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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形势下药学研究生 的生源现状进行了分析, 认为药 学研究生 生源数量较 为充足, 生源质 量有待进一

步提高, / 近亲繁殖 0现象 依然存在; 在此基础上, 提出提高药学研究生生源质量的基本对策, 如加强招生宣传 , 加强
学科建设, 扩大推免生校际交流, 合理设置考试科目, 重视复试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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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研究生

学为例, 该校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由 2004年的 413

教育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 突出表现为研究生教

人上升到 2008年的 675人, 增长了 116倍。是什么

育招生规模的扩大。教育部官方网站公布消息称,

促使药学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的如此迅速呢? 主要

2008年全国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人数为 12015
万, 录取 39万人; 2007年全国报考攻读硕士学位研

有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 随着医药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已有 272所高等院校设有药学类本科专业, 每

究生人数为 12812 万, 录取 3614万人, 可见研究生

年有大量的药学类专业的学生毕业, 这其中有很多

招生总数仍然保持上升态势。由于招生规模的大幅
度扩大, 研究生的生源状况也出现很大变化。在研

人首先会考虑继续深造, 而设有药学类专业硕士点、
博士点的高校及科研院所并不多, 这就使得药学研

究生教育招生规模扩大的同时, 研究生生源质量究

究生招生生源数量有了很好的保障。其二, 随着社

竟如何? 这是一个值 得认真研究和 深入探讨的问

会经济的发展和医药工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题。研究生生源质量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入口, 高校
研究生的生源质量直接关系到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质

上世纪研究开发的药物目前生产与应用已经非常成
熟, 面对目前所出现的新的疾病, 人类需要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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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进而也会影响到高校 的科研产出及发 展。 而

新的药物来进行治疗, 从而要求我国的药品生产需

招生, 作为研究生教育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它是研究

由仿制向创制新药方向发展, 这使得社会对药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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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教育的入口。 作为一 种选拔人才的制 度, 它是
选拔优秀本科学生的一条最基本的途径, 因此把好

层次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 大量高薪的科研和管理
岗位需要高层次的人才去充实, 这也进一步吸引了

研究生招生这一关及显得尤为重要。

大量毕业生前来报考研究生。其三, 如今本科生就

笔者通过搜集一些药学院校的招生数据, 分析
目前药学研究生生源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进行认真

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使得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逐年
增加。

研究和探讨, 从而提出改善的措施和建议, 希望能对

21 生源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提高药学研究生生源质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国从 1999年开始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的招

一、
生源现状分析
11生源数量充足

生规模, 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不断上升, 由 1998 年
的 918% 左右增加到 2007 年的 23% 。校舍、
教育设

从 2004年起, 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和录取

施、实验设备、图书资料、师资等教育资源的增长跟

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 这意味着我国研究生教育进
入了高速发展期。同样药学研究生教育也取得较快

不上本科生规模的快速扩大, 从而造成教育资源的
稀释, 使得生均各项指标下降, 必然导致本科教育质

的发展, 招生规模发生很大的变化。以中国药科大

量的下滑。药学学科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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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学生实验动手和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以中国

比较有优势的高校进行实地招生宣传, 将学校的概

药科大学为例, 在整个药学类课程体系中, 实验、
实
践课程和理论课程的比例甚至高于 1B1。而有很多

况、科研成果、招生政策以及各个专业的专业特色、
导师情况、
历年招生录取情况、
毕业生就业情况、当

最近几年才开始增设药学类本科专业的院校, 由于

年的招生计划等与考生密切相关的信息详细地传达

受到实验仪器设备匮乏、
教学师资不足、
缺少实践教
学基地等办学条件的制约, 实验、
实践课程开设率极

给考生, 从而给考生报考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动员往
届研究生参与招生宣传、
召开考研咨询会、
加大网络

低, 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得不到相应的锻炼, 最终必

宣传、
加强兄弟院校之间的信息交流等方式进行招

然影响本科教育质量。更 有甚者, 有一些 / 考研专

生宣传。实践证明, 招生宣传方法的多样化, 使中国

业户 0从进入大学校门 的那天起就开始准备考研,
为了能考取名校的研究生, 他们专攻考研的几门课

药科大学近几年的报考人数不断增加, 由 2004年的
1068人增加到了 2009年的 2238人。不断 增加的

程, 从而荒废了其他课程的学习。还有少数考生, 由

考生队伍为该校选拔高质 量研究生创造了 有利的

于毕业后工作不理想, 或是为了转变身份和改善环
境, 而非真正为了做科研来攻读硕士研究生。近几

条件。
21 加强学科建设, 提高学校的社会声誉

年由于同等学力报考研究生的门槛提高, 以同等学

学科建设是高校建设的龙头工程, 是高校人才

力报考研究生的学生有所减少, 但是通过专转本、
自

培养、
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综合工程, 学科水平反

学考试、
成人本科教育等方式拿到本科文凭的学生
报考研究生的趋势有所增加。以上这些都使得药学

映了一所高校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研究生教育
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或学 校对学科建设经 费的投

研究生招生生源质量受到影响。

入, 例如国家拨款用于 / 9850、/ 2110工程的经费投

31/ 近亲繁殖 0现象依然存在

入以及纵向和横向科研经费投入等, 这就为高校研

在研究生的报考与录取中, 有一种普遍的现象,
即考生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以原来就读的学校和专业

