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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学生的道德修养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医疗行业的职业作风，也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环境和

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因此，以医学职业道德教育为切入点，加强医学生的医德医风教育，是实现把医学生培养成身

心健康的社会人、德才兼备的医务工作者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总之，医德医风教育是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

点，更是医学生实习期间医学教育的难点。只要我们思想上重视，教育方式得当，良好的医德医风就会形成并发扬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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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的医学生是国家未来的高级医务人

才。医学生的医德教育，是高等医学院校培养学生

的重要任务之一。临床教学阶段是培养医学生临床

思维能力、职业道德品质和综合动手能力的关键时

期，也是医学院校理论教育的实践延伸阶段。医学

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如何，不但决定了他

们能否成为一名真正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医术精

湛、医德优秀的人才，而且直接影响着我国医疗卫生

部门的水平和质量。

1 在医学生中开展医德医风教育的必要性

随着医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导致了医学模式的

改革和创新，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处于实习阶

段的医学生的医德观念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因

此，在临床实习阶段加强医学生医德教育对于培养

新时期合格医务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医学院校德育工作的意见》中指出: 特别注

重加强对医学生的卫生国情和职业道德教育。这些

教育必须坚持从卫生行业特点和医学生特点出发，

重点进行医德医风教育，针对当今某些医院存在的

医德医风问题，更应加强医学生的医德医风教育，要

让他们从进入这个行业的那一刻起，就牢固树立救

死扶伤的思想意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培养他

们高尚的医德。
高尚的医德医风是医生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的动

因。医生的医德医风体现在服务态度、服务理念、业
务素质和技术水平中，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疾病的诊疗水平、治疗效果以及患者满意度，同时

也影响着医院的社会声誉及当地的社会安定。高尚

的医德医风是医务人员在临床实践中逐新培养而形

成的。因此，临床实习阶段是培养医学生良好医德

医风品质的基础阶段和决定阶段。在临床实习期

间，医学生开始将所学理论知识融会贯通，综合运用

到医学实践工作中。不仅如此，通过接触病患，医学

生也开始接触社会，体验从学生到医务工作者的角

色转变。这个阶段，学生不仅会受到临床带教老师

高尚医德医风的熏陶，也可能受到不良之风的影响。

近年来，紧张的医患关系和医疗卫生单位不良的医

德医风现象，容易给临床实习生造成负面的影响，如



果不加改善，很可能使今后的医患关系和医疗环境

更加紧张和激化，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由此可

见，当前的医德医风教育显得更加紧迫不容忽视。
医务人员的价值观、道德观将直接影响医院医

德医风建设，而临床实习生正处于学校教育和医疗

实践的过渡时期，医学生的医德观还处于从不成熟

逐渐走向成熟的阶段，在校期间的价值观念和医疗

实践之间的差异会使他们产生困惑。在这个时期对

他们进行职业道德方面的正确引导，无论是从教育

成本还是从教育效果来看都是最佳时机。在临床实

习阶段加强医学生医德教育，使其尽早了解社会。
了解行业规则及医患关系发展趋势，将理论和实践

相结合，不断加强职业道德修养，调整价值观念并形

成正确的医德观，为毕业后走上医疗岗位履行救死

扶伤职责，形成和谐的医患关系奠定思想基础。

2 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的途径和建议

2． 1 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的途径

医学生能否自觉抵制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自觉

按医德原则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使其成为德才兼备

的医务人员，临床教师的言传身教非常重要。而良

好的医疗作风和崇高的医德水准是靠教师的正确引

导和学生的自我修养树立起来的。临床带教老师不

仅要传授医学专业知识，还应以身作则，通过日常工

作教学生如何敬业、奉献，将学生培养成为德才兼备

的医学人才，带教老师与实习学生接触机会较多，感

情上容易沟通，他们的言行举止和医德医风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学生，对学生养成良好的职业操守和培

