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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加强医学研究生德育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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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当前研究生德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结合医学研究生教育特点 ,对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研究生德育工

作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并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系统做好一年级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发挥医学伦理

教育在研究生德育培养中的理论指导作用 ;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 ,充分发挥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作用 ; 采取具体措施 ,促

进导师和专业科室发挥教书、科研和学术育人作用 ;将医疗扶贫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医学研究生的德育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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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 term ea sures and suggestion to in ten sify m ora l
educa tion work of m ed ic ine gradua te studen ts under the new situa tion

W ang - W eiw ei, Chen - X iaoyang, M engw ei
(S handong U niversity M edicine School, J inan 250012, Ch ina)

Abstract:W ith a view to some common p roblem 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ine graduate students education,
how to intensify the moral education work of medicine graduate student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is researched and
discussed, an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article. to system ically organiz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for freshmen; to exert the theory guidance of medical ethnics in moral
educ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to intensif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in graduate students, and fully p lay the
education role in management and serving; to adop t detailed measures to p romote the performance of tutors and
specialty departments in teach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academ ic education; to include medical social p ractice of
poor - salvation into moral education p rogram for medicine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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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研究生教育作为最高层次的医学教育 ,承担着培养
高级医学人才的使命。随着近几年来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
大 ,医学研究生教育实际上已经由精英型向普及型发展了。
在这种形势下 ,进一步加强医学研究生德育工作 ,对于保证高
级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 ,提高我国的医学职业道德水平 ,促进
医学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笔者针对当前研究
生德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 ,结合新山东大学组建以
来医学院研究生德育工作的有效尝试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探
讨 ,并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1　系统做好一年级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年级研究生主要在医学院集中学习 ,因此是加强思想

政治集体教育 ,做好德育工作的有利时机。针对一年级研究

生的学习生活特点 ,我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

1. 1　加强研究生入学教育工作
由于入学教育是做好一年级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首要

环节 ,因此医学院非常重视入学教育工作 ,采取的具体措施
是 :首先 ,根据专业、导师所在临床医院等因素分成若干个班
级 ,并事先指定好临时班级负责人。在入学报到时 ,发给每位
研究生一本研究生手册 ,用于介绍各种规章制度。最后 ,利用
研究生入学教育大会 ,向新生介绍医学院的历史、优良传统以
及学校研究生教育概况、管理体制及机构设置等内容 ,同时组
织新生集体学习各种规章制度 ,并运用典型的案例开展深入

教育 ,以使研究生尽快了解学校的管理规定 ,迅速适应研究生
阶段的学习生活。

1. 2　加强研究生党支部建设
在每个班级成立研究生党小组 ,通过党建工作积极发展

研究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不断扩大群众基础、壮大组织力
量 ,从而有效提高了研究生党支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通过加强党建工作 ,研究生党组织在思想政治
教育管理中能够较好的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1. 3　组建一年级研究生会
通过加强对一年级研究生会的工作指导和经费支持 ,医

学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研究生文化、体育和学术活动 ,使研究
生会成为加强团队合作精神 ,实施人文教育 ,促进综合素质全
面发展的大舞台。

1. 4　加强研究生班级建设 ,做好日常管理教育工作
我们选拔优秀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充实班委会 ,并非常

重视对研究生班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能
力和素质。通过班干部密切联系广大研究生 ,指导班级自治
管理 ,不断加强研究生的日常管理教育工作。

几年来 ,我院研究生遵纪守法 ,科研、学术和文体活动开
展的有声有色 ,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研究生典型 : 3人被评
为省级优秀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 , 7人被评为暑期“三下乡 ”
社会实践省级先进个人 , 80余人被评为省级优秀毕业生 , 1

人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青年知识分子 , 20人获山东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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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学金 , 250余人获其它各类研究生奖学金 ;在抗击“非典 ”斗
争中有 24人被评为校级先进个人 ;在 2004和 2005年度有 60

人被评为校级优秀研究生干部。

2　发挥医学伦理学教育在研究生德育培养中的理论
指导作用

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卫生保健环境的变化 ,要求未
来的高级医学人才不仅要拥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医学知
识 ,还要具备为人类健康献身的责任感与自觉性 [ 1 ] 。而医学
伦理学由于植根于医学活动的实践 ,并随着社会、经济、科学
的进步而发展 ,对于培养新时期“德才兼备 ”的医学人才具有
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 2 ] 。因此 ,高等医学院校应高度重视医
学伦理学教育在研究生德育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是 ,当
前我国大多数高等医学院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并没有把医
学伦理学作为研究生必选的医学人文课程来开设。在这种情
况下 ,要充分发挥医学伦理学在研究生德育培养中的理论指
导作用 ,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