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 通过
学科建设, 可以培养一批批高水平的研究生指导教

占较大的比例。本校 生源的研究生 群体在知识结

师、建设一系列的重点实验室与学术平台、
培育新的

构、
科研思路方面长期受到该校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
知识视野和思维方式狭窄和单一, 行为方法上缺少

博士点、
硕士点, 从而为高校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
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多年来, 中国药科大学围

不同模式的冲击和磨合, 不利于科学研究中创新性、

绕药学学科特色的学科建设之路, 借助国家 / 211工

发散性思维的形成, 也不利于学科通过 / 杂交 0向更

程 0经费投资, 大力发展学科建设, 并且已将药学一

高层次更宽领域的发展。如此模式培养的研究生,
[ 5]
难以成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

级学科建设为国家重点学科, 将药理学、
中西医结合
基础两个学科建设为江苏省重点学科, 这就为其吸

二、
思考与对策

引优秀生源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总之, 重视并加

研究生培养质量与生源的质量关系怎样, 从理
论上大家都知道是 / 源与流 0的关系, 选才是成才的

强学科建设, 提高学校的社会声誉, 对高校研究生教
育的持续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前提, 把好新生入学质量关, 选拔优秀的新生, 是提

31 切实做好推免生工作, 扩大推免生校际交流

[ 2]

高生源质量、培养高质量 研究生的前提。 而在考

尽管对推免生生源质量存在争议, 但事实证明,

试选拔中如何提高生源质量, 对高校尤为重要。针
对药学研究生招生生源状况中存在的优秀生源数量

推免生总体质量要高于统考入学的考生。因此, 切
实改进推荐免试工作, 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科、跨

不足、/ 近亲繁殖 0等问题, 笔者认为采取以下措施

学校报考, 将对扩大学术交流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起

和途径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生源质量, 最终提高研
究生教育的质量。

到积极的作用。通过推免生生源校际交流, 一方面
有利于学生开阔视野, 另一方面有利于不同专业、
不

11加大招生宣传力度, 广泛吸纳优秀生源

同学科、
不同院校之间的学术交流, 从而在一定程度

研究生生 源质量直接影响高校培养人才的质

上可以使 / 近亲繁殖 0现象得到改观。中国药科大

量, 而生源质量的优劣是跟招生宣传工作紧密相连
的。针对药学学科与医学、
化学、
生物学等学科密不

学每年都把推荐免试生计划的 10% 用于接受外校
推免生, 吸引了众多的国家 / 211工程 0院校的优秀

可分性, 药学院校可以在报名前夕组织专人有目的

毕业生前来报名, 近几年也为学校争取了不少优秀

到国内一些在药学、医学、
化学、
生物学等学科方面

生源。在今后的研究生招生工作中, 学校还要积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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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重点院校建立友好关系, 切实做好优秀推免

察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突出

生的互推工作, 以及在教育部关于推免生工作有关
规定的允许下, 增加接收外校推免生的计划, 这将对

能力选拔和素质选拔。形式上采用笔试加面试相结
合的方式, 内容上包括专业课笔试、
实验技能测试和

改善生源质量, 加强不同院校、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

综合素质考核。各个部分以相应的分值来量化, 最

交流渗透,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大有益处。
41 顺应研究 生入学考 试改革, 合理 设置考试

后计入总分, 择优录取。这种方式的优点可以把一
些没有经过实验课训练的高分低能的学生筛选掉,

科目

从而进一步保证录取生源质量。
2007年教育部开始调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

优质生源的竞争, 实质上是一所大学办学实力

考试科目, 将教育学、历史学和医学的初试科目由原
来的 4门调整为 3门, 其中政治理论和外国语不变,

和办学水平的综合竞争。 要改善药学硕士研究生
生源质量, 除了上述措施和建议外, 高校还应该加大

两门专业课考试合并为一门专业基础综合考试。为

科研项目经费投入、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研究生

了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 把以往针对不同专业设置
考试科目的做法调整为针对不同专业背景设置统一

培养质量水平、
改善研究生实验条件和生活条件、
进
一步提高研究生就业率, 从而提升学校的整体实力

的考试科目, 中国药科大学和其他几所知名药学学

和综合竞争力, 最终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 为社会培

府率先将原来药学、中药学一级学科下设的各个专

养出一流的药学高层次人才。

[ 3]

业繁多的初试科目改为了药学基础综合 ( 一 ) 和药
学基础综合 ( 二 ) , 而且考生还可以选择全国统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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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内容和形式的设计根据各个学科的特点, 重点考

Ana 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olution Research of Pharmaceutical
P ostgraduatesp Source Under N ew Situation
LU L iang, ZHANG Yongze, YUE Zhiw e,i YU Boyang, YU F eng
( D iv isio n of Graduates A ffa irs, Ch in a Pharm aceu tica lU niversity, Nan jing 210009, China)
Abstract: A fter ana ly 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urce of pharm aceutica l postgraduates under new situation, the
autho rs ho ld the op in io n that th e source quantity of pharm aceutical postgraduates is sufficien,t the source quality o f
pharm aceutical postgraduates need to be im proved, and the co llege- inbreedin g phenom enon m ig ht still ex ist1On the
basis, som e solutions are put forw ard for im proving th e source qua lity of pharm aceut ica l postgraduates, nam ely,
streng then in g the enro llm ent pub licity and its academ ic building, enlarg ing the scale o f the in terco llegiate studen ts
recomm ended for adm ission, setting rat iona l exam inat io n sub jects, regard ing retria,l and so on1
K ey w ord s: Pharm aceutical postgraduatesp source; Current situation; So lu t io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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