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简介

广西中医药大学创建于 1956 年，其前身是 1934 年成立的广西省立南宁区医药研究所，是我

国 5 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唯一独立建制的高等中医药院校。2012 年 3 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

正式更名为广西中医药大学，也是国家中西部基础能力建设高校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广西

壮族自治区共建高校。

学校以中医药学科为主，医、理、工、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具有鲜明中医药、民族医药特

色，产学研医紧密结合、对外交流合作优势突出，有仙葫、明秀 2 个校区，总占地面积 1310.99

亩。设有 16 个学院，3 个直属公共教学部。有 14 所附属医院(其中直属附属医院 3 所，地

方附属医院 11 所),1 所附设中医学校，1 家校办制药厂。

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学校拥有一支教学经验丰富，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有专任教师 1069 人。专任教师中正高

职称 260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有 474 人，有博士生导师 42 人、硕士生导师 685 人。现有国

医大师 1 人、全国名中医 2人、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 2人，“长江学者”2 人，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2 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 14 人，全国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老师 32 人。

学校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的育人观，坚持教学中心地位，大力实施“人才强校、质量兴校”

战略。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5000 多人，有本科专业 27 个，其中有国家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3个、卓越医生(中医)教育培养计划改革试点项目 2个、省级优质特色

专业(群)9 个、省级特色专业及实验实训教学基地(中心)一体化建设项目 8个。

学校是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有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1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6 个，博

士专业学位类别 1 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4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学科 43 个，是硕士

研究生推免资格高校。

科学研究成果丰硕

学校以中医药、壮瑶医药研究为重点，加强科研创新基地与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广西中医药

科学实验中心是全国中医药民族医药最大的创新共享平台之一。有 3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研究室，4 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研三级重点实验室，4个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实

验室，8个广西高校重点实验室（含培育），4个广西卫生健康委员会重点实验室（含培育），

4个校级国际联合实验室。拥有院士工作站 1 个，广西协同创新中心 3 个，广西壮族自治区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个，广西壮族自治区工程研究中心 1 个、高校-国家级技术转移机构合

作平台 1 个，自治区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1个，校地校企共建科技创新平台 2个，省级高端

智库 2个。1970 年开始，赵一教授参与屠呦呦“523”的疟疾防治科研项目工作，在青蒿素

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韦贵康教授提出的“脊柱相关性疾病及颈

性高血压学说”，邓家刚教授的“化学中药学说”，刘力红教授的《思考中医》均在行业内

具有广泛影响。



社会服务优势明显

学校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求发展”，积极投身地方经济社会主战场。

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以学校第一附属医院、附属瑞康医院、制药厂为依托，学校有 36 个国

药准字号药品、200 多种院内制剂、10 多种成果转化产品，复方扶芳藤合剂、龙血竭、芒果

止咳片已成为广西中医药大学制药厂的拳头产品，青蒿素、绞股蓝等系列产品也为广西多个

制药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文化传承创新显特色

学校循本而开弘，始终把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近年来，学校重点建设了

一批特色鲜明、实力雄厚的人文学科研究基地，促进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学校对壮医药进行挖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以“阴阳为本”“三气同步”

“三道两路”为核心的壮医学理论体系，挖掘整理了一批以壮医药线点灸为代表的临床诊疗

技术，创立了壮药质量标准体系，先后编撰、出版了《壮族医学史》《中国壮医学》《壮医

药线点灸疗法》等系列壮医药学术专著与教材。

学校重视弘扬与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医药文化，在仙葫校区建设中，以现代化、园林

化、生态化、网络化和特色化为总体要求，把仙葫校区建成起点高、前瞻性强、具有鲜明中

国传统文化、中医药、民族医药特色的园林式现代化校园。

明秀校区医药会展中心是广西高校中唯一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展出中医和民族医药特

