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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科院校与非医科院校
大学生对遗体捐献认知态度的比较研究
陆俞凯袁曾日红袁朱婷婷

渊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袁江苏
摘

南京

圆员员员远远冤

以医科院校与非医科院校大学生的对比为例，了解在校大学生关于遗体捐献的认

要院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两类院校共计

知与态度，探寻遗体捐献过少的原因及问题化解途径。

猿园猿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统计学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

前者对

遗体捐献相关基础知识的了解程度要高于后者；两类学生在本人捐献遗体的态度及对近亲属行使
捐献决定之具体情境的看法上无显著差异，但前者更支持近亲属捐献遗体。

遗体捐献率的提

高，离不开遗体捐献体系的完善、更多途径的宣传以及对死亡教育的开展。
关键词院遗体捐献曰近亲属决定权曰自我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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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献者的遗体袁在医科院校被尊称为野大体老
师冶袁主要用于医学解剖教学和科研遥 我国属人口大
国袁但每年遗体捐献者的实际人数比例相当低遥 如
员怨怨远 年至 圆园员缘 年南京市红十字会发展遗体捐献志

愿者 远 苑园园 余人袁实现捐献 员 圆园园 余人 曰圆园园园 年至
咱员暂

文章编号院 1671原0479渊20员远冤0圆原员圆缘原园园缘

医科院校问卷填写人数为 圆园圆 人 渊占样本总量的
远苑豫冤袁其中男生 员园园 人袁女生 员园圆 人曰非医科院校问
卷填写人数为 员园员 人渊占样本总量的 猿猿豫冤袁其中男

生 源苑 人袁女生 缘源 人遥 本次调查所用问卷袁通过文献
检索尧专家咨询等方式确定初稿袁再经由座谈方式听

圆园员圆 年 愿 月广州市确认捐献遗体的市民 员 圆园园 余

取心理学尧法学尧管理学等专家的意见后确定终稿曰

人袁实现捐献 圆猿源 人咱圆暂遥 无疑袁在禁止遗体买卖与擅

问卷主要内容包括调查者的基本信息袁 对遗体捐献

自处置他人遗体的体制下袁遗体捐献过少袁必将影响

的常识尧态度袁以及对近亲属决定权行使具体情境的

医学院校的教学与科研遥 以南京医科大学为例袁维

看法等曰对调查所得数据使用 杂孕杂杂员远援园 统计学软件

持基本教学每年需接收 圆园园 具遗体袁而实际每年只
接收到 苑园 多具遗体 遥 本研究尝试了解在校大学生
咱猿暂

对遗体捐献的认知与态度袁并尝试探索提高遗体捐
献率的可能途径遥

一尧 对象与方法

进行整理与分析袁 并就两类大学生的问卷答案差异
采用卡方检验或秩和检验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遥

二尧 结

果

渊一冤关于遗体捐献基本常识了解情况的比较

本次研究的对象为南京市医科院校与非医科院

两类大学生对于遗体捐献的基本常识包括相关

校渊未设医学专业冤在校大学生曰方法为由经过培训

法律法规尧具体捐献流程尧遗体捐献接收机构尧遗体

的调查员整群抽样发放问卷袁并协助调查对象完成

捐献后的用途以及医学院校遗体使用现状等问题的

问卷遥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猿园猿 份袁回收率为 员园园豫遥

了解程度袁都存在差异袁且这些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基金项目院南京医科大学人文医学协同创新中心志友文化专项课题野遗体捐献决定权研究冶渊圆园员源载栽悦载园圆冤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远原园员原园源
作者简介院陆俞凯渊员怨怨源原 冤袁男袁江苏南通人袁本科生在读曰曾日红渊员怨苑怨原冤袁女袁湖南郴州人袁讲师袁研究方向为医事法学袁通

信作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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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员圆远窑

