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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学习思想对医学生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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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叶论语曳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袁其中蕴含的学习思想对现代教育学仍有借鉴意义遥 文章旨

在结合医学专业特点袁从学习目的尧学习态度尧学习方法方面阐释叶论语曳中的学习思想对医学生人
文教育和专业学习的启示遥
关键词院论语曰医学生曰学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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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论语曳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袁是

文章编号院 1671鄄0479渊20员圆冤0圆原员圆源原园园猿

的大医名家袁他们内外双修尧德术双馨尧精诚双备遥

儒家经典著作之一袁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袁记

医生是十分特殊的行业袁 世界卫生组织订立了

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袁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

五星级医生的标准院医疗保健提供者院提供高质量尧

主张尧伦理思想尧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袁语言简洁

综合的尧持续的和个体化的保健曰保健方案决策者院

精炼袁含义深刻袁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

能够选择花费少而效益较好的措施曰 健康知识传播

至理遥 本文将结合医学职业与医学教育要求袁阐释

者院通过有效的解释和劝告袁开展健康教育曰社区健

其对医学生学习的积极意义遥

康倡导者院满足个体和社区的卫生需求袁并代表社区

一尧叶论语曳学习思想与医生职业特点和医学
教育要求的概述

倡导健康促进活动曰 健康资源管理者院 利用卫生资
料袁在卫生系统内外与个体或组织一起工作袁满足患
者和社区的要求遥 这个国际标准对医生提出了全面

叶论语曳中的学习思想广博丰富袁涉及到学习目

的要求袁医生不仅仅是会看病治病的人袁换言之袁提

的尧学习态度尧学习方法尧学习对象等学习活动中的

供医疗保健服务仅仅是其职业标准的职责之一遥 国

方方面面袁并且贯穿全文遥 叶论语曳全文共 圆园 篇袁缘圆圆

际医学教育组织制定的 野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

约 愿园 句遥 在此范围内袁野君子冶与野学冶共同出现了 员圆

容包括院医学职业价值尧态度尧行为和伦理曰医学科学

节袁其中直接出现野学冶字 远缘 次袁与野学冶相关的语句

求冶袁其中涉及 苑 个领域和具体的 远园 条标准袁主要内

次曰野学冶与野思冶相结合的语句有 猿 处遥 另外袁孔子本

基础毕业生必须具备医学科学基础知识曰 交流与沟

话中谈论学习相关内容的有 源苑 处袁他人所述或他人

管理曰批判性思维遥笔者认为袁作为医学生袁是未来医

人直接论述有关野学冶的语句有 员苑 处袁孔子与他人对

通技能曰临床技能曰群体健康和医疗卫生系统曰信息

对话中与学习相关内容语句 员远 处袁可以说袁学习是

疗行业的接班人袁 医学生的培养在结合国际标准的

贯穿叶论语曳全篇的主要内容之一遥 众所周知袁儒家

同时袁 应充分考虑我国文化发展和传承的脉络与潜

思想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袁特别是汉

在的深层影响袁可以说袁只有根植于我国深厚文化的

武帝野罢黜百家尧独尊儒术冶后袁其长时期拥有思想统

积淀袁基于两者间的融通袁才能使学生产生共鸣遥

治地位遥 叶论语曳作为儒家经典书目袁其中以野仁冶为

核心的思想内容和注重内在人格修为的理念袁在我
国文化传承发展与国民性格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遥
正是在其影响下袁成就了以孙思邈尧李时珍等为代表

二尧叶论语曳学习思想对医学生的启示
渊一冤学习目的
子曰院野古之学者为己袁今之学者为人遥 冶咱员暂员缘源渊叶宪

基金项目院江苏省教育厅 圆园员园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渊圆园员园杂允月愿愿园园怨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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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曳冤子曰院野弟子袁入则孝袁出则悌袁谨而信袁泛爱众而

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袁理论知识尧研究成果与临床实

亲仁遥 行有余力袁则以学文遥 冶

践充分结合袁方能更好地服务患者和社会遥在去年年

渊叶学而曳冤子夏曰院野贤

咱员暂源

贤易色曰事父母袁能竭其力曰事君袁能致其身曰与朋友

底召开的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工作会议上袁 特别强调

交袁言而有信遥 虽曰未学袁吾必谓之学矣遥 冶

渊叶学

医学教育要提升实践教学能力和水平遥 除教学安排

而曳冤将这三句参看袁可以对叶论语曳中学习目的的阐

的临床实践外袁 在学业指导上也应注重结合医学专

述有所领悟遥 孔子认为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职位袁

业特点袁以学以致用的观点袁通过开展志愿服务尧临

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有本领袁而应当是为了自

床技能比赛等活动袁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提高遥

咱员暂缘

己本领的加强袁为了自身的提高遥 相比于功名这些

为自己道德的高尚而学袁 为追寻无穷尽的学问

外在之物袁学问对一个人自身道德修为尧精神内涵的

而学袁为解决现实的难题而学袁这正是叶论语曳在谈论

作用才更为关键遥 后两句孔子所言与子夏所言意思

学习目的时给当下医学教育与医学生们的启示遥

十分相近遥 孝顺父母尧忠心为国尧诚信交友尧博爱大

渊二冤学习态度

众尧亲信有仁德的人袁这些外在行为正是一个人内心

态度决定一切遥 学习态度对学习成效起着重要

向善力量的外显袁是学习具体知识的先决条件和终

的影响遥 叶论语曳 中不乏论述学习态度的名言警句遥

极目标遥 医学袁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与工作对象袁是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统一的一门科学遥 医学是最

