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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医学生“敬畏生命＂的医学伦理教育探析
王立榕
（济宁医学院社会科学部．山东日照２７６８２６）

摘

要

加强医学生“敬畏生命”的医学伦理教育，帮助医学生树立生命重于一切的伦理意识，对于他们今

后从事医学事业尤为重要。文章以“敬畏生命”的伦理意蕴为切入点，剖析了“敬畏生命”医学伦理教育的必要
性，并找出“敬畏生命”医学伦理教育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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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现代医学、生命科学的迅速发

内涵。

展，以及高新医学生物技术在医学和非医学领域的

“敬畏生命”的伦理要求是给予任何生命以善

广泛运用，安乐死、克隆人、精子库、器官移植、人类

意，克服盲目的利己主义，关怀自己周围所有生命

基因组与干细胞研究等大量的伦理问题随之产生，

的产生、发展和灭亡，并给予它们真正的人道主义

而这些问题都与人的生命、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息息

关怀。可见，“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就在

相关。所以，在医学伦理教育中，培养医学生“敬畏

于生命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即一切生命之间都存在

生命”的伦理意识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

着联系，这种联系是普遍的、客观的，无时不有，无

值。

处不在。“我们的生命来自其他生命，其他生命来

ｌ

“敬畏生命”的伦理意蕴

自我们的生命，这一生理学上的事实在精神意义上
特别重要。”［２３因此，人类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生

“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最早是由法国医学家、

命的存在是依赖于其他生命的，如果没有对所有生

哲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托·施韦泽

命的尊重，那么对自己的尊重也是没有保障的。从

Ｓｃｈｗｅｉｔｚｅｒ）提出的。他在著作《敬畏生

这一意义上讲，对一切生命敬畏就是对自己负责。

命》中是如此阐述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善是保存生

阿尔贝托·施韦泽的这一“敬畏生命”伦理思想是

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

通过其自身在非洲６０年从医生涯的总结，更是对

恶则足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

人类中心主义的过错行为的检讨和反省，对于今天

（Ａｌｂｅｒｔ

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在这段话

医学生职业道德的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

中，阿尔贝托·施韦泽告诫人们：所有的一切生命

重要的启迪作用。引。

都理应受到尊重，人类必须像爱己一样爱他（它），
敬己一样敬他。扬善除恶是人类义不容辞的责任，

２“敬畏生命”医学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如果你漠视其他生命，那么你也就失去了共事其他

对医学生进行“敬畏生命”医学伦理教育，无论

生命幸福的能力。这正足敬畏生命伦理学的基本

从目前这一教育的缺失，还是从这一教育的现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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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看，都是非常必要的。

