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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药学专业建设的思考

陈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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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高职高专药学专业，从专业设置应符合社会需求、课程体系设置应符合培养综合能力的原则等六

个方面提出了专业建设的措施，希望能够突出高职高专药学专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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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具有丰富的药材资源，药材的数量和存储

量都非常大，丰富的资源促使了药品企业的建立，药

品企业的发展增大了对药学专业人才的需求。另

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生活理念的影

响，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也为高职高

专药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前景。而药品

企业中执业药师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分布上都不能

够满足药学事业发展的需求，执业药师存在一个较

大的缺口，高职高专培养的就是服务于社会一线的

人才，因此，高职高专院校应该抓住市场机遇，加强

对药学专业学生的培养，不断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学校在专业建设上

应该突出高职高专特色，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1 专业设置应符合社会需求

高职高专院校培养服务于社会一线的专业技能

型人才，因此社会的需求应该是专业设置的主要依

据，这样才能保证学生的就业率。专业设置是社会

需求和学校教育相结合的结果，反映了学校对社会

的适应程度，高职高专院校在设置专业时应该深入

进行市场调查，药品行业是按照国际标准划分的十

五类国际化产业之一，发展非常快，第四届亚太地区

医药产业圆桌会议预测 2010 年我国会成为第五大

医药市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人们的生活水平

得到了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更加关注生命

健康问题，因此，药学专业发展的市场前景是很广阔

的。高职高专院校应该把人才的培养与社会背景相

结合，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学科优势，根据药学专业

时代性、综合性、交叉性强等特点，培养出社会需要

的高素质、高技能专业型人才。

2 课程体系设置应符合培养综合能力的

原则

根据市场调查发现，近些年来社会对高职高专

药学专业学生的需求主要分布在药物生产技术、制
药工程技术、药品营销技术、药品使用技术、医院临

床药师、药房药师等岗位，这些岗位不仅要求学生具

备执业技能，对综合能力也有一定的要求，针对市场

需求，高职高专院校可以制定大专业、多方向、模块

化的课程教学模式，以大药学专业为基础，分化出制

药工程、药品营销、临床药学三个专业化方向，在学

生毕业之前，根据学生的就业方向和未来的工作内

容设置专门的方向课，培养学生的药物生产技能、药
物使用技能、药物营销技能等，结合校内校外实践学

习环境对学生进行专业能力的训练，满足学生不同

的就业需求。高职高专的理论课程虽然不像实践教

学那样重要，但也有其本身的作用，学校应该结合课

程体系设置理论教学内容，把一些与岗位脱节、重



复、过难、过深的内容去掉，精简理论教学的内容，增

设临床药理学、制药工程学、药品营销学、药事管理

与法规等学科，使药学专业更加具有实用性，能够更

好的指导学生实践［1］。

3 在实践教学中提高学生专业素养

实践教学环节是高职高专药学专业建设的重中

之重，也是核心环节，直接关系到学生职业能力的培

养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学校应该建立多样化的实

践教学体系，提高实践教学效率。药学专业学生未

来的工作方向主要是药厂、医院、医药企业等，学校

可以设置成有机化学、药物分析、药剂学等实验课

程，先让学生学习实验操作，然后再参加理论考试;

