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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顾了生死教育的发展历程 ,介绍了山东大学医学院开设生死教育课程的过程及生死教育的内容。生死教育是人类

终极关怀的重要内容之一 ,具有培养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作用。在大学中尤其是医学院校中开展生死教育课程可以有效地

缓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人生和死亡 ,并通过他们惠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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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revie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rse of life - death education , andpresents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course of

life - death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contents of the course. Life and death are among the

major ultimate concerns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course has the function of fostering people’s outlook on life and values. The life

- death education course could relieve the undergraduates’mental stresses effectively ,helping them understand life and death cor2
rectly and deal with the life affairs appropri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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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死教育的发展历程简述

生死教育在西方叫做死亡教育 ,源于死亡学 (thanatology) 的

兴起。根据台湾钮则诚博士的介绍 ,死亡学是 1903 年由法籍俄

国生物学家梅欣尼可夫 ( Ilya Ilich Mechnikov ,1908 年诺贝尔医

学奖获得者) 所创立的学问 ,1912 年被美国医师帕克 ( Roswell

Park)引进到美国[ 1 ] 。死亡学研究的目的是促使人类树立对死

亡的正确认识和观念 ,有利于人类克服死亡恐惧 ,促进社会健康

发展 ,其理论探讨促进了美国死亡教育的兴起。著名诗人埃里

欧特于 1955 年提出死亡教育与性教育同等重要。1963 年 ,富尔

顿 (Robert Fulton)在明尼苏达大学开设了第一门正式死亡教育

课程 ,由此 ,死亡教育在美国的大学学院开始有系统、有计划地

推广。死亡教育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支持。1966 年 ,凯利士

( Kalish)和凯斯特堡 ( Kastenbaum) 开始编辑报类刊物《死亡与临

终杂志 ( The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1977 年 ,在美国诞生

了第一种死亡教育专业期刊《死亡教育 (Death education)》。截

止到 1970 年 ,已经至少有 600 门死亡教育课程在美国高等教育

机构开设。台湾的赵可式博士则于 1992 年报告说 ,美国当时有

52 %的医学系及 78 %的护理系都已经设有三个必修学分的“死

亡与濒死”课程。与此同时 ,日、英、德、法、荷兰等国都在大、中、

小学开设死亡教育课程 ,并进行了相关研究。

1993 年 ,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教授在台湾出版了《死亡的尊

严与生命的尊严 ———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一书 ,正式

提出“生死学”概念 ,将死亡教育引入台湾 ,改称生命教育或生死

教育。此后 ,南华大学设立生死学研究所 ,其他大学也陆续开设

“生死学”、“死亡教育”等课程 ,并出版了一批教材。

中国内地对死亡学的系统关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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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乐死为焦点 ,后扩展至临终关怀、自杀、放弃治疗、殡葬管理

等重要课题。尤其是从 80 年代开始在医学伦理学领域引发的

对安乐死的大讨论 ,促使中国学者在对死亡问题进行研究的同

时 ,关注到现代死亡教育的重大意义 ,[ 2 ]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在我

国尽快开展死亡教育[ 3 ] 。不过 ,鉴于中华文化中对死亡的禁忌 ,

与台湾地区学者一样 ,大陆学者也倾向于把死亡教育改称生死

教育[ 4 ] 。

2 　高等医学院校开设生死教育课程的必要性

对生死教育的倡导源于人类历来对死亡所怀有的原始的、

普遍的恐惧心理。因此 ,生死教育 ,名为谈死 ,实为论生。就高

等学校而言 ,大学生群体中的自杀问题、暴力现象、心理危机等

日益引起社会关注[ 7 ] 。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如果不能

得到及时、妥当的解决 ,必将使我国高等教育的成效大为降低。

事实上 ,上述现象的出现都是大学生群体对人生事件未能

恰当应对的表现 ,而科学人生观和死亡观的缺乏、价值观和世界

观的扭曲等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

经验表明 ,生死教育课程可以有效地缓解大学生的心理压力 ,矫

正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人生和死亡 ,恰

当应对人生事件。

就生死教育本身来说 ,由于其名为谈死 ,实为论生 ,具有培

养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 ,对于医学院校的学生来说具有更为

积极的意义。它可以有效地提高医学生对“生的意义”和“尊严

的死”的认识 ,提高其医学人文素养 ,并可以有效地帮助临终病

人[ 5 ] ,而且 ,它还是人类终极关怀的重要内容[ 6 ] ,因此 ,应该在全

体国民中大力推广和普及。

但由于传统文化中的死亡禁忌因素 ,生死教育的开展必须

突破文化传统的障碍。考虑到医学生群体受教育程度高 ,接受

新事物的能力强 ,具有医学专业知识 ,易于打破文化禁忌 ,因此 ,

我们主张首先在高等医学院校开设生死教育课程 ,积累经验后

再向社会推广。

3 　生死教育课程的教学学时与内容

2005 年秋季 ,“死亡文化与生死教育”课程正式进入山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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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选课目录 ,为医学院专业选修课。在学时设置上 ,根据我国高

