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湘大地，承岐黄仁术；
湘江之畔，传大医精诚。

自 1960 年开办本科教育
以来，湖南中医药大学始终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坚
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始终
秉持“文明、求实、继承、创新”
校训精神，始终坚持质量办
学、特色办学和开放办学理
念，始终致力于高层次人才培
养、高水平科学研究、高质量
社会服务和先进文化的传承
创新，积极主动抢抓机遇，坚
定不移深化改革，已初步建成
为一所国内知名、特色鲜明的
教学研究型大学。

乘风破浪创一流，勇立潮头唱大
风。

党的十九大以来，湖南中医药大学
始终突出思想引领，夯实党建基础，强
化思政实效，已形成“标杆引领、样板带
动、标兵示范”的推进格局。成功入选
湖南省“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
校，人文与管理学院党委及其第二职工
党支部分别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
系”培育创建单位和“全国党建工作样
板支部”培育创建单位。

同时，学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深入推进内涵式发展，不断提
升学科专业水平。中医学、中西医临床
医学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中医学入选省“国内一流”建设
学科；中西医结合、药学入选省“国内一
流”培育学科；中医诊断学在“中国研究
生教育分专业排行榜”中，排名全国第
一。

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要求推
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
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发挥中医药
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
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力量。

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
要历史关口，这也是中医药文化重新绽
放的最好时代。

“在民族走向复兴的当下，中医药
大学的发展需要具备国际视野、行业自
信和为民情怀，才能坚守中医之初心，
寻得育才之良方，探求发展之路径。”学
校党委书记秦裕辉表示，今天的世界正
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今天的中国
正在坚定地走在复兴之路上，站在新时
代的风口，湖南中医药大学将立足湖
南，服务全国，面向世界，为早日建设成
为同类一流、国际知名、中医药特色鲜
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水平教学研究
型大学而努力奋斗。

甲子奋斗喜结硕果，不懈奋进再启
新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今日的湖
南中医药大学，正载着沉甸甸的荣耀和
使命，重新扬帆起航，起笔书写新的传
奇，新的史诗。

这是对历史奋斗的致敬，更是对未
来奋起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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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大地，上古神农尝百草，医泽万世；张仲景开“坐堂”之先河，为

一代医圣；孙思邈龙山采药、著书立说，显药王风范……

湘水之畔，古城长沙，湖南中医药大学穿越本科教育60年风雨，展杏

林芳华。四大校区、18个学院，16个研究中心（所），3所直属附属医院，

15所非直属附属医院，逾2万名莘莘学子力学笃行，孜孜不辍，谱写着新

时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华丽篇章。

■ 柏 润 焦珞珈 万 颖

杏林吐芳华 甲子从头越
——喜迎湖南中医药大学本科教育 周年6060

教育报国，造湖湘样本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1934年，
在“中医极端落后，应该削减和淘汰”的质
疑声中，湖湘名中医、中药界人士合力创
办湖南国医专科学校。1934 年至 1941
年，学校在战乱中辗转长沙、衡阳，却为国
家培育了任应秋、谭日强等一批中医药领
域的承前启后者和重要的师资力量。

1960 年 11 月 1 日，湖南中医学专业
的高等教育学府——湖南中医学院成
立。1978年，为“振兴中医”，学院果断向
全省敞开大门，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中医
药人才，迅速在全国中医药院校中声名鹊
起。

1979 年，作为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

1981 年，成为全国首批招收境外学
生的高等中医药院校。

学校的中医诊断学、方剂学、针灸推
拿学等多个学科在全国崭露头角。1983
年至 1984 年，湖南中医学院连续主办全
国中医诊断学师资培训班，为全国培养了
一支最早的中医诊断学优秀师资队伍和
骨干人才队伍；1986年，学校拿下全国第
一个中医诊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1990
年，原湖南科技大学成建制并入湖南中医
学院。

1999 年，国家人事部正式发文批准
学校成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006 年 2 月，教育部正式批准湖南
中医学院更名为湖南中医药大学。

2009 年，“中药超微饮片研制与开
发”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湖南省在中医药、中西结合
研究领域获得的首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

2012 年，湖南中医药大学进入本科
一批录取序列。

2016 年，率先启动本科教学审核评
估工作，获得国家教育部高度认可，是湖
南省首批通过审核评估的高校。

2018年，成功跻身湖南省“国内一流
建设高校”序列。

弦歌不辍一甲子。一批又一批意气
风发的青年从这里奔赴五湖四海，以医术
报国，传大医精诚。

薪火相承八十余年，一个又一个第
一。复萌于新中国，倾三湘杏林全力打造
的湖南中医药大学，交出了传承与发展数
千年湖湘医学的答卷。

奋勇开拓，扬中华国粹

“学术无分国界，贵能适应；凡事
可顺潮流，惟勿盲趋。取人长以补己
短，是适宜也；炫人短而弃己长，是盲
趋也。”湖南中医药大学校刊发刊词，
以朴实、殷切姿态，阐述捍卫与复兴中
医学术与传承的本心，至今发人深省。

