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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医学社团中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谭入铚，彭 婷，蓝 帜*
广西中医药大学赛恩斯新医药学院 广西南宁
【摘要】医生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有着其神圣的责任。医生无论在哪个年代都是一个社会重要的组
成部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学技术也得到快速发展，医生们掌握的医学知识在更加全面的基础
上，也更加精湛。而随着人们感叹，医学越来越发达，人们在享受更好的医学服务时，不得不谈的是，人
们对于医生的“医德”问题更加重视。这也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新时代我们的关注点不仅放在一个行
医者的技术，更放在一个行医者的道德上。本文从医生的特殊团体医学社团出发，分析“立德树人”教育
工作在医学社团中是以什么样的内容展开、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以及开展医学社团中“立德树人”教育
工作的重要意义，从这三个方面得出在医学社团中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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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项目编号：2019KY1080）

Talk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education in medical associations
Rinchu Tan, Ting Peng, Zhi Lan*
Sainz School of New Medicine, Gu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ning, Guangxi
【Abstract】As a special profession, doctors have their sacred responsibility. Doctor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ety at any age.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dical technology has also
developed rapidly, and the medical knowledge mastered by doctors is more comprehensive and more exquisite. As
people sigh, medicine is more and more developed, and when people enjoy better medical services, what they
have to talk about is that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medical ethics" of doctors. This is also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n the new era, our focus is not only on the technique of a practitioner, but also on the morality of a
practitioner.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medical community of the special group of doctors, and analyzes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the education wor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the medical
community, and how to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the medical
community.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k, from these three aspects,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in the medical community is obtained.
【Keywords】Doctor; Lide Shuren; Medical Society
当一个人选择成为医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志愿

对“全球大考”新冠肺炎疫情时，依旧涌现出了一

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遵纪

批批白衣天使构建起了人们生命的防护线。医生这

守法，刻苦钻研医术，竭尽全力只为挽救病人性命。

一职业既具有独特性，如教师一般有着仅有它自身

古时华夏神农尝百草、华佗刮骨疗伤、扁鹊治病等

需要遵守的道德，但同时由具有普遍性，如医生也

一位位神医筑起了中国医学的地位，当今中国在面

是慢慢进行习得技能而成长起来的，不可能一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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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而在其成长道路上对他进行技术教育的同时，

种职业道德，是一般社会道德在医疗卫生领域中的

进行道德教育就是重要且必要的。

具体表现。不同职业，由于担负的责任、职务的对

1 医学社团中进行立德树人教育的内容

象、工作的手段、活动的条件和应尽的责任等的不

在 2012 年 11 月 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

同，而形成自己所特有的道德意识、习惯传统和行

大会上，首次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

为准则。医德就是从医疗卫生这一职业特点中引申

务”。这就把道德摆在了教育的重要位置上，强调

出来的道德规范要求。要想培养一个良好的医学社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人们文化素养的核心

团，需要从最基本的做人开始，学校要重视“医德”

与标志地位。依据这一宗旨，各个学科分支，高校

教育的内容，对学生加强教学，让学生领悟并以救

不断对“立德树人”的教育进行工作落实，创新道

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尊重病人的人

德教育的新手段、新方法。作为一个本身就高度强

格与权利，文明礼貌服务，廉洁奉公，自觉遵纪守

调道德的职业，医学院乃至开设医学相关专业的学

法不以医谋私，严谨求学，团结协作等作为医学生

校逐步从宏观层面进行制度设计，从微观层面将道

基本准则来要求自己。在纷繁复杂，人际关系交错

德教育融入校园的各个角落。而医学社团作为一个

的当今社会，人们选择就医时，所要考察的已经不

特殊的集体，对其开展“立德树人”教育工作则具

局限于一个医生医术是否精湛，而将考察点逐渐倾

有深远意义。医学社团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的定

斜向一个医者的整体素质，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这

义。广义的医学社团是指由掌握着医学各个领域最

个医生的“医德”评价。毋庸置疑患者总是更倾向

前沿技术，最新消息的医学工作者自愿结成的组织，

于选择一个德艺双馨的医者。

具有高度的医学专业性，活跃在全球卫生治理事件

1.2 医学生要重视思政课堂教育，树立正确理

中，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具有民间性和自治

想

性，在处理公共卫生领域事件时，比政府等正式组

学校的医学社团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工作主要还

织更具有灵活性，具有协同性，与各种其他社团紧

是依托学校开设的思想政治课，如高校普遍开设的

密合作，发挥协调、整合、辅助、补充作用。如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治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等

