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文化》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代码

（Course Code）
PM348

*学时

（Credit
Hours）

32 h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中文）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

（英文）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ese Culture

课程性质
(Course Type) 通识核心课 (general education)

授课对象

（Audience）
在读本科或硕士留学生 （Foreign students for bachelor or master

degree）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Chinese)

*开课院系

（School）
药学院 (School of pharmacy)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汉语语言 (Chinese language)

授课教师

（Instructor）
彭崇胜(PENG CHONGSHENG)

课程网址
(Course Webpage) www.cnmooc.org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旨在介绍中国传统医药特色理论、思想及其产生、发展的自

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医药养生原理与方法等。其性质是通识教育类课程，贯穿通识教育

理念和思想。

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中医药学历史纵览，中医药阴阳五行学说、藏象经络学说和药性理

论，中医药学文化基因-易文化、道文化、儒学思想，中医药养生文化。课程内容还将包

括历史上重要医药学家的生平贡献及主要思想的剖析、中医药博物馆实地讲解和药用植

物园学习实践。中医药学经典著作采取选择性阅读并撰写读书报告的方式完成学习与测

评。

课程教学目标：使选修学生了解中医药的发生发展及其文化背景；掌握中医药主要理论、

学说的核心思想及中医药特色语言；学会用中医药养生并能识别部分中草药。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e 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hinese Culture is designed to

introduce the theories, thoughts, origi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backgroun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s well as health maintenance by TCM. The

course is designed for general education.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mainly include following aspects,a) overview of TCM

history; b)theories of YinYang, Zangxiang,Jingluo and drug properties,c)the

culture genes of TCM-Yi culture,Dao culture,Confucius; d)health maintenance by

TCM; e)introduction of key TCM doctors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CM; f)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TCM museum and botanical garden;g)reading TCM classics and report

writing.

The major aims of the course are to let learner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background of TCM origin and development, grasp the core thoughts of TCM theories

as well as special words for TCM, learn how to keep health by TCM.



课程教学大纲（course syllabus）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中医药产生、发展的基本过程 （to have the knowledge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CM）

2．掌握中医药学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和药性理论的核心思想 (to

grasp the core ideas of TCM YinYang, WuXing, Zangxiang, Jinluo and drug property

theories)

3．理解中医药学的易、道、儒文化基因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genes of Yi, Dao

and Confucius for TCM)

4．掌握中医药学养生思想和主要方法 (to master TCM health maintenance thoughts and

major methods)

5. 了解中医药特色语言 (to understand special words for TCM)

*教学内容、进

度安排及要求

(Class

Schedule

&

Requirements)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作业及要求 基本要求 考查方式

绪论（Introduction） 2 讲课、互动 无 无 提问

中医药起源和发展

（origin and

development）

2 讲课、互动 习题 完成作业 书面作业

中医药基本概念、学说

和理论（TCM concepts

and theories ）

10 讲课、互动 习题 完成作业 书面作业

中医药文化基因（the

culture genes of TCM）
6 讲课、互动 习题 完成作业 书面作业

中医药养生文化

（health maintenance

by TCM）

4 讲课、互动 习题 完成作业 书面作业

中医名家名著（key TCM

doctors and

classics）

4 讲课、阅读 阅读经典
从名家名

著中感悟
读书报告

中医博物馆学习

（visiting TCM

museum）

2
现场讲解

互动

现场参观听

讲

通过实物

展览回顾

课程

观后感

药用植物园学习

（visiting botanical

garden）

2
现场讲解

互动

现场参观听

讲、记录、

辨识药用植

物

掌握药用

植物识别

方法

实习报告

/ / / / / /

*考核方式
(Grading)

成绩构成：平时作业（40%）+ 读书报告（15%）+ 观后感（5%）+ 实习报告（10%）+期末

大作业（30%）



*教材或参考

资料
(Textbooks &

Other
Materials)

教材名称：《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作者：彭崇胜

出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978-7-313-15526-9

其它

（More）

备注

（Notes）

备注说明：

1．带*内容为必填项。

2．课程简介字数为300-500字；课程大纲以表述清楚教学安排为宜，字数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