2. 1　建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与各基础、临床专业科室
密切联系的机制

目前 ,我国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师普遍缺乏跨专业、
跨学科、医学与人文互相渗透的知识结构。而医学专业课教
师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将相关伦理知识传授给学生 ,虽然
是一种既简单易行又卓有成效的教育方法 ,却又常被忽
视 [ 3 ] 。因此 ,应通过密切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和其他各专业科
室间的联系 ,加强学科间的交流和渗透 ,在相互补充和共同促
进的过程中实现医学伦理学在研究生德育培养中的理论指导
作用。

2. 2　开设医学伦理学专题讲座
我国有许多医学院校已经为研究生开设了前沿讲座这一

必修内容。如果在前沿讲座中加入医学伦理学专题 ,并根据
注重实用性的原则 ,重点讲授与医学研究生今后业务、科研密
切相关的伦理知识以及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现实案例分析 ,

将是目前发挥医学伦理学教育在研究生德育培养中理论指导
作用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3　加强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 ,充分发挥管理育人和服
务育人作用

当前的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一 ,网络
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 ,为研究生开拓思路 ,接受新知
识、新技术打开了一扇大门 ,同时也为一些糟粕侵蚀年轻人的
灵魂提供了一条捷径 ;第二 ,高昂的学费、毕业门槛的提高以
及就业压力的逐年加大 ,使得研究生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
力以及生存状况等方面所暴露出的问题日益突出 ;第三 ,目前
不少高校仍存在着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间权责分工上的冲
突、专兼职管理人员能力和水平不能适应形势发展要求以及
医学研究生所必备的人文教育被严重忽视等问题 [ 4 ] 。在这
种形势下 ,应采取有效措施 ,充分发挥好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
作用。

应对学校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进行机构改革 ,施行德育
工作和学位教育有机结合、统一管理的模式 ,并将这一模式向
下推广到各二级学院 [ 5 ]

,从而克服研究生德育和智育“两张
皮 ”的现象。

要通过进修、深造和引进等途径 ,提高专兼职管理人员的
医学人文素养和专业化教育管理工作水平 ,从而有效增强研
究生抵御侵蚀、处理危机的能力 ,提高研究生医学伦理道德与
人文关怀集体教育的成效 ,充分发挥管理和服务育人作用。

4　采取具体措施 ,促进导师和专业科室发挥教书、科

研和学术育人作用
导师应深入研究本专业内的伦理学问题 ,并规定发表出

一定的研究成果 ,以此督促导师提高在科研、学术和业务实践
中的医学伦理素养。

对新聘导师进行研究生教育常识和相关医学伦理知识培
训 ,合格后再给予上岗招生的资格。

针对导师队伍制定一套可实际操作的德育培养工作管理
制度 :如建立导师带教工作档案 ,规范导师德育培养的量化评
定要求。

为导师和专业科室制定详细的研究生德育培养工作细
则 ,重点强调教书、科研和学术育人作用。

专业科室负责人要全面负责进入科室研究生的德育工
作 ,并挑选综合素质高的优秀年轻教师做好具体的管理工作。

完善对导师和专业科室的奖励促进制度 ,将导师带教过
程中的表现情况与其遴选、聘任和晋升挂钩 ,对表现优秀的专
业科室和相关教师应予以奖励和政策支持。

5　将医疗扶贫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医学研究生的德育
培养计划

到缺医少药的贫困地区开展医疗服务工作 ,是医学研究
生特有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医学院团委每个暑期都组织研
究生社会实践队到贫困农村开展医疗服务工作 ,笔者也曾多
次带队参加。就医疗技术水平而言 ,只要社会实践队硕士、博
士和专业搭配合理 ,就能够完成一般的医疗扶贫实践工作 ,如
果条件许可再配备一名指导医师 ,那就会产生更好的服务效
果。从活动的收获来看 ,运用简单的医疗工具为贫苦百姓奉
献爱心 ,患者所报以的那种感激之情使医学研究生的责任感、
事业感和同情感等医德情感油然而生。这种体验对每个医学
研究生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 ,所带来的教育效果是任何简单
说教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这种活动还很受医学研究生的肯定
和欢迎 ,因而是一种生动深刻和广泛有效的医德教育形
式 [ 6 ] 。因此 ,应将医疗扶贫社会实践活动纳入医学研究生的
德育培养计划。学校应为此制定专门的考核管理办法 ,划拨
专项培养经费对该项工作予以重点支持。研究生教育管理部
门则应制定具体措施 ,切实抓好对医疗扶贫社会实践活动的
领导、组织和落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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