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员冤遥 总体而言袁医科院校学生要比非

表 圆冤袁 有 猿园援圆豫的医科院校学生和 猿员援苑豫的非医科

步分析发现袁对于遗体捐献相关法律法规尧遗体捐献

科院校学生和 远愿援猿豫的非医科院校学生表示不愿意

院校学生明确表示愿意捐献遗体袁 另有 远怨援愿豫的医

医科院校学生更了解遗体捐献遥 同时袁对数据做进一

流程尧遗体接收机构三个问题袁医科院校有近一半学

捐献或者说不清捐献意愿曰在野是否同意近亲属进行

生不了解袁不了解比例依次为 源远援缘豫尧源怨援缘豫尧源源援员豫曰

遗体捐献冶 的问题上袁 有 苑园援员豫的医科院校学生和

依次为 苑源援猿豫尧远愿援猿豫尧愿源援圆豫遥

体捐献的行为予以支持袁 另有 圆怨援怨豫的医科院校学

缘苑援源豫的非医科院校学生明确表示对近亲属进行遗

而非医科院校学生中绝大多数不了解袁 不了解比例

生和 源圆援远豫的非医科院校学生表示不愿意或者说不

渊二冤对于遗体捐献意愿的比较
通过对两类院校大学生的遗体捐献意愿进行比

清遥 可见袁较之非医科院校学生袁医科院校学生更支

较发现袁 在野本人是否愿意捐献遗体冶的问题上袁两

持自己的近亲属进行遗体捐献袁 该差异具有统计学

类大学生的捐献意愿并没有统计学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

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表员

医科院校学生

项目

了解
园猿援缘
园圆援缘
园苑援源
员怨援愿
猿苑援远

法律法规
捐献流程
接收机构
捐献后用途
遗体使用现状

比较了解

非医科院校学生

了解一点

员员援源
园怨援怨
园远援怨
猿愿援员
员源援怨

不了解

猿愿援远
猿愿援员
源员援远
猿缘援远
圆员援愿

源远援缘
源怨援缘
源源援员
园 远援源
圆缘援苑

表圆

项目
本人是否愿意捐献
是否愿意近亲属进行遗体捐献

了解
园援园
园援园
园援园
缘援园
远援怨

比较了解

猿园援圆
苑园援员

了解一点

园圆援园
园猿援园
园圆援园
员源援怨
园缘援怨

圆猿援愿
圆愿援苑
员猿援愿
远员援源
圆园援愿

不了解
苑源援猿
远愿援猿
愿源援圆
员愿援愿
远远援猿

在值

孕值

原源援愿愿缘
原猿援源员远
原远援远远愿
原远援猿猿愿
原苑援源猿源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渊豫冤

对于遗体捐献的意愿

医科院校学生
愿意

渊豫冤

关于遗体捐献基本常识了解情况

不愿意
员猿援怨
园源援缘

非医科院校学生
说不清

此外袁针对不愿意捐献遗体或暂时无法做出遗
体捐献决定的调查对象袁本研究还就阻碍其捐献的

缘缘援怨
圆缘援源

愿意
猿员援苑
缘苑援源

不愿意
员远援愿
员园援怨

说不清
缘员援缘
猿员援苑

字圆 值

园援远怨源
远援愿园员

孕值
园援苑园苑
园援园猿猿

渊三冤对于遗体捐献中近亲属决定权行使的具体
情境看法的比较

影响因素做了调查袁发现医科院校学生和非医科院

本次调查还针对在实际遗体捐献过程中袁 死者

校学生的各个选项选择的人次数不存在显著差异

近亲属行使决定权的不同情境下是否应该进行遗体

渊字 越源援员员圆袁孕越园援缘猿猿袁表 猿冤遥 不过总体而言袁选择野影

捐献进行设问遥比较发现袁两类院校的学生对于这些

心遗体得不到妥善对待和尊重冶的人数占绝大多数遥

在死者生前已签署具有公示意义遗体捐献文件

圆

响家庭和睦冶尧野未做详细了解袁不想贸然决定冶尧野担

问题的看法并没有显著差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具体而言袁这三个选项的人数在医科院校学生中比

的情形下袁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进行遗体捐献袁其中

例达 苑员援远豫袁在非医科院校学生中比例达 苑园援苑豫袁均

医科院校学生的比例为 远源援怨豫袁 非医科院校学生的

超各自人数的 圆 辕 猿遥
表猿

阻碍捐献的影响因素渊多选题冤

项目
传统思想观念
影响家庭和睦
未作详细了解袁不想贸然决定
不知道捐献渠道或嫌手续繁杂
担心遗体得不到善待和尊重
相关政策法规不完善

医科院
校学生
员猿援缘
圆圆援源
圆圆援愿
园源援猿
圆远援源
员园援远

渊豫冤
非医科院
校学生
员圆援怨
员苑援员
圆苑援员
园苑援员
圆远援缘
园怨援源

此表百分数为每选项的选择人次数占该类学生各选项总
选择人次数之比例遥 字圆越源援员员圆袁孕越园援缘猿猿遥

比例为 苑缘援圆豫曰认为野不应该冶和野说不清冶的医学生
比例分别为 圆猿援猿豫尧员员援怨豫袁 非医学生的比例分别为

员愿援愿豫尧缘援怨豫遥 而如果死者生前并未签署该类文件袁
则即便其生前有遗体捐献意愿袁 大多数学生认为不
应该进行遗体捐献袁 此时两类学生的比例分别为
远猿援怨豫和 缘苑援源豫曰认为野应该冶和野说不清冶的医学生比
例分别为 圆园援猿豫尧员缘援愿豫袁 非医学生的比例分别为
圆缘援苑豫尧员远援愿豫遥

