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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师生关系与医患关系在人际交往的价值取向、人际交往的主要形式以及关系双方的不平衡性

等方面都存在着暗合之处。因此 ,今日的师生关系对未来医患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和作用。教师应该通过

平等的师生关系和良好的师生沟通 ,来培养医学生未来的医患平等意识与医患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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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incidence exists in the value selection , main form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imbalance between

teacher - 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doctor - patient relationship . Therefore , teacher - student relationship today will di2
recthy have an impact on the future of doctor - patient relationship . Teachers should cultivate medical students’equality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ng ability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by establishing equal relationship and good commu2
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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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合 ,意为没有经过商讨而意思恰巧相合 [1 ] 。在文学艺
术领域 ,研究者发现中西方文化思想之间以及诸多艺术领域
之间有许多暗合之处。例如陈寅恪先生曾点评说 :“昔王静
安先生论《红楼梦》,其旨与西土亚里斯多德之论悲剧 ,及卢
梭之第雄论文暗合。”,“平生不解黑格尔之哲学 ,今论此事 ,

不觉与其说暗合 ,殊可笑也。”[2 ] 除“暗合”外 ,陈寅恪又用过
“冥合”、“冥会”等术语 ,其用法与“暗合”基本一致。当然 ,

“暗合”说并非陈寅恪之发明 ,清末如张之洞说 :“近年西政西
学日新不已 ,实则中国圣经古子先发其端 ,即历代史书百家
著述 ,多有与之暗合者。”[3 ]

笔者认为“暗合”所包蕴所运用的一个重要视角是比较 ,

“暗合”说 ,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特别是在中外、古今或学
科之间的比较研究方面。譬如 :徐彦利、王潞曾论述了徐志
摩作品与庄周思想的暗合 [4 ] ,范忠信曾论述了中外刑法的暗
合 [5 ] ,等等。

本文的暗合研究 ,就是在对师生关系与医患关系进行比
较研究的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医学生医患平等意识和医患沟
通能力的培养途径。
1 　师生关系与医患关系的暗合
1. 1 　二者在质的规定性上的暗合

师生关系是教师和学生为实现教育目标 ,以其独特的身
份和主体地位通过教与学的直接交流活动而形成的多性质、
多层次的关系体系。其中以教育与自我教育、促进与发展的
关系为最高核心层次 ,由它制约着师生间的管理关系、人际
关系、伦理关系等。[6 ] 师生关系模式大致有灌输式教育下的
主动被动型与启发式教育下的平等互动型 ,现代教育理论倡
导的是启发式教育下的平等互动型师生关系。

医患关系是医方与患者在共同的防病治病过程中所结
成的人际关系。其中以治疗与康复为最高核心层次 ,由它制
约着医患间的管理关系、技术关系、伦理关系等。医患关系
的模式有 :主仆隶属型、赐舍恩惠型、金钱交易型与友好合作
型。”[7 ]当然 ,医学伦理所倡导的是友好合作型的医患关系。

师生关系是以教育与接受教育、促进与发展的关系为核
心的关系 ,医患关系是以治疗与接受治疗、医疗与康复为核
心的关系 ,在人际关系质的规定性上二者有暗合之处 :关系
双方人格地位的完全平等与知识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师生
人际关系与医患人际关系都是在承认这个不平衡性的前提
下 ,通过认知情感沟通和行为目标协调而形成的人际关系。
1. 2 　二者在人际交往价值取向上的暗合

师生关系与医患关系二者相比 ,关系双方交往的直接目
的都是为了促进弱势一方的完善与发展 ,是为了增进弱势一
方的利益 ,尽管事实上和结果上也会同时为另一方带来利
益。

师生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就构建师生关系的
目的和影响作用而言 ,师生相互作用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学生
的身心素质 ,是一种向学生一方倾斜的不平衡关系。教师在
教学活动中付出的代价是换取学生的发展和提高 ,而不是教
师自身的某种利益。同样 ,医患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人际关
系 ,医患相互作用的终极目标是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和健康
水平 ,是一种向患者一方倾斜的不平衡关系。医生在诊疗活
动中所直接追求的是患者的健康利益。可见 ,在人际关系的
价值取向方面 ,师生关系与医患关系也有着暗合之处。
1. 3 　二者在人际交往主要形式上的暗合

理想的师生关系以相互接纳、信任为前提 ,既具有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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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的情感基础 ,又有一般人际关系无可比拟的崇高目
标指向和科学交流方式。同样 ,理想的医患关系也要以医患
双方的平等、接纳、友好合作为基础 ,以一致性的目标和融洽
的交流为表现方式 ,即医生不是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 ,病
人不是匍匐在下的朝圣者 ,医患双方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 ,

共同致力于疾病的治疗 ,共同探讨诊治方案。显然 ,良好的
平等意识和沟通能力是建立理想师生关系和医患关系的共
同形式。

总之 ,未来的医患关系暗合着今日的师生关系。临床医
生出身于医学院校 ,受教于医学院校的教师。他们对待病人
的方式 ———包括对医患双方伦理地位的认识以及与患者进
行沟通的能力与模式 ,都可以从当初他们的老师在课堂上对
待他们自己的方式中找到原型和渊源。
2 　用良好的师生关系来昭示和影响未来的医患关系

