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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廉洁文化对医学生医德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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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高尚医德是医学生价值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遥 文章侧重分析了加强高校廉洁文化建设

对医学生医德早期教育的重要意义袁提出通过拓展高校廉洁文化建设内涵袁创新高校廉洁文化载
体袁在医学生价值观念中构筑和谐医患关系的野第一道防线冶遥
关键词院廉洁文化曰医德医风曰医学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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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是十七 大以来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
和老百姓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袁医患矛盾尧医患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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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高校廉洁文化和医学生医德修养

纷已成为冲击医疗服务市场尧 影响社会和谐的不

廉洁文化袁是指人们关于廉洁的知识尧信仰尧规

稳定因素遥 医患关系中医护人员同时承担着治疗

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尧社会评价的总和袁是以

者尧管 理者 尧沟 通 者 尧照顾 者 及 健 康 教 育 者 等 多重

廉洁为思想内涵袁 以文化为表现形式的社会意识形

提出了更高要求袁 也对培养医护人才的医学院校

向功能和约束功能 咱员暂遥 其倡导的精神理念尧价值观和

角色袁这对医护人员的综合素养袁特别是医德修养

态及相应的制度和活动遥廉洁文化具有教育功能尧导

所实施的教育内容尧教育方法提出了严峻挑战遥 可

道德准则袁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尧道德情操尧社会意识

见袁怎样顺应社会需求袁适应新时代发展理念和生

具有辐射和导向作用遥 医德袁 即医务人员的职业道

物医学发展模式改变袁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尧价值

德袁是医务人员应具备的思想品质袁是医务人员与病

观培养袁 特别是医德早期教育成为医学教育发展

人尧社会以及医务人员之间关系的总和遥在卫生部发

的重要课题遥
笔者文献查证发现袁此类课题国内研究成果并
不多见袁有的也仅仅是在职医务人员医德风尚研究袁
少有涉及医学高等院校医德早期教育遥 而在论及的

布 的医 务人 员医 德规 范咱卫 生部 渊愿愿冤卫医 字 第 源园
号暂中袁前 源 条主要内容为救死扶伤尧尊重病人尧文明
礼貌服务尧奉公守法遥笔者认为这 源 条医德规范也正
是医学院校培养医学生医德素养的着力点遥 高校廉

医德早期教育中袁多是泛泛而谈袁大多停留在理论层

洁文化和所有其他的校园文化形式一样袁 对大学生

面袁鲜有可操作性的方法和建议袁更缺乏实证研究遥

的行为规范尧 价值观念形成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

笔者在从事多年医德医风课题研究和医学教育管理

熏陶遥医学院校廉洁文化有着鲜明的医学专业特色袁

的基础上袁致力于医德早期教育的发现尧探索袁在实

汲取了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尧 现代医学人文精神和现

践指导和实施路径上梳理出一些思路和成果遥 本文

代管理制度文化的精华袁并有机组合遥这种内涵组合

侧重于校园廉洁文化建设的视角袁以南京医科大学

使得医学院校廉洁文化建设在培养医学生救死扶

渊以下简称该校冤为实例袁探究该校近年来怎样顺应

伤尧尊重病人尧文明礼貌服务尧奉公等医德规范方面

社会环境变革袁把校园廉洁文化着力打造为医学生

发挥积极的作用袁 帮助医学生提高医德修养袁 树立

早期医德教育的主阵地和主渠道袁从而为医学生医

野以人为本冶尧野悬壶济世冶的行医服务理念袁从而筑牢

德早期教育树立示范指导遥

和谐医患关系的野第一道防线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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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质尧良好的专业知识成为优秀的医护专业人才袁

