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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王氏内科学术流派传承人才培养的探索与思考 *

胡建鹏，丁玲，吕晶晶，王丽娜，王键

安徽中医药大学新安王氏内科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　安徽合肥　230031

摘要　中医学术流派是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形式，新安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重要组成部分，发源于歙北

的“新安王氏内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其独特的学术理论和临床特色，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

设单位，在以家族链或师承链传承过程中，儒医辈出。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是中医药传承与创新重要环节

与保障，近年来新安王氏内科学术流派传承注重人才培养，探索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新模式，明确流派传承的人才培

养目标层次，丰富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渠道，注重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培养、注重理论、实验、临床和新药开发四位一

体，加强过程管理和考核，在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一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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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ademic�schools�of� 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 (TCM)�are�an� important� from�of� the� inheritance�and�

development�of�TCM�academic�experience.�Xin’an�medicine�is�an�important�part�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he�

Xin’an�Wang’s�internal�medicine�originated�in�Shebei�is�one�of�the�outstanding�representatives.�With�its�unique�aca-

demic�theory�and�clinical�characteristics,�Xin’an�medicine�has�become�the�first�batch�of�academic�schools�of�TCM�in�

China.�In�the�process�of�inheritance�of�family�chain�or�chain�of�teachers,�the�construction�units�of�hospitals�have�come�

forth� in�great�numbers.� In� recent�years,� the� inheritance�of�Wang’s�School�of� Internal�Medicine� in�Xin’an�attaches�

great�importance�to�personnel�training,�explores�the�new�mode�of�talent�training,�clarifies�the�target�level�of�talent�train-

ing,�and�enriches�the�talent� training�channels�of�school� inheritance.�We�should�attach�importance�to� the�cultivation�of�

clinical� thinking�ability,� the� integration�of� theory,�experiment,� clinic�and�new�drug�development,� strengthen�process�

management�and�examination,�and�make�some�achievements� in� the�cultivation�of� talents� inherited� from� the�academic�

school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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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

中，不仅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论，而且产生了众多名

医，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中医学术流派，并得以通过

师承、私淑得以薪火传承 [1]。现代著名中医学家谢观

在其所著《中国医学源流论》中提出“上古医派”。指

出：“此乃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任应秋先生指出：

“中医学学术流派的发展，是与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

发展以俱兴的，应远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而不能断自

金元。”中医学术流派是中医学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

中形成的具有独特学术思想或学术主张及独到临床

诊疗技艺，有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和一定历史影响与

公认度的学术派别。裘沛然先生认为：“中医学术流

派是医学理论产生的土壤和发展的动力，也是医学理

论传播及人才培养的摇篮”。中医学术流派是中医学

·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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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经验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形式，是经验积累的途径、

理论产生的土壤、学术发展的动力、人才培养的摇篮，

成为中医学理论与学术创新与发展的源泉。国务院

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明确指出：

“实施中医药传承工程，全面系统继承历代各家学术

理论、流派及学说，全面系统继承当代名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思想和临床诊疗经验，总结中医优势病种临床

基本诊疗规律。”2012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中医

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申报与建设工作，新安王氏内科

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成为第一批64家建设单位之一，

通过建设进一步促进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也有力推

动流派传承与发展。

探索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师带徒”中医教育传统的师承授受方式使中医

薪火相传，为中医学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50 年代以来，院校教育逐渐成为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

形式和渠道，然而在现行的院校教育模式的践行中也

逐渐发现一些问题，即现代的中医院校教育并不能完

全取代中医流派传承与师承教育。中医学术流派传承

多以师带徒的师承教育模式进行流派传承的人才培

养，其主要任务是将流派学术成就、诊疗经验等通过跟

师临床等方式进行传承与发展。但是随着时代和科技

的进步，在对中医药人才进行特色化、精细化培养的同

时，还要有规模和数量的同步提升。如何遵循中医自

身特点和名中医成才规律，探索有效的新型中医教育

模式，体现中医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在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上应当互相补充、互相促进。毋庸置疑，中医学

