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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加强医学生的医学人文教育是现代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临床实践教学中融入人

文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树立管理者、教师、学生与患者的医学人文意识，具备一定的理论高
度，培训中应用具体的人文教学措施，并纳入考核与评价体系，是将医学人文教育融入临床实践教
多元化教育、个性化教育相结合，
学的有效途径。同时也应倡导和推进全面素质教育，全程性教育、
促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才能培养出业务精良、品德高尚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兼
备的高层次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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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医学人文在教学领域的现状

一尧医学人文教育现状

现代医学正处在一个由生物医学模式向 野生

渊一冤医学人文的理念现状

物要心理要社会冶医学模式转变的时期遥传统的医学

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袁集

教育方式是为生物医学模式服务的袁 这一模式从根

中体现是院重视人袁尊重人袁关心人袁爱护人遥 医学人文

本上漠视患者作为人的尊严袁 仅仅把患者视为有病

就是强调医疗活动以患者袁 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袁把

生物体袁背离了医学的人文本质遥人文精神的缺失使

患者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袁在诊断和

医学界处于被动袁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不断发

治疗过程中坚持尊重患者尧关怀患者的理念 遥 而在

展及和谐社会建设的需要袁 人文教育已得到社会各

咱员暂

现实生活中袁人们往往从思想深处忽略了人文观念遥

界的重视袁推进医学人文教育袁提高医师的人文素质

渊二冤医学人文在医疗领域的现状

刻不容缓袁医师要更多关注人的社会因素袁除了不断

当前我国医疗侧重于对疾病发病时的控制袁而

更新专业知识袁还要涉猎人文社科知识袁需要在各个

不重视患者长期的生活质量及健康水平袁侧重于高
科技医疗技术的治疗袁不重视医疗服务康复的连续

方面尧各个环节上深入研究尧积极探索咱猿暂遥

人文教育是全人教育的内在要求袁 亦是全人教

性袁简单地说袁以野病冶为中心袁而不是以野人冶为中心袁

育的重要环节遥 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是实现医学目

这种医学脱离人文的现象袁不仅损害了医患关系袁而

的的重要保证袁对医学生来说人文教育至关重要咱猿暂遥

且危害着医学的健康发展咱圆暂遥

临床实践教学是医学生开始接触患者的阶段袁 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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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应用于临床实践操作的重要阶段袁是渗入