二尧建设高校廉洁文化对加强医学生

今后也才能进一步成长为良医尧名医尧大医遥

医德早期教育的意义

三尧创新高校廉洁文化建设袁

渊一冤廉洁文化的精神信念导向有利于培育医学

强化医学生医德早期教育

生医德修养
当前由于社会文化多元袁特别是娱乐主义盛行袁
文化格调不高的影响袁大学非主流文化甚至腐败文

渊一冤美化廉洁文化环境袁为提升医德修养树立
优良品性

化不断滋长袁使一些不健康甚至低俗的文化侵入校

健康尧有创意的校园廉洁文化环境具有野润物细

园遥 部分学生被不良文化侵袭袁出现政治信仰迷茫尧

无声冶的作用袁能为提升医学生医德修养尧树立优良

理想信念模糊袁缺少积极向上尧对先进文化渴求尧对

品性打下坚实基础遥该校建立了校园廉洁文化角袁以

未来充满信心的精神力量 遥 这样的文化环境将会

彰显廉洁风格尧 警示之类的标志性词语命名文化广

对医学生医德修养的培育产生严重后果袁医学生在

场尧楼堂馆所等袁如清水广场尧明德楼曰在楼堂馆所书

今后的行医活动中袁服务病人尧兼济苍生就会成为空

写张贴著名的反腐倡廉名言警句和大医名家格言袁

谈遥这时候在高校开展廉洁文化建设显得异常重要袁

这些已成为该校宿舍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曰 该校每

所倡导的精神信念能培养医学生良好的社会责任

年制作 员耀圆 次大型自编廉洁文化橱窗袁讲述廉洁人

咱圆暂

感袁 帮助医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理想信念尧 责任意

物故事尧先进事迹尧政策动向尧典型案例等曰建立一些

识袁为今后的行医服务树立积极的精神支柱袁也为医

医学发展史上有重大贡献尧 医德医风高尚的人物雕

德早期教育建立温润的土壤遥

塑或反映某一些事件的群雕和主题树林等等袁 几年

渊二冤廉洁文化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培育医学生医

来该校校园中的野心连心冶雕塑尧医学生誓言碑尧南丁
格尔像尧医学博士林尧护士林等都已成为医学生心中

德修养
受西方思想多元化思潮和道德价值观的冲击袁

的精神符号遥 该校在国内享有盛名的大学生思想政

再加上高校行政化尧学术市场化的倾向袁以及教育的

治工作野一二三四五六冶工程袁即构建一个野和谐校

功利性无限膨胀袁消极的腐败文化不断向学校蔓延袁

园冶袁实施爱校和帮扶行动袁推进读百本渊部冤好书尧吟

使得大学生价值取向趋于功利性和实用化袁形成以

百首好诗渊词冤尧唱百首好歌的野三百工程冶袁努力构建

官职尧金钱尧称号等为量尺的功利尧短视的价值观袁而

野学校要社会要家庭要学生冶 四位一体的育人网络袁

不是看重人的道德品行尧真才实学尧精神操守等 遥
咱猿暂

坚持实施养成尧学风尧感恩尧就业尧安全等五个教育常

价值取向的偏差袁出现了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思想袁

抓不懈袁正确处理六对关系中倡导野爱校行动冶袁呼吁

产生对自己要求不严尧 诚信意识下降等不良倾向遥

医学生创建优美校园环境袁爱校爱家爱国袁营造健康

这种价值取向显然不利于医学生医德修养培育遥 此

活泼尧积极向上的校园氛围遥这些无言的熏陶对医学

时应加强校园廉洁文化建设袁让医学生在廉洁文化

生规范品行尧优良品性尧提升医德都有着潜移默化的

的熏陶下袁使诚信尧勤俭尧守法等价值观念成为医学

作用遥

生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袁使仁心仁术尧爱护病患尧廉
洁从医等医德修养成为自己的人生信条遥
渊三冤廉洁文化倡导的人格魅力有利于培育医学
生医德修养

渊二冤完善廉洁制度文化袁为提升医德修养提供
规范引导
高校通过不断健全规章制度袁 加强廉洁制度文
化建设袁形成遵章守纪环境氛围袁能为学生价值行为

随 着野怨园 后 冶独 生子 女扎 堆出 现 袁他 们 自 立能

提供规范引导遥 该校强化学生遵纪守法和道德实践

力不强和独立意识缺乏的现象在大学校园开始显

意识袁加强校园不文明行为的纠察和引导袁积极发挥

现袁生活中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袁沟通尧团队协作能力

学生自律组织在学风建设中的作用遥该校教务处尧学

较差袁群体意识弱化尧自强意识淡化袁与同学相处困

工处严格学生学习过程管理袁 用制度教育引导学生

难袁没有形成健康人格袁心理问题尧心理疾病频发遥 这

树立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袁规范学生行为袁培养学生

种学生群体显然不能培育出高超医术尧 病患信赖的

求真务实的精神遥特别是规范医学生实习尧见习环节

名医遥 而医科院校廉洁文化教育开展袁可以让医学生

管理制度袁要求辅导员要管理下移袁把学习管理尧思

在学知识尧学文化的同时袁认知尧感悟尧积淀尧传承优

想管理尧党建管理重心转移到教学医院袁强化学习考

秀传统文化和廉洁守法思想观念袁明白如何做人尧做

勤尧业务考核袁坚决做到考勤考核和评奖评优挂钩袁

事的道理袁成为真野君子冶袁从而以健全的人格尧优秀

给学生树立优奖劣汰的惯性思维袁 养成学生遵章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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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良好习惯袁以制度管人袁以制度树人袁让今后医