界公共卫生联盟、国际艾滋病协会、世界医学会等

基础公共课程。思想政治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教

医学社团。而狭义的医学社团仅指开设有关医学专

育宗旨的根本途径。因此，加强医学社团的德育建

业的学校里，由一批喜爱医学或者学习医学的学生

设必须让医学生上好思想政治课，对其进行思想教

自愿组织或者加入的学生社团组织，具有一定的医

育。这类课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

学知识，可以从事基础医学服务咨询工作，具有较

国特色社会主义系列思想为主要理论依据，结合以

强的活动性，这个层次的医学社团往往由学校专门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的医学教师带领，在学生干部的组织下开展有关医

时代精神，引导学生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学的相关活动以此来维持社团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达到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

而本文着重研究的就是针对医学生组织而成的医学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学生。教师要充分利用思

社团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工作的问题。

想政治课堂，引导学生体会、领悟革命先辈们为中

1.1 医学生要重视“医德”教育，加强道德修

国事业所做的牺牲，所传达出的情感。医学生不仅

养

要在医学领域取得傲人的成就，争做医学上的“好
对于医学社团的组成成员，医学生或者未来的

医生”，更要以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为

医学事业相关从事者必须本着一个高尚的“医德心”

前进路上的指引牌，争做社会上的“好医生”。在

步入社会，而展开“立德树人”教育工作的一个重

当今时代，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努力，开

要内容，就是抓实抓牢“医德”教育工作。这是医

创了新时代的伟大历史成就，无论在经济、政治、

生的首要道德准则，对医学从业者起着基本的规范

文化还是科技上都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但新时

和约束作用。“医德”是调整医务人员与病人、医

代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新冠疫情依旧困扰着

务人员之间以及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它是一

无数人。钟南山先生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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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过人的医学能力，更在于他不怕牺牲，敢于挑

形成一种知识体系，还要形成一种道德的信念以及

战，把人民安危放在第一位，想带领中国人民战胜

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作为医学社团，

新冠的崇高目标。

它成立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给医学生提供一个进行

2 医学社团中进行立德树人教育的方法

实践活动的途径。医学生不只满足于专业课和实验

医学不仅是一个重视理论知识学习的学科，更

室的学习，还要踏入社会展现自己的能力。医德教

是一个重视实践经验积累的学科。因而要在医学社

育必须激发医学生对于真善美的追逐，使其从外部

团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工作，就要两手抓，且两手都

的约束，逐渐转变成为内心的自律、自省。而医学

要抓实抓牢。一方面要在课堂教学中贯彻立德树人

社团作为学生组织，可以利用学校资源，组织、协

的教育宗旨，另一方面要在课后活动中开展职业道

调其他学生组织开展一些具有服务社会意义的活

德、社会公德、个人品德等相关趣味活动。一方面

动。如开展养老院关怀活动、社区健康知识宣讲活

要在医学社团中进行以“医德”内容为主的理论学

动，如何更好预防疾病等等公益活动。让医学社团

习，另一方面要带领医学社团积极参与公益服务活

发挥作用的同时，让医学生从实践中去体会与落实

动。医务工作者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医德”要求，学会处理医者与医者之间的关系，

