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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中国药科大学自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1980年依照学位条例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30年以来的发

展脉络进行梳理, 简要论述学校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成就和经验。在回顾总结的基础上, 对学校研究生教育未

来发展目标进行了谋划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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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药科大学于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 1980

年在国务院颁布学位条例后发展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今年恰逢 30周年。 30年来, 中国药科大学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实现了长足发展,整体实力和水平有

了明显提升,在药学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药学科学

研究、为经济和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 21世纪全球经济、科技和文化交往和竞争

更加频繁与激烈,我国经济科技和高等教育事业的

持续较快发展,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与环境中,把握机

遇、应对挑战、赢得发展, 成为高校发展研究生教育

所面对的新课题, 药学研究生教育亦如此。笔者对

中国药科大学 30年以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脉络作一梳理,诚冀与国内药学同行交流促进。

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程与成就

中国药科大学校史最早可追溯到始建于 1936

年的国立药学专科学校 (四年制 ), 是我国第一所由

国家创办的高等药学学府。新中国成立后, 学校研

究生教育保持了与全国研究生教育的同步发展。

1955年,学校即已按照苏联模式招收并培养副博士

研究生, 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 1980年国家开始

实施学位制度,学校即成为首批具有博士、硕士学位

授予权高校。在研究生学科点设置、硕士博士及外

国留学生招生、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学科带头人和学

术专家队伍组建等方面, 中国药科大学均为国内同

类院校翘楚。

随着 1996年进入国家 / 211工程 0重点建设大

学行列, 2000年划归教育部直属管理, 学校发展揭

开了新的篇章,也为研究生教育发展注入了强劲的

动力。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尤其是最近 10年来的跨

越式发展,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成

就, 整体实力与水平实现了明显跃升,始终居于国内

先进水平行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生人才培养成就巨大

中国药科大学建校历史悠久,药学人才培养硕

果累累。研究生教育恢复发展 30余年以来, 药学研

究生人才培养数量始终在全国院校中居于首位, 赢

得了国内 /药学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的摇篮 0的美

誉, 为我国医药战线培养和输送药学高层次人才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 30年的发展历程中, 1978~ 1998年的 20年

间, 属于发展的相对平稳期, 研究生招生培养规模变

化不大。而 1999~ 2009年的 10年间,随着国家研

究生扩招政策的推行,学校研究生教育加快了发展

步伐,进入历史发展最快、最明显的时期。 2009年,

学校博士生招生 156人 (含外国留学生 2人 )、硕士

生招生 799人 (含外国留学生 11人 ), 分别比 1999

年招生人数增长了 3. 5倍和 7. 5倍,博士生、硕士生

招生年均增幅均超过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目前, 全

校全日制在校研究生规模已近 2600人。恢复发展

研究生教育以来,学校总共为社会培养 825名博士

学位获得者 (包括 6名留学生 )和 3178名硕士学位

获得者 (包括 44名留学生 )。

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合理增长,为提高学校研究

生教育整体水平发挥了良好的效应和推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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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学科建设成就显著

学校一贯重视发挥学科建设的龙头带动作用,

以学科建设作为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强有力支撑。自

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始,学校就一直是同时期国

内关于药学类学科专业发展最早、最快、最完整的院

校之一,在学位授权点增列、学科布局、重点学科建

设等方面均走在国内同类院校前列。

目前,学校药学研究生教育学科齐全、实力雄

厚。2008年全国一级学科水平评估, 学校药学学科

排名第一、中药学学科排名第三,学科水平为研究生

教育发展水平实现了关键引领。

学校现有药学、中药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点, 24个博士二级学科授权点、29个硕士

二级学科授权点,学科门类从最初的理学和医学扩

展到现在的理学、医学、工学、管理学和法学等五个

门类, 研究生学科门类的拓宽, 也使学校向着建设

理、工、经、管、文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大学的

目标坚实地迈进。

重点学科建设成就可观。 /九五 0、/十五 0期

间,学校有药物化学、生药学、药剂学 3个国家重点

学科和现代中药与天然药物学 1个省重中之重学

科,以及药理学江苏省高校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

点。 /十一五 0期间, 重点学科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先是在 2007年, 药学学科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含 6个二级学科 ) ,标志着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向前