品质和道德风尚尧精神境界传导给医学生袁使学生感

学生在工作岗位恪守医疗职责成为一种行为自觉袁

悟人生大义和高尚医德袁 以积极向上的姿态自觉塑

成为一个有自制力尧高风亮节的名医遥 该校重视法

造品行袁优良品性袁成就医德品格遥

制宣传教育袁不时择机对医学生进行法律法规和医

二是把医学人文与廉洁教育相结合来拓展医德

事法规教育学习袁几年中袁该校学生依托校野法制宣

教育内容遥 医学人文教育是医学生掌握医学理论知

传月冶活动开展的叶艾滋病防治条例曳尧叶献血法曳尧叶禁

识尧优化职业素养和提升医德修养的重要途径遥医学

毒法曳主题宣教已在省内高校产生很大影响力遥 通

人文教育其本身就是很好的廉洁教育内容袁 该校开

过提高医学生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袁为今后行医

设的叶医患沟通学曳尧叶医学伦理学曳尧叶社会学曳尧叶医事

服务的奉公守法打下基础遥 让医学生早早明白野莫

法学曳尧叶医学心理学曳尧叶医学史曳尧叶医务道德曳等课程

伸手袁伸手必捉冶的道理袁为今后自觉形成净化的行

以及国内外著名学者尧校内名教授尧领导干部开设的

医环境袁拒绝野红包冶尧野回扣冶打好野心理预防针冶遥 也

医学人文讲座袁 既是廉洁教育也是医德教育的很好

通过学法尧懂法尧用法袁进一步明白医护职责所在袁为

载体遥医学生通过医学人文知识系统学习袁必会学到

履行职责袁维护人类健康断然前行遥

做人尧行医的道理袁从而内化为提升医学生职业素养

渊三冤建设廉洁学术文化袁从早期培养追求学术
诚信尧技艺精湛的医德风尚

和医德风尚的源动力遥
三是把师德尧 医德融入廉洁教育来探索医德教

高校廉洁学术文化袁 能引导医学生学术诚信袁

育新方法遥 师德尧医德是高校廉洁文化的重要内容遥

敢于超越自我袁技艺上精益求精袁倡导良性竞争氛

该校在廉洁教育中融入师德尧医德袁野博学至精袁明德

围袁这些都使医学生从接触医学尧医疗活动一开始

至善冶的校训中袁野至善冶精神是师德尧医德追求的最

就培养做人诚实尧学术诚信尧追求医技精湛的优良

高境界 咱源暂遥 该校通过主题广场歌会尧班会尧读书报告

医德风尚遥 该校认真规范学术道德行为袁在学生中

会尧讲座尧辩论赛尧演讲赛等袁用先进人物典型事迹来

大力提倡扎扎实实尧认认真真做学问的风气袁坚决

感染学生袁激励学生追求品德上的野至善冶遥通过树立

反对思想浮躁尧急功近利尧抄袭剽窃等不良学术风

教职工师德尧医德典型人物来教育医学生袁定期组织

气等遥 不断规范师生的学术品行袁把学术道德纳入

野三育人冶 工作先进尧野感动南医人物冶尧野扬子江奖教

学位评定尧职称评聘尧课题基金申报等环节中曰加强

金冶尧野三最三星人物冶尧教学名师尧服务明星尧优秀辅

老师尧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学术道德教育遥 对

导员标兵等先进评选袁发掘学生效仿的道德楷模袁为

于不良学术行为严以惩戒袁 为医学生诚信学习尧诚

医学生医德修养的提高提供道德标杆遥

信行医做出榜样遥 同时也营造刻苦钻研尧追求卓越

四是注重廉洁 教育的社会和医学实践来 提高

的学术氛围袁激励学术创新袁鼓励医学生参加各类

医德早期教育针对性遥 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

科技活动袁着重培养医学生的科学素养尧创新精神

律告诉我们袁要使灌输的理论真正内化为学生道德

和科研实践能力遥 从而使医学生在早期就具备诚信

信仰袁外化为道德行为袁社会实践是其中的关键遥 只

学习尧诚信行医的态度和追求卓越尧不断增进医技

有通过实践袁 才能拉近学生与医德之间的距离袁让

水平的能力袁为今后成为声誉好尧医术精湛的大医

他们觉得医德就在他们身边袁从而达到提升医德认

打下良好的医德基础遥

识的作用 咱缘暂遥 该校鼓励医学生走出校园袁深入基层袁

渊四冤创新廉洁行为文化载体袁为医学生医德早
期教育提供充足养分

在实践中感受到廉洁对于国家尧团队尧个人的积极

作用及重要性袁领悟到做人做事都要野以廉为本冶袁

校园廉洁行为文化是指校园中所产生的廉洁文

从而更加有效地激起医学生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

化活动和实践的总和遥 医学院校廉洁行为文化建设

感袁增强作为医者的责任意识遥 同时要求医学生早

要不断拓展思维袁丰富内容袁创新载体袁彰显医学特

进入临床袁真正感受医疗活动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

色袁让医学生体会和感悟救死扶伤大义尧尊重他人尧

中去袁消化吸收理论教育成果袁不断提高认识水平袁

文明礼貌服务等医德涵养袁为提升医德早期教育提

提升医德修养遥

供充足养分遥

高校廉洁文化建设是提升医学生医德修养的有

一是组织各类廉洁文化活动来感染医学生遥 该

效途径袁 准确把握高校廉洁文化自身规律和医学生

校以廉洁文化活动周为依托袁广泛动员学生创作廉

医德教育内在要求袁不断创新思路袁丰富内容袁创新

洁短信尧廉洁书画作品尧廉洁漫画等袁参加演讲比赛尧

载体袁才能在医学生医德早期教育中做出有益探索袁

征文比赛等袁这些活动把廉洁文化倡导的一些优良

构筑和谐医患关系的野第一道防线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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