旨、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总的

医者与病患之间的关系以及医者与团队之间的关系

来说，医学社团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工作的方法大致

等等。通过这些活动途径，医学生不仅可以将书本

可以分为两种。

知识上习得的间接经验转化为直接经验，加深理解，

2.1 从理论方面，增强医学生的“德育”知识

进一步掌握技能的同时，真正体会到为医者的使命

学习

和责任，学会根据医德要求进行自我判断、自我选
医学生不仅要学好专业课知识，同时也要学好

择、自我教育。医者身披白色战袍，与病魔争斗，

道德修养课。专业知识是医学生步入医学事业的根

解救百姓于痛苦之渊。

本点和立足点，道德修养则是医学生步入社会的落

3 医学社团中进行立德树人教育的意义

脚点和归宿。要想使医学生从理论上，增强道德修

在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大前

养，从课堂上获取有用信息，最根本、最关键的是

提下，发展德育，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工作是社

教师。教师要有过硬的学科知识，而且要有坚定的

会发展以及人的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追求社

理想信念，满怀爱国之情，有宽广的视野，敢于突

会和人的更好发展的必然选择。高校中的医学社团

破的创新思维等。只有教师队伍素质高，才能以身

是学校学生在自愿基础上自由结成的、按照章程展

作则教导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传统的道德

开活动的学生组织。学生社团有着很多独特的作用，

教育是课堂讲授难免使德育工作具有一定的枯燥

在这里学生可以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

性，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技术的成

督，可以很好地打破年级、专业以及学校、地域等

熟以及相关从业者进行新式教育方法的开拓创新，

限制，团结兴趣爱好相同的伙伴，展现他们的专业

我们可以采取依托多媒体技术而形式多样，内容丰

知识，发挥他们的特长。参与学生社团是学生得到

富生动的理论教学模式。例如为使医学生能更加深

良好锻炼和成长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医学社团

入地理解和领悟医生“医德”的重要性，我们可以

是学校隐性课程的开设平台，是医德教育的重要载

采取播放一些医学上具有杰出贡献的医者被采访的

体。在医学社团中开展“立德树人”教育工作不仅

视频资料、观看医学纪录片以及与医学相关的影视

意味着对德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医学领域

视频，让抽象的理论知识与生动直观的视频观看结

本身的进步与发展。医务工作者必须竭尽全力为挽

合起来。

救病人的生命，攻克一个个医学难关而奋斗努力，

2.2 从实践方面，增强医学生贯彻“德育”结

必须牢记为医者的初心和使命，必须时刻以“医德”

果的实践体验

约束和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医务

医学从来不是囿于纸上的思维科学，而是要真

工作者的义务和责任，是医务工作者世界观、人生

正进入人们实际生活的现实科学。道德教育不只是

观、价值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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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利于培养具有坚定信念的医学生

重要性，德为人先。医学从业者要想服务好人民，

医生是一个神圣而身负重任的责任，从一个医

真正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首先学会做人，懂得人们

学生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要经过多年专业知识的

对医务人员的诉求和期盼。为此，立德树人教育工

学习积累，实践能力的锻炼培养，这其中所要经历

作在医学社团的进一步开展，有利于医学院校重新

的挫折与困难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枯燥生涩的专

审视过去的评价标准，重新建立起涵盖学生道德品

业知识，大量且频繁的医学考试，挑战极限的背诵

质的评价体系。

以及体能训练，而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性信念支撑，

总结：

医学生很有可能半途而废，无法继续走下去。医学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

社团则能为医学生提供除课堂教学以外，进一步获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得额外知识经验的地方。通过参与医学社团组织的

人的重要使命，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医学作为

活动，医学生结合实际情况考察自身状况，判断从

一门专业学科，是一门有情怀、有温度的学科，不

医价值，认识到医学不是轻易就能取得成功地专业，

仅要培养有能力的医生，还要培养有品德的医生。

需要长期积累以及不断学习，从而更加坚定在医学

为此在医学社团中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工作是学校展

道路上踏步前进。

开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落实措施，更是培养全面发

3.2 有利于培养具有崇高品德的医学生

展的全能医生的具体途径。

医学社团作为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隐形教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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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医学教育,2010:11-12

从而成为具有良好“医德”的未来医务工作者，为
将来从事医务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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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利于构建更多元化的医学生评价体系
对医学社团进行立德树人教育工作，归根结底
真正改变的是医学生或者说是医学院校。医学院校
的评价体系中，包含的是学校硬件设施、教学质量、
师资队伍水平、学科发展情况、医学科研成果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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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养质量等等，其中对于道德教育不太重视。
过往，医学院系将精力主要投放在培养学生的科研
和实操能力，甚少将心思着重花在医学生“医德”
和品质的培养上，造成医学生精神世界的溃败。而
随着“立德树人”教育宗旨的提出，落实到医学院
校之后，教育者逐步转变教学观念，认识到德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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