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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医学生生命教育的缺失，
导致医学生对生命的理解不到位，继而引发了较为严重的社会

性问题。对传统儒道生死观进行解读，并结合医学生生命教育的多维需求，研究其对医学生生命教
育的当代价值：引导医学生积极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启发医学生树立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科学
生命观；提供医学生临终患者照护的哲学认知与实践指导；指导医学生调节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
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院传统生死观曰儒家曰道家曰医学生生命教育
中图分类号院 郧远源员

文献标志码院 粤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杂杂圆园员缘园远员愿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缘冤0远原源愿缘原园园源

大学生本应是积极进取尧蓬勃向上的一代袁而在

辑基础遥叶论语曳记载院野子在川上曰院耶逝者如斯夫袁不

现实生活中袁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游戏人生尧虚度光

舍昼夜爷冶袁 又曰 野日月逝矣袁 岁不与我冶渊叶论语窑阳

阴袁 甚至于自杀和杀人遥 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整体素
质袁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生命观袁专家学者特意提出
在大学教育中增加生命教育的相关课程遥 纵观近几

贷曳冤袁这些都揭示和说明了时间流逝不可逆转袁人的

生命是一个由生到死的自然过程咱圆暂遥 叶论语窑颜渊曳中
记载院野商闻之矣袁死生有命袁富贵在天遥冶人的生死自

年我国各大高校生命教育的发展袁成效甚微袁尤其是

有天定袁杞人忧天尧贪生怕死也不能改变人终有一死

对医学生来说袁自身专业的特殊性更加凸显出在医

的命运遥 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袁与死亡相比袁生是比

学院校中完善生命教育课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遥 面

较好把握的袁 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主张一味地排斥死

对多元化价值体系及西方主流文化入侵的挑战袁须

亡袁崇尚生存遥荀子在叶礼论曳中有野生袁人之始也曰死袁

不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袁提高当代大学生的人

人之终也遥始终具善袁人道毕矣冶的思想表达袁他在赞

文素质袁才能顺应时代要求袁培养出继往开来尧开拓

同孔子生死观的同时袁更强调人不仅要善生袁也要善

创新的一代新人 遥 先秦儒道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

死袁这才是完美的为人之道咱猿暂遥 儒家先贤们用他们的

观为基础袁探析其对医学生生命教育的当代价值袁为

不坦然面对袁只要做到善始善终袁人生也可以非常完

医学生生命教育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遥

美遥

咱员暂

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袁因此袁本文以先秦儒道生死

一尧传统儒道生死观的解读

言行告诫后人袁既然生死是自然过程袁无法改变袁何

圆援 珍惜生命

儒家提出野敬鬼神而远之冶袁为敬畏生命思想提

渊一冤儒家的生死观

供了理论基础遥 子曰院野暴虎冯河袁死而无憾者袁吾不

员援 生死有命袁坦然面对生与死

与也遥 必也临事而惧袁 好谋而成者也遥 冶渊叶论语窑述

儒家提出生死有命袁这是研究儒家生死观的逻

而曳冤孔子不打算带子路一起去打仗袁足见他对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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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无憾的行为不能苟同袁体现出孔子对生命的重

