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医科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
ACTA UNIVERSITATIS MEDICINALIS NANJING渊Social Science泽冤

窑猿圆源窑

第 源 期 总第 缘员 期
20员圆 年 愿 月

加强基础外科学结合人文素质教育的实践与探索
黄华兴袁沈历宗袁肇

毅袁凌立君袁史京萍袁徐 皓袁胡恺轩袁王 水

渊南京医科大学外科学总论教研室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摘

要院 医学院校多为专科院校袁人文素质教育氛围不浓厚尧课时不足尧课程设置不合理以及师

资配备不够袁本文从教学环境尧教学内容尧教学方法和师资提升等方面进行了人文素质教育融入外
科学实践教学过程中的实践与探索袁取得了良好效果袁提高了医学生人文素质内涵遥
关键词院基础外科学曰人文素质曰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院 郧源圆源援员

一尧现

文献标识码院 粤

文章编号院 1671鄄0479渊20员圆冤0源鄄猿圆源鄄园园猿

他综合大学联合办学模式袁前两年在综合大学学习物

状

理尧化学尧数学等自然科学和哲学尧美学尧语言等人文

医学是一门理论性与实用性并重的学科袁医学

科学袁后五年在本校学习医学专业课程袁形成医学尧自

生不仅要掌握基本知识尧基本理论尧基本技能袁还必

然科学尧人文社会科学并存的全方位教育结构 咱源暂袁基

须进行人文素质教育袁 毕竟医学生最终要把所学知

本满足了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需要遥 但是五年制

识应用于患者袁应用于治病救人遥 医生的服务对象是

医学生没有在综合性大学培养两年的过程袁 人文素

患者袁患者首先是人袁是社会人袁有其生理尧心理和社

质教育课时严重不足遥 人文社会科学学时约占总学

会性袁社会性是本质属性遥 人的健康不仅受自然环境

时的 愿豫袁而西方发达国家中以美国尧德国最多袁达

的影响袁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遥
咱员暂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外的内在

的身心品质与精神袁它是做人尧做事尧做学问最基本

圆园豫耀圆缘豫曰英国尧日本约为 员园豫耀员缘豫咱缘暂遥另外我国医

学院校的人文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咱远暂袁仅在医学教育
前期开展袁而当进入临床见习尧实习期后袁却没有相

的态度和精神境界袁它包括院政治素质尧道德素质尧法

应的人文教育课程袁 而西方的人文教育贯穿于医学

律素质尧社交素质尧心理素质尧文化素质袁还应包括信

教育的全过程 咱苑暂遥 因此有必要在专业课程中加强人

息素质尧创新素质以及审美素质等等遥 人文素质教
育是医学精神的本质要求袁是医学发展的需要袁也是
时代发展的需要

遥 员怨苑苑 年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

文社会科学教育袁 并以分数形式促进医学生对人文
素质教育的重视遥

咱圆暂

基础外科学是一门架构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

耘灶早藻造 教授对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进行了反思袁提

之间的桥梁课程袁既有外科学基础知识袁又包含外科

出了野生物要心理要社会冶医学模式的概念袁改变了

学临床技能袁知识信息量大袁实践性强袁同时也需要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中将野人冶看作单纯的生物机体袁

深厚的人文涵养和娴熟的医患沟通技巧遥 而在以往

重视人的社会性和不同的心理特性曰现代高等教育

的外科学基础教学中袁 临床教师只注重专业知识的

是综合性尧学术性和人文性野三位一体冶的教育 袁评

传授袁而忽视了人文素质的教育袁或者剥离了人文素

价人才的标准是兼具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袁如职业

养教育和专业知识的密切联系袁 造成了医学生人文

意识尧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等等遥 这些都要求在医

素养欠缺尧专业知识扎实的野重专业尧轻人文冶现象遥

学教育中必须加强人文素质教育遥

一些医学生甚至存在着野拿好手术刀袁管他谁领导冶

咱猿暂

由于本校是医学专科院校袁自然科学薄弱袁人文
科学氛围欠缺袁因此七年制医学生的培养采取与其

的心理袁两耳不闻窗外事袁一心只读医学书 咱愿暂袁专业
课程中也没有对人文素养方面的评价袁 学生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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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尧主动性欠缺尧有效性低下袁造成医学生的人文

验动物进行手术操作袁使医学生掌握外科基本技术袁

素质不能满足临床工作的需要袁导致医患关系的紧

为以后临床工作打好基础袁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遥

张袁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安定遥 因此外科学基础教

但实验动物也是一种生命袁 我们也要有哀伤惜伤精

学过程中需要适当地改革以加强人文素质的教育遥

神袁保证实验动物的基本福利袁包括生理福利尧环境

二尧改

福利尧卫生福利尧行为福利和心理福利遥 在我国使用

革

实 验动 物 时 遵 从 野猿砸冶原 则 咱员园暂院则藻责造葬糟藻皂藻灶贼 渊替代 冤尧

渊一冤改善教学环境
制作标语张贴于外科学基础实验室袁标语具有
导向与激励作用尧凝聚作用尧塑造作用尧规范作用袁比
如本校校训野博学至精袁明德至善冶袁以明德为要袁寄
望师生既在学业学术上有所成就袁又追求美好的道

