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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培育模式探讨
———以南京大学医学院人才培养模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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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医学生阶段的培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南京大学医学院在恢复建院之后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在这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形成了独

特的医学生通识教育模式、理学教育模式和与科研相结合的临床实践培养模式 ,并在实践中日益凸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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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素质的医学人才不仅体现在精湛的医术、高水平的科

研能力 ,还体现为高尚的医德 ,即德艺双馨。要想培养高素

质的医学人才 ,在医学生阶段对其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

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由对历史史实、政治制度、人文

知识以及文学修养等多方充分的理解所累积起来的人文底

蕴 ,不仅可以培养医学生独立思考判断的习惯 ,而且能够激

起他们内心深处最本质的人文关怀精神 ,这种人文关怀精神

体现在医生的职业中就是对每一位病人的关爱。作为科学

精神的培育 ,独立思考能力和实验操作能力是科学研究中最

需要的能力 ,这两方面能力的形成在接受能力强、思维活跃

的医学生基础教学阶段是最关键的。南京大学医学院在恢

复建院之后二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 ,在这两方面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和实践 ,形成了独特的医学生通识教育模式、理学教

育模式和与科研相结合的临床实践培养模式 ,并在实践中日

益凸显优势。

一、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培育的内涵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 ,表现为对人的尊

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 ,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

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 ,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

塑造 ;而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 ,它

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 [1 ] 。人文精神回归到医学中 ,

则体现为医生在利用其掌握得医学知识和技术竭尽所能为

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病痛的同时 ,在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

方式上 ,以一种情感上的关怀、关心和照顾去善待病人 ,注重

与病人的沟通 ,尊重病人的想法和意愿 ,与病人及家属有着

良好的互动和交流 ,形成和谐温馨的医患关系。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长期的科学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和

不断发展的一种主观精神状态。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探索精

神、实证精神、原理精神、创新精神、独立精神。这种主观精

神状态对于人类的科学活动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科学活动的

成败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精神体现在医学中 ,则是以的求真

务实的探索和创新精神指导医学方面的科学研究。要培育

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即在大学阶段利用通识教育

的培养模式 ,统筹安排课程体系和课余时间 ,让大学生不仅

能够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 ,而且能够通过必修或选修大量的

人文课程 ,掌握系统的人文知识 ,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 ,提升

自身的人文修养 ,培育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的培育着要通过

实验课程和固定时间的实验室科研课题的训练 ,培养学生求

真务实、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研思维模式。

二、南京大学医学院人才培育模式简介

(一)大类招生模式下的医学院人才培养模式。

在基础学科教学强化部和基地班多年来实践的基础之

上 ,2009 年南京大学首次全面推行按院 (系) 和专业类招生。

新生入学时进入一个学科大类 ,经过一到两年的专业基础培

养 ,再逐步分到各个专业的具体方向。这也是进一步推进通

识教育的重大举措 ,着力培养一些宽口径、厚基础、能力强、

素质高的复合型人才。南京大学统一负责全校各个院系的

本科招生 ,这一招生模式 ,为医学院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科

学精神的医学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使得医学院能够结合

医学学科的特点和社会对高素质医学人才需求特点 ,制定符

合医学人才培养规律的教学方案。

南京大学医学院是一所“七年制”医学院 ,即招收本硕连

读、学制七年的医学生。结合南京大学大类招生模式 ,南京

大学医学院把学院的发展方向定位于“小规模、研究型、国际

化”,把学院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优秀的“医生科学家”,

参考国际 4 + 4 医学教育模式 ,把学院人才培养模式定位于

“启蒙 (122 年级) —创新 (324 年级) —临床医学教育 (527 年

级)三阶段培养模式”,在教学方针上提出“两渗透、一加强”

的教学指导方针 :重视自然科学向基础医学渗透及基础医学

向临床医学渗透 ,加强对学生的科研训练 ,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建立医学院大学生创新基地 ;学生从 3 年级到 4 年级

上半年共一年半在实验室工作 ;在课程设置方面展开双语教

学、新开课程、新编教材及新著撰写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二)通识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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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学校人才培养的大环境来讲 ,南京大学实行“通

识教育 + 宽口径专业培养”的模式 ,学生进校前 122 年不分专

业进行大类培养 ,学习通识通修课程及学科平台课程。所有

院系的专业核心课程全面对各专业学生开放。在课程设置

方面 ,学校全面推进研究性教学 ,精简“课内”,强化“课外”,

加大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进一步通过“暑期学校”、“大学

生创新训练计划”、“开放实验计划”等 ,为学生搭建提升自己

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平台。

结合南京大学构建的通识教育平台 ,医学院学生的通识

教育阶段处于第一年和第二年。在这一阶段 ,学院对学生进

行的是有导向性的通识教育 ,尤其注重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

神。首先 ,南京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 ,文理工医协调发展

的办校方针 ,使得医学院能够凭借南京大学丰富的师资力量

和文化传统 ,设置一系列的新生研讨课程 ,促进学生积极思

考、参与讨论、拓展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对人文知识的兴趣。

其次 ,邀请文科知名教授、兄弟院校和社会科学界的著名人

文专家 ,给学生开办一系列的讲座 ,启发和开拓他们的思维 ,

使他们在学习和了解这些人文知识的同识 ,提升自己的综合

素养 ,培养人文关怀意识。再次 ,学院会邀请附属医院以及

医学界的老前辈给学生开设一些医学人文课程和交流会 ,如

“如何做一名好医生”、“医患沟通技巧”等。注重培养学生的

医学人文精神 ,使他们成为具有人文关怀的优秀医生一直是

南京大学医学院重要的教学思想之一。

(三)理学教育模式。

南京大学医学院对医学生的理学教育模式处于大学的

第三、四学年 ,该阶段的培养思想即用理学教育模式进行医

学基础课程的教学 ,注重思辨能力的培养 ,突出批判性思维

的训练、注重科研能力的培养。主要的方法体现在 : (1) 授课

实行英文原版教材 ,培养医学生专业英语能力 ,使得他们具

有国际观 ,能够去关注学科国际研究方面的前沿动态。(2)