在死者生前明确表示不愿意捐献遗体而近亲属

同意捐献的情形下袁 绝大多数学生都认为不应该捐
献遗体袁其中医科院校学生的比例为 愿猿援苑豫袁非医科
院校学生为 愿猿援圆豫曰认为野不应该冶和野说不清冶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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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比例分别为 苑援源豫尧愿援怨豫袁 非医学生比例分别为
怨援怨豫尧远援怨豫遥

窑员圆苑窑

体捐献率相比咱苑暂袁差距明显遥

渊二冤大学生捐献意愿的限制因素分析

在死者生前遗体捐献意愿不明确的大前提下袁

调查中袁 大学生明确表示不愿意捐献遗体和

若近亲属一致同意捐献遗体袁医科院校学生中分别

暂无法决定的主要顾虑均集中来自家庭的压力尧对

有 猿怨援员豫的人认为应该捐献袁源园援远豫的人认为不应该

遗体捐献的不了解以及对于遗体使用者的不信任这

捐献袁圆园援猿豫的人说不清曰非医科院校学生的比例则
分别为 源园援远豫尧源远援缘豫和 员圆援怨豫遥 而若近亲属意见不

一致时袁综合两类学生数据发现袁更多人选择应该听

三方面遥
员援 来自家庭的压力

大学生作为当代社会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群

从多数人或父母或配偶的意见袁医学生的具体比例

体袁其思想观念开放程度相对高遥 但或许受野家和万

排 序 为 院 父 母 渊圆远援苑豫 冤尧 说 不 清 渊圆猿援猿豫 冤尧 多 数 人

事兴冶尧野遗体担负着家人的情感寄托冶 等观念的影

渊圆猿援猿豫冤尧配偶渊圆圆援苑豫冤尧成年子女渊源援园豫冤袁非医学生

响袁大学生都比较在乎家人的感受遥为避免与家人发

的比例排序为院配偶渊圆苑援苑豫冤尧父母渊圆远援苑豫冤尧说不清

生冲突袁 即便他们知道遗体捐献是一项有益于社会

渊员怨援愿豫冤尧多数人渊员愿援怨豫冤尧成年子女渊远援怨豫冤遥

的崇高之举袁也会在此问题上选择退让袁放弃遗体捐

三尧讨

论

渊一冤大学生遗体捐献了解程度与遗体捐献意愿
之间关系的分析

献的想法遥
圆援 对遗体捐献的陌生感

大学生尚处于弱冠之年袁 多数人未深刻思考过
生死之事袁更不用说考虑遗体捐献了遥 调查发现袁对

员援 医科院校学生暂没有表现出较高的遗体捐

遗体捐献相关法律法规尧遗体捐献流程尧遗体接收机

医科院校学生对于遗体捐献各方面的了解程

院校绝大多数学生都不了解遥此外袁我国高校涉及遗

度袁均明显高于非医科院校学生遥 究其原因袁遗体捐

体捐献等内容的死亡教育尚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和

献与其专业本身联系密切袁在医科院校一般都会设

模式袁目前主要在医学教育中被加以重视咱愿暂曰相关社

献意愿

置解剖学尧医学伦理学尧医学史等相关课程袁甚至还
会举办诸如感恩遗体捐献志愿者的社团及其相关活
动等等遥 这些途径或因素的存在袁都有助于医科院
校学生加深对遗体捐献的了解遥 而非医科院校学生

构等问题袁医科院校有近一半学生不了解袁而非医科

会宣传教育则依然存在不足遥为此袁多数人对于遗体
捐献感到陌生就不足为奇了遥
猿援 对遗体捐献系统的不信任感

目前袁因我国尚未形成全国性的尧统一的遗体捐

则很少有机会接触到此类课程及活动遥 不过从本研

献专门立法袁 不少民众对于遗体捐献系统存在不信

究结果看袁医学背景似乎对于提高个人遗体捐献意

任感遥当民众有遗体捐献意愿袁并尝试掌握遗体捐献

愿并无特别的促进作用袁医科院校学生遗体捐献意

程序时袁如法律规范不明确甚至缺失袁则其将难以全

愿与非医科院校学生差异不大遥 这不难推断袁对遗

面了解遗体捐献路径及准确预测遗体捐献的结果遥

体捐献的了解仅是影响遗体捐献率的一个因素袁而

而对遗体捐献体系的不信任感袁 某种程度上会严重

非决定性因素遥

阻碍民众捐献遗体的积极性遥

圆援 大学生遗体捐献意愿水平与社会整体水平

持平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袁约有 猿园豫的大学生明确表

示愿意捐献遗体袁愈半数大学生暂时还无法给出明
确的答复袁说明两类院校学生对捐献遗体持有共同
的谨慎态度遥 比较以往各地关于遗体捐献的意愿调
查袁如武汉市市民愿意遗体捐献的比例为 猿猿援圆豫咱源暂袁