渊三冤培训与应用

医学人文教育的大好时机袁是医学人文教育中最为

临床实践教学中临床技能培训必不可少袁 是所

关键的环节袁在此阶段如何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尧

有临床教学中的重中之重遥 在临床实践教学过程中

如何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研究

应遵循自主学习尧能力指向尧有效协作尧情境适应尧形

课题遥 本文就医学人文教育如何有机融入临床实践

成评价的原则袁建立多形性尧可操作性强尧实用性强

教学的这一环节进行了探讨遥

的人文知识普及和技能训练的教学体系遥

二尧融入临床实践的有效途径

多形性是指除了理论知识体系的教学外袁 各种
形式尧多种方法尧不同地点人物的人文教育结合袁无

渊一冤树立人文意识

需专门培训袁 将人文教育内容融入各式培训教学与

医学人文意识的树立应该是全民性的尧整体性

临床实践中袁不占用学生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遥实习小

的袁涵盖管理层面尧教师层面尧学生层面袁甚至患者层

讲座尧床边教学尧病例讨论尧教学查房尧病例编写袁特

面袁只有全方位的观念转变袁认识到医学人文教育的

别是在临床思维培训尧 临床实践操作中融入医学人

重要性袁才能真正将医学人文教育落到实处遥 首先袁

文教学内容袁并且可以编写医学人文案例袁在内外妇

管理层要重视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袁进行长期规

儿急护的操作训练中加入人文内容袁 培训中引入标

划袁在学科发展方面进行跨学科的有机结合袁从师资

准化病人袁打破模拟教具缺乏情感交流尧无互动的局

队伍尧课程设置尧教学环境尧医疗环境以及人文氛围

限性袁积极开展医学人文活动遥在各式教研活动的开

营造等方面给予极大的支持袁提供人力尧物力尧财力

展与培训中均融有医学人文的项目袁 增进学生关爱

的有力保障 遥 其次袁提高教师的人文素质袁教师的

他人的情感袁理解患者疾苦袁加强医患沟通能力与技

师良好的综合素养体现在袁一方面为人师表尧言传身

可操作性强是指授课教师根据临床经验袁 把在

教尧熏陶着学生袁另一方面教学中能够有意识地主动

临床实践操作中患者可能出现的反应尧 可能遇到的

融入人文思想教育袁对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尧启

问题组织起来融入教学内容袁 把学生最需要和能用

迪学生的智慧尧塑造学生良好的人格产生积极的影

到的人文知识组织起来进行教学袁 在必要环节上进

响遥 第三袁学生方面树立良好的医学人文意识袁就会

行模拟互动袁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遥 比如袁做临床内

主动地有意识地学习医患沟通技巧袁真正关心患者袁

科四大穿刺操作前与患者进行有效病情沟通袁 知情

在所从事的医学活动中为他人着想袁尽可能地减少

同意袁穿刺前的告知袁穿刺过程中的言语关怀袁冷暖

患者的痛苦袁才能从简单的知识学习技能培养中走

关心袁观察患者的反应袁穿刺后的注意事项交待以及

出来袁成为既有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尧又有高尚医德

结果反馈等等遥

咱源暂

道德水平尧科学精神尧人文素养直接影响到学生袁教

巧袁培养学生团结协作精神遥

修养的好医生遥 最后袁患者树立人文意识袁会主动关

实用性强是指用人文精神来调适和改善医患关

心配合学生袁利于老师的教学袁利于学生的学习袁利

系袁教会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袁赢得患者信任

于自身疾病的诊治与康复遥

和理解袁缓解医患矛盾尧减少医疗纠纷袁对学生的成

渊二冤提高人文理论高度
医学人文教育与医学专业知识教育一样袁教师

长大有裨益袁具有很强的实用性遥
渊四冤考核与评价

在树立人文概念尧人文观念尧人文意识尧人文精神基

将人文指标纳入考核体系袁 从理论考核到实践

础上袁必须具有一定的人文学术修养袁达到一定的理

考核袁每项操作考核中医学人文关怀占一定的分值袁

论高度袁才能将医学人文知识系统地应用于临床实

单纯的人文考核与各科考核中人文考核相结合袁联

践教学中袁有目的尧有计划尧有步骤地将医学人文

合计分遥 譬如穿刺操作考核中袁除了操作分外袁加入

教育内容渗透到临床实践教学中袁 遵循医学生的

人文关怀评分曰教学查房评价中袁加入教师人文教学

认知与品德形成规律袁 构建临床实践教学人文教

分尧学生人文关怀分等遥

育体系咱缘暂遥 学院对临床专业学生开设医学伦理学讲

评价体系袁变总结性评价为形成性评价袁如临

座尧医学人文系列讲座尧医患沟通学课程尧法律法规

床实践学习过程中的评价袁 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评

课程尧诊疗人文环境营造尧编写临床实践课程人文案

价尧患者或标准化病人对学生的评价尧学生对老师

例尧阅读经典尧病历讨论尧社会实践等活动袁将课程与

的评价尧学生对学生的评价尧学生的自我评价等遥

实践互为一体袁形成人文教育体系袁从而达到人文教

平时成绩来源于学习过程袁对学习起到监控尧督促

育的教学效果袁因而教师的人文理论高度至关重要遥

和激励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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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三冤个性化教育

三尧融入社会教学的有效途径

医学生有不同的性格袁心理素质尧人文素质参

渊一冤全程性教育

差不齐袁因此袁为满足个性化的需求袁为风格各异尧

医学人文教育应贯穿于医学生教育的全程袁建

起点不同的学习者提供合适的学习内容尧 学习活

立涵盖学科建设尧课程设置尧校园文化尧医院文化

动和学习支持服务袁进行个性化的教育十分必要遥

等多个方面遥 医学人文思想应该充分体现在医学

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医学知识和技术袁关注疾病袁更

教育尧医生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实践中遥 某一次讲座

要培养学生掌握医患沟通能力袁关心患者遥 要在世

或一项活动远不足以成为一种有效的人文教育模

界观尧人生观尧价值观尧道德观等方面引导学生树

式袁 应在临床背景下开展全面的和持续的医学人

立良好的思想品德尧高尚的思想境界袁要富有同情

文教育遥 人文教育更应该贯穿一生袁建立终身教育

心尧有吃苦耐劳思想尧心理足够强大尧有伦理学的

模式袁营造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遥 全程性教育不仅

知识尧 有医疗法律法规的常识等等袁 缺什么补什

仅是指医学人文的全程性教育袁 也不仅仅是医师

么袁以提高整体教育效率遥

培养与执业的全程性教育袁 更是我们一生的全程
性人文教育遥

总之袁 加强医学生的医学人文教育是现代医学
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袁 临床实践教学中融入人文精

渊二冤多元化教育

神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本文所述的医学人文

人文教育场所应该多元化袁如家庭教育尧学校教

教育融入临床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见图 员遥 树立管

育尧社会教育袁充分发挥每个环节的教育作用遥 人文

理者尧教师尧学生与患者的医学人文意识袁具备一定

教育的载体也可以多元化袁如教育上体现人文袁环境

的理论高度袁培训中应用具体的人文教学措施袁并纳

上体现人文袁社会上体现人文袁文化上体现人文袁性

入考核与评价体系是将医学人文教育融入临床实践

格塑造上体现人文等等遥 人文教育应该融入我们工

教学的有效途径遥 同时也应倡导和推进全面素质教

作尧生活尧学习的各个环节袁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袁

育袁全程性教育尧多元化教育尧个性化教育相结合袁促

潜移默化受到教育袁提升素养遥 无论将来从事何种

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袁 才能培养出业

工作袁人文素养必不可缺遥 因而多元化教育也不失

务精良尧 品德高尚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兼备的高

为临床实践人文教学的有效途径遥

层次医学人才遥
融入社会教学的途径

融入临床实践的途径
整体意识

管理者
教师
学生
病人或标
准化病人

理论水平

自身理论
水平
教学理论
水平

培训与应用

技能操作
培训
模拟诊疗
教学查房
案例编写
医患沟通
噎噎

考核与评价 全程化

多元化

单纯的人文 医学教育
全过程
考核
融入人文的 终身教育
专科考核
形成性评价

场所
载体
环节

个性化

心理
观念
伦理
法律法规
噎噎

社会途径

专业途径

有效途径

图员

医学人文教育融入临床实践教学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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