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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在校学生期望生活方式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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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期望生活方式是人生价值观的体现之一袁可以一叶知秋地了解人们的价值观遥 时代变

迁袁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遥 通过调查大学生的期望生活方式袁以野高高山顶立冶与野深
深海底行冶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及相应不同的期望生存时间袁对在校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袁并行
统计学分析袁以期了解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取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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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价值提倡科学健康观袁旨在通过政治尧

管英年早逝袁但他改变了世界曰后者则指默默无闻袁

经济尧文化的协调尧和谐发展和改革来促进人民身心

低调不张扬袁像陶渊明一样归隐山林袁与世无争袁相

健康 遥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对长寿遥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曳中明确指出袁野青年大学

本次调查以选择题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院 如果

生面临着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的冲击袁不同

可能袁 请选择你的期望生活方式院粤 高高山顶立袁活

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尧理想信念模糊尧价值取向

源缘 岁曰月 深深海底行袁活 怨园 岁袁或者 悦 自定义遥

咱员暂

扭曲尧诚信意识淡薄尧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遥 冶 咱圆暂
叶中国青年报曳于近期发起的有关野为什么我的大学

三尧数据收集及分析

越上越迷茫冶系列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遥 可见袁从科

渊一冤样本特征分析

学发展的角度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生活观尧价值观

样本来自江苏省两所医学院校渊以下简称甲尧乙
院校冤园怨尧员园 级上选修课渊中国传统养生初阶以及医

极为迫切遥

学与宗教冤的学生遥 学生大多来源江苏省各地袁基础

一尧调查的意义及目的

较好袁年龄分布为 圆园耀圆圆 岁袁差距不大袁且已在校经

渊一冤调查意义

过至少一年理论课程的学习袁 对自己所学专业已有

在医患矛盾日趋紧张的今天袁 医学生的价值观

较全面的了解遥为方便统计袁将学生按专业属性分为

遥 因此袁

临床专业和非临床专业袁临床专业包括临床医学尧口

教育工作是医学院校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咱猿暂

对在校学生期望生活方式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很有必

腔医学尧影像学尧检验学等专业袁非临床专业包括护

要遥

理尧预防尧卫管尧药学等专业遥
渊二冤调查目的

渊二冤数据收集方法及汇总

通过分析在校医学生期望生活方式以了解医学

利用课堂作业的方式进行调查并当堂回收袁再

院校学生的生活价值观取向遥

二尧调查内容
野高高山顶立冶与 野深深海底行冶是以形象的方

式定义的两种不同期望生活方式袁前者指世所景仰尧
不断进取袁较为激进的生活方式袁像乔布斯一样袁尽

行统计分析遥经统计袁两所院校共有 猿远园 名学生参与

调查袁选择 悦院自定义的有 怨远 名袁选择自定义的样本
将单独讨论遥 做出选择的 圆远源 名学生袁根据性别尧专
业以及具体选择情况汇总如图 员遥

其中甲学校 圆猿苑 名学生参加调查袁 选择自定义

的有 源愿 名遥做出选择的 员愿怨 学生袁根据性别尧专业以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源原园怨
作者简介院黄继志渊员怨愿苑原 冤袁男袁江苏苏州人袁硕士研究生袁研究方向为卫生事业管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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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具体选择情况汇总如图 圆遥

项之间袁既有所作为袁又不高调张扬袁愿做平常人寿命

源愿 名遥 做出选择的 苑缘 名学生袁根据性别尧专业以及

抒己见袁不受选项限制袁思维活跃发散遥

乙学校 员圆猿 名学生参加调查袁选择自定义的有

源缘耀怨园 岁袁有 圆员 人遥 自定义的答案丰富多彩袁学生各

具体选择情况汇总如图 猿遥

四尧讨

员缘园

渊一冤从结果分析看袁性别和专业属性的不同袁不

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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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选择 月 选项的学生有 员怨缘 名袁 占两所学校作出

选择学生的 苑猿援愿远豫袁 其中甲学校选择 月 的学生占

苑员援怨远豫袁乙学校选择 月 的学生占 苑愿援远苑豫袁字圆越员援圆缘袁孕 跃
园援园缘袁两所学校学生选择的分布情况无统计学差异袁
因此袁可以认为两所学校均是选择 月 选项的学生占
大多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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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学校不同性别袁不同专业学生选择情况

渊二冤医学生普遍低调的期望生活方式

追求长寿是人的普遍理想袁因此选择野深深海底
行活 怨园 岁冶具有普遍合理性袁选择该选项的学生也
占了绝大多数遥笔者认为袁野深深海底冶行所体现的与
世无争袁体现出多数医学生从实际出发袁追求平淡低
调的人生态度袁作为医学工作者袁这样一种踏实袁淡
泊名利的心态袁或许有利于减少恶性竞争袁促进社会