则藻凿怎糟贼蚤燥灶渊减少冤尧则藻枣蚤灶藻皂藻灶贼渊优化冤遥我们在使用实验

动物时要体现野敬畏生命冶伦理思想袁医学人文精神
的核心就是关爱生命尧尊重生命尧发展生命咱员员暂遥 构建

虚拟手术教学系统 咱员圆暂袁即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在计算
机中建立一个虚拟环境袁 医生借助虚拟环境中的信

德情操袁品学兼优尧德术双馨曰比如南京医科大学第

息进行手术计划制定尧手术演练尧手术教学尧手术技

一附属医院院训野德术并举袁病人至上冶袁强调以人为

能训练等工作袁以此减少或部分替代实验动物袁体现

本袁真诚为病人服务等等遥

动物福利曰或优化外科教学方案袁在不影响教学质量

校园文化艺术氛围也是一种软环境袁同样有利

的前提下尽量少用实验动物袁 同时在实验动物使用

于陶冶情操袁荡涤心灵遥 鼓励医学生课余参加科技

过程中充分尊重实验动物的生命价值袁 给予人道的

文化艺术节尧社会实践以及青年志愿者活动袁其中百

善意遥动物实验前致以崇高的敬意袁感谢它们为人类

首好诗大家吟尧百部好书大家读尧百首好歌大家唱的

健康所作的巨大贡献曰手术过程中麻醉充分袁手术结

野三百工程冶旨在推动学生学习先进文化袁提高艺术

束后静脉注射空气使其猝死袁减轻其痛苦袁杜绝虐待

修养曰红丝带协会主旨是防治艾滋病袁关爱艾滋病患

动物的行为遥

者曰沐心社是专业的临床心理学协会袁关爱大学生的

渊三冤改良教学方法

心理健康袁架构大学生心灵沟通的桥梁遥 注重加强

秉承野以学生为中心尧以临床为目的尧以实践为

此类隐性人文课程建设袁营造浓郁的校园人文氛围袁

手段尧医学与人文融通尧教学与科研并重尧基础与应

从而与思想品德课尧马克思主义哲学尧医患沟通学尧

用结合冶的教学理念袁采取虚拟手术教学尧床边教学

医学伦理学尧医学心理学等显性人文课程共同构筑

法 咱员猿暂袁模拟医患纠纷法庭等方法袁引导医学生早期关

内涵丰富的医学人文教育课程体系 遥
咱怨暂

渊二冤改进教学内容

注尧早期接触尧早期参与医德建设袁以培养野德才兼
备冶的医学人才遥

为了使学生成为真正适应现代野生物要心理要

模拟医患纠纷法庭就像申领驾照前必须协助交

社会冶模式的医学人才袁在外科学基础教学中增设了

警执勤一样袁 医学生获得执业医师资格前必须去医

医学人文相关内容袁使学生在学习外科学基础理论

院导医台负责接待患者袁 或者去医患沟通中心协助

的同时袁领略外科学的发展历史袁感受外科学起源尧

医务人员处理医疗纠纷遥 让医学生在陪伴患者就诊

发展过程中的人文内涵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袁提高

过程中袁感受到患者的痛苦尧清楚患者的心理袁从而

学生的人文修养遥 邀请外科专家结合自身成长经历

能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主动换位思考袁 衍生出更多

讲授外科学发展历程袁传授从医的心得体会袁由野治

的同情心尧同理心遥我国医患纠纷原因中的大部分都

人的病冶向野治病的人冶转变袁达到野善医者袁先医其

是医患沟通不畅遥 叶爱丁堡宣言曳明确指出院野患者理

心袁而后医其身袁其次则医其病冶的境界遥

应指望把医生培养成为一个专心的倾听者袁 仔细的

外 科 教 学 中 引 入 标 准 化 病 人 渊泽贼葬灶凿葬则凿蚤扎藻凿

观察者尧 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师袁 而不再

有数年袁圆园员员 年更是全国首创组建 圆源 人的野全英文

患沟通学曳课程袁在模拟诊疗尧医患沟通方面具有丰

责葬贼蚤藻灶贼袁杂孕冤袁本校开展 杂孕 用于临床诊疗思维培训已

满足于仅仅治疗某些疾病遥 冶咱苑暂袁而本校较早开展叶医

标准化病人冶队伍袁经验丰富袁可控性强遥 将 杂孕 用于

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袁 因此外科教学中非常重视与

模拟外科临床诊疗过程袁倡导医学生与患者相对平

人文社会科学教师的交流与学习袁 以提升临床教师

等的交流沟通袁训练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技能袁使医学

和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技巧遥

生确立患者具有野活着的尊严袁病着的权利袁死去的

渊四冤提高师资水平

态度冶的意识遥
外科教学必须用到实验动物袁目的是通过对实

教师是人文素质教育的第一要素袁 发挥教师的
主导作用至关重要遥 学高为师袁身正为范袁身教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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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教遥 树立野用高尚的品格影响学生袁用高超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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