的专业培养方案 、加强研
究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与能力等五方面来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 ，从
而更好地促进学科发展，构建人才战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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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ing on Training － status and Training － method of Master of Internal Medicine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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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generally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raining methods and achievements of graduate
students specialized in internal medicine i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and from an angle of management of training graduate students，advances planning ideas and exploratory research about training system and training method，suggests that we should guarantee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training from five
aspects on establishing effectual management operating mechanism of clinical teaching，drawing up normalized managerial system，paying attention to train students’ide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in order to
better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constructive the strategic project for talente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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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培养创新型高级人才的重要途
，
径 探索适应中医药现代化需要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
对于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提高中医临床和科研队
伍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医内科
学作为全国首批中医院校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在
学校相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二十余年的研究
生培养教育过程中，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结合中医
内科学自身的特点，在规范管理、制定培养方案、更
新教学内容、提高培养质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 、有
益的探索。现就我校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现
状及设想进行总结，以便共同探讨。
一、背景
中医内科学学科点于 1956 年成立，并于 1978
1986 年
年获得全国首批中医院校硕士学位授予权，
，
1992
获首批中医院校博士学位授予权
年被评为四
川省 省 级 重 点 学 科，2003 年 建 成 博 士 后 流 动 站，
2004 年被四川省教育厅纳入省级重点学科首批重
点资助建设对象。
二、现状
1． 导师队伍和人才培养
学科拥有一支年富力强、结构合理、临床、教学

和科研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导师队伍，拥有多名国
内知名专家，是一支高水平的团队。近年来，以重点
学科为依托，导师队伍不断壮大，现有硕士导师 17
人，博士导师 7 人。专业特长各有侧重，有的理论研
究功底深，有的实践经验丰富，形成了年龄结构合
理、特长优势互补、专业知识强强联合的团体，为研
究生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学科招生专业四
个（ 内分泌专业、老年呼吸专业、消化专业、风湿免
2004 年以来招收硕士研究生 200 余人、博
疫专业） ，
士研究生 36 人，已毕业硕士研究生 170 余人、博士
1 名博士后出站。 目前在
研究生 26 人（ 获得学位） ，
读硕士研究生 123 人，博士研究生 14 人，博士后 1
人。
2． 管理
按照学校研究生院的要求，在我院教学部的指
导下，本学科不断规范制度，加强过程管理，在研究
生培养环节的各方面把关。 包括组织新生复试、组
织毕业答辩、各种表格收集整理 （ 纸质、电子版 ） 归
档、课程考试等，均严格按照学校和学院的要求执
行。同时，及时向各位导师传达有关信息，按时完成
了上级部门下达的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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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养质量
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迅速膨胀，对研究生培
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面临
