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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传统医药非遗教育与传承工作探讨
廖晓键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广州 510006）
摘要：
传统医药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传统医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少、
年龄高，
一些传
统医药知识面临失传的危险，
开展保护与传承工作刻不容缓。医学院校开展传统医药非遗教育与传承工作是
非遗保护工作的应有之义，
有利于传统医药非遗的内涵研究和传承工作。医学院校应发挥专业优势，
通过挖
掘和开拓内涵研究、
完善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构建多维度的传习系统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路径，
拓展教育的
深度和广度，
承担起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
有助于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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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

开展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刻不

个人，
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

容缓。

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

2 医学院校开展传统医药非遗教育与传承工作的

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

意义

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
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
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
[1]

2.1 是非遗保护工作的应有之义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提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措施包括通过
“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

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根据这个定义，传统医药非

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
“有关社区和群体

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
“非遗”
）是我国各民族关于

的具体教育和培训计划”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

生命、健康与疾病的知识，以及为了维护健康而实施

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养活动”
“非正规的知

的医疗实践行为与相关仪式。

识传播手段”等方式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

1 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背景

我国于 2006 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收录传统医药项目 9

项。目前公布的 4 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

到确认、尊重和弘扬。我国 2011 年颁布施行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四条也明确规定：
“学校应
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相关政策法规都说明了学校也

中，
传统医药非遗包括中医生命与疾病认知方法、中

负有教育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高等教育

医诊法、中药炮制技艺、中医传统制剂方法、针灸、中

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大学生经过青少年时

医正骨疗法、传统中医药文化、各民族医药等类别。

期的接触与学习，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能力深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传统医药非

入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知识，有责任传播优秀传统

遗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但纵观目前 4 批国家级非

文化、传承非遗。医学院校更应发挥专业优势，
拓展

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

传统医药非遗教育的深度和广度，承担起传统医药

册，
传统医药类项目相比其他非遗项目数量少，
传承

非遗的教育与传承工作。

人在各门类中所占比例小，传承人普遍年龄高，
有的
传承人已去世，一些传统医药知识面临失传的危险，
廖晓键，女，硕士

2.2 有利于传统医药非遗的内涵研究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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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保护工作开始启动时，主要是一项由政府主导

统医药基础理论，并用符合现代科技表述惯例的语

的行为，理论研究基础先天薄弱。随着传统医药非

言阐明传统医药理论的内涵，进一步研究生命观、疾

遗保护工作的开展，学界对传统医药非遗的理论研

病观、养生观、治疗观、用药观、制药观等作用机制。

究不断深化，对开展保护发展工作提供了理论支

（2）传统医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从

持。但是，
目前对传统医药非遗的价值体系、保护体

非遗学科的角度深入研究，充分挖掘传统医药非遗

系、知识谱系等方面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
内涵挖掘

的文化内涵，把握传统医药的非物质性特征，
用以指

力度依然不够，对传统医药非遗保护的实践指导有

导传统医药非遗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工作。

限。由于传统医药本身专业特点鲜明，一些从事非

（3）丰富传统医药非遗的知识体系。多维度、多

遗学科研究的院校、研究所、科研人员也鲜有专门从

学科地开展传统医药非遗的核心理念研究。通过借

事传统医药非遗的研究。医学院校开展传统医药非

鉴、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思路，将传统医药与人文、

遗的教育与传承工作，有利于整合医学院校的学科

科技等多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研究思路，
解读传统医

资源和科研力量，融合医学学科与非遗学科以及其

药的文化思想。

他人文学科的研究，开展传统医药非遗的内涵研究。

（4）研究传统医药非遗的传承谱系。稳定的传

2.3 有利于传统医药非遗的传承

承体系是单个传统医药非遗项目能流传下来的动

是通过血缘为基础的家族师徒制和无血缘的民间师

价值的方法推广到保护工作中，推动传统医药非遗

徒制来完成的，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方

的传承。

在传统社会中，非物质文化的知识和技能传授，

式，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丰富和壮大的最直接
[2]

推动力 。但是，随着社会、时代的变革与进步，传

因，研究传承谱系，总结并提炼传承方式，可以将有

3.2 完善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1）开设相关的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根据情

统的传习方式日渐衰落，传承人的流失也导致诸多

况，在医学院校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医学人类

非遗项目无法顺利传承甚至出现失传的情况。因

学、艺术学、历史学、民俗学等课程，使学生对非物质

而，保护和发展传统医药非遗，重点是在培养人才，

文化遗产有更深入的了解。开设实践和技能类的教

传承知识和技能。医学院校开展非遗的课程学习、

育课程。针对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艺、中医传统制

专业学习，
能培养掌握系统的传统医药非遗知识、传

剂方法、针灸、中医正骨疗法等类别，开设技能实操

统医药专业知识、非遗项目管理能力的学生；利用医

和实习实践课程，使学生有机会操作和掌握技能。

学院校的师资、医疗资源开展跟师传习、传习基地实

（2）聘请非遗项目传承人授课。聘请传统医药

践，能使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掌握传统医药非遗的

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开设选修课，具体介绍该代表性

知识与技能。通过开展高校教育与传承，培养一批

项目的传承内容、传承方式、项目特点、管理方法等，

复合型人才，有利于传统医药非遗的申报、保护、传

使学生对传统医药非遗项目有更直观的了解和感

承和开发。

受，深入学习如何保护、管理和开发非遗项目。

3 对医学院校开展传统医药非遗教育与传承工作
的建议

3.1 挖掘和开拓内涵研究

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文化内

涵和中医的生命观、疾病观、养生观、治疗观、用药
[3]

