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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校训彰显学校办学传统和育人理念，
大多数学校都有各具特色的校训。医学院校肩负着

培养高水平医疗卫生人才的任务，需要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校训。对我国独立设置的普通本科医
学院校校训的研究显示，虽然校训体现出各校的办学理念与特色，但也存在内容同质化，结构简单
化和缺乏时效性等问题，各校应在校训的表达方式、价值取向、思想内涵等方面加以改进，以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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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训承载着学校的历史文化底蕴袁是大学精神
的凝练袁彰显了学校的价值理念与目标追求遥 当前袁
无论中小学还是普通高等学校大多有校训遥 作为教
育体系组成部分的医学院校同样需要重视校训建
设袁 解读其校训是研究我国医学院校校园文化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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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一冤 校训词性的分析
按照词义分类袁可将 缘缘 所医学院校校训划分成

员猿怨 个词语遥 经统计袁动词 员园员 个尧形容词 圆园 个尧名
词 员猿 个尧连词 缘 个遥可以看出袁校训用词表述以动词
为主袁例如野扶伤冶尧野奉献冶尧野济世冶尧野创新冶等袁说明

学特色的切入点袁对于丰富高等医学教育理论袁提升

在医学教育思维中野做冶与野行冶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曰

文化育人水平有着理论和实践价值遥 当前学者主要

而校训中的形容词和名词袁 如 野仁爱冶尧野仁术冶尧野严

从教育学尧文化学尧哲学尧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视角袁
从宏观层面抽象论述校训本质尧特点尧功能以及存在
的问题袁而从中观层面对同类型医学院校校训进行
比较研究的文章寥寥无几遥 笔者根据教育部公布的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袁通过浏览各校网站主页的
方式袁 收集了独立设置的 缘缘 所普通本科医学院校

渊不含中医药院校和独立学院冤的校训袁从形式结构尧

谨冶等袁主要起到对特点的概括与描述的作用袁是对
野做成什么样冶和野做到什么程度冶的补充表述遥 这种

动词占有绝对优势的现象折射出医学教育注重 野行
动冶袁即思考问题围绕着做袁关心操作性真理和具有
现实意义的价值咱员暂遥 野纸上得来终觉浅袁绝知此事要
躬行冶袁倡导躬行实践的理念体现出医学教育实用理
性精神袁成为校训的深层精髓遥

内容来源和价值导向等方面分析其现状与问题袁以

渊二冤 校训词频的分析

期对医学院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袁提升文化软实力

从校训词语使用频率上看袁野德冶 字出现频率最

有所帮助遥

一尧高等医学院校校训的形式结构

高袁共计 猿员 次袁野学冶字 员苑 次袁野精冶字 员猿 次曰其后出

现的频率由高到低为野济世冶尧野爱冶尧野善冶和野创新冶
等遥根据各校校训选用词语频率统计袁可大致将校训

医学院校是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袁承担着

词语分为以下三类院第一是强调道德修养袁砥砺品行

培养具有高尚医德尧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医学人

的词语袁例如野明德冶尧野厚德冶尧 野笃行冶尧野修身冶尧野洁

才的任务袁校训应根据这个中心任务构建遥 笔者从
词性尧词频和结构三个维度袁对 缘缘 条校训进行分析
以说明医学院校校训的现状遥

行冶尧野仁爱冶尧野求真冶尧野求实冶等袁说明各医学院校将
学生道德养成作为教育首要目标遥 强调道德修养体
现了我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袁 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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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袁也体现了大学对传统文化的遵循及以此来规范

