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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基本信息 

（一）专业定位 

专业名称：中医学专业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学科门类：医学 /中医学 1005 

专业代码：中医学 100501K   

根据我校“以药为主、药医结合、药工融合，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办学指导思想，中医学专业以“厚基础、重传承、强实践”作为专业办

学理念，根植岭南中医药文化，借助我校中西医结合、药学、中药学、

临床医学等相近学科经验和优势，将坚持“重人文传承、强临床实践”

的人才培养定位；本阶段以本科教育为主体，积极为拓展研究生和留学

生教育奠定基础；努力建设粤港澳地区一流、国内特色鲜明的中医学专

业。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中医学本科应用型人才，使学生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

和职业素养，掌握系统的中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具有

对常见病证进行中医临床诊疗的能力，能在医疗卫生领域胜任医疗、预

防、保健、康复等方面工作，以贯彻落实《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 年）》，积极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产业建

设和广东中医药强省建设提供人才支持，满足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健康

中国战略对高素质中医人才的需求。 

（三）培养规格 

1、学制学分、授予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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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学制为五年制，凡符合《广东药科大学普通高等教育学

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规定者，授予医学学士学位。 

2、知识要求 

（1）通识教育：掌握与中医学相关的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基本知

识和科学方法，并能用于指导未来的学习和医学实践。由思想政治理论

课、英语、体育、医药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音乐等

课程构成。通过平台教育，能够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正确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发展。培养学生广阔的人文

社会科学知识、行为和伦理知识，培养学生健康的职业价值观和科学态

度，锻炼学生协作和沟通技能。掌握外语、计算机应用等学科的基础理

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2）专业基础课教育：通过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中医基础

课程与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等西医基础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中、西医学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中医临床基础经典理论与知识应用能

力，培养学生具有较灵活的中医思维和一定的批判精神，并具备独立思

考、独立发现、独立分析及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以及自我知识更新能

力和自我发展潜能。 

（3）专业核心课教育：通过中医临床课程、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

提高学生灵活运用中医理论和方法开展对常见病、多发病进行初步辨证

论治的能力，同时逐步树立中医治未病等健康养护理念，并能对公众作

中医药相关知识的教育宣传。熟悉岭南医学学术特色及岭南医家的临床

经验。在培养中医临床能力的同时，通过诊断学基础、内科学、外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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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西医临床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在临床中综合运用中西医治疗手段以

及利用现代技术开拓中医诊疗思维的能力，与时俱进，推动中医药发展

与医学体系融合。 

（4）专业选修课教育：通过中医学导论、中医医学史与各家学说、

中医典籍与应用、中药炮制学等中医选修课程教学，使学生能够完善对

中医药体系的认识，深化对中药的理解，并掌握岭南常见病的医疗、康

复、养生保健的知识和基本技能，增强实践应用能力、具备跟踪获取专

业学术发展信息和基本分析处理能力。通过生物化学、医学免疫学等西

医选修课程的学习，建立起学生与中医药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的纽带，

体现中医药个性化人才培养目标，使学生掌握中医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

法，具备中医药多学科发展的基本能力和素养，顺应中医药国际化发展

趋势。 

3、能力要求 

（1）具有运用中医理论和技能全面、系统、正确地进行病情诊察、

采集病史和书写病历的能力；具有运用西医学知识和技能进行体格检查

的能力。 

（2）具有运用中医理论及方药、针灸等内外治疗方法对常见病、多

发病进行初步辨证论治的能力。 

（3）具有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和运用中医理论进行语言表达的能力。 

（4）具有对一般急症进行初步诊断、急救处理的能力。 

（5）具有根据情况合理选择临床技术和方法、手段进行诊断、治疗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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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具有与他人交流沟

