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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整合视野下医学生宽恕心理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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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自 圆园 世纪 怨园 年代以来，
宽恕心理日益受到我国研究者的关注。文章对宽恕的概念进行

了界定，对我国大学生宽恕心理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提出了医学生宽恕心理研究的
一些不足和相应的研究展望，初步探讨了宽恕教育对医学生身心健康的价值，并提出对医学生进
行宽恕教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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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大学生伤害和自杀案件不断发生袁其中

宽恕遥虽然有关人际宽恕的研究比较多袁也有学者对

不乏在医学院校发生的恶性事件袁如 圆园员猿 年 源 月上

自我宽恕和寻求宽恕进行了研究袁并提出其概念遥自

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与室友黄某因琐事引

我宽恕渊泽藻造枣原枣燥则早蚤增藻灶藻泽泽冤是产生过失的个体对待自

起不和袁于是投毒杀死黄某遥 圆园园源 年 苑 月袁北京大学

己 的 动 机 由 报 复 转 向 善 待 的 过 程 咱源暂袁 寻 求 宽 恕

种事件的背后袁究其根本原因袁不难发现袁大多与不

恕的过程袁包括道歉尧非言语保证尧解释和赔偿咱缘暂遥 我

医学部一名大二女生从宿舍九楼跳楼身亡遥 在这种
能宽恕他人尧不能自我宽恕尧不能积极寻求宽恕有

渊枣燥则早蚤增藻灶藻泽泽原泽藻藻噪蚤灶早冤是指冒犯者主动寻求受害者宽
国有学者将广义上的宽恕定义为袁 伤害事件双方在

关袁 因此对医学生进行宽恕教育是非常急迫且十分

动机尧认知尧情感和行为上逐渐由消极向积极转变的

必要的遥 目前国内关于医学生宽恕心理的研究还比

过程袁包括人际宽恕尧自我宽恕和寻求宽恕咱远暂遥 这样

较少袁本文将对宽恕概念及相关研究进行简要梳理袁

就把人际宽恕尧 自我宽恕与寻求宽恕都纳入到广义

以期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袁初步探讨对医学生进行

的宽恕概念中遥 也有学者认为广义的宽恕是一种为

宽恕教育的价值袁为医学生宽恕教育提出建议遥

人处事的原则袁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袁个体能以一颗
宽容的心去对待生活中的人和事袁 避免与他人发生

一尧宽恕概念的界定
狭 义 的 宽 恕 特 指 人 际 宽 恕 渊蚤灶贼藻则责藻则泽燥灶葬造

冲突袁从而保持人际关系的和睦咱苑暂遥 本文所采用的概
念是广义上的宽恕袁 是在一个整合的视角下对宽恕

枣燥则早蚤增藻灶藻泽泽冤或称宽恕他人袁指个体渊被冒犯者冤在受

进行定义袁不仅仅局限于受害者的角度袁而是包含受

到伤害后袁自愿地降低对冒犯者的报复和回避动机

害者与冒犯者双方袁 这样整合后的宽恕就包含三个

以及提高善意动机的改变过程 遥耘灶则蚤早澡贼 认为宽恕

方面的含义院人际宽恕尧自我宽恕尧寻求宽恕遥

咱员暂

咱圆暂

是受害者在受到不公正伤害之后袁其对冒犯者消极尧
负面的认知尧情感和行为反应逐渐消失袁并出现正

二尧大学生宽恕心理的现状研究

面尧积极的认知尧情感和行为反应的过程遥 此外袁一

在我国袁 岑国帧将宽恕第一次引入研究者的视

些国外学者如 栽燥怎泽泽葬蚤灶贼 和 宰藻遭遭咱猿暂将宽恕分为七个

野袁但宽恕被研究者所关注袁是 圆园园圆 年傅宏对国外

恕尧感觉上帝的宽恕尧寻求他人的宽恕和寻求上帝的

怨园 年代开始增多袁在国内关于大学生宽恕心理的研

类型院宽恕自己尧宽恕他人尧宽恕上帝尧感觉他人的宽

宽恕研究的介绍遥 我国有关宽恕的研究从 圆园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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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以宽恕与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和宽恕的影响
因素研究居多遥
渊一冤大学生宽恕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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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代表医学生宽恕心理现状的普遍性遥 盂国内有
关宽恕的研究大多是狭义上的研究要要
要人际宽恕研

