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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一流”的提出,赋予了大学校园文化育人新的内涵,在这一背景下,校园文化建设有了新的
机遇挑战。我国拥有深厚久远的历史文化,其中,中医药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基,因此应当将中医药文化
融入中医药院校的校园文化中,以肩负起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和使命。在这一教育改革浪潮中,应当体现
出助力于学科的建设,落实立德树人,传承优秀文化等要求。
[关键词] “双一流”背景；融合探究；校园文化；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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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new platfor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based on
"double firs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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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Double First-class" gives new connotation to university campus culture education.
Under this background,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ha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hina has a
profound and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among which, TCM 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erefore, we should integrate TCM culture into the campus culture of TC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shoulder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his wave of educational reform, it
should reflect the requirements of help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and inheriting excellent culture.
[Key words] "double first-class" background; integrated exploration; campus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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