男生
园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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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
园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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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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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学校不同性别袁不同专业学生选择情况

渊三冤统计学方法

的安宁与和谐遥选择野高高山顶冶立并非不好袁其所象
征的积极乐观进取的心态显现克服挫折的信心和勇
气袁也有利于刻苦努力及与疾病作斗争的精神 咱源暂遥 有
观点认为袁 生命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就是培育学生对

根据学生特征分析袁性别和专业属性可能会是
其作出选择的影响因素遥 因是分类资料袁选择的统
计学检验方法为四格表卡方检验袁对 粤尧月 两所院校

人生的积极态度和对生活的热切向往 咱缘暂遥
渊三冤生命价值观的教育

期望生活方式是生命价值观的一种具体体现袁而

学生按性别和专业属性不同所做出的选择分别做卡

价值观对人生有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袁价值观一经形

方检验袁再将两所院校总计的数据做上述检验袁考察

成会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袁主体价值判断失衡和错

结果遥 经计算袁四格表的理论频数均大于 缘袁卡方检

位会引发心理问题咱远暂遥 调查中有这样的答案院选择天

验不需要校正或采用确切概率法遥
渊四冤调查结果

真浪漫孩童时袁只活 苑 岁袁这显然不是一种健康的生
命价值观遥这类学生很可能无法排解挫折与压力袁只

甲院校性别不同作出选择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
意义渊字圆越园援猿员袁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所学专业不同造成选择的
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渊字 越园援远远袁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圆

乙院校性别不同作出选择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

意义渊字圆越园援源缘袁孕 跃 园援园缘冤曰所得专业不同造成选择的
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渊字圆越园援园园袁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两所院校合并统计袁性别及所学专业不同造成

选择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渊字圆越园援远圆袁字圆越园援源员袁孕 均跃

愿意活在童年袁 对生命价值的感受和认知存在 野困
顿冶和野误读冶遥

国内外基于大样本的有关医学生心理压力的研
究袁 均认为医学生更易出现心理疾病甚至出现自杀
倾向 咱苑原怨暂遥 而据不完全统计袁圆园园员耀圆园园远 年袁国内各地
共报道 源员员 起大学生自杀事件袁涉及 圆猿 个省近百所
高校 咱员园暂遥

我国高校开展的价值观教育常常等同于思想政

园援园缘冤遥

治教育袁学生抵触情绪较重袁致使价值观教育缺乏有

理由袁发表观点的 缘怨 名学生中袁意见集中于院追求自

学教育的实用主义倾向导致我国大学价值观教育匮

在选择自定义的 怨远 名学生中袁猿苑 名学生未写明

由平淡的生活袁不愿受各种限制包括年龄袁有 圆怨 人袁
实际此类答案倾向于 月 选项曰 或者是介于 粤尧月 两选

效的实施途径袁同时袁大学管理的功利主义倾向和大
乏咱员员暂遥

渊四冤构建大学生生命价值观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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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献综述中有显示医学生参与有关压力管

窑圆员苑窑

月刊袁圆园造员渊员冤院员员园

袁在对

咱苑暂

江陆平袁 李丹琳援 医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与分析

圆园园苑 年冤猿远援圆怨豫的学生有明显的抑郁症状袁 在实施

咱愿暂

悦燥皂责贼燥灶 酝栽袁悦葬则则藻则葬 允袁云则葬灶噪 耘援 杂贼则藻泽泽 葬灶凿 凿藻责则藻泽泽蚤增藻

理的项目之后对心理疾病的免疫显著提高

咱员圆暂

员怨缘愿 名墨西哥医学生四年的测试中袁首两年渊圆园园远耀
了心理教育方案后来的两年渊圆园园愿耀圆园园怨 年冤袁只有
圆缘援缘员豫的学生有抑郁症状渊孕 约 园援园园园 员冤

袁因此袁心

理健康教育等人文类课程应当成为必修课袁增强医
学生生命主体价值袁出现心理问题可自我调整
校教育应当去行政化袁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遥

袁高

医学生学习内容枯燥繁重袁就业竞争激烈袁医患
关系紧张且恶化袁因此更要引导医学生结合自身特
点袁减少负担袁简化理论学习袁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载
体进行学习锻炼 咱员缘暂袁摆脱功利主义的思维袁不断追求
和思考人生价值袁正确定位自己期望的生活方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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