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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一)学校概况 

上海中医药大学创立于 1956 年，是新中国诞生后国家首批建立

的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之一。1993 年上海中医学院更名为“上海中

医药大学”，成为国内最早更名为大学的中医药院校之一。2000 年原

上海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并入我校。2003 年为实施上海市高校布局调

整规划，学校整体搬迁至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成为“张江药谷”的

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全日制在校学生总数 7661 人，其中本科生 3825 人，高职高

专学生 974，研究生 1679 人，港澳台学生及留学生 1183 人，境外学

生占在校本科生总数 23.62%。 

学校设有基础医学院、中药学院、针灸推拿学院、护理学院、医

学技术学院、康复医学院等 20 个二级学院及部、中心；拥有龙华医

院、曙光医院、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海市中医医院、普陀区中心

医院 5所附属医院，累计床位数 4300 余张，年门诊量达 1000 余万人

次。学校拥有 19家医教研联合体医院，18个附属及共建研究所，13

个研究中心。 

学校拥有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医学 3个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予权，15 个博士点，23 个硕士点，3 个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学

位授予专业覆盖全部中医药学科；有本、专科专业（方向）29 个；

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 2个。 

现有国家重点学科 4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2个、国家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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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管理局重点学科 38 个、第一批上海市重点学科 2 个、第二批上海

市重点学科中优势学科 2个、特色学科 5个、第三批上海市重点学科

4个、上海市一流学科 4个，上海市临床医学中心 4个、上海市医学

重点学科 3个。 

学校与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实行合署办公的一体化管理模式，可

以充分利用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广泛开展中医药研究，并有利于教学、

科研的有机结合。学校现有教育部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 3个，教育部

工程研究中心 1个。近年来，学校重视以中医药为主体、多学科交叉

的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成立了穆拉德中药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医复

杂系统研究中心、中医方证与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尤其注重

在哲学社会科学以及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成立了“中医药文化研究

与传播中心”。目前该中心已成为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

基地，连续多年承担上海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并于 2012 年 4

月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资助，是目前中医药学科在国

家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承担的最高级别研究项目，也是我校在中医药文

化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学校也是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理科基础研究和教

学人才培养基地、中国大学生武术训练基地、全国大学生 KAB 创业教

育基地，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四个人才培养基地的高校之一。近年

来，累计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4 项、上海市教学成果奖 12 项、上

海市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 6 项、国家级精品课程 7 门、上海市精品课

程 19 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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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上海市全英语示范课程 3 门。 

学校于 1999 年顺利通过了首批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优秀评估

（试点），2007年在教育部新一轮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

2008 年顺利通过中医学试点认证。在 2009 年教育部学科评估中，我

校中药学、中医学学科排名分列全国第一、第二位。 

56 年来学校名医荟萃，人才辈出。建校之初，一大批闻名上海

的名医大家纷纷投身于学校的教学和临床工作，为上海中医药事业的

传承与发扬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历经半个多世纪洗礼，被列为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第五批全国名老中医继承班导师的有 24 人，上海市人民

政府命名的“上海市名中医”中，90%以上为我校毕业或在本校系统

工作的著名专家。 

目前，学校拥有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 2 名，国家“千人计

划”2 名，国家“973”首席科学家 5 名，长江学者 1 名，国家百千

万人才 3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4名，国家级教学名师 1

名，全国模范教师 1名，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 1名，提名奖 1名，上

海市教学名师 5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9人；上海市地方千人计

划 2 名，上海市领军人才 13 名，东方学者 9 名，上海市医学领军人

才 5名，上海市教委领军人才 1名；海外名师 2名；国家级教学团队

2个，上海市级教学团队 5个。各级各类人才数量居全国中医药院校

领先水平，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建校 56年来，

学校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各级各类中医药专门人才，校友遍布 60 多

个国家和地区。 

学校建立以海外大学、研究机构、制药企业为主要合作对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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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合作为主要内容，以学历教育为重点的国际合作机制。近年

来，学校先后与欧美，东南亚多所知名院校建立良好的学术交流和国

际教育合作关系，并利用国外先进的教学课程资源，创办高水平中外

合作项目。2012 年我校与英国伦敦城市大学、诺森比亚大学合作办

学项目顺利通过上海市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验收评估。其中，与英国伦

敦城市大学合作举办的药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被评为上海市中外合

作办学示范项目。 

 

(二)办学定位与指导思想 

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建立五十五年来，上海中医药大学在长期实

践中始终探索既能符合高等医学教育特征、又能充分体现中医药教育

特色的院校教育模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指导思想、理念和特色。 

办学理念：上海中医药大学始终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理

念，坚持继承创新，强化素质能力，注重知识交融，促进个性发展，

努力造就现代中医药人才。 

办学定位：根据未来中医药教育国际化发展趋势，学校确立了“研

究教学型、特色型、外向型”的办学定位。 

办学指导思想：学校坚持“不重其全，重其优；不重其大，重其

特；不重其名，重其实”的办学指导思想，着重突出“优和特”，形

成自己的办学优势和特色。 

办学目标：学校以建设一所中医药特色鲜明的精品大学为目标，

力争到 2020 年，在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和服务社会等方面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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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部分指标居全国中医药院校

首位。 

人才培养目标：努力培养“一体两翼”（以较扎实的中医药理论

和实践能力为主体、以较宽广的现代科学、医学知识和创新思维为一

翼、以较深厚的中医传统文化底蕴为另一翼）的中医药人才(见图 1)。 

 

图 1 “一体两翼”人才培养目标 

 

二、本科教学日常运行情况 

     为促进学生实践能力、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培养，鼓励学生个性化

发展和创新，学校自 1994 年起，在国内医科院校中率先实行了学分

制、三学期制教学管理制度，尝试“早实践、多实践”教学模式，逐步

培养学生良好的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沟通能力。 

(一)课程设置与结构 

根据学生专业，将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与实践课三大类，并

根据专业学制，设定不同学分要求。其中七年制专业学生须修满460

学分；五年制专业学生须修满350学分，四年制专业学生须修满280

学分。学分制改革打通了各专业之间的界限，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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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选修其它专业的课程。经过近20年的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稳