思冶曰野明德冶源于叶大学曳中的野大学之道袁在明明德冶遥

学生行为的取向 遥 第二是劝勉学习的词语袁例如

辽宁医学院的野厚德修身尧精术济世冶袁其中野厚德冶取

咱圆暂

野博学冶尧野精业冶尧野笃学冶尧野勤奋冶尧野甚解冶等遥 学是大

自叶周易曳的野地势坤袁君子以厚德载物冶曰野 济世冶则

学第一要务袁对于医学院校倡导形成教师治学袁学生

来源于叶后汉书曳中野悬壶济世冶的医学典故遥 引用典

求学的良好氛围袁是校训中的应有之意遥 第三是体

籍词语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袁 使得校训富有古

现医学院校特色的词语袁例如野扶伤济世冶尧野大医精

韵袁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袁体现了医学院校

诚冶尧野造就良医冶尧野崇医冶等遥 治病救人是医疗卫生

在文化传承尧开拓创新方面的基本职能遥

人员的职责所在袁在校训中加入此类元素袁是对野健

渊二冤源自近现代教育思想

康所系袁性命相托冶神圣使命的诠释遥

近现代教育思想是随教育实践发展起来的遥 校

可见袁医学院校的校训构建倾向从野厚德冶尧野博

训中融入近现代教育思想袁 赋予了其深层次的教育

学冶和野精医冶三个维度将办学理念和育人目标有机

意义袁体现出时代发展的新特征遥 野诚於己尧忠于群尧

统一到校训之中袁从而彰显出医学院校对师生在道
德品质尧知识能力和职业素养等方面的要求遥

敬往思来冶 是贵州医科大学老校长李宗恩在学校创
立时所提出的遥其意义在于强调治学者尧行医者首先

渊三冤校训结构的分析

要自己做到诚实袁才能做到忠于人民和大众袁只有尊

从句式结构看袁校训集中在二言四字尧二言八

重历史不忘记过去袁才能面向未来袁开辟未来咱源暂遥 滨

字尧一言四字和四言八字等几种句式结构遥最为普遍

州医学院的野仁心尧妙术冶则将医疗实践中的医德与

的是四言八字式袁共计 猿园 条袁比例达 缘源援缘缘豫袁例如袁

医术有机统一起来袁告诫学生要心系天下袁常怀仁爱

南方医科大学的野博学笃行尧尚德济世冶曰其次为二言

之心曰要精于实践袁练就精湛技术袁促进医学科学的

八字结构袁共计 员苑 条袁比例达 猿园援怨园豫袁例如大连医

发展袁为人类健康事业服务遥这些校训与时俱进突显

科大学的野甚解尧敏行尧明仁尧济世冶曰再次为二言四字

了时代对于医学院校的历史要求袁 是激励全校师生

结构袁共计 猿 条袁占 缘援源缘豫袁例如袁天津医科大学的

奋发向上的推动力遥

野求真尧至善冶曰 一言四字的有 圆 条袁占 猿援远源豫袁例如

桂林医学院的野弘德善医冶曰采用五言十字的是第三
军医大学校训野以质量取胜尧以特色取胜冶遥

渊三冤 源自领导人或社会名人的题词尧讲话
部分校训出自社会名人的讲话或者题词袁 这些
名人包括党政领袖尧社会贤达等遥 以他们的题词尧讲

据此看来袁 大多数校训是以偶数字数的形式出

话中的精彩词句作为校训袁 有助于提升学校的知名

现袁八字校训数量最多遥 这是因为八字校训讲究韵律

度和美誉度遥 中国医科大学的 野政治坚定尧技术优

节奏袁读来平仄押韵袁朗朗上口袁具有很强的表达力袁
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袁因而成为校训的主流形式遥

良冶 来自毛泽东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中国工农红

军卫生学校渊中国医科大学前身冤要培养政治坚定尧
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办学方针的指示遥校训突出野政

二尧高等医学院校校训的来源

治冶与野技术冶并进袁展现了该校野红医摇篮冶这一特

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 遥 校

质遥 野好学力行尧造就良医冶作为安徽医科大学校训袁

学校在发展过程中袁对医学科学尧医学教育的认识和

员怨猿猿 届和 员怨猿源 届学生的毕业题词袁融治学之道尧为

咱猿暂

训作为大学的组成部分亦不例外遥 医学院校校训是
理解袁体现了学校的办学方向尧育人理念和目标定
位遥 归纳起来袁来源主要有古代典籍尧近现代教育思
想和名人题词三方面遥

出自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为该校前身上海东南医学院

人之道尧个人发展以及办学宗旨于一体袁彰显出医学
院校的文化自觉遥

总之袁无论是源于古代典籍尧近现代教育思想袁

渊一冤源自中华传统典籍

亦或是取自领导人或社会名人的题词尧讲话袁林林总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遥 大学校训作为大学文

总的校训整合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精华并发挥其

化的集中体现袁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野正能量冶袁这既是对历史文化的扬弃袁更是传统和时

基础上形成的遥 大多数校训引用传统经典中的叶周
易曳尧叶论语曳尧叶大学曳尧叶中庸曳尧叶尚书曳尧叶荀子曳和叶汉
书曳中的字词和句意袁承袭古代传统文化与教育思想

代的有机统一遥

三尧高等医学院校校训的价值取向

的精髓袁犹如明镜一般折射出传统文化思想的光辉遥

校训作为大学办学理念的核心袁 是办学目标和

例如袁南京医科大学校训野博学至精尧明德至善冶袁其

原则的集中概括袁 它凝练了一所大学的办学宗旨与

中野博学冶出自叶论语曳中的野博学而笃志袁切问而近

办学特色袁 又承载了与时俱进的大学精神和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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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咱缘暂遥 对医学院校校训价值取向的考察袁有助于揭示
医学院校在道德和意志层面的追求遥
渊一冤 彰显医学院校的专业特性