通与团结协作的能力。 

（7）具有对患者和公众进行健康生活方式、疾病预防等方面知识的

宣传教育的能力。 

（8）具有利用图书馆和计算机、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研究医学问题

及获取新知识与相关信息的能力。 

（9）具有阅读中医古典医籍和运用一门外语初步阅读医学文献的能

力。 

（10）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4、素质要求（包括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 

（1）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精神，忠于人民，愿为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身。 

（2）关爱病人，将预防疾病、驱除病痛作为自己的终身责任，将提

供临终关怀作为自己的道德责任，将维护人民的健康利益作为自己的职

业责任。 

（3）尊重同事和其他卫生保健专业人员，有团队合作精神。具有实

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于自己不能胜任和正确处理的医疗问题，能主动

寻求其他医师的帮助。 

（4）尊重病人及其家属，尊重他们的个人信仰，理解其人文背景及

文化价值。具有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交流、沟通的意识和能力，使他们

充分参与和配合治疗计划。 

（5）在职业实践中重视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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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树立依法行医的法律观念，具备用法律保护病人和自身权益的

意识和能力。 

（7）树立终身学习的发展观念，认识到持续自我完善的重要性，不

断追求卓越，具备从事临床教学工作的基本素质和发展潜力。 

（8）树立辩证批判的创新观念，具有科学态度和参与现代科学技术

竞争的基本素质和发展潜力。 

（四）课程体系 

中医学专业课程体系包括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实践教育三大部分，

其中通识教育包括公共必修课与公共选修课；专业教育包括专业基础必

修课、专业核心必修课、专业选修课。 

1、通识教育 

（1）公共必修课 

包括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教育、

大学英语、体育、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就业

指导课、创新创业理论基础、军事理论。 

（2）公共选修课 

公共选修课由学校统一开设，不同专业学生根据兴趣共同选择学习。

包括创新创业类、公共艺术类、人文社科类、自然科学类的多门不同课

程。 

2、专业教育 

（1）专业基础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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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基础课程，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医古文、中药学、

方剂学、内经选读。 

西医基础课程，包括人体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 

（2）专业核心课 

中医核心课程包括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

科学、针灸学、针灸实践技能训练、伤寒论、温病学、金匮要略等课程。 

西医核心课程包括诊断学基础、内科学、外科学等西医临床课程 

（3）专业选修课： 

中医选修课包括中医学导论、中国医学史、各家学说、中医典籍与

应用、中药炮制学实验、中药鉴定学、药用植物学、中医骨伤科学等中

医或中药课程。 

西医选修课包括组织胚胎学、医用生物学、生物化学、医学免疫学、

病原生物学、病理生理学、预防医学、社会医学、康复医学、急诊医学、

神经病学等西医基础或临床课程。 

3、实践教学环节 

（1）专业类实验 

中医诊断学、各门基础医学、中医临床课程及西医临床课程均开设

实验课，另外开设针灸实践技能训练、中药炮制学实验、中医典籍与应

用等三门独立设置的专业实验课，通过实验课程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医、

西医实践操作基本技能与注意事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

应用能力。 

（2）集中见习与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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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早临床实践 

早临床实践，实行“双师制”，开展师承教育，第三、第四学期开设

中医师承教育课程，学生利用假期及双休日时间，到医院跟师学习，提

早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及实际动手能力。 

②临床技能实训 

以卫生部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为依据，以培养有扎实基础理

论及较高临床技能的医师为目的，从临床实际应用出发，以中医学诊断

为基础，结合现代常用诊疗技术、针灸学、推拿学、全科医学、伦理学、

卫生法规等内容，加强临床动手操作能力的培训，注重中医师承教育，

突出中医临床技能的基本功训练和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③社会实践 

通过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课，参加学校假期组织的各种社

会实践及教学实习活动，或者自发开展的社会调查、参观访问、勤工助

学、社区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或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结合专业特点组