十三章曳冤不丢失品格的人袁就算是死亡也只是肉体

视遥 叶论语窑雍也曳中记载院野子曰院务民之义袁敬鬼神

上的消失袁精神却是永存的遥这是向死而生的人生哲

而远之袁可谓知矣遥冶野敬鬼神而远之冶不是避谈死亡袁

学袁可见老子不但对死亡有了深刻的认知袁更是做到

而恰恰体现了对生的重视遥 野未知生袁焉知死钥 冶渊叶论

了超越死亡袁他通过修养袁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行来赋

语窑先进曳冤如果连人活着的道理都没有弄懂袁又怎么

予人生无限的意义遥道家立足宇宙看生命袁将人类生

能理解死亡呢钥 可见孔子不止一次地向学生们传授

死之变纳入宇宙变化的洪流之中袁 认为生命由生到

生命的重要性袁教育后人应该尊重生命袁敬畏生命遥

死的变化犹如春夏秋冬四时更替袁是一种自然现象袁

然而袁珍惜生命并不意味着为了追求生而不折

庄子甚至将其看作是一种野物化冶现象袁认为生命形

手段遥 野生袁亦我所欲也袁义袁亦我所欲也袁二者不可

态从生到死或从死到生袁 都不过是物质形态的转化

为袁当生与义不能同时满足的时候袁我们应该舍生而

野落叶归根冶袁叶子掉落并不是生命消逝袁它只是化为

得兼袁舍生而取义者也遥 冶渊叶孟子窑告子上曳冤孟子认

而已咱远暂遥 死亡不是消失袁而是与自然融为一体袁好似

取义遥 可见袁儒家所宣扬的生死观更注重道德品格

春泥袁滋养花草树木遥由此看来袁死亡只是回归自然袁

的培养遥 生命固然可贵袁但是当生命与道义相比时袁
生命就显得十分渺小遥 所以袁儒家也极力反对为了

最终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存在遥
猿援 重生轻利

野名与身孰亲钥 身与货孰多钥 冶渊叶老子窑第四十七

保全性命而做出有损道义的事情遥
猿援 死而不朽

章曳冤老子将名利与身体相比袁将身体与外在物质相

子曰院野朝闻道袁夕死可矣遥 冶渊叶论语窑里仁曳冤孔

比袁通过反问袁体现出其对野生冶的重视袁他认为名利

子说院野早上起来的时候就能理解真正的圣人之道袁

和金钱始终都是身外之物袁过分追求只会蒙蔽双眼袁

那么晚上就算死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遥 冶说明人

腐蚀内心袁所以人要懂得满足袁这就是道家所提倡的

重要遥 儒家通过宣扬积极的入世精神袁强调人们应

生冶之道上遥野天得一以清袁地得一以宁袁神得一以灵袁

生在世袁实现人生价值比在意生命的长短显得更为
该更加注重人生价值的追求与实现遥 中国古代的士
大夫们袁在面对必死的人生结局时袁刻意于追求野杀

野清心寡欲冶遥 道家的野重生冶思想还体现在它的野养

谷得一以盈袁万物得一以生遥 冶渊叶老子窑第三十九章曳
道家认为袁当人通过修养达到野天人合一冶的境界时袁

生成仁冶野舍生取义冶袁或去求得野立功尧立德尧立言冶之

自己的生命就会与自然融为一体袁道家专有的气功尧

野三不朽冶 遥 因为他们认为袁人生在世袁除了追求物

养身之法也是此学说的衍生袁通过修身养性让野一冶

质方面的财富袁还有精神尧文化方面的财富袁而物质

得以在体内存续袁达到心平气和袁无欲无求袁同时也

是短暂的袁终会消逝袁精神文化的影响却是长久的袁

可以强身健体袁足见道家对生命的重视遥

甚至是永恒的遥 所以他们通过追求人生理想袁实现

渊三冤传统儒道生死观的异同与关系

人生价值来淡化死亡的不幸与恐惧遥 中国历史上袁

儒道两家都认为袁 人的生命由生到死是自然规

很多伟人都留下了卓越的文化遗产袁他们的思想尧文

律袁无法改变袁逃避生死也无济于事袁所以要正确看

章尧事迹流芳百世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遥

待生死曰同时袁他们也都认为生命是宝贵的袁主张人

咱源暂

渊二冤道家的生死观

应该珍惜生命袁敬畏生命遥 然而袁死亡的神秘性和不

员援野道法自然冶的生命观

确定性始终让大家无法彻底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心

野道生一袁一生二袁二生三袁三生万物遥 冶渊叶老子窑

理袁因此袁如何去淡化这样的恐惧袁儒道先贤却从不

第四十二章曳冤老子认为生命的本源在于野道冶遥 野人

同的视角给予了解释遥

五章曳冤宇宙间的一切运动都是无形的却充满生机的