（3）充分开发隐性课程。隐性课程的开发有助
于学生充分发挥能动性自主学习，积极参与传统医
药非遗的实践活动。设置隐性课程包括：①挖掘和

抢救古籍的主题实践：抢救传统医药古籍，是挖掘和
开拓传统医药非遗内涵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应鼓励

观、制药观等 。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传统医药非

医学史、医学文献、医古文等专业的学生积极加入到

遗所保护的核心随着实践经验的累计不断丰富、完

挖掘和抢救古籍的工作中。②收集传统医药知识：

善、更新，这些理论宝藏有些蕴藏在古籍中，有些只

许多知识尤其是少数民族以及散落民间的传统医药

能靠师徒承袭、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在传承知识

知识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传承，目前许多传统知

与医学实践的过程中，对自然、人体的认识不断深

识都面临消亡的危险，应鼓励医学院校的学生利用

化，许多传统医药的理论宝藏仍有待我们去继续挖

寒暑假等课余时间，通过田野调查、采访、文献法等

掘。挖掘和开拓传统医药非遗的内涵研究，主要从

研究方法，收集和记录传统知识。③鼓励学生以创

以方面度开展：

新创业的形式开展传统医药非遗的保护开发工作。

（1）传统医药理论的价值体系。挖掘和创新传

④成立非遗社团：通过学生社团的形式凝聚力量，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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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对非遗保持浓厚兴趣的学生，开展相关的实践活

地域的传统医药有不同的流派与特色，与相关的企

动，传播与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优秀的传统文

业、地方政府部门合作，通过实地教学、技艺传承等

化。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社团组织既可以让社团成

方式，可以扩展高校传统医药非遗教育与传承的途

员在体验中增强保护意识和传承能力，还可以通过

径与维度。

有声有色的活动激发其他同学的兴趣，使得他们也

4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4]

投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

随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工作的开

3.3 构建多维度的传习系统

展，各高等院校逐渐涌现出一批从事非物质文化遗

在传统社会，知识的传递与转移主要发生在家

产的教学、科研人员，为高校的非遗教育与传承工作

族内部或师徒之间。随着传统传承习俗的衰落，非

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非遗的学科建设起步相对

遗的传承也面临断层的危机，传统医药非遗同样面

较晚，师资队伍建设还不完备，专门从事传统医药非

临这个问题。传统医药的传承工作，最根本的落脚

遗研究的更是屈指可数。医学院校应从以下几个方

点也在于能否培养出优秀的传统医药人才。高等医

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一是加强传统医药非遗教学、

学院校能否通过校园教育与传承，创新传统医药人

科研的人才培养，完善师资队伍建设，制定人才引进

才的培养模式，是破解这种知识财产的私有性与知

计划，多渠道、多层次引进人才，组建一支具有领军

识的惠益分享之间矛盾的突破口。通过以下几种方

人物、多层次的师资队伍，凝练研究方向。二是聘请

式，
构建多维度的传习系统，
创新教育与传承工作。

非遗传承人、非遗项目管理人员、文化部门工作人员

（1）开展师承教育。传统医药在诊疗过程中主

等有资历、有经验的人员担任兼职教师、参与课题研

要依靠医生对知识的把握和实践，没有依赖大量的

究。三是加强在岗人员培训，提供进修机会，
通过讲

技术中介。因此，传统医药的疗效，在很大程度上依

座、沙龙等形式加强教师交流，发挥中青年科研人员

赖医生的医术。医学院校可与传统医药代表性传承

的中坚力量，打造一支结构、层次合理的师资队伍。

人合作，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传承人工作
室、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
室等载体合作开展师承教育，学生通过拜师、跟诊、
实习等方式，长期、固定跟随导师，才能学习到精髓，
才能促进传统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2）探索学校与企业、学校与地方的合作，寻求
与保护主体之间的互动。高校
“非遗”传承教学基地
更要着力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以求突破机制、体制
上的瓶颈，促进高校非遗传承教学基地校企合作向
[5]

纵深发展 。通过搭建学校与保护主体资源共享与
合作平台，建设传承教学基地，使学生有机会与企
业、地方相关部门接触与合作，掌握传统医药非遗的
一线情况，
增进对知识的运用、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的理解。同时，遗产必定与一定的地理环境和地方
发生联系，其存在与延续有赖于“地方性知识”。因
此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专业化教育与地方社会的发展相结
合，显得十分重要 [6]。传统医药非遗也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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