定的中医药教育课程体系结构，做到人文教育不断线、经典教育不断

线、实践环节不断线、科创活动不断线、外语教学不断线。目前各专

业课程体系中，必修课与选修课之比约为6.5：3.5，实践类课程约占

课程总学分的35%。根据各专业学制与学分要求计算，理论上学生周

学时约为25—28学时。 

表1 部分核心专业课程结构比例 

中医学专业（五年制） 针灸推拿学专业 中药学专业（四年制） 护理学专业（四年制） 课程 

分类 应修学分 % 应修学分 % 应修学分 % 应修学分 % 

必修课 174.5 49.9 161.5 46.1 117 41.8 114 40.7 

实践课 110 31.4 110 31.4 113 40.4 110 39.3 

选修课 65.5 18.7 78.5 22.4 50 17.9 56 20 

 

(二)2011—2012 学年本科生课程开课情况 

1.2011—2012 学年课程开设情况 

2011—2012 学年全校本科教学运行秩序良好，共计开设本科生

课程 1497 门次。其中小于 40人的班级 957 门次，占总数的 63.93%。

开设选修课程 511 门次、实验实践类课程 777 门次，分别占开课总数

的 34.13%和 51.90%。目前学校开设课程中含综合性、设计性、探究

性实验的课程占实验课程总数的 82.05%，其中学生自主设计的探究

性实验占实验课程总数的 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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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开课班级规模 

 

为顺应中医药教育国际化趋势，学校选取部分中医药核心课程，

开展双语、全英语教学尝试，并获得 3门上海市全英语示范课程建设

项目。目前学校双语、全英语建设课程达 27门。 

此外，学校在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的七年制低年级学生中试

点开设新生导航课程。根据低年级大学生所处的特殊阶段，研究其成

长特点及学业需求，分阶段制定系统的教育教学实施计划，探讨与其

相适应的教学策略，在加强思想政治、中医人文、医德以及心理健康

教育的同时，以正确的思想引领学生，辅以相关实践活动，促进师生

共同成长。 

2.学生选课情况 

2011—2012 学年学校组织了三个学期的选课工作。每次选课分

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安排在上学期末进行，第二、三阶段安排在

新学期前两周进行。选课运行过程基本平稳，学生选课学分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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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各年级学生选课学分较为平均，周学时安排较为合理。 

表 2 2011-2012 学年学生选课平均周学时 

年级 
2011-2012 学年 

2007 级 2008 级 2009 级 2010 级 2011 级 

平均周学时 25.9 28.5 27.3 29.1 26.8 
 

(三)教师授课情况 

1.生师比 

根据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指标中生师比计算方法，学校现有

专任教师 705 人，兼职教师 214 人（计入教师总数折合数为 107），

折合教师总数为 812；2011-2012 学年折合在校生数为 11669.3，生师

比为 14.37:1。医学门类折合教师总数为 703.7，医学门类在校学生数

为 3804 人，医学门类生师比为 5.41:1。 

 

表 3 近三学年在校学生数情况统计表 

普通教育 研究生教育 留学生教育 成人教育 

学年 
本专 

科 

折合 

数 

硕士 

生 

折合 

数 

博士 

生 

折合 

数 

留学 

生 

折合 

数 

夜大 

生 

折合 

数 

折合在
校生数 

2009 5495 5495 1124 1686 416 832 825 2475 1688 506.4 10994.4 

2010 5157 5157 1145 1717.5 428 856 895 2685 1914 574.2 10989.7 

2011 4977 4977 1190 1785 450 900 1094 3282 2351 705.3 11669.3 

 

表 4 近三学年生师比情况 

学年 折合在校生数 专任教师数 兼职教师数（折合数） 教师总数 生师比 

2009 10994.4 651 301（150.5） 800.5 13.73 

2010 10989.7 675 219(109.5) 784.5 14.01 

2011 11669.3 705 214(107) 812 1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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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近三学年医学门类生师比情况 

学年 
医学门
类在校
生数 

医学门
类专任
教师数 

直属附属医院临
床医师数（折合

数） 

非直属
附属医
院医师
数 

兼职
教师
数 

兼职教
师（折合
数） 

医学门
类教师
总数 

医类生
师比 

2009 3780 411 1225(183.7) 808 150 75 669.7 5.64 

2010 3723 445 1237(185.5) 795 109 54.5 685 5.44 

2011 3804 465 1235(185.2) 800 107 53.5 703.7 5.41 
 

2.教授、副教授授课比例 

   2011—2012 学年教授、副教授分别开课 392 门次和 349 门次，分

别占开课总数的 26.19%和 23.31%，共计占 49.49%。教授、副教授为

本科生授课比例为 100%。 

 

图3 任课教师职称比例 

 

(四)实验室开放使用情况 

学校教学实验中心为实验室全天候开放提供了保证。目前学校各

门实验课程的教学安排和准备均由教学实验中心负责落实，同时制定

了《综合性、设计性学生实验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等实验室管理办

法共37项。除教务处下达的教学任务外，教学实验中心根据各专业学

生实验、实训需求，在晚间和周末为学生开放临床、护理、针灸推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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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实训场所。学生在进行自主性设计性实验期间，能保证每周7天开

放相关实验室。 

教学实验中心还建立基于 WEB 的网络支撑系统，实现包括网上

排课、网上信息公告及网上互动交流在内的多种功能。通过在校园网

上公布实验（训）室安排等有关信息，教师可充分了解实验（训）室

的使用情况，也有利于学生自主选择实验、实训的时间和内容。近三

年来课程实验项目开出率均保持在 98%左右。 

为满足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和毕业设计的要求，学校通过学生课题

制、实验导师制等有效形式，在积极鼓励科研人员参与本科实验教学

的同时，也保证科研机构实验室向本科学生科研活动开放。目前科技

实验中心、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肝病研究所、中药研究所等研究机

构每年均接纳本科学生进入科研实验室学习，为提高实验教学水平提

供了有力支持。 

 

三、教学运行质量评价与监督情况 

(一)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情况 

为及时了解课堂教学信息，保障课堂教学质量，学校每年组织学

生开展网络评教。2011—2012 学年通过教务管理信息系统参与网络

评教的学生共计 42941 人次，被评主讲教师总人数达 375 名，学生评

议平均分 91.34。近三年学生网络评教结果显示学生对课程满意度呈

逐年递增的良好态势，课程教学质量得到学生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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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生网络评教结果 

 
备注：康复学院学生评教数据自 2010 年学院成立后统计 

 

为不断提升我校教学质量，加强教师队伍内涵建设，切实体现“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积极鼓励教师投入教学改革工作，激发教

师发展的能动性，2011 年我校建立教学绩效奖励制度,颁布了《上海

中医药大学教学绩效奖励指导性意见》。本年度学校共投入教学绩效

奖励经费近 100 万元，实施校、院分级奖励。同时坚持“绩效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奖励在教学工作、人才培养和教学实践中取得突

