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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医学生进行宽恕教育的价值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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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宽恕教育对于医学生的身心健康、
精神世界的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宽恕教育可以

培养医学生豁达和包容的心境，促进医学生和谐性格的形成，有助于医学生在工作岗位上养成良
好的医德，
有助于改善目前存在的不良医疗风气，
构建良好的医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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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社会

断和行为的自由袁心平气和尧不执偏见地容忍有别于

关注的焦点袁今年年初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硕士研

自己或传统的观点遥宽容是一种积极的心境袁是一种

究生黄洋被宿舍室友投毒而治疗无效死亡的事件引

态度袁在处理人际关系存在分歧尧矛盾时体现出的豁

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袁近年来大学校园由于人际关系

达的美德和境界 咱源暂遥 宽恕教育使人们形成一种健康

冲突导致的暴力攻击事件不胜枚举袁让人触目惊心遥

的生活习惯袁 以包容和豁达的心态对待身边的人和

宽恕是目前心理学界研究的重点 咱员暂袁宽恕的概念是

事袁通过宽容的行动来感染更多的人咱缘暂遥 宽恕教育即

生同情的一系列心理活动变化过程袁这一过程可以

们对宽恕更加了解袁提升实践宽恕的能力袁深刻体会

使受害者大大降低对侵犯者产生的报复心理袁达到

宽恕的价值和意义袁并通过实际行动做出宽恕行为袁

和解 遥 宽恕教育也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过程超越了

使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去处理人际关系中遇到的障碍

指受害者从思想认识尧情绪行为等方面袁对侵犯者产

咱圆暂

文化边界袁成为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共识和概念遥 哲
学和宗教领域盛行推广宽恕理念袁 在中国传统的

伦理学教育中袁宽恕作为一种美德袁是一种人际关
系的善意的共存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遥 宽
恕教育盛行于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袁 作为一种重要的

通过形式不同的宽恕知识尧方法尧技能的宣传袁使人

和道德问题遥

二尧宽恕教育对医学生身心
健康的价值探讨
渊一冤宽恕教育有利于医学生和谐性格的形成

社会心理学成为西方国家研究的重点遥 宽恕教育

在我国大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同时袁 大学生和谐

作为积极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在社会发展中

性格的塑造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推动作

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推广价值 咱猿暂遥 医学生

用袁 和谐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具体尧动

承担着救死扶伤的责任袁 宽恕教育对医学生的身

态尧相对尧辩证的统一袁是不同事物之间相同相成尧相

心健 康尧和 谐的 性格 尧良 好 医 德 的 形 成 尧改 善 医患

辅相成尧相反相成尧互助合作尧互利互惠尧互促互补尧

过适当的心理健康教育袁 有目的有计划地推广宽

既是一个人表现出来的和谐性格袁 也是一个人能和

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遥 加强对医学生的宽恕教育袁通

共同发展的关系 咱远暂遥 衡量人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准

恕思想袁提高医学生的宽恕意识袁对保障医学生的

其他人和谐共处的重要因素遥 和谐性格是真善美的

身心健康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遥

体现袁是健全统一的心理人格袁和谐的性格可以支配

一尧宽恕与宽恕教育
宽恕表现为宽容袁宽容是准许他人有自己的判

人的心理尧身体的整体和谐遥 通过宽恕教育袁可以增
强医学生的宽容心态袁理解宽容的意义袁通过实际行
动诠释宽恕的含义袁同时感染周围人学会宽恕袁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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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恕带来的深远影响袁感知宽恕带来的和谐和正能

渊二冤有利于医学生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

量遥 宽恕教育带来的积极情绪袁加速医学生和谐性

近年来频发的医疗纠纷不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

格的形成袁提升医学生的精神理念袁促进医学生和谐

里袁进一步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袁使患者对医生缺乏

相处袁做积极乐观的人袁培养出乐观豁达宽容的和谐

信任袁猜疑医生的治疗目的袁误解医生袁发生冲突尧憎恨

性格袁促使医学生摆正心态袁放下愤怒尧不公平尧仇恨尧

和报复袁缺乏一种赞赏尧信任尧感激的心理袁因此袁有效

嫉妒尧恐惧的消极因素袁恢复内心的平静和谐袁保持良

解决医疗纠纷和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当前的迫切任

好的健康心理遥宽恕教育对医学生的和谐性格形成至

务 咱怨暂袁而宽恕教育可以通过改善医疗纠纷发生时医

关重要袁为医学生的医疗救治及与患者的和谐相处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遥

者的心境从而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遥 近几年热播的
电视剧叶医者仁心曳深刻揭露了医患关系问题袁宽恕

渊二冤宽恕教育可以优化医学生的身心健康

教育可以让医学生更加体会医者仁心的含义袁 医学

健康的心理环境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袁

生自觉以宽容尧理解尧尊重的心态对待患者袁而这也

心理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最直接的袁个体在不同

是自古以来医学家遵循的基本医疗原则袁 宽恕教育

的环境下可以创造出自己的心理环境袁如今的独生

可以使医学生更加深切地体会医疗过程中的道德要

子女没有经过大风大浪袁因此大学校园的各种事情

求和医德原则袁医学不是万能的袁当面对临床治疗未

不可避免地对医学生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遥 因此宽

达到预期效果时袁 双方的理解和宽容是减少医患矛

恕教育就要通过合理的教育来帮助医学生排除内心

盾的基本保证遥 宽恕教育可以使医学生在今后工作

的痛苦袁通过对医学生进行心理疏导和教育袁使他们

岗位上以宽恕的心态进行医疗救助袁 以一种理性的

意识到用宽容的心态处理发生在身边的事情袁效果

态度处理医患冲突和纠纷袁 宽恕教育有利于建立和

会更好袁宽恕教育可以使医学生与周围的人建立良

谐的医患关系遥

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袁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状态遥

