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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身教德育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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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医学院校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医学生的培养质量，
而医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决

指出身教德育需遵循以行示人、
以
定了医学院校必然实施身教德育。文章明晰了身教德育的内涵，
行感人和以行教人的原则，
并以天津中医药大学为例探讨了医学院校身教德育的创新实践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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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是卫生行业人力资源的主要后备力量袁

以身作则袁 用身教示范的方法影响受教育者的行为

医学高校所培养的医学生质量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卫

和言行袁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遥综观古代祖先有关身

生行业服务水平的高低袁关系到民族健康和社会的

教德育的思想袁 其主要是指教育主体对教育客体实

和谐稳定遥 身教示范自古以来就是一种重要的思想

施德育的过程中坚持自身作为楷模袁 通过行动示范

道德教育方法袁是进行大学生德育开发的重要途径袁

达到对教育客体的示范和启迪作用遥

在医学教育领域袁身教示范更加突显其现代应用价
值和实践意义遥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野身教冶做出如下定义院身教
是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榜样袁 对人进行教育的活

一尧身教德育的内涵

动袁身教胜于言教遥 身教示范的应用领域不同袁教育
主体和客体也不相同遥 在学校主要是指教师对学生

身教的德育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先秦儒

的身教袁在家庭主要是指家长对子女的身教遥不管哪

家德育思想和道家老子的德育思想遥 孔子尧孟子尧荀

种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袁 身教的内涵主要是对教育

子和老子都有关于身教的经典叙述和总结遥 孔子有

主体做出一系列行为和规范的要求袁 主要包括以身

关身教的论述有院野其身正袁不令而行曰其身不正袁虽

作则和榜样示范两个方面遥

令不从遥冶野不能正其身袁如正人何钥冶孔子主张教师应

综上袁 所谓身教德育是指以身教示范为主要方

当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高尚的品行和人格魅力去影

法和实现途径的一种德育开发模式袁 是一种在工具

响和塑造学生袁用行动语言去浸染熏陶学生遥 孟子

论或方法论意义上的德育开发工具和手段遥 具体到

同样认为身教重于言教袁有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

医学院校袁 身教德育主要是指根据卫生行业的人力

己袁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冶的经典论述袁教育者如果不

资源需求袁遵循道德养成的规律袁采用身教示范等手

能做学生的楷模和榜样袁就不能达到野上好之袁下必

段袁把教育目标和内容寓于教师的日常行为中袁在医

有甚焉者矣冶的教育效果遥 荀子提到野仪正而影正冶

学生自觉参与互动中对其思想尧政治尧法制尧伦理和道

和野夫师袁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冶的思想袁主要是

德等方面进行德育开发的模式遥 身教德育的实施需要

指教育者要以身作则尧率先示范袁通过身教示范的方

遵循以行示人尧以行感人和以行教人的三个原则遥

法使得教育对象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感染和熏陶袁从
而达到教育的目的遥 老子提出野不言之教冶的思想袁
从德育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教育者应该少说多做袁

二尧医学院校实施身教德育的必要性
渊一冤身教德育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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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就非

从而丰富和完善高校德育体系的建立遥 鉴于以上分

常重视道德教育袁他们不仅将道德教育作为提升个

析可见袁 医学高校是身教示范德育模式良好的试验

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袁而且还将道德教育用于指

田袁医学高校可以围绕身教德育的顶层设计尧实施和

导治理国家的重大方略遥 身教示范是这一时期儒家

评价形成独具特色的德育模式遥 因此身教德育是创

和道家思想家进行思想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方法遥 尽

新医学生德育开发模式的重要途径遥

管中国古代的德育思想与当前高校所处的历史时代
不同袁所追求的最终德育目标也不相同袁但是古代的

三尧身教德育的创新实践

许多优秀德育方法对当前高校的德育创新和发展仍

渊一冤加强舆论引导袁树立身教示范的典型榜样

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在当前高校对传统德育思

围绕身教示范的典型榜样袁 高校应当充分发挥

想进行批判性借鉴和运用的过程中袁实施身教德育

校园媒体如大学校报尧 校园网等的舆论引导和思想

是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遥

引领作用袁 积极构建身教的校园文化环境和文化氛

渊二冤医学教育自身的特性要求实施身教德育

围袁 从而使得典型榜样的示范效应潜移默化地影响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袁其兼有自然科