出业绩的教学人员和团队。在学生网络评教的基础上，经专家评议，

评选出学校年度教学名师、金牌教师、教学团队等，并在教师节大会

上加以表彰，发挥其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学校教学水平整体提高。 

在上海市教育系统最高荣誉“教书育人楷模”评选活动中，我校

教师连续二年入围该奖项，其中，施杞教授荣获 2012 年度上海市“教

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严世芸教授获得 2011 年度上海市“教书育

人楷模”提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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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教学绩效奖励主要奖项名称 

奖项类别 奖项名称 

国家级、市（部）级、校级教学名师 

校级年度金牌教师 

国家级、市（部）级、校级优秀教学团队 

国家级、市级、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奖项指导教师 

本科生论文指导教师 

优秀个人及团队 

校优秀本科生导师获得者 

国家级、市(部）级、校级教学成果奖 

国家级、市（部）级、校级精品课程 

国家级、市（部）级、校级示范类项目 

国家级、市（部）级、校级优秀教材奖； 

教学改革项目 

课堂教学、双语教学、PBL 教学等各类教学竞赛奖 

 

(二)课程考试质量监控 

为检验教学效果，学校每年进行考试成绩及试卷分析。2011—

2012 学年各学院上交了 443 门课程共 612 份分析报告，占所有考试

科目的 91.5%。考试成绩分析表明学生成绩分布合理，16 个学院中

13 个学院平均成绩在 70-80 分之间。  

按照《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评议试卷管理办法》[上中医（2008

教务）第 203 号]，学校在 2011—2012 学年开展的试卷抽查与交叉互

评工作中，重点对 19 门课程考试试卷进行了考前抽查与考后分析。

被抽查试卷总体情况良好，7份试卷获评优秀。此外，除开展常规主

干课程试卷命题质量年度抽查工作外，重点对 16 门以论文形式为主

的课程考试试卷及试题质量进行分析，优良率为 75%，合格率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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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质量监控 

1.教学督导工作开展情况 

学校推行校院两级教学督导制度，采取访谈、调研、随机听课等

形式对本科教学质量开展督导，充分发挥教学督导的检查、监督、评

价和指导功能。 

2011—2012学年校教学督导专家除开展督导听课 400余门次外，

还开展了“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成长”和“中医临床课程设置合理性”

的专题调研，对中医临床课程设置的合理性、科学性、有效性提出了

建议。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根据相关建议，进一步完善了中医临床课程

教学运行管理安排，制定了鼓励青年教师成长的相关制度，并会同教

师发展中心开展了针对青年教师的专题培训。 

基于中医经典教学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学校教务处在前期督

导组调研报告的基础上，通过修订2012年指导性教学计划，优化中医

经典课程教学模块，完善了“导读—精读—提高”的三段式经典教学

改革，并在小学期开设了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多种经典课程班

次。 

2.学生参与教学管理工作情况 

根据《全球医学教育基本要求》与《世界中医学本科教育基本要

求》相关规定，我校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学生参与教学管理的相关措施。 

学生参与课程与教材建设的咨询与决策活动：在教学计划、课程

与教材等重大事项的咨询与决策工作中，参与到课程与教材管理委员

会中的学生成员积极反映学生教学管理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目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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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两名学生任学校课程与教材建设委员会、学习成绩评定委员会委

员。 

推进学生信息员制度建设：学校成立了学生教学管理委员会，教

务处与学生教学管理委员会每月召开例会，二级学院还定期召开教

师、学生座谈会，对“教、学、管”各方面问题进行及时沟通，为教

学管理和教学计划实施提供重要参考。 

参与教学信息调研与反馈活动：学校充分利用现有学生信息员制

度，了解学生对各门主干课程满意度。每学期由信息员主导并组织对

课堂教学及教学改革课程进行教学信息的调研与反馈。学生通过访

谈、调研收集相关信息，撰写主干课程调查分析报告。并在教务处与

二级学院的协调下组织师生座谈会，相关信息根据需要及时反馈至教

务处、二级学院或教师本人，促进教、学、管的良性互动。三年来，

学校累计招募学生信息员 300 余人次，信息员累计向学校提交教学信

息反馈意见 120 余条，撰写主干课程调查分析报告 9篇。 

2011—2012 学年，学生信息员着重对中医诊断学、大学英语、

计算机基础教学等课程进行了学生调研，并形成调研分析报告。 

 

四、招生、毕业与就业情况 

(一)2011 年本科招生情况 

学校分析近三年的就业市场需求及上海市试行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养制度对医学专业招生的影响，继续稳定办学规模、控制临床中医

学类专业规模、适度发展医学相关专业、扩大吸纳文科生源、合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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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分省分专业计划。2011年学校共计录取828名本科学生。从培养类

别来看，临床中医学类280人（七年制本硕连读88人，五年制170人,

港澳台学生22人），中药及其它医学相关专业548人。 

 

(二)2011 年本科生毕业及就业情况 

2011届毕业本科生总数为741人(七年制本硕连读毕业生176人、

本科毕业生 565 人)，其中上海生源 436 人，非上海生源 305 人。截

止 2011 年 12 月底，就业总人数 711 人，就业率为 95.95%。其中七

年制本硕连读毕业生就业 173 人，就业率为 98.30%；本科毕业生就

业 538 人，就业率为 95.22%。 

上海市自 2010 年起开始实施“5+3”（5 年制院校教育+3 年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三年来我校本科

生累计有 599 名学生参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011 年，学校针对中医学专业毕业生开展了就业单位对口率调

查，结果显示在医疗机构就业的学生所占比重最大，约占就业学生总

数的 60%，其次分别为医药相关行业、升学（含出国），毕业生就业

单位的专业对口率达 90%以上。 

 

(三)用人单位的评价 

2011 年，学校有关部门就思想品德修养、职业道德素养、临床

实践(实验操作)能力等十三个方面对我校毕业生的总体评价情况做

了调研。数据显示，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总体情况予以较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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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满意率达 97.56%。调研结果表明，我校毕业生进入工作岗位后，

总体上表现出了较高的素质，得到了用人单位的普遍认同。 

满意
78%

非常满意
20%

其它
2%

满意

非常满意

其它

 

图4 毕业生用人单位意见反馈 

     

从各项指标评价的具体分析来看，90%以上用人单位评价为非常满意

和满意的指标有思想品德修养、职业道德素养、计算机能力、工作态

度和健康状况等五项；80%～90%用人单位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满意的指

标有中医药基础理论知识水平、临床实践(实验操作)能力、处理人际

关系及交流沟通能力三项；70%～80%用人单位评价为非常满意和满意

的指标有西医药基础理论知识水平、自我学习获取知识能力、外语水

平三项；评价较低的指标有科研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两项。评价为非

常满意和满意的用人单位比例分别为52.38%、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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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78% 97.78%
93.33%

