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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能力是医学院校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举措袁而音乐审美教育是提

升医学生人文素质非常有效的途径袁文章分析了医学生人文素质现状及音乐教育在医学生人文教
育中的地位袁探讨音乐教育对当代医学生人文素质能力培养提升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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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技术的日益发展尧新医学模式的转变

需求遥 更有些医生不再坚持医生从业所需的职业操

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袁患者对医生的要求越来

守袁造成道德乃至人文精神的缺失袁对患者的仁爱之

越高袁不仅要求医生能够对其身体疾患进行诊治袁还

心越来越淡漠袁精神境界逐渐退化袁出现了因医德缺

需要医生关注患者的心理健康遥 所以对医学生的人

失造成医患关系的不和谐袁 严重影响了医院和医学

文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而音乐教育作为人文素

工作者的声誉和形象 咱员暂遥 医学实践中人文精神缺失

质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对医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既不利于广大群众的防病治病袁 不利于和谐社会的

具有重要作用遥 本文拟从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偏离和

建设袁更不利于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袁不利于卫生事

当前需要医学生人文精神回归的紧迫性出发袁阐述

业的发展遥呼唤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袁完善医学实践

音乐教育在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作用遥

服务中的人文关怀袁 已成为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一尧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偏离和回归

的迫切要求袁 虽然目前我国各所医学院校对大学生
的人文素质教育投入很多的人力和物力袁医学生人文

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

素质也有一定的发展袁但是因为社会环境尧医学高校

质袁包括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袁人文知识是关于人文

在大学生素质教育方面投入不足袁家庭教育尧课程设

科学学科体系的知识袁包括史学尧美术尧音乐尧文学尧

置不合理等原因袁目前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还存在着

法学尧伦理学等遥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袁是内

一些问题遥 有调查表明袁高达 远愿援猿豫的在校医学生不

在的精神品质袁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遥 由于医学研
究与服务对象的特殊性袁在医学生的教育过程中应

了解人文素质的内涵和人文精神的意义和目的咱圆暂袁对
人文知识主动学习的热情随着在校时间的增长而逐

该注重各专业尧学科的交叉融合袁把医德和医术的培

渐减少遥 而人文素质的提升可以提高人文价值和人

养结合起来袁加强医学生综合素质培养遥 随着医学

文知识学习取向袁提高医学生综合素质 咱猿暂遥 在课程设

技术的快速发展袁新的试剂尧设备尧检测手段尧药品不
断出现袁广泛应用于医学实践过程中袁使得医生在诊
断尧治疗疾病时越来越依靠医疗设备袁医生与患者的
沟通在逐渐减少袁医患关系日益紧张遥 临床诊疗中
普遍存在着人文精神缺失的现象袁往往只注重躯体
症状袁注重手术和施药袁不注意患者精神心理及其他

置方面袁西方国家实施的通识教育袁其人文课程占总

学时的比例高达 圆园豫耀圆缘豫袁其所占比例是我国的 猿
倍遥 徐州医学院调查显示袁该校仅有大约 缘援缘豫学生

认识五线谱 咱源暂袁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的音乐素养水
平处于中下水平袁 而音乐教育作为人文素质教育中

重要内容之一袁对道德修养有一定的辅助功能袁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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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袁选择正确的道德价值