色的各类标本、图片 13000 多件；国医大师班秀文陈列室、古代名医墙、汤歌苑等，将专业

性、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和实用性融为一体，充分展示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的独特

魅力。

国际交流合作广泛

学校 1976 年开始培养留学生，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东盟传统医药交流合作中心人才

培养基地。学校先后与美国、德国、加拿大等 25 个国家或地区的 94 所高校或机构建立交换

访学、进修合作关系，架起了与国际医药界教育、医疗、科研等合作的桥梁，为促进中医药

国际化，加强文化交流，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港合作

学校先后与香港大学中医学院、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华

东华三院社区书院、香港医院管理局、香港博爱医院等高校和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2019

年，香港前特首、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莅临我校考察，并与在校香港学生亲切座谈，梁

主席对我校取得的办学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校与香港特区驻广西联络处开展广泛合

作，每年共同举办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帮助香港学生适应本地生活，推动港生与内地学生

交流融合，为港生拓宽就业渠道，提供各类就业信息和发展机遇。

学校将秉承“弘毅自强，传承创新”的校训精神，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办学水平，

立足广西、面向全国、辐射东盟、走向世界，力争建设成为以中医中药学科为主体，医、理、



工、管兼容，产学研结合突出、民族医药特色鲜明、人文精神高贵的国内知名、区域一流的

综合性中医药大学，成为培养综合素质高、创新创业能力强的应用型中医药民族医药人才及

其他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基地，成为壮瑶等民族医药科研创新及其文化传播中心，成为促进区

域医疗健康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专业介绍

一、国际传统中医班

基本学制：五年

学位授予：医学学士

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医药发展特点，学校于 2008 年将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开设

了国际传统中医班，其特色之一是在系统掌握中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基础

之上，增设“拜师”——师承带教的课程内容，吸引了不少香港学生。国际传统中医班现已

举办 13 届，入读香港生有 300 余名，毕业生中已有多名考取香港注册中医师资格。

本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有：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广西常见中草药、中药饮

片识别、方剂学、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选读、温病学、现代医学基础类课程，中西医内、

外、妇、儿、五官科及中医骨伤科学、针灸学、手法医学等。

二、中医学

基本学制：五年

学位授予：医学学士

本专业为学校传统品牌专业。学校 1964 年恢复中医学专业本科教育，1976 年开始培养外国

留学生，1979 年首次招收硕士研究生，1999 年以来，先后与 7 所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2009 年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3 年成为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2014 年获省级

优质特色专业，2015 年获教育部卓越医生（中医）教育培养计划项目。2019 年中医学专业

开始招收博士生，2019 年获得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本专业学科优势突出、中医药民族医药特色鲜明，着力培养具备有良好人文、科学和职业素

养，有较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强，具有一定创新

精神，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需求，以及与医学科学进步相适应的应用型中医药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伤寒论、金匮要略、内经选

读、温病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针灸学

等课程。

三、口腔医学

基本学制：五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学校自 2002 年起开办口腔专业本科教育。该专业开办以来，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

导向、岗位为前提、能力为重点、素质为根本”的办学理念，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改善

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规范教学管理。目前，口腔专业已成为

学校教学水平较高、办学实力较强、教学管理规范、有一定专业特色的专业。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职业素养，系统掌握现

代口腔医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科学方法，熟悉口腔医学相关的自然科学、基

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口腔常见病、多发病的

诊疗、修复和预防保健的基本能力；具备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和较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在

上级医师的指导与监督下，从事安全有效的口腔医疗实践，能在基层医疗单位、学校、企业

从事口腔医疗专业相关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口腔医学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人体系统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病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口