等学校的学期特点 ,按照 18 周开课的原则 ,考虑到生死教育课

程内容的丰富性 ,我们确定生死教育课程为 36 学时 ,2 学分。

生死教育在西方发源于“死亡学”研究。死亡学所涉及的范

围非常广泛 ,傅伟勋教授曾经列出死亡学所关注的 9 项课题 ,

即 :重症医学 ;医学伦理学 ;临终精神医学 ;死亡宗教学 ;艺术治

疗学 ;儿童心理学 ;医务管理学 ;死亡文化学 ;集体死亡等[ 8 ] 。作

为课程的死亡教育 ,在西方国家涵盖的范围日益扩展 ,内容不断

丰富。我国台湾地区引进生死教育后 ,钮则诚博士把这些纷繁

复杂的内容概括为两类 ,即着眼于学理的和落实于体验的 ,前者

重认知领悟 ,后者重感受反思[ 9 ] 。我们在确定生死教育课程内

容的准备工作中 ,借鉴了这些已有经验 ,认为在生死教育课程初

创阶段 ,宜先从理论认知入手 ,再逐渐扩充到感受与体验。根据

这一原则 ,我们确立了如下教学内容 :

生死教育概述 :介绍生死教育的内涵、外延、发展历程及生

死教育的方式方法。

解读生命 :探讨生命的内涵、起源、意义 ,解决生死教育中人从

哪里来这一重要课题。解读死亡 :讨论死亡的含义 ,帮助学生树立

对死亡的正确认识 ,解决生死教育中人最终到哪里去的问题。

濒死体验 :介绍濒死体验研究的历程及现状 ,濒死体验的主

要特征 ,学术界对濒死体验的研究和证明 ,以及如何正确认识濒

死体验及其对人们的启示。

死亡与宗教 :介绍各种宗教关于死亡的知识和观点 ,使学生

获得关于死亡的超验性理解 ,帮助学生获得关于生命与死亡的

新视角和新观点。

死亡与审美 :通过介绍与死亡相关的美学知识 ,告诉学生死

亡的价值与意义 ,教育学生热爱事业 ,热爱人生 ,努力创造完美

人生。

自杀及其预防 :介绍对自杀问题的经典研究、中国的自杀现

状和青少年中出现自杀现象的原因。重点探讨大学生群体中的

自杀问题及预防措施。

临终关怀 :介绍临终关怀的内涵及发展历程 ,重点探讨临终

关怀的理论基础与实践 ,教育学生理性地看待医学的局限性 ,追

求高质量的生命。

安乐死 :介绍安乐死的含义、历史渊源及现状 ,帮助学生认识医

学的局限性 ,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安乐死 ,树立科学的死亡观。

抗癌 :分别从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视角介绍人类社会中

的抗癌文化。使学生学会在人生旅程中正确对待苦难与挫折。

永生文化 :介绍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出现的形形色色追求长

生不老的理论与实践活动 ,帮助学生恰当地看待生命与死亡、人

生的意义与价值 ,降低死亡焦虑。

人生重大事件之应对 :探讨人生大事之应对心理与措施 ,如

升学、恋爱、就业、父母与其他亲人的亡故、失业等 ,帮助学生正

确对待人生中的顺境与逆境 ,坦然面对人生中的每一重大转折。

以上所列内容都是知识型的 ,基本上属于台湾学者所谓之

“着眼于学理的”教育内容。但我们在教学中也不完全囿于此类

内容 ,因为我们发现 ,感受与体验型的教育内容和形式更受学生

欢迎 ,而且对学生身心的触动更强。我们在教学中作了两种尝

试 :第一种 ,让学生观看体现生死教育主题的精致影片 ,既提高

了学生对课程的兴趣 ,也达到了教育目的。比如让学生观看由

中国人口音像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生命过程》,引发了学生浓厚

的兴趣 ,使学生直观地了解了人类生命的诞生过程。第二种是

让学生做练习。比如给学生布置下面的练习 : (1) 请你用一段简

单的文字来描述你活着的意义 ; (2) 请做一个假设 :你明天可能

因为某种原因 (如重大疾病等)死去。此时你想到了什么。

许多学生都认真地描述了自己活着的意义 ,并写出了自己

如果可能死亡所能想到的事情、亲人等。身体健康的人在日常

生活中往往没有意识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人生的终点往往会

毫无预期地到来 ,缺乏对生活的反思会使人们面对死亡时手足

无措。这些练习促使学生认真地反思自己的人生 ,反思自己应

承担的社会责任和自己应该实现的人生价值。这些问题既引发

了学生的兴趣 ,又达到了教育目的。

西方国家的生死教育内容还包括悲伤辅导、参观殡仪馆、参

加葬礼、墓地怀想等 ,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和条件的限制 ,我们

暂时没有考虑把这些内容列入课程。但随着经验的积累 ,我们

也可以发展出一些适合我们文化的适当的此类生死教育内容。

西藏僧人索甲仁波切说 ,当代教育否定死亡 ,认为死亡就是

毁灭和失掉一切 ,换句话说 ,当代人不是否定死亡 ,就是恐惧死

亡[ 10 ] 。虽然他的解决之道寄托于宗教性地祈盼来世 (他是将此

作为所谓事实真相来理解的) ,但毫无疑问 ,他确实道出了当今

教育的弊端。否定死亡使人们对人生产生严重曲解。今天的人

们都被抛入现代工业社会快速旋转的车轮 ,随着现代社会的奔

流不息快速地耗竭自己的生命 ,却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死亡问

题。人们并没有在自己的精神家园中为死亡留下一席之地。于

是 ,手足无措、恐惧、麻木成为面临死亡的当代人的群像特征。

当然 ,缺乏死亡反思的人生也往往变得缺少价值 ,丧失意义。

万事开头难。生死教育事业的发展虽然面临许多障碍 ,但

是大学的重任在于知识和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大学是人文精神

的象征。作为对人类文化精神家园的建设 ,生死教育事业一定

会日益受到重视 ,而选择高等医学院校作为实验场 ,也正是有的

放矢。所以 ,在高等医学院校开设生死教育课程必将是我国生

死教育事业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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