建立“大学生创新平台”,即所有研究型实验室向大学生开

放 ,使他们能够尽早接触实验室。启动“南京大学大学生创

新训练项目”,由学生组成团队申报课题 ,经答辩后约有 25 %

学生可以拿到项目的资助进行科研训练。(3) 本科学年论文

体系 ,在第四学年由医学院安排进行 11 周的学年论文训练 ,

学生在导师指导下 ,接受“选题、文献调研、开题报告、实验操

作、数据处理、撰写论文、论文答辩”等一系列科研训练。整

个过程重在科研过程的规范化 ,力求使学生初步掌握科学研

究的各个环节 ,而所选课题则完全由学生根据个人兴趣自由

选择。经过该阶段的训练 ,学生们在本科阶段即掌握了实验

室科研工作开展的流程 ,很多学生在此阶段就有科研成果的

产出。

(四)与科研相结合的临床实践培养模式。

临床实践对培养优秀的医学生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这一

阶段处于第五至第七学年。南京大学医学院在此阶段不仅

强调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 ,而且强调科学精神的培

养。学院认为 ,临床和科研是不可分割 ,相互促进的。对一

个优秀的医生来说 ,仅仅看好病是一个方面 ,具有独特的科

研眼光和能力 ,对临床的案例和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析 ,

探究病理病因 ,对新技术、新药物的研制做出贡献也是非常

重要的方面。这也与学院“培养医生科学家”的人才培养目

标相一致。因此 ,学院将此阶段定义为以科研为中心的医学

实践教育 ,注重以研究的眼光对待临床实际问题 ,通过开设

循证医学 ,临床资料分析等课程加强学生的临床科研思维。

在第六年临床轮转的时候 ,制定严格的轮转考核标准。在第

七学年结合临床实习完成硕士学位论文。课题面向临床 ,突

出创新性、应用性 ,实行师生双向选择 ,定题后经过严格的开

题报告审议 ,完成文献综述及科学研究 ,经过正式论文答辩 ,

符合要求者授予医学硕士学位。依托附属鼓楼医院、附属口

腔医院和临床学院丰厚的临床资源 ,在此阶段 ,学生能够受

到严格的临床训练和科研思维训练。

(五)原有体制的优势。

南京大学医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行成和优势的凸显与

医学院的历史以及重建之初的理念有着深厚的渊源。南京

大学医学院发源于南京大学的源头之一金陵大学的前身

———汇文书院 1896 年开设的医学馆 ,金陵大学于 1914 年合

并基督教马林医院创办的医学教育 ,仿效当时纽约大学 2 年

预科 + 5 年医学教育的模式直至今天仍深刻影响着中美医学

教育。无独有偶 ,南京大学的另一源头中央大学亦十分重视

医科。1902 年其前身三江师范学堂成立之时 ,便聘请日本医

学士教授生理学及生物学。其后于 1928 年正式成立国立中

央大学医学院 ,成为当时中国学科设置最全 ,规模最大 ,水平

最高的医学院校之一。

1949 年解放后中央大学医学院改名为南京大学医学院 ,

1951 年划归部队系统。1987 年经教育部批准重建 ,成为教育

部直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七年制医学院。南京大学医学

院重建伊始 ,受到了著名医学家、医学教育家吴阶平院士的

关心和大力支持 ,重建模式即与北京协和医学院 (原中国协

和医科大学) 的办学模式类似 ,追求“小规模、精品化、研究

型”,致力于培养“医生科学家”。根据教育部确定的人才培

养目标和自己选定的理医结合的办学模式 ,医学院明确地提

出了“两渗透 ,一加强”(人文科学向基础医学渗透 ,基础医学

向临床医学渗透 ,加强对学生的科研训练) 作为医学院的基

本教学工作方针 ,并在后来的历次教学改革和实践中不断得

到加强和完善。

三、小 　结

与其他人才相比 ,医学人才培养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

程 ,但是 ,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发展历程中 ,南京大学医学院注

重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凸显出

它独特的优势。首先 ,教学模式获得高度认可。在 2008 年

本科教学评估中 ,教育部评估专家对学院的教学理念、培养

模式及学生水平和就业率等均十分满意 ,表示 :“若办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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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要向南大医学院学”。其次 ,学生在校期间成果丰硕 ,在

之后的继续学习中也能展现出优秀的科研才能。再次 ,一批

优秀的毕业生成长为具有潜力的医学人才。

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在医学生

阶段的培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南京大学医学院也正

是看到了这一点 ,并且把这一思想贯穿到其人才培养的模式

当中 ,并在实践中努力探索 ,不断完善。在当今医学人文精

神的缺失和社会对医学人文精神呼唤的时代 ,南京大学医学

院这一模式 ,值得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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