85.71%
79.55%

83.33%

52.38% 51.16%

77.78%

95.56%

80.00% 79.55%

93.33%

思想道德修养

职业道德修养

工作态度
中医药基础理论知识水平

西医药基础理论知识水平

临床实践（实际操作）能力

科研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

外语水平
计算机能力

处理人际关系及交流沟通能力

自我学习获取知识能力

健康状况

 

图 5 对我校毕业生各项评价指标满意度调查 

 

(四)留学生教育 

1.留学生本科教育 

2011—2012 学年，我校留学生本科教育规模继续保持稳中有升

的态势，共有来自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日本、越南等 24 个国家

的 1094 名本科留学生，其中 987 名为中医学、针灸推拿学等医学相

关专业学生，占留学生总数的 90.22%。为进一步推进国际教育教学

工作，提高中医药对外教学质量，我校以教学质量监控为重点，规范

教学管理工作，不断完善教学质量监控环节。同时，学校实施来华留

学生奖学金项目，为有志于学习中医药专业的高层次优秀留学生提供

了支持，2011 学年我校获得各级各类奖学金的留学生总数达 150 余

名。学校通过各类奖学金评定，扩大了优质留学生生源，提高了留学

生学习热情。 

2.留学生短期培训项目 

    2011 年，我校中医药国际教育开展了各类中医药短期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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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个，共接受 688 名来自英语、法语区域国家，以及日本和韩国的

学员来我校接受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内科、针灸、推拿、中药等短期

课程教学或临床见习。我校的中医药短期品牌培训项目——国际中医

针灸培训班继续开设，并获得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3.留学生暑期教育项目 

2012 年暑期，学校承办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外国留学生奖学金暑

期学校——中医药项目。共有来自巴西、英国、德国、泰国、罗马尼

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西班牙等 8 个国家的 21 名学员参加了

本次学习。该项目以“探索中医的神奇之旅”为主题，整合学校资源，

组织相关教授开设了内容丰富的讲座和实践活动。通过为期 4周的学

习，使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专业背景的海外学生了解了中

医、认识了中医，同时走进上海，走近中国，亲身感受到了博大精深

的中国中医药文化和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魅力，为中医药文化的传

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五)本科生境外交流互访 

学校鼓励和支持在校学生到境外相关高校访问学习，拓展中医药

专业本科学生的国际视野。通过与美国圣马丁大学、东芬兰大学、英

国伦敦城市大学、香港大学、台湾中国医药大学等境外知名院校合作，

扩大学生海外大学访学比例，拓展课程学习学分互认范围。2011-2012

学年，学校共派选110余名优秀大学生赴美国、英国、芬兰、日本、

香港、台湾访学交流或参加暑期夏令营活动，拓展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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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国际交流能力，锻炼了独立自主的精神品质，传播弘扬了中医

药文化。同时，我校每年接受香港大学交流临床见习学生20名，接受

台湾中国医药大学护理学专业交流学生8名。 

表 8 2011-2012 年赴境外访学人数 

合作院校名称 合作内容 访学学生数量 

英国伦敦城市大学 中英合作药学专业本科 53 

日本滋庆教育集团 营养专业学生交流访学 4 

美国圣马丁大学 中医学专业学生交流访学 44 

东芬兰大学 中医学专业学生交流访学 4 

香港大学 中医学专业学生交流访学 8 

台湾中国医药大学 护理学专业学生交流 6 

 

五、教学改革与研究 

近年来，在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085”工程）精神的指导

下，围绕学校“一体两翼”人才培养目标，立足为了每一位学生终身

发展的目标，以实施卓越中医药教育为引领，在以下教学改革领域进

行重点推进： 

(一)科研创新能力训练体系建设与优化  

围绕中医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依托中医学、中药学国家级教学

实验示范中心，充分利用学校各级各类重点学科及研究中心的资源优

势，通过科研基本素养培育模块、自主设计性实验模块和课外科研创

新能力拓展训练模块的建设，搭建贯穿“基础和临床、医药融通、课

内和课外相结合”的科学研究素养及能力训练平台。通过传统中医药

理论与现代科学手段的有机结合，为中医药人才基本实验技能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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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素养培养提供实践舞台，并使学生在独立完成实验项目的过程

中，发现自身知识结构的薄弱环节，为今后自主学习确立目标和动力，

并充分锻炼其团队合作精神和端正其科学态度。 

1.整合科研教学资源，形成中医药特色的实验教学体系 

学校依托实验中心教学资源汇聚的优势，逐步建立以能力培养为

主线，分层次、多模块、相互衔接的中医药特色实验教学体系，构建

了以基本实验技术及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自主设计性实验为主

的实验教学课程模块。在前期科研基本素养训练的基础上，通过对已

开设的《中医基础综合实验》及《中医经典理论相关实验》、《以方测

证综合实验方法》、《探索性中医药综合实验》、《中药综合性实验》等

实验课程群的完善与优化，建立中医药特色鲜明的自主设计性实验训

练平台。 

依托此平台建设，2011—2012 学年，我校《中医学专业本科生

科研创新能力训练体系建设与优化》、《中医特色本科生诊疗技能训练

及信息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理科基地项目资助。 

探索性自主设计实验课程为七年制中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以教师指导下学生自主设计实验项目为主线，培养学生对中医药学习

和研究的兴趣，亲身体验现代中医药基础与临床研究的基本过程。七

年制学生选课率达 100%，同时也吸引五年制学生参与其中。课程分

为中医药基础研究类、小型中医临床研究设计类、基于针灸经典文献

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类、中药制剂制备类等四大类，以学生自主选题、

自主设计和操作为主；并建立了以教学、科研单位学科骨干为主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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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主设计性实验导师库，为所有本科生实验小组配备科研导师 100

余名。以该实验课程为载体进一步加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

位，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对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