织学生进行社区服务或义诊，培养良好的劳动观念，锻炼学生实际工作

能力。 

④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的重要环节。安排在第九、

十学期进行，共计 48 周，具体内容见《中医学院中医学实习大纲》。通

过毕业实习，在实践中强化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拓展相关

学科知识，启发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五）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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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拥有 64 名教师，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30 人（占比 46.88%），

硕士学位 16 人（占比 25%）；高级职称 38 人，占比 59.38%；中级职称

26 人，占比 40.62%；拥有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省级与市级名中医、全国中医临床（基础）优秀人才、全国中医药骨干

创新人才等各类人才十多名。 

本专业负责人为广东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作指导老师傅南琳教授，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30 余年，主研

和主持国家“十五”攻关课题、广东省中医药局及教育厅课题 5 项，发表

专业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编或参编著作和教材 10 部。 

本专业的专业课程任课教师收获教学评价良好。2020-2021 学年中医

专业课授课教师，获取教学评价优良率为 99.15%，合格率为 100%。 

（六）教学条件 

1、教学实验室 

本专业建有多学科、多功能、综合性的中医临床技能培训中心，满

足中医专业本科生的中医临床技能的教学、培训与考核的需要，有助于

中医学生临床技能学习的规范化以及临床技能考核的标准化，未来实验

室将建成面向全省的现代化的中医临床技能培训及考核基地。 

中医临床技能培训中心根据课程及人才培养需要分设十个实验室：

中医诊断学实验室、针灸学实验室、中医内科学实验室、中医妇/儿科学

实验室、骨伤推拿实验室、外科学实验室、诊断学实验室、模拟手术室、

模拟 ICU、急救训练室。目前中心共拥有 742 件/台/套教学仪器设备，仪

器设备总值约 718 万元。中心还拥有一个功能完善的包含 18 个考站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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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结构化临床技能考试地点。 

 

 

图 1 部分教学实验室及教学设备 

2、实习基地 

本专业现有实习基地 12 家，分别为：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茂名

市中医院、中山市中医院、清远市中医院、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广东

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梅州市中医医院、

广州祈福医院、广州市中医医院、江门市五邑中医院、罗定市中医院。

上述实习医院全部为三级甲等中医院，医教研氛围浓厚，可以满足本专

业见习、实习的教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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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专业相关的重要信息 

（一）教研成果 

1、课程建设：近 5 年，中医学专业教师获得立项的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 10 多项，其中省级教学改革项目 2 项；有 7 门课程获批一流课程建设，

其中《中医诊断学》为省级线上线下一流课程，《中医妇科学》、《中药炮

制学实验》、《针灸学》、《中医内科学》、《金匮要略》、《中医师承教育》

等为校级一流课程。 

2、课程思政建设：本专业为广东药科大学课程思政示范专业；《内

经选读》、《针灸学》与《医古文课程》为广东药科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中医学基础》第一章为广东药科大学课程思政示范课堂。 

3、教材编著：本专业教师共主编教材 3 部，副主编教材 2 部，参编

教材 2 部。 

表 1 中医学专业教师编写教材情况 

序号 教材名称 教师 职位 出版时间 出版社 

1 健康养生学 傅南琳 主编 20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2 中医药学概论（案例版） 傅南琳 主编 2016 科学出版社 

3 中医学导论 傅南琳 副主编 2018 人民卫生出版社 

4 中医学基础 傅南琳 编委 2012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5 大学生健康教育教程 钱国强 主编 20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6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钱国强 副主编 2020 人民卫生出版社 

7 中医诊断学 梁颖瑜 编委 2016 高等教育出版社 

8 中医药学概论（案例版） 胡任飞 编委 2016 科学出版社 

9 中医学基础 胡任飞 编委 201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4、教学获奖：（1）本专业《中医诊断学》与《中医妇科学》课程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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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教学优秀案例二等奖（图 2）；（2）教师多人次获得

各类教学比赛奖励，例如姜心禅老师获 2019-2020 学年校级青年教师教

学竞赛第 4 名（二等奖）、胡任飞老师获 2019 年临床医学院教师授课竞

赛获特等奖。 

 