腔解剖生理学、口腔组织病理学、口腔材料学、口腔影像诊断学、牙体牙髓病学、牙周病学、

口腔粘膜病学、口腔预防医学及儿童口腔病学、口腔颌面外科学、口腔修复学、口腔正畸学、

口腔种植学等。

四、针灸推拿学

基本学制：五年

授予学位：医学学士

学校传统优势专业。学校针灸推拿学学科源自 50 年代末中国著名针灸专家朱琏“缓慢捻进

针法”等为特色的朱琏学派。1985 年起开始招收针灸推拿学专科生，1989 年招收针灸推拿

学专业本科生，1993 年起独立招收硕士研究生，2019 年起独立招收博士研究生。经过多年

的建设，学针灸推拿学专业已形成了“经典与实践并重，传承与创新并进，科学与人文并融”

的办学特色，在区内外乃至周边国家和地区具备一定影响力。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职业素养，有较为深厚

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较为系统的针灸推拿及其相关学科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

有坚实的中医经典基础、较强的中医思维和扎实的针灸推拿临床实践能力，并且掌握相应的

科研方法和一定的地方特色医疗技术手段，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同时具有较强的

传承能力与创新精神；毕业后能在医疗卫生领域从事针灸推拿相关的临床、预防、保健、康

复等方面工作，或在中医教学科研机构及其他行业相关岗位从事针灸推拿的教学、科学研究

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针灸推拿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经络腧穴学、刺法灸法学、

针灸治疗学、针灸医籍选、推拿学基础、推拿手法学、推拿功法学、推拿治疗学、伤寒论、

金匮要略、内经选读、温病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骨伤科学等。

五、康复治疗学

基本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学校自 2011 年起开办康复治疗学本科教育，目前是学校新兴的优势特色专业。本专业充分

依托和发挥地方民族医药的优势和特色，坚持将中医特色康复治疗技术融入现代康复医学理

论体系，注重现代生物工程在传统中医药中的交叉融合与应用，明确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专

业知识结构，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创新具有地方民族医药特色的实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至今已为广西培养了 260 多名优秀本科康复治疗学专业毕业生，为国家和广西经济社会发



展、康复事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本专业培养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职业素养，具备扎

实的现代医学、康复治疗学基础理论以及较强的康复实践技能；具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及

职业道德，能够从事康复评价和康复治疗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拥有医学人文精神和敬业的专业态度，掌握基础

医学、康复治疗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掌握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语言治疗、

中医传统康复治疗等康复专业技术，具备终身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一定

科研发展潜能，毕业后能够在各级医疗机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民政，教育等相关机构及

政府管理部门致力于教导患者、公众和下一代，能从事康复治疗服务、教育，科研、管理等

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人体系统解剖学、运动生理学、病理学、人体发育学、康复医学概论、作业

治疗学、神经康复学、物理治疗学、语言治疗学、康复功能评定学、传统康复方法学、诊断

学、内科学、推拿学、针灸学等。

六、中药学

基本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我校传统优势特色专业。学校 1964 年开始中药学专业学历教育，1975 年开设大专班，1977

年开始本科教育，1998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8 年获得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5

年获自治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专业、2017 年完成国家本科专业认证，中药学科 2018 年

获批自治区级一流学科，2019 年获广西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自开设本科教育以来，适应

时代发展、国家与地方对中药学专业人才的需求，立足广西、面向全国、辐射东盟，为广西

区域和国家经济社会的中医药民族医药事业及大健康产业发展，培养中医药国际化的应用型

高素质人才。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良好的人文、科学和职业素养，较为系统的

中药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具有中医药思维和科学思维，并且掌握相应的科学

方法与技术手段，具有一定的中医药文化知识和壮医药知识，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

力，具有良好的中医药传承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具有一定的创新、创业精神，能够在中药

生产、检验、流通、药学服务、研究开发等领域从事标准化中药材生产与鉴定、中药炮制与

制剂、中药质量与分析、中药经营与销售、中药药理与安全性评价、中药临床合理用药及中

药新药研究与开发等方面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专业主干课程：生物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仪器分析、药理学、

药用植物学、临床中药学、中药化学、中药药剂学、中药鉴定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理学、

中药分析学、药事管理与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