是死的结局袁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袁人们可以通过建功

野道冶运行的结果和表现袁天地万物都随着野道冶自然

立业尧拥有令人称颂的品德尧留下文学作品等方法来

法地袁地法天袁天法道袁道法自然遥 冶渊叶老子窑第二十

儒家认为袁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生的过程袁而不

而然地运动变化着袁一切都在野道冶的必然性中 遥 生

实现现世的价值袁就算最后终有一死袁也可以达到死

命也是如此袁它遵循着自然规律袁有生亦有死袁外力

而不朽遥而道家的思想就显得更为超脱袁道家所宣扬

无法改变遥 老子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野道法自然冶的

的是超凡的出世精神袁 它并没有将死亡看作是人生

生命境界正是一种通过野无为而为冶的生命践履追求

的终点袁它主张野生死一体冶遥 人活着是因为气聚袁死

人的生命之野真冶与野朴冶遥

亡则是因为气散曰 它认为肉体只是人类精神的暂居

咱缘暂

圆援 死而不亡

第三
野不失其所者久袁死而不亡者寿遥 冶渊叶老子﹒

地袁肉体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精神的灭亡袁为此袁道家
认为应该将人的精神与野道冶结合袁遵循天道袁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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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援 和谐医患关系之营造必以生命教育为源

然袁方能超越死亡袁达到精神上的不朽不灭遥

目前袁 越来越多的医护工作者遭到患者的谩骂

二 尧医学生生命教育的多维需求

和攻击袁医患关系愈加紧张遥 反省自身袁医护人员从

渊一冤 医学之道与医学生生命教育

自身角度也实施了一些措施缓和矛盾遥 众多学者也

员援 医学的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属性决定医学生

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袁结果发现医患沟通过少袁医疗

自古以来袁医生都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袁作为医

成了医患关系的复杂和紧张袁 集中表现在医患之间

学生袁 学好医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就显得尤为重要遥

缺乏充分的理解和尊重遥高强度的工作量袁导致医生

此外袁一名优秀的医生还必须有崇高的医德袁正所谓

无暇顾及患者的情绪袁 在对待早已司空见惯疾病的

野医者父母心冶袁就是要求医生对待患者就要像父母

时候难免会变得麻木冷淡曰 而遭受病痛折磨的患者

对待子女一样遥 绝大多数的医学生未来工作的内容

及其家属却因为担心病情而显得十分焦虑袁 如果他

全部与生命息息相关袁如若医者心术不正袁生命意识

们在就医时未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与关心袁 势必会引

淡漠袁责任心不强袁必将造成整个社会环境的混乱与

起他们心中的愤懑袁由此引发医患纷争遥 因此袁为缓

不安遥 因此袁医学之道袁就是医者怀仁心尧行仁术遥 近

解如此严峻的医患现状袁 对医学生的生命教育提出

年来袁人文医学理念被广大医学院校所接受袁并得到

了更高的要求遥

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领域的专业性过强袁 患者对医护的较高期待等都造

广泛推崇袁其中袁生命教育是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

三尧中国传统儒道生死观

的核心内容袁亦是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关键内容遥
圆援 医学模式发展推动医学生生命教育的丰富性

