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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本科生宗教信仰管理工作的多维探析
丁竞竞 员袁张鸿来 员袁孙厚纯 圆袁管园园 员袁孙茂才 员袁顾

珍员

渊员援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七年制团总支袁圆援 共青团南京医科大学委员会袁江苏 南京 圆员员员远远冤
摘

要院文章对南京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各团支部所有本科生宗教信仰现状进行梳理袁并对本

科生宗教信仰管理工作经验进行回顾和总结袁认为高校在宗教信仰管理工作中应提高教育者理论
修养袁尊重宗教的历史性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前提下袁科学引导学生明确医学生身份袁形成坚定的
辩证唯物主义观念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遥
关键词院医学院曰本科生曰宗教信仰
中图分类号院 郧远源员

文献标识码院 粤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阵地袁当代大学生肩负
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任遥 近年来袁高校中出现的部分大学生信仰宗
教的现象袁引起了高校教育者的关注遥 我国叶宪法曳
虽规定院野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冶袁但大学生的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圆冤0缘原猿怨圆原园园猿

小便接受带有宗教思想的家庭教育遥 个别存在团契
现象袁坚持定期自发地参加教堂礼拜等宗教活动遥

二尧基础医学院各本科生团支部积极
应对大学生宗教信仰

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尚未成熟袁宗教信仰无疑给

基础医学院各本科生团总支准确掌握学生的思

遥 我国叶教育

想动向袁发现大学生信教呈现的新特点院除信教少数

法曳明确指出袁我国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原则遥 而

民族学生受民族习惯尧民族文化的影响袁其余信教学

医学袁作为一门生命科学袁宗教与科学对立的本质袁

生宗教信仰的出发点文化趋同多于教义皈依袁 信仰

使得加强对医学生宗教信仰的引导袁具有重要现实

宗教的目的精神慰藉多于理性选择遥 基础医学院各

意义袁这不仅是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需要袁而且也是

本科生团总支不断提高以团总支干部为主体的思想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巨大挑战

未来医疗卫生人才培养的需要

咱员鄄猿暂

遥

咱源鄄缘暂

南京医科大学是江苏省内历史最为悠久尧医学生
培养规模最大的医学院校遥基础医学院为南京医科大
学最大的二级学院袁主要包括了临床医学渊五年制尧七

政治工作队伍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袁 在日常学生
宗教信仰管理工作中袁坚持做到以下几点遥
渊一冤不断加强政治理论修养袁全面理解公民宗
教信仰自由的权利

年制冤及临床相关所有专业一尧二年级袁以及法医学

各团总支干部与大学生接触交往最多袁对学生

渊六年制冤尧生物技术尧生物工程等大一到毕业年级所

的成长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袁各团总支坚持不断学

有学生袁各专业均设对应团支部遥 本文通过回顾总结

习袁不断地将辩证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思

基础医学院本科生宗教信仰管理工作袁对如何提升医

想内化袁用自身的形象言传身教的同时通过开展法

学生宗教引导尧管理工作水平袁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遥

制教育尧安全纪律教育袁文明修身尧精神文明创建等

一尧基础医学院现有本科生
宗教信仰情况统计
基础医学院所有团支部目前在校本科学生 员 愿怨圆

人中袁 共有 圆圆 人信教袁 主要为佛教 渊包括藏传佛

教冤尧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袁主要是受家庭因素影响袁从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圆原园远原园源
作者简介院丁竞竞渊员怨愿缘原 冤袁女袁江苏镇江人袁硕士袁助教遥

活动袁对大学生进行良好的文明教育袁通过活动来规
范大学生言行袁陶冶他们的情操遥
渊二冤科学认识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袁尊重宗教
的历史性尧社会性和文化性
一方面袁各团总支深入理解党的宗教政策袁为能
够顺利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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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遥 另一方面袁各团总支能够有意识地多了解宗教

组织相关民族的学生袁 开展座谈尧 茶话会等多种形

文化知识袁保持科学的态度袁认识其对社会发展和社

式袁与其共同庆祝遥

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方面遥
渊三冤全面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工作能力袁准
确把握新时期大学生的心理动态