究袁而广义上的宽恕不仅仅包括人际宽恕袁还包括自

目前袁国内许多研究表明大学生宽恕心理与其

我宽恕和寻求宽恕袁对后两者的研究比较匮乏袁而在

心理健康相关遥 宽恕水平越高袁其心理健康程度越

三者整合视角下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遥 榆目前有关

高 遥 大学生宽恕心理与主观幸福感也有相关关系袁
咱愿暂

医学生宽恕心理的研究大部分都是理论研究袁 缺乏

宽恕水平越高袁幸福感越强咱怨暂遥 有研究还发现了宽恕

应用研究和相应的干预措施遥

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中介因素袁如刘会驰等咱员园暂研究

针对医学生宽恕心理研究不足袁 在以后的研究

发现大学生宽恕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

中袁应该加强研究样本的代表性袁可以把不同地区尧

过人际关系满意感这个中介变量实现的遥 一方面大

不同层次的医学生按照统计学的方法取样袁 尽量使

学生宽恕水平越高袁就越容易获得较高的人际关系

样本具有代表性曰 不仅仅局限于宽恕的某一层含义

满意感曰另一方面人际关系满意感的提高袁又能促进

的研究袁还要把人际宽恕尧自我宽恕和寻求宽恕整合

主观幸福感的增强遥

起来进行研究袁 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医学生的宽恕心

渊二冤大学生宽恕心理的影响因素研究

理曰并对医学生宽恕心理进行现状和影响因素调查袁

影响人际宽恕过程的因素有很多袁如社会认知

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袁 使医学生宽恕心理研究不止

因素渊如共情尧沉思尧归因等冤尧人格因素渊如宜人性尧

步于理论研究遥

外向性尧神经质尧自恋尧宽容等冤和冒犯事件相关因素
渊如严重程度尧意图尧责任尧道歉尧双方的关系依存度

等冤袁以及宗教信仰相关因素渊如虔诚性尧灵性等冤咱员员暂遥
此外有研究表明袁性别咱员圆暂尧年级咱员猿暂尧专业咱员源暂也会影响
大学生的人际宽恕水平遥

三尧宽恕心理教育
对医学生身心健康的价值探讨
众所周知袁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袁医学生所要
学习的课程科目繁多袁 其可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

影响自我宽恕的因素与影响人际宽恕的因素类

较少袁而且袁医学类课程大多枯燥乏味袁也会相应

似袁主要包括社会认知因素渊如内疚尧共情尧归因尧感

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遥 近年来袁医患关系越来越紧

知到受害者的宽恕等冤尧人格因素渊如神经质尧自恋

张袁医闹事件时有发生袁导致部分医学生为将来的

等冤 和冒犯事件相关因素 渊如严重程度尧 补偿行为

职业感到焦虑袁 在整合视野下对医学生进行宽恕

等冤袁以及宗教信仰相关因素渊如灵性等冤袁其中严重

教育不仅有助于缓解目前医学生的心理压力和焦

程度尧内疚尧感知到受害者的宽恕和补偿行为扮演了

虑情绪袁 更有助于其在走向工作岗位以后较好地

遥 马旭颖

咱员缘暂

更加重要的角色

咱员远暂

发现不同专业的大学

处理医患关系遥

生在自我宽恕上具有显著差异袁工科学生得分显著

渊一冤宽恕教育对医学生自身的价值

高于文科类学生遥

已有的研究大多倾向认为医学生要承受更大的

相对于人际宽恕和自我宽恕袁研究者对寻求宽恕
的关注不多袁涉及影响寻求宽恕的因素主要有一些人

心理压力咱圆园原圆员暂袁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低遥 有研究者将

宽恕干预应用于学校教育袁 发现宽恕课程能有效降

格特质袁如愤怒特质尧缺乏宜人性和开放性咱员苑暂尧自恋等

低和减少学生的愤怒情绪和不良行为袁 改善他们对

感性咱员怨暂等其他因素遥 国内关于大学生寻求宽恕影响因

还有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袁 减少校园伤害

以及虔诚性尧道德推理发展阶段尧自我监控咱员愿暂尧环境敏

学校的态度袁提高他们的人际关系质量咱圆圆暂曰宽恕教育

素的研究基本没有遥

事件的发生咱圆猿暂遥因此袁通过宽恕教育提高医学生人际

渊三冤医学生宽恕心理的研究不足与展望
关于宽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袁大学生
的宽恕心理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袁但医学生作为

