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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文溶入医学：发展医学人文学科的一种模式 
曹永福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2) 

[摘要] 文章提出一种发展医学人文学科的模式，即将人文溶入医学，并介绍了一个个例：将 医学伦理 

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开设的尝试，还分析了目前发展医学人文学最大的困惑和挑战，最后提出了作者的建 

议：应在国家学科目录体系“医学”门吴下设“人文医学”一级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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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生物 、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 

可，但医学人文学在主流医学殿堂中仍不同程度地被认为是 

门外汉，医学人文学科在现代医学教育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 

重视。将人文溶入医学，是发展医学人文学科的一种模式， 

为此我校进行了尝试。 

一

、 医学人文学科是现代医学体系的当然组成部分 

权威的观点认为，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 

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I]。”这种定义是从人的整体性及 

其同外界环境的相互关系出发，用实验研究 、现场调查、临床 

观察等方法，不断总结经验，研究人类生命活动和外界环境 

的相互关系，研究人类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防治、消灭的规 

律，以及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有效措施。 

这种认识基本基于生物医学模式。但疾病谱的变化和 

医学科学的进展逐渐暴露出生物医学模式的片面性和局限 

性L2】。随着人们对医学认识的深化 ，人们的医学观念已经发 

生了转变。尤其是 20世纪以来，人们从单纯的生物因素研 

究医学，转变为从社会、心理、生物 、环境等多角度去认识和 

研究人类健康疾病的本质及相互关系。 

因此，人们对现代医学的认识需要一个大的转变：突破 

仅仅从生物医学模式，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去认识这门学 

问。人文医学同样具有现代医学的功能，也是“同疾病作斗 

争”认为医学人文学科是现代医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于是有 

的学者提出：“根据医学发展的趋势 及所涉及的内容，人们 

提出了新的医学分类方法：医学是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 

学有机组合的学科群，可以分为生物医学和人文社会医学两 

大部分 。” 

二、把医学伦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开设 

1．医学伦理学是将人文溶入医学的成熟学科。山东医 

科大学从 1981年起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由主讲教师讲授 

有关医学伦理理论、规范，由学校以及附属医院的管理、医疗 

人 员开设专题讲座，颇受学生的欢迎。学校合并后，原三个 

大学的社科部(马列部)合并组成了新的马列教学部，其职能 

是“两课”教学 ，并不承担医学人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任务。这 

样，医学伦理学将有可能被边缘化，为此，山东大学成立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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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研究中心，并在医学院成立医学伦理学研究所，同时 ，改 

变过去医学伦理学的“思想品德教育”的学科性质，变为医学 

专业的基础课程。 

2．将医学伦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开设的尝试。“医学 

伦理学作为医学专业基础课程发展”的设想提出后，我们开 

展了“医学伦理学教学模式改革”课题研究，并发表了“医学 

伦理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开设的尝试”成果L4】，完成了从思 

想品德课程到专业基础课程的转变。 

首先 ，我们反思 了学科 目的和教学 目的。传统观点，一 

般认为医学伦理学的学科目的是培养品德高尚的医务人员。 

仅仅靠一门学科 ，就可以把一个医学生培养成品德高尚的医 

务人员，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任何一门医学专业课程，都承 

担着这一任务。而且任何一名医务人员，职业品德的修养是 

整个职业人生的事情 ，“工作到老、修身到老”。那么应该确 

定怎样的学科目的和教学 目的呢?通过研究我们认为，医学 

伦理学教学对于“品德高尚”医学人才的培养 ，具有重要的理 

论指导作用 ；它能够训练医学生的医学伦理决策能力；还能 

够增强医学生的科研伦理意识。 

其次，根据学科 目的和数学 目的编制教学大纲并编写教 

材。目前的医学伦理学教材有一个倾向是内容越来越多，我 

们不苟同这种趋势，而是认为选择达到教学 目的的内容就是 

一 种合适的选择。为此我们选择了如下内容：导论、基础理 

论、历史上的医学伦理 、医学伦理关系、医学道德规范体系、 

器官移植伦理、生育医学伦理、死亡医学伦理、医学科研伦 

理、人类基因研究伦理、卫生管理伦理、医学伦理难题与医学 

伦理决策、医学道德评价、医学伦理教育与修养等。 

3．进行教学模式和学生成绩评定方式改革。通过研究 

我们认为：医学伦理学知识体系由编码性知识和未编码知识 

构成，所以对不同类型的医学伦理知识，应采取相对不同的 

教学形式。对“知道是什么”的知识宜采用课堂讲授法，对 

“知道为什么”的知识宜采用案例分析法与课堂讨论法，对 

“知道怎样做”的知识宜采用言传身教法和临床教学法 ]。 

从 1999年9月开始我们曾组织实施了“课堂理论教学与 

临床实践教学相结合”的两步教学法。该模式突出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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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把“医务人员的形象、医务人员如何和病人交流信息、 

