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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弟子规》在医学生道德教育中有着深厚的人文意蕴。目前医学生道德教育中存在教育

观念意识不强、
教育目标定位不准、教育内容知行分离、德育成效评价过于简单等问题。因此医学
院校可采取尊重德育教育主体、建设校园文化、加强社会实践、利用新媒体、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等方式，
把《弟子规》运用于医学生道德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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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作为培育医务人员的主要阵地袁肩负
着向医院输送医学人才尧提高医务工作者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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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都有着积极作用遥
野首孝悌冶作为叶弟子规曳的开篇袁强调了野孝冶的

的重任遥 加强医学生道德教育是培养合格医学人才

首要地位袁野出则悌冶 则讲述了在外待人接物的基本

的客观需要袁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道德行为不仅

准则遥 当代医学生多为 怨园 后独生子女袁从小倍受父

是当代医学生自我人格完善的需求袁也是医学院校
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遥 而在现有的教育体制和
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社会生活环境下袁医学生道德

母与家长的疼爱袁使他们形成了任性尧不善于沟通尧

自理能力差尧较为自我等特征 咱猿暂遥 以叶弟子规曳中野孝

悌冶 的亲伦思想来引导医学生袁 从对父母孝且敬开

教育始终难见显效袁道德教育的软性资源始终不力袁

始袁以孝心为基础袁由此及彼尧由里到外袁激发野仁爱冶

教育内容知行分离 遥 本文尝试在领会叶弟子规曳在

之心袁可以进一步完善医学生的道德品质培养遥

育存在的问题袁吸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教育资源精

医学院校学生学业负担繁重袁课程设置枯燥袁部分学

华袁探索叶弟子规曳在医学生道德教育中的运用遥

生出现了通宵上网尧深夜聚会尧生活作息不规律尧学

咱员暂

医学生道德教育意蕴的基础上袁分析医学生道德教

一尧叶弟子规曳在医学生道德教育中的意蕴

野谨冶是规范修身之道袁为谨慎尧小心之意遥 当今

习效率低等问题遥叶弟子规曳中野朝起早袁夜眠迟袁老易
至惜此时冶袁 告诫医学生要形成规律的作息习惯袁保

叶弟子规曳原名叶训蒙文曳袁由清朝学者李毓秀所

持积极的生活态度袁珍惜青春年少时光遥野信冶强调要

叶弟 子 规 曳共 猿远园 句 袁总 计 员 园愿园 个 字 袁分 为 野孝 冶尧

的本分遥 叶弟子规曳中 野谨言慎行袁诚信为本冶的思想袁

篇章袁列举了在家尧出外尧待人尧接物尧处世尧求学时应

诚信袁 只有严谨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才能得到他

尽的礼仪规范 咱圆暂袁与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

人的尊重 咱源暂遥

一脉相承袁对于完善医学院校学生人格尧培养人与人

统医德的主要思想内涵 野医乃仁术冶尧野义为利本冶等

著袁后经 清代 贾存 仁 修 改 编 订 袁更 名 为 叶弟 子 规曳遥

以诚信待人袁同时要善于调节自己的内心袁做好自己

野悌冶尧野谨冶尧野信冶尧野亲仁冶尧野泛爱众冶与野余力学文冶等

则告诫当代医学院校学生做事情要谨慎细微袁 讲究

心价值观中野和谐冶尧野敬业冶尧野诚信冶尧野友善冶等理念
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尧深化生命价值教育

叶弟子规曳中野亲仁冶尧野泛爱众冶的思想与中国传

方面一脉相承遥 叶弟子规曳中野爱众者袁得众爱冶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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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袁则教育当代医学院校学生要用仁爱之心与人相

能曰片面强调社会适应教育袁忽视了道德教育个体的

处袁善待他人袁懂得感恩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袁珍爱

价值引导曰片面强调理想教育袁排斥了道德教育内容

生命袁进而构建和谐的人际环境袁为集体尧国家甚至

的现实取向遥以往的道德教育袁过多地关注对学生理

世界奉献自己的力量袁从而实现生命的价值遥

智层面的说教和要求袁忽视了开发情感等心理因素袁

叶弟子规曳中 野余力学文冶篇则叙述了如何做到

从而导致了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 咱愿暂遥 在这样的教

学习态度等遥 野学文冶并不仅仅是要学习课本知识袁

在认知层面袁在众人面前可以讲得头头是道袁出口就

还要涉及学习尧生活尧工作的方方面面袁要见多识广尧

是野大道理冶袁而在实际的道德行为方面袁却连最起码

博采众长袁这就要求医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从生

的文明礼貌都做不到 咱怨暂遥

好好学习袁如何能够制订出好的学习计划尧培育良好

活中汲取能量袁增强法律意识尧提升自我遥 野学而行袁

育背景影响下袁 医学生对自我的德育要求也只停留

渊四冤德育成效评价过于简单

以明理冶的思想袁则教诲医学院校学生袁掌握理论知

目前袁 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道德教育的课程评

识之后袁更多的是要将自己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袁学

价标准仍然以笔试为主遥 这种追求简单划一的评价

习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掌握了多少知识袁还在于明

方式袁强调理论体系的地位袁忽视了思想道德素质的

白道理袁继而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袁正所谓野好于学尧

深刻内涵遥在应试教育的导向下袁医学生道德教育的

敏于思尧善于行冶 遥

评价一直停留在道德认知的水平上袁 在一定程度上

咱缘暂

二尧医学生道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导致了医学生只注重提高道德认知袁 而忽视提高道
德行为能力遥因此袁造成了医学生的基本道德知识比