着巨大的挑战。为保证培养质量，本学科导师在不
断提高自身学术水平，积极申报课题的同时注重研
究生的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实际工作能力、科研能
力及学术水平、论文质量等方面的培养，学科点也作
了如下工作：
（ 1） 指导本学科研究生参与本科生教学工作，
如帮助批改作业、辅导质疑、阅卷、承担部分教学工
作等。通过各教学环节的实际锻炼，极大地提高了
研究生系统学习的能力。
（ 2） 开展本学科专题讲座，承办学术会议，创造
机会，使研究生学习相关专业发展新动向 ，促进自主
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能力，开阔了研究生的视野，营
造了启迪智慧、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学术研究氛
围。
（ 3） 推进研究生教学改革，按一级学科开展研
究生培养，增强了基础性、交叉性，加强课程和教学
建设，在原有教材《中医内科学通论》、《中医内科学
选论》基础上，为适应学科研究方向需要，正在编写
新的中医内科硕士教材《中医内科理论与临床》。
（ 4） 鼓励研究生在校期间刻苦学习，潜心科研，
促进高层次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多出成果和发表高
水平的学术论文，增强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
力。学科点积极配合学校、学院开展 “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奖”、“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奖 ”评选工作以及
硕博士论坛等，获得 2010 年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
项目一等奖资助一名，二等奖资助一名； 2010 届优
2010 年博士论坛获学
秀博士学位论文二等奖一名，
院二等奖一名，三等奖一名。
（ 5） 加强学科自身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
好科技创新的条件保障，增强学科凝聚力。 在学科
点的努力下，在学校、学院各级部门的支持关心下，
中医脏腑病证实验室及糖尿病专科实验室已初具规
模。
（ 6） 把好思想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本
学科把培养“学问高深、品德高尚、情趣高雅 ”的“三
高”学子作为研究生培养目标，聘请德高望重的老
专家为研究生开展专题讲座，注重思想道德教育，同
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促进研究生身心素质的全
面发展。
三、设想
如何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研究生
教育规模、质量的协调发展，已成为研究生培养的关
键问题。学科点下一步总体目标将由规模型向质量
型、创新型转变。为了确保中医内科学研究生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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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质量，我们从中医内科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
管理角度，就培养体系及模式作一些设想和探索 。
中医内科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要达到具备科研能
力及临床实践能力的双向目标，必须完善现有的培
养体系及模式，通过建立有效的研究生临床教学管
理运行机制、制定规范的管理制度、制定具有学科特
色的专业培养方案、加强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
设、培养科研思维与能力等五方面来确保研究生培
养质量，从而促进学科发展，构建人才战略工程。
1． 建立有效的研究生临床教学管理运行机制
中医内科学专业硕士的培养有别于其他中医专
业研究生的培养，主要体现在其培养目标不仅要具
有科研研究思路，同时要具备一定水平的临床实践
能力，以更加适应就业用人单位的需求。 研究生阶
段的临床教学是培养的重要环节和内容 ，而实施临
床教学质量监控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 。
研究生应认真完成临床培养阶段的几个过程 。我院
一直实行“学院———医院合一 ”的“医教一体化 ”教
学管理模式，构建教学部———学科点———临床科室
的三级管理体系。 实践证明，这有利于发挥医院先
进的管理优势，有利于临床教学制度的执行与落实 。
但由于中医内科覆盖面广，涉及临床科室多，管理体
制上存在漏洞等原因，在本学科研究生临床管理方
面，学科点与临床科室沟通不够，存在脱节现象，而
作为教学医院的临床科室应严格要求，特别针对专
业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注重临床能力考核包括临床
专业知识、临床分析能力、临床诊疗能力、临床技术
操作能力等，同时应将制度落实情况与绩效评定挂
钩，如临床科室研究生带教基本要求 、临床科室研究
生带教质量抽查制度、定期举办学术讲座及技能培
训制度、完善出科考核制度等作为临床科室教学工
作绩效评定的主要指标，通过结合绩效评定发挥经
济杠杆的作用，充分调动临床科室开展研究生临床
教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对提高研究生临床带教
质量将起着很好的促进作用。
2． 制定规范化管理制度
研究生培养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
创造性人才。如何达到培养方案中的要求，规范的
管理是有力的保证。学科点将严格按照培养方案执
行，首先注重过程管理，包括组织新生复试、制定科
学的培养计划、课程学习计划和论文工作计划、组织
开题报告，配合临床科室监督临床轮转工作 、加大临
床能力考核力度，组织论文预答辩及答辩等。 其次
把好入口关。非医学专业考入本学科的学生，不仅
大大影响培养质量，也给导师带了巨大压力。 在新
生复试过程中，对于非医学专业的考生要注重临床
实践能力考核甚至限制非医学专业学生报考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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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最后加强与教学部、临床科室的沟通与联系，在