力以及合作精神的培养，达到提高学生独立思考、自我设计、终身学

习能力的目的。 

同时，学校的学科建设及科学研究为改进教学手段、更新教学内

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推动了科研成果向教学内容的转化，其中有

多项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课程教学内容或编写入教材。我校教师主编

的人民卫生出版社及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十二五”规划教材数量分列

全国中医药院校第一和第二位，有多项科研成果编写入教材。有些创

新课程直接来源于科研成果，如率先在全国中医药院校中开设的《实

验中医学》、《实验针推学》、《中医工程学》等，其课程建设水平在中

医药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由学校研制的多种中医客观化检测仪器被

及时用于教学实践中，并为全国中医药院校广泛使用。同时，充分利

用学科资源，通过开设选修课程、专题讲座、担任本科生科研导师等

途径为科研骨干参与本科教学创造良好条件和环境，体现“以学科建

设为龙头，科研反哺教学”的办学理念。 

近三年来，共有 70 多项学生自主设计性实验项目直接参与到导

师相关科研课题中，2011—2012 学年有 130 余名学生在学期间进入

各科研实验室和基础学科教研室，参与教师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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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医药专业本科生实验教学体系与模式 

 

2.利用科技创新平台，丰富学生课外科创活动 

学校在课程教学的同时，积极构建学生课外自主创新、创业活动

平台作为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延伸，形成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大学

生创新活动计划”、“学生 KAB 创业课程”、“大学生科学商店”、“神

农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大赛”、“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为主体的

“一个计划、一门课程、一个商店、两个大赛”的学生课外科技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 

l 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 

我校是上海市首批开展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的高校之一，至

今已连续开展 5 年。学校于 2011 年成功举办上海中医药大学第二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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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论坛。会上评出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优秀项目、优秀项目指导老

师、学院优秀组织奖等相关奖项，设计并公布了我校大学生创新活动

计划徽标以及网站。 

近五年来，学校累计资助大学生自行设计创新、创业项目 800 余

项（优秀案例见附件），涉及大学生 2000 余名，占在校本科生总数近

50%。通过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学生累计撰写研究报告 210 余篇，

2011 年至今在国内外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 20余篇；学生成功申请专

利 7项，另有 7项学生专利正在申请中。 

表 9 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项目情况统计表 

数  量 
类  别 单位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合计 

立项项目数 项 82 76 72 214 444 

总经费投入 万元 60 50 50 180 340 

参与学生数 人 464 433 406 828 2131 

指导教师数 人 85 77 75 226 463 

撰写研究报告 篇 32 43 48 94 217 

申请专利 项 1 2 2 2 7 

 

l 学生 KAB 创业课程 

为适应创新创造的时代要求，满足青年创业就业的现实需要，我

校从 2006 年起，开展大学生 KAB 创业教育项目，2008 年被批准成为

全国“KAB 创业教育拓展计划”首批试点高校，2009 年被授予“大学

生 KAB 创业教育基地”称号。作为全国中医药院校第一家 KAB 创业教

育基地，我校已经形成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目前，共有授课教师

13名，校外专家、企业家兼职教师 10余名。2011 年我校组织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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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及教师根据中医药院校特色，完成中医药大学生相关创业案例及创

业教育教材的编写，使我校 KAB 创业教育更具中医药文化特色，更为

系统性。 

l 大学生科学商店 

我校科学商店以“中医让身体更健康！科学让生活更美好！”为宗

旨，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市民的

科学素质和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目前我校已建立了一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 500 余人的科学知识

传播队伍，帮助社区开展各种形式的科学普及活动，推动科技成果的

传播，活动直接受益的社区居民达 50000 余人。我校科学商店开展了

70 余项基于社区需求和问题的校级大学生研究项目，解答社区居民

的科学疑问，帮助他们解决科学问题。我校科学商店这一以学生为主

体，走出课堂、走进社区，理论联系实际的模式，对培养具有较强实

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中医药人才具有深远的意义。 

 

图 7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学商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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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与创业计划大赛 

目前我校已举办了四届“神农杯”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大赛和四届

“神农杯”创业计划大赛，通过“两个大赛”选出的项目多次获得上

海市及全国各级各类奖项。仅 2011—2012 学年，就荣获市级以上创

新、创业奖励近 20 项，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实

践的积极性。 

表 10 2011—2012 学年上海中医药大学大学生科创活动主要获奖情况 

级别 大赛名称 奖项 

全国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 

全国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 

全国 首届“天堰挑战杯” 一等奖 

全国 首届“天堰挑战杯” 二等奖 

上海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特等奖 

上海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 

上海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 

上海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三等奖 

上海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三等奖 

上海 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三等奖 

上海 第十七届上海高校学生创造发明“科创杯” 三等奖 

上海 “嘉定新城杯”第七届上海市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金奖 

上海 “嘉定新城杯”第七届上海市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银奖 

上海 “嘉定新城杯”第七届上海市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 银奖 

上海 “上汽教育杯” 上海市高校学生科技创新作品展示评优活动 铜奖 

上海 “上汽教育杯” 上海市高校学生科技创新作品展示评优活动 铜奖 

上海 “上汽教育杯” 上海市高校学生科技创新作品展示评优活动 优胜奖 

 

(二)深化小学期实践，探索临床实训新模式 

学校围绕提升学生中医继承与创新能力，不断探索“早临床、多



勤奋 仁爱 求实 创新 

                                             
 

 

26 

临床”实践模式，并以“早期导入临床，后期基础回归”为主线，结

合中医师承教育的优点，构建了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与临床结合、

从基础到临床的全程中医临床实践教学体系。 

1.推进小学期实践教学改革 

根据教学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开展递进式的教学内容。学生

从第一年专业学习开始，每年小学期在临床指导教师带领下，通过中

医四诊训练、方药运用观察、临床护理实践、社区服务性学习等教学

方式，激发学生对中医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主动获取临床知识和技

能的意识，锻炼医学生人文情怀。 

2011—2012 学年小学期临床实践自 5 月 16 日始至 7 月 22 日结

束，共计 1695 人次参加，实践科目包括社区预防医学实践、中药房

实践、中医内科实践、针灸推拿实践、护理实践、康复实践等。实践

基地共计 61 家单位，其中附属医院 5 家，教学医院 3 家，实习医院

36 家，社区基地 17家。 

表 11 各专业小学期实践安排 

专业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中医学专业 
中医诊法技能训练
及护理理论与实践 

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及
中药房实践 

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及
预防医学实践 

针灸推拿学
专业 

中医诊法技能训练
及护理理论与实践 

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及
针灸推拿实践 

针灸推拿实践 

中西医临床
医学专业 

中医诊法技能训练
及护理理论与实践 

中医内科临床实践及
预防医学实践 

中西医内科综合实践 

护理学专业 
护理临床实践及人

文社会实践 
 

基础护理及中医护理
实践 

护理综合技能及急救
护理技能实训 

康复治疗学
专业 

康复见习及护理理
论与实践 

 