圆援 重视并做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党团组织建

设工作

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袁 争取加入党组织本身

各团总支能够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袁相互学习尧参

就是一个深刻的思想教育过程遥 把符合党员标准和

观尧借鉴尧交流工作经验等袁有意识地进行工作方式

条件的优秀少数民族大学生凝聚到党的队伍中来袁

方法的创新曰了解时事政治袁关注国内外政治事件袁

培养一批具有社会主义坚定信念袁 拥护党的领导的

知晓党的政策要领袁使自己的工作能够符合时代和

少数民族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遥 各团总支

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要求遥

注重通过少数民族先进党员同学袁 来影响少数民族

把握新时期大学生的心理动态袁一方面袁各团总
支紧跟野愿园 后冶尧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自身的时代特点袁了

有宗教信仰的同学袁 帮助他们树立辩证唯物的世界
观尧人生观遥

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心理需求曰另一方面袁结合大学

渊二冤汉族有宗教信仰的学生

生信仰宗教的原因的实际情况遥 各团总支干部能够

对于部分由于家庭因素袁 从小成长于宗教信仰

深入了解和分析袁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袁有

环境中的学生袁 各团总支通过正面教育和周围同学

针对性地做好教育引导工作遥

潜移默化的影响袁 来帮助他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和

渊四冤开展系列选修课和讲座袁帮助学生树立辩
证唯物的医学观

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的科学性遥 使其认识到对宗教文
化内涵和艺术内蕴的喜爱袁 以及对宗教博爱精神的

各团总支拥有职业规划咨询师和心理咨询师资

需求和对内心本真宁静的寻觅袁 并不意味着只有信

质的团支部干部老师袁利用专业优势袁引导大家理性

仰宗教才能实现遥分析信教渠道和动机袁有利于严防

规划自己的未来袁不信天尧不信命袁将未来掌握在自

不法组织利用宗教信仰操纵大学生思想袁 从事违法

己手中曰另一方面袁引导大家冷静面对学习和生活中

犯罪活动遥

的压力袁要善于利用多种渠道减压袁而不是求诸唯心

四尧讨

主义遥

论

各团总支邀请校内外医学界不同领域的科研工

医学生宗教信仰管理工作应以人文关怀为着力

作者袁为学生介绍医学最新研究进展袁使其明确自己

点袁 在尊重宗教的历史性尧 社会性和文化性的前提

的医学生身份袁不仅自身要树立科学理性的野生命

下袁 借鉴宗教有益成分以加强和改进日常思想政治

观冶袁更要作为生命科学的普及者和传播者袁帮助其

教育工作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袁构建社会主义

培养野救死扶伤冶的崇高信念遥

核心价值体系遥

三尧区分学生信教性质

在今天社会思想观念和人们价值取向日益多样
化的情况下袁大学作为科学文化的殿堂袁必须弘扬科

渊一冤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学生

学精神袁传播科学思想和倡导科学方法袁建设社会主

员援 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宗教信仰袁营造和谐

义核心价值体系袁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的校园氛围

设的凝聚力和精神动力遥 我们要广泛开展生动有效

宗教信仰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文化适应的影响因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袁改变

素之一遥 以穆斯林学生为例袁其宗教信仰的形成往

空洞的说教袁 利用多种形式袁 大力普及科学理论知

往受家庭和民族因素的影响袁来自周围其他民族的

识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渠道袁细心宣讲马克

学生对他们宗教信仰所表现出的冷漠或者不够尊

思主义理论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袁使学生

重袁会对他们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冲击袁进而产生被孤

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尧无神论和有神论尧科学与迷信

立尧被边缘化的负面情绪遥 基础医学院各团总支在

的界线袁帮助大学生在多元化的社会信仰中袁逐步树

日常工作中注重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营造轻松尧友善

立科学的世界观尧价值观和人生观遥

的生活环境遥 并和周围的汉族学生多多沟通袁使其

着重坚持三贴近原则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袁要找

意识到维护民族团结袁促进校园和谐的教育的重要

好切入点袁紧紧贴近世情尧国情尧省情尧市情尧校情的

性遥 这些少数名族学生的宗教信仰习惯基本能得到

实际袁紧紧贴近野愿园 后冶尧野怨园 后冶大学生的思想和生

周围同学和老师的尊重遥 古尔邦节时袁基础医学院

活实际袁教会同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尧观点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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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问题尧解决问题袁提高辨别真伪尧判断是非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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