迈进一大步;紧接着在 2008年, 中西医结合学科成

为江苏省一级重点学科; 2009年, 中药学又批准为

江苏省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

药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等学科在重点学科建

设上的连环突破和整体推进,使学校重点学科建设

具备了更高的起点和推动力,也为学校学科建设总

体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3. 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创新水平不断提高

学校学风优良,治学严谨, 高度重视学生培养质

量是学校一贯的传统, 自始至终将研究生人才培养

质量视作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不断加强和推进各

项研究生质量工程建设。

研究生科研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发表 SC I等高

水平研究论文的数量实现了明显提升, 部分研究成

果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研究生参与的科研发明专

利在数量上也明显增长。

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不断提高, 学校已获全国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

名奖 3篇、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7篇、江苏省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24篇。

随着 / 211工程0建设、教育部和江苏省及学校

各类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的实施,研究生创新

人才培养力度加大,各类研究生创新计划投入资金

逾数百万元,对提高学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和创新水

平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研究生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不断拓展。学校与

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及医药企业的交流与

合作不断增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获得到高水平

学科、实验室、产学研基地等进行联合培养和学术交

流的机会,科研训练和学术研究获得增益,大大提高

了研究生科研水平和培养质量。

二、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药科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恢复发展 30

年, 在取得灿烂成就的同时也在许多方面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今后发展将发挥重要的启示

作用。

1.统一思想,科学决策,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学校对发展研究生教育始终保持了高度的思想

统一和决策统一, 做到了目标明确、思路正确、执行

坚决,全校步调一致, 上下一盘棋, 使研究生教育始

终保持在正确发展的轨道上。科学规划,循序渐进,

保持研究生教育平稳较快发展, 力求规模、速度、结

构和质量等全方位均衡、协调、最优化发展。在学校

向创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多科性、研究型大学目标

发展过程中,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充分发挥研究生

教育的排头兵作用,进一步凝练为全校发展的战略

共识。

2.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自 1978年恢复发展研究生教育以来,也正值我

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重要历

史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时刻处于复杂多变的环境

与形势中。在此情形下,学校决策者审时度势,主动

适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1999年以来的 10年间,

是全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 学校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在扩大研究

生招生、拓宽学科门类、提升学科实力、加强重点学

科建设等方面都赢得了重要推进, 实现了研究生教

育的跨越式发展。

3.重视研究生培养质量, 拓宽研究生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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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发展研究生教育过程中, 自始至终将保

