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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专业及专业群建设
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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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PART 



以中医学专业建设为龙头，辐射、带动中药学和针灸推拿学专业群建设和发展。

项目建设从 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课程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

实践教学条件

社会服务能力

专业群建设

预算投资：1260万元

建设期限：2015年12月      2018年12月

       通过三年建设，将中医学专业建成引领

和带动陕西省乃至西部地区同类专业建设和

发展的示范专业。

七个方面开展

项目概况



建设情况
PART 



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验收要点190个

             完成190个

             完成率 100%
完成教育部第二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项目

建设任务

6个方面

18个预期目标

23个验收要点

141%
建设内容 预计投入（万元） 实际投入（万元）

校院合作运行机制 10 10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30 30

课程建设 155 155

师资队伍建设 240 240

实践教学条件建设 650 1169

社会服务能力建设 40 40

专业群建设 135 135

合计 1260 1779

Ø 本项目预算投资1260万元

                实际投资1779万元

                投资完成率



建设成效
PART 



校院合作运行顺利，机制建设初显成效 (一)

完善了校院、校企合作机制。制定了一系列管
理制度，深化“校院合作”“校企合作”办学
模式，落实“产教融合”办学理念。

组建高层次专家团队，形成了“双师互聘，医
教融合”的校院合作机制。



校院合作运行顺利，机制建设初显成效 (一)
开拓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至2018年12月，我校中医学专业校院、校
企、校地合作单位达到28家
       与项目建设前相比，增长了1倍



扎实推进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二)

2017年8月，我校中医学专业被确立为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学校与渭南市中医医院签订协议，共同成立“现代学徒制项目建设指导委员
会”，联合15项管理制度，规范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全过程，保障各个环节统一
连贯顺利运行，形成了“医教融和,分段共育”的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扎实推进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二)

1. 构建校院协同育人机制    

打通“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的实践能力提升全过程

《中医学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方案》，明确校院双方培养职责共同制订
创      新 校内教师、医院师傅联合传授人才培养新模式

“政府、医疗机构、学校”三元合一的学生实习管理体系建      立



扎实推进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二)

2. 建立人才培养制度和标准



制订了

扎实推进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二)

3. 建设校院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大师专家工作室管理办法》

等制度

明确了

   校内导师、医院导师的培养、考核、管理办法

建立了

   双导师“共同培养、互聘共用、双向流动”机制

《现代学徒制“双导师”管理与考核办法》



扎实推进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二)

4. 建立基于临床诊疗过程的实践教学运行管理制度

《现代学徒制质量监控实施方案》

《现代学徒制教学质量监控标准》

《现代学徒制学生（学徒）培养质量监控评价指标》

《现代学徒制学生（学徒）学业考核与成绩评定办法》

院校共同制订



扎实推进中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二)

5. 构建了基于中医学专业现代学徒制的“医教融合，分段共育”人才培
    养模式，建立了“学生→学徒→准员工→员工”四位一体的实践能
    力提升过程。



课程建设持续深化，教学创新效果良好 (三)

1. 科学构建课程体系

修订完善了

中医学专业6门核心课程的课程标准

其他14门专业课程的课程标准

2. 全面修订了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课程标准



课程建设持续深化，教学创新效果良好 (三)

3. 教材建设得到加强

校企合作共同开发编写出版教材2部

专业教学全部采用规划教材

参编出版全国中医药行业高职教育“十
二五”、“十三五”规划教材15部，其
中：主编6人，副主编8人，编委20人。



课程建设持续深化，教学创新效果良好 (三)

4. 在线开放课程和共享型教学资源库建设不断推进

教学计划、课程标准
课程设计、电子教案
专业课程的PPT课件
教学任务书、实训指导书
专业核心课程习题、试题库
微课、实践教学视频
等教学资源

陕西省2015-2018年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针灸推拿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项目

中医学专业6门核心课程
在线开放资源包

包括



课程建设持续深化，教学创新效果良好 (三)

5. 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不断进步



课程建设持续深化，教学创新效果良好 (三)

6.学生技能大赛硕果累累，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

2016年-2018年

学生参加国家级、省级技能大赛，

共获得各种奖项29个

先后3位教师获国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形成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练、
以赛促能”的教学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

2018全国中医大学生临床能力大赛
两 个 单 项 一 等 奖

2016全国针灸推拿技能大赛
团体二等奖

2018全国中药传统技能大赛
     一等奖、二等奖



师资队伍专兼结合，内培外聘措施有力 (四)

1.重视人才引进

三年来，引进博士1人，硕士19人

= 68人专任
教师

29.4%

73.5%

高
级
职
称

研
究
生
学
历



 (四)

2.重视培养专业带头人

师资队伍专兼结合，内培外聘措施有力

2016年当选为全国中医药行业职业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专业带头人—孟陆亮教授

