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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pplied talents, there is no mature and well-functioning training mechanism and training mode
for the cultivation. With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society of at present, in particular, the issue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cultivation in medical healt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obvious,
and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solve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and
outstanding problems in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ersonnel training, teacher team building,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needs, it is necessary to
reform the concept of training talents,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teachers, update the training methods
of talents, and pay attention to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 and constantly update the teach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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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前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运作良好的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尤
其医药健康方面应用型人才培养问题日渐明显，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解决该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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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矛盾和突出问题，实现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经济社会需求的协调发展，需要改革对人才的培养
观念、调整师资结构、更新人才培养方式、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及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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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药健康关系全人类的问题，本人主要从事的是医药健康教育中药物化学的基础教育，发现在教学
过程中目前基本重视理论教学，对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本人对药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
相应的改革探索。而作为药物开发基础层次的药学学生的应用型人才培养[1]至关重要。因此药学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改革势在必行；同时发展应用型教育是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需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客观需要，促进人的个性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高等教育[2]大众化的应有之意。在国内，由于大规
模培养应用性人才的时间还不长，尚未形成运作良好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从目前情况看，
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整体不强。随着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和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日
益加快，应用型人才培养问题日渐凸显，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3]-[9]。为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满足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提出了从人才培养观念、调整师资结构层次、更新人才培养方
式、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及不断更新教学内容等方面的改革探索。

2. 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改革探索内容
2.1. 改革高校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观念
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主要是地方性院校，一部分是近年来由高职高专院校升格形成的新建本科院校，
另一部分是原来的精英化教育背景下的普通院校。但沿袭下来的精英化教育理念和培养方式不能适应大
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学科为基础，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突出“应用性”。因此，无论是新升格的院校还是原来的普通院校，都应积极转变
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大众化背景下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变人才培养模式。
如何培养适应大健康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只有全社会在改革人才培养观念的前提下，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高校的主体作用和社会的参与作用，建立“优势互补、利益共享、责任共担”
的人才培养机制，同时改变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有效解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实现人才培养与学生全面发展、社会需求的协调发展。摒弃高校唯理论的教学思维，充分调动学生的发
散思维，提升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引导学生注重实践。

2.2. 调整师资结构
对于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不仅需要教师具备较强理论功底，还需要较强的实践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药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面临适合的教师数量不足及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是
应用型药学教师队伍建设迫在眉急。为此，药学应用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应从人才引进、自身培养及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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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方面，调整教师队伍建设的机制和模式。基于现在进入高校的教师基本都是刚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或
博士研究生，没有实践经验，而我们现行进人机制围绕唯文凭开展，一味地看应聘人员的文凭，没有考
虑新近教师的实践能力；同时对教师的激励机制也有缺陷，关键在于制度的制定，当有硕士研究生或博
士研究生作为人才引进后没有相关的制约机制，使得这些人才停留在理论水平阶段，而没有鼓励和倡导
专任教师到相关产业和领域一线学习交流，获取与专业相关的行业从业资质。在教师聘用、业绩考核、
职称评定等方面，充分考虑“双师型”教师的特殊性，激励教师重视自身实践能力、教学研究和应用科
研能力的培养，为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师资队伍保障。

2.3. 更新人才培养方式
应用型药学教育的发展有利于药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和多样化。高等教育体制原来是在实行高度
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培养人才的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比较单一，基本是培养学术型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世纪年代知识经济的到来，社会对人才类型与规格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人才的
单一性很难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在区域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人才培养的规格单一化与社会对人才
类型与规格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矛盾凸显的同时催生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得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全人类对健康的需求尤为突
出。这样一来药学应用型人才为培养就显得格外重要，因此致力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积极开展应用
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将在较大程度上改变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规格单一化倾向，
对深化高等教育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我们要遵循社会发展需求改革培养方式，以学术型为重的培
养模式转成学术兼并应用的培养模式，致力于培养具有实践经验的应用型新型人才。

2.4. 重视实践教学环节，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基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要求，药学应用型教育日益成为我们身心健康的基本要求，因此
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在大数据时代，我们注重大数据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更应重视实践教学，
通过大数据浓缩出来的理论数据需要实践去检验。而大数据是当今社会的新兴事物，尤其是在药物开发
方面，利用大数据可以为我们的健康生活带来巨大的益处，特别是新药开发会缩短大量时间，因此我们
的更上社会发展步伐随时更新教学内容。而这种新内容大家都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就需要老师引导学生
重视实践内容，为这类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

3. 结语
健康问题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而作为药物开发基础层次的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就显
得至关重要。通过改革对人才的培养观念、调整师资结构、更新人才培养方式、重视实践教学环节及不
断更新教学内容来实现药学应用型人才培养；同时也为学生在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建立一个好的思维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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