术流派传承与发展为新的中医教育模式提供契机。

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对象：①已接受过

高等中医药教育者，再参加中医流派师承教育；②正

在接受高等中医药教育者，同时参加中医流派师承教

育。在学术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过程中遵循“经典是

基础，师承是关键，实践是根本”。学术流派名老中医

的学术思想、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是他们智慧结晶，

是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的重要载体，对于继承流派

学术经验和培养继承人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安王氏学

术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采用“一师带多徒”�“一徒跟多

师”的传统师徒传承形式，以临床跟师、专题讲座、学

术研讨、病案分析及医案整理等多种方式进行传授。

明确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目标层次

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针对不同层次培养对象，新

安王氏内科学术流派围绕“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

的师承教育总的指导原则，制定相应培养目标层次。

1　中医流派传承的领军人才培养�

针对教授、临床主任中医师，必须是本流派的主

要传人，在以往本流派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具有较深厚

积淀和较大影响力，主要培养出既能继承本流派学术

思想、临证经验、特色诊疗技术方案、经验方、科研思

路与方法等，又能凝聚本流派研究团队团结协作和带

领本流派持续发展的德才兼备的优秀拔尖人才　

2　中医流派临床传承的人才培养�

培养流派青年骨干是中医事业不断继承和发展

前提，针对青年教师、临床中医师，应该是本流派的

骨干，对本流派传承与创新研究中以往有所涉猎与了

解，具有一定积累，主要以培养流派临床传承骨干人

才，借助流派代表性人物为指导老师，每期招收 3 ～ 5

名流派继承人，以临床随师和流派学术思想与临床经

验挖掘研究作为主要传承方式，要求继承人应在3～5

年时间内掌握本流派的传承历史、学术思想、临证经

验、特色诊疗技术、经验方药、科研思路与方法等，尽

快成长为本流派的传承人才，将本流派传承和壮大。

3　流派特色学术经验应用的人才培养

针对院校教育流派特色班本科学生、民间中医药

要传承人，邀请中医流派传承团队高年资传承人主

讲，重点介绍流派临床优势病种的特色诊疗技术、理

法方药、适宜技术等。流派传承人才可在各地门诊示

范点集中临床跟师实习、参观学习、独立操作，使本流

派特色技术能被更多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了解、掌握

和应用。

丰富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渠道

要真正做好新安王氏内科学术流派传承的人才

培养，继承好流派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使流派的

经验代代薪火相传，必须注重对流派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和技术专长信息资源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保证

信息资源的真实性、完备性和系统性，充分利用现代

化的信息技术整理、分析和总结流派老中医药专家的

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

1　建立流派文献数据库和网站。

构建统一的流派文献数据库和信息交流网站，充

分发挥流派网络平台作用，建立流派名老中医典型医

案、影像资料、研究论文、学术专著等资源网络共享平

台，并配备信息处理硬件、软件和多媒体设备用于收

集储备。

2　编辑系列专著和撰写研究论文

鼓励流派传承人，不断充实和利用流派文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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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资料，编写流派专著、流派医家专著，利用软件分析