针灸推拿实践及康复
见习 

康复实训 

营养学专业 
食品加工与烹饪及
人文社会实践 

社区卫生宣教 
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见

习 

临床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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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事业管
理专业 

医院等相关机构管
理学实践 

 

社区等相关机构管理
学实践 

 

管理学科研实践 

中药学专业 药用植物学见习 专业课程（含实验） 医院药剂科见习 

药学专业 专业课程（含实验） 专业课程（含实验） 药用植物学见习 

学校充分利用社区实践教学资源，以“早期介入、分段实施”方式，

制定递进型的、面向社区人群的预防医学实践教学计划，并采取开设

中医循证医学课程、专题讲座、实地调研采访、撰写课题调研报告、

社区门诊医疗实践、志愿者服务等多种教学手段，丰富社区预防医学

实践教学内容。同时以社区为平台，开展教育—实践—服务三结合教

学活动，创立服务性社区实践学习新模式。这种学习模式提高了学生

的职业认同感，使学生在行动中得到“认知——技能——情感”的融

合（知行同一），并能找到自身存在的不足和未来改进的方向，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自主学习意识、团队精神、合作能力、社会责任感、

中医药悟性思维能力、中医药职业兴趣和职业发展信心得到了加强。

学生抽样调研分析结果显示对这种学习理念持满意和非常满意态度

的学生占绝大多数。 

 
图 8 小学期实践“服务性”学习理念满意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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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撰写的预防医学小论文以详实的资料、深入的分析，为当地

政府和卫生管理部门提出了颇有见解的工作建议。如中医学专业学生

“上海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 年门诊病种动态分析及社区医疗服

务模式探索”、“社区原发性高血压病患者中医证型分布研究”以及公

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健康服务责任制（家庭医生制）试点的现状及

展望（以天目西街道为样本）”等调研报告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予

以采纳。2010 级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学生集体制作的画册——“阿

拉 in 宝山”，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充分展示了学生在宝山区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小学期实践的感悟与收获，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

（见附件）。 

表 12 各专业小学期社区实践安排流程 

阶段 目  标 要  求 时间 

一 
了解社区医疗活动的开

展状况 
了解社区医疗服务网络构成，常

见疾病，服务人群特点等 
2 周 

二 预防医学调研实践 
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社区预防医

学调研，撰写研究论文 
2 周 

三 
各专业课程中社区医学

教育 
结合专业学习，在课程见习教学
内容中增加中医社区健康教育 

2 周 

四 社区医疗服务 
通过组织支愿者团队等形式，进
入社区进行健康宣教、流行病调

查、困难人群帮扶等 
2 周 

 

2.探索临床实训新模式 

l 临床实践安排 

学校建立了与临床实习轮转计划相适应的实训教学运作方案，在

日常实习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临床辨证思维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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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临床沟通技巧，以提高学生的综合临床技能水平及职业素养。在

此基础上，2011—2012学年学校组织临床医学院将传统诊断学、内科

学及分散在临床各科的基本技能进行系统整合，进行课程化建设，建

立“1+4”实训模块即“基本技能”、“中医辩证思维训练”、“中

医儿科、外科学、预防医学及针灸训练”、“内科常用技能实训”、

“妇、外科及急救技能实训”五大模块。通过阶段式、递进式的临床

实践教学，进行全程能力培养，使学生所学医学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得

以及时体验，培养学生对常见病进行基本中西医诊治和初步临床研究

的能力。2011—2012学年，学校累计安排408名医学专业学生参加临

床毕业实习。 

l 临床实践考核 

在临床实践考核环节，学校改革传统考核模式，设立多站式考试，

加强实践教学质量监控。同时，积极探索 OSCE、Mini-CEX 等考核

方法。 

多站式考试：2011—2012 学年，学校利用小学期分阶段对中医

学专业学生设立了中药饮片识别考试、中药学临床应用考试、方剂学

临床应用考试、基础理论考试、经络点穴考试，有利于规范教学内容，

统一考核标准，加强小学期实践教学质量监控。 

临床毕业考试：学校以客观结构化临床技能考试（OSCE）为主，

评价毕业实习生临床实践动手能力、临床思维、人际沟通能力、分析

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并考核学生对临床辅助检查资料的认知水

平。2011—2012 学年，学校 OSCE 共设心电图与胸片读图、针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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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与操作、儿科问诊、妇科问诊、医患沟通、内科病史采集与体格检

查、临床思维答辩、外科操作等 8 个考站，其中标准化病人（SP）考

站 4 站。考试涉及所有医学专业，较好地检测了医学生毕业实习阶段

实习效果，并及时将考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反馈至临床医学院。 

中医临床 Mini-CEX 考核：2011—2012 学年，学校组织临床医学

院成立中医临床 Mini-CEX 考核教师团队，在反复讨论及实践中建立

了中医临床实践教学的 Mini-CEX 考核体系，通过考核促进中医临床

实习生不断提高医疗面谈技能、体格检查技能、人文关怀、临床判断、

沟通技能、组织效能、整体综合能力，实现了实习全程评价。 

 

(三)强化人文教育，积极开展中医药特色的通识教育研究 

中医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应以“宽口径、厚基础”为原则，而

通识课程是旨在开发学生心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拓宽学生知

识面的课程，对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有着重要作用。为此，

学校根据中医药教育规律，突出中医药人才培养“重传承、重实践、

重人文、重创新”的特点，在原有课程模块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

按照重组与整合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贯通，人文与专业相融合的原

则，进行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新一轮课程体系改革。改革后，各专业

指导性教学计划中通识教育所占比例达到 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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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五年制中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教学计划 

课程分类 门数 学分 总学时 应修学分 分配比例 

通识必修课程 10 29.5 455 29.5 

思想与政治 

人文与社会 

自然与科技 

文化传承与发展 

人生与价值观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通识选修课程 

外语与跨文化交流 

40 
19.9% 

 

此外，为弥补单科性院校的不足，学校积极与华东师范大学等综

合性院校合作，本着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原则，研究分析区域内高

校通识教育特色课程的组成内容和共建共享运行路径，构建与综合性

大学通识课程相衔接的、分类合理、目标明晰、实施有效的，具有中

医药特色的新型通识教育课程体系。 

 

(四)深化 PBL 教学改革，探索探究式教学新途径 

学校为加强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以“基于问题为中心学习”

教学模式改革为龙头，抓住探究式教学的精髓，进一步研究中医药

知识传承的教学特点，从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入手，以培养学生创

造性思维能力和创新性实践能力为最终目标，探索中医药知识传承

与探究式教学的新途径。在此基础上，将相关研究成果向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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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辐射，在中医药及医学相关专业中不断深化探究性学习课程群