野君子不重袁则不威袁学则不固冶咱员暂远袁孔子认为君子袁如

果不庄重袁 就没有威严袁 学习的话也不会掌握得牢

贴近人性的本质特征和体现人文关怀的科学 遥 在

固遥笔者认为袁孔子所谓之野重冶与野威冶袁有持重尧威信

医学生培养中袁应当有意识地融入人文学科的思想

的含义袁包括了认真尧稳重尧诚信等意思遥 在叶为政曳

和内容袁通过开设讲座尧设置选修课等形式培养学生

篇袁有一句孔子的名言院野知之为知之袁不知为不知袁

的人文精神袁使学生在医学学习和实践中袁建立包含

是知也遥 冶咱员暂员怨 医学是一门严谨的科学袁诚然袁医学难

咱圆暂

仁义道德的伦理标杆遥
子曰院野君子不器遥 冶

题的攻克离不开质疑尧创新袁但要以严谨精密的实验
渊叶为政曳冤野君子冶一词贯

为前提遥 当前袁科研诚信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遥 在英

穿于叶论语曳全文袁在孔子之前袁君子一词多寓有政

语中袁诚信渊蚤灶贼藻早则蚤贼赠冤一词有完整尧可靠袁甚至完美的

治意义袁野君冶字从尹从口袁有发号施令尧治理国家之

意思 咱猿暂遥 野诚信冶两字在古代意义相通袁是儒家提倡的

咱员暂员苑

义遥 到孔子时代袁君子一词与道德品质相联系袁野君

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袁 孟子有院野是故诚者袁 天之道
咱源暂

子之道者三袁我无能焉遥 仁者不忧尧知者不惑尧勇者

也冶

不惧遥 冶 咱员暂员缘缘渊叶宪问曳冤这是君子一词在德性上最具体

上 咱猿暂袁在医学生的培养中袁不妨借鉴君子风范袁用传

意为器皿袁这里指只有一定用途的东西遥 有人批评

不苟尧实事求是的专业态度和职业精神遥

的意义袁即仁尧知尧勇袁其中仁的地位十分重要遥 野器冶
孔子野博学而无所成名冶袁但孔子以野君子不器冶作了

的语句遥 科学要建立在信任和诚实的基础之

统儒家人格理想影响学生袁使其树立规范严谨尧一丝
子曰院野朝闻道袁夕死可矣遥 冶咱员暂猿苑渊叶里仁曳冤这显现

有力的反驳袁君子不应只专于某个方面袁如器皿一般

了孔子对真知的热切渴望袁 也说明学习的态度应当

只有一种用途袁而应博学多闻遥 医学的发展经历了

是主动尧积极袁或者说是迫切的遥 现代医学一方面向

一个由整体化到专业化再到整体化的过程遥 当前袁

高精尖发展尧一方面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空白遥作为医

医学整合性更趋明显袁医学正在突破传统的局限袁向

学生袁要有向未知领域挑战的强烈意愿袁在学习中变

更加广阔的学科领域发展遥 可以说袁野君子不器冶的

被动式接受为自主式学习遥

思想与医学发展趋势不谋而合遥 无论是医学专业教

孔子是终生学习的典范遥 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袁

育还是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袁都应把握这一方向袁以

三十而立袁四十而不惑袁五十而知天命袁六十而耳顺袁

野君子冶的高标准尧高要求引导学生全方面成长成才遥

七十而从心所欲袁不逾矩遥 冶咱员暂员圆渊叶为政曳冤子曰院野加我

有失偏颇遥 在叶子路曳篇中袁孔子说院野诵叶诗曳三百袁

于年纪袁古人皆举成数言之遥 野立冶是站立的意思袁这

如 果 将 野不 器 冶简 单 地 理 解 为 多 而 全 袁 那 未 免

授之 以政 袁不达 曰使 于四 方袁不能 专 对 曰虽 多 袁亦奚
以为钥 冶

咱员暂员猿缘

在孔子时代袁叶诗曳是外交辞令袁是各国外

交家的必读书袁在酬酢和谈判场合袁主客双方一般都
用背诵叶诗曳当中的语句来传达意思遥结合这一背景袁
可见孔子是非常重视学以致用的遥 如果不能灵活应
用袁仅会死记硬背袁再多的知识也无用遥 医学正是一