正是因为今日的师生关系暗合着未来的医患关系 ,所以
我们必须通过营造和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来昭示和影响未
来的医患关系。也就是说 ,教师的任务不仅是传授知识 ,更
是在示范和实践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教师应该用自己的
言谈举止、行为态度、思维方式熏陶和影响学生。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 ,学生对教师的模仿首先是外在的模
仿 ,即模仿教师的动作、语言、爱好等外显行为或外部特征而
产生类似的举动 ,进一步发展成内在模仿 ,即模仿教师的内
心特征而产生创造性的行为。教师在品德、人格、气质、情操
等方面作出榜样 ,学生通过内在模仿对其将来的行为产生深
远的影响。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营造出民主、平等的气氛 ,从
多角度、多方位思考问题的风格 ,善于与学生交流、沟通的做
法 ,都对年轻的医学生具有极强的感染和影响作用。这种感
染与影响会关系到他们将来的职业生涯 ,影响他们将来对待
他们的学生、他们的病人的行为风格与思维方式。

中国有句古话“有其父必有其子”,同样 ,师徒传承 ,有其
师也必有其徒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师生关系模式也会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他所教的学生将来在对待自己的病
人时所持有的医患关系模式。一般说来 ,独裁、专制的教师
培养出来的医学生也会因循主仆隶属型的医患关系 ,习惯于
医者高高在上 ,不善于或者不能够听从患者的建议与意见 ;

开明、民主的教师培养的出来的学生也会尊重患者的权利 ,

善于和主动听取患者的建议和意见。
3 　培养医学生医患平等意识与医患沟通能力的途径

既然 ,当前的师生关系对未来的医患关系有着深远的影
响 ,平等意识和沟通能力是良好医患关系的重要构成要素 ,

那么 ,教师就应该通过融洽的课堂气氛、良好的师生关系以
及自身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 ———培养学生对未来患者的
尊重意识、平等意识以及良好的医患沟通能力。下面简要地
介绍以下我们的经验和具体做法 ,以就教于广大同仁。

首先 ,不仅要做知识的导师 ,也要做人格的表率 ,成为学
生行为的榜样。教师是学生获求知识的导师和人生的引路
人 ,在学生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教师的品德与素养会对
学生未来的行医模式产生直接和深远的影响。学生不仅从
老师那里获取知识 ,甚至模仿效法老师的一言一行。教师的
精神境界、信仰、品德、情操以及他们的知识见解、治学态度 ,

都会在学生心灵上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 ,作为一名教
师 ,不仅要传授给学生知识 ,更要以自身美好的人格熏陶、影
响和教育学生。在课堂上不仅要仪表端庄 ,更应当具有耐
心、诚实、正直、尊重多样性、重视文化差异等品质 ,应具有推
断能力、从多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从而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其次 ,应注意引导学生对美好道德生活的思考与感悟。
我们认为 ,对知识的理解只是起点 ,体验和领悟才是深入内
核的根本途径。正如伦理学的情感派和直觉主义以及现代

混沌科学所揭示的那样 ,顿悟、直觉等非理性活动仍然被确
定为一个有价值的领域。对学生而言 ,在其认识能力发展到
合适的水平后 ,仍需要直觉等非理性的方法去直接感悟生活
的价值性 ,去体验人生的幸福与美好 [8 ] 。为了达到这一目
的 ,我们辅之以多媒体教学 ,便于学生更好地感受和领悟名
医的感人事迹和高尚情操 ;我们还引导学生讲述自己到医院
就医的经历 ,把对医生的希望和自己将来做医生联系起来 ,

从而激发学生的理想和美好愿望。
第三 ,尊重学生 ,从而有助于学生形成尊重他人的意识。

尊重学生已经成为当代学校教育中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只
有充分尊重学生 ,才能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氛围 ,

才有助于培养学生尊重他人以及在未来的职业生活中尊重
病人的意识。在教学中不能仅仅把学生看作是被动接受知
识的客体 ,而是积极、主动学习的主体 ,要充分尊重他们的意
见和想法 ,给学生充分表达自己意愿、见解、看法的机会 ,与
他们进行深刻的心理交往和情感交流。在课堂教学中 ,我们
常常采用讨论式教学法和角色扮演法。通过自由充分的讨
论 ,每个学生的想法和体验都获得了尊重。从而发展了学生
清晰明白地交流思想和看法的能力 ,使他们更习惯于从他人
的立场和观点去理解他人 ;通过角色扮演 ,锻炼学生换位思
考的能力 ,培养学生理解和尊重他人思想和观点的习惯。

最后 ,注重与学生多种形式的平等对话交流 ,以培养学
生的沟通能力。医生的诊疗活动面对的是有丰富细腻情感
的人 ,从问诊、检查到具体方案的实施 ,无不渗透着语言的艺
术 ,无不需要沟通的能力与技巧。“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
人六月寒”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据有关资料显示 ,临床上有
相当一部分的医疗纠纷是由于医生不善于与患者沟通而产
生的。因此 ,在课堂教学中如何培养医学生的平等交流与沟
通能力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
多地与学生展开讨论 ,而且这种平等对话不仅仅局限于课堂
上的五十分钟 ,也不仅仅局限于所讲课程的知识和内容。比
如我们经常通过个别谈话、电子邮件、网上 BBS 等方式与学
生讨论学习、生活中的问题 ,这样就加强了对学生对话交流
与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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