对医学生生命教育的当代价值

进入 圆员 世纪后袁医学模式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

渊一冤儒家生死观对医学生生命教育的当代价值

式认为袁个体引发疾病不单纯是人体的生理平衡被

当前袁 置身于开放的社会环境以及多元价值并

式转变为生物要心理要社会医学模式遥 新的医学模

员援 引导医学生积极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

破坏而导致袁而应将个体的生物因素尧心理因素和社

存的社会现实袁 一些医学生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树立

会环境因素相结合袁从整体上去分析患者的疾病袁寻

起人生价值的正确取向袁 于是陷入了一种无意义的

求更为个体化尧人性化的医疗方案遥 由此可见袁新医

烦躁尧焦虑尧不安尧困顿和迷茫之中咱愿暂遥 儒家思想认

学模式的确立对医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

为袁当人生有了可以追求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时袁其生

望袁医护人员除了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袁娴熟的操作

命就会因有所附着而充满活力袁 其心灵也会因有所

技巧袁更要有灵活的分析能力袁而培养这种能力的方

寄托而感到充实咱怨暂遥 因此袁我们通过儒学重视现世人

法必须从医学生的生命教育中去研究和探寻遥 只有

生的思想袁 让学生明白追求人生意义才是生命的根

当医学生对生命有透彻的理解之后袁才能站在理性

本需求袁只有生得无憾袁才能死得无悔曰借鉴儒家代

角度去认识患者袁理解患者袁能够与患者产生共鸣袁

表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启发医学生袁 指导他们在学生

最终对患者进行正确的宣教和干预遥

时代树立远大目标袁并为之奋斗终身袁最终实现生命

渊二冤为医之道与医学生生命教育

价值遥

员援 良医之锻造必以生命教育为基

医疗服务以维系人类的生命健康为宗旨袁医学

圆援 启发医学生树立尊重生命尧敬畏生命的科学

生命观

生们为了在未来有能力承担起救死扶伤的使命袁在

针对大学生漠视生命的做法袁 我们要教育医学

学习时就必须严谨踏实袁勤学好进遥 但是在现实中袁

生珍惜生命袁敬畏生命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认

很多医学生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袁也很少有人认

为袁生命是上天赋予的袁异常珍贵袁我们应该倍加珍

真地去思考自己的人生遥 真正的人生指的是人不满

惜袁不能轻言放弃遥 平等的生命观认为袁他人的生命

足于有限的生命和单纯的维持生存的活动袁而应将

与自己的生命同样重要袁因此袁培养医学生正确的生

自己的存在指向未来袁以某种理想作为目的指导着

命观袁不但要让医学生珍爱自己袁更重要的是要有一

自己的存在袁不能辜负和浪费只有一次的生命 遥 因

颗博爱之心袁尊重他人的生命遥只有当医学生怀着对

此袁我们必须通过生命教育引导医学生树立伟大的

生命的敬畏之心去学习时袁才能做到认真严谨袁一丝

理想袁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而努力奋斗袁这样他们

不苟曰 在对患者进行救治时才会拼尽全力袁 全心全

才能迸发出全部潜能袁努力提升自我袁服务于医疗事

意遥尤其是在面对临终患者时袁医护人员便更能体会

业袁最终实现生命的价值遥

患者及家属的心境袁 在充分理解患者的前提下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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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袁就更能让患者接受他

种思想相互补充作用于生命教育遥 儒家的以生观

们的工作袁也可以有效缓和医患矛盾袁创建和谐的医

死袁 以现实中的功名和道德超越死亡对生命的中

患关系遥

止袁道家的以死观生袁顺应自然袁逍遥自由袁最终超

渊二冤道家生死观对医学生生命教育的当代价值
员援 提供医学生临终患者照护的哲学认知与实

践指导

越生死咱员园暂袁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让医学生摆脱对必
死命运的恐惧心理遥 同时袁儒道生死观对于医学生

的人格形成袁价值实现都大有裨益袁尤其是在新型

人们对死亡的恐惧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

医学模式逐步确立的今天袁将儒道生死观与现代医

加深袁越接近死亡袁恐惧心理越明显曰而对于那些毫

学生生命教育相结合袁 不但适应时代的新要求袁同

无心理准备就必须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命运时袁心

时更加有利于医学生在被教育的过程中受到启发袁

理上的恐惧程度可想而知袁所以对这些临终患者进

在对患者进行诊治的过程中能够做到从整体上看待

行心理上的辅导就显得十分重要遥 西医教学中已有

患者袁 尊重患者的情绪和意愿袁 对于医疗行为的开

对临终患者进行心理辅导的课程袁但是从患者的自

展袁缓和医患矛盾袁构建和谐医疗环境有极其重要的

身背景尧中国的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考虑袁单纯的西

作用遥

式医疗并不能有效缓解临终患者的焦虑心理袁因此袁

然而袁 传统儒道思想并不完全符合当今的时代

可以将道家的自然生命观与心理辅导相结合袁融入

潮流袁我们在汲取传统文化时则要遵循野取其精华袁

到生命教育的课程中袁让医学生认识到袁生死只是形

去其糟粕冶的原则袁结合现状袁将其有价值的理论应

态上的差异袁并无本质上的不同曰死亡并不意味着消

用于现代的教学研究与实践中遥

失袁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新生遥 医学生在未来工作中
也可以用这样的观点去宽慰临终患者袁指导他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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