到每一位师生遥 天津中医药大学临床实训教学部共

学性质和人文科学性质的双重属性遥 医学人文精神

产党员尧青年教师梁峰袁为上海就医的一位罹患血液

是现代医学工作者的一项基本职业道德要求袁是医

病的 远 岁女孩无偿捐献了造血干细胞袁 成为天津市

学工作者从事医学事业的现实规范袁也是当前条件

第一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高校教师袁 该事件引起了

下从事医学事业的精神追求遥 医学生临床实习阶段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袁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袁

与其未来职业工作内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袁是医学

围绕该事件袁 学校利用校园网络媒体积极弘扬和报

生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初步形成的时期袁也是培养

道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袁 号召全校师生员工向梁峰

医学生职业道德和医学人文精神最为关键的时期遥

老师学习遥就事件本身来看袁梁峰老师捐献造血干细

医学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袁带教老师的言行对实习

胞的行为是其个体的行为袁 但是作为一名医学院校

医学生具有重要的影响袁客观上要求带教老师在传

教师袁其行为却是身教示范的典型袁其本质是在用自

授专业医学知识之外袁还要从思想上尧言行上和实践

己的行为示教袁用高尚的道德为同学们上课遥通过积

中实施身教德育袁从而以榜样示范作用加强医学生

极的舆论引导袁 向全校教师传递一种身教与言教并

的职业道德培养遥

重尧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袁向学生传递一种榜样的示

渊三冤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要求实施身教德育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决定了思想政治教
育具有强烈的实践品格袁其内容主要指向一个人如

范的正能量遥
渊二冤加强载体建设袁拓宽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实
验室建设范围

何生活的价值观教育袁其目的主要是培育适应当前

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主要是指能够承载和传递

时代生活实践需求的接班人 咱员暂遥 身教德育观切中思

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或信息并能够在教育主体

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品格袁在教育主体身体力行和榜

和教育客体之间形成互动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实体遥

样示范的教育实践中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遥 同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载体袁其

时袁思想政治教育强烈的实践品格要求教育主体在

主要着重于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教育遥 医学生人

对教育客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袁不仅仅是简

文素质教育离开了正确的思想政治和道德价值取

单的言传说教袁更要注意教育主体的言行一致尧身体

向袁也就脱离了社会的现实需要袁从而使得纯粹的人

力行的示范作用袁从而使得身教示范成为有效实现

文素质教育变得不现实遥 同样依托于人文素质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必然要求遥

的思想政治教育袁 在与具体的现实和历史文化相结

渊四冤身教德育是德育创新的重要路径

合的过程中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

尽管身教示范的重要作用已经为国内教育工作

染力遥 因此人文素质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相辅

者达成共识袁但是现有研究大多从身教与言传的关

相成袁密不可分遥 针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载体建设袁天

系尧必要性等方面论述身教示范的作用袁现有的研究

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金钟教授最早提出人文素

和实践还没有将野身教示范冶上升到工具论或方法论

质教育实验室建设的构想袁 并进行了人文素质实验

的高度去论述遥 因此袁课题组提出身教德育的概念

室的建设实践遥在实践中袁天津中医药大学的人文素

绝不是为了追求词语上的标新立异袁而是试图利用

质教育实验室主要有生命意义展室尧 遗体捐献者纪

身教从德育的路径尧方法等方面构建新的德育模式袁

念园尧法治教育基地尧医学伦理学实践基地等遥 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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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人文实验室建设袁其本质仍然属于身教德育的