源远才能流长，根深方能叶茂。
科研历来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源头
活水”。

近年来，学校着力打造“大平台、大
团队、大项目、大成果”，大力建设国际
国内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以“院士工
作站”为抓手，聚焦中医药科技前沿，服
务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和经济发展，主
动破解关键问题，实现了国家科学进步
奖和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突破。

学校开发中药新药72个，科技开
发和新药转让费达1.3亿元。学校牵
头研发的古汉养生精、四磨汤、妇科千
金片、驴胶补血冲剂等知名中药品牌，
成为省内外十多家中药生产企业、多
家上市公司的拳头产品，累计产值超
过200亿元。

学校现有国家级科研平台 3 个，
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56个，承担各级
各类项目2318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2 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2项。

坚持开放式办学是高校可持续发
展的“制胜法宝”。作为全国同类院校
中首批招收港澳台学生、外国留学生
的高校，湖南中医药大学始终坚持开
放办学理念，不断拓展国际合作领域
和交流项目，现有留学生近600余人，
遍布世界25个国家和地区。

欧盟框架计划——中国健康领域
国内首个联络点成功落户；与韩国圆
光大学共建全球首家研究型“孔子学
院”；紧跟“一带一路”倡议，与巴基斯
坦卡拉奇大学联合成立“中-巴民族
医药研究中心”，助推中成药“银黄清
肺胶囊”在巴基斯坦通过临床试验，成
为中国首个在巴基斯坦上市的中成
药；学校传统养生功法巡演团受国家
汉办特派，先后三次赴北欧、日韩、东
南亚巡演，将拥有千年历史的湖湘文
化名片——西汉马王堆导引术、传统
养生功法向世界推荐……

近年来，学校对外合作与交流跑
出“加速度”，让中医国粹快速走向世
界，让更多人感受中医药的魅力，传承
和弘扬中医国粹的队伍不断发展壮
大。

授业济世，育芝兰满庭

“湖南中医药大学作为省内唯一
一所中医药高等学府，经几代湖湘中
医英才接力建设，是对湖湘五千年医
脉的传承和发展，也是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国医殿堂。”湖南中医药大
学校长戴爱国表示，中华医药学传承
之使命，是责任，更是动力。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医者，以
仁心行仁术也。

在建校之初，学校的初创者们就
提出：医药学传授须得“教学实践两相
长”，方能孕育名医大家。

昔日张牧庵、吴汉仙、黄菊翘、郭
厚坤等医药界名流，悬壶济世，弘扬国
医；“中医泰斗”任应秋学识渊博、集医
哲史于一身；声名远播的“湖南中医五
老”李聪甫、谭日强、刘炳凡、欧阳锜、
夏度衡，都是这一理念的身体力行者。

师资力量是高校的“点金石”。湖
南中医药大学1876名在职教职工中，

有博士生导师 105 人、硕士生
导师 492 人，全国人大代表 2
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72 人，

“国医大师”3名，国家“万人计
划”教学名师1名，“长江学者”
1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4 名，“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2人、国家级优
秀教师 3 人，全国中医药高等
学校教学名师 2 人，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 2 人，“白求恩”奖
获得者1名，“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1 名……一代代名
师名医前赴后继，开拓奋进。

教学质量是高校的“生命线”。学
校设有 26 个本科专业，涵盖医、理、
工、管、文等5大学科门类。现有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 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
位授权点3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7个。学校建有国
家级实践教学示范中心 1 个；国家级
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 个；获批
国家级及省级特色专业11个，国家级
及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6 个，国家
级及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8 个
……一次次突破令人侧目，心生敬佩。

近 5 年来，在校学生先后获得国
家级奖励 100 余项、省级奖励 150 余
项、名列全国医药类本科院校学科竞
赛排行榜前八、全国中医药院校学科
竞赛排行榜前三。

60 年栉风沐雨，薪火相传；60 年
桃李盈门，芝兰满庭。

创校至今，学校为社会培育了15
万余名遍布海内外的精英人才，最集
中最闪亮的群体之一便是中医医生。
据不完全统计，60年来，湖南中医药大
学培养了 1000 余名县级以上医院管
理人才和湖南省85%以上的中医骨干
医生，成为湖南地区乃至华南片区中
医医资的摇篮。他们从繁华都市，到
边远基层，或远渡重洋医行万里，传承
精华，守正创新，为健康中国建设助
力，共同擦亮中医文化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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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
医药大学周
贻谋教授、
胡 天 雄 教
授、肖佐桃
主任医师、
周衡副教授
在研究马王
堆出土有关
文献资料。

湖南中
医药大学代
表队获中国
大学生服务
外包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
一等奖。

荣获中
华人民共和
国国际科学
技术合作奖
的巴基斯坦
Atta 院士在
中国首个外
籍院士工作
站落户湖南
中 医 药 大
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5·12护士节活动。 (本版图片由湖南中医药大学提供)

湖南中
医药大学留
学生参加国
际交流大使
选拔赛。

园林式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