宽恕水平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袁 形成良性沟
通袁 而提高自我宽恕水平与寻求宽恕能力对医学生
完善人格尧自我成长等十分有利遥

大学生的一个特殊群体袁其宽恕心理研究尚未得到

渊二冤宽恕教育对医学生未来职业的价值

重视遥 淤研究数量上比较少袁查阅 员怨苑远 要圆园员源 年中

研究发现不同专业之间的医学生心理状态不

国知网全文数据库袁进行主题搜索有关大学生宽恕

同袁并且将来与患者直接接触较多的专业渊如临床尧

的论文袁筛除无关文献后共有 员员猿 篇袁涉及医学生的

护理冤的医学生的心理健康程度偏低遥左川等咱圆源暂发现

状的调查样本大部分局限于某一高校袁研究可能并

其他专业学生高袁 且在强迫和抑郁方面差异有统计

仅有 猿 篇袁仅占 圆援苑豫遥 于国内对医学生宽恕心理现

临床专业学生 杂悦蕴原 怨园 量表总分及多数因子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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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遥 曹枫林等咱圆缘暂调查结果表明护理本科生心理

审视在伤害事件发生后自己的应对策略袁 并向他解

健康状况较一般人群及医学院校其他专业学生差袁

释宽恕的涵义袁引导他将宽恕作为可以选择的策略袁

其中检出率较高的是抑郁尧强迫尧人际关系及敌对遥

并考虑是否愿意宽恕曰第三步袁换位思考袁理解对方

一方面袁在医学专业中袁临床与护理是直接接触患者

内心的压力尧脆弱袁使受害者不再执拗于自己曾受到

比较多的两个专业袁也是医患问题高发的两个专业袁

的伤害袁从而放弃报复袁使内心获得平静曰最后袁可以

而宽恕教育有助于在医患关系问题发生时袁促进医

挖掘在此次伤害事件中受害者所获得的积极方面的

者一方心境改变袁舒缓愤怒情绪袁从而能够以一种理

影响袁让他意识到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袁自己也会伤

解尧包容的心态去对待患者和处理问题曰另一方面袁

害他人袁也需要他人的宽恕袁也可以引导受害者树立

虽然医生的使命就是救死扶伤袁但是医学不是万能

新的人生目标袁从而能够从内心真正地宽恕对方遥对

的袁有时在面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病症时袁面对患者及

于冒犯者袁应该引导他们认识到自己对对方的伤害袁

其家属的期望时袁难免会产生自责尧自罪等消极情

意识到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袁应该积极寻求宽恕袁

绪袁这时袁尝试自我宽恕对缓解内心的自责感非常有

做出补偿袁获得对方谅解遥 当然袁在意识到对对方的

帮助曰此外袁医务人员在面对确实由误判或者疏忽造

伤害之后袁冒犯者也不能一味自责袁在进行积极赔偿

成的医疗事故时袁积极寻求宽恕袁更多与患者家属沟

的同时袁也要舒缓内疚情绪袁获得自我宽恕遥

通袁通过道歉等方式减少家属的愤怒情绪袁并积极进

群体层面袁学校应该重视学生的宽恕教育袁让学

行弥补袁是使事态平息袁恢复正常生活尧工作秩序的

生树立起宽恕意识袁 除了在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加

有效途径遥

入相关内容外袁 学校还可以利用网络和各种新媒体

除了与患者直接接触的医护专业袁还有一些与

途径使学生们方便及时地了解有关宽恕教育的理

患者接触比较少的其他专业袁比如主要处理医院事

念袁在学校范围内营造一个宽恕教育的氛围曰同时可

务尧管理医院人员的相关管理专业袁虽然他们将来与

以邀请相关专家学者举办一些有关宽恕的讲座袁使

患者直接接触少袁但是进行宽恕教育可以对他们日

学生们对宽恕有更深的认识曰 学校可以寻找与宽恕

后处理医院事务和人际接触产生积极影响袁有助于

有关的先进事迹袁发挥榜样的力量袁在模仿与学习中

在医院营造出一个相对宽恕的氛围袁进而间接影响

进行宽恕教育遥

医护人员和医患关系遥
由此可见袁从整合视角对医学生进行宽恕教育
不管是对医学生在校时还是将来走向工作岗位都十
分有益遥 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下袁医学生大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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