观情绪并降低疾病感染率和病死率袁 由此开创了音乐

取向袁引导医学生良好的道德行为遥 因此袁医学院校

治疗学遥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袁音乐与人体生理和心理健

不仅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袁更应该结合自身特点袁以

康有着密切的关系袁 可以提高睡眠质量尧 提高免疫水

音乐教育作为切入点袁发挥音乐的寓教于乐尧增强医

平尧改善记忆力尧减轻焦虑和抑郁尧治疗精神分裂袁有助

学生的兴趣尧凝聚力和创造力袁培养医学生良好的品

于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及智障儿童的康复咱远原苑暂袁所以懂得

格袁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袁使医学生成为德艺双馨
的有用之才遥

音乐可以对医学生从事音乐治疗打下一定的基础遥

三尧对医学院校音乐教育的几点建议

二尧音乐教育对医学生提高人文素质的作用
渊一冤音乐能够提高创造力

渊一冤转变思想观念袁认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袁必须转变思想观念袁摒

高尚的道德情操尧美好的心灵是医学生必须具

弃重医疗技术袁轻人文精神的观念袁应以医术与医德

备的基本素质袁音乐审美教育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袁

并重为教学要求袁 充分认识音乐教育对医学生综合

长期在旋律优美尧品味高尚的音乐感染下袁能够提高

素质提高的重要性袁 定期检查音乐教育教学情况并

医学生感受尧鉴赏尧表现尧创造美的能力曰音乐教育有

进行教学评估袁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手段袁根据高等院

利于医学生发展感悟力尧想像力尧创造力和形成不断

校的实际情况袁 以提高医学生综合素质为出发点袁推

获取新观念的能力袁为医学生成材奠定良好的基础曰

进医学院校音乐素质教育教学课程的改革袁促使高等

音乐能够激活人的创造性思维袁许多科学家都酷爱

院校音乐教育规范化尧常态化袁提高医学生的音乐素

音乐袁因为音乐有激活创造力的功能遥 员怨 世纪发明

养尧审美情趣尧人文精神和文化品位袁让学生形成正确

是一位音乐家遥 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是名优秀的小

的准医生们都能成为具备德艺双馨的有用之才遥

牛痘接种法预防天花传染病的英国 医生 允藻灶灶藻则 就

的价值观尧高尚的人生观尧世界观袁使在医学院校就读

提琴家尧钢琴家袁他认为音乐和创造是相辅相成的袁

渊二冤加强医学院校音乐师资队伍的建设

音乐在他的研究创造中起到了超乎想像的作用遥 他

音乐教育离不开医学院校师资力量的投入袁医

的小儿子汉斯说院野当爱因斯坦在研究工作中陷入困

学院校应根据医学生文化层次高尧 参与意识强等特

难之境时袁他都会在音乐中获得庇护袁困难往往会迎

点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袁 高等院校应合理增

刃而解遥 冶

加教学经费及教学器材的投入袁 鼓励优秀的音乐教

渊二冤音乐可以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师进行教学研究和改革袁 提高音乐教师深造的积极

人际交往能力也称社会交往能力袁是指妥善处

性袁适当增加音乐教育的课程袁如增加音乐欣赏课尧

理各种关系的能力袁同时包括与周围环境建立广泛

选修课等袁结合当代医学生的自身特点袁改变传统的

联系和对外界信息的吸收尧转化能力袁以及正确处理

教学模式袁音乐教师需要具备多方面人文素质袁只有

上下左右关系的能力遥

瑞士弗赖堡大学法雷尔的

如此袁才能更深刻地认识音乐作品的人文内涵袁授课

研究发现袁音乐能够增强学生们的交际能力和提高

教师还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袁 及时发现音乐教育

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 遥 美国的戈尔曼博士是野情

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袁 并找出解决方

商冶概念的提出者袁其通过研究证明袁优美高尚的音

法遥医学院校对医学生进行音乐教育袁提高医学生的

乐能够提高人的正面情绪袁而情绪系统控制着生活

音乐素养袁 能够为将来医学生从事音乐治疗实践奠

中大量的正面感觉袁能减少人对人际交往中的焦虑

定良好的基础遥

咱缘暂

和紧张袁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的提高对建立良好

渊三冤参加校园文化建设袁拓宽人文教育的空间

的医患沟通行为袁化解医患矛盾袁构建和谐的医患关

丰富多彩的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活动袁 能够使学

系有重要作用遥

生受到熏陶袁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尧健康的心理

渊三冤音乐可以调节心理状态袁治疗疾病

适应能力尧人际交往沟通能力和文明的行为举止遥医

随着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袁承受的压力越

学院校应开展形式多样的课外尧校外音乐活动袁成立

来越大袁尤其是面临深造尧就业尧家庭等生活等不适

各类音乐艺术社团袁举办音乐艺术讲座尧音乐培训班

应袁使心理产生一些压力袁通过音乐的情感教育袁能

等袁定期举办音乐艺术活动和文艺演出如音乐长廊尧

够使学生心理舒缓袁心情放松袁音乐教育对医学生形

新年音乐会尧中秋音乐晚会尧校园歌手大赛等袁既丰

成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有很大帮助遥 美国

富了医学生的文化生活又活跃了校园文化遥 由此可

科学家在二战期间发现音乐能够减少受伤士兵的悲

见袁音乐教育能够形成良好的艺术文化氛围袁拓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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