窑圆源员窑

怠袁坚持不懈袁不断攀登医疗科学新高峰遥

四尧高等医学院校校训的改进几点思考

医学院校作为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基地袁其校

当前袁医学院校校训虽不乏经典范例袁但是也存

训彰显自身专业特点和定位是应然选择遥 例如袁首

在着格式化尧同质化尧宽泛化和口号化的现象袁使校

都医科大学的野扶伤济世尧敬德修业冶突显出医务工

训没有很好地发挥应有作用遥事实上袁制定一则优秀

作者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病痛的光荣使命与职责袁不

的校训并发挥其作用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遥

断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袁为人类健康事业服务咱远暂遥 安

渊一冤力求多元袁拓展表达方式

徽医科大学的野好学力行尧造就良医冶则指明了医学

我国医学院校校训在形式上大多采用对仗结

生必须通过勤奋学习尧努力实践才能成长为良医的

构袁 在内容上词句选择雷同袁 使得校训显得千篇一

这一基本规律遥 哈尔滨医科大学尧广西医科大学尧皖

律遥 形式上的格式化和内容上的同质化以致校训在

南医学院尧桂林医学院尧潍坊医学院等医学院校的校

句式上无法变通袁在空间上无法拓展袁在根本上制约

训中的 野弘医冶尧野精医冶尧野大医精诚冶尧野乐道济世冶等

了校训功能的进一步开拓与发挥遥 反观国外大学校

词语袁也展现出医学院校与众不同的专业特点袁表达

训袁 无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用词上都没有这样的束

了对医学教育以及医学生培养的思考与期望遥

缚袁遣词造句自由洒脱袁不拘一格遥例如袁哈佛大学用

渊二冤 蕴含德才兼备的培养目标

一句野让真理与你为友冶作为校训袁耶鲁大学用名词

多数医学院校校训蕴含着野道德至上冶的理念遥

性短语野真理与光明冶作为校训遥 中国大学受国家意

这是以下两个因素所决定的院一是中国传统教育思

志尧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的影响袁校训相近是正常现

想主张野以德为先冶尧野敬德修业冶尧野德才兼备冶袁强调

象袁 如能在此基础上体现各自特色更是人们所赞赏

道德在育人中的先导作用袁学校在探索知识的同时袁

的咱愿暂遥 因此袁医学院校在校训的遣词造句上要思路开

还负有完善和实践道德的责任曰二是医学自身的双

阔袁走出惯性思维的窠臼袁力求表达方式多元化袁摒

重属性要求从医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道

弃传统说教袁注重校训的内涵解读袁体现本应丰富多

主义精神袁体现了树立医德在医学生培养过程中的

彩的大学校训文化遥

重要性遥 传统的教育理念和医学的教育特点在野德冶

渊二冤明确定位袁把握办学特色

上的交汇影响着医学院校校训的价值取向遥 在所收

校训恰如一张学校名片袁与学校的办学理念尧自

集的校训中袁涉及到野明德尧立德尧修德尧厚德尧崇德冶

身定位尧培养目标尧学科设置等因素息息相关袁因而

的占到 缘缘豫袁如广州医科大学的野厚德修身尧博学致

每条校训都应当突出体现该校与众不同之处袁 使人

远冶袁河北医科大学的野明德博学尧行方智圆冶袁新疆医

们闻此校训便能构建起对这所大学的感性认识遥 一

科大学的野厚德博学尧笃志力行冶等袁这些校训体现了

般而言袁 医学院校校训的构建大多是基于本校的历

医学院校深切关注广大师生应具备的理想人格尧应

史传统尧专业设置和学科特色等因素袁并在此基础上

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应拥有的人生追求袁体现出以德

形成遥 医学院校校训当前普遍存在同质化的原因是

驭学尧以德育才尧以德导人的价值取向遥

缺乏对办学特色的深入思考袁没有明确的目标定位袁

渊三冤突出探求知识和真理的科学精神

在校训构建中刻意追求面面俱到袁以致野勤奋冶尧野严

大学作为追求真理尧探究知识尧砥砺学行的主要

谨冶尧野创新冶尧野求实冶等万金油词语频现于其中袁无法

阵地袁对知识的追求和真理的探索已成为其重要的

彰显学校的特色与魅力遥因此在校训构建过程中袁应

职能和使命袁作为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医学院校亦

当根据学校自身状况袁结合医学教育的专业特色袁凝

是如此遥 高等医学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进入医疗卫

练出与医务工作者职业身份相符合的校训袁 帮助学

生行业实践之后要对人的健康和生命负责袁人的生

生有意识地承担起医者所应具备的职业素养与品