生的权利，去维护生命的神圣和尊严。从这一维度

２．１“敬畏生命”医学伦理教育的缺失

看，医生应该足善良的，医德良心是医生最重要的

首先，“敬畏生命”医学伦理教育的缺失主要表

品质、最基本的品格；医生应该足人道的，只有怀有

现为医学生的个人中心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和行为

“敬畏生命”之心，才会尊霞病人的人格尊严，理解、

的存在，以及道德责任感和“敬畏生命”的伦理意识

尊霞病人，从而构建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所以，

的缺乏。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观原因主要表现为，在

只有“敬畏生命”，才能真正地体会作为医生的使

当今严峻的就业压力下，医学生为了应付考研、就

命，理解自己在生死之间工作的性质，提升“拯救生

业等只注重了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靠医术服

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而激发攻克医学难题的

务、靠医德奉献”的高尚医德的养成；客观原因表现

原动力，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一］。

为，当前各医学院校普遍对人文素质教育重视不

再次。从时代的角度看，医患关系在当今和谐

够，除“两课”外不设置人文素质教育类必修课，文

社会的建构中备受世人瞩Ｕ。而和谐、健康的医患

史哲艺等选修课仅占总学时的３％；而在美国、德

关系的维系，需要医学牛用阿尔贝托·施韦泽的

国为２０％～２５％，英国、法国、日本为１０％～

“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来善待病人，以“仁”为本，

１５％ｎ］。这就充分暴露了我国医学院校医学教育

以人为本，以仁爱精神关怀病人，维护病人的尊严

与人文教育的严重失衡，抑制了医学生的创造力和

和权利，使医患关系沿着“以病人为中心”，向着“以

想象力，同时使医学生的同情心和道德感得不到有

人为中心”的方向迈进，促进和偕社会的健康发展。

效启迪。
其次，某些临床指导教师缺乏对生命的人文关

３“敬畏生命”医学伦理教育的途径

怀，对患者态度冷漠、缺乏耐心、同情心、责任心，甚

针对目前医学伦理教育的现状和医学生思想

至收受红包、吃回扣等医德滑坡现象，也潜移默化

行为的实际，我们应该从医学院校、实习医院、社区

地影响着实习医学生为人处世的态度与行为，直接

服务等方面充分挖掘“敬畏乍命”医’学：伦珲教育的

造成了当代医学生“仁爱之心。博施济众，具有济世

伦理意蕴，切实转化“敬畏生命”医学伦理教育的伦

救人的天职观”的缺乏和“同情一同感的情感机制

理价值，进巾ｉ实现“敬畏生命”医学伦理教育的终极

与患者实现心灵的交融，这是形成共同体伦理性精

价值目标，这正是当前医学伦理教育的逻辑起点与

神的个体性因素和条件”的缺失［２］。

价值基点。

２．２“敬畏生命”医学伦理教育的意义

３．１

“医学不是纯自然科学，随着生物一心理一社

医学院校

首先。改革医学院校课程体系，贯穿“敬畏生

会医学模式的兴起，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医学

命”医学伦理教育。虽然各高校在加强医学生人文

是综合自然、人文和社会的综合学科”［５］。所以，对

素质教育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如何合理没置人

医学生的医学伦理教育中渗透人文精神，培养其

文素质课程，弥合临床素质教育和人文素质教育问

“敬畏生命”的伦理意识，不仅足医学生全面发展的

的“裂痕”，仍然是教育改革的热点和难点『７］。随着

要求，更足社会的要求和时代的彰显。

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院校应在临床医学专业培养

首先，从伦理教育的角度来讲，“防病治病、救

方案中重视人文素质类课程的设置，除了必修的

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

“两课”以外，《大学生礼仪》、《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身心健康服务”是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基本原则的主

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道德》等都可以以

要内容。按照这一要求，医学服务既要认真看病，

选修课的形式出现，使医学生能够多层次、多角度

更要真诚关照病人，既要给予病人生物学方面的救

地增加对人文知识的理解和吸收，为“敬畏生命”的

助，更要给予病人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照顾，从而

医学伦理教育转化为医学生的内在修养提供必要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身心健康需求，使他们在

前提和有益指导。

医学的帮助下，尽可能地恢复、保持和改善生理、心

其次，借助医学伦理学教学，强化“敬畏生命”

理、社会、道德诸方面的良好适应能力和状态。所

的医学伦理教育。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对医学生进

以，加强医学生“敬畏生命”的伦理教育，培养其“敬

行医学伦理教育的限定性选修课程。通过系统的

畏生命”的理想人格，成为医学伦理教育的应有之

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对医学生开展有目的、有计

义。

划的医学伦理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教育，帮助他
其次，从生命论角度来讲，医学生应树立现代

们提高医德认知、培养医德情感、锻炼医德意志、树

生命观，在生命的价值和质量的前提下去维护人的

立医德信念并最终养成良好的医德行为和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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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良好的医德行为和习惯又能帮助医学生理性地

面对面地沟通、交流中亲身感悟到生命的神圣性，

面对医疗冲突和医患矛盾，合理地解决因高新生命

自觉树立关爱病人，尊重病人，敬畏生命，善待生命

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难题，使医学生“敬畏

的职业伦理意识Ｌ４］。

生命”的伦理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在授课过程

３．３社区服务

中，教师应多引用典型的案例教学，并从突出人权

费孝通先生指出：“社区，它的含义中一个重要

意识的角度引导学生分析案例，强调无论当代生命

的部分，就是‘共同的’、‘一起的’、‘共享的’，就是

科学与生物技术怎样发展，都应以“敬畏生命”，维

一群人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关心的事情，也常常

护人的价值和尊严为出发点。

有共同的命运”［８］。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讲，社区

再次，创建富有医学特色的校园文化，融汇“敬

指在一定地域中共同生活的人群的组合，是一种社

畏生命”的医学伦理教育。校园文化在教育人、培

会关系的区位体系【９］。所以，社区教育是特定区域

养人、塑造人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教育功能。为此，

内的教育与社会双向服务，起到既办好学校又服务

医学院校可以采取在校园核心位置树立中外医学

于社会双蓖作用的新型教育模式。医学院校应充

名家的雕埋、在教学楼道和实验室等醒目位置悬挂

分发挥医学生社区教学实践基地的作用，让医学生

医学大家的肖像或格言等方式，营造救死扶伤的人

走出学校、走进社区，把课堂知识与医学实际联系

文素质教育氛围；还可以邀请专家学者、道德楷模、

起来，在实践中感受知识的力量。同时，社区教育

德高望重的教授等开展道德教育系列讲座，从校园

重视教师在临床诊治中教，学生在临床诊治中学，

的整体氛围与受教育者的群体心理【丙个维度融汇
伦理教育的重要意义；另外也可以借助于校报、校

过程中，医学生能够自觉地急病人之所急，想病人

园广播电视台、校园网等校园媒体烘托医学生伦理

之所想，痛病人之所痛，主动与病人沟通，对病／ｌ、充

教育的有力氛围。

满人文关怀，牢记医生天职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３．２

实习医院

以培养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奉献精神。在诊治

真正做到为病人谋福利，为人民身心健康服务，为

马克思主义认为：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使

系，缺乏理沦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缺乏实践的理

得医学生进一步明确医学学习的目的，能够把个人

论是空洞的理论。所以，对医学生“敬畏生命”的医

价值与祖国需要结合起来［１

学伦理教育，不仅是思想上的，还是实践上的。在
实践中完善身心是最好的提升伦理素养的途径。
如今各医学院校都有附属医院及数家实习医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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