图 2  广东省本科高校在线教学优秀案例 

（二）人才培养效果 

我校自 2016 年开设五年制中医学本科专业，至今累计招生 1372 人，

其中在校学生 1241 人，毕业学生 131 人，毕业生考研升学率在 45%以上。

学生在各类学术竞赛、创新创业比赛、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优异成

绩。 

1、学生参加各类学术竞赛获得佳绩 

中医学 2016 级学生团队获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中

医学专业赛道预选赛团体三等奖（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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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学生参加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术技能大赛中医学专业赛道 

2017 级林子琦获第四届世界中医翻译大赛优秀奖；2018 级蔡晓晴获

“抗疫特别杯”中医药翻译竞赛暨第二届“时珍杯”全国中医药翻译大

赛（“英译汉”组）优秀奖（图 4）。学生参加 2017 年第十四届“挑战杯”

广东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社会哲学类二等奖 1 项。 

 

图 4 学生参加中医药类翻译比赛获奖证书 

由 2019 级与 2020 级组成的学生团队参加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

学创新研究暨实验设计论坛获优秀奖（图 5）。 

 

图 5 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究暨实验设计论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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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获多项奖励 

2020 级学生杨文参与项目《济行健康——慢性病社区预防引领者》，

获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

赛道创意组国赛银奖。 

2020 级学生汪芷璇参与项目《杏林电灸》，获第七届中国国家“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高教组铜牌，“善创未来.美好大会”

科技创新赛道全国亚军，2021 年青蓝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奖。 

2019 级黄嘉伟、2020 级区舜尧等同学参与项目《脉潮涌动——基于

实时震动数据传输及其远程具现化的脉诊仪器项目研发》，获取第七届中

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高教主赛道校级决赛本科室创意

组三等奖。 

   

  

图 6 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及获奖证书 

除此之外，学生获得云浮市第三届大中专学生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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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奖、三等奖各 1 项。 

3、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获国家级和省级立项 

近年来，本专业学生开展中医药相关科研项目获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项目立项 3 项，其中国家级 1 项、省级 2 项。 

表 2 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获立项情况 

 

4、学生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近三年，本专业学生多人次参与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10 篇，见表 3。 

表 3 学生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序号 论文名称 期刊 发表时间 学生姓名 

1 
枸杞多糖通过调节免疫在肿瘤

免疫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分析 
中医药学报 2022年 

程曦 黄凝 

周楷栋 

2 
小鼠 H22肝癌移植瘤模型在

PD-1单抗治疗肝癌中的应用 

中国生物制

品学杂志 
2022年 黄凝、程曦 

3 右归丸药理作用研究进展 
中国中医药

信息杂志 
2021年 蔡晓晴 

4 小青龙汤治疗肺系疾病的现代

临床应用进展 

实用中医内

科杂志 
2021年 

林子琦 焦

莹莹 
5 

提高中医诊断学教学效果的方

法探讨 

中国中医药

现代远程教

育 

2021年 

巫丽红 

谢璐 

黄凝 
6 

非中医药学专业的中医药课程

教学体会 
教育现代化 2021年 

巫丽红 

谢璐 

蔡晓晴 
7 

参苓白术散治疗脾虚型功能性

腹泻的肠道微生态机制研究 

广州中医药

大学学报 
2020年 

欧国森 

游德森 

张霖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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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浅谈“培土生金”法在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预防中的应用 

广东药科大

学学报 
2020年 

游德森 

钟叶霖 

梁荣家 

欧国森 

9 
中医药治疗病毒性肺炎临床研

究进展 

广东药科大

学学报 
2020年 陈河雨 

10 
基于广东药科大学中医班探讨

“院校+师承”教育的培养模式 

中国中医药

现代远程教

育 

2020年 

程曦 郭昆

鹰 李登峰 

梁嘉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