范效应突破时空限制袁 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环境的互

范畴袁例如生命意义展室里陈列着天津中医药大学

动中实现医学生的德育开发遥
渊五冤加强教师德育建设袁开展丰富多彩的师资

退休教授钱雅勇以及一百余份自愿捐献遗体者亲笔
书写的遗嘱袁在学生参观展室感悟生命意义和伟大

培训活动

医学精神的同时袁使学生们的心灵受到洗礼袁领会医

教师队伍的道德水准是身教德育实践能否实施

学生的责任和职业素养遥 除此之外袁需要医学院校根

成功的关键袁 教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所培养医

据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和院校具体实际进一步拓宽人

学生的质量 咱源暂遥 近几年高校青年教师的数量不断增

文素质教育的实验室建设范围袁例如可以组建野知名

加袁 青年教师的职业道德和从业水平已经引起了各

校友榜样展室冶尧野医学大师励志展室冶等实验室袁从而

高校领导的高度重视遥加强教师队伍德育建设袁开展

缩短学生与这些校友精英们之间的时空差距袁将知名

师资培训活动是提高教师职业道德修养最有效最直

校友尧医学大师的榜样示范影响作用最大化遥

接的办法遥 天津中医药大学加强了青年教师入校培

渊三冤动员全员参与袁促进教师队伍的深度整合

训的制度建设袁针对青年教师师德培养主要有以下

在医学专业知识结构体系中存在着丰富的德育

几个方面的举措院 淤把参观生命意义展室作为对

素材袁如爱国主义尧职业道德和医学人文精神等袁这
些素材为在医学专业课教学过程中渗透思想政治教
育提供了有利的契机遥 特别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

新入职教师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的
重要一课遥 于精心组织新进教师进行入职培训活
动袁在教学尧科研等方面给新教师以全面引领遥 如

中医药文化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袁

聘请国家级教学名师开展野精彩一课冶的示范课教

如野神农尝百草冶尧野伏羲制九针冶尧野岐黄论医理冶等故

学活动尧 聘请国家级教研团队成员进行科研方法

事袁对这些素材的合理运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

起步讲解活动尧 开展校领导与青年教师的座谈活

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遥 此外袁临床实践

动等遥 通过培训袁使得青年教师在爱岗敬业尧教学

中带教老师的身体力行和榜样示范成为影响医学生

水平尧科研技能尧服务能力等四方面接受全面的入

德育开发的重要因素遥 因此医学生的德育开发需要

校教育和培训袁 努力为青年教师的成长成才创造

全员参与袁充分调动专业课教师队伍参与医学生德

条件尧搭路铺桥遥 盂定期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育开发的积极性袁促进专业教师队伍和思想政治教
师队伍的深度融合袁二者相互补充尧有机结合使得对
医学生的德育开发更具系统性和整体性遥

宣讲活动袁 教育和引导广大教师和学生践行优良
科 学道 德袁维 护良 好 学 术 风 气 袁坚 守 科 研 诚信 袁培
养创新精神袁维护科学尊严袁努力做学术道德和良

渊四冤依托新媒体袁积极创新德育开发模式

好学风的维护者尧践行者遥

目前袁天津中医药大学先后将情感德育尧理想信

身教示范是中国传统德育方法袁 具有以身作则

念德育尧精英德育等模式应用于医学生的德育开发

和榜样示范两个基本的属性袁 该方法将德育的目标

实践袁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袁依托于勇搏励志班的

和内容寓于教育者的日常行为中袁贵在以行示人尧以

遥

行感人和以行教人袁 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具有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发展袁新媒体以其碎片式和裂变

重要的借鉴意义遥 特别是对于医学院校具有极大的

式的传播特性袁深受大学生的喜爱和关注遥 当前大

感召力和影响力袁 是医学院校进行大学生德育开发

学生已经成为应用新媒体最广泛的群体袁也是受新

的重要途径遥 身教德育的成功实践对于提升医学生

媒体影响最大的群体遥 在新媒体环境下袁医学高校

德育实效性具有重要的意义遥

应当根据新媒体的特征袁 积极创新德育开发模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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