渊三冤大学生关于近亲属进行遗体捐献认同度的
分析
对于近亲属遗体捐献的意愿袁 医科院校学生有
苑园援员豫 表 示 同 意 袁 明 显 高 于 非 医 科 院 校 学 生
渊缘苑援源豫冤曰此时袁医科院校学生明确表明不同意的仅
为 源援缘豫袁明显低于非医科院校学生渊员园援怨豫冤遥 这说明

当近亲属向其透露想要进行遗体捐献的意愿时袁医

广州市市民为 猿缘援源豫咱缘暂袁 郑州市市民为 猿园援愿豫咱远暂袁本

科院校学生会更支持其近亲属的想法遥实际上袁死者

次调查所得的意愿水平与多地市民的意愿水平相

生前决定捐献遗体袁 但因近亲属反对捐献使其捐献

当遥事实上袁遗体捐献意愿水平与实际捐献水平还存

落空的情况时有发生遥 所以袁具有医学背景的学生袁

在很大差异袁国内遗体捐献登记人数仅占我国人口

可以在冲突中起到润滑剂的作用袁 提高遗体捐献的

的 园援园员豫左右袁 而实际捐献的遗体又仅占遗体捐献

成功率遥

登记人数的 源豫耀圆园豫袁 这与国外高达 猿园豫耀愿园豫遗

当然袁 大学生往往不是捐献人家庭中唯一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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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袁且因家庭父权主义的存在咱怨暂袁其在整个家庭中

不信任感袁因此相关部门应重视遗体捐献的宣传袁借

难以掌握足够的话语权遥 但不难推测袁在一个具有

助现代社会各类途径如互联网平台加强宣传力度与

医学背景的家庭中袁遗体捐献会比没有任何医学背

深度曰 甚至可以建立专门网站袁 提供捐献者生平介

景的家庭进行得更加顺利遥

绍尧遗体捐献相关新闻刊载尧网上祭奠等服务遥此外袁

渊四冤大学生对于遗体捐献近亲属决定权行使的
看法分析
对于死者意愿袁多数大学生表示尊重遥 但就死
者生前明确表示愿意捐献遗体而近亲属不同意捐献

媒体也应与遗体捐献相关部门配合袁营造积极尧科学
的社会舆论环境咱员员暂遥 总之袁对遗体捐献进行多途径尧
立体式的宣传袁 才能逐渐有效地消减民众对遗体捐
献的陌生感和不信任感遥
渊三冤鼓励大学开展死亡教育

的情形袁两类院校大学生对死者生前签署与未签署
具有公示意义文件的两种情形袁给出了截然相反的

受野重生忌死冶观念影响袁我国死亡教育较西方

看法遥 对于前者袁大多数学生选择了野应该冶曰而对于

发达国家起步较晚遥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袁不是所有

后者袁多数学生选择了野不应该冶遥 从这样的反差看

医学生都知道遗体的用途袁而且多数非医学生对其

出袁大学生对于野具有公示意义且明确表明捐献者意

并不了解遥 死亡教育内容包括生命的内涵尧价值袁其

愿冶的文件十分看重遥

能够让更多学生视遗体捐献为实现生命价值尧延续

同时袁在野死者生前明确表示不愿意捐献遗体袁
但死者近亲属同意捐献冶时袁绝大多数学生都认为不

生命的一种方式咱员圆暂袁逐步将遗体捐献与遗体火化等
常规遗体处置方式视于同等法律地位遥 开展死亡教

应该捐献遗体袁这亦反映出大多数人对死者意愿的

育的方式有很多袁 如开设死亡教育的专门课程尧参

尊重遥 而在野死者生前并未明确表示是否愿意捐献

观遗体捐献者纪念馆尧亲历遗体告别仪式等遥

遗体袁死者近亲属一致同意捐献冶时袁觉得野应该冶捐
献的学生比例均在 源园豫左右袁这个比例与觉得野不
应该冶 的学生比例相差不大 渊两类学生分别为
源园援远豫尧源远援缘豫冤遥 此外袁在野死者生前并未明确表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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