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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力度和深度,使其逐步成为提

1.2

高职中药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升教育对经济的贡献度,是增强教育服务地方经济能力的一项

根据国家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和办学特点,中药专业技能型

重要举措。为进一步完善该项体系的建设,深化宁波市高等教

人才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在继承我国传统医药学的基础上,分

育教学改革研究,笔者以高等职业教育为着眼点,以中药专业

别在中药鉴定、中药炮制与加工、中药制剂、中药购销以及中

为例证,以素质和技能为导向,提出了服务型教育体系特色人

药应用等方面能够掌握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并具有一定的创

才培育的新思路、新方法,旨在为宁波高等教育实现由大到强

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以适应生产、职业的需求,真正体现出从业

转变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药师或执业药师的价值；同时,结合培养目标,要求强化学生实

1

际操作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培养创新意识,

现状分析

1.1

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构建
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对现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的迫切要

以达到与人才培养目标的一致性。
2

培育框架与内容

求,宁波市率先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新思路。自

由于高职教育横跨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两大领域,既要

2006 年以来,宁波市加大了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深度和力

坚持“大力发展”,又要努力“提高质量”,即重视其内涵建设。

度,主要包括：①建成比较完善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打造

目前,高职教育已由规模扩展期全面转入内涵建设期,注重高

十大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和十大职业教育实习实训基地。②建

职院校专业特色建设,创建具服务型教育体系且有持久发展后

立运转顺畅的产学研结合体系,启动实施“创新型学校”创建

劲的专业群体,已成为新形势下推进高职院校深化发展过程中

计划。③健全形式多样的教育培训服务体系,启动实施全员培

必须认真解决的关键问题。

训计划,初步建成覆盖城乡的文化知识学习和职业技能培训

2.1

高职院校服务型教育体系的建立

服务网络。同时,宁波市教育局专门设立了“构建服务型教育

以构建服务型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为主线,以探索产学结合

体系专项研究课题”,以进一步加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内涵建

新模式为重点,大力推进高职院校办学方式改革,培育大批高

设。

技能、应用型人才,使其服务于地方区域产业发展和社会建设。
2.2

基金项目：“宁波高教实现由大到强转变”研究课题(2008)

3.3

加强互动、增进沟通
对留学生教学应该注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变化,充分

利用留学生思维活跃的有利特点,开展小班教学,加强教师和

高职院校特色专业的定位与内涵建设
以“素质立本,技能立业”为宗旨,面向市场,面向社会,

科室的规章制度到班级管理、平时成绩和期终成绩等进行规范
化要求和管理。
5

结语

留学生互动,增进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了解,提高教学质量和保

通过对留学生的《中医推拿学》教学,无疑可以促进中医

证教学效果。积极倡导“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

针灸推拿事业走向世界,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进而促进推拿

念,提高留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学科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这对于推拿学乃至整个中医的发展都

4

是十分有益的。尽管目前《中医推拿学》的留学生教学还面临

教学管理
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是留学生管理的重要环节。目前在本

校留学的学生来自不同国家,其素质和水平参差不齐。另外,

很多困难,但也存在很多机遇,因此,需要通过各方不断努力,
以期使《中医推拿学》留学生教学不断完善和发展。

由于文化和习俗的不同,学习中医推拿的热情、方法和刻苦精

参考文献：

神与中国学生有一定差异,因此,对留学生的管理有一定难度。

[1] 关启升.外国留学生的培养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J].天津中医学院学

在近几年的工作中,本校在加强留学生管理方面做了大量
细致的工作,先后制定了一些管理办法和手册,基本做到了留
学生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在留学生教学过程中,始终把握
“质量第一”的原则,并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从遵守学校和

报,1995,14(2)：32－33.
[2] 郝莉莉,施蕴中.从译语接受情况看中医妇科临床口译[J].现代医药卫
生,2008,24(5)：781－782.