建设。 

1.设计了适合中医药教学认知的合理的探究式教学模式，修订

和完善相关实施方案。开展教案设计、问题案例编写，建立学生综

合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创新应用能力等的学

习评价指标体系。 

我们在 15 门主干课程开展 PBL 教学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中医

学科认知特点，优化课程组织模块，将这些课程分为中医经典课程

（内经、伤寒、针灸医经）、基础理论课程（中医基础理论、医古

文、生物化学、方剂）、临床课程（针灸治疗、中医内科、中医妇

科、中医儿科、中医外科、西医内科、护理心理学）、技能学习课

程（实验中医）等几个主要模块，针对不同学科的教学目标和认知

特点，整合相关课程内容，开展 PBL 教学研究和实践。最终分别建

立了符合中医经典课程特点和认知规律的中医经典课程PBL教学模

式，基础理论课程 PBL 教学模式，临床课程 PBL 教学模式，技能学

习课程 PBL 教学模式。 

 

图 9 PBL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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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 PBL 研究成果及理念引入其他大班教学课程中，开展以团队

为基础的教学方法（TBL）、临床导师小组学习、基于循证医学的中

医专业技能训练类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为调查学生对我校 PBL等探究式教学方法适应状况，学校于2011

年面向我校 14 个专业学生开展教育教学改革满意度学生问卷调查活

动。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84.75%）对新的教学方法肯定，认为实施

新的教学方法有意义；改变了传统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锻炼了团

队分工协作精神，增强了自信心。 

图10 对“教学改革意义”的看法

其它
15.25%

有意义
84.75%

图11 学生对教学改革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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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学生 对教 学 改革 的关 注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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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学年，学校在继续扩大以 PBL 为主体的教学改革覆

盖面的基础上，将建设重点转向 PBL 教学团队建设及质量保障等领

域。围绕建立中医特色 PBL 教学体系，摸索 PBL 教学团队建设的运作

管理模式；通过课程建设和教育教学研究，多种形式组织团队深入探

讨学习，建立了中医 PBL 教学研究与活动基地，改善了 PBL 教学条件，

构筑实施 PBL 教学的质量保障体系，逐步形成了一支既有分工又有合

作，分享学习、协同创新，具有鲜明中医教学特色的优秀 PBL 教师团

队。 

此外，在 15 门 PBL 核心课程的基础上，积极将 PBL 教学改革成

果向其它学科辐射。截止目前，我校已成功举办了五期“中医 PBL 教

学”国家级和上海市继续教育培训班，培训 Tutor500 余人，是目前

为止唯一承担国家级中医 PBL 教师培训的学校，在全国医学院校中医

PBL 理论与实践教学研究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 

 

(五)创新体育教育教学模式 

学校在全国中医药院校中率先进行体育俱乐部制教学改革，将传

统体育教学课程分为基本身体素质课程、传统保健体育课程、竞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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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三大模块，学生按俱乐部制选择体育训练项目。同时完善体

育能力评价体系，强化了学生团队合作、更新发展和人际协调能力的

培养，有利于建立学生终身锻炼意识、克服极限的勇气和自信，对保

证大学生身心健康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去年的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测试中，我校共有 4282 名同学参与测试，其中成绩优秀 48 人、成绩

良好 1917 人、成绩合格 2006 人，整体合格率为 92.74%。 

同时，学校在教学中通过东方武学等教学项目，发挥中国传统

体育对学生意念锻炼的优势，锻造学生的民族精神。作为教育部唯

一的全国大学生武术训练基地，学校武术队在全国大学生武术竞赛

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在 2111—2012 学年中，武术队共获得全国

大学生武术锦标赛金牌 8 枚；第九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武术比赛金

牌 3 枚、铜牌 5 枚；全国中医药院校第十一届传统保健体育运动会

金牌 12 枚。 

通过打造中医特色体育项目，学校逐步走上了高水平运动员带

动普通学生的发展道路，以大学生传统保健运动会、大学生武术艺

术节等特色群众体育活动，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六)加强师资培训，推进教师发展中心建设 

为了激发教师自我发展的积极性，促进中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培

养优秀教师和教学团队，进一步提升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与质量，学

校确立了“以教育理念转变为主导，价值取向引导为核心，技能培养

为载体，个性化方案为主体”的建设理念，于 2009 年率先成立了教

师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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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工作致力于从传统教研向校本教研转变，鼓励教师由被动

参与向主动研究转变，主要围绕转变教师教育教学观念、教师职业情

感、职业操守体验以及教学策略、方法与技能的实践等几个层面展开

活动。 

2011 年开始，中心根据教师的职业生涯成长规律和专业发展需

求，对活动形式和内容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适合不同教师发展阶

段，进阶型的培养模式：教师讲座→讲座和工作坊结合→骨干教师项

目→教师学习共同体。中心于 2011 年开展讲座、培训班、工作坊、

沙龙、促学习共同体构建活动 104 次，参与人数 3633 人次，是 2009

年成立初期的 2.4 倍，教师对活动开展反馈的满意度也呈持续上升态

势，2010 年教师对中心工作开展的满意程度为 75.33%，2011 年为

82.10%。通过多种途径的培训，促进了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以及教学

方法、技术的转变。 

表 14 教师参与培训活动一览 

 
讲座-培训班 

工作坊（包括
午餐沙龙） 

咨询会 二级学院活动 

2009.9-2010.7 15 1458 3 74 11 100 13 307 
2010.9-2011.7 17 1836 4 89 8 148 45 936 
2011.9-2012.7 31 1588 16 527 7 192 50 1368 

（包括学科办和科技处 13 次）       
总  共 63 4882 23 690 26 440 108 2611 

三年所有活动 总次数：220 次 总人数：862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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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活动开展次数                         图 13 教师受益面 

 
图 14 教师满意度反馈 

 

在大力开展校本培训的基础上，建立了多维度的师资培养模式。

近年来，推行了上海中医药大学杏林人才培养计划、国际核心课程进

修计划、国内外访学计划、英语骨干教师进修培养计划、师资博士后

计划、名医工作室跟师抄方计划、上海中医药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教

学能力提升资助计划、新进青年教师临床规范化培养计划等。 

2011年度在职进修共380人。其中申请在职攻读博士学位55人，

硕士学位18人；选派优秀双语教学教师22人赴上海外国语大学进修英

语能力；中青年骨干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资助计划20人；增选资助20

个杏林学者、6个团队；师资博士后计划6人。同时，共选派96名优秀

教师到国内外进修产学研践习，其中国外30人，资助经费共计37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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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条件与保障 