渊一冤道德教育观念意识不强

较扎实袁但分析道德问题尧解决道德相关问题的能力

就业指挥棒的影响尧医学人力资源市场偏重医

相对较差袁理论联系实际较少袁交流沟通能力欠缺遥

学人才专业水平的用人标准袁致使医学院校长期以

在医学生参加临床工作以后袁 所学道德课程知识更

来更多注重的是用科学和技术野铸造冶人才袁侧重的

是与现实情形基本脱节遥

是理论知识和技术训练遥与其他专业的大学生相比袁
医学生面临着课程密度高尧需要背记的内容多尧某些
课程难度大等更大压力 咱远暂遥 上述这些因素客观上造

成了社会尧学校尧学生三方在医学生道德教育方面的
忽视和漠视袁以致医学生对道德教育的理解往往停
留在浅表层次的感性认识上袁或者仅仅是应付考试遥

三尧叶弟子规曳在医学生道德教育中
的实施途径
渊一冤尊重道德教育的主体袁将课堂教学与自我
教育相结合
与忽视受教育者主体价值的满堂灌的尧 传统的

渊二冤道德教育目标定位不准

道德教育方式相比袁 现阶段医学生的道德教育方式

当前在我国医学院校中袁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理

应根据医学生自身的内在需求袁 从道德教育主体角

论尧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教育课程基本

度出发袁采用结合了道德规范尧医学生特点尧适应社

集中在大学一尧二学年遥 在课程的教授中袁专任教师

会需要的道德教育途径遥 在叶弟子规曳德育内容的选

特别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尧课程的理论性和逻辑性袁但

择上袁要充分抓住医学生现阶段关注的热点和难点袁

在对学生的主流价值观的讨论尧引导和存在问题上

巧妙融入叶弟子规曳中野以孝为先袁道德为本冶尧野博爱

有回避和野虚晃一枪冶的不足遥 同时袁在课程教学中袁

众生袁 天下为公冶尧野诚信为本袁 慎独自律冶尧野力行学

也没有融入医学专业的特性遥 在职业道德教育目标

文袁明理成人冶等方面优秀传统文化遥 在教学方法和

上定位不准确袁甚至有些院校并没有清晰地考虑到

手段上袁应该运用深入浅出尧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袁

医学生德育的专业问题袁与国内所有其他类型学校

充分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袁采用讲解尧讨论尧看录

德育定位相同袁课程与其他医学课程间的交叉融合

像尧演剧尧唱歌尧辩论等医学生喜闻乐见的方法袁充分

考虑较少 咱苑暂遥 虽然部分医学院校陆续开设了大学生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遥在教育评估上袁建立医学生在校

道德修养尧医学伦理学尧卫生心理学尧卫生法律等课

期间的道德档案袁 记录其日常行为表现及诚信表现

程来弥补不足袁但是相对其他医学专业课程来说袁要

和社会服务等情况遥 通过道德认知尧道德情感尧道德

求不高袁效果不佳袁有的仅仅是选修课遥

意志等方面的测评袁与叶弟子规曳和医学道德教育有

渊三冤道德教育内容知行分离

关要求进行比较袁最终给出一个科学评分袁从而及时

当前医学院校所构建的道德教育内容存在的主

发现医学生的思想动态及行为改变遥

要问题有院过于强调政治教育袁窄化道德教育的 功

渊二冤潜移默化袁将叶弟子规曳融入医学院校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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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 医学院校

文化建设中
充分发挥党团组织的第二课堂在医学院校校园

在学习叶弟子规曳时袁要将现今医疗行业特征尧当代医

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遥 通过邀请名师尧学校教师开展

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实际相结合袁 不断探索医学生在

叶弟子规曳的传统文化系列讲座袁指导医学生诵读叶弟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规律袁 有效地引导医

子规曳曰通过寒暑假经典阅读尧读书报告会尧知识竞

学生将融合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取向的叶弟子规曳传

赛尧辩论赛等形式袁开展诵读叶弟子规曳活动袁让医学

统文化思想变为自觉的客观选择遥

生能够系统诵读尧熟背叶弟子规曳内容曰开展感悟叶弟

在德育教育中袁学校教育尧家庭教育尧社会教育

子规曳活动袁观看有关叶弟子规曳赏析的影视作品袁利

三者相互联系尧相互补充遥叶弟子规曳作为优秀传统文

用思想政治教育课上十分钟心得分享尧校园广播尧校

化精华袁是医学院校学生终生学习实践的一个范本袁

报尧黑板报尧橱窗尧横幅尧电子显示屏尧路牌等宣传叶弟

可以融入到家庭教育尧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之

子规曳袁让医学生在这种氛围中受到浸润尧滋养袁从生

中遥它能够促使医学生在终生学习实践中袁重视家庭

活尧学习的点点滴滴中接受叶弟子规曳的熏陶

遥

咱员园暂

伦理道德尧树立诚实守信品德尧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渊三冤知行合一袁在社会实践中感悟叶弟子规曳

和正确的价值观念尧培育出积极健康的人生态度袁终

实践出真知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遥 通

生做到德才兼备遥

过开展社会实践尧青年志愿者服务帮扶活动袁让医学
生去体验叶弟子规曳中野爱众者袁得众爱冶的思想遥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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