渊三冤有利于医学生良好医德形成

已有研究发现袁大学生的宽恕水平与攻击尧敌意尧愤

如今部分医生的医德 受到了社会的批评和质

怒情绪等呈负相关 袁研究发现通过利益查找及共

疑袁红包现象尧医药费回扣屡见不鲜袁随着经济的快

咱员暂

情的宽恕干预措施可以缓解大学生的愤怒水平 遥

速发展袁不少医生在利益面前折了腰袁而这也是目前

宽恕教育对医学生本身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袁宽

仇医的重要原因遥 因此如何加强医生的职业道德建

恕可以让医学生摆脱痛苦尧压抑等负面情绪袁减轻愤

设显得尤为重要袁 宽恕教育可以使医学生养成善良

怒和仇恨袁摆脱不满和敌对情绪袁消除自卑尧恐惧等

的品格袁面对患者的病情袁做到生命至要袁视疾若己袁

不良心态袁从而避免暴力冲突袁有利于自身心理健康

以豁达开阔的胸襟治病救人袁 奉行救死扶伤是医生

的形成袁提高幸福感袁促进自身的健康成长遥

的使命和责任袁 避免治疗过程中以不当手段牟取暴

咱苑暂

三尧宽恕教育对医学生未来
医生职业的影响
渊一冤有利于医学生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
工作需要合作袁古今中外医学家都把良好的医
际关系作为医疗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袁是评价一个
医疗单位修养的重要参考指标遥 宽恕教育可以使医
学生养成平易近人的和谐性格袁善于与人交流交往袁

利袁 医生得到患者的信任才是对医生救死扶伤最好
的馈赠袁是对医生最大的褒奖遥宽恕教育可以使医学
生更加珍爱生命袁提高视疾若己的服务意识袁形成宽
恕为怀尧活人为要的行医理念袁培养出医不在利尧诚
信为本的医德医风 咱员园暂遥

四尧宽恕教育对医学院校
和谐氛围的价值探讨

可以使医学生在岗位上建立良好的医际关系袁从而

和谐社会是指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和一种美好

建立良好的工作氛围袁 提高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遥

的社会理想袁即野形成全体各尽其能尧各得其所而又

宽恕教育对医务人员的交流与沟通起到重要的作

和谐相处的社会冶遥 宽恕教育是探索缔造个体和谐和

用袁宽恕教育可以大力促进工作中的团队合作精神袁

社会和谐的途径袁这与我国现阶段构建的和谐社会的

避免工作中不和谐现象的发生袁缓解患者彼此间的

发展目标不谋而合遥 医学院校作为培养医疗工作人员

紧张关系袁使大家彼此互相尊重袁互相配合袁从而有

的重要场所袁其和谐氛围为培养优秀的医学生提供了

助于患者的治疗袁提升医院的积极形象遥 宽恕对个

重要保证袁宽恕教育可以使校园充满爱心袁为医学生

体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积极的影响袁是构建和谐

身心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必备条件袁培养医学生的和谐

医际关系的重要途径 咱愿暂遥

心理袁师生和谐相处袁老师之间平等和睦相处袁使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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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充满宽恕的氛围袁也有助于提升医学生的宽恕理

宽恕教育对医学生形成健康的心境有着不可估

念和意识袁积极构建出宽恕和谐的健康校园遥 宽恕教

量的价值袁 本研究仅仅探讨了宽恕教育对医学生的

育可以提高医学生的精神境界袁促使医学生克服消极

影响袁然而放眼各行各业袁宽恕教育的应用价值同样

思想袁树立积极向上尧勇于进取的良好心态袁也为建设

得到了极大的体现遥 宽恕教育让大家形成一颗善良

和谐的校园文化提供了新的精神动力遥

的感恩之心袁也使每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心更强袁我们

五尧宽恕教育在医学院校的途径和方法
宽恕教育对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价值观有重

要做国家的主人袁怀着豁达和宽容的心境袁行使主人
的权利和义务遥 圆园员猿 年 源 月发生在中国四川雅安的
地震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袁天灾不能避免袁我们

要作用袁那如何在医学院校开展宽恕教育袁使更多的

能做的就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帮助那些受灾的亲

医学生受益呢钥 首先学校应该设置专门的心理咨询

人袁我们为他们祝福袁为他们的灾后重建提供一份绵

机构袁鼓励学生出现心理问题后及时向学校心理辅

薄之力袁 这是我们国家和谐社会建设中值得令人感

导机构求助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心理环境袁同时通过

动的地方遥 希望宽恕教育能在各行各业发挥其强大

讲座尧视频尧交流会等积极开展有益于培养学生善良

的实际作用袁构建和谐的公共政策信用尧人际信任尧

品质的活动遥 对待同学要学会谦让袁相互理解袁避免

价值信仰袁建立一个更富有宽容心理的社会袁积极推

报复尧仇视的心理出现袁当学生在心理尧情感和身体

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遥

等方面受到伤害时袁要引导学生以宽容的心态来对
待袁放下心中的仇恨尧愤怒等情绪袁在医学生心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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