(一)教学基本投入  

充足的经费是质量保障的基础，学校不断加大本科教学投入以确

保教学基本运行及教学改革需要。2011—2012 学年，学校累计投入

教学专项经费累计 2800 余万，其中教学日常业务经费 800 万元，教

学专项经费 2000 余万元。专项经费中包括“085”内涵建设教学改革

与人才培养专项 1020 万，课程及教材建设专项 200 万，学生实践基

地内涵建设专项 200 万，教师教学能力提升专项 200 万，大学生创新

活动计划专项 180 万，学生海外访学交流专项 70万。 

 

(二)教学设施建设  

学校现有土地面积约 419 亩，房屋面积约 20万平方米，各类教

室 108 间，8439 个座位，其中阶梯教室 8 间。所有教室均安装了多

媒体教学设备。为进一步满足教学需求，提高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2011—2012 学年，学校投入专项经费 1000 余万元，新建了临床技能

实训中心、PBL 教学中心，扩建了原有的针灸推拿实训中心和护理实

训中心，共计增加教学用房面积约 5900 平方米。目前，满足小班化

教学需求的教室近 30间。 

 

(三) 图书资料及信息化建设 

学校图书馆现有馆舍面积 11,854 平方米，阅览座位 952 座，每

周开放时间 89.25 小时。目前纸质文献总藏量 72.58 万余册，电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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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总量 70万余册，各类数据库近 40个。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拥有古籍约 4 万册，其中古籍善本存量 1100 种 6198 册，有 10 种古

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全国拥有医学古籍善本最多的专业

图书馆之一。 

2011—2012 学年，学校投入专项经费，改造原有网络机房，完

成了校园网升级的提速工程，使学校总的网络出口带宽达到了 220M，

改善了网络运行环境，做到校园无线网络全覆盖。 

 

(四) 后勤服务  

宿舍：学校现有学生宿舍 2027 间。其中宛平南路 650 号 380 间，

主要为临床实习的学生提供住宿。华佗路 280 弄 1647 间，主要为校

本部学生提供住宿。 

食堂：学校食堂面积约4700平方米。在管理上形成了后勤部门、

学生伙食自我管理委员会、食堂经营单位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

门共同组成的安全管理网络。每年学生伙食管理委员会面向全校师生

开展食堂满意度调研，并将相关意见反映至学校。学校与食堂根据学

生意见，作出相应整改。 

体育场馆：学校现有运动场地约27000平方米，其中，室内面积

约2000平方米，室外面积约25000平方米。运动场馆设施齐全，学校

游泳池每年夏天面向学生免费开放。为满足学生身体锻炼需求，学校

于今年夏天投入200万对篮球场设施进行了更新、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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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存在的问题 

上海中医药大学把培养卓越中医药人才作为学校的第一要务，并

在56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

教委的支持下，在校党委的领导下，2011年学校各方面教学工作取得

了令人鼓舞的成绩，这与广大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

中医药人才培养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尚需完善，主要表现在： 

1.对照国际一流大学以及中医药教育国际化有关要求，学校在教

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学生的

创新意识、社会服务能力、国际化视野培养与专业教育的有机融合不

够；  

2.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和质量意识尚未全面形成，在专业培养、

教学管理、资源建设等方面需整体设计完善；教师队伍的来源和结构

需进一步优化，教师的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3.学分制、三学期制提供的制度优势未能充分利用，满足学生个

性化发展需求和成长规律的课程体系有待进一步整合和优化； 

4.中医药传承能力培养，尤其是中医文化素养、中医临床实践和

中医经典教学模式等环节有待突破性提升； 

5.“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转化进程有待加快，学生学习

支持和指导系统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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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们的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学校今后将进一步围绕“一体两翼”人才培养目

标，立足于“为了每一位学生的终身发展”的理念,着力采取以下对

策： 

1. 以实施卓越中医药教育为引领，瞄准国际化发展定位，全面

引进国外现代先进教育理念，着力在课程体系、培养机制、师资队伍、

教学模式等方面加以提升。 

2．进一步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观，转变教育评价

理念，创新教育评价的途径和方法，分专业建立专业质量发展的具体

评价指标体系及校内评估体系，开展或接受相关专业认证及评估工

作，提升核心专业的建设水平。 

3．进一步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建立全员参与的学生学习发展

支持体系；进一步改革课堂教学的目标定位，梳理各类课程的教学目

标及实施流程，调整并充实有关教学环节及质量标准。根据不同的专

业特点，建设一批能引领学科前沿和发展方向的标志性创新课程，强

化学生科学探索和创新意识的培养；以“以问题为导向”课程及精品

课程的成果辐射为抓手，深入推进教师“精彩课堂”项目建设，逐步

提升先进、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的运用比例和效果，不断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 

4．进一步推进中医药特色人文及身心素质教育，统筹、整合教

学资源，研究中医药院校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实施方案，完善基于学生

综合素质培养的通识教育制度设计和实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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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一步提升中医经典课程在中医药思维培养中的重要地位，

注重挖掘经典课程的科学及人文内涵，深化中医经典教研室与临床医

学院的合作机制，加强中医经典课程教师与临床教师之间的交流，实

现基础教学与临床教学之间的师资对接，积极鼓励临床教师参与早期

经典课程教学，提升三段式经典课程教学质量。 

6．进一步推进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专业课程体系建设。重点围

绕学生中医药为主体的科研素养的提升，加快梳理基本实验能力训练

和创新性实验的主要教学目标和质量控制关键点；完善中医临床实践

教学基本规范，着力提升中医学临证思维及临床基本能力、基本技能

的培养水平；推进新专业实践体系建设，完成相关校内实训基地建设，

建立与国际发展水平相衔接的专业实践课程体系，加大专业引进或合

作开设主干课程的力度，扩大引领示范效应；深化高职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双师型教师参与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实现全覆盖，实践实训

教学的比例有明显提升。 

7．加强特色教材建设力度，继续保持在全国的特色优势。建立

学科专家、同行专家、学生共同参与教材建设规划及质量评价新模式。 

8．进一步深化学分制及三学期制改革，除加强相关课程体系建

设外，重点研究学分制及三学期管理过程中的责任主体，发挥二级学

院教学组织及管理功能。分专业研究学分制体制下课程管理及安排的

有效形式，分步骤调整影响教学质量的相关教学安排。 

 

附件：1.小学期实践感悟——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赴宝山区实践 

      2.大学生创新活动计划典型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