(收稿日期：2010-01-21,编辑：梅智胜)

·108·

Chinese Journal of Information on TCM

面向企业,突出高职教育职业性与高等性的属性,紧密结合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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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中药专业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医药行业是与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密切相关的一个特殊

应用性、实践性、先进性和综合性的教学特点,明确专业定位,
优化课程体系,加强高职院校特色专业的内涵建设。

行业。医药生产与经营的操作规程和质量安全要求高,技术标

2.3

准与技术集成度较高,产品换代与技术升级周期较短,对从业

以强化素质为导向的特色专业人才培育
针对学生的年龄和思想文化素质状况,一方面进行世界

人员有严格的职业资格准入要求。高职中药专业相对而言是一

观、人生观、思想道德等教育；另一方面,接受职业道德观教

类技术含量和知识铺垫要求较高的高职专业,该专业学生应具

育,使学生在具有良好道德品质、遵纪守法意识、团结互助精

有熟练规范的一线生产的操作能力、对生产过程的现象和成因

神的同时,树立与社会和谐的职业观及服务意识。

进行判断与分析的初步能力、进行工艺革新和新技术应用的初

2.4

步能力,同时具备必需够用的专业知识储备以及严谨的职业态

以提高技能为导向的特色专业人才培育
高职教育要实现其人才培养目标,必须立足于高职课程的

现状,并着眼于 21 世纪市场经济对人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

度的养成,才能成为构建服务型教学体系的根本前提和保障。
4.1

要求,建立技术型教学体系,建立多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

素质教学体系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那些面向生产、建设、管理、

公共实训基地,强化技能培育,达到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服务第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实践能力强,

2.5

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因此,高

行业、企业与特色人才的共赢
高职院校在定位办学的同时,须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

职院校职业素质教育应当着眼、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面

经济的要求,转变办学机制,促进职业教育的开放性和多样化,

向全体学生,应秉承以促进学生职业素质养成为基本价值取向

积极探索与企业和行业合作办学模式,以此增强学生对职业的

的职业教育理念、职业教育原则和职业教育实践,构建“以就

适应性,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达到互惠互利。

业为导向,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的评价

3

指标体系”。

培育路径
首先,构建多方位的高职院校服务型教育体系,包括较完

4.1.1

基本素质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

善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校企合作体系、教育培训服务体系,

导,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为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最直接的服务。其次,建设高职院

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校特色专业,包括制订与时俱进的专业发展思路、长期稳定的

遵守公民道德,立志为发展祖国的中药事业而奋斗。同时具有

产学合作机制、科学合理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等。第三,培育

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社交能力、美学鉴赏能力,一定的

高素质的特色专业人才,首先须提高教师队伍思想道德素质,

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具有良好的礼仪和行为习惯,掌握

同时在课程编制上酌加人文专业的必修与选修课程,培养学生

必要的中外历史知识。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

良好的人文素质和职业素质。第四,培育高技能特色专业人才,

4.1.2

完善课程结构,促进课程结构体系整体优化,更新教学内容；加

理论知识,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制意识和团队精神,熟练的职业

强高职院校硬件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教师实践能力)及实训

技能、较强创新意识。综观中医药继承与发展史,以北京同仁

职业素质

具有从事本职业必须、够用的文化和专业

基地建设,确保技能培育质量。第五,积极促进行业、企业与高

堂之祖训“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职院校的产学合作,为特色专业人才提供技能实践、就业前锻

及胡庆余堂“戒欺”的祖训为例,具备诚信立世的职业道德是

炼的机会和空间,从而实现特色人才素质与技能的市场转化,

弘扬光大中医药的根本,在当代尤其体现在中药炮制、制药及

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推进产业发展。见图 1。

购销等职业技能实践当中。因此,中药专业服务型教育体系的

高等职业教育
构建服务型教育模式

宁

教
实
现
由
大
到

4.2

技能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传统中医药独具特色,根据现代中药企业对人才的实际需

波
高

构建应以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素质为先。

特色专业建设

服

施工学结合的特色教学,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为中药行业及

务
型

企业培养大批的具“传承与发展”传统中药技术双重能力的高
高素质人才培育

高素质人才培育

教
育
体
系

强
转

求,以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为核心,中药专业的人才培养应实

技能人才。其教学体系的开发思路如下：①制订“工作过程”
式的教学方法。结合校内、校外实训、实习的“工作过程”,

人文素质

高职院校硬件建设

以多媒体教学为载体,使学生形成中药生产实境的初步印象。

职业素质

师资队伍建设

②建设“工作过程”式的支撑平台。充分发挥校企共建共享的

实训基地建设

生产性实训实习教学支撑平台的优势,有效提升学生实践操作

产学基地建设

能力。③设计“工作过程”式的情境。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
模块工作过程为主线,设计学习情境。④建立“工作过程”式