证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置于首位。构建了自研究

生入学考试、过程学习与考核、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

等环节的全方位的、严谨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

体系。

为保证研究生教学质量,学校制定了严格规范

的教师出课、学生上课的研究生教学管理规定,实施

严格的中期考核制度, 凡中期考核不合格者即限期

整改。对研究生毕业发表论文以及论文答辩程序和

条件都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 对于同等学力申

请硕士学位,在很多环节上比对全日制研究生的要

求还严格,以至于很多人为最后获得学位要费时好

多年。学校规定, 凡教师在职攻读博、硕士学位者,

最少需 4年时间才能毕业, 目的就在于让教师承担

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保证质

量完成学业。

学校从多方面拓宽研究生培养模式, 研究生人

才培养向宽口径、厚基础、复合型方向发展, 逐步按

一级学科口径培养研究生。近几年在招生工作中有

意识地扩大招收来自校外综合性大学和药学相近学

科的学生,优化研究生学缘结构, 促进学科交叉,适

当加大优秀推免生、硕博连读生、提前攻博生的比

例。研究生课程学习方面,扩大选修课比例,研究生

可以在全部开设课程通选, 增加研讨课、教学实践

课、讲座课的比重,鼓励研究生参加高水平的学术讲

座。在研究生科研方面, 提倡多学科交叉研究和跨

学科联合,实行研究生论文工作团队指导。

重视并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与提高, 为研

究生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创新平台与机会, 加大项目

实施和经费投入力度, 鼓励和支持研究生科研创新

及高水平学术交流。充分利用校外优质资源, 扩大

学校与政府、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的研究生联合

培养。

4. 推进研究生管理制度化, 提高研究生管理

水平

管理出效率,在长期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实

践中, 学校研究生管理部门渐渐凝聚形成了重视管

理、以管理促发展的思维习惯和工作风格。一方面,

逐步加强研究生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 制定

明确而又具体的研究生管理规章制度,印发成册,所

有研究生教学管理人员、导师和研究生人手一册。

为保证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学校形成每五年重

新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和管理条例的惯例。另一方

面,注重研究生管理工作效率与水平的提高。不断

优化研究生管理部门人员的学历水平与知识结构,

开展学习型管理活动,形成注重研究与思考、集体研

讨、集思广益的良好工作氛围,提升每个人的管理水

平与素质。加强研究生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和办公自

动化建设,提高了管理工作绩效。

三、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未来发展的展望与规划

经过 30年的积累尤其是最近 10年的跨越式发

展, 学校研究生教育已积淀了雄厚的实力和基础,以

此为契机和进阶, 研究生教育未来发展将着重转向

以优化结构和提升内涵为主,突出质量和水平建设,

向创建更高层次与水平的药学研究生教育迈进。

1.实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推动研究生教育

科学发展

根据教育部有关精神和规定, 学校从 2010年

起,对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机制进行改革。建立以科

研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 实现科学研究与

研究生培养紧密结合,明确导师对研究生培养的指

导和资助的权力与责任,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拓宽

研究生培养经费来源渠道, 调整优化学校学科专业

结构,增进研究生科技创新和学术交流,提高研究生

培养质量。

实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将极大地消除研究

生培养所存在的弊端与障碍, 理顺研究生培养的体

制与机制,合理配置资源, 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促进

研究生教育科学发展。

2.加强学科建设工作, 推动研究生教育更强

发展

未来学校研究生教育发展将进一步突出学科建

设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以学科建设为龙头和载体,推

动研究生教育向更高更强水平迈进。学科建设工作

的着重点,一是加强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建设,努力

使学校拥有更多的国家和省级一级学科、重点学科、

高峰学科,打造学科高峰,着力做大、做强;二是强化

优势和特色,紧密围绕学校优势特色办学目标,突出

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着力做优、做特; 三是拓

展学科布局、推进整体建设, 在突出重点和强化优势

特色的基础上,适当发展交叉学科与新兴学科,拓展

学科门类, 推进学校向建设以药学为特色, 理、工、

经、管、文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多学科、研究型大

学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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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展专业学位教育,促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多元化发展

长期以来, 我国药学研究生教育只存在单一的

科学学位类型、纯粹的培养学术性和科研型人才的

发展模式,越来越无法满足医药卫生事业对高层次

应用型复合型药学人才的需求,药学研究生教育学

位类型和人才培养模式亟须改变, 发展药学领域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迫在眉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刚

刚新批准设立了药学硕士、中药学硕士专业学位,这

使得我国药学领域研究生教育有了自己的专业学位

类型, 为我国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开创了

新局面。学校将充分抓住这一重要机遇, 审时度势,

积极发展新的专业学位教育,加快药学高层次复合

型人才培养, 实现药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多元化

发展。

4. 加强研究生全方位管理, 促进研究生教育和

谐发展

随着学校研究生培养规模和在校生人数的持续

扩大, 研究生培养方式的日益多元化,研究生科研及

学术交流活动的频繁增多, 研究生类别及组织生活

方式的多样化,加强研究生教学、科研、生活和政治

思想工作在内的统一协调管理愈显重要和迫切。今

后将更加注重研究生全方位管理,使研究生、导师、

辅导员和学校、院部、社团组织等各类组织管理要素

有机结合,理顺各种关系和体制机制,提高研究生管

理效能,实现研究生学业学习、心智成熟、思想与品

格修养的全面协调进步,促进研究生教育和谐发展。

5.积极创建研究生院, 实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高水平发展

经过长足的积累与发展, 学校研究生教育实力

与水平实现明显提升,具备了向建设研究生院迈进

的良好优势及条件。

创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多科性、研究型大学是

学校中长远发展目标,而研究型大学目标的实现,离

不开发展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作为重要支撑和推动

力。由此,在既有水平和优势的基础上,学校研究生

教育必须坚定不移地向更高水平和更高层次迈进。

学校将在不断提升研究生教育自身实力的同时, 抓

住机遇,积极创建研究生院, 开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发展新局面,实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高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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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H igh- levelGraduate Education to Bring up First-class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 Talents: Commemorate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China Pharmaceu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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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 icle generally combed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 f Ch ina Pharmaceutica l Un iversityps degree &

graduates educat ion since 1980, briefly expounded its courses,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B ased on the rev iew and

summary, the article proposes plans and prospect for the deve lopment target o f g radua tes educa 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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