育高尚的医德风范具有决定性的先导作用［1］。
医学生还未步入社会，思想相对比较单纯，可塑

性很强。因此要坚持正面教育，以高尚的道德情操

塑造他们，使他们明辨善恶，自觉抵制不良思想风气

的影响，我院通过定期聘请一些医德高尚的老专家

给临床实习生讲授从医经历，同时采用报告、演讲、
展览、声像教育等形式，用先进人物的模范事迹教育

学生，树立榜样。另外，我们还组织学生向医德高尚

的医务工作者学习，学习他们对医疗卫生事业无限

忠诚的执著追求、废寝忘食、精心探索、勤勤恳恳的

敬业奉献精神，激发学生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用他们

对病人满腔热情，一切以病人为中心、不怕脏不怕

累、忘我工作的先进事迹，使学生体验到医务工作者

对病人特有的同情和爱心。

总之，医学生的道德修养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走

上工作岗位后医疗行业的职业作风，也会对整个社

会的道德环境和社会稳定造成影响。因此，以医学

职业道德教育为切入点，加强医学生的医德医风教

育，是实现把医学生培养成身心健康的社会人、德才

兼备的医务工作者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总之，医

德医风教育是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更是医

学生实习期间医学教育的难点。只要我们思想上重

视，教育方式得当，良好的医德医风就会形成并发扬

光大。
2． 2 加强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的几点建议

2． 2． 1 改变观念，树立信念
医学生实习有着明显的阶段性，医学生的思想

同样有着阶段性。因而在进行医德教育时，必须制

定切实可行的医德教育实施方案和计划，首先在医

学生初到医院时，要以理论讲授、言传身教等导向式

教育为主，对他们进行人生理想的教育，明确社会主

义医德的丰富内涵，初步了解医德实践行为的含义。
在实习阶段，可根据临床各科室自身特点及其医院

规范的个体差异，对医学生继续进行医德规范和原

则的教育，奠定“一切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基础，引

导他们用爱心和人交往，努力用学到的医学知识去

解除病人的疾苦，积极创造热烈、温馨的伦理氛围。
在他们面临毕业分配、就业抉择思想波动激烈的时

期，着重以榜样的力量教育与讨论式教育相结合，使

他们学有榜样，尽量减少因择业竞争引起的道德困

惑带来的负面影响。当他们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时，

则应充分发挥他们专业的积极性，在工作上要放手，

努力提高他们工作责任感，巩固专业思想［2］。
2． 2． 2 加强伦理教育

医学生的实习任务是通过实习医院的管理去完

成的，而每个医学生的具体实习行为则是在各科室

带教老师精心指导下实施的。在医疗实践中展开医

德教育，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收到良好的效果，医

学生职业道德水准的提高与教师的道德风范影响是

分不开的。教师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风格，学识渊

博、勇于探索的才能，坚定信念、爱岗敬业的情操，这

些具有感召力的非权力性影响，会激励、鞭策医学生

逐步坚定自己的职业道德信念。因此，在临床带教

工作中要让学生明白，作为一名医务人员的义务和

职责，就是要用医学道德和规范来严格培养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牢牢确立“健康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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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命相托”的价值取向［3］。
2． 2． 3 提高法律意识

法律除了有惩罚功能外，更重要的作用是促进

医务人员在行医服务中更加自律，使医德意识真正

转化为医德的行为和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

医师法》对执业医师的行为规范进行了具体的规

定，特别是对执业医师的职业道德提出了许多具体

要求。加强临床医学生的法制教育，不仅要使他们

了解和掌握相关法律的具体内容，了解病人的合法

权益和自己的义务责任，而且要使他们深刻认识法

律的地位和尊严，严格在法律范围内规范自己的行

为，自觉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责任义务，培养健全

的法律心理。
2． 2． 4 加强管理制度

管理是医德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严格的管

理，就不会有良好医德的形成。学校和实习医院应

该结合起来，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建立约束机制。
在学校方面，对医学生专人负责，经常到实习医院检

查，主动听取带教老师的意见，结合平时对学生的了

解，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管理，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在实习医院方面，对学生建立严格的医德考核制度，

把医德作为学生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实践中充分发

挥带教老师的作用，除认真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外，

更应注意医德的培养，把学生的医德表现反映在学

生鉴定表上，并及时与学校联系，把对学生的考核结

果与本人的评先评优、毕业分配等相联系，对于违反

规定的学生及时给予批评教育甚至处分。对学生学

习的评价要客观、公正、全面，透明度要高。要有综

合科室领导、带教老师、病人等多方面的意见，评价

内容要有等级优劣之分，不能千篇一律，不负责任。
要通过评价使学生既感到有压力，又感到有动力，促

使他们看到差距与不足，明确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
另外，要进一步完善医疗实践和医德评价体系和运

作机制，与学生的医德教育接轨，实现医德教育在社

会教育中的系统性。

On the Education of the Students’Medical Ethics and Atmosphere
DING Shudong，GUAN Enlan

( Zhucheng City Centre of Mental Health ，ZhuCheng Shandong 262200，China)

Abstract: The morality of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medicine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ir professionalism after they be-
came doctors． And it will do harm to the social moral environ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medical ethnics and atmosphere with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medial professional morality of the students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into a character － healthy social person，a good medical workers with good
skills and morality． In one word，medical ethnics and atmosphere is the main point of the moral education to the
students，as well as the most difficult point in the students’field work practice． As long as we pay attention to it，
and have a good teaching methods，a fine medical ethnics and atmosphere will be formed and carried out all their
ways．
Key Words: Students of medicine; Medical Ethics and Atmosphere: Doctor － Patient relationship; Sense of laws
and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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