变
图1

高职院校特色人才

的实习模式。以中药类专业岗位(群)为具体内容,实行模块操

服务型教育体系构建关键技术路线示意图

作、模块轮换制的实训实习教学。⑤考核“工作过程”式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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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应岗技能。在“工作过程”式的实践教学支撑平台上,完成

4.3.4

中药类学生专业岗位(群)实践操作能力的考核。

校实际情况而言,中药专业自 1975 年起开始招生以来,至今已

4.3

为浙江省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这些学生在长期的工作

特色人才的培育

突出以师带徒的培养方式,提升实践技能水准

就本

当前,我国高职特色人才的培育正面临着新的变革与机

实践中逐步掌握了较高的中药技能,是非常宝贵的专业技能人

遇。如何切实把握企业的人才需求规格和质量要求,跟踪行业

才资源。例如,本校 81 届某毕业生,在中药材质检岗位上刻苦

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紧贴企业岗位的实际,进而构建与理

钻研中药业务技术,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中药技术能

论、实践教学体系相对独立、又相互融通的服务型教育体系,

手称号。本校已将此类人才聘请作为本校中药学科高技能培养

是高职教育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同时,实现高职学生的职业技

的指导教师,将他们的技能传承给学生,极大地提高了技能培

能和职业素质的本位教育,是高职教育目前尤为需要实践与探

养效率(见图 2)。
高职中药专业服务型教育体系人才的培养与开发

索的关键问题。
4.3.1

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推进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改革

研究

中药专业技能与服务型人才培养贵在实践教学。因此,

专业定位于内涵建设
硬件建设

素质教学体系

技能教学体系

师资队伍建设

基本素质

理论教学体系

实训基地建设

职业素质

实践教学体系

实验课程体系与实验内容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包括实验教学
方法与考试方法、实验教学管理模式与机制、系统的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实验教学体系。在实践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通过

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产学基地建设

其他辅助教学内容,强调对学生分析能力、动手能力的培养。
运用多媒体、实物或投影等教学手段,强化实践教学的直观性,

高职中药技能型人才

提高教学效果。
4.3.2
究

社会服务

积极加强和保障实验室、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改革研

行业、企业与高技能人才的共赢

作为中药技能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场所,实验室、实践教

学基地应成为学校重点建设目标。加大对其的投资力度,分期
分批对原有专业课实验室、中药标本实验室等进行改造和扩

图2

5

建。同时,积极加强横向联系,促进校企合作,实现工学结合,

高职中药专业服务型教育体系人才的培育示意图

结语
纵观我国高职院校发展现状,围绕“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

建立中药材栽培、中药饮片加工炮制、中药制剂生产(GMP)等

这一核心,探索高职特色专业与特色人才的培育模式,改“灌输

产业基地,为本专业建设发展提供保障。

式”为“启发式”教学,真正形成具综合性、设计性、可操作

4.3.3

通过实验课与课堂理

性、可推广性的创新实践项目,切实推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论教学有机穿插,使学生能够在实验中理解、掌握基本原理和

模式的改革,是当前解决学生创业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对

基本方法,逐步培养学生利用已学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实际问题

推动高职技能型人才培养从知识传授型向职业能力培养型转变,

的能力。同时,积极通过校企合作,使学生有机会进入实际领域,

由学科理论性教学向职业技术性教学转变具有现实意义。

强化实践教学,促进校企合作

(收稿日期：2010-05-17,编辑：梅智胜)

获得真正的职业训练和工作体验。

中医治疗改善妊娠结局的可能作用机理。

(上接第 95 页)
胚胎停育和流产,临床以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多
见。柴师认为,PCOS 为脾肾不足、痰湿阻滞所致,应以益肾健

4

结语
种子需要有肥沃的土地才能生根、发芽、成长,而肥沃的土

脾、宣肺清热、养血通利之法治疗,常用药如菟丝子、车前子、

地源于水库充足的滋养,三者缺一不可。体现在临床上,柴师的

当归、夏枯草、桃仁、薏苡仁、杜仲、淫羊藿、泽泻、贝母、

“三论”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临证须灵活掌握。

桔梗、杏仁等。对柴师治疗 PCOS 经验方的临床及基础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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