对职业学院的学生来说，动手能力比理论知识要重

要很多，也是用人单位首先考虑的因素，因此，在实

践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给学

生更多的时间进行实验操作，可以按照班级建立开

放实验室，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可以进行课外练习，

每一个学期可以举办操作技能等比赛，培养学生动

手操作的兴趣和能力; 建立健全实践考核体系，实践

考核体系是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检验，在检验中能够

发现学生实践能力的缺点和弱点，采取措施进行改

正和加强，实践考核体系应该在坚持公平公正原则

的基础上，体现出学生的差异性，以课堂考核和课外

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践能力测评，保证测评结

果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出学生的实际水平［2］。

4 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

高职高专药学专业建设与教师队伍建设是分不

开的，教师的职业素质对学生学习知识、学习做人都

有重要的影响，职业学校的特点决定了教师不仅要

具备理论知识功底，也要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才能

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药学专业建设应该致力于建

立双师型的教师队伍，推进课程改革。学校应该严

格教师的上岗制度，专业教师应该具备多年的从业

经验，或者具有企业工作经验，鼓励教师考取相关资

格证书，如执业药师、职业中医师、职业中药师、职业

技能鉴定考评员等等，使教师的整体素质得到有效

提高。学校应该积极引进和培养从企业、医院、科研

单位工作过的，既具备理论知识又具备实践经验的

技术人员来担任教师，按照双师型的标准来引进人

才［3］，对于从企业、医院过来的教师上岗前需要进

行岗前培训，使教师适应高职高专院校的办学思路，

对于没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经验的教师，应该增加教

学经验的年限，并安排教师去医院或者企业实习半

年以上的时间，鼓励青年教师考取研究生学历，加强

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定期举行教学研讨会，促进

教师教学经验的交流与新课题的开发。

5 通过校企合作实现产学研结合

校企合作是高职高专院校发展的重要方向，高

职高专院校着重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对于实训

室建设、器材设备、药材物品等的采购都需要大量的

资金，对于学校规模不是很大的学校来说，学校需要

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如果实践教学设施供应不上，

就会严重影响实践教学，通过校企合作，学校能够缓

解资金压力，安排学生去企业实习，不仅切实锻炼了

学生的实践能力，还有利于企业储备人才，是一个互

惠互利的合作。学校应该实施产学结合的教学模

式，分布安排学生在学校和企业进行实习，不仅为企

事业单位、医院提供了选择优秀学生的机会，也使学

生能够更快的进入到工作状态中去，校企合作时最

理想的产学结合方式，通过校企结合，学校能够更深

入的了解市场需求，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教师和企

业人才可以多沟通与交流，促进双方发展［4］。

6 加强教学中对学生的管理

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无规矩不成方圆，学生职

业能力的提高和教学管理是分不开的，教学管理包

括课堂教学管理与实践教学管理。加强课堂教学管

理，在上课前教师应该履行学校规定的教学检查制

度、点名制度、教学质量评估制度等，课程结束使完

成课程教学小结表、试卷质量评估表等; 加强实践教

学管理，实践教学相对于理论教学来说具有一定的

危险性，应该严格管理，落实实践教师、技术人员责

任制，严格按照学生守则开展课程，培养学生良好的

实验习惯，在实践过程中，教师和技术人员应该尽量

满足学生的需求，教师和技术人员也要对学生提出

要求，比如在实验前要填写预实验报告、准备实验记

录、预习报告等，在试验中教师记录学生对实验的掌

握情况，在试验后教师和技术人员做好工作日志，学

生填好值日生登记表等。

7 总 结

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与市场需求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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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药学专业学生的发展，高职高专院校应该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设置专业，以培养能力为原则设

置课程体系，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使药学专业的学生

能够为我国药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The Ｒeflection on the Pharmacy Construction in High Vocational Colleges
CHEN Xiaosan

( Chinese Herbal Medical Company of Huanggang Huanggang Hubei 438000，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the vocational Pharmacy from professional setting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needs of so-
ciety，the curriculum system settings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 of cultivating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six
professional building measures，and want to be able to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vocational Phar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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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Ｒeflection on the Classified Education
of the Course Programing and Processing of CNC La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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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xamples of system of“teaching － learning － doing”in the course of Programming and Process-
ing of CNC Lathe，the reason of classified teaching ，the feasibility of carrying it out，and check and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effect，to how to make students of
different level devote to the class，we got a very good result that the students are more interested in the course．
From teaching practice，how to set a item task with a strong aim to make students of different level to learn some-
thing is explored，from which good result is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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