命和生存是人至高无上的权利袁所以高等医学教育

质袁形成全校师生的共同信仰袁成为学校不断发展的

必须是一个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过程咱苑暂遥 这一点反

动力所在遥

映在校训中就存在诸如野博学冶尧野求实冶尧野求是冶等体

渊三冤与时俱进袁赋予新的内涵

现追求知识和真理的词语遥 例如袁新疆医科大学的

校训本身蕴含着一种永恒的精神袁 这种永恒的

野厚德博学袁笃志力行冶袁以野笃志冶与野博学冶并为校训

精神往往是不受某一特定时期或地域的限制袁 能被

之词袁一方面强调广博学问袁另一方面则强调学习应

一所学校全体师生广泛认同袁 并共同努力遵循的价

专注袁须坚持袁宜恒久袁要求师生立定志向袁勤学不

值规范袁以这种价值规范为指导袁谋求共同发展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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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繁荣袁这种永恒的精神使得校训一经确立即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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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袁融入在日常言行中袁自觉践行校训精神遥

稳定性遥 而校训同时又要反映时代特点袁与时俱进袁

总之袁医学院校的校训构建既要立足校情袁发掘

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充实新的内容袁这就造成

特色袁又要坚持开放袁博采众长袁校训确立后要积极

校训稳定性和时代性间的矛盾遥 医学院校面对此矛

运用多重手段和方法袁发挥校训的应有功能袁做到内

盾应树立保持稳定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的观念袁在校

聚人心袁外塑形象袁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遥

训构建和优化上袁既要立足优良传统袁坚持反映学校
一贯的文化传统和育人理念袁保持相对独立性与不

参考文献

变性曰又要紧扣时代脉搏袁随社会时代的发展和学校

咱员暂

王彩霞援 中国校训研究 咱酝暂援 太原院 山西教育出版社袁

咱圆暂

王刚援 辽宁省 圆猿 所大学校训内容分析咱允暂援 现代教育管

自身发展的需要袁在不改变校训的情况下袁赋予校训
新的内涵袁不使校训与时代相脱节袁停滞为空洞的标
语口号遥
渊四冤全员重视袁自觉践行校训
校训的作用在于广大师生的自觉践行袁没有行
动的支撑袁校训就是毫无生命力可言的校园标志袁更
不可能发挥外塑形象尧内聚人心的功能遥 笔者认为
应当从以下几点着手发挥校训功能院首先袁医学院校
要准确阐释校训内涵袁扩大宣传袁强化广大师生的校
训意识袁提高对校训的认同感曰第二袁可以通过在校
园中设置校训景观袁悬挂校训标志等方式营造一种

咱猿暂

的媒介和载体袁 让校训融入校园文化生活中去曰第
四袁重视校训文化专题研究袁提升校训教育的理论化
水平曰最后袁采取全员化策略袁鼓励广大师生真正把
校训所倡导理念和精神袁内化到自身的思想意识之

理袁圆园园怨 渊愿冤院圆远原圆愿

阿什比援 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咱酝暂援 滕大春袁滕大
生袁译援 北京院人民教育出版社袁员怨愿猿院苑

咱源暂

贵州医科大学学校标识 咱耘月 辕 韵蕴暂援咱圆园员远原猿原员猿暂援 澡贼贼责院

咱缘暂

孙雷袁丁义浩援 大学校训咱酝暂援 沈阳院东北大学出版社袁

咱远暂

首都医科大学关于校训校风学风校歌的决定咱耘月 辕 韵蕴暂援

校训无处不在的良好环境袁使其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曰
第三袁不断积极探索校训教育的多种途径袁拓展教育

圆园员圆院员员愿

咱苑暂
咱愿暂

辕 辕 憎憎憎援早皂糟援藻凿怎援糟灶 辕 曾曾早噪 辕 曾曾遭泽援澡贼皂

圆园员猿院员圆

咱圆园园源原园猿原员怨暂援 澡贼贼责院 辕 辕 造蚤枣藻泽葬蚤造援糟糟皂怎援藻凿怎援糟灶 辕 遭藻枣燥则藻 辕 曾蚤葬燥
赠怎葬灶曾蚤灶憎藻灶 辕 曾愿怨援澡贼皂

线福华援 高等医学教育的特点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咱允暂援
医学教育袁圆园园缘 渊猿冤院缘 原苑

秦磊援 论校训与凝练大学精神咱允暂援 现代教育科学袁圆园园缘

渊猿冤院远怨 原苑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