2017年4月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参加全国高职高专教育
骨干教师研修班

2018年当选为全国中医药行业职业教育集团常务理事

主持完成“中医学专业“医教融合，分段共育”人才培
养模式创新与实践”教研课题1项，发表学术论文2篇

指导青年教师完成课题研究2项

担任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职业教育
“十三五”规划教材《中医儿科学》主编



 (四)

3.重视培养骨干教师    

师资队伍专兼结合，内培外聘措施有力

2017年赴德国研修

三年来通过到国内外考察学习、实践锻炼等

新增培养骨干教师13名

             省级教学名师2名

开展“青年教师导师制”活动

8位导师

23名青年教师

先后参与两期培训活动

2018年赴宁波研修



 (四)

4.重视培养双师素质教师

医学院教师赴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修

师资队伍专兼结合，内培外聘措施有力

鼓励教师进修、参加临床实践

18名教师在医院临床一线长期坐诊

12名青年教师长期参加临床实践

三年来新增双师素质教师30人



 (四)

5. 加强校院合作，壮大兼职教师队伍

师资队伍专兼结合，内培外聘措施有力

至2018年底，聘任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实

习医院等临床一线具有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

职称的兼职教师150名

渭南市中心医院聘任会现场与兼职教师代表合影



 (四)

6. 师资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师德建设取得新成绩

师资队伍专兼结合，内培外聘措施有力

中医学专业荣获2018年“陕西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名医+名师

专兼结合

双师素质

教师队伍



实习实训投入增加，教学条件大幅改善 (五)

1. 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投入加大

中医脉诊仪 中药调剂 中药标本馆

先后投资816万元建成中医综合实训中心和中药综合实训中心

新增中药炮制实训室、中医综合实训室等21个实训场馆

新增实训设备964台套

目前建成中医、中药、针灸推拿、医学基础校内实训基地4个

中医学专业实训
场馆达到37个



实习实训投入增加，教学条件大幅改善 (五)

2. 校外实习基地规模显著扩大

与西安中医脑病医院签约 与陕西省康复医院签约

与渭南市精神病院签约



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辐射作用不断彰显 (六)

1. 贫困帮扶，对口支援



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辐射作用不断彰显 (六)

2. 建立工作平台，面向社会服务

利君-渭职院中医药专家工作站
与陕西利君现代中药有限公司合作建立
15名专家进站
开展技术服务和制剂研究

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中医专家工作室
与渭南市高新区白杨医院合作组建
10名中医专家进驻
面向社会开展临床诊疗服务



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辐射作用不断彰显 (六)

3. 以服务为宗旨，面向基层，开展各种形式的义诊活动

组建博士专家医疗队

带领学生利用假期、双休等业余时间

深入社区、乡村等基层单位

开展中医传统医疗和健康咨询义诊活动

培养医学生的执业理念

和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



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辐射作用不断彰显 (六)

4. 承担社会培训，开展医学科普宣传教育

2017年承担陕西省中医管理局“西医师学习中医培训”项目，培训学员270人

以医学专业校内实训基地为依托

以中医药文化馆为开放平台

面向渭南及周边地区

开展中医药科普教育及文化宣传活动

年均接待参观人数2300人/次

促进渭南成为陕西中医药文化大市



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贡献

PART 



深化校企合作，建立工作平台，服务健康事业 (一)



校地合作共建社区卫生院 “名医+名师”谱写扶贫新篇章 (二)



示范作用和创新点PART 



 (一) 建立”临床科室+名医专家工作室”为主导的中医人才在岗培养机制

       在实施“医教融合，分段共育”人才培养模式过程中，学校6个名医

专家工作室以校内实训基地为依托，成为学生学徒的“第二课堂”。

导师自主选择活动主题

向学生学徒传授中医文化、专业知识、操
作技能、疾病诊疗经验，答疑解惑

以各种形式带徒帮徒，促进学徒成长



建立”临床科室+名医专家工作室”为主导的中医人才在岗培养机制 (一)

       医院6个名医专家工作室设在门诊，以急诊科、内科二病区、内科五

病区、针灸科、妇科等5个临床科室为依托，由医院医教科统一管理

学生进入临床科室在岗培养

门诊跟师学习与住院部跟岗实践交叉进行

边干边学、跟岗跟师、轮转培养



建立了一支“名医+名师”领衔的校院互聘共用的师资队伍 (二)

       

    “名医+名师”的有机结合，将医院和学校的优质教学资源充分挖掘出来，

使学生学徒能够得到更高水平的执业经验和知识体验。



相关专业互助互联，联动优势逐渐显现 (三)

       专业群内各专业之间在师资、实训、课程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



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设想
PART 



校企合作、医教融合还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

教学资源库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①

②

 (一) 存在的问题



今后工作设想 (二)

进一步完善校企合作激励制度，巩固已取得的建设成效，
拓展合作领域，细化深化合作内容，进一步明确双方责
任权利，落实配套资金与人员待遇。促进医教融合。

加强横向联合，借鉴兄弟院校教学资源库建设经验，
加强资金投入力度，力争建成符合我校教学实际需要的
中医学专业教学资源库。



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中国  渭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