原有管理模式基础上继续完善和提高 。
3． 制定具有学科特色的专业培养方案
按照学校、学院要求，本着优化学科结构，突出
学科特色、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原则，开展研究生培养
方案的修订工作。
4． 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提高研究生导师
队伍的整体水平
导师是研究生学习、生活的指导者，不仅承担传
道授业的角色，更是一位引导者、监督者。一支数量
结构优化、业务精良、品德高尚、勇于创新的导
充足、
师队伍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在导师的建
设过程中，
学科点将做好以下几方面。首先，要着重
强调导师科研课题的申报工作，
增强创新意识。导师
作为学科带头人、
学术骨干只有通过不断地申报课题
才能更好地体现科技工作者的价值、与时俱进，才能
为研究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
不论是基础研究领域
还是临床应用方面，都应该以继承与发扬传统医学、
受益服务于广大患者为己任。学科点将围绕七个研
积极收集整理本学科相关文献，运用现代科
究方向，
学手段，
在对重点研究方向的应用背景以及整个学科
的结构宏观认识的基础上，
探索形成中医内科病证理
论新的创新点和突破点。并以中医脏腑病证实验室
及糖尿病专科实验室为基础，突出对优势病种的研
究。不断加大各级各类课题的申报，
特别是加大对国
家级课题的申报力度并提高中标率。其次，要明确导
定期召开导师会议，充分发挥导师在研究
师的职责，
生培养全过程中的指导作用。第三，
强化学科点的管
理，
组建导师团队，
变单人指导为团队指导，实施导师
团队集体指导的培养模式，从而更好地进
全面负责，
行研究生管理和指导工作。最后，
注意学术梯队的建
设，
有目的地培养青年导师。
5． 注重培养科研思维和能力
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本质
要求，就本学科而言，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力度仍然
不够，以至于存在着研究生学习中潜心钻研 、探索的
氛围不浓，学位论文中资料堆砌的成份多、研究和创
新的部分少，对研究知识和方法的了解和利用较为
缺乏等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研究生的科研能力、
保证论文质量，本学科提出几点思考：
（ 1） 改革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 从保持研
究生课程教学自身应有特点出发，研究生课程教学
必须坚持传授知识与培养探求知识能力相结合 ，教
师在传授基础理论和系统知识的基础上 ，采用自学
答疑、讨论、指导撰写小论文等具有研究特点的教学
方式，做到引导研究生逐步学会探究。同时，学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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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从自身特点出发，尽快完善研究生教材，研究生管
理部门必要时可采取相应的管理激励机制 ，比如推
行研究生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召开研究生反映课程
教学情况的座谈会、奖励课程教学效果突出的教师
等。
（ 2） 创造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的有利条件，引
导研究生从事科研实践活动。导师有一定的课题和
科研经费，使所带的研究生参与课题研究、从事科研
实践活动具有可能条件，学科点也尽快加强实验室
建设工作，为科学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鼓励学
生参加科研方法和课题申报的各种培训班 ，提高学
生科研意识。
（ 3） 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培养研究生扎
实的科研能力。作为评定学位的研究论文，它既是
研究生培养期间从事科研活动的最后结晶 ，也是其
学术研究能力的集中体现。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质量
最能反映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水准 。撰写学位
论文是培养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环节 ，
是养成创新精神、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
途径。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可以通过一些有
力措施来控制学位论文撰写中不良现象的出现 ，鞭
策研究生以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严谨的科学研究作风
投入学位论文撰写过程。这些管理措施必须贯穿学
位论文选题到答辩的全过程，包括建立严格的开题
报告制度、认真组织中期检查、实施预答辩制度、规
范答辩程序等。
（ 4） 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激发研究生参
加学术研究活动的主动性。积极参加相关学术研究
活动是锻炼研究生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 ，在学术研
究活动中，研究生可以获取前沿的科研信息 、拓宽科
研视野、活跃科研思维，从而增强科研意识和科研能
力，如要求研究生内部定期开展学术研讨 、积极组织
研究生听取学术报告、开设研究生交流学术信息的
平台等。
研究生培养是一个多方面条件和措施共同推进
的过程，相信在上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 ，在学科各
位导师的共同努力下，中医内科学学科点一定能培
养出高质量、高素质、适应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变化的
中医高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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