数年袁五十以学易袁可以无大过矣遥 冶咱员暂苑员渊叶述而曳冤关
里是野站得住冶的意思袁意译为遇事都有把握遥 不惑袁
叶子罕篇曳和叶宪问篇曳都有野知者不惑冶的话袁当理解
为掌握了各种知识袁不致迷惑遥 叶论衡窑知实篇曳上有

野从知天命至耳顺袁学就知明袁成圣之验也遥 冶咱缘暂从 员缘
岁至老袁每一个阶段都没有停止过学习袁并且在人生

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境界遥当然袁

窑员圆远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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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学不是狭义上所指书本知识的学习袁不是指

维尧创造性思维遥第二方面的思考更切近学习方法的

课堂教学的学袁而是从生活中学习袁是广义的学遥 孔

总结和归纳袁 而这是在医学教育和医学生学业指导

子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袁学习应该是伴随一生

上常常被忽略的遥以医学学习中的记忆环节为例袁常

的追求遥 医学卫生人才的成长和培养是一个终生学

有不少医学生为此而抱怨袁甚至因此怀疑尧否定自己

习的过程遥 医学生终生学习的理念与习惯不应是离

当初对医学专业的选择遥因此袁对医学生学业给予必

开学校后才建立的袁而应在进入学校的专业思想教

要的引导和帮助势必大大提高他们的自信心袁 专业

育时即传达给每个学生袁这需要专业教师和辅导员

教师与辅导员都有可以改进的空间袁 学生也应积极

的共同努力遥

投身其中袁从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参与者遥具

不弄虚作假尧不空泛浮夸尧不半途而废袁培养审

体而言袁专业教师在知识传授中不能只是面面俱到袁

慎庄重尧诚信守实尧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和学风袁这

而是主次分明袁有些内容点到即止袁交由学生课外自

是每个医学生必须具备的学习态度遥

主学习遥辅导员方面可借助学长辅导制尧专业教师兼

渊三冤学习方法

职班主任尧专业学习小组等方式引导学生遥 同时袁笔

叶论语曳中有不少谈及学习方法的语句遥 如耳熟

者认为无论是专业教师还是辅导员都可以传授给学

渊叶为政曳冤就是

生一些自我总结的或是系统的记忆方法院 专业教师

强调了要通过复习旧知而获得新知遥 孔子的这一观

是对所教授具体知识点的梳理曰 辅导员则是理论层

点在其弟子中也有继承遥 子夏曰院野日知其所亡袁月

面的记忆规律和方法遥作为医学生袁在学习中要根据

无忘其所能袁可谓好学也已矣遥 冶

个人的兴趣点和盲点袁 构建框架体系尧 寻找内在联

能详的野温故而知新袁可以为师矣冶

咱员暂员苑

渊叶子张曳冤温故袁

咱员暂 圆园园

不是习故袁不是简单的反复袁而是在大量的浩瀚无边

系尧比较异同点袁勤思善思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

的知识中沉潜涵咏袁和合融通袁如破茧抽丝般酝酿新

方法遥

的知识遥 医学知识浩如烟海袁内容博杂袁正需要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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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澡藻 造藻泽泽燥灶泽 燥枣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贼澡燥怎早澡贼 蚤灶 栽澡藻 粤灶葬造藻糟贼泽 燥枣 悦燥灶枣怎糟蚤怎泽 燥灶
皂藻凿蚤糟葬造 泽贼怎凿藻灶贼泽
阅粤陨 再怎藻鄄扎澡燥怎

渊孕则蚤灶糟蚤责葬造爷泽 韵枣枣蚤糟藻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酝藻凿蚤糟葬造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栽澡藻 粤 灶葬造藻糟贼泽 燥枣 悦燥灶枣怎糟蚤怎泽 蚤泽 燥灶藻 燥枣 悦燥灶枣怎糟蚤葬灶蚤泽皂袁贼澡藻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贼澡燥怎早澡贼 蚤灶 蚤贼 泽贼蚤造造 澡葬泽 造藻泽泽燥灶泽

藻凿怎糟葬贼蚤燥灶援 栽澡藻 葬则贼蚤糟造藻 贼燥造凿 贼澡藻 皂藻凿蚤糟葬造 泽贼怎凿藻灶贼泽 贼澡藻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糟藻 枣则燥皂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燥遭躁藻糟贼蚤增藻袁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葬贼贼蚤贼怎凿藻袁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皂藻贼澡燥凿 蚤灶 栽澡藻 粤 灶葬造藻糟贼泽 燥枣 悦燥灶枣怎糟蚤怎泽援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栽澡藻 粤 灶葬造藻糟贼泽 燥枣 悦燥灶枣怎糟蚤怎泽曰皂藻凿蚤糟葬造 泽贼怎凿藻灶贼泽曰贼澡藻 贼澡燥怎早澡贼 燥枣 造藻葬则灶蚤灶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