系统和数据库资料撰写临床研究学术论文，加深对本

流派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掌握，提升学术素养和临证

水平。

3　举办或参加学术会议和组织学术沙龙�

近几年新安王氏内科学术流派面向全国各级医

疗机构的中医医师和教师，举办两届新安医学暨新安

王氏内科全国学术论坛暨内科高级培训班，使本流派

特色技术能被更多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了解、掌握和

应用。并要求流派传承人才撰写流派研究学术论文、

作大会学术报告。同时定期确定主题，组织学术沙龙，

汇报理论学习与临证体会，如病案分析研讨会交流、

探讨，网络教学平台交流和分享。这样，既可以提高

师带徒效率，又有利于流派传承的人才博采众长。不

断以启发式、讨论式、研究式等教学方法，营造和谐、

宽松的学习氛围，激发流派传承的人才发散式和求异

性思维，充分发挥其的主观能动性；同时注重流派传

承的人才的个性发展，启发其探索精神和创新思维。

此外应加强国内外及流派内学术交流与合作，提升学

术水平和临证能力。

注重流派传承的人才中医临床思维能力培养

中医思维模式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理论内涵和鲜

明的个体化治疗实践特征，是中医在学习和临证中认

识和解决医学问题的思维中所表现的思维方式与方

法 [2]。目前中医药的高等教育主要采用课堂教学与临

床实习（见习）的分段式结合的教育模式，课堂教学中

由于普遍存在重视理论知识的灌输，往往忽略了思维

训练，而临床实习又受带教老师的认识水平和医疗环

境等客观因素的限制，以致中医临床思维能力不足成

为当前中医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建立一

个成型的中医思维模式，提升中医临床思维能力是诊

治疾病的关键问题。而中医流派临床传承关键是传

承导师的中医临床思维的传承，即其诊疗疾病的个体

化辩证思维过程能不能被带教学生理解进而被吸收，

这才是中医流派传承的人才临床培养的核心。经典

或流派专著，往往记载了中医药理论体系、临证规范、

诊疗方法，体现了医、文、史、哲与自然科学知识的融

合，所以重经典也是培养中医思维模式的根源所在。

流派传承教育的特点之一是注重临床，以临证为本，

融理论教学与临证实践于一体，在实践中培养中医思

维模式和思维能力。新安王氏内科流派传承的人才

培养，抓中医经典和中华传统文化学习，培养学生的

中医思维，沉淀学生的人文底蕴。要求传承人从研读

中医四大经典和新安学术流派名著中，从跟师临证反

复言传身教中，培养中医临床思维模式和思维能力培

养，提高临床诊疗水平。

注重流派传承的人才整体规划、有所侧重

国务院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

年）指出：“坚持继承创新、突出特色。把继承创新贯

穿中医药发展一切工作，正确把握好继承和创新的关

系，坚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坚持中医药原创思

维，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推动中医药理论

与实践不断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在创新中不断

形成新特色、新优势，永葆中医药薪火相传。中医流

派继承与发展，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以继承为主，但

发展的精髓在于创新，传承的最高境界也是创新，思

维的创新，学术的创新 [4]，中医药国际化发展也需要

创新性复合型人才。流派人才培养既要注重中医药

文化熏陶、深厚中医理论功底和中医临床思维能力，

也要具备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思辨能力，具备广博

而精深的多元知识结构。因此，一个流派人才培养应

统筹规划，针对人才不同知识结构和层次以及未来发

展前景，注重从理论、实验、临床和流派名方验方开发

四位一体，进行综合培养，并有所侧重。使之既具备

深厚中医理论与临床功底，又具备现代科学技术与方

法，做到继承中的创新，创新中发展。

加强流派传承的人才过程管理和考核

师承教育目前尚缺少统一理论体系和考核体系
[3]，因此流派传承的人才培养需要建立有效管理体制

和机制，实行严格有效过程管理和考核评价。新安王

氏内科学术流派设立专职秘书岗位，负责对流派传承

的人才的考核，采用平时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方

式。

在平时考核中，要求指导老师对流派传承人才整

理的临床医案和研读中医经典与流派名著读书笔记

进行认真审阅并写出针对性的批语，提供有效的指

导，提高他们临床和学术水平，同时将参加学术沙龙、

学术会议汇报也作为平时考核内容。在年度考核中，

则通过听取指导老师与流派传承人才工作汇报、查阅

资料、实地考察、现场测评等方式，针对流派传承的人

才培养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认真分析，规范

继承人学习笔记、病案的规范化书写，强化带教导师

的责任意识与实践带教环节，加强了流派传承人才学

习、读书与实践工作的规范记录和心得体会，要求流

派传承的人才撰写学术论文、参编流派学术专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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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佐使思想在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中的应用

刘国江，况时祥

1　广东省普宁市人民医院　广东普宁　515300
2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院　贵州贵阳　550000

摘要　探讨君臣佐使思想在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防中的应用。君臣佐使思想起源于《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

后经历代医家的丰富与发展，这一理论不断完善，为中医药治疗临床疾病发挥了很大的指导作用。缺血性脑卒中具

有较高发病率、复发率、致残率、死亡率，预防治疗是减少缺血性脑卒中复发和死亡的重要手段。中西医结合，以中医

理论指导西医应用，结合中医方剂君臣佐使处方法则，能最大程度发挥对缺血性卒中的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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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流派传承的人才以流派特色理论、特色治法、诊疗

方案、名方验方为切入点，申报各级各类课题，对于新

安王氏内科流派传承工作室进一步完善流派传承的

人才培养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督导与促进作用。

经过近几年培养，目前新安王氏内科学术流派传

承人中 1 人成为第六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 人被遴选为安徽省名老中医，1

人被安徽省卫计委推荐为国家中医药领军人才支持计

划岐黄学者，3 人被遴选为第四批全国中医优秀人才

培养对象，2 人被遴选为第六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

学术经验继承人，培养新安特色班本科生 16 名。深刻

体会到师承学术流派人才培养的基础和核心是流派学

术特色、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及流派医德医风，学术流

派人才培养工作重点是在全面继承学术流派名中医学

术思想和临证经验 [5]，同时发挥流派的丰富资源优势，

成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优质平台。学术流派的传承人

才培养不仅保留了中医师承教育的特色优势和传承中

医学术思想的阵地作用，并可以通过应用现代信息教

育技术和网络平台，把传统的一对一师承教育向一对

多、多对多的方向扩展，体现中医传承教育的现代特

色。同时也要与时俱进，培养和提升流派传承的人才

现代科学知识、方法和创新能力及多元知识结构。这

种教育模式以原先院校教育为基础，强化经典与流派

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有机相结合，为中医学术流派人

才培养、中医思维模式建立和思维能力提高，传承中医

学术流派学术特色和临证精华，起到积极的推动和引

领作用，有助于中医流派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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