知情同意、医务人员如何开展试验性治疗、如何对待出生缺 

陷和濒临死亡的病人、当前医疗实践中的道德难题以及医院 

伦理委员会等”内容放在临床实习阶段进行讲授。在临床阶 

段采用的主要教学方法有：言传身教法、专题讲座法、小组讨 

论法、相互交流法、小组评议法、临床伦理研究法等等l6j。 

从 2002年开始“医学伦理学‘双 向’教学模式”改革 ：变 

传统的教师“单向”教学模式为师生互动的“双向”教学模式。 

目前，课程的教学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采取“满堂灌”的方 

法。要提高这门课的教学效果，必须大力提倡以开放 式、启 

发式 、专题式和适当的课堂讨论教学方法为基础的“双向”教 

学模式。“双向”教学较传统 的教学方式更具科学性 和优越 

性。其一，“双向教学”更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因为学生的 

学习过程是一个主动认知过程。其二，“双向教学”更符合教 

学规律。因为教学过程需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需要学 

生的主动参与。其三，更符合知识传递规律。编码知识，易 

于通过听课、读书和查看数据库而获得 ，而未编码知识 ，需要 

通过亲身观摩、体会而获得。对于医德情感、医德价值信念 

等非编码知识的传递，更适宜采用“双 向教学法”。 

在学生成绩评定上，采取 了新的考核方法，侧重考察学 

生对基本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以及运用基础知识进行伦理辩 

识和伦理决策的能力。在闭卷考试中，既注意考察学生对基 

本知识的把握，叉要考察学生进行伦理分析的能力。 

三、医学人文学科尚未被纳入国家学科目录体系 

I．医学人文学科在国家学科 目录体系中尚属极度边缘 

境地。目前，在中国学科分类 目录体系中的学科门类“医学” 

以及其属下的一级 、二级学科中还没有出现“医学人文学”或 

“人文医学”以及其中的具体学科。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非 

医学的学科门类下发展医学人文学科。例如，医学心理学只 

能在“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心理学”下的二级学科“应 

用心理学”中发展，作为“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来发展 ； 

“医学伦理学”只能在“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哲学”下 的 

二级学科“伦理学”中发展，作为“伦理学”的“应用伦理学”中 

一 个分支来发展；其他医学人文学科处于同样类似的境地。 

这样。“医学人文学”或“人文医学”就被排斥在医学门类之 

外，它们的“医学属性”被忽视，不利于这些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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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约着医学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医学人文学科 

尚未被纳入国家学科目录体系，直接制约着医学人文学科的 

教学和研究。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医学人文学科没有作为医 

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例如 ，“医学伦理学”或“医德学”是进行 

职业道德教育 ；“医学哲学”或“医学辩证法”是作为“自然辩 

证法”的扩充部分开设。由于在学科体系的二级学科体系中 

难以找到“医学人文学”或“人文医学”的影子，科研课题的申 

报困难重重。 

3．不利于医学人才的培养。从事“医学人文学”或“人文 

医学”的教学、研究人员的专业背景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人文 

学科背景，一类是生物医学背景。既有人文学科背景叉有生 

物医学背景的专业教学、研究人员风毛麟角，原因种种，其中 

之一是由于在 目前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学科 、专业目录》中还没有有关人文医学学科，这样，就不利 

于培养这方面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不利于吸收生物医学背 

景的人才进入医学人文学科领域，人文学科背景人士由于缺 

乏生物医学背景，也使自己的教学和研究缺乏针对性。 

四、在“医学”门类下设第九个“一级学科”——人文医学 

建议应在“医学”门类下设第九个“一级学科”——人文 

医学，在该一级学科下设“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 

心理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等二级学科，这样既有 

利于人文医学人才的培养，又有利于该学科的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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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ng humanities to medicine— — a model of developing medical humanities 

CA0 Yong-fu 

(Research Center Humanistic Medicine，School ofMedwine，Shandong Unwers~,，li,w~250012，Shandong，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new model of developing medical humanities，namely，adding humanity to medicine，and 

also presents an example of it：the attempt of making medical ethics as fundament~ medical COUrSe．Meanwhile，the author still analyzes the 

bewilderment and cha~enge of developing medical humanity．Finally，the author gives his OWn advice：The humanistic medicine as the first 

level subject of medicine should be set up in the national subjec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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